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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貳、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副校長瑞仁               紀錄：周尚華 

肆、主席致詞： 

伍、 國際事務處工作報告: 

學術交流 

1. 臺捷工作坊：透過捷克駐台辦事處、研發處牽線促成臺捷產學合作。參與單位有熱農系及

疫苗所。 

2. 臺泰高等教育論壇：屏科大承辦教育部臺泰高等教育論壇，今年論壇以線上方式舉行並有

其他大學如高科大、高醫、成大、東海、中興、明志科大及東華大學等共同參與。論壇非

常適合老師參加以了解教育部在泰國高等教育的規劃和方向。 

3. 印尼 3+1+1 學程：首先感謝農學院及生技系也共同參與此討論會議。教育部接下來有意推

動印尼 3+1+1 學程計畫。內容為印尼學生在印尼讀三年，再到台灣讀一年碩班先修，最後

一年為碩士課程。除了原本在生技系的課程，其他有英語課程的系所也很有機會成為最後

一年碩士班的課程規劃。 

4. 關島大學：今年三月開始推動與關島大學的合作案，農學院、食品、動科與水產都是未來

有合作潛力的科系，會先朝線上課程的合作開始規劃。關島大學會是本校未來重點發展的

學校。 

5. 捷克孟德爾大學：此校由捷克辦事處推薦媒合，屬性與本校相近，未來有希望推動老師、

學生的交換交流。 

6. 印度本地治理大學：此校已經與生技系進行蹲點計畫多年，終於在今年促成 MOU、MOA 的

簽署。 

7. 俄羅斯：此校也是透過外館牽線，是一所很優良的大學。希望能夠促成本校實習交換更多

的機會。 

8. UNTA：本校為熱帶農業大學聯盟的常駐秘書處。今年續辦工作坊，加入學生分組報告安排。

疫情前常態進行的雙邊交換教師計畫，有研發處經費支持，老師停留做研究交流，透過研

發處追蹤和本平台讓後續交流更穩定豐富。 

UNTA 線上課程的部分，去年是第一屆、今年是第二屆，內容更豐富也申請為熱農系正式

課程。不過礙於本校學生語言能力限制，是推動課程中的阻礙。接下來在 110 學年第二學

期計畫續辦，也鼓勵有興趣的老師參加。 

9. 大使館訪問：考量到學生因疫情無法回國，希望撫慰其思鄉之情。特別安排到各駐台大使

館、辦事處拜訪，邀請大使、代表們來校訪視學生。去年校慶時也有十五位駐台大使、代

表蒞臨本校。 

 

教育展 

今年陸陸續續參與許多線上教育展，目前都是由國事處組長代表參加，未來希望能有更多各

系的老師們協助參加教育展，對院系其實有很好的宣傳效果。今年參加的有包含印度、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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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日本、蒙古、菲律賓、馬來西亞、港澳、歐亞教育展等。 

 

學生活動 

1.因為疫情緣故，學生們也都只能待在學校。主要是希望能在學習之外提供學生更多活動，

國事處從去年暑假開始就辦理一系列的活動，如夯台灣、萬聖節等。上週的捷克文化講座

也是希望提供給學生更多視野。特別是「大手牽小手」活動，屬於本校近年來很關注的大

學社會責任 USR， 若老師有意願參與來一同辦理，本處也十分樂意協助。 

 

2.未來規劃會持續推動線上課程、姊妹校交流、工作坊等。 

目前交流較活躍的學校，像是很多日本姊妹校有提供交換名額，主要在國際學院、獸醫系、

森林系。印尼的布勞爪哇大學（UB）、IPB University 等都有設教育研究中心並簽署合作

協議，希望老師們可以善用這些資源。 

馬來西亞 UPM 也是長期合作的學校，對於有意願想合作的老師們其實是很方便的。泰國也

一直都有穩定的學生交流。 

 

3.歐洲的學校例如波蘭的華沙生命科學大學，這兩年都有學生去交換。 

德國的部分有學海計畫的學生交換，另外與丹麥的海外實習合作已進行三年。 

 

4.未來工作上希望委員成為國事處在各系的窗口，除了刊登在搶先報的消息之外，也會另外

寄給委員，希望委員能夠把資訊帶到系務會議讓更多學生老師知道。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案由 執行單位 執行情況 

短期交流生申請時程、系

所指導老師及英語能力標

準等事宜 

各院系所單位 

國際事務處 

 

(1)各系接洽之短期交流依照各系作業時間

辦理；國事處接洽之交流生未來擬漸進修

改為固定時間申請。 

(2)交流生英語門檻由各系斟酌認定，若有

未符合標準者請各系直接與對方學校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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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英語授

課課程辦理

方式之討論 

各院系所單位 

教務處 

(1)非國際學院或國際財金學程之各系外籍

生，若有中文必修課，擬請各系評估其中

文授課必修課程與本校開設之英語授課課

程，列出可互相抵免之清單。已有部分系

所回報結果（工管系、水產養殖系、生技

系、獸醫系、動科系） 

(2)教務處列出每學期各院英語授課清單並

公告。 另可於選課系統「英語授課」查看

本校所有英語授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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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QS 大學排名評比之

「來訪外籍教師」一項 
各院系所單位 

研發處 

(1)QS 大學排名評比「來訪外籍教師一

項」，須至少停留三個月始列入計分。建

議未來邀請國外學者至本校講學或交流時

間，盡量在三個月以上。  

(2)因多數外國學者會因補助費用多寡而決

定其停留本校時間長短。為提升外國籍教

師來校交流意願，未來各單位可先評估所

需費用，再提案申請。 

經費來源及作法建議如下： 

－研發處高教深耕跨國研究先導計畫(附件

4.1) 

－政府單位相關計畫 

－校務基金(國外學者來台機票等費用，經

簽准即可由院系部經費核銷) 

－建請學校規劃專門經費及提供獎金以鼓

勵教師參與此項交流合作。 

－可針對也有參加 QS 評比的姊妹校，協

議互送學者做長期訪問研究。 

(3) QS 其中一項是評比學校和國際學者合

作出版 Scopus 期刊數量， 

建議在邀請交換學者的計劃結案要求中可

考慮列上“交換期間至少與我校教授合著 1
篇論文並在此案結束後 

一年內有投稿 Scopus 期刊。  

 

決議：照案通過。經會後與研發處討論，

同意將其他有交流的姊妹校經評估後亦列

入Ａ類補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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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各單位重要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工作報告 

國事處張珮君組長提問： 
1. 雙聯學制：目前本校就讀雙聯學位的學生，在其原本學校中

並無可對應到本校大學部中文必修課程的課。現在的作法都是用

專簽。教務處是否有其他可以免修這些必修課的作法？  
2. 若本校學生修海外線上課程的學分，有哪些必須滿足的條件

才符合學校承認的標準，若要符合畢業學分條件，其規定又是如

何？ 
教務處回覆： 
針對雙聯學生，若系所認為現有的課程設計無法對應，可以特別

規範一套適用雙聯學生的課程，只要符合教育部規定畢業學分要

求，課程部分可提課程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三級三審。像是生技

系之前有收過一屆，三、四位學生左右。 
 
海外修課的部分，於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學分

抵免辦法相關規定酌予採認。要看學生修習課程類型，抵免學分

之審核，共同科目及通識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負責審

查；專業科目由各該系所負責審查。教務處負責複核。如果是語

言類的課程可能請語言中心認定，如果是專業課程則回歸到系上

認定。通常學生申請的成績單上需有課程名稱、學分，可另檢附

課程大綱。例如：畜產系的學生到海外修了日文，可能就只能認

定在選修的學分。 
 
畢業學分的認定還是須符合各系規定，若不是各系所認定的畢業

必修，則只能認定在一般選修。 
經查，教育部針對雙聯學制的課程規劃目前並無強制規定校定必

修，可以針對課程需求調整。 
 

(二) 語言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1) 
語言中心工作報告：獎勵教師英語授課要點 
1. 因應教育部的雙語化學習計畫，推行全校全英語授課。目前

為止共舉辦了兩場說明會、一場 EMI 教師研習。下週還會有

一場，文藻外語大學也會來本校辦理一場研習。 
 

2. 今天討論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試行要

點」會在明年二月開始實施。要點第二點，說明本獎勵辦法

適用範圍，排除全英語學位學程、進修部課程、英語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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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必修及選修），原因如下：教育部提供的經費有限，目

前本校現有的英語授課與教育部的期望仍有差距，故本經費

計畫運用在鼓勵開設新的英語授課。本要點已與各院院長開

會討論過。目前已在執行中的英語授課雖被排除在本獎勵辦

法外，但仍可申請語言中心的補助。另外一些開設全英語授

課的申請細節，例如申請表等，未來會放在語言中心網頁的 
EMI 專區提供下載使用。 

 
 

3. 獎勵資格說明如要點第五點。因應教育部規定，在 2024 年，

大二學生至少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之比例至少達 5%，目前本

校約 2.5%。本項只會採計本國籍學生。 
 

4. 獎勵辦法分成兩個等級，只要有開課並達到教學滿意度前

20%，補助 4.5 個月彈性薪資，每月 5000 元。其餘補助 4.5 個

月彈性薪資，每月 2500 元。 
 

 
5. 截至目前 109學年度，本校開設英語授課課程數，排除原本

英語授課系所後只有個位數，仍有成長空間。 
 

6. 本獎勵要點將試行兩年，可依執行狀況調整。目前教育部提

供的經費是一位老師可申請一學期一門課為限，一門課可以申請

兩學期。 
 

委員提問與回覆彙整 
1. 目前的補助辦法，可能會使需要外系師資支援的系所或學程不利於

未來招募師資。是否有其他補助措施？ 
語言中心回覆：若有外系講師支援，可以從業務費項下補助。 
 
2. 獎勵辦法規定修課之碩、博士生標準十人，是否有機會往下調整？ 
語言中心回覆：碩博生人數可下修調整。 
 
3. 英文授課的線上課程是否可以納入補助？ 
語言中心回覆：英文授課的線上課程應該可納入補助範圍。 
 
4. 獎勵要點目前預計施行兩學期，作為鼓勵，是否能補助授課老師只

要有開課都可以申請基本材料費補助？ 
語言中心回覆：開設英文授課的老師可以申請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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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勵要點是否只限定新開設課程？ 
語言中心回覆：除了已排除的全英授課課程，不管新舊，有開課皆可

申請。 
 
6. 若為英語授課的合授課程，獎勵金會如何分配？ 
語言中心回覆：金額分配擬依照授課比例分配。 
 
7.國際學院老師們英語授課的材料費如何申請？需要造冊或個別申請？

語言中心回覆：依照老師的需求編列預算，語言中心會依照經費狀況

做分配。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為鼓勵本地生修習英語授課課程，若學生修習全

英文課程是否等同外語實務訓練(1)+(2)兩門課程，且可

抵免畢業英文門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除應外系、熱農系及國際財金學程外，其餘科系英文門檻 
比照教務處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辦法，需取得新多益 350
分(含)或同等級之外語能力測驗。 

二、 目前本校實施之英語門檻抵免辦法如下：若連續兩次無法  
通過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者，

得於二年級下學期起修習本校開設之「外語實務訓練(1)」
及「外語實務訓練(2)」兩門課程，及格者視同通過，不

及格者應重修該直至及格為止。 
三、 為鼓勵本地生修習英語授課課程，擬請教務處、語言中心

與各系研擬英語授課課程抵免英語畢業門檻之規定，訂定

可抵免之最低修課數，例如：至少須修滿三門英語授課並

達規定分數，方可抵免。 
             

       
 決議：請各系帶回系上討論，後續由國事處追縱、彙整各系建議。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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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獎勵資格說明如要點第五點。因應教育部規定，在2024年，大二學生至少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之比例至少達5%，目前本校約2.5%。本項只會採計本國籍學生。
	4. 獎勵辦法分成兩個等級，只要有開課並達到教學滿意度前20%，補助4.5個月彈性薪資，每月5000元。其餘補助4.5個月彈性薪資，每月2500元。
	5. 截至目前109學年度，本校開設英語授課課程數，排除原本英語授課系所後只有個位數，仍有成長空間。
	6. 本獎勵要點將試行兩年，可依執行狀況調整。目前教育部提供的經費是一位老師可申請一學期一門課為限，一門課可以申請兩學期。
	委員提問與回覆彙整
	1. 目前的補助辦法，可能會使需要外系師資支援的系所或學程不利於未來招募師資。是否有其他補助措施？
	語言中心回覆：若有外系講師支援，可以從業務費項下補助。
	2. 獎勵辦法規定修課之碩、博士生標準十人，是否有機會往下調整？
	語言中心回覆：碩博生人數可下修調整。
	3. 英文授課的線上課程是否可以納入補助？
	語言中心回覆：英文授課的線上課程應該可納入補助範圍。
	4. 獎勵要點目前預計施行兩學期，作為鼓勵，是否能補助授課老師只要有開課都可以申請基本材料費補助？
	語言中心回覆：開設英文授課的老師可以申請材料費。
	5. 獎勵要點是否只限定新開設課程？
	語言中心回覆：除了已排除的全英授課課程，不管新舊，有開課皆可申請。
	6. 若為英語授課的合授課程，獎勵金會如何分配？
	語言中心回覆：金額分配擬依照授課比例分配。
	7. 國際學院老師們英語授課的材料費如何申請？需要造冊或個別申請？語言中心回覆：依照老師的需求編列預算，語言中心會依照經費狀況做分配。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為鼓勵本地生修習英語授課課程，若學生修習全英文課程是否等同外語實務訓練(1)+(2)兩門課程，且可抵免畢業英文門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除應外系、熱農系及國際財金學程外，其餘科系英文門檻
	比照教務處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辦法，需取得新多益350分(含)或同等級之外語能力測驗。
	二、 目前本校實施之英語門檻抵免辦法如下：若連續兩次無法
	通過具公信力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力測驗者，得於二年級下學期起修習本校開設之「外語實務訓練(1)」及「外語實務訓練(2)」兩門課程，及格者視同通過，不及格者應重修該直至及格為止。
	三、 為鼓勵本地生修習英語授課課程，擬請教務處、語言中心與各系研擬英語授課課程抵免英語畢業門檻之規定，訂定可抵免之最低修課數，例如：至少須修滿三門英語授課並達規定分數，方可抵免。
	決議：請各系帶回系上討論，後續由國事處追縱、彙整各系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