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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張懋中校長 
出  席：陳信宏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

長、國際長)、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主任)、裘性天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

黃美鈴學務長、張基義總務長(楊黎熙副總務長代理)、李大嵩研發長、理學院陳永

富院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曾文貴副院長代理)、工學院

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生物科技科學院王

雲銘代理院長、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圖

書館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任明

坤主任、學生代表呂紹榕同學、學生代表陶翊軒同學 

請  假：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主任、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陳信宏執行長、策略發展辦公室

溫瓌岸執行長、研發處徐若蘭行政專員、國際處陳佩彣行政專員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一平副校長、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 

記  錄：駱巧玲 
 
壹、 主席報告 

國立陽明大學已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召開校務會議，決議本校為合校優先議約學校，這

段期間非常感謝各位院長、同仁及學生代表的努力，持續不斷的與陽明大學溝通，傳遞

訊息。未來兩校將共同研擬合校意向書及計畫書，相關程序均需各位投入與付出，一起

實踐合校。 

貳、 專案報告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進度報告請參閱附件 1(另附件)。(系統

工程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籌備處報告) 
參、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紀錄（107 年 12 月 14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業以電子郵件傳送

各與會人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6 學年度行政會議尚未結案之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情形查核表請參閱附件 2，P.15。 
三、 教務處報告 
(一) 碩士班招生業務： 

1. 108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台聯大碩士班聯招等已報名結

束，報名人數本校碩班7504人(去年7285人)、在職專班1538人(去年1387人)、台聯大碩

http://secretariat.nctu.edu.tw/tw/meetinginformation/meetingrecording/%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e8%a1%8c%e6%94%bf%e6%9c%83%e8%ad%b0%e7%b4%80%e9%8c%84-107%e5%ad%b8%e5%b9%b4%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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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2767人(去年2250人)，個別系所增減狀況推估與就業期待有關，其中電機資訊類考

生成長較顯著。 
2. 108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將在春節假期(2/2-2/10春節假期)後2/13(三)-2/14(四)辦

理筆試，感謝各單位包容、配合、協助；2/14(四)-2/19(二)閱卷，感謝各院系所教師持

續配合協助命題與閱卷等相關試務。另因報名審件、筆試監試、閱卷襄卷等試務工作

都需要大量人力協助，才有辦法在及時正確完成相關試務處理，敬請各單位與院系所

能諒解並同意抽調部份同仁協助，使本校規模最大的碩士班招生可以順利完成。 
(二) 本處已於 12 月 22 日再次寄信通知仍在使用舊 e3 教學平台之教師及助教，儘快將課程教

材搬移至 New e3，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的課程將無法使用舊 e3 教學平台，課程教材

搬移有任何問題，請洽數位內容製作中心。預計 108 年 1 月及 2 月將針對助教再舉辦數場

教育訓練，讓助教更快熟悉 New e3。 
(三) 跨域學程：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案，

新訂與修訂各 5 個跨域模組課程，總計 107 學年度下學期共 39 個模組課程提供學生選擇，

並同時更新於跨域學程網頁上。 
(四) 為讓非理工背景學生也能學會基礎程式語言，與傳科系討論需求後，已於本學期開設一門

提供基礎資訊能力結合實際運用之「網頁程式設計入門」18 小時微學分課程，作為跨領域

基礎能力，修課學生 25 人。 
(五) 下學期由資訊工程學系支援「陽明大學人工智慧生醫應用學分學程」之「深度學習與實務」

及「MATLAB 程式語言」於原教室透過 QC3 同步教室進行遠距教學，已請新助教跟著本

學期課程助教先進行實習，各教室的網路情況將再請資訊中心協助評估。 
(六) 陽明大學下學期將提供「性別與醫學」一門醫學人文領域課程，已認列為本校通識校基本

素養課程及舊制通識（自然/進階），可提供給本校學生選修及透過 QC3 同步教室上課。 
(七) 本校與陽明大學為更貼切學生跨域學習之需求，已於 10 月份請同學們上網填答 107 學年

度暑期跨校課程需求調查問卷，作為課程內容規劃之參考。兩校於 11 月 28 日線上會議參

考問卷調查結果，決定 107 學年度暑期跨校合授課程為「3D 列印之醫療應用」與「生醫

物聯網」，預計 1 月底確定課程大綱，並於 2 月開學後進行宣傳。 
(八) 107-2學期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申請已截止收件，共計 10案申請，預計於 1月份邀請校內專

家擔任審查委員，就目標明確及可行性、進度規劃完整性及經費編列合理性進行審查，並

於 1月底前於教發中心網站公告通過審查名單。 
(九) 已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08 年 1 月 13 日實施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助教評量問卷填答作

業，邀請同學填寫評量問卷，並作為未來遴選傑出、優良助理之評量基準。 
(十) 已於 12 月中再次寄信提醒本年度入學研究生及學士生分別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及 108 年 7

月 31 日前修畢「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亦提醒尚未修畢課程之舊生儘速完成。 
四、學生事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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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7 年 12 月 27 日(四)起至 28 日(五)舉辦「2018 香港城市大學來訪交流活動」(日程表如

附件 3，P.16)，與香港城市大學進行學生籃球、排球、桌球及教職員壘球等交流賽，經由

體育賽事強化比賽經驗、增廣見聞，增進兩校文化交流，建立和諧友好之情誼。 
(二) 107 學年度運動大會業於 10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假本校田徑場舉行，本學年度

男生甲組共 436 人次、男生乙組共 1001 人次、女生組共 492 人次報名參賽，參賽選手眾

多，教職員工們亦熱情參與，展現高昂鬥志與活力，教職員團體競賽總成績第一名 電機

院、第二名學務處、第三名總務處、圖書館，各項成績及花絮請至體育室網頁 
(http://sport.sa.nctu.edu.tw/?page_id=1870 )查詢。 

(三) 宿舍營運 
1. 於107年12月18日舉辦宿舍清潔服務人員座談會議，就勞資雙方加班原則，工作內容進

行雙向溝通協調，期能提升宿舍清潔服務品質。 
2. 為維護宿舍瓦斯使用安全，已完成10舍瓦斯截斷器增設工程，辦理結案。每週定期巡視

熱水爐、熱泵運轉功能及調節溫度設定，以維護熱水供應系統正常運作。 
3. 女二舍無障礙電梯使用近20年，零件老化且時有當機現象，不堪維修。偕同營繕組已完

成招標相關作業，並於107年12月10日正式開工，工期180工作天，預計於108年6月12
日完工使用。 

4. 為提升研三舍生活機能，持續進行公共空間活化，已完成南棟頂樓曬衣間工程及北棟二

樓公共空間交誼廳設立，工程進度100%，近期將辦理驗收。除此，針對研三舍土木結

構漏水、積水、水管組塞、燈具不良…等相關缺失，已請廠商改善，並委由營繕組發文

督導改善進度。 
(四) 學期已接近尾聲，軍訓室透過交通安全講座體驗活動、營隊活動安全檢核、校園公告、電

子郵件提醒等方式，加強宣導期末考試及寒假春節期間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置重點於騎乘

機車應正確配戴安全帽、寒假期間工讀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及慎防洩漏個資、帳號與

密碼，避免被歹徒盜用後進行詐騙成為詐騙受害者。 
(五) 2019 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1. 完成就業博覽會企業選位，預計辦理40場企業說明會、1場就業博覽會(目前共計255個
攤位)、8場企業參訪、24小時以上企業職場導師諮詢，近期著手進行就業博覽會攤位招

標事宜。 
2. 教室徵才說明會：至107年12月10日止，共計11家企業提出申請。後續將由就輔組協助

借用教室，以「企業自辦」方式進行徵才說明會。 
(六) 2019 年暑假，服務學習中心國際志工計畫將帶領本校學生服務位於柬埔寨邊界的

Oddar Meanchey 省 DPC 非營利小學，並與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建築所、AHA 台灣

義築協會合作，協助修復小學教室，提升當地教育資源與環境。服務學習中心與全球公民

教育研究中心、建築所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分別派員前往柬埔寨進行探勘，本次

探勘主要目的在於為 2019 年暑期正式執行的國際志工服務計畫進行台灣、柬埔寨兩地合

作單位之鏈結，初步建立服務內容的基本目標與運作模式，同時針對據點的環境、現況、

http://sport.sa.nctu.edu.tw/?page_id=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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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機構等資源盤點，使 2019 年正式帶領本校學生出團時，能順利完成服務計畫且確保

起居需求與安全無虞。 
(七) 107 年 12 月 11 日召開本學年第 1 次學生急難濟助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追認並全數通過校

內學生 12 位同學補助案，濟助金額 30 萬元。 
(八) 全校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1. 107年12月3日至12月28日間辦理互動式展覽活動「大象去哪兒－你決定面對挫折了

嗎？」，於圖書館大廳展出一系列面對挫折時的反應、情緒與信念，幫助師生學習轉念

與改變行動。 
2. 107年12月15日辦理「走一趟英雄自我之旅-薩提爾暖心對話練習工作坊」，心理師吳貴

君帶領演練薩提爾對話歷程，看到負面情緒背後所隱藏的情緒規則、觀點、期待、渴望、

生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溝通姿態與行為。共13人參與，滿意度4.62。 
3. 107年12月19日針對資財系大一學生辦理「你，其實很好：學會重新愛自己、自我肯定」

班級座談，邀請心曦心理諮商所專任諮商心理師吳宜蓁主講，40人參與。 

五、總務處報告 
(一) 重大工程報告 

1. 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本案廠商已完成初驗複驗，目前辦

理變更設計檢討中。另室內裝修部分，2、3 樓室內裝修工程部分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完工，11月 29日初驗複驗完成並變更設計中；4、5及 10樓空間裝修工程已於 11

月 5日決標，12 月 21日開工，預計 108年 4月中旬完工。 

2. 研究生第三宿舍興建工程:本案於已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並於 8 月

31日完成第 3次變更議價，準備驗收作業中。 

(二) 重要工作進度報告 

1. 光復校區圖書資訊大樓 6、7樓空間整修工程：經評估圖書資訊大樓既有空間分配、整

修效益、施工影響度及工程經費等因素後，擬先行辦理裝修範圍包括圖書資訊大樓 2

樓門面及挑空大廳、6樓全層及 8樓會議室等。預計 108年 1月上旬辦理提報教育部程

序及統包工程前期公開徵求專案管理廠商之需求書製作及招標簽辦作業。 

2. 活動中心多功能表演教室整修統包工程：本案於 107年 11月 1日核定細部設計及工程

明細表，並於 11月 5 日開工。目前已完成拆除作業及主要工項之材料送審作業，目前

施作演藝廳及實驗劇場裝修，預定於 108年 1月 3日完工。截至 107年 12月 23日實

際進度約 90.8%。 

(三) 校園美學再創城市新地標(成果照片如附件 4，P.17) 
今(2018)年歲末光雕展「觀月計畫 #define moon_」業於 12月 20日在本校圖書館前草

坪廣場前舉行開幕，以月之圓缺變化象徵年末終始新的出發，利用旋轉動力燈具，結合

校園社團活動，營造歲末及新年氛圍，再度成為市民拍照打卡的城市新地標(展出期間為

107年 12月 20日至 108年 2月 19日，每日 17時 30分至 22時，1次/10 分鐘)。此外，

繼 I LOVE NCTU大型裝置藝術獲得廣大好評後，今年也在交大西區私房落羽松景點，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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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藝術節暨草地音樂祭，吸引師生及市民共同參與活動。近期更有由著名大地藝術家林

舜龍所設計的校園公共藝術「光孢子」，全面提升校園美感，期待逐漸以新樣貌打造學

子學習及教員工作環境，同時培養交大人美的感受力及鑑賞力。 
(四) 優惠計次汽車停車識別證(藍卡)申請規費調整宣導 

1. 本案經 107年 11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1次交通管理委員會及 12月 14日 107學年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優惠計次汽車停車識別證規費由 30元調整至 50元，並自 108年

1月 1日公布實施，與現行教職員生所使用之計次停車證費率做出區隔，使收費合理化。 

2. 有關已申請而未使用之優惠計次汽車停車識別證(藍卡)，擬請各單位協助辦理更換，方

式如下說明： 

(1) 自 108年 1月 1日起已申請而未使用之優惠計次汽車停車識別證(藍卡)，無論使用

期限逾期與否全數視同逾期處理，屆時於各警衛室將無法使用。 

(2) 已申請而未使用之優惠計次汽車停車識別證，惠請各單位彙整後送回駐警隊辦理更

換並補繳每張差額 20元。 

(五) 印度餐廳施工進度（現況照片如附件 5，P.18） 

二餐 3樓美食 B區印度小廚業於 107年 10月 11日完成現場點交(得標廠商為傑出有限公

司)，12月 20日完成施工會勘，該商刻正準備營業前資料送本校審核，預計於 108年 1

月 11日正式營業。印度小廚提供捲餅、咖哩類等烤爐料理及清真料理等印度家鄉料理，

屆時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前往用餐及體驗異國風俗。 

(六) 學校餐廳評鑑填問卷抽獎活動 

為增加師生參與度，本學期餐廳廠商績效評鑑填問卷抽獎活動業於 107年 12月 25日(星

期三)下午 1時在中正堂 2樓會議室公開舉行，共抽出幸運得獎者 75位。相關得獎資訊公

告於事務組網頁。 

六、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 獲獎/補助資訊： 

1. 恭賀電子研究所柯明道教授與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陳三元教授榮獲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2018 年東元獎。本獎項宗旨為獎勵在國內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傑出貢獻或成就事

蹟之傑出人才。 
2. 本校今年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案，共獲核 10 件：科技部為

配合國家長期科技發展需要，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培育在校優秀博士生國際研究經

驗，特訂定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本校今年共申請 11 件，獲核 10 件，

獲核清單如下。 

系所 姓名 期限(月) 前往國家 指導教授 

光電系 

王冠勛 12 美國 (U.S.A.) 冉曉雯 
黃冠閔 12 美國 (U.S.A.) 孟心飛 
詹博鈞 7 比利時(Belgium) 戴亞翔 
林琪皓 12 加拿大(Canada) 戴亞翔 

http://www.ga.nctu.edu.tw/general-division/news/v-OWa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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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系 戴國倫 12 英國(United Kingdom)  吳文偉 

機械系 
吳牧謙 12 日本(Japan) 吳宗信 
陳勁中 12 美國 (U.S.A.) 鍾添淦 

應化系 
張韶玲 7 英國(United Kingdom)  鄭彥如 
邱俞靜 7 英國(United Kingdom)  陳俊太 

應數系 郭柏均 7 美國 (U.S.A.) 賴明治 

 
(二) 計畫徵求訊息： 

1. 科技部徵求 108 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計畫申請案：科技部為建立產學研

連結創新研發之生態系統，提升研發成果商業化之可行性，達成衍生新創公司或促成廠

商併購技術團隊之目的，徵求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向，且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

創新技術之計畫。校內收件日第 1 梯次至 108 年 1 月 17 日止，第 2 梯次至 108 年 4 月

17 日止，第 3 梯次至 108 年 8 月 16 日止，計畫徵求說明請詳參公告函文及作業要點。 
2. 科技部訂定「科技部補助沙克爾頓計畫作業要點」及規劃推動 108 年度「領袖學者助攻

方案－沙克爾頓計畫」補助案並受理申請：科技部為鼓勵傑出學者帶領研究團隊突破科

學極限，培育具國際聲望之研究團隊，並提供優秀研究人員充沛資源，持續投入突破性

研究，以提升我國科研團隊之國際聲望與國際影響力，特訂定此要點。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2 月 25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公告函文，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3. 科技部 108 年度第 1 期「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專案計畫」受理申請：科技創新不應只

有傳統的技術開發或硬體思維，亦應導入創新營運模式，透過人文元素或知識管理加

值，注入新思維，進而產生產業創新轉型之新動能，此計畫參採「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應用型產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1 月 24 日

止。計畫相關規定，請至科技部網站查詢下載。 
4. 科技部生科司推動「生技醫藥核心設施平台二期（1/4）」計畫並受理申請：此「生技

醫藥核心設施平台」規劃國內具重要性及發展優勢之重點主軸方向，挑選國內具重要

性、發展優勢之重點研究領域與技術或建置重要共同研究資源，整合已建置之服務能

量，例如將同類型、可整併為前後端之設施及平台進行整合，或設立單一窗口，統籌並

依使用者之需求，協助安排最適當之核心設施等機制，使資源不重複投入，且更進一步

銜接並補足生技醫藥領域之服務，達到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之目標。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2 月 11 日止。其他注意事項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5. 科技部推動「台灣腦科技發展及國際躍升計畫」並受理申請：此計畫目標將聚焦跨領域

開發可用於強化、補償或取代因神經系統弱化所引起的運動、知覺或認知功能缺失之軟

硬體技術，包括可即時提供決策要素的腦/神經活動監測軟硬體技術，以腦/神經活動監

測裝置控其他反應裝置 (如刺激 relay 神經或肌肉之電極裝置、義肢輔具、文字語音輸

出裝置、開關、機器等)之技術，可藉由感測裝置回饋來學習、自動修正封閉控制迴路、

使更精準反應裝置之人工智慧等技術。校內收件日至 108 年 3 月 22 日止。其他注意事

項請參閱公告來函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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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技部參與「歐盟奈米醫學計畫(ENMIII)」受理申請：歐盟自 2008 年以來一直支持奈

米醫學領域的 ERA-NET EuroNanoMed。奠基其成功之上，歐洲奈米醫學研究界正在支

持繼續通過 Horizon 2020，EuroNanoMed III 旗下的第 3 個 EuroNanoMed ERA-NET 計

畫(2016 年至 2021 年)。線上構想計畫書傳送截止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17:00 (CET)止。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徵求說明，相關申請辦法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七、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 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NCTU 
匈牙

利 

羅蘭大學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新簽] 校級學術交

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另附件 1，p.1-p.6) 

1.該校創立於 1635 年，舊

名布達佩斯大學，位於

首都布達佩斯市的一所

綜合型大學，亦為該國

第一學府，提供英文授

課。 
2.本校與該校於 2018 年亞

太教育展 (APAIE)首次

碰面，兩校國際處代表

洽談合作之可能性。由

於目前匈牙利僅有一間

合作姐妹校，為增加學

生出國機會，雙方同意

簽訂 MOU 及交換學生

合約(名額 2 名/學期)，
以開展兩校交流與合

作。 

5 年 

NCTU 波蘭 
華沙大學 
(University of 
Warsaw)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合約書(人社院，

已於 2018/8/1 到期)、
校級交換學生合約書

(將於 2019/2/16 到期) 
 
[續簽] 校級交換學生

合約書 
[加簽] 校級學術交流

合約書 
(另附件 2，p.7-p.11) 

1.該校為波蘭頂尖大學之

一，兩校於 2013 年開始

合作，人文社會學院與

該 校 的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 簽 署 院 級

MOU，2014 年加簽校級

交換學生合約，本校每

年有 1-2 位學生至該校

交換修習。 
2.今(2018)年 11/16 由駐波

蘭代表處引薦，該校副

校 長 Prof. Maciej 
Duszczyk 與國際處代表

來訪，同意雙方續簽合

作協議，並將 MOU 提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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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簽

署單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效期 

升至校級，以涵蓋更多

研究領域。 

客家文

化學院 法國 
史特拉斯堡大

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原已簽署] 院級學術

交流、交換學生合約書 
 
[加簽] 院級交換學生-
修正條文 (另附件 3，
p.12-p.15) 

1.本校客家文化學院自

2017 年與該校社會科學

院 (The Facult 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簽署

院級 MOU 及交換學生

合約，合作期間雙方已

互有交換學生往來。 
2.原合約條文中規定學生

需修業滿 3 年方可出國

進行交換，因法國的大

學部學制為 3 年制，該

校評估後主動建議增訂

修正條文，改為學生修

業滿 2 年即可申請出國

交換。 

5 年 

(二) 重要外賓(12/17-12/28)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2/17 
University of 
Bologna  
波隆納大學 

Vice President Giorgio 
Baccarani 

該校副校長率領該校電機學

院 3 位教授來訪，並進行學術

交流協議書會約儀式，另與本

校國際半導體學院教授討論

兩校合作雙聯博士學位計畫

的可能性與細節規劃。 

12/19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Director Abhay 

Karandikar 
IIT Kanpur 校長率領 7 位教授

來訪，除簽署雙聯博士學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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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Kanpur 
印度理工學院

坎普爾分校 

約，也將與本校電機學院與工

學院教授進行雙邊研討會，透

過建立研究合作，促進該校學

生參加雙聯學位計畫。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共 177 人申請，錄取 95 人(碩 41、博 54)，相較

106 年 205 人申請，錄取 124 人(碩 53、博 71)，今年申請報名人數碩士班持平，博士班則

微幅減少。103-107 學年度春季班申請及錄取人數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申請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107 春季班 177 41 54 95 53.7% 
106 春季班 205 53 71 124 60.5% 
105 春季班 190 50 51 101 53.1% 
104 春季班 86 32 23 55 63.9% 
103 春季班 110 37 30 67 60.9% 

 
(四) 本處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辦理「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國外交換行前說明會」，邀請準交換

生及其家長出席，會中說明交換前、中、後期應注意事項及應繳文件等，同時邀請註冊組

專員至會場說明役男出境相關事宜。截至 12 月 19 日，共計 138 位準交換生及 20 位曾出

國交換之學生報名參加，屆時將以小組討論形式與準交換生分享出國經驗，解答相關疑問。 
八、 人事室報告 
(一) 有關本校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函請工會同意適用勞動基準法同仁於 108年 2 月 1 日起得延長

工時(加班)一案，本校前以 107 年 11 月 29 日交大人字第 1071016013 號函、107 年 12 月

24 日交大人字第 1071017356 號函諒達，請參閱附件 6，P.19 。惟屆時若未獲工會函復同

意，本校將函請校內各單位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不得指派同仁加班。請各單位提前研擬相

關因應措施，例如中午休息時間應避免會議、利用彈性上班時差由同仁互相配合、僱用兼

任助理支援等方式，並且不得要求同仁無償加班。 
(二) 各單位依本校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執行方案，本校各一級單位應分攤 107年 1至 12月

每月 1日在保之兼任教師、兼任助理、專任助理(H.Z.O.Y.V 扣除頂辦經費)、約用人員(G)

及全時工讀生(B)人數分攤表，請參閱附件 7，P.21。 

1.依基本工資僱用一名全時工讀生每月之總成本為$28,767/月(基本工資$22,000+勞保

$1,647+健保$997+勞退$1,320+年終$2,803)，本校各單位實際進用不足人數計算應分攤

$5,316,155。 

2.106年進用 3名身障人員及進用兼任教師應額外增加 5名身障人員（學校與各單位各分

攤一半即 2.5名），共計 5.5名。107年仍延續 106年以 5.5名計算，故全年合計分攤

1,898,622元($28,767*5.5名*12月)。 

3.請各單位積極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另提供 106年分攤表供參。 

(三) 為落實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保障求職者權益之意旨，爰本校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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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臺幣 4萬元者，應於辦理公開甄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俾符規範。本校業

於 107年 12月 25日交大人字第 1070022009號書函轉致，請參閱附件 8，P.23。 

九、 秘書室報告 

關於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通過，本校為該校「合校優先議約學校」，後續合校程序與本

校進行中之校長遴選作業相關事項如下： 

(一) 本校前以 107年 11月 28日交大秘字第 1071015891號函致送「國立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

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陳述關於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同步啟動商議合校事宜，遴委會

進行中之本校 108年新任校長遴選作業勢將受合校作業進程影響。經請示教育部，教育部

107年 10月 8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165846號書函復以，遴選程序決定，依規係遴委會

本獨立自主精神執行之遴選任務，爰本校遴委會組成後，亦應考量合校推動之需要，由學

校建請遴委會於相關遴選規章中為配套設計（如合校計畫經核定後即終止遴選事宜等）。

爰敘明將俟國立陽明大學校務會議通過相關合校事項情形，再次致函遴委會配合辦理。 

(二) 國立陽明大學業於 107年 12月 26日致函本校，敘明關於該校 107年 12月 26日召開之校

務會議決議，本校為該校「合校優先議約學校」。 

(三) 基於推動合校程序及校長遴選作業互為影響，恐趨於複雜衍生紛擾，本校已函請教育部釋

示，關於遴委會進行中之校長遴選作業得否考量終止？若擬終止遴選，則請予釋疑作業程

序「先由遴委會討論是否終止遴選，若經決議終止遴選，提送本校校務會議討論。或由本

校校務會議先行討論是否請遴委會終止遴選，若經通過，始請遴委會終止遴選？」而若得

以進行前述事項，則接續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6條第 3項規定：「校長任期屆滿，如新任

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或尚未就任，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代理校長，並報請教育部核定，代理

期間至新任校長就任時止。」辦理。 

(四) 前述事項包括函請教育部釋示事宜，亦已同步致函遴委會。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修正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教育部 107年 11月 20日來函，為因應 108年 2月 1日起推動大專校院聘用「教學助

理」全面納保，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部分規定。教育部

函為嗣後學校聘用學生擔任教學助理所涉勞動權益事項，請學校確依勞動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請配合修正相關規範及辦理校內師生、相關單位人員宣導說明，爰本

校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配合修正。 

    二、本校兼任助理僱用頻率高且人數多，因此請核流程，將修正為線上簽核，逐步無紙化，

以節省行政成本。另勞動契約書亦修正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一級單位主管決行。 

    三、檢附本校宣導說明簡報、教育部函、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部分規定     

修正對照表、本校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如附件9，P.31。 

決  議：照案通過，並自108年2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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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修正案，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教育部於 107年 11月 20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自 108

年 2月 1日起「教學助理」將全面納保。為考量經費應用，修正本校碩博生不再一律

投保獎助生團體保險，改為加保本校已請核審核通過者之獎助生。 

    二、檢附本校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如附件 10，P.63。 

決  議：照案通過，並自108年2月1日實施。 

 

案由三：本校「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辦法」修正案，請討論。(研發處提案) 
說  明： 

一、 旨揭補助辦法僅為本校內部規範，擬將辦法名稱修正為作業要點。 

二、 為使教師出國經費補助範圍擴及至研究人員，擬將受補助對象修正為教研人員，以

增加國際學術交流。 

三、 本案業經 107年 11月 29日「107學年度第 4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會議紀

錄如附件 11，P.68。 

四、 本校「交通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條文草案全文如附件 12，P.6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修正案，請討論。(研發處提案) 
說  明： 

一、 旨揭補助辦法僅為本校內部規範，擬將辦法名稱修正為作業要點。 

二、 教育部已廢止「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校院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爰

刪除本案第八點經費報銷與歸墊項目中之校育部處理要點。另修正本案第十一點行

政程序，增列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之程序。 

三、 本案業經 107年 11月 29日「107學年度第 4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會議紀

錄如附件 13，P.72。 

四、 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條文草案全文，如附件 14，P.7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本校「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第二條修正案，請討論。(國際

事務處提) 

說 明： 

一、 本校電機資訊學士班及電子工程學系將自 108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電機資訊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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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後整併入電機工程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為爭取優秀學生，原招收電機資訊學士

班之出國獎學金資源等措施由電機工程學系甲組（目前辦法已納入）及資訊工程學系

甲組承接，爰據以修正第二條條文。 

二、 修正後之辦法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開始適用。現電機資訊學士班及電子工程

學系甲組學生於畢業前之相關權益不受影響。 

三、 本案修正內容業經 107 年 10 月 22 日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

閱附件 15，P.77。 

四、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6，P.78。 

決 議：保留現行條文第二條擬刪除之「電機資訊學士班」及「電子工程學系甲組」文字。修

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為：「分發錄取之學系及學位學程(包括：電機資訊

學士班、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

學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子工程學系甲組、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案由六、 本校「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國際事務處

提) 

說 明： 

一、 為引導本校研究生出國以研究為主，並確保出國交換生學業表現，自 108 學年度起，

擬取消研究所學生申請出國交換獎學金資格，並增訂獲獎學生因國外學業表現不佳之

罰則。 

二、 本案修正內容業經 107年 11月 26日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

閱附件 17，P.82。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如附件 18，P.8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廢止案，請討論。(國際事務處提) 

說 明: 

一、 本校自103年起設置學士班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提供出國研究學士生定額

獎學金補助。 

二、 考量大學生本質以修課為主，且本校另訂有提供大學生出國交換機會及獎學金補助之

相關法規，爰擬廢止本辦法。 

三、 本案業經107年11月17日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19，P.91。  

四、 檢附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如附件20，P.9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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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本校「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廢止案，請討論。(國際事務處提) 

說 明: 

一、 本校自102年起設置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提供本校博碩士學生出國研

究之來回經濟艙機票補助。 

二、 考量在鼓勵學生國際移動方面，國際處之定位以推動學生出國攻讀雙聯及交換為主，

而研發處則以鼓勵學生出國研究為主，且研發處現有「深化國際研究合作方案」已補

助學生出國研究差旅費，與本辦法補助項目重疊，爰擬廢止本辦法。國際處原則上不

再提供與研究相關之出國補助。 

三、 本案業經107年11月17日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21，P.94。。  

四、 檢附本校「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如附件22，P.95。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九、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第六條修正案，請討論。(國際事務處提) 
說 明： 

一、 為促進國際學生與本地文化接觸，以及培養國際學生華語能力，本校自 101 學年度

下學期起增訂受獎生須於受獎期間前兩年之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程之規定，

期許國際生於領取本校獎學金完成學位之餘，能培養基礎華語能力及增加對本地文

化之認識，並增進其於本地就業之利基。  
二、 前述規定施行至今，偶有國際學生反映無法於前述規範時間內修畢應修華語課程數之

規定，原因歸納如下： 
(一) 本校華語課程採小班制，如遇修課人數達上限，則學生無法順利選修欲修之課程。 
(二) 偶有華語課程時間與學生必修課衝堂之情形。 
(三) 碩士班學生多規劃於四學期左右畢業，若須於四學期內修滿四堂華語課程，將造

成學生負擔。 
三、 經與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華語組研商後，擬修正方向如下： 

(一) 學士班及博士班受獎生，仍維持於受獎期間前兩年之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

程； 
(二) 將碩士班學生修課規定調整為於受獎期間前一年之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

程，讓學生於碩士第二年可專心完成論文。 
四、 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17 日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

件附件 23，P.98。 
五、 檢附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24，P.99。。 
決 議：有關本案條文文字授權提案單位會後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會後修正之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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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5，P.107。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15 

 
 

國立交通大學106學年度行政會議未結案之決議或裁示事項 
執行情形查核表 

 
項

次 

會議 

日期 
決議或裁示事項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結案 

情形 

一 
10617 

1070511 

主席裁示： 

請總務處研擬依各系所及研究

中心規模、師生人數等進行空間

總檢視，並於暑假間另召開會議

檢討整體空間之使用及其效能。 
總務處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填報之

執行情形： 

業依教育部基準進行各學院整體空

間使用效能分析，目前已完成初步

統計作業並已向陳副校長報告，後

續俟鈞長指示辦理下階段檢討工

作。 

解除

列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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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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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案附件】 
校園美學再創城市新地標成果照片 

  
2018交大歲末光雕-1 2018交大歲末光雕-2 

  

2018交大歲末光雕-3 2018交大歲末光雕-4 

  
西區藝術節暨清交草地音樂祭-1 西區藝術節暨清交草地音樂祭-2 

  
「光孢子」公共藝術設置-1 「光孢子」公共藝術設置-2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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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案附件】 
印度餐廳施工進度現況照片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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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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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身心障礙分攤表)106 年身心障礙分攤表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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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身心障礙分攤表 
(1) (2) (3)=(2)-(1) (4) (5)=(4)*12 (6) (7)=(5)-(6)

單位

人文社會學院 3.42 -3.42 93,856   1,126,270  134,533    991,737    151,213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50 -0.50 13,735   164,820    -        164,820    25,131        

工學院 2.17 1 -1.17 32,048   384,580    4,375      380,205    57,971        

生物科技學院 1.00 -1.00 27,470   329,640    5,776      323,864    49,380        

光電學院 0.25 -0.25 6,868    82,410     4,560      77,850     11,870        

客家文化學院 0.92 -0.92 25,181   302,170    41,078     261,092    39,809        

研究發展處 1.00 -1.00 27,470   329,640    -        329,640    50,261        

科技法律學院 0.58 -0.58 16,024   192,290    23,278     169,012    25,770        

教務處 1.00 -1.00 27,470   329,640    -        329,640    50,261        

理學院 1.83 1 -0.83 22,892   274,700    31,406     243,294    37,096        

共同教育委員會 0.33 -0.33 9,157    109,880    24,886     84,994     12,959        

資訊學院 1.00 -1.00 27,470   329,640    6,278      323,362    49,304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1.08 -1.08 29,759   357,110    17,673     339,437    51,755        

電機學院 4.08 1 -3.08 84,699   1,016,390  29,285     987,105    150,507       

管理學院 1.58 -1.58 43,494   521,930    32,998     488,932    74,549        

學生事務處 2.67 2 -0.67 18,313   219,760    已分攤本校四位身障薪資 -           

合計 28.75 44 505,906  6,070,870  356,126    5,494,984  837,836       

（註1）以上人員類別：1.兼任教師 2.兼任助理 3.專任助理(H.Z.O.Y.V扣除頂辦經費) 4.約用人員(G) 5.全時工讀生(B)，不含公務員及專任

       以上人員數基準日為每月1日。

（註2）106年以基本工資聘用一名全時工讀生每月之總成本=基本工資$21,009+勞保$1,572+健保$952+勞退$1,261+年終$2,676=$27,470/月，$

       107年以基本工資聘用一名全時工讀生每月之總成本=基本工資$22,000+勞保$1,647+健保$997+勞退$1,320+年終$2,805=$28,769/月，

（註3) 106年7月進用3名身障薪資$494,460(27,470*3人*6個月)

       106年8月進用兼任教師173人，應額外增加5名身障人員(173*3%)，學校與各單位各分攤一半即2.5人，共$343,375(27,470*2.5人*5個

       合計837,835(494,460+343,375)

增加進用身障人員

薪資總額(註3)

$837,835

各單位按比例應分

攤金額

106年1-12月

及107年1月已

扣各單位分攤

之金額

106年應分攤

之金額

全年平

均應進

用身障

人數

已進用身

障人數

(不含公

務員及專

任教師)

超額或不足

進用人數

平均每月需

分攤金額

$27,470/人

(註2)

全年需分攤金

額=平均每月

需分攤金額

*12個月

人數(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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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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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單位) 徵 (職稱)○名 (約用人員範本) 

 

一、 職稱：（行政專員、技術專員…等） 

二、 工作項目：（依業務需求填寫） 

(一)  

(二)  

三、 公告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四、 僱用期間：自奉核可後實際報到日起（至○年○月○日止或留職停薪人員提

前回職復薪之前一日止)。 

五、 待遇：依本校約用人員報酬支給表及約用標準表規定(學士學歷 35,155元/

月起薪;碩士學歷 39,455元/月起薪，相關工作年資另依本校規定辦理提敘)。 

六、 資格條件： 

(一) 學歷：大學畢業（除技術性人員得錄用專科以上畢業者及業務單位應

業務之需求另有規定外，以錄用大學以上畢業者為原則。） 

(二) 專長、相關證照或經歷： 

1.  

2.  

(三) 不得與本校校長、擬進用之單位主管或計畫項下執行單位主管等具配

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關係。 

七、 消極資格條件： 

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三點，曾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學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

於該管制期間。 

(五)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

之情事。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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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八、 上班時間：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需配合晚間及假日輪值等） 

九、 上班地點：□光復校區 □博愛校區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竹北校區 

          □其他：       

十、 其他：  

(一) 特別休假：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二) 試用期：試用期 3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予以正式僱用；成績

不及格者，停止僱用。 

十一、 應徵方式：應徵者請備妥下列資料，並註明應徵職稱，於○年○月○日前

Email至（電子郵件：      ）或郵寄至「300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國立交

通大學(單位、人員)收」（郵寄以郵戳為憑）。 

(一) 最高學(經)歷。 

(二) 證照專長等證明文件影本。 

(三) 個人自傳、履歷表。 

※合則約談，如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時，恕不退件或另行通知。 

十二、 如經通知面試須切結確實無「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第三點各款之情事。 

十三、 錄取人員應切結同意於在職期間內提供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

供相關資訊。 

十四、 洽詢：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03）5712121轉(分機號碼) (人員)。 

十五、 備註： 

(一) 正取○名，備取○名。(或擇優錄取，視單位需求填寫) 

(二) 本次甄選結果如無適當人員，得予從缺。 
 

國立交通大學(單位) 徵(職稱)○名(計畫人員範本) 

 

一、 職稱：（計畫助理、計畫○○…等） 

二、 工作項目：（依業務需求填寫） 

(一)  
(二)  

三、 公告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四、 僱用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五、 待遇： 



27 

*依本校約用人員敘薪標準學士學歷 35155元/月起薪、碩士學歷 39455元/月

起薪，相關工作年資另依本校規定辦理提敘。 

*依本校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敘薪標準學士學

歷 34120元/月起薪為原則、碩士學歷 38300元/月起薪為原則、博士學歷 46960

元/月起薪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由計畫主持人依個人工作內容、專業技

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綜合考量，酌予調整提敘薪級。 

*如用人單位另有規定請依規定填寫敘薪標準名稱及薪資數額。 

六、 資格條件： 

(一) 學歷: 

(二) 專長、相關證照或經歷: 

七、 消極資格條件： 

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三點，曾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學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

管制期間。 

(五)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

情事。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     

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八、 上班時間：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需配合晚間及假日輪值等） 

九、 特別休假：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之規定。 

十、 應徵方式：應徵者請備妥下列資料，並註明應徵職稱，於○年○月○日前 Email

至（電子郵件：      ）或郵寄至「300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國立交通大學(單

位、人員)收」（郵寄以郵戳為憑）。 

(一) 最高學(經)歷。 

(二) 證照專長等證明文件影本。 

(三) 個人自傳、履歷表。 

※合則約談，如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時，恕不退件或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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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洽詢：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03）5712121轉(分機號碼) (人員)。 

十二、 如經通知面試須切結確實無「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第三點各款之情事。 

十三、 錄取人員應切結同意於在職期間內提供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

供相關資訊。 

十四、 備註： 

(一) 正取 1名，備取 2名。(或擇優錄取，視單位需求填寫) 

(二) 本次甄選結果如無適當人員，得予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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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單位) 徵身心障礙全時工讀生○名 (全時工讀生範本) 

 

一、 職稱：全時工讀生  

二、 工作項目：（依業務需求填寫） 

(一)  

(二)  

三、 公告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四、 僱用期間：自奉核可後實際報到日起（至○年○月○日止)。 

五、 待遇：依基本工資給薪。 

六、 資格條件： 

(一) 學歷：高中以上畢業。  

(二) 具身心障礙資格者。 

(三) (依業務需求填寫)。 

(四) 不得與本校校長、擬進用之單位主管或計畫項下執行單位主管、計畫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等具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

親關係。 

七、 消極資格條件： 

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三點，曾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學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

於該管制期間。 

(五)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

之情事。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

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八、 上班時間：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上班地點：□光復校區 □博愛校區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竹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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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十、 其他：  

(一) 特別休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 

(二) 試用期：試用期 3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予以正式僱用；成績

不及格者，停止僱用。 

十一、 應徵方式：應徵者請備妥下列資料，並註明應徵職稱，於○年○月○日前

Email至（電子郵件：      ）或郵寄至「300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國立交

通大學(單位、人員)收」（郵寄以郵戳為憑）。 

(一) 最高學(經)歷。 

(二) 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三) 個人自傳、履歷表。 

※合則約談，如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時，恕不退件或另行通知。 

十二、 如經錄取須切結確實無「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

三點各款之情事。 

十三、 錄取人員應同意於在職期間內提供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處理

及利用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

關資訊。 

十四、 洽詢：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03）5712121轉(分機號碼) (人員)。 

十五、 備註： 

(一) 正取○名，備取○名。(或擇優錄取，視單位需求填寫) 

(二) 本次甄選結果如無適當人員，得予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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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獎助

生，為教師所選用，參與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之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

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

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本辦法所稱勞動助

理，為本校所約用，非屬

前項規定範圍，且其工作

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

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之兼

任研究助理、兼任研究計

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

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 

   勞動助理如經契約雙

方約定為承攬關係者，應

從其約定，但法規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獎助

生，為教師所選用，參與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

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

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 

    本辦法所稱勞動助

理，為本校所約用，非屬

前項規定範圍，且其工作

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

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之兼

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

理、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

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

任助理工作者。 

   勞動助理如經契約雙

方約定為承攬關係者，應

從其約定，但法規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一、 第一項所定學習為主

要目的及範疇之「教

學」，係屬「教學獎助

生」之範圍，爰予以刪

除。 

二、 因應一百零八年二月

一日起專科以上學校

學生擔任教學助理

者，不再分流屬學習範

疇之「教學獎助生」及

屬僱傭關係之「兼任教

學助理」，將一律由學

校為前開學生納勞

保，爰予以刪除。 

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教學獎助生，指獲

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

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

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

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

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

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

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前項歸屬學習範疇之教

學獎助生，本校應踐行下

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課程規劃會議：應經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四條所定校內課程規劃

會議程序。 

 二、學生代表參與：前款

會議程序應有校內學生

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

一、本條刪除。 

二、因應一百零八年二月一

日起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擔任教學助理者，不再

分流屬學習範疇之「教

學獎助生」及屬僱傭關

係之「兼任教學助理」，

將一律由本校為前開學

生納勞保，爰刪除本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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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三、正式學分課程：學生

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

課程應納入正式採計畢

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 

 四、授課教師指導：過程

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

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第五條  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

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

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

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

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

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應依教育部所定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相關規定辦理，並明確訂

定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

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

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相

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告

之。 

第六條  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

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

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

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

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

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應依教育部所定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

規定辦理，並明確訂定附服

務負擔助學生之服務活動

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

他管理之相關事項，訂定章

則並公告之。 

條次變更。 

第六條 附服務負擔助學

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

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

生，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

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

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

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

關係者。 

   應依教育部所定大

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相關規定辦理，並明確

訂定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

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

相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

告之。 

第七條 本校各系、所、學

程、中心等單位得訂立獎

助生之內容，於推動屬研

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

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

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第四

條及第五條所定範疇有

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

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

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

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

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

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

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

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

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依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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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師應有指導獎助生

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獎助生參與前開學習

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

務學習，支領獎學金或必

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

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

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

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

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

則中規範。 

   針對各類獎助生從

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

等活動期間，應參照勞動

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

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

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

由本校編列所需經費。 

 六、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

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

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獎助生在校期間完

成非受政府或本校

補助研究計畫之報

告或碩、博士學生所

撰寫之論文，如指導

之教授僅為觀念指

導，並未參與內容表

達之撰寫，而係由獎

助生自己撰寫報告

或論文內容，依著作

權法規定，獎助生為

該報告或論文之著

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即享有著作權

（包括著作人格權

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

導之教授不僅為觀

念之指導，且參與內

容表達之撰寫而與

獎助生共同完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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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論文，且各人之

創作，不能分離利用

者，為共同著作，獎

助生及指導之教授

為報告或論文之共

同著作人，共同享有

著作權，其共同著作

權（包括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之行

使，應經獎助生及指

導之教授之共同同

意後，始得為之。 

(三)對於研發成果之所

有產生爭議時，學生

應提出研究實驗紀

錄簿或其他足茲證

明之書面或電子形

式書面資料以為佐

證。作為佐證之研究

實驗紀錄簿，應載明

日期、編號、參考來

源、共同對於內容記

載確認之簽名。 

(四)獎助生與指導之教

授間，應事先就相關

研究成果著作權之

歸屬及事後權利行

使方式等事項，達成

協議或簽訂契約。 

七、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以本校校務基金或

政府所有之經費或

基金，進行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或產學合

作所獲得之成果（包

含智慧財產權與其

他研發成果），其人

格權歸屬創作人，財

產權歸屬本校。 

第七條 獎助生之選用，計

畫主持人、或教學單位主

管及學生應於獎助型請

核單上簽名(或簽章)，確

認擔任獎助生，教師與獎

第八條 獎助生之選用，計

畫主持人、或教學單位主

管及學生應於獎助型請

核單上簽名(或簽章)，確

認擔任獎助生，教師與獎

一、條次變更。 

二、為簡化行政流程，新增

第六項契約書用印之授

權決行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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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生得簽訂獎助型相關

契約。 

   學生於接受指導學

習過程認為不是獎助生

而屬於勞動助理，應即與

指導教師溝通確認；指導

教師與學生如對於繼續

擔任獎助生未達成共

識，指導教師應通知學生

停止獎助生活動，並辦理

異動終止作業。 

   勞動助理之約用，應

簽訂勞動契約，辦理約用

請核程序，並於聘期開始

一週前送人事室審核辦

理勞健保加保。自勞保加

保生效日為起聘日。未完

成加勞保者，與本校間不

成立勞雇關係，本校得拒

絕其提供之勞務，與其約

定者為無權代理，應自行

負擔法律責任。 

   學生同一期間僅得

兼任一項勞動助理。 

   工作酬勞之給付，依

雙方約定時間核發。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

勞動契約書立約人本校

代表人為校長，授權用人

單位一級主管用印。 

助生得簽訂獎助型相關

契約。 

   學生於接受指導學

習過程認為不是獎助生

而屬於勞動助理，應即與

指導教師溝通確認；指導

教師與學生如對於繼續

擔任獎助生未達成共

識，指導教師應通知學生

停止獎助生活動，並辦理

異動終止作業。 

   勞動助理之約用，應

簽訂勞動契約，辦理約用

請核程序，並於聘期開始

一週前送人事室審核辦

理勞健保加保。自勞保加

保生效日為起聘日。未完

成加勞保者，與本校間不

成立勞雇關係，本校得拒

絕其提供之勞務，與其約

定者為無權代理，應自行

負擔法律責任。 

   學生同一期間僅得

兼任一項勞動助理。 

   工作酬勞之給付，依

雙方約定時間核發。 

第八條 本校依「勞工保險

條例」、「全民健康保險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於勞動助理僱用日

起加保及提繳勞退金手

續，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

險給付權利。 
   勞動助理應自行負

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

退金，由本校自薪資中代

為扣繳。 
    勞動助理中途離職， 
  應辦理異動終止聘約，於

離職前通知人事室辦理

第九條 本校依「勞工保險

條例」、「全民健康保險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規定，於勞動助理僱用日

起加保及提繳勞退金手

續，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

險給付權利。 
   勞動助理應自行負

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

退金，由本校自薪資中代

為扣繳。 
    勞動助理中途離職， 
  應辦理異動終止聘約，於

離職前通知人事室辦理

條次變更。 



53 

勞健保退保（轉出）及勞

退停繳。如未依規定辦

理，其因而衍生之費用，

由當事人、單位主管或計

畫主持人負責。 
   如學生未執行工作

等因素，未申報薪資，計

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仍

應自結餘款或向系、院借

支管理費給付雇主負擔

之勞健保勞退費用。 

勞健保退保（轉出）及勞

退停繳。如未依規定辦

理，其因而衍生之費用，

由當事人、單位主管或計

畫主持人負責。 
   如學生未執行工作

等因素，未申報薪資，計

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仍

應自結餘款或向系、院借

支管理費給付雇主負擔

之勞健保勞退費用。 
第九條 勞動助理應在約

定之工作時間及地點接

受主管(含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本校指定之代理

人 )之指導監督提供勞

務，從事約定之工作及其

他相關業務事項，出勤情

形之時間應記載至分鐘

為止。 
   勞動助理因業務需

要，經計畫主持人、或其

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

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

人、或其單位主管同意

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

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

為加班。加班得選擇補休

或支領加班費。 
   勞動助理休假及相

關權益應依據勞動部僱

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

注意事項辦理，並依循均

等待遇原則及比例原

則，給予相當日數，其相

關權益衍生之費用由計

畫負擔。 
   本校得隨時依業務

及管理需要，調整勞動助

理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

容。 
勞動助理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本校前項之

調整，如因而影響業務情

第十條 勞動助理應在約

定之工作時間及地點接

受主管(含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本校指定之代理

人 )之指導監督提供勞

務，從事約定之工作及其

他相關業務事項，出勤情

形之時間應記載至分鐘

為止。 
   勞動助理因業務需

要，經計畫主持人、或其

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

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

人、或其單位主管同意

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

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

為加班。加班得選擇補休

或支領加班費。 
   勞動助理休假及相

關權益應依據勞動部僱

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

注意事項辦理，並依循均

等待遇原則及比例原

則，給予相當日數，其相

關權益衍生之費用由計

畫負擔。 
   本校得隨時依業務

及管理需要，調整勞動助

理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

容。 
勞動助理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本校前項之

調整，如因而影響業務情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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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者，本校得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 
節重大者，本校得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 
第十條  勞動助理服務期

間應遵守以下事項： 
 一、在職期間所知悉或持

有之業務秘密，包括但不

限於人事、會計、計畫及

其他業務相關之事項，無

論在職或離職後均負保

守秘密之義務；除業務上

正當使用外，非經本校事

前以書面允許，不得擅為

洩漏、告知、交付或移轉

第三人，或對外發表，或

供自己或第三人使用等

一切有損本校之行為。 
 二、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

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

會。 
 三、應服從主管之指揮監

督。 
 四、對於臨時交辦與業務

有關之工作事項，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非報經主管允許後，

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應本於誠信遵守競業

禁止及利益迴避等原

則，嚴禁假借職務上權

力、機會或其他方法圖本

人、關係人或其所屬團體

之利益。 
 七、於離職時，辦妥交代

手續。 
   勞動助理違反前項

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

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並得請求賠償

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勞動助理履約如有

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

約之情事者，經本校通知

後，應即改善；未即確實

改善或履行者，本校得視

第十一條  勞動助理服務

期間應遵守以下事項： 
 一、在職期間所知悉或持

有之業務秘密，包括但不

限於人事、會計、計畫及

其他業務相關之事項，無

論在職或離職後均負保

守秘密之義務；除業務上

正當使用外，非經本校事

前以書面允許，不得擅為

洩漏、告知、交付或移轉

第三人，或對外發表，或

供自己或第三人使用等

一切有損本校之行為。 
 二、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

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

會。 
 三、應服從主管之指揮監

督。 
 四、對於臨時交辦與業務

有關之工作事項，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非報經主管允許後，

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應本於誠信遵守競業

禁止及利益迴避等原

則，嚴禁假借職務上權

力、機會或其他方法圖本

人、關係人或其所屬團體

之利益。 
 七、於離職時，辦妥交代

手續。 
   勞動助理違反前項

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

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並得請求賠償

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勞動助理履約如有

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

約之情事者，經本校通知

後，應即改善；未即確實

改善或履行者，本校得視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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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逕以下列方式

處理： 
 一、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

履約，其因此所生之費用

及一切責任，均應由違約

之勞動助理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契約，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通知勞動助理暫停履

約。 

實際情況逕以下列方式

處理： 
 一、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

履約，其因此所生之費用

及一切責任，均應由違約

之勞動助理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契約，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通知勞動助理暫停履

約。 
第十一條 勞動助理於勞

雇關係存續期間內，因職

務上所完成、申請、研發

或開發之一切著作、專

利、商標、營業秘密等智

慧財產權，除發明人、新

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仍然

保有姓名表示權，或另有

約定者外，皆以本校為唯

一之權利人及著作人，所

有相關之權利悉數歸屬

於本校；勞動助理應無條

件協助本校辦理取得前

述權利所必要之一切事

宜。非經本校事前以書面

同意，不得主張、行使或

利用前述任何之智慧財

產權。 
   本校得將本條之智

慧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由本校指定代理人行使。 

第十二條 勞動助理於勞

雇關係存續期間內，因職

務上所完成、申請、研發

或開發之一切著作、專

利、商標、營業秘密等智

慧財產權，除發明人、新

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仍然

保有姓名表示權，或另有

約定者外，皆以本校為唯

一之權利人及著作人，所

有相關之權利悉數歸屬

於本校；勞動助理應無條

件協助本校辦理取得前

述權利所必要之一切事

宜。非經本校事前以書面

同意，不得主張、行使或

利用前述任何之智慧財

產權。 
   本校得將本條之智

慧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由本校指定代理人行使。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擔任兼任助理

之作業項目如至第三方

實習有涉及危險性事項

或第三方未履行書面約

定事項，經學生向第三方

要求改善未果，學生應即

時通報計畫主持人、教

師、系（所）院主管及本

校，以保障權益。 

第十三條 擔任兼任助理

之作業項目如至第三方

實習有涉及危險性事項

或第三方未履行書面約

定事項，經學生向第三方

要求改善未果，學生應即

時通報計畫主持人、教

師、系（所）院主管及本

校，以保障權益。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如有以下情形

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

告，終止與勞動助理之勞

動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

第十四條 如有以下情形

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

告，終止與勞動助理之勞

動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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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一、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

格者。 
 二、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

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

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三、對於雇主、雇主家

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

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四、勞動助理履約有瑕

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

改善者。 
 五、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

前科，或於勞動契約存續

期間因性騷擾事件經本

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移送

其他權責機關處置，或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准易科罰金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

3 日，或 1 個月內曠職達

6 日者。 
  七、故意損耗公務財產、

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之

秘密，致本校受損害者。 

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一、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

格者。 
 二、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

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

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三、對於雇主、雇主家

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

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四、勞動助理履約有瑕

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

改善者。 
 五、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

前科，或於勞動契約存續

期間因性騷擾事件經本

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移送

其他權責機關處置，或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准易科罰金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

3 日，或 1 個月內曠職達

6 日者。 
  七、故意損耗公務財產、

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之

秘密，致本校受損害者。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訂獎

助生及兼任助理之相關

爭議，得向系、所、學程、

中心或人事室反應，填寫

調解申請書，本校由人事

室主任、業務相關單位代

表、學生聯合會代表一

人、法律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調解小組先行調解。學

生對於調解結果不滿

意，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

議辦法或其他申訴或相

關事件審議辦法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訂獎

助生及兼任助理之相關

爭議，得向系、所、學程、

中心或人事室反應，填寫

調解申請書，本校由人事

室主任、業務相關單位代

表、學生聯合會代表一

人、法律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調解小組先行調解。學

生對於調解結果不滿

意，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

議辦法或其他申訴或相

關事件審議辦法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106學年起博士

班學生於修讀期間如須

接受教學訓練並負有授

課等義務者，應於入學招

第十六條 106學年起博士

班學生於修讀期間如須

接受教學訓練並負有授

課等義務者，應於入學招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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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簡章內明確訂定學生

義務之範圍，並給付授課

報酬。博士班學生參與研

究所授課時，教師應在場

指導。 
   未於入學招生簡章

內明定學生負有授課義

務者，博士班學生向教師

表示無授課意願，教師不

得強制學生參與授課。 
   各系所請學生辦理

與學習無關之研討會事

務工作，應以勞動型助理

或臨時工請核加保。 

生簡章內明確訂定學生

義務之範圍，並給付授課

報酬。博士班學生參與研

究所授課時，教師應在場

指導。 
   未於入學招生簡章

內明定學生負有授課義

務者，博士班學生向教師

表示無授課意願，教師不

得強制學生參與授課。 
   各系所請學生辦理

與學習無關之研討會事

務工作，應以勞動型助理

或臨時工請核加保。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

盡事宜，悉依本校章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

盡事宜，悉依本校章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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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修正草案 
104年 7月 24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3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3月 18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19次行政會議修訂 

105年 12月 16日 105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7月 7日 105學年度第 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人才，應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確保教學學習

品質，並兼顧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頒「專科以上

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訂定「國立交通大學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獎助生，為教師所選用，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或領

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本辦法所稱勞動助理，為本校所約用，非屬前項規定範圍，且其工作具有從屬性及對

價關係，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之兼任研究助理、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

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 

  勞動助理如經契約雙方約定為承攬關係者，應從其約定，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第三條 獎助生參與之活動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一)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二)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

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前述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

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四)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附服務負擔： 

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

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本校僱用之學生，及受本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從

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第四條 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

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

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前項歸屬學習範疇之研究獎助生，本校應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研商程序：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行計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

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二、訂定基本規範：依前項範疇及前款程序，研擬訂定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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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範，作為系所及計畫單位執行之依據。 

三、書面合意：執行時應經計畫單位或教師與學生在前款規範下，進行雙方書面合意為

學習範疇。 

第五條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以服

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應依教育部所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並明確訂定附服務負擔助

學生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相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告之。 

第六條 本校各系、所、學程、中心等單位得訂立獎助生之內容，於推動屬研究獎助生範疇之

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第四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

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

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獎助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獎助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

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 

 針對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或服務等活動期間，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

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由本校編列所需經費。 

六、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 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非受政府或本校補助研究計畫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

寫之論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獎

助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獎助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

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與

獎助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

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

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對於研發成果之所有產生爭議時，學生應提出研究實驗紀錄簿或其他足茲證明

之書面或電子形式書面資料以為佐證。作為佐證之研究實驗紀錄簿，應載明日

期、編號、參考來源、共同對於內容記載確認之簽名。 

(四) 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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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七、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以本校校務基金或政府所有之經費或基金，進行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或產學合作所獲得之成果（包含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研發成果），其人格權歸屬創

作人，財產權歸屬本校。 

第七條 獎助生之選用，計畫主持人、或教學單位主管及學生應於獎助型請核單上簽名(或簽

章)，確認擔任獎助生，教師與獎助生得簽訂獎助型相關契約。 

學生於接受指導學習過程認為不是獎助生而屬於勞動助理，應即與指導教師溝通確

認；指導教師與學生如對於繼續擔任獎助生未達成共識，指導教師應通知學生停止獎助

生活動，並辦理異動終止作業。 

勞動助理之約用，應簽訂勞動契約，辦理約用請核程序，並於聘期開始一週前送人

事室審核辦理勞健保加保。自勞保加保生效日為起聘日。未完成加勞保者，與本校間不

成立勞雇關係，本校得拒絕其提供之勞務，與其約定者為無權代理，應自行負擔法律責

任。 

學生同一期間僅得兼任一項勞動助理。 

工作酬勞之給付，依雙方約定時間核發。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勞動契約書立約人本校代表人為校長，授權用人單位一級主管用

印。 

第八條 本校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於勞動助理

僱用日起加保及提繳勞退金手續，並依相關法令享有保險給付權利。 

勞動助理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退金，由本校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勞動助理中途離職，應辦理異動終止聘約，於離職前通知人事室辦理勞健保退保（轉

出）及勞退停繳。如未依規定辦理，其因而衍生之費用，由當事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

持人負責。 

如學生未執行工作等因素，未申報薪資，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仍應自結餘款或向

系、院借支管理費給付雇主負擔之勞健保勞退費用。 

第九條 勞動助理應在約定之工作時間及地點接受主管(含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本校指定之代

理人)之指導監督提供勞務，從事約定之工作及其他相關業務事項，出勤情形之時間應

記載至分鐘為止。 

勞動助理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或其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事先申請，並

經計畫主持人、或其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

加班。加班得選擇補休或支領加班費。 

勞動助理休假及相關權益應依據勞動部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注意事項辦理，並

依循均等待遇原則及比例原則，給予相當日數，其相關權益衍生之費用由計畫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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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得隨時依業務及管理需要，調整勞動助理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 

勞動助理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校前項之調整，如因而影響業務情節重大者，本校

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第十條 勞動助理服務期間應遵守以下事項： 

一、在職期間所知悉或持有之業務秘密，包括但不限於人事、會計、計畫及其他業務相

關之事項，無論在職或離職後均負保守秘密之義務；除業務上正當使用外，非經本

校事前以書面允許，不得擅為洩漏、告知、交付或移轉第三人，或對外發表，或供

自己或第三人使用等一切有損本校之行為。 

二、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 

三、應服從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對於臨時交辦與業務有關之工作事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非報經主管允許後，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應本於誠信遵守競業禁止及利益迴避等原則，嚴禁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其他方

法圖本人、關係人或其所屬團體之利益。 

七、於離職時，辦妥交代手續。 

勞動助理違反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得

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勞動助理履約如有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經本校通知後，應即改善；

未即確實改善或履行者，本校得視實際情況逕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履約，其因此所生之費用及一切責任，均應由違約之勞動助理

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通知勞動助理暫停履約。 

第十一條  勞動助理於勞雇關係存續期間內，因職務上所完成、申請、研發或開發之一切著作、

專利、商標、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除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仍然保有姓名表

示權，或另有約定者外，皆以本校為唯一之權利人及著作人，所有相關之權利悉數歸屬

於本校；勞動助理應無條件協助本校辦理取得前述權利所必要之一切事宜。非經本校事

前以書面同意，不得主張、行使或利用前述任何之智慧財產權。 

本校得將本條之智慧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由本校指定代理人行使。 

第十二條 擔任兼任助理之作業項目如至第三方實習有涉及危險性事項或第三方未履行書面

約定事項，經學生向第三方要求改善未果，學生應即時通報計畫主持人、教師、系（所）

院主管及本校，以保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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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與勞動助理之勞動契約，並得請求賠

償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一、喪失本校在學學生資格者。 

二、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三、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

之行為者。 

四、勞動助理履約有瑕疵，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五、具有性侵害犯罪紀錄前科，或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因性騷擾事件經本校性別平等委

員會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處置，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准易科罰金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 3日，或 1個月內曠職達 6日者。 

      七、故意損耗公務財產、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之秘密，致本校受損害者。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訂獎助生及兼任助理之相關爭議，得向系、所、學程、中心或人事室反應，

填寫調解申請書，本校由人事室主任、業務相關單位代表、學生聯合會代表一人、法律

學者專家共同組成調解小組先行調解。學生對於調解結果不滿意，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

議辦法或其他申訴或相關事件審議辦法辦理。 

 

第十五條  106學年起博士班學生於修讀期間如須接受教學訓練並負有授課等義務者，應於入

學招生簡章內明確訂定學生義務之範圍，並給付授課報酬。博士班學生參與研究所授課

時，教師應在場指導。 

未於入學招生簡章內明定學生負有授課義務者，博士班學生向教師表示無授課意願，教

師不得強制學生參與授課。 

各系所請學生辦理與學習無關之研討會事務工作，應以勞動型助理或臨時工請核加

保。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章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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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獎助型兼任助理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請核作業 

1.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

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完成請核審

核係指送達人事室並完成審核通過

者）。遇經費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

核者，請使用預支經費請核，待實際經

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作業。 

2.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者，請

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制。 

3.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日中

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核，且尚未參

加獎助生團體保險者，倘用人單位確有

緊急僱用之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至

當年度得標教育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

體保險」之保險公司為渠辦理加保作業

後，再行請核。 

4.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上傳學

生居留證，陸生需先上傳中華民國臺灣

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至請核系統才能請

核。 

二、請核作業 

1.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

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完成請核審

核係指送達人事室並完成審核通過

者）。遇經費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

核者，請使用預支經費請核，待實際經

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作業。 

2.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者，請

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制。 

3.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25日中

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核，且尚未參

加兼任團體保險者，倘用人單位確有緊

急僱用之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

e-mail或傳真至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

司為渠辦理加保作業後，再行請核。 

4.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上傳學

生居留證，陸生需先上傳中華民國臺灣

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至請核系統才能請

核。 

酌作文字修

正。 

三、加保資料擷取作業 

資訊中心每月 25日起至月底(遇假日

提前至最後一個工作日)擷取次月加保

名單，產出學生團體保險資料 excel

檔。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投保，當年

度已投保過者，投保至當年 12月 31日

止，不再重覆投保，擷取資料時系統應

自動剔除。加保資料之學籍狀況應為在

校、應畢、未畢及畢業未離校。由於外

三、加保資料擷取作業 

資訊中心每月 25日起至月底(遇假日提

前至最後一個工作日)擷取次月加保名

單，產出學生團體保險資料 excel檔。

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投保，當年度已

投保過者，投保至當年 12月 31日止，

不再重覆投保，擷取資料時系統應自動

剔除。 

承保資料區分為下列四種： 

一、因應教

育部於 107

年 11月 20

日來函修正

「專科以上

學校獎助生

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自

108年 2月 1

日起「教學

助理」全面

納保。修正

本校碩博生

不再一律加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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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選修生不在承保範圍，故以上資料均

排除。(外校選修生包含選讀學分、交

換學生、外校生及提早選讀生－高中

生) 

1. 本校大學生：於聘期開始日之

前一月 25日中午前，完成請

核審核者，為次月加保團體保

險名單。 

2. 本校碩博生：每年 7月 25日

及 12月 25日擷取正式生資料

(不含在職專班生、外籍生、

僑生、陸生)為 8月及次年 1

月加保團體保險名單。 

3. 以上加保資料的學籍狀況應

為在校、應畢、未畢及畢業未

離校。  

4. 在職專班生、外籍生、僑生、

陸生亦同本校大學生承保規

則。 

5. 由於外校選修生不在承保範

圍，故以上資料均排除。(外

校選修生包含選讀學分、交換

學生、外校生及提早選讀生－

高中生) 

保，只保險

本校已請核

之獎助生。 

二、酌作文

字修正。 

四、加保作業 

1.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於每月

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日至月底於

保險公司完成投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月 31日止，不因學生畢業或非在學

而辦理退保。 

(1) 投保方式依當年度得標教育部「大

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保險公司之投

保流程完成投保。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期，以請

核優先審核通過者先投保，若當年度已

四、加保作業 

1.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於每月

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日至月底於

保險公司完成投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月 31日止。 

(1) 填寫完要保書或批改申請書及被

保險人名冊後需蓋印，傳真或 e-mail

至保險公司，與聯絡窗口確認資料後，

即完成投保。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期，以請

核優先審核通過者先投保，若當年度已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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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2.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 請用人單位參考當年度得標教育

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保險公

司之投保流程，至保險公司完成投保。 

(2) 每次投保需 5人(含)以上，收費標

準以月計。 

投保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2.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 至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網頁

(https://www.wwunion.com/project1

6/m04.aspx)，下載表格。 

(2) 填寫要保書資料:請詳實填寫要保

書及投保名冊，要保文件請由用人單位

加蓋印章。 

(3) 傳真至保險公司: (02)2741-5403

或 e-mail 至聯絡窗口何小姐信箱

nicole.ho@wwunion.com，可於傳真或

e-mail 後自行去電(02)27765567#814

確認文件，如確認後即完成投保。 

(4) 每次投保需 5人(含)以上，收費標

準以月計。 

(5) 後續作業請參閱『旺旺友聯產物保

險公司投保流程及注意事項』。(附件

一)。 

 
七、保險期間/保費計算 

期

間
(

未

滿

) 

12

個

月 

11

個

月 

10

個

月 

9

個

月 

8

個

月 

7

個

月 

6

個

月 

5

個

月 

4

個

月 

3

個

月 

2

個

月 

1

個

月 

比

例 
10

0% 
95

% 
90

% 
85

% 
80

% 
75

% 
65

% 
55

% 
45

% 
35

% 
25

% 
15

% 
保

費 
19

8 
18

8 
17

8 
16

8 
15

8 
14

9 
12

9 
10

9 
89 69 50 30 

 

因每年得標

教育部「大

專校院獎助

生團體保

險」之保險

公司收費標

準不一，故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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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作業程序修正草案 
106.5.26 本校 105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7.7本校 105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3.9本校 106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民國106年1月17日臺教技（四）字第1050177801B號令「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要點」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請核作業 

1. 用人單位於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 25日中午前，完成請核審核（完成請核審核係指送

達人事室並完成審核通過者）。遇經費未核定等原因未能事先請核者，請使用預支經

費請核，待實際經費核撥後辦理轉正經費作業。 

2. 當年度已加入獎助生團體保險者，請核作業不受上述程序限制。 

3. 獎助生聘期開始日之前一月 25日中午前未能如期完成請核審核，且尚未參加獎助生

團體保險者，倘用人單位確有緊急僱用之需時，應由用人單位自行至當年度得標教育

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之保險公司為渠辦理加保作業後，再行請核。 

4. 外籍生、僑生新生請核前需先上傳學生居留證，陸生需先上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

境許可證至請核系統才能請核。 

三、加保資料擷取作業 

資訊中心每月 25日起至月底(遇假日提前至最後一個工作日)擷取次月加保名單，產出學

生團體保險資料 excel檔。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投保，當年度已投保過者，投保至當

年 12月 31日止，不再重覆投保，擷取資料時系統應自動剔除。加保資料之學籍狀況應

為在校、應畢、未畢及畢業未離校。由於外校選修生不在承保範圍，故以上資料均排除。

(外校選修生包含選讀學分、交換學生、外校生及提早選讀生－高中生) 

 

四、加保作業 

1. 人事室依資訊中心擷取資料，於每月投保日 1日之前一個月 25日至月底於保險公司

完成投保，保險期限均至當年 12月 31日止，不因學生畢業或非在學而辦理退保。 

(1) 投保方式依當年度得標教育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保險公司之投保流程完成

投保。 

(2) 若該名學生當月有不同聘期，以請核優先審核通過者先投保，若當年度已投保       

過，則不再重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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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單位緊急加保 

(1) 請用人單位參考當年度得標教育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保險公司之投保流

程，至保險公司完成投保。 

(2) 每次投保需 5人(含)以上，收費標準以月計。 

五、經費來源 

保費由學生公費支應，但在職專班學生、陸生保費由學校管理費支應。由用人單位緊急自

行加保者，由用人單位自行負擔經費。 

六、理賠申請 

    由生輔組統一協助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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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補助教研人員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作業

要點 

交通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發表論文辦法 

1. 增加「國立」兩字，以完

整敘述本校校名。 

2. 將補助對象由教師擴及至

研究人員。 

3. 因補助辦法僅為本校內部

規範，將辦法修正為作業

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積極鼓勵專任教研人員

出國發表論文，增進本校

國際學術交流及國際學術

知名度，特訂定本辦法。 

一、為積極鼓勵教師(包含編

制內與約聘)出國發表論

文，增進本校國際學術交

流及國際學術知名度，特

訂定本辦法。 

1. 「專任」即包含編制內與

約聘(編制外)，將現行規定

簡述之。 

2. 將補助對象由教師擴及至

研究人員。 

二、依本作業要點以部分補助

為原則，每人每年度得申

請補助一次。同一會議以

不超過兩人為原則。 

二、依本辦法補助教師(包含

編制內與約聘)出席國際

會議，以部份補助為原

則，每人每年度得申請補

助一次。同一會議以不超

過兩人為原則。 

1. 配合條文名稱修訂，將辦

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2. 部「份」修正為部「分」。 

3. 將補助對象敘述刪除簡述

之。 

三、本作業要點以各系(所)、中

心所推薦之重要國際會議

和教研人員個人論文發表

情形作為補助審查之參考

依據；新進教師從寬考量

補助。 

三、本辦法所補助教師(包含

編制內與約聘)出席之國

際會議以各系(所)、中心所

推薦之重要國際會議和教

師個人論文發表情形作為

補助審查之參考依據；新

進教師從寬考量補助。 

1. 配合條文名稱修訂，將辦

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2. 將補助對象敘述刪除簡述

之。 

3. 將補助對象由教師擴及至

研究人員。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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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獲得本校補助之各項費用，

由受補助者於出國時先行墊

付，歸國後一個月內，提出

赴會報告並檢據填寫國外差

旅費報告表，以完成結報手

續。 

五、獲得校方補助之各項費用，

由受補助者於出國時先行墊

付，歸國後一個月內，提出

赴會報告並檢據填寫國外差

旅費報告表，以完成結報手

續。 

文字修訂。 

六、本作業要點經研發常務委員

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辦法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

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條文名稱修訂，將辦

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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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補助教研人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作業要

點修正草案 
93 年 1 月 13 日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93 年 2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5 月 14 日第 2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5 月 01 日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29 日第 4 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積極鼓勵專任教研人員出國發表論文，增進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及國際學術知名度，特

訂定本辦法。 

二、 依本作業要點，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每人每年度得申請補助一次。同一會議以不超過兩

人為原則。 

三、 本作業要點以各系(所)、中心所推薦之重要國際會議和教研人員個人論文

發表情形作為補助審查之參考依據；新進教師從寬考量補助。 

四、 申請者應於會議舉辦六週前提送補助申請表、會議主辦單位邀請或接受

函、會議時程表、擬發表論文相關證明文件，送交研發處研發常務委員會

議審查決定。 

五、 獲得本校補助之各項費用，由受補助者於出國時先行墊付，歸國後一個月

內，提出赴會報告並檢據填寫國外差旅費報告表，以完成結報手續。 

六、 本作業要點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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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 

第一點、第八點、第十一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

國際會議經費申請作業要點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

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 
因補助辦法僅為本校內部規範，

將辦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為鼓勵本校博士班

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加

速博士班研究生對國際專業新

知、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

解，特訂定本申請作業要點。 

一、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為鼓勵本校博士班

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加

速博士班研究生對國際專業新

知、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

解，特訂定本辦法。 

因補助辦法僅為本校內部規範，

將辦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八、經費報銷與歸墊 

受補助者務必於會議舉行完畢後

一個月內(須於同一會計年度內)
完成核銷，並依「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

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報支。 

八、經費報銷與歸墊 

受補助者務必於會議舉行完畢後

一個月內(須於同一會計年度內)
完成核銷，並依「教育部補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校院博士

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

點」及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報支。 

教育部已廢止「教育部補助國內

大學校院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處理要點」。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研發常務委

員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辦法由本校行政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 配合條文名稱修訂，將辦法

修正為作業要點。 

2. 修正程序。 

 

附件 14 



74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作業要點 

第一點、第八點、第十一點修正草案 
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九十一學年度第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九十三年一月七日九十三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九十四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九十五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九十六學年度第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八年二月六日九十七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九十九年一月八日九十八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百零二年六月七日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三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為鼓勵本校博士班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加速博士班研究生對國際專

業新知、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解，特訂定本申請作業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博士班研究生。 

三、申請方式 

1、申請人應於研發處研發企劃組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系統線上填

寫申請資料，並上傳下列資料： 

(1)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之正式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電子檔。 

(2)擬發表之論文全文電子檔。 

(3)申請人五年內與本項國際會議有關經歷或最具代表性之抽樣本電子檔。 

(4)申請人傑出表現(如曾獲所參與國際會議之 Best Paper Award)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

料電子檔。 

(5)系所出具申請人未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暨合著者未同時以同篇論文向其他單位申

請同項補助之切結書。 

2、申請案須於國際會議舉行日期六週前完成申請，逾期及資料不齊者得不予受理。 

3、如有兵役、簽證或其他問題，請自行提前處理。 

四、補助項目與額度 

1、往返機票，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往返經濟艙機票費。 

2、出席會議之註冊費。 

3、補助經費採總額補助，會議舉辦地點位於亞太地區(含紐、澳)者，每案補助金額以新

台幣 4 萬元為上限；位於美洲及歐洲地區(含非洲)者，以新台幣 5 萬 5 千元為上限。

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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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以壁報(poster)方式發表論文獲補助者，其補助金額以口頭報告(oral/lecture)方式發表

者之 60％為原則。如有特殊理由，申請者得自行提出書面說明以供審查時個案考慮。 

5、申請人所出席之國際會議屬於系所提列頂尖國際會議者，每案除全額補助機票費、註

冊費，補助項目得酌予增加生活費，以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

費日支數額之 60%為原則。 

6、如申請人於該次會議榮獲 Best Paper Award，返國後得提出相關証明資料，當次補助項

目與額度得酌予放寬。 

7、申請人所出席之國際會議已向國科會或其它機構獲得經費補助，得提出生活費補助申

請，以不超過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之 50%為原則。 

五、審查方式 

1、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 

2、初審為書面審查，由研發處研發企劃組負責。 

3、複審由研發處委請研發常務委員進行補助項目及其額度審查。 

4、審查作業結束後，研發處研發企劃組以書面方式將申請結果通知申請人。 

六、審查原則 

1、申請案之審查原則以曾發表國際期刊等著作，或參加頂尖或重要國際會議，且以口頭

報告方式發表論文之高年級博士班研究生為優先考慮對象。 

2、每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3、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4、申請人如同時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需註明申請補助項目，不得同案同項補助，如經

查出，則予退件。核定後如有不足，向其他機關申請者，不在此限。 

5、凡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組織所主辦之國際會議，不予受理；然國際組織於前述

地區主辦之國際會議，則不在此限。 

七、獲核定補助者，申請人如須變更或取消行程，應於出席會議前先知會研發處研發企劃組。 

八、經費報銷與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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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者務必於會議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須於同一會計年度內)完成核銷，並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報支。 

九、若未依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人及其所屬指導教授之研究團隊成員於次回申請補助時，承辦

單位得將前述情況列入初審考量，情節嚴重者可不予受理。 

十、重度殘障者出席國際會議，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往返經濟艙機票費，其費用之申請及

報銷，與申請者併案辦理。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研發常務委員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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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0月22日（星期一）12:10~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8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翼國際長(林志潔副國際長代) 
出席：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長代)、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資

訊學院莊仁輝院長(嚴力行主任代)、理學院陳永富院長(翁志文副院長代)、生物科技學

院王雲銘代理院長(尤禎祥教授代)、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徐雍鎣主

任代)、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江

浣翠助理教授代)、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羅烈師副院長代)、國際半導體產業

學院張翼院長(管延城助理教授代)、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委(陳仁姮主任代)、林志

潔副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 
請假：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光電學陳顯禎院長 

列席：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嚴力行主任、安華正組長、張斐菁小姐、陳佩彣小姐、周秋儀小

姐 
記錄：張斐菁 
 
(前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七、「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

論。(資訊院提案) 
說明： 

一、 教育部 107 年 8 月 6 日函知本校同意 108 學年度起停招「電機資訊學士班」，電機資

訊學士班停招後整併入資工系與電機系，鑑於現有電資學士班之原有權益均將維

持，當初招收電資學士班的措施由電機甲（目前辦法已經納入）以及資工甲承接，

為了爭取優秀學生選填資工甲，因此需要此部分的出國獎學金資源。 
二、 「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修正後之「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適用於 108
學年度起入學的新生開始適用。 

三、 「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七。 
四、 將於近日內檢視此獎學金辦法是否有其餘須修改部分，將再提至行政會議核定。 

(後略)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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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 

第2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

籍之本國學生。 

二、本校政策補助錄取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之優秀入學學生： 

1.分發錄取之學系及學位學程

（包含: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

系、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

程、電機工程學系甲組、資訊工

程學系甲組）之學生。 

2.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評定成

績達前 10%以內，或指定科目考

試分發入學成績達前 5%以內之

優秀學生。（以公佈榜單為準，

部分學系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3.入學或申請本獎學金時領有

入學時或申請本獎學金時當年

度縣市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

入戶、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

等相關證明之學生。 

上述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且須於本校通過

3 門全英文授課課程，並經系所

認可。以出國進修一學期（含）

或以上且修讀學分為原則。 

三、凡獲得本校或就讀系/所、學

院簽有交換學生協議之學校入學

許可者；如所申請交換之學校未與

本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但為世界

排名前 100 名之國外頂尖大學入

學許可者，亦可申請。（大陸地區

學校須為教育部採認之學校）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

之本國學生。 

二、本校政策補助錄取且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之優秀入學學生： 

1.分發錄取之學系及學位學程

（包含:電機資訊學士班、資訊

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理學院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電子工程學系甲組）之學

生。 

2.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評定成

績達前 10%以內，或指定科目考

試分發入學成績達前 5%以內之

優秀學生。（以公佈榜單為準，

部分學系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3.入學或申請本獎學金時領有

入學時或申請本獎學金時當年

度縣市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

入戶、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

等相關證明之學生。 

上述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且須於本校通過

3 門全英文授課課程，並經系所

認可。以出國進修一學期（含）

或以上且修讀學分為原則。 

三、凡獲得本校或就讀系/所、學

院簽有交換學生協議之學校入學

許可者；如所申請交換之學校未與

本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但為世界

排名前 100 名之國外頂尖大學入

學許可者，亦可申請。（大陸地區

學校須為教育部採認之學校） 

刪除即將停招之電機資訊

學士班及電子工程學系甲

組；新增資訊工程學系甲

組。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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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 

 
96.8.31 行政會議通過 

97.3.0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2.20 行政會議修定通過 

98 年 11 月 6 日 9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2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培養及拓展本校學生之國際視

野，且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設立此獎學金鼓勵各學院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

學。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二、 本校政策補助錄取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之優秀入學學生： 

1. 分發錄取之學系及學位學程（包含: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理學院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甲組、資訊工

程學系甲組）之學生。 

2. 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評定成績達前10%以內，或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成績

達前5%以內之優秀學生。（以公佈榜單為準，部分學系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3. 入學或申請本獎學金時領有入學時或申請本獎學金時當年度縣市政府機關

核發之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等相關證明之學生。 

上述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80分（含）以上，且須於本校通過3門全英文授課課

程，並經系所認可。以出國進修一學期（含）或以上且修讀學分為原則。 

三、 凡獲得本校或就讀系/所、學院簽有交換學生協議之學校入學許可者；如所申請

交換之學校未與本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但為世界排名前100名之國外頂尖大學

入學許可者，亦可申請。（大陸地區學校須為教育部採認之學校） 

第三條 獎助金額與名額 

一、 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且通過獎學金委員會審查之學生，補助金額每人

出國一學年二十萬至三十萬元、出國一學期十萬至十五萬元。 

二、 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三款且通過獎學金委員會審查之學生，獎助金額依交換地區及

期程調整，以每學年全額補助5名學生、每名學生之補助至多三十萬元為原則。 

三、 以上兩款實際補助金額與名額，依當年度預算額度審核調整。 

第四條 申請截止時間 

       秋季班於每年3月31日前，春季班於每年10月31日前截止。 

 實際申請截止日期，以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之日期為準。 

第五條 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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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申請表 

       二、 中文歷年成績單（含班或系排名） 

       三、 中文在學證明書 

       四、 中文研修計畫（含擬修課列表） 

       五、 中文自傳 

       六、 語言能力成績證明 

       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第六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 英語能力：托福iBT成績達79分或雅思（IELTS）成績達6.5分或通過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複試或多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符合以下標準：聽力400、閱讀385、

口說120、寫作120，方可提出申請，並於申請時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二、 其他語言能力：若申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辦理。 

        申請學校若無任何語言規定，學生則須提出上述之英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地之

官方語言能力證明。 

第七條 相關規定 

一、 本獎學金由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查。 

二、  獲獎生於出國前應檢具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宜，並繳交護照影本、簽證影本、

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約書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交換學期出

國前辦理核銷，不得延用。 

三、 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四、 獲獎學生於國外就學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大學部出國期間每學期應修習至少三門專業課程，專業課程之認定由各系審

核。 

(二) 無論出國交換前是否已修滿畢業學分，交換學期期中以前，皆需填妥並繳交

交換學生課程登錄申請表至國際事務處，以辦理選課手續。實際截止日期以

每學期公告為準。 

(三) 返國後一個月內應提交心得報告、國外大學成績單及其他相關文件至國際事

務處，以辦理成績登錄及學分轉換。 

五、 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完成與本校簽訂

行政契約程序，並遵守契約之約定，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六、 獲獎學生應自行購買足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及住院）

及意外保險，並於抵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購買證明。 

七、 曾獲此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八、 學生於同一學位在校期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金，以補助一次為限。獲得教育

部獎學金及其他國內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項獎學金（系所獎學金配合款不在此

限）。如已申請到提供獎學金之交換學校者，亦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九、 獲獎學生若未遵守原同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回國，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歸還獎

學金。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提早回國者不在此限。 

十、 獲獎學生赴國外交換該學期，應保有學校學籍，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位義

務，如有休學、退學、申請提前畢業、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須歸還全額獎學

金，若交換校因此追討學費，學生應自行負擔。 

十一、  獲獎生出國交換期滿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到，不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求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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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換學校之研究所或轉為雙聯學位學生，違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十二、  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作，

工作內容由國際服務中心另行告知。 

第八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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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1月26日（星期一）12:10~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8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翼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 
出席：盧鴻興教務長(莊伊琪組長代)、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長代)、電機學院唐

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荊宇泰副院長代)、理學院陳永富院

長(王念夏副院長代)、生物科技學院王雲銘代理院長(蘭宜錚助理教授代)、管理學院胡

均立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徐雍鎣主任代)、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

代)、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江浣翠助理教授代)、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

長(羅烈師副院長代)、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吳添立助理教授代)、曾院介副國

際長 
請假：黃美鈴學務長、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林志潔副國際長、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委 

列席：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嚴力行主任、土木工程學系楊尊華助理教授、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羅友杰助理教授、張斐菁小姐、陳佩彣小姐、周秋儀小姐、賴如馨小姐 
記錄：張斐菁 
 
(前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七、本校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7 年 11 月 8 日與陳信宏副校長開會之決議，自 108 學年度開始，研究生

(碩、博士生)不得申請本處出國交換獎學金，並新增獲獎學生因國外學業表現不佳之

罰則。 
二、 「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後略)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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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

有戶籍之本國學生。不含專

班學生與在職生。以大學部

學生為限。 

二、具本校短期交換學生資

格，出國交換至少一學期且

修讀學分者。 

三、本校各學院與國外知名

大學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

下之選派生，或獲世界排名

前 100名的國外頂尖大學入

學許可者。 

四、赴大陸、香港、澳門、

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者，大

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全班或系前 50%（含）；其

餘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在校

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 20%

（含）。 

五、除赴大陸地區者，大學

部學生均須於本校選修 3門

全英文授課課程及格且經

系所認可，並符合外語能力

規定。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

有戶籍之本國學生。不含專

班學生與在職生。 

二、具本校短期交換學生資

格，出國交換至少一學期且

修讀學分者。 

三、本校各學院與國外知名

大學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

下之選派生，或獲世界排名

前 100名的國外頂尖大學入

學許可者。 

四、赴大陸、香港、澳門、

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者，大

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全班或系前 50%（含），研

究所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

全班或所前 60%（含）；其

餘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在校

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 20%

（含），研究所學生在校成

績平均達全班或所前 40%

（含）。 

五、除赴大陸地區者，大學

部學生均須於本校選修 3門

全英文授課課程及格且經

系所認可，並符合外語能力

規定。 

為引導本校研究生出國以研

究為主，爰明訂僅大學部學生

可申請本獎學金，刪除研究所

學生相關規定。 

第三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由獎學金委員會審查通過

之學生： 

一、赴大陸、香港、澳門地

區者：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

學年五萬元、一學期三萬元

為上限。 

二、赴東北亞、東南亞地區

者： 

第三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由獎學金委員會審查通過

之學生： 

一、赴大陸、香港、澳門地

區者：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

學年五萬元、一學期三萬元

為上限。 

二、赴東北亞、東南亞地區

者： 

刪除研究所學生相關規定。 

附件 18 



8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大學部學生成績達

全班或系前 20%（含），

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學

年十二萬至十七萬元、一

學期七萬至十萬元。 

(二)大學部學生成績百

分比大於全班或系所

20%，且小於或等於 50%，

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學

年五萬元、一學期三萬元

為上限。 

(一)大學部學生成績達

全班或系前 20%（含），

研究所學生成績達全班

或所前 40%（含），每人

補助金額出國一學年十

二萬至十七萬元、一學期

七萬至十萬元。 

(二)大學部學生成績百

分比大於全班或系所

20%，且小於或等於 50%，

研究所學生成績百分比

大於全班或系所 40%，且

小於或等於 60%，每人補

助金額出國一學年五萬

元、一學期三萬元為上

限。 

第六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 英語能力：托福 iBT

成績達 79分或雅思（IELTS）

成績達 6.5分或通過全民英

檢（GEPT）中高級複試或多

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

符合以下標準：聽力 400、

閱讀 385、口說 120、寫作

120。 

二、 其他語言能力：若申

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

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

辦理。 

申請學校若無任何語言規

定，學生則須提出上述之英

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地

之官方語言能力證明。 

請於申請時提出上述一或

二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第六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 英語能力：托福 iBT

成績達 79分或雅思（IELTS）

成績達 6.5分或通過全民英

檢（GEPT）中高級複試或多

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

符合以下標準：聽力 400、

閱讀 385、口說 120、寫作

120。 

二、 其他語言能力：若申

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

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

辦理。 

申請學校若無任何語言規

定，學生則須提出上述之英

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地

之官方語言能力證明。藝術

類相關科系（應用藝術所、

音樂研究所、建築研究所）

之學生亦應檢附相關語言

能力證明（惟無分數限

制），方可提出申請。 

請於申請時提出上述一或

二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刪除研究所學生相關規定。 

第七條 相關規定 

一、本獎學金由本校外國學

生招生委員會審查。 

第七條 相關規定 

一、本獎學金由本校外國學

生招生委員會審查。 

一、刪除研究所學生相關規

定，增訂專業課程認定之

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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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配合及自籌款項相關規

範： 

(一)為鼓勵各學院積極

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

學短期留學並自行籌募

所需之部分經費，採配合

款方式實施，學院或個人

應提出相等金額之配合

款。 

(二)學院應提出獎學金

配合款申請書一份，說明

該學院未來一年之交換

學生計畫、交換學生名

單、經費籌募狀況及相關

證明文件。 

(三)本獎學金審核由獎

學金委員會依據各學院

提出之交換學生計畫、留

學獎學金募款狀況，及該

學院交換學生之相關資

料進行審查，以學院為單

位進行配合款經費之分

配。 

三、獲獎生於出國前應檢具

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

宜，並繳交護照影本、簽證

影本、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

約書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

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交換

學期出國前辦理核銷，不得

延用。 

四、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

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五、獲獎學生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大學部出國期間每

學期應修習至少三門專

業課程，是否為專業課程

由本校學生所屬系所認

定之。 

(二)無論出國交換前是

否已修滿畢業學分，交換

二、配合及自籌款項相關規

範： 

(一)為鼓勵各學院積極

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

學短期留學並自行籌募

所需之部分經費，採配合

款方式實施，學院或個人

應提出相等金額之配合

款。 

(二)學院應提出獎學金

配合款申請書一份，說明

該學院未來一年之交換

學生計畫、交換學生名

單、經費籌募狀況及相關

證明文件。 

(三)本獎學金審核由獎

學金委員會依據各學院

提出之交換學生計畫、留

學獎學金募款狀況，及該

學院交換學生之相關資

料進行審查，以學院為單

位進行配合款經費之分

配。 

三、獲獎生於出國前應檢具

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

宜，並繳交護照影本、簽證

影本、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

約書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

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交換

學期出國前辦理核銷，不得

延用。 

四、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

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五、獲獎學生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大學部出國期間每

學期應修習至少三門專

業課程；研究所同學於出

國期間亦需修習至少兩

門專業研究課程或專題

研究。 

(二)無論出國交換前是

二、修正歐洲辦事處之專責單

位。 

三、增訂獲獎學生因交換期間

學業表現不佳須返還獎

學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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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學期期中以前，皆需填妥

並繳交交換學生課程登

錄申請表至國際事務

處，以辦理選課手續。實

際截止日期以每學期公

告為準。 

(三)返國後一個月內應

提交心得報告、國外大學

成績單及其他相關文件

至國際事務處，以辦理成

績登錄及學分轉換。 

六、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

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須於

出國一個月前完成與本校

簽訂行政契約程序，並遵守

契約之約定，始得領取本獎

學金。 

七、獲獎學生應自行購買足

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

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及

住院）及意外保險，並於抵

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

購買證明。 

八、曾獲此獎學金但無故放

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

請。 

九、學生於同一學位在校期

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

金，以補助一次為限。獲得

教育部獎學金及其他國內

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項獎

學金（系所獎學金配合款不

在此限）。如已申請到提供

獎學金之交換學校者，亦不

得申請本獎學金。 

十、獲獎學生若未遵守原同

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回

國，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

歸還獎學金。但因不可抗拒

之因素提早回國者不在此

限。 

十一、獲獎學生赴國外交換

該學期，應保有學校學籍，

否已修滿畢業學分，交換

學期期中以前，皆需填妥

並繳交交換學生課程登

錄申請表至國際事務

處，以辦理選課手續。實

際截止日期以每學期公

告為準。 

(三)返國後一個月內應

提交心得報告、國外大學

成績單及其他相關文件

至國際事務處，以辦理成

績登錄及學分轉換。 

六、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

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須於

出國一個月前完成與本校

簽訂行政契約程序，並遵守

契約之約定，始得領取本獎

學金。 

七、獲獎學生應自行購買足

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

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及

住院）及意外保險，並於抵

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

購買證明。 

八、曾獲此獎學金但無故放

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

請。 

九、學生於同一學位在校期

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

金，以補助一次為限。獲得

教育部獎學金及其他國內

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項獎

學金（系所獎學金配合款不

在此限）。如已申請到提供

獎學金之交換學校者，亦不

得申請本獎學金。 

十、獲獎學生若未遵守原同

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回

國，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

歸還獎學金。但因不可抗拒

之因素提早回國者不在此

限。 

十一、獲獎學生赴國外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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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

位義務，如有休學、退學、

申請提前畢業、不返國接續

完成學業者，須歸還全額獎

學金，若交換校因此追討學

費，學生應自行負擔。 

十二、獲獎生出國交換期滿

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

到，不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

求直升所交換學校之研究

所或轉為雙聯學位學生，違

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十三、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

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

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

作，工作內容由國際事務處

另行告知。 

十四、獲獎學生於國外修業

期間應盡力維持學業表

現，若交換期間之國外修課

有一門不通過，學生須返還

獎學金之 50%；若兩門(含)

以上不通過，則須返還全額

獎學金。 

該學期，應保有學校學籍，

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

位義務，如有休學、退學、

申請提前畢業、不返國接續

完成學業者，須歸還全額獎

學金，若交換校因此追討學

費，學生應自行負擔。 

十二、獲獎生出國交換期滿

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

到，不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

求直升所交換學校之研究

所或轉為雙聯學位學生，違

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十三、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

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

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

作，工作內容由國際服務中

心另行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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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 

96.8.31 行政會議通過 

97.3.0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2.20 行政會議修定通過 

98 年 11 月 6 日 9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培養及拓展本校學生之國際視

野，且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設立此獎學金鼓勵各學院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短期留

學。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不含專班學生與在職生。以大學部學

生為限。 

二、具本校短期交換學生資格，出國交換至少一學期且修讀學分者。 

三、本校各學院與國外知名大學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下之選派生，或獲世界排名前100

名的國外頂尖大學入學許可者。 

四、赴大陸、香港、澳門、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全班

或系前50%（含）；其餘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20%（含）。 

五、除赴大陸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均須於本校選修3門全英文授課課程及格且經系所認

可，並符合外語能力規定。 

第三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由獎學金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學生： 

       一、赴大陸、香港、澳門地區者：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學年五萬元、一學期三萬元為

上限。 

       二、赴東北亞、東南亞地區者： 

(一) 大學部學生成績達全班或系前20%（含），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學年十二萬

至十七萬元、一學期七萬至十萬元。 

(二) 大學部學生成績百分比大於全班或系所20%，且小於或等於50%，每人補助金

額出國一學年五萬元、一學期三萬元為上限。 

       三、赴非上述地區者：每人補助金額出國一學年十二萬至十七萬元、一學期七萬至十

萬元。 

實際補助金額與名額，得依當年度預算審核調整。 

第四條 申請截止時間 

       秋季班於每年3月31日前，春季班於每年10月31日前截止。 

 實際申請截止日期，以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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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資料 

       一、 申請表 

       二、 中文歷年成績單（含班或系所排名） 

       三、 中文在學證明書 

       四、 中文研修計畫（含擬修課列表） 

       五、 中文自傳 

       六、 語言能力成績證明 

       七、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第六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 英語能力：托福iBT成績達79分或雅思（IELTS）成績達6.5分或通過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複試或多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符合以下標準：聽力400、閱讀385、

口說120、寫作120。 

       二、 其他語言能力：若申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辦理。 

申請學校若無任何語言規定，學生則須提出上述之英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地之官方

語言能力證明。請於申請時提出上述一或二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第七條 相關規定 

一、本獎學金由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查。 

二、配合及自籌款項相關規範： 

(一) 為鼓勵各學院積極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學短期留學並自行籌募所需之部

分經費，採配合款方式實施，學院或個人應提出相等金額之配合款。 

(二) 學院應提出獎學金配合款申請書一份，說明該學院未來一年之交換學生計

畫、交換學生名單、經費籌募狀況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 本獎學金審核由獎學金委員會依據各學院提出之交換學生計畫、留學獎學金

募款狀況，及該學院交換學生之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以學院為單位進行配合

款經費之分配。 

三、  獲獎生於出國前應檢具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宜，並繳交護照影本、簽證影本、

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約書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交換學期出

國前辦理核銷，不得延用。 

四、 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五、 獲獎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大學部出國期間每學期應修習至少三門專業課程，是否為專業課程由本校學

生所屬系所認定之。 

(二) 無論出國交換前是否已修滿畢業學分，交換學期期中以前，皆需填妥並繳交

交換學生課程登錄申請表至國際事務處，以辦理選課手續。實際截止日期以

每學期公告為準。 

(三) 返國後一個月內應提交心得報告、國外大學成績單及其他相關文件至國際事

務處，以辦理成績登錄及學分轉換。 

六、 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完成與本校簽訂

行政契約程序，並遵守契約之約定，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七、 獲獎學生應自行購買足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及住院）

及意外保險，並於抵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購買證明。 

八、 曾獲此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九、 學生於同一學位在校期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金，以補助一次為限。獲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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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獎學金及其他國內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項獎學金（系所獎學金配合款不在此

限）。如已申請到提供獎學金之交換學校者，亦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十、 獲獎學生若未遵守原同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回國，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歸還獎

學金。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提早回國者不在此限。 

十一、  獲獎學生赴國外交換該學期，應保有學校學籍，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位義

務，如有休學、退學、申請提前畢業、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須歸還全額獎

學金，若交換校因此追討學費，學生應自行負擔。 

十二、  獲獎生出國交換期滿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到，不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求直升

所交換學校之研究所或轉為雙聯學位學生，違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十三、  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作，

工作內容由國際事務處另行告知。 

十四、 獲獎學生於國外修業期間應盡力維持學業表現，若交換期間之國外修課有一門

不通過，學生須返還獎學金之50%；若兩門(含)以上不通過，則須返還全額獎

學金。 

第八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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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17日（星期一）12:10~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8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翼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 
出席：盧鴻興教務長、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長代)、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太副學

務長代)、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資訊學院莊仁輝院長(荊宇泰副院長

代)、理學院陳永富院長(王念夏副院長代)、生物科技學院王雲銘代理院長(尤禎祥教授

代)、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黃宜侯主任代)、工學院韋光華院長(徐雍鎣主任代)、人文社

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副院長代)、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江浣翠助理教授

代)、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魏玓副教授代)、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長(阿

爾圖助理教授代)、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委(陳仁姮主任代)、曾院介副國際長 
請假：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林志潔副國際長 

列席：張斐菁小姐、陳佩彣小姐、周秋儀小姐、賴如馨小姐、陳奕如小姐 
記錄：張斐菁 
 
(前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與「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

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廢止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於 102 年始陸續設置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提供本校學生來回機票

與定額獎學金等補助鼓勵學生出國研究。 
二、 陳信宏副校長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出國相關討論會議」

召集各院、研發處、學務處、教務處、國際處代表，討論學生出國及國際學位生獎學

金方案。考量國際處的定位以推動學生出國交換，而研發處為鼓勵學生出國研究為

主，且研發處現有「深化國際研究合作方案」已補助學生出國研究差旅費，和本處補

助重疊。國際處原則上不再提供研究相關的出國補助 (研究相關之出國補助統一由研

發處處理)。 
三、 本廢止案擬於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核備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四、 「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與「國立交通大學學士

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請見資料夾第 21 頁與第 37 頁。 
決議：照案通過。本廢止案將提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後略)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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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 

103.10.07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修訂 
 103.11.14 10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宗旨 
為提升本校學生學術研究水準及拓展國際視野，鼓勵各學院選派優秀學

士班學生赴境外學術單位進行國際合作及短期研究，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經費來源 

政府部會相關補助經費、本校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等，若經費來源不

足時，本校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 
 
第三條、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設有戶籍之本校學士班在學生。不含同期間之

出國交換生。 
二、 符合以下各款條件之一者： 

(一) 本校電機資訊學士班、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理學院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電子工程學系甲組之學生。 
(二)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評定成績達前 10%以內，或指定科目考試

分發入學成績達前 5%以內之優秀學生。（以公佈榜單為準，部

分學系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三) 歷年在校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 20%。 

三、 除赴大陸地區者，申請者均須於本校選修 3 門全英文授課課程

及格且經系所認可，並符合外語能力規定。 
 
第四條、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 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學生： 
(一) 赴亞洲地區者：每人補助金額上限二萬五千元。 
(二) 赴其他地區者：每人補助金額上限六萬元。 
實際補助名額，依當年度預算額度調整。 

二、 每人同一學位在校期間以補助一次為限，且「國立交通大學學士班

優秀入學生出國短期進修獎學金」、「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學生赴國外

短期留學獎學金」與本獎學金，須擇一領取。 
 
第五條、申請時間規定 

一、 申請截止日為每年 3 月 31 日、10 月 31 日。實際申請截止日期，

以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之日期為準。 
二、 出國研究期程至少 1 個月，並以本校行事曆訂定之寒、暑假期間

為原則。 
 

第六條、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檢附以下文件，經系所、學院核可後，向國際處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境外學術單位指導教授邀請函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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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文歷年成績單 (含班或系排名) 
四、 語言能力成績證明 
五、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第七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 英語能力：托福 iBT 成績達 79 分或雅思(IELTS)成績達 6.5 分或通

過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或多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符合

以下標準：聽力 400、閱讀 385、口說 120、寫作 120。 
二、 其他語言能力：若申請學校為非英語系國家，可以該校所在地之官

方語言提出能力證明。 
請於申請時提出上述一或二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第八條、審核方式 

申請案經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查後核定，由國際處通知申請人審查結

果。審查結果公告日期視委員會召開日期另定之。 
 
第九條、經費核銷 

一、 獲獎生應於出國前憑電子機票及機票收據影本辦理獎學金發放事

宜，並繳交護照影本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

出國前辦理核銷。 
二、 獲獎生應於返國後 15 天內繳交由境外學術單位指導教授認可之

出國研究心得報告及護照出入境戳章影本備查。 
 

第十條、相關規定 
一、 曾獲本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 截止收件後不得再更改研究期程，否則須重新提出申請。 
三、 境外學術單位應為境外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不含公司企業、非營

利組織或政府機構。 
四、 獲獎生於出國研究期程間，應保有本校學籍。 
五、 獲獎生經查證違反本獎學金辦法規定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4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17日（星期一）12:10~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8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翼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 
出席：盧鴻興教務長、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長代)、黃美鈴學務長

(陳俊太副學務長代)、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資訊學院

莊仁輝院長(荊宇泰副院長代)、理學院陳永富院長(王念夏副院長代)、生

物科技學院王雲銘代理院長(尤禎祥教授代)、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黃宜侯

主任代)、工學院韋光華院長(徐雍鎣主任代)、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
靜芬副院長代)、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江浣翠助理教授代)、客

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魏玓副教授代)、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

長(阿爾圖助理教授代)、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委(陳仁姮主任代)、曾

院介副國際長 
請假：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林志潔副國際長 

列席：張斐菁小姐、陳佩彣小姐、周秋儀小姐、賴如馨小姐、陳奕如小姐 
記錄：張斐菁 
 
(前略)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與「國立交通

大學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廢止案，請討論。 
說明： 

五、 本校於 102 年始陸續設置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提供本校

學生來回機票與定額獎學金等補助鼓勵學生出國研究。 
六、 陳信宏副校長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出國相

關討論會議」召集各院、研發處、學務處、教務處、國際處代表，討論

學生出國及國際學位生獎學金方案。考量國際處的定位以推動學生出國

交換，而研發處為鼓勵學生出國研究為主，且研發處現有「深化國際研

究合作方案」已補助學生出國研究差旅費，和本處補助重疊。國際處原

則上不再提供研究相關的出國補助 (研究相關之出國補助統一由研發

處處理)。 
七、 本廢止案擬於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核備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八、 「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與「國立

交通大學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請見資料夾第 21
頁與第 37 頁。 

決議：照案通過。本廢止案將提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後略)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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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 
 

 102.1.18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修訂 
102.1.25 101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10.01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修訂 
102.10.11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6.26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修訂 
103.7.11 102 學年度第 3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3.18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修訂 
104.3.27 103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學術研究水準、培養及拓展

學生之國際視野，特設立本獎學金鼓勵優秀學生赴境外學術單位進行國

際合作及短期研究。 

第二條、經費來源 
政府部會相關補助經費、本校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等，若經費來源不

足時，本校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整。 

第三條、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之本校博士班與碩士班在學生。因

名額有限，以博士生為優先。不含在職專班學生及同期間之出國

交換生。 
二、 前往境外學術單位進行短期研究，出國期間至少1個月。 

第四條、申請方式 
一、 申請人應檢附以下文件經系所、學院或研究中心核可後向國際事

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提出申請。 
(一) 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申請書 
(二) 境外學術單位指導教授邀請函 
(三)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限三項） 
(四) 校內指導教授彌封之推薦函 

二、 申請以一年三次為原則。申請截止日分別為每年 3 月 15 日、6 月

15 日、12 月 1 日（此梯次實際出國日期為次一年）。截止日期若

遇國定、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第五條、審核方式 
申請案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查後核定，由國際處通知申請人審查結

果。審查結果通知日期視委員會召開日期另定之。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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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補助方式 
一、 本辦法補助學生出國來回機票。機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

購買，以自國內搭乘前往出國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標準經濟艙艙等為

限(研究期程為跨年度者，僅補助申請年度單程機票款)。 
二、 每人同一學位在校期間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七條、結案方式 
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 15 天內，繳交經指導教授審核通過之出國報告書，

並憑機票相關單據與護照影本完成核銷作業（12 月返國者，最晚應於每

年 12 月 10 日前繳交核銷資料）。 

第八條、相關規定 
一、 同一申請案受補助人已獲得國際處及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助

者，不得再依本辦法受領補助。 

二、 曾獲本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三、 截止收件後不得再更改研究期程，否則須重新提出申請。 

四、 境外學術單位應為境外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不含公司企業、非

營利組織或政府機構。 

五、 獲補助學生於出國研究期程間，應保有本校學籍。 

六、 已領取補助之學生，經查證違反本獎學金辦法規定，須歸還獎學

金。 
第九條、出國短期研究專案 

依附表所列出國短期研究專案計畫提出申請者，除需依據本辦法之規定

外，其申請資格、申請方式、研究期程、補助方式、結案方式及計畫期

程，依專案計畫內容訂之。計畫結束後則不再提供該計畫相關申請案補

助。 

第十條、本辦法經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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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交通大學出國短期研究專案計畫列表 

專

案 
名

稱 

申請資

格及方

式 

研

究

期

程 

補助方式 結案方式 
計畫期

程 

臺

灣

人

才

躍

昇

計

畫 

1. 依 本

辦 法

第 3
條 及

第 4
條 規

定 

2. 應 經

專 案

計 畫

單 位

推薦 

至

少

180
天 

一年補助新臺幣六十萬元為原

則，應領補助款按實際國外研

究日數比率計算(元以下四捨五

入)。經核定之受補助人應於出

國日前 1 個月，檢附下列資料

送國際處申請補助。實際補助

金額依當年度專案預算調整。 
(一) 領據。 
(二) 合約書一式 3 份。 
(三) 機票購買證明。 
(四) 電子機票。 
(五)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受補助人應於

回國後 1 個月

內繳交登機證

存根及經雙方

指導教授審核

通過之成果報

告。 

103 年

12 月 1
日 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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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17日（星期一）12:10~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8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翼國際長(曾院介副國際長代) 
出席：盧鴻興教務長、研發處李大嵩研發長(簡紋濱副研發長代)、黃美鈴學務長

(陳俊太副學務長代)、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資訊學院

莊仁輝院長(荊宇泰副院長代)、理學院陳永富院長(王念夏副院長代)、生

物科技學院王雲銘代理院長(尤禎祥教授代)、管理學院胡均立院長(黃宜侯

主任代)、工學院韋光華院長(徐雍鎣主任代)、人文社會學院曾成德院長(張
靜芬副院長代)、科技法律學院倪貴榮代理院長(江浣翠助理教授代)、客

家文化學院張玉佩代理院長(魏玓副教授代)、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張翼院

長(阿爾圖助理教授代)、共同教育委員會陳信宏主委(陳仁姮主任代)、曾

院介副國際長 
請假：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林志潔副國際長 

列席：張斐菁小姐、陳佩彣小姐、周秋儀小姐、賴如馨小姐、陳奕如小姐 
記錄：張斐菁 
 
（前略） 

 
案由六、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六、 為促進國際學生與本地文化接觸，以及培養國際學生華語能力，本

校自 101 學年度下學期起增訂受獎生須於受獎期間前兩年之每學期至

少修習一門華語課程之規定，期許國際生於領取本校獎學金完成學位之

餘，能培養基礎的華語能力以及增加對本地文化的認識，並增進其於本

地就業之利基。  
七、 前述規定施行至今，偶有國際學生反映其無法於前述規範時間內修

畢應修華語課程數之規定原因如下： 
(四) 本校華語課程採小班制，學生偶有遇修課人數達上限無法順利修到

想修的課。 
(五) 部分學生反映華語課時間與其必修課衝堂。 
(六) 碩士班學生多規劃於四學期左右畢業，若四學期內要修滿四堂華語

課會有些壓力。 
八、 經與語言中心華語組研商後，擬修正方向如下： 

(三) 學士班及博士班受獎生，仍維持於受獎期間前兩年之每學期至少修

習一門華語課程； 
(四) 考量將碩士班學生修課數量調整為於受獎期間前一年之每學期至

少修習一門華語課程，讓學生於碩士第二年可專心完成論文。 
九、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六-1、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六-2。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六-1、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六-2。 

（後略）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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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  
(一)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一

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至 8 月或每年 9 月

至隔年 2 月)，實際核

獎月份數視當年經費

狀況調整。 
(二)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不得同時領取其

他政府獎助學金補

助。 
(三)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學士班及博士班

學生需在受獎期間前

兩年之每學期至少修

習一門華語課程；碩

士班受獎生需在受獎

期間前一年之每學期

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

程。來台或曾在國內

修讀華語課程經本校

華語中心認可後，得

以免修。修習華語課

程者，其華語成績將

列為獎助學金審核參

考標準之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生

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及

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費

六、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  
(一)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

一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至 8 月或每年 9
月至隔年 2 月)，實際

核獎月份數視當年

經費狀況調整。 
(二)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受獎生不得同時領

取其他政府獎助學

金補助。 
(三)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受獎生需在受獎期

間前兩年之每學期

至少修習一門華語

課程。來台或曾在國

內修讀華語課程經

本校華語中心認可

後，得以免修。修習

華語課程者，其華語

成績將列為獎助學

金審核參考標準之

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

生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

及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

費基數及學分

費。學分費減

免以學校規定

一、 將碩士班學生

修課數量調整為於

受獎期間前一年之

每學期至少修習一

門華語課程，讓學生

於碩士第 2 年可專心

完成論文。 
二、 學士班及博士

班維持受獎期間前

兩年每一學期至少

修習一門華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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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基數及學分費。

學分費減免以學

校規定之一般系

所外籍生碩博士

生之學分費收費

標準統一辦理，

特殊學程或專班

如有其他學分費

收費標準，需事

先向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提出核

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即刻停發本獎

助學金： 
(1) 離校時間超過一

個月（含），且

離校前未經指導

教授簽名同意及

系所核章，且未

將書面資料送外

國學生招生委員

會核備者。 
(2) 在校內外發生有

辱校譽之行為並

經本委員會備查

案件。 
(3) 於受獎期限內進

行國外短期研究

三個月以上、交

換或雙聯學位之

學生，不在台期

間停發獎助學金

但仍享有學雜費

減免。 
(4) 畢業離校或因故

休、退學者，停

之一般系所外

籍生碩博士生

之學分費收費

標 準 統 一 辦

理，特殊學程

或專班如有其

他學分費收費

標準，需事先

向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提出

核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即刻停發本

獎助學金： 
(1) 離校時間超過

一個月（含），

且離校前未經

指導教授簽名

同意及系所核

章，且未將書面

資料送外國學

生招生委員會

核備者。 
(2) 在校內外發生

有辱校譽之行

為並經本委員

會備查案件。 
(3) 於受獎期限內

進行國外短期

研究三個月以

上、交換或雙聯

學位之學生，不

在台期間停發

獎助學金但仍

享有學雜費減

免。 
(4) 畢業離校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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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止發給獎助學

金，畢業離校或

休、退學日期已

逾當月十五日

者，不予追繳當

月所發獎助學

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入

學第一、二年、碩士

生以核給入學第一

年、博士生以核給入

學第一、二年為優

先。研究生獎助學金

部份應由系所與指導

教授輔導申請研究計

畫津貼。  
(八) 獎助學金核發上限：

大學部學生四年、碩

士生兩年、博士生四

年，學士生逕修讀博

士學位者，於修讀博

士學位期間其領獎期

限不得超過六年，碩

士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者其領獎期限累計不

得超過六年。已屆滿

獎助學金受獎期限之

延修學生，其歷年在

校學業成績平均大學

部 75 分以上，研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

請，且由導師或指導

教授出具證明，經外

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

核通過者，其學雜費

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

本地生收費標準。 

故休、退學者，

停止發給獎助

學金，畢業離校

或休、退學日期

已逾當月十五

日者，不予追繳

當月所發獎助

學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

入學第一、二年、

碩士生以核給入學

第一年、博士生以

核給入學第一、二

年為優先。研究生

獎助學金部份應由

系所與指導教授輔

導申請研究計畫津

貼。  
(八) 獎 助 學 金 核 發 上

限：大學部學生四

年、碩士生兩年、

博士生四年，學士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者，於修讀博士學

位期間其領獎期限

不得超過六年，碩

士生逕修讀博士學

位者其領獎期限累

計不得超過六年。

已屆滿獎助學金受

獎 期 限 之 延 修 學

生，其歷年在校學

業成績平均大學部

75 分以上，研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

請，且由導師或指導

教授出具證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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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

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

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師

或指導教授出具證

明，經外國學生招生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

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

本校本地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

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

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

後，依在學學生標準

（參考第五點第一項）

申請優秀在學學生獎

助學金，惟總受獎年限

需合併計算。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

會審核通過者，其

學雜費收費標準得

比照本校本地生收

費標準。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

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

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

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

明，經外國學生招生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

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

本校本地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

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

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

後，依在學學生標準

（參考第五點第一

項）申請優秀在學學

生獎助學金，惟總受

獎年限需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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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修正草案 
 90.11.23 研究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修訂  

91.01.03 校長核定  
09.26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03.21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98.02.20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0.29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101.03.09. 10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8. 101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3. 102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7.24. 103 學年度第 3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5. 104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8.12.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12.16.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9. 105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求招收優秀外國籍學生至本校就讀，提昇

本校國際化，特設置本施行辦法，獎勵依據「辦理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定」

來台，到本校修讀學位之外國籍學生。  
二、 本校國際學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包含教育部補助款及由本校研究生獎助學

金中提撥款。由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中提撥之經費部份限修讀碩、博士學

位之外國籍學生申領。  
三、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成績優秀且未獲政府補助獎助學金之新生。  
    (二) 審查程序：各系所依申請者過去成績或研究表現進行初步審查，並且

經學院排序後推薦，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就各院推薦名單，依申請人

所附資料進行複審，並依當年經費狀況決定受獎名額及金額。  
    (三) 獎項分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獎學金兩類，兩者可分別或同時核給，

說明如下： 
(1) 獎助學金按月核發，獎項如下： 

大學部每月 5,000 至 12,000 元。 
碩士班每月 7,000 至 16,000 元。 
博士班每月 10,000 至 24,000 元。 

(2) 學雜費減免全額或部分減免，減免額度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

之。 
    (四) 受獎期限： 

(1) 至多核給兩學期為原則，實際核獎月份數視當年經費狀況調整。 
(2) 本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獎生第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大學部75分，研

究所82分以上，方可續領或申請第二學期之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

等獎項。 
四、 博士菁英專案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成績優秀且未獲政府補助之博士新生。 
    (二) 審查程序:比照優秀新生獎助學金辦理。各院受獎名額以 1 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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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年學院總錄取人數作比例調整，若無符合資格之學生可從缺。 
    (三) 獎助學金額： 
        (1) 獎助學金金額每月 30,000 元。 
        (2) 學雜費及交大住宿費減免。              

  (四) 受獎期限：在學期間前兩年，第三年起依本辦法中優秀在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審核。 
    (五) 領獎規定： 

(1) 本獎助學金由國際處每月核發22,000元，指導教授配合款每月8,000
元。 

(2) 本專案獎助學金需有指導教授配合款，若受獎學生於開學一週內其

指導教授未回傳同意書，則學生改領一年24萬元(每月2萬元)及學

雜費減免。 
(3) 本獎助學金受獎生需每學期審查續領資格（每學期成績須達到80

分以上），未達續領資格者，則改領一年24萬元(每月2萬元)及學

雜費減免。 
五、 優秀在學生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修滿一學期之在學國際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 學業表現：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應修讀一門專業學科，且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 82 分以上(僅有一學期成績之在學生，則以前

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若於論文撰寫期間無前二學期

成績者，除歷年學業總成績達前項規定外，應另提指導教

授推薦書並檢附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已修滿畢業學分者

得以論文研究報告書替代。 
            大學生：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僅有一學期成

績之在學生，則以前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 
(2) 品行：每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3) 成績未達以上給獎標準但學業平均成績及格者 (大學部 65 分以上

未及 7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未及 82 分) 得申請學雜費減免，並

經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 
(4) 居留證上居留事由為應聘之學生不得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居留

事由為依親或持有永久居留證(APRC)者，須切結於受領本校國際

學生獎助學金期間不得從事全職支薪之工作。 
(5) 申請者可提交義工服務、公益活動或其他服務參與之證明文件，該

證明將列為獎助學金審核參考標準之一。 
 (二) 審查程序：各系所依申請者過去成績或研究表現進行初步審查，並且

經過學院排序後推薦，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就各院推薦名單，依申

請人所附資料進行複審，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依經費狀況彈性調

整。名額依各學院申請獎助學金人數比例分配為原則，並得於審查

時經協商後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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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獎項分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獎學金兩類，兩者可分別或同時核給，

說明如下： 
(1) 獎助學金按月核發，以核給一學期為原則，獎項如下： 

大學部每月 5,000 至 12,000 元。 
碩士班每月 7,000 至 16,000 元。 
博士班每月 10,000 至 24,000 元。 

(2) 學雜費減免全額或部分減免，減免額度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

議之，一次核給一學期為原則。 
六、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金規定：  

(一)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至 8 月或每年 9 月至隔年 2
月)，實際核獎月份數視當年經費狀況調整。 

(二)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獎生不得同時領取其他政府獎助學金補助。 
(三)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獎生學士班及博士班學生需在受獎期間前兩年之每

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程；碩士班受獎生需在受獎期間前一年之每學

期至少修習一門華語課程。來台或曾在國內修讀華語課程經本校華語中

心認可後，得以免修。修習華語課程者，其華語成績將列為獎助學金審

核參考標準之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生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及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學分費減免以學校規定之一般系所

外籍生碩博士生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統一辦理，特殊學程或專班如有

其他學分費收費標準，需事先向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提出核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刻停發本獎助學金： 

(1) 離校時間超過一個月（含），且離校前未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及系

所核章，且未將書面資料送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核備者。 
(2) 在校內外發生有辱校譽之行為並經本委員會備查案件。 
(3) 於受獎期限內進行國外短期研究三個月以上、交換或雙聯學位之學

生，不在台期間停發獎助學金但仍享有學雜費減免。 
(4) 畢業離校或因故休、退學者，停止發給獎助學金，畢業離校或休、

退學日期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所發獎助學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入學第一、二年、碩士生以核給入學第一年、博士生

以核給入學第一、二年為優先。研究生獎助學金部份應由系所與指導教

授輔導申請研究計畫津貼。  
  (八) 獎助學金核發上限：大學部學生四年、碩士生兩年、博士生四年，學士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於修讀博士學位期間其領獎期限不得超過六年，

碩士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其領獎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六年。已屆滿獎助學

金受獎期限之延修學生，其歷年在校學業成績平均大學部 75 分以上，研



106 

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請，且由導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明，經外國學生

招生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學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本地生收費標

準。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明，經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本地

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後，依在

學學生標準（參考第五點第一項）申請優秀在學學生獎助學金，惟總受獎

年限需合併計算。 
七、 本校得接受校外捐贈設置「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專戶」，並得由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負責申請案件審核，若另有其他規定則從之。 
八、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並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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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  
(一)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一

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

至 8 月或每年 9 月至

隔年 2 月)，實際核獎

月份數視當年經費狀

況調整。 
(二)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不得同時領取其

他政府獎助學金補

助。 
(三)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學士班及博士班

學生需在受獎期間前

三年至少修習四門華

語課程；碩士班受獎

生需在受獎期間前兩

年至少修習兩門華語

課程。來台或曾在國

內修讀華語課程經本

校華語中心認可後，

得以免修。修習華語

課程者，其華語成績

將列為獎助學金審核

參考標準之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生

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及

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費

基數及學分費。

學分費減免以學

校規定之一般系

七、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  
(一)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

一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至 8 月或每年 9
月至隔年 2 月)，實際

核獎月份數視當年

經費狀況調整。 
(二)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受獎生不得同時領

取其他政府獎助學

金補助。 
(三)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

受獎生需在受獎期

間前兩年之每學期

至少修習一門華語

課程。來台或曾在國

內修讀華語課程經

本校華語中心認可

後，得以免修。修習

華語課程者，其華語

成績將列為獎助學

金審核參考標準之

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

生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

及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

費基數及學分

費。學分費減

免以學校規定

之一般系所外

籍生碩博士生

三、 學士班及博士

班學生改為受獎期

間前三年至少修習

四門華語課。 
四、 碩士班學生修

課數量調整為於受

獎期間前兩年至少

修習兩門華語課程。 
 

附件 25 



10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外籍生碩博士

生之學分費收費

標準統一辦理，

特殊學程或專班

如有其他學分費

收費標準，需事

先向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提出核

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即刻停發本獎

助學金： 
(5) 離校時間超過一

個月（含），且

離校前未經指導

教授簽名同意及

系所核章，且未

將書面資料送外

國學生招生委員

會核備者。 
(6) 在校內外發生有

辱校譽之行為並

經本委員會備查

案件。 
(7) 於受獎期限內進

行國外短期研究

三個月以上、交

換或雙聯學位之

學生，不在台期

間停發獎助學金

但仍享有學雜費

減免。 
(8) 畢業離校或因故

休、退學者，停

止發給獎助學

金，畢業離校或

休、退學日期已

之學分費收費

標 準 統 一 辦

理，特殊學程

或專班如有其

他學分費收費

標準，需事先

向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提出

核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即刻停發本

獎助學金： 
(5) 離校時間超過

一個月（含），

且離校前未經

指導教授簽名

同意及系所核

章，且未將書面

資料送外國學

生招生委員會

核備者。 
(6) 在校內外發生

有辱校譽之行

為並經本委員

會備查案件。 
(7) 於受獎期限內

進行國外短期

研究三個月以

上、交換或雙聯

學位之學生，不

在台期間停發

獎助學金但仍

享有學雜費減

免。 
(8) 畢業離校或因

故休、退學者，

停止發給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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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逾當月十五日

者，不予追繳當

月所發獎助學

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入

學第一、二年、碩士

生以核給入學第一

年、博士生以核給入

學第一、二年為優

先。研究生獎助學金

部份應由系所與指導

教授輔導申請研究計

畫津貼。  
(八) 獎助學金核發上限：

大學部學生四年、碩

士生兩年、博士生四

年，學士生逕修讀博

士學位者，於修讀博

士學位期間其領獎期

限不得超過六年，碩

士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者其領獎期限累計不

得超過六年。已屆滿

獎助學金受獎期限之

延修學生，其歷年在

校學業成績平均大學

部 75 分以上，研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

請，且由導師或指導

教授出具證明，經外

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

核通過者，其學雜費

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

本地生收費標準。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

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

學金，畢業離校

或休、退學日期

已逾當月十五

日者，不予追繳

當月所發獎助

學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

入學第一、二年、

碩士生以核給入學

第一年、博士生以

核給入學第一、二

年為優先。研究生

獎助學金部份應由

系所與指導教授輔

導申請研究計畫津

貼。  
(八) 獎 助 學 金 核 發 上

限：大學部學生四

年、碩士生兩年、

博士生四年，學士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者，於修讀博士學

位期間其領獎期限

不得超過六年，碩

士生逕修讀博士學

位者其領獎期限累

計不得超過六年。

已屆滿獎助學金受

獎 期 限 之 延 修 學

生，其歷年在校學

業成績平均大學部

75 分以上，研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

請，且由導師或指導

教授出具證明，經

外國學生招生委員

會審核通過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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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師

或指導教授出具證

明，經外國學生招生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

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

本校本地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

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

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

後，依在學學生標準

（參考第五點第一項）

申請優秀在學學生獎

助學金，惟總受獎年限

需合併計算。 

學雜費收費標準得

比照本校本地生收

費標準。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

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

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

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

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

明，經外國學生招生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

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

本校本地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

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

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

後，依在學學生標準

（參考第五點第一

項）申請優秀在學學

生獎助學金，惟總受

獎年限需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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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修正草案 
 90.11.23 研究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修訂  

91.01.03 校長核定  
09.26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03.21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98.02.20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0.29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核備  

101.03.09. 10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8. 101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3. 102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7.24. 103 學年度第 3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5. 104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8.12.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12.16.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9. 105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十、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求招收優秀外國籍學生至本校就讀，

提昇本校國際化，特設置本施行辦法，獎勵依據「辦理外國學生入學作業規

定」來台，到本校修讀學位之外國籍學生。  
十一、 本校國際學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包含教育部補助款及由本校研究生獎

助學金中提撥款。由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中提撥之經費部份限修讀碩、博

士學位之外國籍學生申領。  
十二、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成績優秀且未獲政府補助獎助學金之新生。  
    (二) 審查程序：各系所依申請者過去成績或研究表現進行初步審查，並且

經學院排序後推薦，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就各院推薦名單，依申請人

所附資料進行複審，並依當年經費狀況決定受獎名額及金額。  
    (三) 獎項分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獎學金兩類，兩者可分別或同時核給，

說明如下： 
(3) 獎助學金按月核發，獎項如下： 

大學部每月 5,000 至 12,000 元。 
碩士班每月 7,000 至 16,000 元。 
博士班每月 10,000 至 24,000 元。 

(4) 學雜費減免全額或部分減免，減免額度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

之。 
    (四) 受獎期限： 

(3) 至多核給兩學期為原則，實際核獎月份數視當年經費狀況調整。 
(4) 本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獎生第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大學部75分，研

究所82分以上，方可續領或申請第二學期之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

等獎項。 
十三、 博士菁英專案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成績優秀且未獲政府補助之博士新生。 
    (二) 審查程序:比照優秀新生獎助學金辦理。各院受獎名額以 1 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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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年學院總錄取人數作比例調整，若無符合資格之學生可從缺。 
    (三) 獎助學金額： 
        (1) 獎助學金金額每月 30,000 元。 
        (2) 學雜費及交大住宿費減免。              

  (四) 受獎期限：在學期間前兩年，第三年起依本辦法中優秀在學生獎助學

金規定審核。 
    (五) 領獎規定： 

(4) 本獎助學金由國際處每月核發22,000元，指導教授配合款每月8,000
元。 

(5) 本專案獎助學金需有指導教授配合款，若受獎學生於開學一週內其

指導教授未回傳同意書，則學生改領一年24萬元(每月2萬元)及學

雜費減免。 
(6) 本獎助學金受獎生需每學期審查續領資格（每學期成績須達到80

分以上），未達續領資格者，則改領一年24萬元(每月2萬元)及學

雜費減免。 
十四、 優秀在學生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格：修滿一學期之在學國際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6) 學業表現：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應修讀一門專業學科，且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達 82 分以上(僅有一學期成績之在學生，則以前

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若於論文撰寫期間無前二學期

成績者，除歷年學業總成績達前項規定外，應另提指導教

授推薦書並檢附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已修滿畢業學分者

得以論文研究報告書替代。 
            大學生：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僅有一學期成

績之在學生，則以前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 
(7) 品行：每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8) 成績未達以上給獎標準但學業平均成績及格者 (大學部 65 分以上

未及 7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未及 82 分) 得申請學雜費減免，並

經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 
(9) 居留證上居留事由為應聘之學生不得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居留

事由為依親或持有永久居留證(APRC)者，須切結於受領本校國際

學生獎助學金期間不得從事全職支薪之工作。 
(10) 申請者可提交義工服務、公益活動或其他服務參與之證明文件，該

證明將列為獎助學金審核參考標準之一。 
 (二) 審查程序：各系所依申請者過去成績或研究表現進行初步審查，並且

經過學院排序後推薦，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就各院推薦名單，依申

請人所附資料進行複審，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依經費狀況彈性調

整。名額依各學院申請獎助學金人數比例分配為原則，並得於審查

時經協商後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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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獎項分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獎學金兩類，兩者可分別或同時核給，

說明如下： 
(3) 獎助學金按月核發，以核給一學期為原則，獎項如下： 

大學部每月 5,000 至 12,000 元。 
碩士班每月 7,000 至 16,000 元。 
博士班每月 10,000 至 24,000 元。 

(4) 學雜費減免全額或部分減免，減免額度由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審

議之，一次核給一學期為原則。 
十五、 申領國際學生獎助學金規定：  

(四) 獎學金核發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每年 3 月至 8 月或每年 9 月至隔年 2
月)，實際核獎月份數視當年經費狀況調整。 

(五)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獎生不得同時領取其他政府獎助學金補助。 
(六) 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受獎生學士班及博士班學生需在受獎期間前三年至少

修習四門華語課程；碩士班受獎生需在受獎期間前兩年至少修習兩門華

語課程。來台或曾在國內修讀華語課程經本校華語中心認可後，得以免

修。修習華語課程者，其華語成績將列為獎助學金審核參考標準之一。 
(四) 上項獎助學金以學生在學期間為限。  

  (五) 學雜費減免之定義： 
       (1) 大學部為學費及雜費。  

(2) 研究所為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學分費減免以學校規定之一般系所

外籍生碩博士生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統一辦理，特殊學程或專班如有

其他學分費收費標準，需事先向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提出核備。 
  (六)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刻停發本獎助學金： 

(5) 離校時間超過一個月（含），且離校前未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及系

所核章，且未將書面資料送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核備者。 
(6) 在校內外發生有辱校譽之行為並經本委員會備查案件。 
(7) 於受獎期限內進行國外短期研究三個月以上、交換或雙聯學位之學

生，不在台期間停發獎助學金但仍享有學雜費減免。 
(8) 畢業離校或因故休、退學者，停止發給獎助學金，畢業離校或休、

退學日期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所發獎助學金。 
  (七) 大學部學生以核給入學第一、二年、碩士生以核給入學第一年、博士生

以核給入學第一、二年為優先。研究生獎助學金部份應由系所與指導教

授輔導申請研究計畫津貼。  
  (八) 獎助學金核發上限：大學部學生四年、碩士生兩年、博士生四年，學士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於修讀博士學位期間其領獎期限不得超過六年，

碩士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其領獎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六年。已屆滿獎助學

金受獎期限之延修學生，其歷年在校學業成績平均大學部 75 分以上，研

究所 82 分以上者得以申請，且由導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明，經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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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學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本地生收費標

準。 
   (九) 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受獎生在本校就讀第一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大學部 65

分，研究所 75 分以上者，得由導師或指導教授出具證明，經外國學生招

生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得比照本校本地

生收費。 
(十) 受領其他政府機關或機構獎助學金之學生得於原受獎期限屆滿後，依在

學學生標準（參考第五點第一項）申請優秀在學學生獎助學金，惟總受獎

年限需合併計算。 
十六、 本校得接受校外捐贈設置「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專戶」，並得由外國學生

招生委員會負責申請案件審核，若另有其他規定則從之。 
十七、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八、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並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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