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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議 

紀錄 

會議時間：109年3月24日(星期二) 上午10：00  

會議地點：中商大樓二樓第7203研討室 

主    席：謝校長俊宏(鄭副校長經偉代理)                    紀錄：林育慈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工作報告  

一、前次會議提案決議事項處理情形報告，執行情形共11案：建議解除列管11案、

繼續列管0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情形 執行單位及執行情形 列管建議 

108上 

2-1 
案由：資訊與流通學院資訊

管理系辦理 108 年國際交流

計畫-大陸及港澳地區取消

執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未來取消執行之案件皆

列入報告案說明即可。

執行單位：資訊與流

通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已依決議事項取

消辦理。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2 
案由：資訊與流通學院辦理

109 年國際交流計畫申請表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資訊與流

通學院  

執行情形：  

1. 國外地區計畫已

於109年2月4日至

8日執行完畢。 

2. 大陸地區計畫擬

依核定計畫之內

容執行，如有任何

異動，擬依校務基

金經費辦理國際

交流活動計畫原

則及本校教職員

出國補助要點辦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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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108上 

2-3 
案由：追認智慧產業學院 108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

交流活動計畫案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智慧產業

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已於108年10月

22日至 25日執行完

畢。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4 
案由：全人教育委員會申請

2020 東京奧運賽事場館考察

國外參訪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全人教育

委員會 

執行情形： 

本案擬依核定計畫之

內容執行，如有任何

異動，擬依校務基金

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

動計畫原則及本校教

職員出國補助要點辦

理。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5 
案由：有關 109 年度 1 月至

6 月中護健康學院國外地區

及大陸地區國際交流活動計

畫申請表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中護健康

學院   

執行情形： 

1. 美容易學生日本

海外實習學術交

流計畫已於109年

2月9日至15日執

行完畢。 

2. 雲南樂齡產業與

學術交流參訪活

動已於109年1月

13日至20日執行

完畢。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6 
案由：變更語文學院應用日

語系 108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

辦理國際交流計畫【國外地

區】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語文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已於108年12月8

日至12日執行完畢。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7 
案由：追認語文學院 2019 年

赴日本關東地區國際交流計

畫案 

執行單位：語文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已於108年11月5

日至8日執行完畢。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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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08上 

2-8 
案由：擬申請 109 年團隊參

與國際志工服務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應用日語

系 

執行情形： 

本案業經109年1月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並已

於109年2月5日至18

日執行完畢。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9 
案由：應用日語系擬提請修

正本校教職員出國補助要點

案 

決議： 

一、本校教職員出國補助要

點第二點(略以)：「(二)……

己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海計

畫不得再申請本要點之出國

補助經費」。係依據教育部補

助學海計畫相關規定為依循

設立，為避免本要點與教育

部母法相悖，擬不修正要點

內容。 

二、針對說明三，建議老師未

來申請不同時間執行之計畫

案，可考慮分案申請，以避免

針對不同實習期間之學生，

卻無教師訪視之經費補助來

源。 

 

執行單位：語文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已依決議事項辦

理。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108上 

2-10 
案由：語文學院 109 年度校

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計

畫國外地區及大陸地區申請

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單位：語文學院

執行情形： 

本案擬依核定計畫之

內容執行，如有任何

異動，擬依校務基金

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

動計畫原則及本校教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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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出國補助要點辦

理。 

108上 

2-11 
案由：本校 109 年 1 月至 6

月份教職員出國補助案 

決議： 

一、依據附件十一之排序，

國外地區申請案編號 12

(2020 年日本鹿兒島春

祭表演比賽暨台日交流

活動)、及編號 14(日本

學期實習 2020.2-2020.6

訪視)經審查內容後，因

編號12其計畫內容委員

考量2019年日本鹿兒島

春祭表演比賽暨台日交

流活動辦理之情形及後

續成效、編號 14 其內容

同本次會議提案九之說

明與決議，屬學海築夢

計畫實習訪視之活動，

故決議排除其 2 案之申

請資格。 

二、國外地區補助計畫排序

調整如附件十一-1，優

先補助編號 1 至編號 7，

補助案若有變更或異

動，則授權由國際處依

排序順位通知遞補。 

三、大陸地區 3 件申請案全

數補助。 

執行單位：國際事務

處 

執行情形： 

本案擬依核定計畫之

內容執行，如有任何

異動，擬依校務基金

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

動計畫原則及本校教

職員出國補助要點辦

理。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二、各單位經費變更報告 

護理系陳夏蓮教授兼系主任原獲教職員出國經費補助新臺幣 30,000 元

擬於 109 年 2 月 26 日赴日本參與學術研討會，惟因 COVID-19(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關係，取消執行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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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處業務報告 

 (一)外賓交流/學術交流 

   1.  108 年 12 月 1 日日本室蘭工業大學蒞校訪問並與本校簽訂姊妹校。 

  2.  108 年 12 月 12 日辦理僑委會 213 名馬來西亞學生來台環台開幕式典禮。 

 (二)出訪活動/教育展 

1. 108 年 12 月 2 日至 5 日由鄭副校長率隊帶領林益永副國際長等人訪問

寧波大學等高校進行學術交流活動。 

2. 109 年 2 月 4 日至 8 日協助安排校長、副校長等人暨資通學院訪問日本

姊妹校活動相關事宜。 

3. 109 年 3 月 1 日至 7 日「2020 馬來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東馬場」由資

工系陳民枝主任及國際處楊筑允組員職務代理人代表出席招生活動。 

 (三)校內學生活動 

1. 108 年 12 月 20 日晚上 18 時辦理 2019 年境外生聖誕餐會活動。 

2. 108 年 12 月 31 日晚上 18 時辦理生活華語課程結業式暨大陸地區短期

研修生期末成果發表會活動。 

3. 109 年 3 月 13 日辦理春節關懷送暖慰問僑外生活動。 

(四)校內公務 

【國際暨兩岸合作組】 

1. 2020 韓國全北大學 3 位交換生，1 位取消另外 2 位交換生已於 109 年 3

月 9 日出發。抵達後學校有對境外生做檢疫的檢查。 

2. 2020 日本交換生疫情出國同意書-已簽回(目前 1 位已前往、3 位延至秋

季班、1位取消)。 

3. 有關國際處中英網頁，廠商已提供報價。目前尚在討論中。 

4. 2020 Winter Feeling Korea 全北大學冬令營隊於 109 年 2 月 26 已將取消

費用退費到參加同學帳號。 

5. 等候韓國三育大學 Sahmyook University 將 MOU 紙本郵寄到校國際

處。  

6. 加拿大 Niagara College Filed trip 來本校交流尚在討論中。 

7. 國際處相關法規內容文字目前修正中。 

8. 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台灣留學支援中心原定 109 年 3 月 25 日帶領對台灣

留學有興的日本高中生及家長(大約 40 至 80 位)參觀本校，將待疫情穩

定之後，再行研議拜訪時間。 

9. 日本室蘭工業大學於 108 年 12 月 1 日校慶日簽定姊妹校。 

10. 108 年 12 月 30 日辦理 2019 赴菲律賓青年國際交流研習「遠大玉成」營

隊分享會。 

11. 109 年 1 月 6 日辦理吳致秀老師率 20 位國際志工之行前授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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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原定預計開學後將拜訪本校之姐妹校：日本札幌大

學與美國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已分別跟其負責人確認，

將待疫情穩定之後，再行研議拜訪時間。 

13. 西班牙龐貝大學(UPF)Elisava 設計學院拜訪也因疫情延期。 

14. 學海計畫： 

(1) 辦理 107 年度本校學海築夢結案並發函至教育部指定單位國立臺灣科

技大學辦理。 

(2) 參加教育部於 108 年 12 月 25 日假逢甲大學所舉辦之學海計畫說明

會。 

(3) 於 109 年 1 月 7 日於 2801 教室中午辦理校內學海說明會。 

(4) 109 年 3 月 10 日受理六院學海計畫文件申請截止日。 

(5) 109 年 3 月 13 日辦理教育部學海計畫校內審查會議。 

(6) 預計於 109 年 3 月 31 日前辦理 109 年度本校學海計畫之報部。 

【兩岸學生交流組】 

1. 完成辦理109學年度大陸地區碩士班招生計畫填報及報部申請相關作業。 

2. 完成辦理 109 學年度大陸地區二年制學士班招生計畫填報及報部申請相

關作業。 

3. 完成填報大陸地區畢業生流向調查系統作業。 

4. 完成本校與寧波大學(編號：108-195)及本校與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編號：

108-236)學術交流備忘錄影本報教育部備核相關作業。 

5. 完成本校與福州大學至誠學院(編號：109-004)學術交流備忘錄續約簽署

申報相關作業。 

6. 108 年 12 月 31 日與華語中心生活華語課程結業式合併辦理大陸地區短

期研修生期末成果發表會。 

7. 完成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陸地區短期研修生送機相關作業事宜。 

8. 依據教育部 109 年 2 月 5 日臺教文(二)字第 1090016303 號函辦理，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選派學生赴大陸交換作業暫緩辦理。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原訂選派 3 名學生分別至蘇州大學及寧波大學交換，及 1 名蘇州大

學學生至本校短期研修，已於 109 年 2 月 6 日 E-mail 及微信通知大陸姊

妹校窗口和學生，並且以 LINE 通訊軟體通知學生本學期取消交換相關

事宜。 

9. 向暫緩入境之 33 位陸生宣導本校安心就學方案，並協助陸生與相關業務

單位申請安心就學註冊、選課、住宿等相關作業，同時回覆陸生微信

(WeChat)群組學生所提各類因疫情衍生之相關問題。 

10. 上簽陳核本校 40 位暫緩入境之境外學生安心就學申請作業。 

【國際學生交流組】 

 僑外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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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 年 12 月 5 日完成辦理 109 年度「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及「僑生輔導實施計畫及經費預算分配表」。 

2. 108 年 12 月 6 日完成辦理「108 年度學行優良僑生獎學金」事宜，獲獎

同學林〇煇、林〇，獲獎狀乙紙及獎學金新臺幣 5,000 元。 

3. 108 年 12 月 9 日完成辦理「108 年 7 月至 12 月在校僑生學習扶助金」核

銷。 

4. 108 年 12 月 13 日完成辦理「期末冬至湯圓餐會」。 

5. 108 年 12 月 17 日完成辦理僑生謝〇倩清寒獎助金退款 6,000 元至海外

帳戶事宜。 

6. 108 年 12 月 20 日完成辦理「108 年度僑生聖誕節聯誼暨 10-12 月份慶生

會」。 

7. 108 年 12 月 26 日完成辦理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1-8 月清寒僑生助學金

事宜。 

8. 108 年 12 月 31 日完成辦理頒發日本交換生研修證明。 

9. 109 年 1 月 2 日完成辦理 108 年度僑生輔導經費補助案收支結算表、辦

理成果及檢討報告表。 

10.109 年 1 月 3 日完成辦理僑生及港澳生僑胞卡事宜。 

11.109 年 1 月 13 日完成辦理日本短期交換生離校手續單，共計 4人。 

12.109 年 1 月 15 日辦理台灣文化研習營，營隊分為兩期，起迄日期分別   

為 109 年 6 月 29 日至 7月 10 日，以及 109 年 8 月 3 日至 14 日。 

13.109 年 1 月 30 日完成辦理取消春節聯歡祭祖。 

14.109 年 2 月 20 日完成發放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 1至 4月清寒助學金。 

15.109 年 3 月 10 日完成辦理境外生加退選及課程抵免事宜。  

16.109 年 3 月 12 日辦理 108 學年度大學博覽會報名費退費事宜。 

17.109 年 3 月 13 日完成辦理「春節關懷送暖慰問境外生」。 

18.109 年 3 月 19 日辦理僑生升學考試優待證明申請，共計 3人。 

19.持續辦理「外國學生獎學金」、「在台泰北及緬甸僑生獎學金」、「應屆畢

業僑生學行優良獎」。 

20.持續收集境外生入出境日期、時間及住宿資訊。 

21.持續向暫緩入境之港澳生宣導本校安心就學方案。 

22.持續與相關業務單位協商安排需要居家檢疫學生之校內住宿事宜，每日

Line 關心、調查並記錄需要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理學生之體溫與健康

狀況。 

23.持續辦理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事宜。 

24.持續辦理境外生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加退保及續保事宜。 

25.持續辦理僑生學習扶助金事宜。 

26.持續協助辦理境外生復學、休學、退學事宜。 

 僑外生招生業務 

1. 境外生申請入學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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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年度僑生港澳生申請入學  

 
 

 109 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2.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於 109 年 3 月 12 日通知本校在 2020 年馬來西亞臺

灣高等教育展（東馬）的活動「印象深刻及欲深入了解的大學」中，名

列第 2 名，活動獲得高度響應，而獲點選人次之前五名學校，海聯會將

於 Facebook 粉絲頁發表本校的招生訊息。 

海聯會已於 109 年 3 月 19 日刊登本校之招生訊息於 Facebook 粉絲頁

Study at Taiwan-Malaysia。海聯會粉絲專頁目前超過 1 萬 4 千追踪

數，每週最高觸及人數可達 1 萬人。 

3. 在 109 年 3 月份至東馬招生所收集之 83 份問卷裡，馬來西亞同學較有

興趣的科系為：應用中文系、應用日文系、商業經營系、室內設計系、

企業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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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中心】 

1. 持續宣傳華語能力測驗考試。 

2.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僑外生國文專班(二) 

 僑生 外籍生 重修生 

人數 31 2 3

總計 36 人

3.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生活華語-中級班(二) 

 僑生 外籍生 交換生 旁聽生 隨班附讀生

人數 12 2 3 2 1

統計 20 人

4. 第三期華語師資班 

  (1) 課程日期: 109 年 04 月 11 日(六)至 109 年 6 月 21 日(日)，共計 9

週，每周六、日，100 小時，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2) 課程費用$18,500，持續宣傳開課訊息及張貼海報。 

5. 2020 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前衝刺班: 

  (1) 課程日期:預計 109 年 6 月 27 日開課，每周六、日，共計 60 小時，

9:00~12:00；下午 13:30~15:30。 

  (2) 課程費用:14,500 (不含影印費用)，可配合推廣部的優惠方案，享 8~9

折優惠，針對大四應屆畢業生、有志從事對外華語教學者，集中宣

傳。 

  (3) 持續與授課教師聯繫，將課綱上傳至推廣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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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中護健康學院 

案 由：有關 109 年度中護健康學院國外地區及大陸地區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

表，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預算編列。 

二、國外地區國際交流規劃 

    1.「日本札幌市立大學國際交流」，所需經費52,678元，申請學院

補助50,000元，不足餘額由老師自行吸收。 

    2.「美國亞歷桑納州立大學國際交流」，所需經費103,287元，申請

學院補助100,000,不足之費用由老師自行吸收。。   

三、檢附國際交流計畫申請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惟計畫執行期間仍需視疫情發展情況及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

心相關規定配合辦理。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語文學院  
案 由：語文學院 109 年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本校 109 年 2 月 12 日國際事務處通知辦理。 

二、本案業經 109 年 3 月 9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語文學院主管

會議通過。 

三、本院 109 年校務基金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案【國外地區】1案

如下表： 

109 年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案【國外地區】 

學校分配予本院補助金額總計新臺幣 20 萬元整(均分院系各 5萬元) 

院 

排序 
申請單位 地區 計畫案名稱 

擬前往地點 

擬前往時間 

補助經費

(新臺幣/元)

經費

來源

1 
應用英語系 

(林勤敏主任) 
國外

日本東京株式會社產業

交流參訪 

日本東京 

2020/3～2020/12 
50,000

國際

事務處

       四、檢附國際交流計畫申請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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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惟計畫執行期間仍需視疫情發展情況及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

心相關規定配合辦理。 

 

 

▲提案三                                        提案單位：商學院 

案 由：商學院 109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業經 109 年 2 月 24 日商學院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國際交流會

議審議通過。 

二、本學院 109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簡要資料如

下表： 

編

號 
計畫案名稱 

計畫

地區 
擬前往地點 目標 

申請 

經費 

1 

商學院派教

師執行國際

交流活動 

國外

地區 

新加坡 (唯若因

肺炎疫情影響而

未舉辦，亦可能

改往美國) 

了解 AACSB 

2020 Business 

Accreditation 

Standard，並

進行加入 AACSB

會員的前置規

劃與準備 

20 萬元

2 

109 年度商

學院兩岸學

術及產學合

作交流活動 

大陸

及港

澳地

區 

北京、上海、蘇

州、杭州、無

錫、福州、廈

門、廣州、成

都、深圳等地區

具有商管學系專

業之學校與相關

台商及大陸企業 

深化學術交

流、創造國際

產學合作績效 

20 萬元

         三、檢附國際交流計畫申請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惟計畫執行期間仍需視疫情發展情況及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

心相關規定配合辦理。 

 

 

▲提案四                                        提案單位： 設計學院 

案 由：設計學院 109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業經 109 年 3 月 12 日設計學院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 

二、本學院 109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簡要資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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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編

號 
計畫案名稱 

計畫

地區 
擬前往地點 目標 

申請 

經費 

1 

數位媒體科

技與藝術之

國際學術交

流計畫-多媒

系 

國外

地區 

公立大學法人首

都大學東京(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與慶

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 

建立本系教師

與日本大學數

位媒體相關專

長教授之學術

交流合作關係 

5 萬元 

2 

日本國際地

域創造、文化

產業及展演

空間規劃交

流活動計畫-

室設系 

國外

地區 

日本金澤大學、

21 世紀美術館、

東茶屋街等 

地域創造、文

化產業及展演

空間規劃之國

際交流 

10 萬元 

3 

兩岸工藝文

化交流-創意

商品設計系 

大陸

及港

澳地

區 

福州市-外語外貿

學院、景德鎮陶

瓷大學、景德鎮

陶瓷博物館、武

夷山-茶文化博物

館 

從觀摩學習，

期能從中汲取

經驗，促成未

來學術交流合

作 

2 萬 5 千元

         三、檢附國際交流計畫申請表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惟計畫執行期間仍需視疫情發展情況及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

心相關規定配合辦理。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推廣部 

案 由：有關本處華語中心組織設置變動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華語中心隸屬於國際事務處，主要任務為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華

語文教產業市場相關之教研推廣工作、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華語文

教材。其中，華語教學語師資課程辦理至今成效良好，營收逐年成

長。 

二、 惟國際處為行政單位，因此華語中心隸屬於行政單位之下，無法進

行招生與師資聘任等工作，因此相關課程辦理迄今，均委由推廣部

(教學單位)協助進行前述工作之辦理。 

三、 推廣部自 108 學年度起與華語中心合作開設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成

效頗佳。因此，經與推廣部協商討論後，擬將華語中心行政編制轉

移至推廣部，以深耕華語文市場業務之推動，擴大推廣教育面向。 

四、 檢附國際事務處會議紀錄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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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案 由：修正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已於 106 年 9 月 8 日修正，而本校現行

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係於 102 年 1 月報教育部通過，因此有依母

法修改之必要。 

二、本校目前尚未訂定招收外國轉學生之相關辦法，而本處接獲多位在他

校就讀之外國學生欲申請轉入本校就讀，擬藉此次修改納入相關轉學

規定。 

三、要點除第三點、第十點及第二十點無異動外，其餘擬皆修正調整。 

四、檢附要點修正對照表(草案)如附件六。 

 

決 議：照案通過，並提報教務會議。 

 

 

 
肆、臨時動議： 

 

無 

 

 
 

伍、 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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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 畫 名 稱 日本札幌市立大學國際交流 

計 畫 地 區  國外地區  

類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帶領學生進行學生國際見習＿ 

具 體 目 標 

至日本「札幌市立大學」護理系進行國際交流目標如下: 

1. 討論護理專業課程設計、教學及實驗技術分享。 

2. 師生參與護理系課室教學與實驗課程。 

3. 師生進行日本札幌市醫療、長期照護機構實務見習。 

4. 洽談後續國際交流合作計畫。 

簡述類別項目 

與申請單位 

業務發展之關聯 

1. 本次前往為日本札幌市立大學護理系進行國際交流、課程見習及照護

機構參訪等，瞭解未來雙方合作及學生海外見習之可能性。 

2. 日本札幌市立大學為本校姊妹交流學校，具有長期雙邊合作關係，該

校具有研究所、大學及專科學制的護理專業學校，期望透過此次交

流，能拓展國際合作，未來學生可以親赴日本札幌市立大學學習及見

習，體驗不同文化之護理課程及專業技能。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1.地區: 日本/北海道/札幌。 

2.訪問單位:「日本札幌市立大學(Sapporo City University)」護理系  

3.訪問人員: 系主任 Atsuko 教授、Kikuchi 教授 

預計前往人員 

及期間 

1. 預計前往人員: 謝佩倫助理教授，帶 4 位護理系學生。 

2. 期間 2020 年 7 月 5 日至 7 月 9 日。 

工作內容 

7 月 5 日: 出發，台北桃園機場－日本新千歲機場。 

7 月 6 日: 護理專業(看護学科)參訪與課室教學參與。 

7 月 7 日: 護理系實驗室與技術操作見習、參訪札幌市保健福祉中心/高齢

者住宅。  

7 月 8 日: 札幌市醫療照護、居家護理所機構/產業參訪。 

7 月 9 日: 返國，日本新千歲機場－台北桃園機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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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概算(機票、差

旅費)合計 

1. 台北桃園-札幌 來回經濟艙機票 20,000 元/人 

2. 台中-桃園來回高鐵 1,200 元 

3. 依標準日本札幌區生活日支費: 美金 206 元/天 (6,592 元/天) 共計 5

日 28,345 元 

4. 其他(含保險、禮品費、雜費)  3,133 元。 

5. 合計: 52,678 元 (單位：新台幣千元)，欲申請學院補助 50,000 元，不

足餘額由老師自行吸收。 

6. 詳細預估表如下: 

項目 明細 說明 金額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機票 

台北桃園-札幌來回

經濟艙機票 
20,000 元 20,000 

檢據核銷,實
支實付 

高鐵 台中-桃園來回高鐵 1,200 元 1,200 
檢據核銷,實
支實付 

生活費 日支費 
日本札幌： 
206*32*4=26,368 
206*32*30%=1,977

28,345 元 28,345 
匯率 1:32 估

計 

辦公費 
保險、禮

品費、雜

費 
保險、禮品費、雜費 3,133 元 3,133  檢據核銷 

合計 
(每人) 

(單位：新台幣千元) 新台幣 52,678 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見 
經中護健康學院於 109 年 2 月 27 日院務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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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交流計畫書 

日本札幌市立大學參訪計畫 

壹、 背景 

伴隨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醫療水準的提高，使得人類的壽命不斷延

長，人口老化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人類面臨的最大挑戰之ㄧ。根據 2019 年人口結

構顯示，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率已突破 14%，跨越聯合國對

國家人口老化程度界定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如何提供長者活躍老化及營

造高齡友善的照護服務顯重要，亦是長照 2.0 政策推動目標。  

日本是迄今世界上面臨高齡化最快速的國家，從高齡化社會指標 7%到超高

齡化社會指標 14%只經歷短短 24 年。為能因應高齡化照顧的需求，日本在 2000

年開始推動黃金十年計畫(Gold Plan)政策，拓展居家社區服務，於開辦介護保

險，厚生勞動省在介護保險財源基石上重視高齡照顧服務，包含發展預防性的

照顧服務、社區、居家照護，整合社區醫療保健與福祉資源，積極培育專業照

顧人力及訂定證照分級制度等，至今已以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為基礎發展出

非常多元化的照顧服務模式。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來之際，台灣近年極力推動長期照護服務 期藉此國際

交流機會到長期照護發展典範的亞洲國家-日本，瞭解日本長期照護發展現況。 

貳、 參訪對象與單位業務實際需要 

本校中護健康學院以「健康產業及照護」為發展特色，而高齡者是長期照護

最主要的需求服務對象，面對國內長期照顧政策改革推動以落實在地老化照護

之際，將前往日本札幌市立大學參訪學習長期照顧發展的經驗及社區老人居家

照護之創新照顧及營運模式，不僅符合國家健康照護體系發展所需，亦符合中

護健康學院的發展特色及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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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參訪行程 

參訪計畫將由護理系 1 位教師前往，預計進行 5 天的參訪行程，預計行程

如下(109/07/05 至 109/07/09)： 

肆、 具體目標及預期成效 

1.  參與該校意見交流歡迎會、校內研究交流會、壁報發表展示參訪。  

2.  與日本札幌市立大學護理系討論兩校實質交流合作，包括:短期見習及長期

交換學生之初步討論。  

3.  參訪照護機構，評估學生赴該校或照護機構見習之可行性。  

4.  鞏固姊妹校之實習關係。 

藉由日本札幌市立大學國際交流參訪，教師可深入瞭解日本長期照護發展

及照護模式現況，亦可協助護理系/老服系學生開拓長期照護的就業市場，評估

學生日本交流實習之可行性，建立雙方教育單位及照護機構之產研合作關係。 

伍、 經費概算 

所有經費悉依「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各地區出差

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編列，預算編列如下表。若以 1 位參訪人員計算，經

費預估為 $ 52,678 元。 

時間 地點 主題 

109/07/05 台北桃園機場－日本新千歲機場 出發 

109/07/06 
日本札幌市立大學 

(Sapporo City University) 

 拜訪日本札幌市立大學護理系系主任Atsuko教
授及 Kikuchi 教授 

 護理專業(看護学科)參訪與課室教學參與 

109/07/07  日本札幌 
 護理系實驗室與技術操作見習 
 札幌市保健福祉中心/高齢者住宅參訪 

109/07/08  日本札幌 札幌市醫療照護、居家護理所機構/產業參訪。 

109/07/09  日本新千歲機場－台北桃園機場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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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明細 說明 金額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機票 台北桃園-札幌來回經

濟艙機票 
20,000 元 20,000 

檢據核銷,實支實

付 

高鐵 台中-桃園來回高鐵 1,200 元 1,200 
檢據核銷,實支實

付 

生活費 日支費 

依標準日本札幌區生

活日支費：美金 

206*32*4=26,368 
206*32*30%=1,977 

28,345 元 28,345 匯率 1:32 估計 

辦公費 
保險、禮品

費、雜費 
保險、禮品費、雜費 3,133 元 3,133  檢據核銷 

合計 

(每人) 
(單位：新台幣千元) 新台幣 52,6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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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畫名稱 「美國亞歷桑納州立大學」國際交流 

計畫地區 國外地區、美國、亞歷桑納州 

類別項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帶領學生進行學生國際見習＿＿＿ 

具體目標 

至美國「亞歷桑納州立大學」護理系進行: 
雙方護理專業課程設計、教學及實驗技術操作分享與討論。 
帶領學生實際參與護理系課室教學與實驗課程進行。 
帶領學生至醫療照護機構及縣衛生部門，實務見習。 
洽談後續國際交流合作計畫。 

簡述類別項目與
申請單位業務發
展之關聯 

1.「亞歷桑納州立大學」簡介與健康照護經驗: 
1-1課程設計與國際教學:為因應護理教育國際化及實作化以呼應臨床
工作，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系積極拓展與美國與歐洲等先進國家護
理系所之交流機會，以開拓我校學生的國際觀，因而辦理此次美國知
名大學之國際見習計劃，亞利桑那州立大學護理學院於1957年成立至
今，護理學院的課程鼓勵創造力與健康創新，且致力建立專業化的課
程以滿足不斷變化的臨床護理行業的需求，提供一流的護理教育及進
階護理，已經培育超過4000多名大學生和研究生，循證實踐，課程設
計使護理學生學習護理過程中，能夠在複雜而動態的專業領域中跨學
科合作，在模擬實驗室進行觀察操作，並透過對比國家衛生系統，了
解未來的衛生專業人員理角色等，以強化護理學生能力，值得台灣護
理學校學習與觀摩。 

1-2創新與健康護理：該校護理與健康創新學院提供多個大學護理或健
康科學學位，為學生應對現代醫療保健的挑戰做好準備，能夠對現有
問題和系統進行批判性思考並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和產品以應對這
些挑戰做準備。 

2.與申請單位的連結: 
 2-1課程設計與國際教學:護理系致力於拓展學生國際視野，學生預計
在此次國際見習中可實際參與美國、台灣護理教學、技術操作、醫院
實務運作與醫療體系運作之差異，護理照顧在文化上的差異，培養多
元思考能力。 
 
2-2創新與健康護理: 學生預計可學習到實踐在整個不同的人群提供
醫療保健，及運用各種學科來提供治療的廣泛視角之相關護理照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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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並透由與美國醫療保健系統的瀏覽， 參觀當地醫院和縣衛生部
門，與護理系教師和學生進行討論，以強化學生系統性思維，培養批
判思考能力。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1.地區:美國、亞歷桑納州。 
2.訪問單位: 「亞歷桑納州立大學」護理系、Tour Banner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Tour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Community 
Clinical Sites.  
3.訪問人員:Marylyn McEwen教授暨副院長、Ida Moore教授副院長、
Dr. Nicole Bencs、Chair: Morgan Stock、Dr. Sharon Hitchcock、
Dr. Connie Miller Chair, Dr. Janine Hinton 

計前往人員及期間 
預計前往人員:蘇淑芬副教授。4-5位護理系學生。 
期間:109年4月至11月底 

工作內容 

4月-11月底:桃園機場-美國亞歷桑納州之吐桑機場(總旅程:33小時) 
4月-11月底:護理系環境認識、基本護理學和急重症課室教學 
4月-11月底:參訪Tour Banner University醫學中心/UA護理系實驗室
4月-11月底:基本護理學和兒科護理課室教學/護理系實驗室參訪 
4月-11月底:參與UA護理系大學部課室課程  
4月-11月底:實證護理/進階急重症課室教學 
4月-11月底:文化交流行程 
4月-11月底:吐桑機場舊金山機場桃園(總旅程:28小時)。 

所需概算(機票、
差旅費)合計 

台北-吐桑機場來回經濟艙機票:43,000元*1人=43,000元 
台中-桃園來回高鐵:1,080元 
差旅費：(依標準美國鳳凰城地區生活費240/美元) 
美金240元*31*70%*7日=36,456元 
美金240元*31*30%*9日=20,088元 (以1 :31匯率估計) 
其他(含保險、禮品費、雜費、簽證費)：保險費163元；禮品費1,500
元；簽證費1,000 元。 
共計:103,287元 申請學院補助100,000,不足之費用由老師自行吸收。

主管機關審查意
見 

經中護健康學院於109年2月27日院務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
位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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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歷桑納州立大學-學術交流及機構參訪計畫書 

一、背景  

為因應護理教育國際化及實作化以呼應臨床工作，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護理系積極拓展與

美國與歐洲等先進國家護理系所之交流機會，以開拓我校學生的國際觀，因而辦理此次美國

知名大學之國際見習計劃，亞利桑那州立大學護理學院於1957年成立至今，護理學院的課程

鼓勵創造力與健康創新，且致力建立專業化的課程以滿足不斷變化的臨床護理行業的需求，

提供一流的護理教育及進階護理，已經培育超過4000多名大學生和研究生，循證實踐，課程

設計使護理學生學習護理過程中，能夠在複雜而動態的專業領域中跨學科合作，在模擬實驗

室進行觀察操作，並透過對比國家衛生系統，了解未來的衛生專業人員理角色等，以強化護

理學生能力，值得台灣護理學校學習與觀摩。 

 

二、項目與單位業務實際需要之情形  

該校護理與健康創新學院提供多個大學護理或健康科學學位，為學生應對現代醫療保健

的挑戰做好準備，能夠對現有問題和系統進行批判性思考並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和產品以應

對這些挑戰做準備。護理系致力於拓展學生國際視野，學生預計在此次國際見習中可實際參

與美國、台灣護理教學、技術操作、醫院實務運作與醫療體系運作之差異，護理照顧在文化

上的差異，培養多元思考能力。 
 

三、具體目標及預期績效 

將由中護健康學院護理系蘇淑芬副教授，擬於109年4月至109年11月底前，前往美國亞歷

桑納州立大學，進行為期9天（含搭機時間）的交流，目標如下：  

1.參訪與課室教學環境認識、參與UA護理系大學部課室課程 

2.與美國亞歷桑納州立大學護理系討論兩校實質交流合作細則，包括:交換學生的交流及雙聯

學制之初步討論。 

3.護理系實驗室(Simualtion, OSCE)參訪操作 

4.參訪Tour Banner University醫學中心/UA護理系實驗室。 

5.與UA護理系師生文化交流。 

 

預定之行程表日期  活動內容  停留地點  

為期9天 

4月-11月底 

桃園美國舊金山機場吐桑機場(總旅程:33小時) 加州,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護理系環境認識、基本護理學和急重症課室教學。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參訪Tour Banner University醫學中心/UA護理系實驗室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基本護理學和兒科護理課室教學/護理系實驗室參訪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參與UA護理系大學部課室課程 亞歷桑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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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之行程表日期  活動內容  停留地點  

4月-11月底 實證護理/進階急重症課室教學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文化交流行程  亞歷桑納州 

4月-11月底 吐桑機場舊金山機場桃園機場(總旅程:28小時)。 加州,台灣 

 

四、編列預算預估 

依「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

表」編列預算如下表。1位參訪人員的經費預估為10萬3287元，(超出10萬元以外之費用將自

行吸收)，實際支付以當時購買金額及匯率為主、在不違反行政院主計總處彙編之國外出差旅

費報支要點內，得以項目互相支應補齊差額。 

109年校務基金國際交流計畫出國經費預算表(每人) 

項目 明細 說明 金額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機票 桃園-吐桑機場

來回機票費用

(經濟艙) 

新台幣 43,000 元 新台幣 43,000 元 檢據核銷,實支

實付 

高鐵及公車 台中至桃園 

 

新台幣 1,080 元 

 

新台幣 1,080 元 

生活費 住宿費 70% 美金 240 元/日

*70%=168 

168*7 天=1176 

新台幣 36,456 元 

 

依據「中央各 

機關派赴國外

各地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

數額表」美金

$240 /日(以 1：

31 估) 

膳食費 20％ 美金 240 元/日

*20%=48 

48*9 天=432 

新台幣 13,392 元  

零用費 10% 美金 240 元/日

*10%=24 

24*9 天=216 

新台幣 6,696 元  

其他 保險費  新台幣 163 元 新台幣 163 元 檢據核銷,實支

實付 

其他 禮品交際及雜

費、簽證費 

 新台幣 1500 元(禮品

新台幣 1000 元(簽證

新台幣 2,500 元 檢據核銷,實支

實付 

合計 (每人) 新台幣 103,287 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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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 畫 名 稱 商學院派教師執行國際交流活動 

計 畫 地 區 國外地區 

類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參加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以

下簡稱 AACSB) 2020 新加坡年會  

具 體 目 標 
了解 AACSB 2020 Business Accreditation Standards，並進行加入AACSB會員的

前置規劃與準備。 

簡述類別項目與

申 請 單 位 

業務發展之關聯 

在資訊科技無遠弗屆的今日，更加深國際化的潮流趨勢。商學院亦必須因應此一

趨勢，積極參與相關國際學術社群以接軌國際，進而達到建立與擴展學生宏觀國

際視野的目的。其中AACSB 為全球重要之商管協會，參加此一年會對於建立與連

結國內外AACSB 的鏈結網絡將有一定助益，亦有助於商學院加入AACSB會員的前置

規劃與準備。 

擬 前 往 地 區 、 

訪問單位及人員 

1.擬前往地區：亞洲-新加坡 (唯若因肺炎疫情影響而未舉辦，亦可能改往美國) 

2.擬訪問單位：參加 AACSB 年會並參與 Workshop。 

3.擬參訪人員：商學院教師 

預計前往人員及

期 間 

預計前往人員：約 2-5 人 

預計前往期間：109年 年 6  月至 11  月間 

工 作 內 容 

1.了解 AACSB 運作現況。 

2.了解 AACSB 2020 Business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3.建立與連結國內外AACSB 的網絡社群以了解其實務運作。 

4.針對加入AACSB會員進行前置規劃與準備。 

所需概算(機票、差

旅 費 ) 合 計 
合計新台幣 200 千元整(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見 
經商學院於109年2月24日國際交流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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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大陸及港澳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 畫 名 稱 109年度商學院兩岸學術及產學合作交流活動 

計 畫 地 區 大陸及港澳地區 

類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具 體 目 標 深化學術交流、創造國際產學合作績效 

簡述類別項目與

申 請 單 位 

業務發展之關聯 

本計畫預擬在過去既有的學術與產學合作交流之基礎下，繼續深化與

擴大交流的面向，期望達成師生交流、學術交流、產學合作、與實習業務

之開展。透過與對岸學校之學術交流，將有助商學院研發能量與招生能量

之擴充；加上結合與台商之交流，將有助商學院產學合作績效與學生實習

就業能量之提升。 

擬 前 往 地 區 、 

訪問單位及人員 

1.擬前往地區：北京、上海、蘇州、杭州、無錫、福州、廈門、廣州、成都、深

圳等地區具有商管學系專業之學校與相關台商及大陸企業。 

2.擬訪問單位：北京第二外語學院、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

學、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江南大學、福州大學、福建農林大學、

廈門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 

3.擬參訪人員：商學院專兼任教師以及相關行政單位主管。 

預計前往人員及

期 間 

1.預計前往人員：約4-8人 

2.預計前往期間：109年4月至12月間。 

工 作 內 容 

1.考察商管相關校系之教學、研究及產學現況與未來發展。 

2.深化與對岸商管校系之交流與合作，以提升學術、研發與招生能量。 

3.考察相關台商產業發展狀況，以提升產學合作、實習與學生就業能量。 

所需概算(機票、差

旅 費 ) 合 計
合計新台幣 200 千元整(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見 
經商學院於109年2月24日國際交流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二】 



【附件一】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108 學年度 
 

計畫名稱 
數位媒體科技與藝術之國際學術交流計畫 

計畫地區 
國外地區 

類別項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 

具體目標 
建立本系教師與日本大學數位媒體相關專長教授之學術交流合作關係。 

簡述類別項目與申

請單位業務發展之

關聯 

本系之教育理念與系所發展中，旨在拓展國際視野，並積極促進國際學

術交流合作及學生海外學習。本計劃基於本系之發展理念，主動與海外

學者聯繫，並透過實地參訪來建立校際實質之學術與教學之交流。並建

立本校在海外之知名度，進而促進日台學生間之交流活動。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本 計 劃 擬 前 往 位 於 東 京 之 公 立 大 學 法 人 首 都 大 學 東 京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與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訪問單

位及人員如下： 

1.公立大學法人首都大學東京(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之系統

設計系之副教授馬場哲晃。馬場哲晃之學術專長為互動設計與媒體藝

術。 

2. 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環境與資訊學系之副教授田中浩也。

田中浩也教授為日本著名之學者，引進其在美國MIT(麻省理工學院)所學

之Fab Lab(創客自造實驗室)的模式及其教育加以推廣，並將數位媒體、

數位製造與Fab Lab結合，於慶應義塾大學建立實驗室，名為Hiroya 

Tanaka Laboratory。 

 

預計前往人員 

及期間 

預計前往人員：本系系主任與王雨涵老師 

預計前往期間：2020年6月至10月期間，擇此期間之一週前往。 

工作內容 

1. 至公立大學法人首都大學東京與慶應義塾大學參訪，建立學術夥伴與

合作交流關係。 

所需概算(機票、差

旅費)合計 

每人機票：$ 9,000 

每晚房價：$ 2,650  

交通費：$ 850 / 6日 

食膳及雜支：$ 1,900 / 6日 

$ 9,000+$ 2,650*5日＋$ 850+$ 1,900=$ 25,000 / 每人 

附件四 



合計：$ 25,000 * 2人=$ 50,000 元(單位：新台幣元) 

主管機關審查意見 

經設計學院於 109 年 3 月 12 日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 

第1 次院務   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二】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國外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 畫 名 稱 日本國際地域創造、文化產業及展演空間規劃交流活動計畫 

計 畫 地 區 國外地區 

類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 

具 體 目 標 地域創造、文化產業及展演空間規劃之國際交流 

簡述類別項目 

與申請單位 

業務發展之關聯 

為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其他-參訪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日本金澤大學、21 世紀美術館、東茶屋街等 

預計前往人員 

及期間 

室內設計系專任教師(系主任方鳳玉與李琦華老師等)，9~12 月期間擇一週

前往。 

工作內容 為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其他-參訪 

所需概算(機票、

差旅費)合計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見 

經設計學院於 109 年 3 月 12 日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 

第 1 次院務   會議通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附件三】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 

校務基金經費辦理國際交流活動計畫申請表【大陸及港澳地區】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計 畫 名 稱 兩岸工藝文化交流 

計 畫 地 區 大陸及港澳地區 

類  別  項  目 

▓洽談學術交流合作計畫 

□辦理海外招生 

□洽談國際產學或實習業務 

□拓展姊妹學校或赴國外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約 

■其他-參訪 

具 體 目 標 從觀摩學習，期能從中汲取經驗,促成未來學術交流合作 

簡述類別項目 

與申請單位 

業務發展之關聯 

陶瓷/工藝/茶文化與兩位任教科目是息息相關,而景德鎮乃是大陸的陶瓷重

鎮,期待能透過參訪與交流,提升教師的成長.並促成未來合作機會 

擬前往地區、 

訪問單位及人員 

1.福州市-外語外貿學院 陳國祥院長 

2.景德鎮陶瓷大學-董相杰13397981118 

   景德鎮陶瓷博物館 

3.武夷山-茶文化博物館 

預計前往人員 

及期間 

魏明仕助理教授 

徐子雲講師 

109 年 11 月底或 12 月初 

工作內容 參訪與交流 

所需概算(機票、

差旅費)合計 
25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意 見 

經設計學院於 109 年 3 月 12 日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   會議通

過。 

前一年度申請單位

國際交流績效 

(由國際處註記) 

 

註： 

1. 一頁限填一項出國計畫。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處務會議 紀錄 

時  間：109 年 3 月 9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國際事務處 3105 辦公室 
主  席：鄭副校長經偉兼國際長 
出席人員：蔡組長嬌燕、許組長世芸、劉主任以慧、林育慈秘書、鄭雅升組員、郭品希

組員、楊筑允組員 
紀錄：林育慈 

壹、 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提案決議事項處理情形報告，前次會議提案執行情形共 5 案：建議解除列管 1      

案、繼續列管  4   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情形 承辦人員及執行情形 列管建議

1 

案由 

暑期將進行國際處更新網頁製作

版面，是否需要國際處英文網頁

製作 ? 

決議 

需製作英文網頁，請進一步規劃

英文網頁內容及製作網頁相關費

用並執行。 

－1080715 

由於網頁需套件，廠商名單將再

請副國際長過目與討論。 

－1080829 

全校網頁預計將重新改版，未來

英文版本須配合校方統一製作。

本處製作網頁前須先與秘書室溝

通討論。 

－1080909 

為配合境外學生語文能力，國際

處英文網頁有迫切之需求，故仍

先行規畫本處英文網頁之建構與

製作。 
-1081007 
國際處網頁架構初擬中，網頁架

構 10/14 副國際長提供，另與電

算中心聯繫學校網頁是否近期更

【許組長、品希】 
－1080702 
處務會議國際長回覆需製作英文網頁，尚

在規劃詢價中。 
－1070725 
目前與普拉瑞斯廠商聯繫詢價中。 
-1080825 
需與副國際長再討論網頁內容。 
-1080910 
已收集 3所學校資料提供給副國際長過目，

結構草擬中。 
-1081009 
副國際長已提供中英網頁架構，另外 10/9
日已和許組長到校務資訊組詢問:相關網頁

多語權限，及如給外包廠商規畫本處網頁

校務資訊組是否可開放伺服器容量。同步

請廠商先初步報價評估。 
-1081024 
與新視野網頁設計公司約 11 月 6 日下午 4
點至國際處討論網頁架構。 
-1081106 
已與新視野網頁設計公司初步討論,網頁架

構，也與校務資訊組詢問相關我校中心使

用 hyper-v 虛擬機 
主機規格：CPU、記憶體、硬碟空間，一

般依據需求單位要求設定 
使用伺服器：window server 2016 
已於 11 月 7 日提供給廠商進行報價。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附件五 



 
 

新，國際處網頁可一起進行。 
-1081217 
因近期秘書室亦進行全校英文網

頁更新作業，請各行政單位提供

英文網頁內容。為免資源重覆，

請品希與秘書室確認網頁製作性

質與內容是否與本處規劃相同。

-1090309 
本案已執行超過半年之時間，並

已確認與秘書室欲製作之英文網

頁性質不同，請盡速安排廠商溝

通討論下一步執行相關作業。 

-1081115 
廠商回覆尚在確認提供的畫面樣式及與內

部確認中。 
-1081129 
已有報價，待長官參考及討論。 
-1090210 
經確認，秘書室僅製作一頁簡介部份，與

本處原規劃內容不同，將再與廠商約時間

談後續細節。 

2 

案由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賓來校參訪

接待要點，擬進行部份修正 

決議 

新增要點第五點修正為「本校各

教學單位(院、系、中心)依本要

點所提出之申請，一學期以補助

一次為限。」，修正後提案至本

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副國際長、育慈】 
108 年 12 月 17 日本處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5 次會議紀錄已於 108 年 12 月 31 日校長

簽核完成，擬提案至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議審議，會議時間尚待秘書室通知。 
-1090207 
秘書室將於 109 年 3 月 17 日中午召開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議、109 年 3 月 3 日召開程

序小組會議，提案收件截止日為 109年 2月
14 日，擬依表訂時程於期限前完成提案相

關作業。 
-1090306 
本案已於 109 年 2 月 14 日提案至秘書室，

並業經 109 年 3 月 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程序小組會議決議同意提送 109 年 3 月 1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3 

案由 

是否需要購買「華語文能力測驗

快篩系統」 

決議 

同意購置華語文能力測驗快篩系

統。 

【劉主任、筑允】 
-1090210 
預計 3-4 月份會辦理購置系統相關行政作

業。 
-1090309 
預計 4月份會辦理購置系統相關行政作業。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4 

案由 

職蔡瑋燁擬於 109 年 2 月中旬離

職，相關執行業務之交接承辦提

請討論 

決議 

一、東馬場由楊筑允組員及資工

系陳民枝主任代表出席參

展、西馬場由鄭雅升組員及

【許組長、瑋燁】 
-1090210 
1.瑋燁相關業務已陸續交接給相關業務暫代

人員。其餘業務相關工作資料將整理後放

置雲端。 
2.有關約用組員聘任相關前置作業已上簽陳

核中。 
-1090306 

□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多媒系黃國峰主任代表出席

參展。 
二、師大僑先部主辦之大學博覽

會由劉以慧主任及楊筑允組

員代表出席參展。 
三、瑋燁辦理之業務(大項)暫時

職代分工如下： 
1. 僑外生招生宣傳之教育展

參展業務統籌：國際學生

交流組、許世芸組長代理

(1) 僑先部大學博覽會：楊

筑允代理 
(2) 馬來西亞台灣高等教育

展－西馬場、東馬場：

鄭雅升代理 
(3) 香港台灣高等教育展：

林育慈代理 
(4) 參展招生相關資訊更新及

維護 
2. 僑外生入學相關業務： 
(1) 僑生港澳生聯合招生：

林育慈代理 
(2) 僑生港澳生單獨招生：

林育慈代理 
(3)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鄭

雅升代理 
(4) 僑外生入學諮詢：許世

芸組長代理 
3. 日本地區交流：國際暨兩

岸合作組代理 
(1) 寒暑假日本地區營隊 
(2) 日本姊妹校學生赴本校

交換留學之申請業務。

(3) 本校學生赴日本校級姐

妹校交換留學之申請業

務。 
四、請瑋燁於 109 年 2 月 10 日離

職前完成境外招生委員會議

議程及招生簡章相關資料、

並完成業務工作之交接相關

事宜。 
五、請育慈協助同步啟動聘人相

關作業及程序。 

瑋燁已於 109 年 2 月 11 日起離職，相關工

作亦依會議決議依序交接由各組同仁分擔

暫代執行中。 

5 案由 【國際長、育慈】 
-1090306 

■繼續列管



 
 

本處未來組織調整及分工 (草
案)。 

決議 

一、因本處屬行政單位，華語中

心隸屬於行政單位之下，無

法進行招生與師資聘任等相

關工作，因此相關課程辦理

迄今，均委由推廣部(教學單

位)協助進行前述工作之辦

理，為使華語中心更能有效

推展並為本校帶來效益，擬

建議移轉至推廣部。 

二、有關本處未來組織調整及分

工，擬修改如附件一。 

針對華語中心移出乙案，國際長及劉主任

已於 109 年 2 月 24 日邀集推廣中心李主任

溝通討論，雙方初步達成共識，推廣部同

意將華語中心移入該單位，後續將依序提

案至國際事務委員會議、行政會議、校務

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進行本處組織

調整相關事宜。 

□解除列管

二、各組工作報告(109/2/11~109/03/6) 
【秘書組】 

1. 配合校內相關單位辦理金龍街居家檢疫宿舍整理建置等相關事宜。 
2. 109 年 2 月 12 日出席第三會議室廣播系統教育訓練課程。 
3. 109 年 2 月 14 日提送本校外賓接待要點修正案至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 
4. 每日回報境外生班機調查情形表至校安中心。 
5. 109 年 2 月 18 日參加「個人資料鑑別與盤點課程教育訓練」與「個人資料風險評鑑

實務課程教育訓練」。後續 3 月與 4 月將計有 4 場關於個資相關之教育訓練。 
6. 彙整填報本處口罩需求表至環安衛中心。 
7. 本處同仁協助支援校方 2/25-3/1 學校出入口體溫量測站相關工作。 
8. 109 年 2 月 21 日發放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議開會通知單。 
9. 辦理本處約用組員職缺簽核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本職缺已於 109年 2月 26日公告截

止，共 21 位應試者於系統填報、19 位寄達紙本資料，第一階段書面資料審核共 3
位符合資料，已於 109 年 3 月 4 日通知 3 位應試者於 109 年 3 月 11 日下午出席第二

階段面試。 
10. 109 年 3 月 2 日填覆 107 學年度校務類評鑑報告建議事項後續追蹤資料表。 
11. 彙整全校 108 年度國外及大陸出國情形執行表。 

 
【國際暨兩岸合作組】 

1. 2020 韓國交換生一位取消另外 2 位交換生將於 3 月 9 日出發。全北大學於 3 月 2 日

回覆全北大學已延後 2 周開學，全州市，全羅北道地區比較穩定，沒有擴散的症

狀，目前生活一切正常進行。 
2. 2020 日本交換生疫情出國同意書已簽回(目前 4 位前往 1 位取消)，另外也請 4 所大學

於 3 月 3 日回覆春季交換生可延到秋季交換生，但因有 4 位應屆畢業生，如延滯秋

季班本校同學需延畢，目前本處請交換生對”放棄前往”、”延後出發”、”照預定計畫

出發”討論中。 
3. 有關國際處網頁，廠商已提供報價。 
4. 2020 Winter Feeling Korea 全北大學於 2 月 26 將取消費用已退費到參加同學帳號。 
5. 國際處網頁姊妹校格式已修改完畢，待下周放置國際處網頁上。 
6. 等候韓國三育大學 Sahmyook University 將 MOU 紙本郵寄到校國際處。  



 
 

7. 國際處相關法規內容有研發處及國際交流組文字尚需修正。 
8. 相關國際處臉書(粉絲、社團)重新整理中。 
9. 暑期出國遊學預計兩所學校-加拿大 Niagara College & 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10. 學海計畫： 

 (1) 109 年 3 月 10 日受理六院學海計畫文件申請截止日。 

 (2) 109 年 3 月 13 日辦理教育部學海計畫校內審查會議。 

 (3) 預計於 109 年 3 月 31 日前辦理 109 年度本校學海計畫之報部。 

 
【兩岸學生交流組】 

1. 向暫緩入境之 33 位陸生宣導本校安心就學方案，並協助陸生與相關業務單位申

請安心就學註冊、選課、住宿等相關作業。 
2. 每日微信(we chat)關心與回覆陸生安心就學辦理情況，並協助排解困難。 
3. 協助陸生徐楊同學與其校外租屋房東溝通協調租屋合約糾紛相關事宜。 
4. 回覆蘇州大學 120 週年校慶邀請信件。 
5. 辦理本(108-2)學期大陸短期研修生因疫情無法如期來校交換，其入台證辦理費

用由本處業務費代墊核銷作業。 
6. 上簽陳核本校 40 位暫緩入境之境外學生安心就學申請作業。 

 
【國際學生交流組】 
－僑外生輔導 

1. 境外生寒假期間出入境日期及航班調查，並宣導政府因應 COVID-19 之入境管

制事宜，共完成 136 案（含港澳生 23 人），如附件二。 
2. 與相關業務單位協商安排需要居家檢疫學生之校內住宿事宜。 
3. 每日 Line 關心、調查並記錄需要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理學生之體溫與健康狀

況。 
4. 向暫緩入境之 7 位港澳生宣導本校安心就學方案。 
5. 境外生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加退保及續保事宜。 
6. 境外生加退選及課程抵免事宜。 
7. 境外生獎助學金服務時數結算及續領事宜。 
8. 完成發放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 1 至 4 月清寒助學金。 
9. 持續辦理「受理捐贈獎學金」、「外國學生獎學金」及「在台泰北及緬甸僑生

獎學金」。 
－僑外生招生業務 

1. 2/12 召開境外生招生委員會 
2. 完成僑生港澳生及外國學生單獨招生申請入學簡章之修改、翻譯與公告 
3. 開始 summer program 之招生宣傳 
4. 3/1~3/7 東馬教育展參展事宜，因砂勞越政府臨時禁止臺灣人入境，參展人員陳

民枝主任和楊筑允只能到亞庇等待 3/5-6 的教育展，無法參加 3/2-3 美里場的教

育展。 
5. 僑先部大學博覽會原訂 3/13 舉行，因疫情關係延至 3/20。2/17 又再度來函通知

暫緩辦理，將處理後續報名費退費事宜。 
 
【華語中心】 

1.宣傳華語能力測驗考試，測驗日期 5/23-24。 

2. 僑外生國文專班(二) 



 
 

持續協助學生辦理課程抵免程序。 

3.生活華語(二) 

(1) 109 年 2 月 17 日至 3 月 10 在校生加退選，協助學生加選課程。 

(2) 完成辦理 108 年第 2 學期隨班附讀招生報名事宜。 

3. 第三期華語師資班 

(1) 課程日期: 109 年 04 月 11 日(六)至 109 年 6 月 21 日(日)，共計 9 週，每周六、

日，100 小時，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2) 課程費用$18,500，持續宣傳開課訊息及張貼海報。 

4. 2020 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前衝刺班: 

(1) 課程日期:順延至 6 月底開課，每周六、日，共計 60 小時，9:00~12:00；下午

13:30~15:30。 

(2) 課程費用:14,500 (不含影印費用)，可配合推廣部的優惠方案，享 8~9 折優惠，

針對大四應屆畢業生、有志從事對外華語教學者，集中宣傳。 

(3) 持續與授課教師聯繫，將課綱上傳至推廣部網站。 

三、109 年度國外及大陸旅費框列預算 

 

109年度 項目 預算框列金額 說明 實際申請經費

各院預算 1,400,000 20萬*7院(含全人)

海外深度實務研習 120,000
上半年(1-8月)：共80,000元
下半年(9-12月)：共40,000元

20,000

補助教職員出國 600,000
1-6月：共300,000元
7-12月：共300,000元 300,000

2月校長等北海道訪問(6人) 363,474

馬來西亞教育展_東馬(2人) 114,894

馬來西亞教育展_西馬(2人) 113,308

小計 591,676

小計 3,500,000

各院預算 800,000 商學院20萬，其餘10萬上限

補助教職員出國 300,000
1-6月：共200,000元
7-12：共100,000元

行政單位 900,000

小計 2,000,000

大陸旅費

國外旅費

行政單位 1,380,000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 有關本處華語中心組織設置變動一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華語中心隸屬於國際事務處，主要任務為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華語文教

育產業市場相關之教研推廣工作、培育華語志工人才之口語表達和臨場反

應、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華語文教材、開設華語班，協助本校外籍生之華

語研習課程(請參閱附件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其

中，華語教學語師資課程辦理至今成效良好，營收逐年成長。 

二、 惟國際處為行政單位，因此華語中心隸屬於行政單位之下，無法進行招生

與師資聘任等工作，因此相關課程辦理迄今，均委由推廣部(教學單位)協助

進行前述工作之辦理。 

三、 推廣部自 108 學年度起與華語中心合作開設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成效頗

佳。因此，經與推廣部協商討論後，擬將華語中心行政編制轉移至推廣

部，以深耕華語文市場業務之推動，擴大推廣教育面向。 

 
       決  議： 

一、修正說明一華語中心之主要任務為 1.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華語文教產業

市場相關之教研推廣工作、2.開發客製化，且符合市場需求的華語文教材。

並與推廣部溝通取得共識後，提案至國際事務委員會議審議。 
二、同步修正附件三本處設置辦法如附件三-1，並提送國際事務委員會議審議。 

 
 

 
肆、臨時動議： 
  一、因處內跨組工作協調事項討論都在任務執行時隨時進行，擬取消原訂跨組會議

預定之召開。 
        二、有關本處相關辦法及作業流程之修訂，請依會議中分工之項目，各組進行初步

討論修訂後，送品希彙整，並於下次處務會議報告進度。 
 
 
 
 
散會：13 點 50 分。



 
 

組織調整對照表(草案) 

變更前 變更後 任務職掌 組員編制 

國際暨兩岸合

作組 
國際暨兩岸交

流組 

 統籌本校對外姐妹校締結、本校

師生國際化支援/訓練/準備工作  
 境外營隊活動辦理 outbound 
 境內/外交換留學申請業務 
 學海獎學金會議 

2 人 

國際學生交流

組 
 

 僑生及外國學生招生業務 
 僑生及外國學生輔導 
 僑生及外國學生活動辦理 
 僑生及外籍生獎學金會議  
 營隊活動辦理 inbound 
 境外生招生事務委員會議 

2 人 

兩岸學生交流

組 
 

 陸生招生業務  
 陸生輔導  
 陸生相關活動辦理 

1 人 

華語中心 
(希望移轉至推

廣部) 

  

 
  

附件一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 

 
107 年 9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訂
定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育國際化趨勢與提升國際化能量，並掌

理校園國際化、拓展境外學術機構交流以及建構國際事務對外之聯繫等事項，特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置國際事處長一人，對內綜理處務，對外代表本處。本 
 

處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襄助國際事務長推動處務工作，另置職員若干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境外係指國外與大陸（含港澳）等地區。 
 
第四條 本處設下列單位，其主要任務如下述： 
 

一、國際暨兩岸合作組 
 

（一）辦理境外姊妹校合作協議之簽訂與執行、外賓訪問、學術交流活動辦理及 
 

信函處理事宜 
 

（二）遴選本校學生赴境外地區參加研習活動及相關聯繫等事宜 
 

（三）辦理境外地區教師學術交流業務 
 

（四）辦理境外地區組織聯繫與活動辦理 
 

（五）協助本校教師赴境外地區進行研究、訪問及交流事宜 
 

（六）辦理教育部選送本校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計畫 
 

（七）協助本校各學制相關業務推動 
 

二、國際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國際學生之宣傳及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國際學生之入學申請、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國際境外學生之接待、住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入臺證）、健康保險 
 

及工作許可等相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國際學生之交換學生業務 
 

（五）辦理國際學生各項獎助學金之申請、審查及核發等相關作業 
 

（六）輔導國際學生社團等有關境外學生活動事宜 
 

（七）培訓國際學生義工 
 
 

1 

附件三 



 
 

 
（八）協助國際學生生活適應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九）辦理國際學生之教育展及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三、兩岸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之宣傳及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之入學申請、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 
 

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之接待、住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入 
 

臺證）、健康保險等相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之交換學生業務 
 

（五）協助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生活適應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六）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學生之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七）協助本校師生赴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交流事宜

四、華語中心 
 

（一）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市場相關之教學、研究及推廣工作 
 

（二）培育華語志工人才之口語表達和臨場反應 
 

（三）開發客製化，且符合市場需求的華語文教材 
 

（四）開設華語班，協助本校外籍生之華語研習

第五條 本處設下列會議： 
 

一、國際事務委員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為最高決策會議，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

外姐妹校締盟、學術合作交流、公費出國參訪或考察、交換生等有關國際事務推

動事務，並提供境外交流地區及對象、方式之篩選機制暨執行指標之諮詢服務。

其會議規則另訂之。 
 

二、招生委員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外學生招生員額、計畫 
 

書及簡章等相關事項。其會議規則另訂之。 
 

三、處務會議：由本處同仁組成，國際事務長擔任主席，其目的在於討論本處相關業

務之擬訂、推動及執行。 
 
第六條 本處各級主管之遴選、續聘及解聘，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第四條 本處設下列單位，其主要
任務如下述： 

一、國際暨兩岸合作交流組 
 
（一）辦理境外姊妹校合作協

議之簽訂與執行、外賓訪
問、學術交流活動辦理及
信函處理事宜 

（二）遴選本校學生赴境外地
區參加研習活動及相關聯
繫等事宜 

 (三)辦理姐妹校之交換學生業
務 

（四）辦理境外地區教師學術
交流業務 

（五）辦理境外地區組織聯繫
與活動辦理 

（六）協助本校教師赴境外地
區進行研究、訪問及交流
事宜 

（七）辦理教育部選送本校學
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
習補助計畫 

（八）協助本校各學制相關業
務推動 

 
二、國際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國際學生之宣傳及

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國際學生之入學申

請、審查、核發入學通
知、報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國際境外學生之接
待、住宿、入出境（含居
留證與入臺證）、健康保
險及工作許可等相關輔導
作業 

（四）辦理國際學生之交換學
生業務 

（五四）辦理國際學生各項獎
助學金之申請、審查及核
發等相關作業 

（六五）輔導國際學生社團等
有關境外學生活動事宜 

（七六）培訓國際學生義工協
調國際學生志工服務事宜 

第四條 本處設下列單位，其主要
任務如下述： 

一、國際暨兩岸合作組 
 
（一）辦理境外姊妹校合作協

議之簽訂與執行、外賓訪
問、學術交流活動辦理及
信函處理事宜 

（二）遴選本校學生赴境外地
區參加研習活動及相關聯
繫等事宜 

（三）辦理境外地區教師學術
交流業務 

（四）辦理境外地區組織聯繫
與活動辦理 

（五）協助本校教師赴境外地
區進行研究、訪問及交流
事宜 

（六）辦理教育部選送本校學
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
習補助計畫 

（七）協助本校各學制相關業
務推動 

 
二、國際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國際學生之宣傳及

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國際學生之入學申

請、審查、核發入學通
知、報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國際境外學生之接
待、住宿、入出境（含居
留證與入臺證）、健康保
險及工作許可等相關輔導
作業 

（四）辦理國際學生之交換學
生業務 

（五）辦理國際學生各項獎助
學金之申請、審查及核發
等相關作業 

（六）輔導國際學生社團等有
關境外學生活動事宜 

（七）培訓國際學生義工 
（八）協助國際學生生活適應

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更改組名、調整各

組主要任務內容、

華語中心組織異動

與調整、點次調整 

附件三-1 



 
 

 (七)協調相關單位為國際學生
開設華語相關課程 

（八）協助國際學生生活適應
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九) 辦理國際學生之教育展
及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
果繳交 

三、兩岸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宣傳及招
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入學申請、
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
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接待、住
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
入臺證）、健康保險等相
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交換學生業
務 

（五）協助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生活適應輔導
及突發狀況處理 

（六）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招生計畫
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七) 協助本校師生赴中國大
陸地區(含港澳)交流事宜 

四、華語中心 
（一）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

華語文教育產業市場相
關之教學、研究及推廣
工作 

（二）培育華語志工人才之口
語表達和臨場反應 

（三）開發客製化，且符合市
場需求的華語文教材 

 (四) 開設華語班，協助本校
外籍生之華語研習 

 

   (九) 辦理國際學生之教育展
及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
果繳交 

三、兩岸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宣傳及招
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入學申請、
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
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接待、住
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
入臺證）、健康保險等相
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交換學生業
務 

（五）協助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生活適應輔導
及突發狀況處理 

（六）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含
港澳）學生之招生計畫
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七) 協助本校師生赴中國大
陸地區(含港澳)交流事宜 

四、華語中心 
（一）協助整合校內資源推動

華語文教育產業市場相
關之教學、研究及推廣
工作 

（二）培育華語志工人才之口
語表達和臨場反應 

（三）開發客製化，且符合市
場需求的華語文教材 

 (四) 開設華語班，協助本校
外籍生之華語研習 

 

第五條 本處設下列委員會議： 

一、國際事務委員會議：由校長

擔任主席，為最高決策會

議，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

外姐妹校締盟、學術合作交

流、公費出國參訪或考察、

交換生等有關國際事務推動

第五條 本處設下列會議： 

一、國際事務委員會議：由校長

擔任主席，為最高決策會

議，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

外姐妹校締盟、學術合作交

流、公費出國參訪或考察、

交換生等有關國際事務推動

修正委員會名稱、

刪除處務會議、新

增學海委員會 



 
 

事務，並提供境外交流地區

及對象、方式之篩選機制暨

執行指標之諮詢服務。其會

議規則另訂之。 

二、境外生招生委員會議：由校

長擔任主席，其目的在於議

定本校境外學生招生員額、

計畫書及簡章等相關事項。

其會議規則另訂之。 

三、處務會議：由本處同仁組

成，國際事務長擔任主席，

其目的在於討論本處相關業

務之擬訂、推動及執行。 

三、學海委員會：由國際事務長

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學務

長及六院院長共同組成，其

目的為鼓勵本校在校成績優

異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

或實習，擴展參與國際交流

與合作活動之機會，以期培

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

之專業人才。 

事務，並提供境外交流地區

及對象、方式之篩選機制暨

執行指標之諮詢服務。其會

議規則另訂之。 

二、招生委員會議：由校長擔任

主席，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

境外學生招生員額、計畫書

及簡章等相關事項。其會議

規則另訂之。 

三、處務會議：由本處同仁組

成，國際事務長擔任主席，

其目的在於討論本處相關業

務之擬訂、推動及執行。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 
 

107 年 9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育國際化趨勢與提升國際化能量，並掌

理校園國際化、拓展境外學術機構交流以及建構國際事務對外之聯繫等事項，特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置國際事處長一人，對內綜理處務，對外代表本處。本

處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襄助國際事務長推動處務工作，另置職員若干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境外係指國外與大陸（含港澳）等地區。 
 
第四條 本處設下列單位，其主要任務如下述： 
 

一、國際暨兩岸交流組 
 

（一）辦理境外姊妹校合作協議之簽訂與執行、外賓訪問、學術交流活動辦理及信
函處理事宜 

 
（二）遴選本校學生赴境外地區參加研習活動及相關聯繫等事宜 
(三) 辦理姊妹校之交換學生業務 

 
（四）辦理境外地區教師學術交流業務 

 



 
 

（五）辦理境外地區組織聯繫與活動辦理 
 

（六）協助本校教師赴境外地區進行研究、訪問及交流事宜 
 

（七）辦理教育部選送本校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計畫 
 

（八）協助本校各學制相關業務推動 
 

二、國際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國際學生之宣傳及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國際學生之入學申請、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到及入學講習 
（三）辦理國際學生之接待、住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入臺證）、健康保險及工作許

可等相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國際學生各項獎助學金之申請、審查及核發等相關作業 
（五）輔導國際學生社團等有關境外學生活動事宜 
（六）協調國際學生志工服務事宜 
(七) 協調相關單位為國際學生開設華語相關課程 
（八）協助國際學生生活適應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九) 辦理國際學生之教育展及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三、兩岸學生交流組 
 

（一）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學生之宣傳及招生、諮詢等相關業務 
（二）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學生之入學申請、審查、核發入學通知、報到及入學講

習 
（三）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學生之接待、住宿、入出境（含居留證與入臺證）、健康

保險等相關輔導作業 
（四）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學生之交換學生業務 
（五）協助中國大陸地區學生生活適應輔導及突發狀況處理 
（六）辦理中國大陸地區學生之招生計畫書、執行與成果繳交 
 (七) 協助本校師生赴中國大陸地區(含港澳)交流事宜 

 

第五條 本處設下列委員會： 

一、國際事務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為最高決策會議，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外姐

妹校締盟、學術合作交流、公費出國參訪或考察、交換生等有關國際事務推動事務，

並提供境外交流地區及對象、方式之篩選機制暨執行指標之諮詢服務。其會議規則另

訂之。 
 

二、境外生招生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其目的在於議定本校境外學生招生員額、計
畫書及簡章等相關事項。其會議規則另訂之。 

  
三、學海委員會：由國際事務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學務長及六院院長共同組成，其

目的為鼓勵本校在校成績優異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或實習，擴展參與國際交流與

合作活動之機會，以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 
 
第六條 本處各級主管之遴選、續聘及解聘，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境外生搭機返臺調查0302

學制 科系 學號 姓名 過年返家地 住校/校外 校外住宿地址 出境日期 入境日期 返臺航班編號 返臺班機時間 轉機 備註
碩士班 日商研三 1810442011 廣瀬和代 日本 校外 臺中市五權權西三街135號4樓 無 無 無 無 無 2020/02/20 辦理復學
四技 國貿一２ 1410801092 金田 健吾 日本 住校 -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多媒一１ 1410822055 林子富 馬來西亞 住校 -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英語一１ 1410841048 陳蝶翊 日本 住校 -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應日系 1A20190005 難波莉子 日本 住校 -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二技 流管四Ａ 1310733041 李立傑 泰國 校外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131巷9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企管四１ 1410504053 黃子豐 馬來西亞 校外 一中街105號5樓之5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流管四１ 1410533052 李雙雙 緬甸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企管三１ 1410604051 楊定芬 緬甸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07號13之1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休閒三１ 1410607051 劉弘聖 印尼 校外 台中市西屯路三段106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資工四１ 1410532049 羅愛成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6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應中四１ 1410543059 鄭琳娜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6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三１ 1410642056 許涵彬 緬甸 校外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休閒二１ 1410707058 王翠安 越南 校外 411 台中市太平區大源路14街17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流管二１ 1410733052 李明星 泰國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50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五專 企管五甲 1110404104 高志玲 泰國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1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五專 資管五甲 1110231057 高志意 泰國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1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二１ 1410742050 陳盈妃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區五常街169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一１ 1410842050 伊藤 美雪 日本 校外 西屯區光明路57-38號 voyage青年旅舍2樓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二技 商設三Ａ 1310821015 張凱俐 馬來西亞 住家裡 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450號9樓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國貿二２ 1410701087 江姿韻 德國 住家裡 台中市南區信義南街109號12F-6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一１ 1410842048 張寶云 日本 住家裡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210巷15號5樓之2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一１ 1410842049 李慶龍 日本 住校 -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應中四１ 1410543060 黃瑞飛 越南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大誠街137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企管三１ 1410604052 徐金秀 越南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大誠街137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日語三１ 1410642053 蘇玉蓮 越南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大誠街137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應中一１ 1410843048 陳佩雲 越南 校外 台中市大里區合信街125巷32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二技 商設四Ａ 1310721050 謝詩唯 香港 校外 台中市中區大誠街81-1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資工四１ 1410532055 周嘉城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01巷8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資工四１ 1410532056 馮嘉浩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01巷8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企管三１ 1410604053 林浩銘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136號 無 無 無 無 無 沒有出境，留在台灣
四技 多媒四１ 1410522052 林進源 澳門 校外 台中市北區陝西東三街43號 2020/1/21 2020/1/28 IT376 下午 01:00:00 港澳生
四技 日語三１ 1410642054 陳子健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460號 2020/1/21 2020/1/29 BR1352 上午 02:40:00 港澳生
四技 應中二1 1410743049 陳美儀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337-1號2樓B室 2020/1/22 2020/1/29 港澳生 108-2轉學生
四技 英語二１ 1410741052 朱嘉詠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69-7號 2020/1/20 2020/1/30 AE1818 下午 05:10:00 港澳生
四技 資管四１ 1410531051 張嘉偉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衛道路91巷35號 2020/1/15 2020/1/31 UO192 上午 09:25:00 港澳生
四技 室設四１ 1410523051 吳琪寧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2-10號4樓B室 2020/1/11 2020/2/2 UO122 下午 04:25:00 港澳生

碩士班 流管所研二 1810733011 陳獻恒 香港 校外 台中沙鹿區六路八街27號 2020/1/25 2020/2/3 UO193 下午 12:50:00 港澳生
二技 商設四Ａ 1310721051 林穎煇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87巷50號 2020/1/21 2020/2/4 AE1818 下午 05:10:00 港澳生
四技 日語四１ 1410542050 周培軒 澳門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4巷1之9號 2020/1/21 2020/2/5 IT376 下午 01:00:00 港澳生
四技 日語四１ 1410542051 周苑華 澳門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4巷1之9號 2020/1/21 2020/2/5 IT376 下午 01:00:00 港澳生
四技 室設一１ 1410823051 林達怡 澳門 校外 台中市錦南街5號6樓 2020/1/18 2020/2/8 BR816 下午 02:15:00 港澳生 校外居家檢疫(已解除)
四技 資工二１ 1410732065 趙唯善 香港 住校 - 2020/1/11 2020/2/10 BR872 下午 09:30:00 港澳生 金龍街宿舍居家檢疫(已解除)
四技 日語四１ 1410442053 彭啟政 香港 住校 - 2019/3/25 2020/2/11 CI117 下午 10:20:00 自日本返台 暫緩入境
四技 多媒三１ 1410622048 周泳衡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德化區261號5F 2020/1/11 2020/2/12 UO192 上午 09:30:00 港澳生 暫緩入境
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3 洪子薇 香港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5號6樓 2020/1/22 2020/2/15 HX254 下午 03:10:00 港澳生 暫緩入境
四技 商設四１ 1410521051 蘇澤希 香港 住校 - 2020/1/11 2020/2/16 AE1822 上午 11:40:00 港澳生 暫緩入境
二技 商設四Ａ 1310721049 陳煒健 香港 校外 台中市中區福音街47號 2020/1/14 2020/2/23 UO192 上午 09:30:00 港澳生 暫緩入境
四技 應統四1 1410108065 歐陽兆峰 澳門 港澳生 108-2復學生暫緩入境
四技 資管四１ 1410531052 伍欣彤 澳門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4巷1之9號 2020/1/10 港澳生 暫緩入境
四技 日語四１ 1410542052 劉孝恩 韓國 校外 臺中市中華路二段185號4樓 2020/1/12 2020/1/16 無 日本-台灣
四肢 應日系 1A20190004 本間俊 日本 住校 - 2020/1/11 2020/1/20 MM623 下午 04:05:00 無
四技 日語二１ 1410742052 早坂嘉利布 日本 校外 台中市北區美徳街48號 2020/1/24 2020/1/30
四技 室設二１ 1410723043 顏佳誠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23號3樓A室 2020/1/17 2020/1/30 D7 376 下午 10:25:00 無
四技 英語二１ 1410742048 廖元祥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中區吉祥街1號10樓之5 2020/1/20 2020/1/31 AK1510 上午 09:25:00 無
四技 資管四１ 1410531053 陳智陽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屯區柳陽西街88號3樓之10 2020/1/11 2020/2/1 D7372 下午 02:40:00 無
五專 日語四甲 1110542053 陳琬瑤 越南 校外 台中市北區東光一街7之1號3樓 2020/1/17 2020/2/2 AE1856 下午 01:40:00 無
四技 休閒三１ 1410607052 鄭廷升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區太平北街25號 2020/1/12 2020/2/3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休閒二１ 1410707056 何詩薇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4 2020/2/7 AK1510 上午 09:25:00 無
四技 商設二１ 1410721052 黃勤為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40-10 2樓 2020/1/16 2020/2/8 D7378 下午 12:20:00 無
四技 日語二１ 1410742049 陳芝雯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祥興二巷56弄1號 2020/1/11 2020/2/9 D7384 下午 12:20:00 無
四技 休閒二１ 1410602092 林子楓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6巷3之6號5A 2020/1/13 2020/2/9 MH366 下午 02:10:00 無
四技 國貿一１ 1410801095 葉瑞娥 印尼 住校 - 2020/1/14 2020/2/11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6 梁綺娉 印尼 住校 - 2020/1/15 2020/2/11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流管四１ 1410533051 林敬業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西區西屯路一段146號 2020/1/11 2020/2/12 OD888 上午 07:30: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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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7 陳容俐 印尼 住校 - 2020/1/15 2020/2/12 CI752 下午 03:00:00 經新加坡
四技 流管一１ 1410833053 王孝賢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6 2020/2/12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室設一１ 1410823052 李元榮 印尼 住校 - 2020/1/17 2020/2/12 BR238 下午 08:45:00 無
五專 日語五甲 1110442053 李欣塵 貝里斯 住校 - 2020/2/6 2020/2/13 日本-台灣
四技 資工四１ 1410532050 戴佇珅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01巷8號 2020/1/8 2020/2/13 AK1510 上午 09:25:00 無
四技 多媒二１ 1410722056 陳俊洋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9 2020/2/13 TR894 上午 11:10:00 經新加坡
四技 休閒四１ 1410504054 蔡琳美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40-10 2樓 2020/1/8 2020/2/13 BR228 下午 08:05:00 無
四技 多媒四１ 1410422058 賴姝蓁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梅川西路3段33號 601 2020/1/13 2020/2/14 AK1510 上午 09:25:00 無
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8 張麗婭 印尼 住校 - 2020/1/17 2020/2/14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碩士班 日商所研一 1810842011 廣瀬公俊 日本 校外 台中市南區德吉街307之9號8樓之2 2020/2/6 2020/2/14 CI155 下午 02:30:00 無
四技 資工二１ 1410732062 楊毅晟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1 2020/2/14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室設二１ 1410723050 吳文軒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屯區柳川西路4段53之71號 2020/1/11 2020/2/14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日語三１ 1410642055 方嘉文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90巷9號 2020/1/16 2020/2/14 TR896 下午 05:05:00 經新加坡
四技 財金一２ 1410806095 佘欣潓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20 2020/2/15 MH366 下午 02:10:00 無
四技 國貿一１ 1410801096 陳捍力 印尼 住校 - 2020/1/17 2020/2/15 TG636 下午 10:10:00 經泰國 男宿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企管二１ 1410704055 劉建豪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40-10 2樓 2020/1/11 2020/2/15 D7372 下午 02:40:00 無
四技 日語二１ 1410742051 林 銘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1 2020/2/16 AK1510 上午 09:25:00 無
四技 多媒三１ 1410622050 韋嘉雯 印尼 住校 - 2020/1/14 2020/2/16 TR892 上午 10:25:00 經新加坡 台中市召會雙十會所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財金一２ 1410806094 鄧金英 越南 住校 - 2020/1/12 2020/2/16 VJ850 上午 11:20:00 無
四技 休閒一１ 1410807055 林美麗 越南 住校 - 2020/1/12 2020/2/16 VJ850 上午 11:20:00 無
四技 多媒三１ 1410622049 陳池財 印尼 住校 - 2020/1/14 2020/2/16 3K721 上午 11:50:00 經新加坡 男宿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應中二１ 1410743045 黃志薇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34巷16-10號 2020/1/10 2020/2/16 D7384 下午 12:20:00 吉隆坡
四技 資管三１ 1410631049 王慶凱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9 2020/2/16 D7384 下午 12:20:00 無
四技 資工二１ 1410732064 蘇文輝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2 2020/2/16 D7378 下午 12:20:00 無
四技 財金三１ 1410606099 許馨尹 印尼 住校 - 2020/1/12 2020/2/16 MH366 下午 02:10:00 無
四技 資工四１ 1410532051 李祥豪 馬來西亞 校外 臺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31號 2020/1/11 2020/2/16 CI732 下午 07:55:00 無
四技 資管二１ 1410731052 林師培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50號 2020/1/14 2020/2/16 D7372 下午 02:40:00 無
四技 英語四１ 1410541047 任明珠 緬甸 校外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604號 2020/2/12 2020/2/17 FD242 下午 06:20:00 無
四技 休閒二１ 1410707057 陳絢翡 印尼 住校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178號 2020/2/7 2020/2/17 CX451 下午 06:40:00 無 日本-台灣 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室設一１ 1410823054 魯向前 緬甸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07號13之1 2020/1/14 2020/2/18 SL398 上午 08:00:00 無
四技 商設四１ 1410521052 陳穎萱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40-10 2樓 2020/1/20 2020/2/18 MH 366 下午 02:10:00 無
四技 企管四１ 1410504055 洪才琇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6號 2020/1/29 2020/2/18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財金二２ 1410706096 洪才淑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6號 2020/1/29 2020/2/18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休閒四１ 1410507062 溫思晴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19號 2020/2/4 2020/2/19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休閒四１ 1410507060 楊嘉雯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40-10 2樓 2020/2/3 2020/2/19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英語二１ 1410741051 林振堃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2/15 2020/2/21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吉隆坡-台灣
四技 企管二１ 1410704054 李浩義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尚德街74巷7號 2020/1/11 2020/2/22 ID7624 下午 04:30:00 無
四技 多媒一１ 1410822056 丘義智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6 2020/2/22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應日系 1A20190002 笠井實那 日本 住校 - 2020/1/11 2020/2/22 TR893 下午 09:20:00 無
四技 資工一２ 1410832062 黃順宏 印尼 住校 - 2020/2/3 2020/2/22 ID7624 下午 04:30:00 無

四技 企管一１ 1410804052 鄭猷美 印尼 住校 - 2020/1/16 2020/2/23 D7384 下午12:20:00 吉隆坡
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5 陳麗霞 印尼 住校 - 2020/1/16 2020/2/23 D7384 下午12:20:00 吉隆坡
四技 資管一１ 1410831052 廖玉霞 印尼 住校 - 2020/1/16 2020/2/23 D7384 下午12:20:00 吉隆坡
四技 流管二１ 1410733051 林瑋廉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中华路二段112巷5号 2020/1/16 2020/2/23 D7372 下午 02:40:00 無
四技 應中一１ 1410843047 李芷箐 馬來西亞 校外 台中市北区锦南街5号6楼 2020/1/18 2020/2/23 D7372 下午 02:40:00 無
四技 資管一１ 1410831051 謝昇達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5 2020/2/23 CI732 下午 07:55:00 無
四技 資管三１ 1410631051 洪章勳 印尼 校外 台中市育才北路 2020/1/15 2020/2/23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室設三１ 1410623056 王筠惠 印尼 住校 - 2020/1/11 2020/2/23 D7384 下午12:20:00 吉隆坡 棉蘭-吉隆坡-台灣
四技 資管一１ 1410831050 陳威言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20 2020/2/23 MH68 下午 09:00:00 無
五專 企管二甲 1110704095 林育臻 印尼 住校 - 2020/1/24 2020/2/24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雅加達-台灣
四技 多媒二１ 1410722055 陳金龍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尚德街74巷7號 2020/1/12 2020/2/25 CI752 下午 03:00:00 經新加坡 校外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資工一２ 1410832061 林永漢 印尼 住校 - 2020/1/13 2020/2/25 CI752 下午 03:00:00 經新加坡 男宿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企管二１ 1410704053 王鈺雯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6巷15號 2020/1/13 2020/2/27 D7378 上午 07:35:00 吉隆坡
四技 商設一１ 1410821054 葛鍵昇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2/6 2020/2/27 D7372 下午 02:00:00 無
四技 國貿一２ 1410801094 陳光興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6 2020/2/27 BI796 下午 02:40:00 汶萊
四技 商設二１ 1410721053 朱雪兒 印尼 校外 台中北區太平路31巷7號 2020/1/12 2020/2/27 CI0762 下午 08:55:00 雅加達 泗水-雅加達-台灣
四技 資工三１ 1410632063 許錦雄 印尼 校外 台中市育才北區13號 2020/1/14 2020/2/28 AK394/D7384 下午 12:20:00 吉隆坡
四技 日語四１ 1410542049 鍾毓延 日本 校外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76號301 2020/1/15 2020/2/28 BR191 下午 03:00:00 無 校外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流管一１ 1410833050 王子威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6 2020/2/28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流管一１ 1410833051 林小龍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5 2020/2/29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商設二１ 1410721054 魏麗撒 印尼 校外 台中北區太平路31巷7號 2020/1/13 2020/2/29 BR238 下午 08:45:00 無
四技 財金一２ 1410806096 范蔆玲 印尼 住校 - 2020/1/15 2020/2/29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室設一１ 1410823053 區永富 印尼 住校 - 2020/1/17 2020/2/29 CI752 下午 03:00:00 經新加坡 男宿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國貿一２ 1410801093 魏德雄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6 2020/2/29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財金四２ 1410506101 朱原龍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50之2號 2020/1/30 2020/3/1 CI762 下午 08:55: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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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流管一１ 1410833052 包光耀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6 2020/3/1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流管一１ 1410833053 王孝賢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6 2020/3/1 D7382 下午 03:40:00 無
四技 企管一１ 1410804053 黃麗蓮 印尼 住校 - 2020/1/13 2020/3/1 CI0762 下午 08:55:00 無
四技 多媒二１ 1410722054 林良福 印尼 校外 台中市太平路46巷4號3樓 2020/1/12 2020/3/1 ID7624 下午 11:00:00 無
四技 企管五甲 1110404103 李明良 泰國 住校 - 2020/1/13 2020/3/2  FD242 下午 06:20:00 無 校外自主管理14天
四技 資工三１ 1410632064 王偉賢 馬來西亞 住校 - 2020/1/15 2020/3/3 D7378 下午 12:20:00 無
四技 企業管理系 1410504056 張錦萍 浙江省_湖州 校外 暫緩入境
四技 多媒體設計系 1410522053 傅科樺 浙江省_舟山 校外 暫緩入境
四技 財務金融系 1410506102 趙菲瑤 浙江省_寧波 校外 暫緩入境
四技 資訊工程系 1410532057 鐘艷君 福建省_福州 校外 暫緩入境
四技 資訊管理系 1410531054 金雨箋 浙江省_紹興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企業管理系 1410604049 徐楊 浙江省_溫州 校外 暫緩入境
四技 財務金融系 1410606097 林晨宇 福建省_廈門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資訊工程系 1410632062 曾新世豪 福建省_廈門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財務金融系 1410706097 黃唯伊 福建省_廈門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資訊工程系 1410732063 聶聞華 遼寧省_大連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資訊工程系 1410832063 王鴻霖 廣東省_廣州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企業管理系 1410804051 張婷萱 廣東省_茂名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財務金融系 1410806092 張宸豪 浙江省_寧波 住宿 暫緩入境
四技 財務金融系 1410806093 羅漢杰 福建省_福州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1310753043 上官詩怡 北京市 校外 暫緩入境
二技 商業設計系 1310721052 邱麗彬 廣東省_深圳 校外 暫緩入境
二技 企業管理系 1310704053 郭鈞 北京市(內蒙古) 宿舍 暫緩入境
二技 商業設計系 1310721053 陸智豪 上海市 校外 暫緩入境
二技 流通管理系 1310833043 周小靜 廣東省_深圳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商業設計系 1310821044 田秀玲 廣東省_深圳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資訊管理系 1310831049 曾偉鋒 廣東省_深圳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商業設計系 1310821045 詹鈺玲 福建省_漳州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商業設計系 1310821046 徐毅帆 上海市 校外 暫緩入境
二技 資訊管理系 1310831050 傅禄云 上海市 住宿 暫緩入境
二技 資訊管理系 1310831051 陸成杰 上海市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622015 周焦百合 福建省_廈門 校外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722022 趙興酉 遼寧省_瀋陽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722023 鄧嘉螢 廣東省_佛山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822021 高博文 浙江省_杭州 校外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822022 胡曉李 北京市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822023 萬奕 湖北省_孝感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822024 洪磊 福建省_福州 住宿 暫緩入境
碩士班 多媒體設計系 1810822025 陳楚丁 遼寧省_錦州 住宿 暫緩入境

陸

生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行要點 說明 

一、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外國學生申請

就讀本校各學制，特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

第六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便利外國學生申請就讀本校各學制，依據教育部「外

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六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 

二、前略……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來

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二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已提出申

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二、前略……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來

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二月一日前提出申請喪失中華

民國國籍者，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文字修正 

三、略 三、略 未修正 

四、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來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

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外，如繼

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五、外國學生申請來臺就學，於完程申請就學學校後，除申

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應與

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違反此規定者，撤銷其所獲准入學資

格或開除學籍。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五、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年度

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並應併入當學年度招生總名

額報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當學年度核定招收

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

策略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

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不在此限。 

若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

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七、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年度

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年度招生總名額

報部核定。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

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1. 點次變更 

2. 新增增量

及專班部

份規定 

3. 文字修正 

六、符合各學制入學資格之外國學生，應於報名期間檢附下

列證件，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由國際事務處負責初

四、凡外國學生合於各學制入學資格且華語文程度適合就學

者，應於報名期間檢附下列證件申請入學(申請表等文件均

1. 點次變更 

2. 合併原第

附件六 



審，初審合格者之相關資料送交申請系（所）進行複審，各

系（所）複審通過名單，經本校境外生招生委員會審查通

過，彙整列冊報校長同意後，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1、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辦理。 

2、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辦

理。 

3、其他地區學歷：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

校學歷。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

認辦法辦理。但設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學校學歷，應

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

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明。 

(四)本校及各系所要求之其他文件。 

本校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行政院設立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

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協助查證。 

不退還)，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一式二份。 

(二)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1、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辦理。 

2、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辦

理。 

3、其他地區學歷：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

校學歷。 

(2)第一目及第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

外學歷採認辦法辦理。但設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學校

學歷，應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

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明。 

(四)本校及各系所要求之其他文件。 

本校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館處）、行

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

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協助查證。 

四及第十

二點規定 

3. 文字修正 

十二、本校招收外國學生之系(所)應訂定外國學生入學之審

查或甄試方式及入學標準。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由研發處

國際交流組負責初審，初審合格者之相關資料送交所屬系

(所)進行複審，各系(所)複審通過名單，經本校外國學生入

學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彙整列冊陳報校長同意後，發給入

學許可通知書。 

 



七、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

事，應撤銷錄取資格；以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

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

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新增條文 

八、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

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

件，依第六點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六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境內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

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依第

六點規定申請入學，不受前項及第六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限制。 

六、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

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

件，依第四點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境內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之雙語部（班）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

業者，得持該校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依第四點規

定申請入學，不受前項及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九、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

料管理資訊系統，登錄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

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十四、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

資料管理資訊系統，登錄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

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點次變更 

十、略 十、略 未修正 

十一、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

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

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年註冊入學。但研究所學

生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九、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

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

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年註冊入學。但研究所學生

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點次變更 

十二、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

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年。 

外國學生來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

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

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十一、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

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年。 

外國學生來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

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

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1. 點次變更 

2. 修改外國

學生轉學

規定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

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依本要點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已於國內公私立大學就學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轉入

本校學士班二年級或性質相近三年級就讀。但外國學生經入

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

不得轉學進入本校就讀。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

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依本要點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轉學，比照本校一般生相關規定辦理。但外國學生

經入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

者，不得轉學進入就讀。 

十三、本校在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

育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

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讀生。 

十五、在不影響教學情況下，本校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

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十四、本校為促進國際交流，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讀，另訂

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金設置要點」，符合資

格者得依規定提出申請。 

十三、本校為促進國際交流，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讀本校，

另設置「外國學生獎學金申請要點」，符合資格者得依規定

提出申請。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十五、外國學生之課業輔導、成績考核，由所屬系(科)所依

學校相關規定辦理；外國學生之就學申請、生活輔導、住宿

與保險事宜，則由國際事務處負責辦理。 

十九、外國學生之課業輔導、成績考核，由所屬系(科)所依

學校相關規定辦理；國外學校聯絡事宜，由研發處國際交流

組負責辦理；生活輔導、住宿與保險事宜，則由學務處負責

辦理。 

1. 點次變更 

2. 修改權責

單位 

3. 文字修正 

十六、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駐外館處推薦來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

生，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準。 

(二)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學雜費、學分費不得低於同級私立

學校收費基準；其他相關費用，比照本地學生收費基準。 

(三)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其費用依協議規定辦理，不受

前款規定限制。 

 

十六、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駐外館處推薦來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

生，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準。 

(二)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學雜費、學分費不得低於同級私立

學校收費基準；其他相關費用，比照本地學生收費基準。 

(三)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其費用依協議規定辦理，不受

前款規定限制。 

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二月一日

修正施行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

規定辦理。 

部分文字建

議刪除 



十七、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

少六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

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八、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

四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

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發者，應經駐外館處驗證。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十八、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

校應即依規定處理。 

十七、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

校應即依規定處理。 

點次變更 

十九、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

事，本校應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內政部移民署臺中市服

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十八、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

事，本校即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所在地之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1. 點次變更 

2. 文字修正 

二十、略 二十、略 未修正 

二十一、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二十一、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修正草案 

 九十一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92.06.20） 

教育部台文（一）字第0920003999號函備查（92.10.08） 

一百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101.05.29) 

一百零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101.09.25) 

一百零一學年度第一學期臨時教務會議通過(101.12.25) 

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 1020003089 號函備查（102.01.08） 
一、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外國學生申請就讀本校各學制，特

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六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本要

點。 
二、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要

點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列規定，於申請時並已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者，亦得依

本要點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

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年。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年度接受海外聯合招生委

員會分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來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得不受第一、二項規定之限

制。 
第二項所定六年，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

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連續居

留，指外國學生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海外居留期間計算： 
(一)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練專

班。 
(二)就讀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

年。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年二月一日前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三、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

香港、澳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六年以上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



前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前項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外六

年以上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

前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海外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六年，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用前點第五項規定。 

四、 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來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

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

般學生相同。 
五、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

為原則，並應併入當學年度招生總名額報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

當學年度核定招收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包括品質控管

策略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

核定之學位專班，不在此限。 
若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

補足。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六、 符合各學制入學資格之外國學生，應於報名期間檢附下列證件，向本校國際事

務處提出申請。由國際事務處負責初審，初審合格者之相關資料送交申請系

（所）進行複審，各系（所）複審通過名單，經本校境外生招生委員會審查通

過，彙整列冊報校長同意後，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1. 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辦理。 
2. 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辦理。 
3. 其他地區學歷：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校學歷。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辦理。但

設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學校學歷，應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

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

金之證明。 
(四)本校及各系所要求之其他文件。 
本校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

協助查證。 
七、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錄取資格；以

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

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八、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

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依第六點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六點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境內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

（班）或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

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依第六點規定申請入學，不受前項及第六點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之限制。 
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料管理資訊系統，登錄

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十、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本校所辦理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

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留身分者或其就讀之班

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不在此限。 
十一、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

學；已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年註冊入

學。但研究所學生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十二、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

延長至畢業後一年。 
外國學生來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

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

退學者，不得再依本要點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已於國內公私立大學就學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轉入本校學士班二年級

或性質相近三年級就讀。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

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學進入本校就讀。 
十三、本校在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

換學生；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讀生。 
十四、本校為促進國際交流，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讀，另訂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外

國學生獎助金設置要點」，符合資格者得依規定提出申請。 
十五、外國學生之課業輔導、成績考核，由所屬系(科)所依學校相關規定辦理；外國

學生之就學申請、生活輔導、住宿與保險事宜，則由國際事務處負責辦理。 
十六、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駐外館處推薦來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生，依本校所定本國

生收費基準。 



(二)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學雜費、學分費不得低於同級私立學校收費基準；其

他相關費用，比照本地學生收費基準。 
(三)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其費用依協議規定辦理，不受前款規定限制。 

十七、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六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

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十八、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應即依規定處理。 
十九、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應通報外交部領事

事務局及內政部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二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暨有關規定辦理。 
二十一、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