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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貳、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瑞仁副校長(代理)                   紀錄:周尚華 

肆、主席致詞：(略)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申請計有 28 人，

含海外競賽 4 人、海外短期交換 5 人、海外專業實習 19 人。 

二、 申請類別計有海外競賽 4 人（新加坡 2 人、馬來西亞 2 人)、海外

短期交換 5 人(中國 2 人、加拿大 3 人）、海外專業實習 19 人（泰

國 2 人、越南 9 人、馬來西亞 3 人、新加坡 1 人、美國 1 人、英

國 1 人、德國 2 人），共計 28 人。 

三、 其中海外專業實習凱侑同學（編號 6）及黎文樂同學（編號 7）等

2人前往德國特里爾應用科技大學進行專業實習，為 108-1學期「學

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追溯申請，申請機票費補助每人 4 萬元，

共計 8 萬元，為鼓勵學生參與海外專業實習是否同意准予補助。 

四、 海外專業實習溫重淵同學（編號 8）及蘇奕蓁同學（編號 9）等 2
人已於出國前參與語言中心開設之「語言及文化相關課程」，建議

每人額外補貼最高一萬元生活費。 

五、 依 108 年 09 月 18 日「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建議機票費補助上限，補助亞洲地區 1~3 萬元，

亞洲以外地區 4 萬元，本案合計補助機票費上限為 63 萬 6,900 元，

檢附 108-2 學生赴海外研習申請名單及建議補助表（如附件 1）。 

六、 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教務處課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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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經費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於 108 年度返國學生優先由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

(1085702-02)支應，不足額由校配款課程精進(108T0101-4)共同支

應；而 109 年度返國學生補助額度列入 109 年度教務處高教深耕計

畫及課程精進預算額度。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8年度「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要點」第 5 點第 5 款及第 6 點第 5
款規定辦理，申請補助學生參與活動期間須為本校在校生，包含

日間部、進修部及研究生（不含博士班研究生、境外碩士專班及

任公職人員），每人補助額度以經濟艙來回機票一次及會議註冊費

為限，亞洲地區最高不超過二萬元整。 

二、 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申請計有 6 人，檢附 108 年度學生參加國

際學術活動申請名單及建議補助表（如附件 2），說明如下： 

(一)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鍾艾芸（B10522005）同學於 108 年 12
月 05~10 日受邀前往日本參加「第九屆臨床植物科學國際會

議」，並口頭發表論文，擬申請補助機票費 20,000 元。 

(二)餐旅管理系謝翰彰（M10863001）同學及黃天德（M10663005）
同學於 108 年 07 月 16~22 日前往日本參加「第 55 屆東亞的社會、

產業、企業發展政策國際學術會議」，並進行口頭論文發表，擬

申請補助每人機票費 17,500 元及會議註冊費 2,500 元，共計

40,000 元。 

(三)水產養殖系李艷君（M10813006）同學及陸若眉（M10813004）同

學於 108 年 10 月 14-18 日前往中國參加「第 12 屆世界華人魚蝦

營養學術研討會」，並進行口頭論文發表，擬申請補助每人機票

費 14,000 元及會議註冊費 2,500 元，共計 33,000 元。 

(四)機械工程系曾禹睿（M10732017）同學於 108 年 11 月 08~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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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國參加「2019 IEEE 資訊、通訊和工程國際研討會」，並進行

口頭論文發表，擬申請補助機票費 8,000 元。 

三、 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教務處課程精

進經費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優先由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1085702-02)支應，不足額由

校配款課程精進(108T0101-4)共同支應。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執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海外實習訪視學生補助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機械工程系張莉毓老師預計於 109 年 03 月 01~04 日前往馬來西亞

訪視海外專業實習溫重淵（B10532105）同學，申請機票費、交通

費、住宿費及日支費用補助，共計 36,570 元整（如附件 3）。 

二、 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部門經費項下

國外旅費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列入 109 年度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及校配款部門經費項

下國外旅費預算額度。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帶領學生出國參與國際競賽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一、 餐旅管理系趙偉廷老師預計於 109 年 03 月 28 日至 04 月 04 日帶

領 2 位學生陳韋廷（M10863002）及沈佳侑（B10763154）等人前

往新加坡參加「新加坡 2020 FHA 國際廚藝競賽」，申請交通及生

活費用補助共計 78,911 元整（如附件 4）。 

二、 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部門經費項下

國外旅費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列入 109 年度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及校配款部門經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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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國外旅費預算額度。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帶領學生出國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國際學院梁茲程院長預計於 109 年 02 月 09~14 日帶領 4 位學生何

映璉（B10622003）、陳彥蓁（B10660003）、陳佩妤（B10660017）
及顏芷亭（B10660022）等人前往泰國普吉島參加「International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 and Competition 2020」，申請機票費用補

助每人 19,000 元，5 人共計 95,000 元整（如附件 5）。 

二、 教師補助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部門

經費項下國外旅費共同支應。 

三、 學生補助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教務

處課程精進經費及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教師補助額度列入 109 年度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及校配

款部門經費項下國外旅費預算額度；學生補助額度列入 109 年度教

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及課程精進預算額度。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前往日本學術研究暨洽談 MOU 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莊國賓老師預計於 109 年 01 月 20 日至 02 月

15 日期間，前往日本「日本 Vaxxinova 生物製劑公司」進行學術

研究及進行後續學海計畫相關 MOU 簽訂，申請機票費及日支費用

補助，共計 220,507 元整。 

二、 本案學術研究部分已獲得研發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發展學

生特色推動教師國際學術交流」（計畫編號：1085702-17）補助交

通及日支費 10 萬元，擬額外申請補助其餘經費 120,507 元整，其

額外申請補助之經費，擬予以補助 49,450 元。（如附件 6） 

三、 經費來源擬由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及部門經費項下

國外旅費共同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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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列入 109 年度教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及校配款部門經費項

下國外旅費預算額度。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8 年度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動申請補助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補助要點」(如附件 7)，第二點

及第四點規定，有關補助對象及補助項目與原則說明如下： 

(一)補助對象為本校 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專案教師)
及研究人員 ，出席之學術活動或國際產學合作交流須經學校同

意，範疇如下： 

1.六年內新進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專案教師)及

研究人員受邀學術會議演講、國際期刊編輯會議、發表學術

論文。 

2. 由學院組團參與國際學術活動者，該團內至少發表論文五篇或

展演、競賽作品五件以上。 

3. 參與國際發明競賽，由前年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告認定其屬

著名國際發明展者。 

4. 執行國際產學合作案，每案簽約金額須為 30 萬元以上。 

5. 完成國際技術移轉案，每案簽約技轉金須為 30 萬元以上。 

6. 經學校指派參與國際產學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者。 
(二)補助項目與原則： 

1. 補助項目:包含往返機票費、生活費、註冊費、保險費及參展

費。 

2. 補助原則： 

(1) 補助經費採總額補助，依當年度預算、活動舉行之地區、

論文發表方式及該活動重要性而定，每位教師每一會計年

度以補助一次為限。 

(2) 申請案已獲其他單位補助者，僅補助其旅費不足部分之

50%且不超過第三款所稱經費補助上限之 50%；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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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計畫）補助國外差旅費於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後尚有

賸餘款，而申請再次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補助其旅費不足

部分且不超過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補助上限。 

(3) 論文或作品為合著者，每一論文或作品以補助一人發表為

限；每一案國際學術活動，不重複補助。 

3. 經費補助上限如下： 

(1)受邀演講、擔任會議場次主持人或獲得會議論文獎項等殊

榮者：應扣除主辦單位等相關補助費用後，亞太（含紐澳）

地區最高以新台幣六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以新台幣八萬

元為上限。 

(2)出席國際期刊編輯會議、發表口頭論文者：亞太（含紐澳）

地區最高以新台幣四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以新台幣六萬

元為上限。 

(3)參與競賽者，依獲獎名次：前三名比照受邀演講、擔任會

議場次主持人或獲得會議論文獎項等殊榮者補助上限；其

餘比照發表口頭論文補助上限。但經由學院推薦參加，且

獲校長同意或經審查會決議，擇優代表學校參與競賽者，

得全額補助。 

(4)由學院組團參與國際學術活動者，亞太（含紐澳）地區最

高以新台幣二十五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以新台幣三十五

萬元為上限。 

(5)執行國際產學合作案或國際技術移轉者：亞太（含紐澳）

地區最高以新台幣四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以新台幣六萬

元為上限。 
二、108 年下半年度(10 月至 12 月)共計 1 案，教師個別申請發表學術

交流 1 案，申請補助總金額 3 萬 7,722 元，得補助金額上限共計 3
萬 7,722 元，檢附 108 年度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動申請檢核表

(如附件 8)。 

決議： 

一、 賴宏亮老師符合本校「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補助要點」第二點

第六項規定經學校指派參加日本琉球鹿兒島大學 UNTA 回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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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建立兩校系所間的長期合作，同意補助。(如附件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