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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710710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學雜費調整學雜費調整學雜費調整學雜費調整    

助學計畫及支用計畫執行情形檢核表助學計畫及支用計畫執行情形檢核表助學計畫及支用計畫執行情形檢核表助學計畫及支用計畫執行情形檢核表    

一一一一、、、、    學雜費調整助學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助學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助學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助學計畫執行情形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獎獎獎獎////

助學助學助學助學

金金金金））））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元元元元))))    

    

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    

    

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預計受

益益益益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值值值值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受益受益受益受益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實際支出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及相及相及相及相

關說明關說明關說明關說明    

（（（（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    

工讀助

學金 

助學金 8,408,790 

(其中

1,932,000

為新增) 

一、申請資格: 

    弱勢學生(已申請學雜費免、 

    弱勢助學金、緊急紓困金者) 

    為優先。 

二、助學金額：依據勞動基準法為 

    聘任基準。(含雇主負擔之勞、 

    健保費用)。 

三、實施期程： 

  1.各單位依「獎助學金審議委員 

    會」審核後之預算規劃職缺及 

    執行月份，由各單位自行公告 

    聘用職缺數及工作內容。 

2.工讀生聘用作業(含勞健等)。 

3.月底將工讀生「出缺勤紀錄 

  表」繳至生活輔導組統一請款 

130 人    100%    289人    6,624,958 

    

執行率 78.79%。 

本校依照實施內容辦理及審

核，並聘任當學年度符合申請

資格之學生，惟日間部申請工

讀學生未如預期，實際執行增

加進修部學生工讀(校內其他

經費支應)，故餘款流出至其

他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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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工讀契約書中於隔月 20 

  日前將薪資匯入工讀生帳戶。 

弱勢助

學金    

助學金    7,574,000    一、申請資格: 

  1.家戶年所得低於 70 萬元。 

  2.家戶年利息低於 2萬元。 

  3.家戶不動產低於 650 萬元。 

  4.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平均 60 分 

    以上。 

二、助學金額： 

  1.家戶年所得低於 30 萬元，補 

    助 35,000 元(教育部補助 

    21,000，學校補助 14,000)。 

  2.家戶年所得介於 30~40 萬元， 

    補助 27,000 元(教育部補助 

    13,000，學校補助 14,000)。 

  3.家戶年所得介於 40~50 萬元， 

    補助 22,000 元(教育部補助 

    12,000，學校補助 10,000)。 

  4.家戶年所得介於 50~60 萬元， 

    補助 17,000 元(教育部補助 

    7,000，學校補助 10,000)。 

  5.家戶年所得介於 60~70 萬元， 

    補助 12,000 元(教育部補助 

    12,000，學校補助 0)。 

三、實施期程：每年 9月~10/14 日。    

541 人    100%    449人    5,622,000 執行率 74.23%。 

依每學年度申請助學金人數

及教育部核定金額而定。 

日二技助學金: 

267,000 元 

日四技助學金: 

4,993,000 元 

日五專助學金: 362,000 元 

合計:5,622,000 元。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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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助

學金 

助學金 810,000(其

中 480,000

為新增) 

一、申請資格：（三項擇一） 

  1.已申請弱勢助學金。 

  2.已申請學雜費減免。 

  3.已申請緊急紓困金。 

    每學期透過單位遴選後錄取 

    約 55 位學生。 

二、助學金額：每月服務 30 小時， 

    享團體保險，每月請領 6,000 

    元生活補助。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 

110 人

次 

 

100% 180人

次 

1,079,059 

 

執行率 133.22%。 

第一學期補助 58 人次，合計

347,059 元；第二學期補助

122 人次，合計 732,000 元。    

緊急紓

困金 

助學金 600,000 一、申請資格： 

  1.因重傷、急症住院醫療，而家 

    境清寒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2.突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無力繼續就學者。 

  3.其他突發事件，亟需救助者。 

二、助學金額：每人補助一萬元至 

    五萬元不等。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隨時提 

    出申請。 

40人次 100% 39 人

次 

642,000 執行率 107.00%。 

第一學期補助 12 人次，合計

196,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27

人次，合計 446,000 元。依實

際符合緊急紓困助學金實施

要點申請，將持續關懷弱勢學

生。    

住宿優

惠 

助學金 1,200,000 一、申請資格：具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資格學生。 

二、助學金額：預估補助 100 人

次，每人補助 12,000 元。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學生至 

100 人

次 

100% 81 人

次 

964,000 

 

執行率 80.33%。 

第一學期補助 43 人，合計

528,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38

人，合計 436,000 元。依照當

學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學生申請人數為基準。故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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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室提出申請住宿檢附。 款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本校身

心障礙

學生助

學金 

助學金 180,000 一、申請資格: 

  1.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 

    定為身心障礙，應安置就學 

    者。 

  2.如有申請特殊狀況助學金者， 

    不得同時申請校內其他急難 

    救助補助。 

二、助學金額：每學期預計核發

100,000 元整。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 

54 人 100% 65 人 177,250 執行率 98.47%。 

因本學年度實際符合申請資

格的日間部學生所獲平均補

助金額較低，故餘款流出至其

它項目支應。 

補助外

籍生餐

費 

助學金 400,000 一、申請資格：每學年補助印尼吳 

    甦樂中學畢業生 10名、印度 

    吳甦樂中學畢業生 5名、其他 

    亞太地區清寒畢業生 5名。 

二、助學金額：一年(2 學期)核發  

    每人台幣二萬元餐費。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 

20 人 100% 19 人 380,000 執行率 95.00%。 

實際受益 19 人係依照當學年

符合資格學生補助，故餘款流

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助

學金 

助學金 10,675,000 一、申請資格： 

  1.需具外國學生身分，並通過系 

    (所)審核。 

  2.依本校「文藻外語大學外國學 

    生奬學金作業要點」實施。 

二、助學金額： 

  1.全額獎助學金：每學期每人約 

150 人 100% 130人    12,600,260 執行率 118.04%。 

預計受益人數係依照當學年

預計入學新生及符合補助標

準舊生預估。而實際入學及符

合補助標準總人數雖未達受

益人數，但因實際獲全額助學

金人數較預估數多，故實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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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幣 53,000 元。(依本校當學 

    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計算)。 

  2.半額獎助學金：每學期每人約 

    台幣 26,500 元。(依本校當學 

    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計算)。 

三、實施期程： 

  1.分為入學前(新生)及入學後 

    (舊生)。 

  2.學士班至多領 8學期；專科部 

    至多領 10 學期。 

出經費已超出目標值 100%。 

華語課

程助學

金 

助學金 1,800,000 一、申請資格：需具外國學生身分

且獲本校全額或半額獎助學

金之新生。 

二、助學金額：每人每學期學費補

助約台幣 15,000 元。 

三、實施期程：華語課程每學期每 

    周至少 4 小時。 

40 人 100% 23 人 817,128 執行率 45.40%。 

因本學年度獲補助生之華語

程度較高，故華語課需求相對

減低，助學金的支出也相對減

少所致，故餘款流出至其他項

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五

專生 

助學金 170,026 符合申請條件者，五專生一年級至

三年級在學期間給予當學期全額

雜費金額作為助學金，四年級至五

年級在學期間給予當學期全額學

雜費金額作為助學金。 

依入學

學生成

績， 14

人次

(每學

期 7人

次)。 

100% 4人次 96,354 執行率 56.67%。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助學金 1,596,934 101-102 學年度雙外語跨領域國際 依二技 100% 55 人 1,444,960 執行率 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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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二

技生（菁

英班） 

專業人才專班（五專菁英班）者，

一年級至七年級在學期間給予當

學期全額學雜費半數金額作為助

學金。 

菁英班

招生人

數，預

計 76

人次

(上下

學期各

38

人)。 

次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二

技生(三

年級)  

助學金 1,648,448 符合申請條件者，本校給予當學期

全額學雜費作為助學金或半額學

雜費作為助學金。 

6系各

四名共

48人次

(上下

學期各

24 人-

第一~

四

名)。 

100% 24 人

次 

1,050,880 

 

執行率 63.75%。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二

技生(四

年級)  

助學金 721,196 106 學年度錄取二年制大學部各系

者，符合申請條件者，本校給予當

學期全額學雜費半數金額作為助

學金。 

34人次 

(上下

學期各

17

人)。 

100% 36 人

次 

 

945,792 

 

執行率 131.14%。 

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規

範之條件發放助學金。  

學雜費

減免-四

助學金 206,056 本校附設專科部應屆畢業生（含延

修生及五專菁英班生），符合申請

四技轉

學生，

100% 2人次 105,088 執行率 51.00%。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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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學

生 

條件者，透過本校舉辦之暑假轉學

考進入日間部四年制應用華語文

系、外語教學系、翻譯系、國際事

務系、國際企業管理系、數位內容

應用與管理系及傳播藝術系就讀

者，給予等同學雜費之金額作為助

學金。 

預計 4

人次

(上下

學期各

2人)。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五

專菁英

班(五年

級)  

助學金 1,487,925 103 學年度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

人才專班（五專菁英班）者，一年

級至三年級在學期間給予當學期

全額雜費金額作為助學金，四年級

至七年級在學期間給予當學期全

額學雜費半數金額作為助學金。 

86人次 

(上下

學期各

43

人)。 

100% 72 人

次 

 

1,456,920 

 

執行率 97.92%。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技

職繁星

入學-四

技生 

助學金 3,863,550 透過技職繁星計畫錄取本校之學

生，本校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半

數金額作為助學金。 

154 人

次(上

下學期

各 77

人)。 

100% 133人

次 

3,494,176 

 

執行率 90.44%。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學雜費

減免-四

技申

請、甄選

入學、聯

登入學

(一年

助學金 618,168 一、以申請入學錄取四年制大學部 

    各系，符合申請條件者，本校 

    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金額 

    作為助學金。 

二、以甄選入學方式或聯合登記分 

    發入學方式錄取本校大學部 

    各系，符合申請條件者，本校 

依入學

學生成

績， 14

人次

(上下

學期各

7人

100% 10 人

次 

525,440 

 

執行率 85.00%。 

須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

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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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金額 

    作為助學金。 

次)。 

學雜費

減免-四

技申

請、甄選

入學、聯

登入學

(二~四

年級)  

助學金 1,957,532 一、以申請入學錄取四年制大學

部各系，符合申請條件者，本

校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金

額作為助學金。 

二、以甄選入學方式或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方式錄取本校大學

部各系，符合申請條件者，本

校給予當學期全額學雜費金

額作為助學金。 

46人次 

(上下

學期各

23

人)。 

100% 40 人

次 

2,101,760 

 

執行率 107.37%。 

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規

範之條件申請。 

學雜費

減免-四

技入學

當學期

(一年

級) 

助學金 800,000 以日四技技優甄審管道錄取本校

大學部各系，錄取當學期每人核發

1萬元助學金。 

依招生

人數，

80 人。 

100% 92 人

次 

920,000 

 

執行率 115.00%。 

依實際符合助學金辦法所規

範之條件申請。 

書籍補

助及多

元學習

助學 

助學金 500,000 含原計畫及新增補助項目。 100 人

次 

100% 2,070

人次 

2,452,390 執行率 490.48%。 

各細項執行如下: 

書籍補助: 

一、申請資格：有實質經濟困難， 

    提出所得/清寒證明經認列者 

二、助學金額: 

  1.實支實付方式。 

  2.上限補助金額為 5,000/人。 

100 人

次 

100% 25 人

次 

59,890 第一學期補助 17 人次，合計

47,933 元；第二學期補助 8

人次，合計 11,957 元。因申

請之人數未達預期，故餘款流

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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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新增。 

多元學習助學: 

一、申請資格: 

  1.凡就讀本校日間部，具正式學 

    籍(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 

    且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 

  2.政府所列計學雜費所補助之 

    身分別、特殊境遇家庭或突遭 

    變故有實質經濟困難之學生 

    列為優先。 

二、助學項目: 

  1.參與志願服務並有實質服務 

    情形者。 

  2.獲得各類語文檢定及專業證 

    照者。 

  3.參加海內、外實習者。 

  4.其他參與有助於學習之活動 

    者；補助各系、科舉辦各類畢 

    業形式的活動經費。 

三、助學金額: 

  1.參與志願服務者:助學金額 

    3,300/人。 

  2.取得檢定及證照者:助學金額   

    3,300/人 

  3.海內外實習者:助學金額 

- - 2,045

人次 

2,392,500 依照實施內容辦理，並分四項

目於下列說明。 

一、參與志願服務並有實質服 

   務情形者，共 95 人獲得補 

   助，合計 313,500 元 

二、獲得各類語文檢定及專業 

   證照者，共 34 人獲得補 

   助，合計 112,200 元。 

三、參加海內、外實習者， 

    共 80 人獲得補助，合計 

    530,800 元。 

  1.國內實習共 39 人，合計 

    202,800 元。 

  2.海外實習共 41 人，合計 

    328,000 元。 

四、其他有助於學習者: 

  1.參與校外競賽獲得殊榮   

    者共 10 人獲得補助，合 

    計 36,000 元。 

  2.補助學生畢業專題及成 

    果活動經費，合計     

    1,200,000 元，另補助 

    德文系學生萊茵盃及數 

    位系學生放視大賞各 

    100,000 元，合計受補助 

    學生 1,8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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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人(國內)、8,000/人  

    (海外)。 

  4.其他有助於學習者:助學金額 

    3,600/人；補助金額 100,000/ 

    系、科及數位系學生放視大賞 

    德文系學生萊茵盃各 100,000 

    元。 

特殊境

遇(含無

法就學

貸款、海

外交

換、突遭

變故等)  

 

助學金 

 

1,200,000 

 

一、申請資格： 

  1.具特殊境遇資格者。 

  2.未有相關資格者，經約訪並經 

    認列。 

二、助學金額:每人補助學費

20,000/人。 

一、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30人次 

(2學期

共 60

人次) 

100% 62 人

次 

1,229,851 執行率 102.49%。 

第一學期補助 9人次，合計

180,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53

人次，合計 1,049,851 元。因

第二學期弱勢助學金調查完

畢依有家庭困頓及特殊境遇

者經審核後撥予助學金，尤以

單親、清寒家庭為眾。 

勞作教

育中隊

長清寒

助學金 

助學金 130,000 一、申請資格:具清寒資格。 

二、助學金額:5,000/人。 

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13人次 

(2學期

共 26

人次) 

100% 36 人

次 

180,000 執行率 138.46%。 

第一學期補助 19 人次，合計

95,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17

人次，合計 85,000 元。獲補

助學生須參與校園服務，助學

金於服務時數完成後核發。 

弱勢全

勤獎勵

金 

助學金 890,000 一、申請資格：符合七大類學雜費

減免通過者與弱勢助學金通

過者且每學期全勤未缺課。 

二、助學金額:2,500/人。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新增。 

445 人

次 

(2學期

共 890

人次) 

100% 235人 587,500 執行率 66.01%。 

第一學期補助 169 人，合計

422,5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66

人，合計 165,000 元。此助學

項目須依實際符合該辦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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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文藻桌

實習生 

助學金 320,000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

學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際

交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文藻桌海外實習之

住宿費、交通費補助(含機票

及國內通勤費)，亞洲國家每

人每學期補助 1萬元，歐美國

家每人每學期補助 2萬元。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10 人 100% 12 人

次 

210,000 執行率 65.63%。 

共 12 人次獲補助，於 107 學

年度期間內出訪，其中歐美國

家 9人次獲補助，亞洲國家有

3 人次獲得補助。餘款流出至

其他項目支應，詳細出國資訊

請見附件 1。 

提升學

生國際

移動力

計畫 

助學金 822,000 含原計畫及新增補助項目。 274 人 100% 1,357

人 

5,435,394 執行率 661.24%。 

各細項執行如下: 

交換生學雜費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

學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際

交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出訪交換生學雜費

增額補助，每人每次出訪補助

3,000 元。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274 人 100% 287人 861,000 一、補助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出訪一年交換生(107 上 

   學期返國)共 27 人。 

二、補助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出訪交換生共 148 人。 

三、補助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出訪交換生共 100 人。 

四、補助 107 學年度雙聯學制 

   及系級交換生共 12 人。 

透過海外交換，赴文藻全球五

大洲姊妹校交流，提升國際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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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擴展個人國際視野，厚

植國際競爭力。詳細出國資訊

請見附件 2。 

交換學生計畫華語課程補助: 

一、申請資格：需具外國學生身 

    分。 

二、助學金額：每人每學期學費補 

    助約台幣 14,000 元。 

三、實施期程：華語課程每學期每 

    周至少 10 小時。 

- - 102人 1,434,425 補助第一學期 53 人，合計

736,320 元；第二學期 49 人，

合計 698,105 元。 

交換生交通生活費助學金: 

一、為培育國際觀、通曉多國外語 

    且結合專業能力之跨領域之  

    高階人才，本校與各國教育訓 

    練機構締結為學術合作夥伴 

    進行國際交換學生計畫，藉此 

    增進學生專業能力、獨立訓練 

    能力、拓展國際視野及豐富文 

    化之涵養。 

二、補助 107 年度赴本校姊妹校國 

    家（比利時、英國、法國、德 

    國、西班牙、日本、韓國、菲 

    律賓）進行為期半年至一年的 

    海外求學，補助交換學生來回 

    機票費及生活助學津貼。 

- - 5 人 48,000 補助 8,000 元至 10,000 元，

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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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徵選符合資格者，提供每 

    位獲獎學生每人 1 萬元補助。 

四、此項目由教育部補助款 

    1,240,000 元、配合款 

    248,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 

    計畫 48,000 元共同補助。 

學生國外實習差旅補助: 

一、補助 107 學年度赴非新南向國 

    家（美國、墨西哥、法國、加 

    拿大、德國、日本、西班牙、 

    巴拿馬）參與實習之學生來回 

    機票費。 

二、補助選送生至實習國家之來回 

    機票，充分照顧學生得以安心 

    放心至海外實習。 

三、選送生中 13 位屬於經濟弱勢 

    的學生，補助其實習期間之生 

    活費。 

四、此項目由教育部補助款 

    1,400,000 元、配合款 280,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897,000 元共同補助。 

- -  54人 571,797 選送生人數總計 60 人(學期

中 1人放棄)，目前已補助 54

人，另有 6 人目前還在海外實

習中。透過本計畫，學生可藉

由實習實地體驗當地文化，並

進一步提升語言力，而近幾年

來，本校所合作之實習機構，

皆與本校長期合作，使得廠商

能夠透過實習，而願意錄取實

習同學成為公司正式職員，畢

業後順利與就業接軌。詳細出

國資訊請見附件 4。 

學生國內外實習補助: 

補助海內外實習學生補助所需保

險（每位學生保費約為 230-320 元

- - 1,092

人 

567,455 補助海內外實習學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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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學海築夢助學金: 

一、補助 107 學年度赴非新南向國 

    家（美國、墨西哥、法國、加 

    拿大、德國、日本、西班牙、 

    巴拿馬）參與實習之學生來回 

    機票費。 

二、補助選送生至實習國家之來回 

    機票，充分照顧學生得以安心 

    放心至海外實習。 

三、此計畫由教育部補助款 

    1,400,000 元、配合款 280,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897,000 元共同補助。 

- -  54人 280,000 107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選送

生人數總計 60 人(學期中 1

人放棄)，目前已補助 54 人，

另有 6 人目前還在海外實習

中。透過本計畫，學生可藉由

實習實地體驗當地文化，並進

一步提升語言能力，而近幾年

來，本校所合作之實習機構，

皆與本校長期合作，使得廠商

能夠透過實習，而願意錄取實

習同學成為公司正式職員，畢

業後順利與就業接軌。詳細出

國資訊請見附件 4。 

學海飛颺助學金: 

一、為培育國際觀、通曉多國外語 

    且結合專業能力之跨領域之  

    高階人才，本校與各國教育訓 

    練機構締結為學術合作夥伴 

    進行國際交換學生計畫，藉此 

    增進學生專業能力、獨立訓練 

    能力、拓展國際視野及豐富文 

    化之涵養。 

二、補助 107 年度赴本校姊妹校國 

    家（比利時、英國、法國、德 

- - 20 人 192,000 107年度學海飛颺計畫選送生

人數總計24人。第一學期學海

飛颺出訪交換生已有7人順利

歸國，另有3人研修期間為一

學年。第二學期14人出訪生交

換生中，有7人研修期間為一

學年，另外7人為半學年。透

過學海飛颺計畫，學生可實地

到海外學校體驗當地文化，進

一步提升語言能力，增長國際

視野及國際移動力，增進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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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西班牙、日本、韓國、菲 

    律賓）進行為期半年至一年的 

    海外求學，補助交換學生來回 

    機票費及生活助學津貼。 

三、透過徵選符合資格者，提供每 

    位獲獎學生每人 1 萬元補助。 

四、此計畫由教育部補助款 

    1,240,000 元、配合款 

    248,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 

    計畫 48,000 元共同補助。 

軟實力，畢業後順利與職場接

軌。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件

5。 

學海惜珠助學金: 

一、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 

    著名大學校院研修，全面擴展 

    國內具發展潛力年輕學子參 

    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之機 

    會，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實務 

    經驗之專業人才政策。 

二、此計畫由教育部補助款 

    450,000 元、配合款 90,000 

    元共同補助。 

- - 1 人 90,000 107年度學海惜珠計畫選送1

人，於107學年度赴本校姊妹

校西班牙瓦倫西亞聖文森馬

帝爾天主教大學進行為期一

年的海外求學，補助來回機票

費及生活助學津貼。 

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補助海外移地學

習(含實習、交換): 

鼓勵本校學生至海外姊妹校進行

移地學習，拓展國際視野。 

一、提供補助 31 位赴海外實習之

- - 35 人 323,717 英文系英文系英文系英文系::::    

一、補助 22名學生於

107/8/1~108/1/31赴國外實

習。 

實習機構:馬爾地夫 Cen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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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系學生英國語文系學生英國語文系學生英國語文系學生。(經費 25 萬

元) 

二、提供補助4位出國交換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經費 73,717

元) 

三、其他各系學生參與國外實習、 

交換相關活動亦可認列。 

四、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Grand Island Resort & Spa 

Maldives(4 人) 

實習機構: 泰國 Centara 

Grand at Central Plaza 

Ladprao Bangkok(4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Koh 

Chang Tropicana Resort(3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Phuket(3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Watergate Pavillion Hotel 

Bangkok(2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Samui(2

人) 

實習機構:斯里蘭卡

Shangri-La Hotel, 

Colombo(4 人) 

學生們透過此實習機會 

實際學習不同國家之職場文

化並進行觀光服務業見習，工

作環境不論主管或是同事客

戶皆為外國人士，本系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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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提升口語能力。 

二、9名學生於 

108/6/30-108/7/4赴泰國詩

納卡寧威洛大學熱情款待，與

我校師生互相切磋學習、交流

熱絡。本團師生有機會參與到

國際非官方學術機構 

(Professor Without 

Borders) 承辦的跨國微型研

討會，學習聆聽與分享性別平

等與高等教育的重要議題，著

實榮幸，期待日後也可以參考

此模式舉辦各類型研討會，邀

約姊妹校師生共同參與。Asia 

Center 執行長 Dr. James 

Gomez 熱情邀約本團師生參

訪該機構，雙方相處互動熱

烈，可列為日後學生海外實習

機構之一。 

國企管國企管國企管國企管系系系系::::    

補助 4名學生於 

108/2/1-108/7/31 赴海外移

地學習，2 名至法國里爾大

學，1 名至比利時新魯汶大

學，1名至西班牙納瓦拉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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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透過這次移地學習，學

生們能拓展其國際觀視野，另

藉由與他國同儕交流及相互

學習，提升學生們跨文化溝通

的能力。 

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國際志工/服務

學習及其他相關國際性學習活動: 

一、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鼓勵教師 

    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及其他相關國際性學習活動 

    前往國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 

二、提供補助 5位赴海外之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經費 5萬元) 

三、提供補助 5位赴海外之國際事國際事國際事國際事    

                務系學生務系學生務系學生務系學生。。。。(經費 6萬元) 

四、其他各系教師學生參加相關國 

    際性學習活動亦可認列之。 

五、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 - 10 人 110,000 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 

一、1名學生於 

 108/1/12-108/2/9赴日  

 本 Kyoto Guesthouse  

 Roujiya進行觀光服務業 

 見習，體驗多元文化。 

二、1名學生於 

 108/1/18-108/3/3赴墨  

 西哥擔任志工服務。參加 

 AIESEC舉辦於墨西哥  

 Morelos進行的社區服務 

 體驗，關心全球化的教育 

 健康與生態永續議題。 

三、1名學生於 

    108/1/28-108/6/30赴 

    香港實習。目前服務於 

    Henry Ho Agency，學習 

    法律與金融相關文書翻  

    譯。 

四、1名學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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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8-108/9/20赴泰 

 國實習，服務於泰北回龍 

 華語學校，進行華語教

學。 

五、1名學生於 

 108/7/1-108/7/26赴中  

 國參與中國人民大學暑 

 期國際學校暑期課程。 

國事國事國事國事系系系系::::    

一、2名學生於 

    108/2/11-108/6/30赴 

    中國思奥思国际旅行援 

    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進行實習，可讓學生實 

    際學習 CRM 電腦系統操 

    作以及體驗外商公司經 

    營管理方式。 

二、2名學生於  

    108/7/1-108/8/31赴泰 

    國 Emeral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 LTD 

    進行暑期實習，讓學生認 

    識該實習企業運作並提 

    升自我競爭力。 

三、1名學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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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8-108/8/12赴巴 

    西參與國際志工「Care  

    for children in Creche 

    on Florianopolis  

    Island」，達成關愛項目 

    管理計劃制定的目標，包 

    括準備和帶領當地兒童 

    參與教育遊戲和小組活 

    動；同時，也將遇見來自 

    世界各國的志工一起分 

    享異國文化，與不同年齡 

    與背景的人合作交流，在 

    擔任國際志工過程中擴 

    展眼界。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補助海外移地

學習(含實習、交換、國際志工等

相關國際性學習活動): 

一、鼓勵本院學生參與海外移地學 

    習活動。(含實習、交換、國 

    際志工等相關國際性學習活 

    動) 

二、經費補助以每人 15,000 元為 

    上限。 

- - 33 人 505,000 一、補助學生海外交換共 7 

    人，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 

    件 6。 

二、補助學生海外實習共 25 

    人，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 

    件 6。 

三、補助學生海外教學見習共 

    1 人，詳細出國資訊請見 

    附件 6。 

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補助海外移地學習

(含實習、交換): 

- - 2 人 20,000 一、5名學生赴海外進行實習 

    但其中 3名已支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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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學生赴海外/境外進行學 

    期實習，且當年度未支領其他 

    計畫之補助或獎助金，凡在學 

    學生赴海外實習者(含中國大 

    陸、港、澳地區)皆可申請。 

二、提供補助 3位完成境外實習 

    (含中國大陸、港、澳地區)， 

    且未支領其他計畫或獎助金 

    補助之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  

    (10,000 元/每位學生*3 位 

    =30,000 元) 

三、其餘規定由德國語文系訂定辦 

    理。 

    計畫補助，故只補助 2 

    名學生。 

二、1名學生於 

    107/10/1-108/1/31赴 

    越南今立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1名學生於 

    108/2/1-108/6/5赴浙 

    江省寧波市朗東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進行實習，確 

    實皆已培養職場實務經 

    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 

    經驗的整合，並提升職場 

    的就業力與競爭力。 

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赴海外姊妹校研

習: 

一、鼓勵教師學生赴海外姊妹校

進行研習或交流。 

二、提供補助 15 位赴法國姊妹校

進行短期研習之法國語文系法國語文系法國語文系法國語文系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8,000 元/每位學生*15

位=120,000 元) 

三、提供補助 30 位參與國際青年

交流研習之德國語文系學德國語文系學德國語文系學德國語文系學

生生生生。(2,500 元/每位學生*30

位=75,000 元) 

- - 46 人 300,000 法文系法文系法文系法文系: 

15 名 學 生 於

108/1/18-108/1/30 前往法

國巴黎聖吳甦樂高中進行短

期研習、分享台灣特色文化，

並皆已繳交心得報告。 

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 

一、國際青年交流研習於 

    108/4/11-108/5/1 進行， 

    並邀請 2 所德國姐妹校  

    師生蒞校交流，讓雙方學 

    生接觸不同的文化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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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補助 3位赴越南河內/胡

志明市西文系相關機構進行

短期研之西班牙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學學學學生生生生。 

(3 位學生 110,000 元) (含機

票、生活費、住宿費、註冊費，

學生須具備西語檢定 B1 以上

能力)。 

五、其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土民情，提升多元素養， 

    並增加本校學生練習德 

    語機會。 

二、本次研習原定 30名學生 

    互訪交流，但因其中 2 

    名家裡臨時有事無法參 

    與，故只補助 28名學生 

    故餘款流出至其他項目 

    支應。另 28名支領補助 

    的學生皆已繳交國際交 

    流報告書。 

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 

1名教師於 108/3/10-108/3/23 

帶領本系 3名學生前往越南

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學進行為

期兩週之移地研習。姊妹校為

3名同學安排課程，與越南當

地學生進行文化交流，課程內

容包含台灣與越南的飲食、節

慶、婚喪喜慶等文化差異，同

時分享彼此西語學習經驗，姊

妹校同學也利用課餘時間與

本系 3名同學進行越南當地

景點觀光導覽介紹，於日常生

活中使用西語，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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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海外實習助學金: 

一、完成實習且實習成績達 85 分

以上，並由輔導老師推薦。 

二、給與符合資格前 40 名者 1 人

3,000 元。 

三、提供補助 40 位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

生生生生。(3,000 元/每位學生*40

位=120,000 元) 

四、其餘規定由日本語文系訂定

辦理。 

- - 44 人 132,000 44名學生於 107/01-107/12

期間赴日本仙台、大阪、東

京、沖繩、靜岡、北海道及茨

城進行海外實習，實習單位分

別為 JAL日航、橫濱日清泡麵

博物館、東橫 INN、國際青少

年兒童劇團(沖繩)、沖繩全家

超商、北海道 YMCA、茨城 YMCA

及 Kidzania甲子園。實際利

用所學之日文與顧客及長官

進行溝通及協調，加強語言能

力及訓練口說技巧，並學習職

場禮儀，培養良好態度。此助

學金由 44名境外實習表現優

秀之同學，透過實習輔導老師

推薦後獲得。 

國外移

地學習 

助學金 120,000 一、申請資格:符合申請條件或先

行報名者(依每團申請標準訂

定之)。 

二、助學金額:海外移地學習每團

補助每團最高 3 萬元，預計每

學年度補助 4團。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120 人 100% 2團共

52 人 

60,000 執行率 50.00%。 

一、北京外國語大學於 

    108/3/31-108/4/7舉辦    

    第 17屆「北京之春‧台 

    灣大學生北京外國語大 

    學外語教學研習營」。由 

    1名教師帶領 11名學生  

    赴北外大參加移地學習 

    課程。研習期間隨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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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融入北京短期學習 

    生活。透過此次移地學 

    習，除了體驗不同的上課 

    模式，亦學習到很多知 

    識，是非常寶貴的學習經 

    驗。除了專業的課堂學 

    習，師生利用課堂之餘造 

    訪北京名勝古蹟深度體 

    驗北京悠久的歷文化和 

    現代韻味。 

二、2名教師帶領 38名學生 

    於 108/5/6-108/5/19赴 

    上海外國語大學移地學 

    習，學生除了隨班參與當 

    地課堂教學、聆聽專家報 

    告外，同時也造訪上海城 

    市規劃展示館等知名景 

    點，收穫豐富。 

三、因本學年實際海外移地學 

    習共兩團，故餘款流出至 

    其他項目支應。 

國際活

動服務 

助學金 21,000 一、申請資格:學生擔任海外國際

活動或校級國際性活動志工。 

二、助學金額:每人每次(出訪)活

動補助 3,000 元。 

7 人 100% 8 人 44,000 執行率 209.52%。 

一、1名學生於 

    107/11/19-107/11/2赴 

    德國參加德國歌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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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德語文化大使計畫」。此 

    計劃結合六個亞洲國家 

    的學生，共同針對「德國 

    體育」進行討論。為期一 

    個禮拜的研習營，不僅提 

    升眼界，同時更能激勵繼 

    續在德語學習上深造。此 

    計畫同時也須義務性至 

    少三次在自己國家的國 

    中小學進行相關主題試 

    教，同學於107/10-11月    

    分別在獅湖國小、福山國 

    中與新民國小推廣德國 

    教育，讓德語教育向下扎 

    根。 

二、1名學生於 

    108/1/31-108/2/22赴 

    法國亭林中文學校實習    

    協助中文課程教學，學員 

    包括法國成人、青少年及 

    幼童，在課堂上介紹台灣 

    及春節文化、歌曲帶動  

    唱、帶領幼童實際體驗中 

    華文化(寫毛筆、摺紙 

    等)。同時支援由法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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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成冠文化協會規劃與 

    市政府合辦的年度華人 

    過年活動，內容包含活動 

    籌備、表演服裝製作及協 

    助活動彩排等。透過這次 

    實地造訪，再次點燃學生 

    對於學習法語與外語的 

    熱情，畢業後希望能成為 

    一名專業的華語教師。 

三、 1名學生 108/3/9參加「教 

    育部 108 年赴捷克公立 

    高等教育機構短期進修/ 

    研究獎學金甄選」，獲得 

    通知參加面試，同學努力 

    準備相關書面資料及邀 

    請老師協助指導面試技  

    巧，此次經驗非常寶貴， 

    對於學習西班牙語更有 

    方向及熱情。 

四、3名學生參加「2019 年第 

    14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 

    日研習團」甄選。此活動 

    由日本航空公司、日華青 

    少年交流協會主辦，中國 

    青年救國團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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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1-108/7/18 前往 

    日本交流訪問。本校選出 

    3名優秀的學生，於 

    108/5/10 前往台北參加 

    書面測驗。透過這次的遴 

    選，激發他們精進學習日 

    語的決心與方法，未來會 

    在日語學習上持續努力。 

五、1名學生 108/6/1參加「教 

    育部 108 學年韓語獎學 

    金甄選面試」，獲得面試 

    機會、並且最後通過甄選 

  （正取第二名），於 108 

  年 9 月順利進入韓國首 

  爾大學就讀持續精進韓 

  語及個人專業學習。 

六、1名學生 108/6/15參加 

   「教育部 108 學年赴俄羅 

    斯研習俄國語文交換獎 

    學金甄選面試」，獲得面 

    試機會，惟最後並未通  

    過甄選。透過此次遴選 

    激發學子學習俄羅斯語 

    的熱情與方向。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8,720,62548,720,62548,720,62548,720,625                    51515151,,,,247247247247,,,,160160160160    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 105.19105.19105.19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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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執行情形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執行情形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支用支用支用支用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支用計支用計支用計支用計

畫子項畫子項畫子項畫子項

目目目目    

支用計畫經支用計畫經支用計畫經支用計畫經

費費費費((((元元元元))))/%/%/%/%    

實施內容說明實施內容說明實施內容說明實施內容說明    實際執行經實際執行經實際執行經實際執行經

費費費費    

實際受益對實際受益對實際受益對實際受益對

象及人數象及人數象及人數象及人數    

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及相關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及相關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及相關學校是否已達所定目標及相關

效益說明效益說明效益說明效益說明（（（（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請敘明執行率））））    

增加就增加就增加就增加就

學補助學補助學補助學補助

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就學就學就學就學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金金金金    

生活助

學金

(符合

條件申

請學生

人數增

加而上

修人

數)     

480,000    一、申請資格：（三項擇一） 

  1.已申請弱勢助學金。 

  2.已申請學雜費減免。 

  3.已申請緊急紓困金。 

    每學期透過單位遴選後錄取約 

    6 位學生。 

二、助學金額：每月服務 30 小時， 

    享團體保險，每月請領 6,000 

    元生活補助。 

三、實施期程：每學期可用 6人， 

    上、下期共執行 7個月。    

480,000 180 人次 

(以目前全校

執行數受益

人數表達。) 

執行率 100%。  

本項目為上修人數而增加經

費，全校生活助學金支出經費

1,079,059 元，第一學期補助

58 人次，合計 347,059 元；第

二學期補助 122 人次，合計

732,000 元。    

書籍補

助    

500,000    一、申請資格：有實質經濟困難， 

    提出所得/清寒證明經認列者。 

二、助學金額: 

  1.實支實付方式。 

  2.上限補助金額為 5,000/人。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59,890 25 人次 執行率 11.98%。 

第一學期補助 17 人次，合計

47,933 元；第二學期補助 8人

次，合計 11,957 元。因申請之

人數未達預期，故餘款流出至

其他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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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

遇(含

無法就

學貸

款、海

外交

換、突

遭變故

等)    

1,200,000    一、申請資格: 

  1.具特殊境遇資格者。 

  2.未有相關資格者，經約訪並經 

    認列。 

二、助學金額:每人補助學費 

    20,000/人。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1,229,851 

 

62 人次 執行率 102.49%。 

第一學期補助 9人次，合計

180,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53

人次，合計 1,049,851 元。因

第二學期弱勢助學金查調完畢

依有家庭困頓及特殊境遇者經

審核後撥予助學金，尤以單

親、清寒家庭為眾。 

勞作教

育中隊

長清寒

助學金 

130,000    一、申請資格:具清寒資格。 

二、助學金額:5,000/人。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180,000 36 人次 執行率 138.46%。 

第一學期補助 19 人次，合計

95,0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17

人次，合計 85,000 元。獲補助

學生須參與校園服務，助學金

於服務時數完成後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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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全

勤獎勵

金 

890,000    一、申請資格：符合七大類學雜費 

    減免通過者與弱勢助學金通過 

    者且每學期全勤未缺課。 

二、助學金額:2,500/人。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587,500 235 人 執行率 66.01%。 

第一學期補助 169 人，合計

422,500 元；第二學期補助 66

人，合計 165,000 元。此助學

項目須依實際符合該辦法所規

範之條件方可申請，故餘款流

出至其他項目支應。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金金金金    

文藻桌

實習生    

320,000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學 

    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際交 

    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文藻桌海外實習生 

    之住宿費、交通費補助(含機票 

    及國內通勤費)，亞洲國家每人 

    每學期補助 1萬元，歐美國家 

    每人每學期補助 2萬元。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新增。 

210,000 12 人次 執行率 65.63%。 

共 12 人次獲補助，於 107 學年

度期間內出訪，其中歐美國家 9

人次獲補助，亞洲國家有 3 人

次獲得補助。透過海外實習，

除了加強溝通能力，還包含察

言觀色和化解尷尬的能力，且

能拓展國際視野與增進國際交

流能力及國際移動力預算係依

當學年實際海外實習期間及國

家獲補助，故實際受益人數雖

已達目標值，但實際支出經費

未能 100%，故餘款流出至其他

項目支應，詳細出國資訊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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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提升學

生國際

移動力

計畫    

822,000    含原計畫及新增補助項目。 2,048,252 1,438 人 執行率 249.18%。 

交換生學雜費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適用對象為依「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學 

    生甄選辦法」所甄選之國際交 

    流學生。 

二、助學金額：出訪交換生學雜費 

    增額補助，每人每次出訪補助 

    3,000 元。 

三、實施期程: 107 學年度新增。    

861,000 287 人 一、補助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出訪一年交換生(107 上 

    學期返國)共 27 人。 

二、補助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出訪交換生共 148 人。 

三、補助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出訪交換生共 100 人。 

四、補助 107 學年度雙聯學制 

    及系級交換生共 12 人。 

透過海外交換，赴文藻全球五

大洲姊妹校交流，提升國際移

動力，擴展個人國際視野，厚

植國際競爭力。詳細出國資訊

請見附件 2。 

學生國內外實習補助: 

補助海內外實習學生補助所需保險

（每位學生保費約為 230-320 元/

月）。 

567,455 1,092 人 補助海內外實習學生保險費。 

交換生交通生活費助學金: 

一、為培育國際觀、通曉多國外語 

    且結合專業能力之跨領域之  

    高階人才，本校與各國教育訓 

    練機構締結為學術合作夥伴 

48,000 5 人 補助 8,000 元至 10,000 元，詳

細出國資訊請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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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國際交換學生計畫，藉此 

    增進學生專業能力、獨立訓練 

    能力、拓展國際視野及豐富文 

    化之涵養。 

二、補助 107 年度赴本校姊妹校國 

    家（比利時、英國、法國、德 

    國、西班牙、日本、韓國、菲 

    律賓）進行為期半年至一年的 

    海外求學，補助交換學生來回 

    機票費及生活助學津貼。 

三、透過徵選符合資格者，提供每 

    位獲獎學生每人 1 萬元補助。 

四、此項目由教育部補助款 

    1,240,000 元、配合款 

    248,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 

    計畫 48,000 元共同補助。 

學生國外實習差旅補助: 

一、補助 107 學年度赴非新南向國 

    家（美國、墨西哥、法國、加 

    拿大、德國、日本、西班牙、 

    巴拿馬）參與實習之學生來回 

    機票費。 

二、補助選送生至實習國家之來回 

    機票，充分照顧學生得以安心 

    放心至海外實習。 

571,797 54 人 

 

選送生人數總計 60 人(學期中

1人放棄)，目前已補助 54 人，

另有 6 人目前還在海外實習

中。透過本計畫，學生可藉由

實習實地體驗當地文化，並進

一步提升語言力，而近幾年

來，本校所合作之實習機構，

皆與本校長期合作，使得廠商

能夠透過實習，而願意錄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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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送生中 13 位屬於經濟弱勢 

    的學生，補助其實習期間之生 

    活費。 

四、此項目由教育部補助款 

    1,400,000 元、配合款 280,000 

    元、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897,000 元共同補助。 

習同學成為公司正式職員，畢

業後順利與就業接軌。詳細出

國資訊請見附件 4。 

國外移

地學習    

120,000    一、申請資格：符合申請條件或先 

    行報名者(依每團申請標準訂 

    定之)。 

二、助學金額：海外移地學習每團 

    補助每團最高 3 萬元，預計每 

    學年度補助 4團。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60,000 2 團共 52 人 執行率 50.00%。 

一、北京外國語大學於 

    108/3/31-108/4/7舉辦第 

    17屆「北京之春‧台灣大 

    學生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 

    教學研習營」。由 1名教師 

    帶領11名學生赴北外大參 

    加移地學習課程。研習期 

    間隨班上課順利融入北京    

    短期學習生活。透過此次 

    移地學習，除了體驗不同 

    的上課模式，亦學習到很 

    多知識，是非常寶貴的學 

    習經驗。除了專業的課堂 

    學習，師生利用課堂之餘 

    造訪北京名勝古蹟深度體 

    驗北京悠久的歷文化和現 

    代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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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名教師帶領 38名學生於 

    108/5/6-108/5/19赴上海 

    外國語大學移地學習，學 

    生除了隨班參與當地課堂 

    教學、聆聽專家報告外， 

    同時也造訪上海城市規劃 

    展示館等知名景點，收穫 

    豐富。 

三、因本學年實際海外移地學 

    習共兩團，故餘款流出至 

    其他項目支應。 

國際活

動服務 

21,000    一、申請資格：學生擔任海外國際 

    活動或校級國際性活動志工。 

二、助學金額：每人每次(出訪)活 

    動補助 3,000 元。 

三、實施期程:107 學年度新增。 

44,000 8 人 執行率 209.52%。 

一、1名學生於 

    107/11/19-107/11/2赴德 

    國參加德國歌德學院「德 

    語文化大使計畫」。此計劃 

    結合六個亞洲國家的學 

    生，共同針對「德國體育」 

    進行討論。為期一個禮拜 

    的研習營，不僅提升眼 

    界，同時更能激勵繼續在 

    德語學習上深造。此計畫 

    同時也須義務性至少三次 

    在自己國家的國中小學進 

    行相關主題試教，同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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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1月分別在獅湖 

    國小、福山國中與新民國 

    小推廣德國教育，讓德語 

    教育向下扎根。 

二、1名學生於 

    108/1/31-108/2/22赴法 

    國亭林中文學校實習，協 

    助中文課程教學，學員包 

    括法國成人、青少年及幼 

    童，在課堂上介紹台灣及 

    春節文化、歌曲帶動唱、 

    帶領幼童實際體驗中華文 

    化(寫毛筆、摺紙等)。同時 

    支援由法國巴黎成冠文化 

    協會規劃與市政府合辦的 

    年度華人過年活動，內容 

    包含活動籌備、表演服裝 

    製作及協助活動彩排等。 

    透過這次實地造訪，再次 

    點燃學生對於學習法語與 

    外語的熱情，畢業後希望 

    能成為一名專業的華語教 

    師。 

三、 1名學生 108/3/9參加「教 

    育部 108 年赴捷克公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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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教育機構短期進修/研 

    究獎學金甄選」，獲得通知 

    參加面試，同學努力準備  

    相關書面資料及邀請老師 

    協助指導面試技巧此次經 

    驗非常寶貴，對於學習西 

    班牙語更有方向及熱情。 

四、3名學生參加「2019 年第 

    14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日 

    研習團」甄選。此活動由 

    日本航空公司、日華青少 

    年交流協會主辦，中國青 

    年救國團協辦， 

    108/7/1-108/7/18 前往日 

    本交流訪問。本校選出 3 

    名優秀的學生，於 

    108/5/10 前往台北參加書 

    面測驗。透過這次的遴選 

    激發他們精進學習日語的 

    決心與方法，未來會在日 

    語學習上持續努力。 

五、1名學生 108/6/1參加「教 

    育部 108 學年韓語獎學 

    金甄選面試」，獲得面試 

    機會、並且最後通過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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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第二名），於 108 

  年 9 月順利進入韓國首 

  爾大學就讀持續精進韓 

  語及個人專業學習。 

六、1名學生 108/6/15參加 

   「教育部 108 學年赴俄羅 

    斯研習俄國語文交換獎 

    學金甄選面試」，獲得面 

    試機會，惟最後並未通  

    過甄選。透過此次遴選 

    激發學子學習俄羅斯語 

    的熱情與方向。 

工讀工讀工讀工讀

助學助學助學助學

金金金金    

工讀助

學金    

1,932,000    一、申請資格:弱勢學生(已申請學 

    雜費減免、弱勢助學金、緊急 

    紓困金者)為優先。 

二、助學金額：依據勞動基準法以 

    $140/小時為聘任基準。(含雇 

    主負擔之勞、健保費用)。 

三、實施期程： 

  1.各單位依「獎助學金審議委員 

    會」審核後之預算規劃職缺及 

    執行月份，由各單位自行公告 

    聘用職缺數及工作內容。 

  2.工讀生聘用作業(含勞、健保

等)。 

1,932,000 289 人 

(執行數無法

拆出受益人

數，故以全校

執行數受益

人數表達。) 

執行率 100%。 

全校工讀助學金執行數

6,624,958 元，受益人數為 289

人，其中 107 學年度學雜費調

整支用預撥 1,932,000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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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將工讀生「出缺勤紀錄表」 

    繳至生活輔導組統一請款並依 

    工讀契約書中於隔月 20 日前 

    將薪資匯入工讀生帳戶。 

提升師提升師提升師提升師

資支出資支出資支出資支出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提升師

資支出    
3,849,000    培育國際化人才為本校關鍵教學使

命，為了達到此宗旨，延攬及留任

優秀教師以教導學生是持續進行的

任務，故部分支應人事調薪外，新

聘師資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提供學

生良好的師資環境。    

3,916,260 89 人 執行率 101.75%。支應 84名教

師調薪及 5名新聘師資，進而

提升教學品質，提供學生良好

的師資環境。 

系院國系院國系院國系院國

際化支際化支際化支際化支

出出出出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暨國暨國暨國暨國

際學際學際學際學

院院院院    

補助海

外移地

學習

(含實

習、交

換) 

370,000 一、鼓勵本校學生至海外姊妹校進 

    行移地學習，拓展國際視野。 

二、提供補助 16 位赴海外實習之英英英英    

            國語文系學生國語文系學生國語文系學生國語文系學生；補助 5位教師訪 

   視國外實習機構。(經費 27 萬 

   元) 

三、提供補助 4位出國交換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企管理系學生。(經費 10 萬元) 

四、其他各系教師學生參與國外實 

    習、交換相關活動亦可認列之。 

五、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388,667 38 人 執行率 105.05%。 

英文系英文系英文系英文系::::    

一、1名教師於 

    108/2/20-108/2/23赴香 

    港理工大學等四所大學開 

    發英文系學生移地學習暨 

    國際交流，擴大學生學習 

    視野，增加本校學生國際 

    化。 

二、補助 22名學生於 

    107/8/1~108/1/31赴國外 

    實習。 

實習機構:馬爾地夫 Centara 

Grand Island Resort & Spa 

Maldives(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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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 泰國 Centara 

Grand at Central Plaza 

Ladprao Bangkok(4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Koh 

Chang Tropicana Resort(3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Phuket(3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Watergate Pavillion Hotel 

Bangkok(2 人) 

實習機構:泰國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Samui(2 人) 

實習機構:斯里蘭卡

Shangri-La Hotel, Colombo(4

人) 

學生們透過此實習機會實際學

習不同國家之職場文化並進行

觀光服務業見習工作環境，不

論主管或是同事客戶皆為外國

人士，本系學生能夠提升口語

能力。 

三、9名學生與 1名教師於 

108/6/30-108/7/4赴泰國詩納

卡寧威洛大學熱情款待，與我

校師生互相切磋學習、交流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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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本團師生有機會參與到國

際非官方學術機構 

(Professor Without Borders) 

承辦的跨國微型研討會，學習

聆聽與分享性別平等與高等教

育的重要議題，著實榮幸，期

待日後也可以參考此模式舉辦

各類型研討會，邀約姊妹校師

生共同參與。Asia Center 執

行長 Dr. James Gomez 熱情邀

約本團師生參訪該機構，雙方

相處互動熱烈，可列為日後學

生海外實習機構之一。 

國企管國企管國企管國企管系系系系::::    

一、1名教師於 

    108/2/11-108/2/15赴法 

    國里爾大學探視 2名在該 

    校移地學習的學生，並與 

    該校進行學術交流及討論 

    未來其他合作的可能性。 

二、補助 4名學生於 

    108/2/1-108/7/31赴海外 

    移地學習學生，2名至法國 

    里爾大學，1名至比利時新 

    魯汶大學，1名至西班牙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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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拉公立大學，透過這次 

    移地學習，學生們能拓展 

    其國際觀視野，另藉由與 

    他國同儕交流及相互學習 

    提升學生們跨文化溝通的 

    能力。 

教師海

外學術

交流 

20,000 一、前往國外進行海外學術交流。 

二、補助國際事務系專任教師國際事務系專任教師國際事務系專任教師國際事務系專任教師共計

1位。 

三、其他各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

議提出申請亦可認列之。 

35,403 2 人 執行率 177.02%。 

一、1名英文系教師於 

    107/10/18-107/10/21赴 

    中國廣東參加六方論壇， 

    與參與學校進行學術交流 

    開發學生實習及交換機會 

二、1名國事系教師於 

    108/4/4-108/4/7拜訪馬 

    來西亞大學國際與戰略研 

    究系，開發國際事務學術 

    交流合作及學生實習機會 

國際志

工/服

務學習

及其他

相關國

際性學

習活動 

190,000 一、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鼓勵教師 

    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及其他相關國際性學習活動， 

    前往國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 

二、提供補助 5位赴海外之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補助 1位教師海外訪 

    視。(經費 7萬元) 

三、提供補助 5位赴海外之國際事國際事國際事國際事    

180,022 14 人 執行率 94.75%。 

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翻譯系:::: 

一、1名學生於 

 108/1/12-108/2/9赴日本  

 Kyoto Guesthouse  

 Roujiya實習。進行觀光服 

 務業見習，體驗多元文化。 

二、1名學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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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系學生務系學生務系學生務系學生。。。。(經費 6萬元) 

四、提供補助 1位英語教英語教英語教英語教學中心教學中心教學中心教學中心教    

                師師師師赴海外訪視。(經費 2萬元)    

五、其他各系教師學生參加相關國 

    際性學習活動亦可認列之。(經 

    費 4 萬元) 

一、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108/1/18-108/3/3赴墨西 

 哥擔任志工服務。參加 

 AIESEC舉辦於墨西哥 

 Morelos進行的社區服務 

 體驗，關心全球化的教育  

 健康與生態永續議題。 

三、1名學生於 

 108/1/28-108/6/30赴香 

 港實習。目前服務於 Henry 

 Ho Agency，學習法律與金 

 融相關文書翻譯。 

四、1名學生於 

 108/7/28-108/9/20赴泰 

 國實習，服務於泰北回龍  

 華語學校，進行華語教學。 

五、1名學生於 

    108/7/1-108/7/26赴中國 

    參與中國人民大學暑期國 

    際學校暑期課程。 

六、1名教師於 

    108/5/21-108/5/23赴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洽談合 

    案，亦推動雙方師生學術 

    交流。 

國事國事國事國事系系系系::::    



43 

 

一、2名學生於 

    108/2/11-108/6/30赴中 

    國思奥思国际旅行援助服 

    务（北京）有限公司進行 

    實習，將可讓學生實際學 

    習 CRM 電腦系統操作以及 

    體驗外商公司經營管理方 

    式。 

二、2名學生於  

    108/7/1-108/8/31赴泰國 

    Emerald Nonwovens  

    International CO., LTD 

    進行暑期實習，讓學生認 

    識該實習企業運作並提升 

    自我競爭力。 

三、1名學生於 

    108/7/8-108/8/12赴巴西 

    參與國際志工「Care for  

    children in Creche on  

    Florianopolis Island」， 

    達成關愛項目管理計劃制 

    定的目標，包括準備和帶 

    領當地兒童參與教育遊戲 

    和小組活動；同時也將遇 

    見來自世界各國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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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分享異國文化與不同 

    年齡與背景的人合作交流 

    在擔任國際志工過程中擴 

    展眼界。 

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    

1名教師 108/2/18-108/2/20

赴香港浸會大學語言中心進行 

交流討論未來合作，並赴香港

大學參觀應用英語中心了解其

運作，做為日後中心運作之改

善參考。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1名英文系教師於 

    107/9/15-107/9/17赴中 

    國安徽大學進行高等教育 

    交流，開發雙校學生交換 

    機會、兩岸教師進行共同 

    研究、實習機會及展演等。 

二、1名英文系教師於 

    107/11/27-107/11/2赴日 

    本姊妹校高知縣立大學參 

    訪並簽屬雙聯學制合約。 

文教文教文教文教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暑期海

外實習

培訓活

40,000 一、辦理學生海外實習前之相關培

訓活動。 

二、每系每年補助一萬元。    

0 0 人 執行率 0%。 

因實習培訓活動多於六月辦理

為避免核銷不及，擬改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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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動 經費支出，餘款流出至補助學

生海外移地學習。 
補助海

外移地

學習

(含實

習、交

換、國

際志工

等相關

國際性

學習活

動) 

300,000 一、鼓勵本院學生參與海外移地學 

    習活動。(含實習、交換、國際 

    志工等相關國際性學習活動)。 

二、經費補助以每人 15,000 元為上 

    限。 

505,000 33 人 執行率 168.33%。 

一、補助學生海外交換共 7 人 

    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件 6。 

二、補助學生海外實習共 25 人 

    詳細出國資訊請見附件 6。 

三、補助學生海外教學見習共 

    1 人，詳細出國資訊請見 

    附件 6。 

補助參

加國際

競賽領

獎 

60,000 一、鼓勵本院學生代表學校參與國

際競賽。 

二、經費補助以每人 15,000 元為

上限，若為團隊競賽，則以每

隊 40,000 元為上限。 

三、比賽結束後 2個月內提出由主

辦單位發給之參與證明或獎

盃、獎狀以玆證明。 

0 0 人 執行率 0%。 

本學年度未有學生申請參加國

際競賽，故全數餘款流出至補

助學生海外移地學習。 

其他

(帶隊

教師、

訪視教

180,000 一、帶隊老師/訪視老師之補助以 

    每人兩萬元為上限。 

二、於規定由簽呈另簽辦理。 

90,738 6 人 執行率 50.41%。 

一、補助傳藝系教師 2名老師 

    及數位系 1名老師於 

    107/11/19-107/11/21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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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補

助) 

    往香港進行學生國際交流 

    校園評估，並簽訂合作合 

    約，擬於 7月遴選學生前 

    往香港恆生大學參加工作 

    坊。 

二、補助數位系 1名老師於 

    107/11/15-107/11/25 前 

    往德國進行學生實習訪視 

    並洽談後續合作事宜。 

三、補助外教系 1名老師於 

    108/4/2-108/4/5 前往北 

    京貝殼金寶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進行學生實習訪視並 

    洽談後續合作事宜。 

四、補助應華系 1名老師於 

    108/5/9-108/5/14 前往泰 

    國進行學生實習訪視並洽 

    談後續合作事宜，預計每 

    年可增加 2位名額前往實 

    習。 

歐亞歐亞歐亞歐亞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補助海

外移地

學習

(含實

習、交

30,000 一、鼓勵學生赴海外/境外進行學期 

   實習，且當年度未支領其他計畫 

   之補助或獎助金，凡在學學生赴 

   海外實習者(含中國大陸、港、 

   澳地區)皆可申請。 

20,000 2 人 執行率 66.67%。 

一、共計 5名學生赴海外進行 

    實習，但其中 3名已支領 

    其他計畫補助，故只補助 2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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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二、提供補助 3位完成境外實習(含 

   中國大陸、港、澳地區)，且未 

   支領其他計畫或獎助金補助之 

   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10,000 元/ 

   每位學生*3 位=30,000 元) 

三、其餘規定由德國語文系訂定辦 

   理。 

二、1名學生於 

    107/10/1-108/1/31赴越 

    南今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1名學生於 

    108/2/1-108/6/5赴浙江 

    省寧波市朗東國際貿易有 

    限公司進行實習，確實皆 

    已培養職場實務經驗，落 

    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 

    整合，並提升職場的就業 

    力與競爭力。餘款流出至 

    其他項目支應。 

赴海外

姊妹校

研習 

325,000 一、鼓勵教師學生赴海外姊妹校進 

    行研習或交流。 

二、提供補助 15 位赴法國姊妹校進 

   行短期研習之法國語文系學生法國語文系學生法國語文系學生法國語文系學生    

            (8,000 元/每位學生*15 位    

   =120,000 元) 

三、提供補助 30 位參與國際青年交 

   流研習之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德國語文系學生。 

   (2,500 元/每位學生*30 位 

   =75,000 元) 

四、提供補助 4位赴越南河內/胡志 

   明市西文系相關機構進行短期 

   研之西班牙語文系師生西班牙語文系師生西班牙語文系師生西班牙語文系師生。 (每位 

320,000 47 人 執行率 98.46%。 

法文系法文系法文系法文系::::    

15名學生 108/1/18-108/1/30

前往法國巴黎聖吳甦樂高中進

行短期研習、分享台灣特色文

化，並皆已繳交心得報告。 

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    

一、國際青年交流研習於 

    108/4/11-108/5/1 進行， 

    並邀請 2所德國姐妹校師 

    生蒞校交流，讓雙方學生 

    接觸不同的文化及風土民 

    情，提升多元素養，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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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3 位學生 110,000 元 

   =130,000 元) (含機票、生活費、 

   住宿費、註冊費，學生須具備西 

   語檢定 B1 以上能力)。 

五、其餘規定由各系訂定辦理。 

    加本校學生練習德語機會 

二、本次研習原定 30名學生互 

    訪交流，但因其中 2名家 

    裡臨時有事無法參與，故 

    只補助 28名學生，故餘款 

    流出至其他項目支應。另 

    28名支領補助的學生皆已 

    繳交國際交流報告書。 

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    

1名教師於108/3/10-108/3/23 

帶領本系 3 名學生前往越南胡

志明人文社科大學進行為期兩

週之移地研習。姊妹校為 3 名

同學安排課程，與越南當地學

生進行文化交流，課程內容包

含台灣與越南的飲食、節慶、

婚喪喜慶等文化差異，同時分

享彼此西語學習經驗，姊妹校

同學也利用課餘時間與本系 3

名同學進行越南當地景點觀光

導覽介紹，於日常生活中使用

西語，學以致用。 

海外實

習助學

金 

120,000 一、完成實習且實習成績達 85 分以 

    上，並由輔導老師推薦。 

二、給與符合資格前 40名者 1人 

132,000 44 人 執行率 110.00%。 

44 名學生於 107/1-107/12 期

間赴日本仙台、大阪、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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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 

三、提供補助 40 位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    

                生生生生。(3,000 元/每位學生*40 位 

    =120,000 元) 

四、其餘規定由日本語文系訂定辦 

    理。 

沖繩、靜岡、北海道及茨城進

行海外實習，實習單位分別為

JAL 日航、橫濱日清泡麵博物

館、東橫 INN、國際青少年兒童

劇團(沖繩)、沖繩全家超商、

北海道 YMCA、茨城 YMCA 及

Kidzania 甲子園。實際利用所

學之日文與顧客及長官進行溝

通及協調，加強語言能力及訓

練口說技巧，並學習職場禮

儀，培養良好態度。此助學金

由44名境外實習表現優秀之同

學，透過實習輔導老師推薦後

獲得。 

補助參

加國際

競賽領

獎 

20,000 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    

一、日本語文系學生代表本校至境

外進行競賽，比賽結束後 2 個

月內提出由主辦單位發給之參

與證明。 

二、提供補助 1 位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

生生生生。(10,000 元/每位學生*1 位

=10,000 元) 

三、其餘規定由日本語文系訂定辦

理。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18,660 1 人 執行率 93.30%。 

一、1名學生於 

    107/9/12-107/9/16赴中 

    國吉林大學進行日語演講 

    比賽，競賽榮獲甲組第三 

    名，故提供獎學金及差旅  

    費。 

二、原規劃受益人數 4人，依 

    實際參與競賽者調整為 1 

    人，餘款流出至其他項目 

    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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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語文系學生代表本校至境

外進行競賽，獲得競賽前三名

者，給與獲獎者 1 人至多 1 萬

元。 

二、提供獎勵 1 位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日本語文系學

生生生生。(10,000 元/每位學生*1 位

=10,000 元) 

三、其餘規定由日本語文系訂定辦

理。 

教師海

外交流

/訪視

獎助金 

25,000 一、德國語文系教師德國語文系教師德國語文系教師德國語文系教師赴海外姊妹校

/實習機構進行交流/訪視，或

開發海外合作姊妹校/實習機

構，提供教師差旅費定額補助。 

二、限期內填表提出申請，由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核定補助

金額。 

三、獲准申請之教師於返國後 2週

內，檢附「教師海外交流返國

報告」。 

40,000 2 人 執行率 160.00%。 

一、1名教師於 

    108/7/9-108/7/25赴德國 

    哈根大學洽談雙方遠距課 

    程合作事宜，以提高雙方 

    學生於課堂上的互動性與 

    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亦 

    赴奧地利姊妹校及奧地利 

    政府洽談雙方舉辦教師工 

    作坊及教師研習獎學金補 

    助事宜。 

二、1名教師預計於  

    108/7/15-108/7/25赴德 

    國海德堡國際職業學術科 

    技大學與其合作之德國實 

    習公司，商討與該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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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海外實習與雙聯學制 

    事宜。 

教師境

外實習

及參訪 

40,000 一、補助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赴境外 

    訪視實習的學生，歐美地區 4 

    萬元、其餘地區 2 萬元為上 

    限。 

二、實支實付。 

三、各系教師屬教師境外實習及 

    參訪亦可認列之。 

80,446 4 人 執行率 201.12%。 

一、1名教師於 

    107/8/28-107/9/7赴柬埔 

    寨參訪第一銀行暹粒分行 

    及金邊大學等台商企業及 

    當地大學，深化師生對柬  

    埔寨當地的了解，並拓展 

    海外研訪、交換教師、簽 

    署產學合作及實習的機會 

    等。 

二、1名教師於 

    107/11/27-107/11/2赴日 

    本姊妹校高知縣立大學參 

    訪並簽屬雙聯學制合約。 

三、1名教師於 

    108/2/8-108/2/15赴日本 

    關西地區拜訪大阪南海瑞 

    士酒店等 4家實習機構， 

    除了解學生實際實習狀況 

    外，開發 1家新增實習機 

    構機會，預計於 2020 年 2 

    月開始提供學生進行實習 

四、1名教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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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22-108/5/24赴日 

    本東京地區カップヌード 

    ルミュージアム等 5家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及開發。 

    除解此了解學生實際實習 

    狀況外，亦與企業方討論 

    後續合作相關事宜。預計 

    開發 2至 3家實習機構， 

    增加學生前往日本實習之 

    機會。 

五、1名教師於 

    108/7/18-108/7/29赴日 

    本沖繩国際児童青少年演 

    劇フェスティバル沖縄進 

    行實習訪視，了解學生實 

    習情形，並商討後續合作 

    相關事宜。 

    教師協

助境外

競賽 

20,000 一、補助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日本語文系教師協助學生 

    境外競賽，歐美地區 4 萬元、 

    其餘地區 2 萬元為上限。 

二、實支實付。    

7,760 1 人 執行率 38.80%。 

1名教師於107/9/12-107/9/16

赴中國吉林大學協助陪同及指

導學生進行演講比賽，加強學 

生賽前訓練。依實際參與競賽

補助，故餘款流出至其他項目

支應。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補助學 184,500 一、補助教師學生參與國際性天主 184,500 17 人 執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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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生參與

國際天

主教活

動 

    教活動報名費及部分機票，活 

    動如下： 

   1.IUYC(International  

     Ursuline Youth Camp)。 

   2.ASEACCU(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3.FVC(Francis Volunteer  

     Camp)。 

   4.ACUCA(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5.其他相關活動 

二、具備外語溝通能力及簡報者。 

三、具天主教信仰、且積極參與相 

    關活動者。 

四、雖不一定具備基督信仰，但能 

    對它開放、且在其他活動中展 

    現 Serviam精神者。 

五、參與活動後能有使命感願意在

校園起服務領導之行動者。 

六、每位學生機票費至多補助 

    10,000 元，報名費 ASEACCU、 

    FVC、ACUCA(國際性活動報名費 

一、補助「2018 教宗方濟各志 

    工營（Francis Volunteer 

    Camp）」本屆於 

    107/8/4-107/8/11台灣舉 

    行，共 7名學生參與。補 

    助部分報名費，藉由參加 

    此活動增進亞洲台日韓天 

    主教大學關係，加強更深 

    的往來互動，並藉由服務 

    他人的過程，更了解服務 

    的真諦。 

二、補助 2名學生 ACUC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報名費、部分機票費以及 

    保險費。本屆 ACUCA於  

    107/10/10-107/10/14泰 

    國佛統府基督教大學舉行 

    藉此學生營會，強化與亞 

    太地區基督宗教友校間的 

    交流，並得以交換校園靈 

    性與社會關懷之經驗。 

三、補助 WISLA文藻國際服務 

    學習團 7名學生、1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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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金額)、IUYC(報名費- 

    依實際金額)；教師補助實支實 

    付。 

    部分機票及簽證費。 

    108/7/22-108/8/19 前往 

    泰國北部清邁省雲興中學 

    進行偏鄉服務，主要內容 

    有中文教學、社區衛教等 

    同時視校方需求調整服務 

    內容，出團同學藉此服務 

    隊可親身認識當地生活， 

    並能妥善發揮 Serviam-I  

    will serve之精神，亦能 

    從中獲得團隊合作之經驗 

系院國系院國系院國系院國

際化際化際化際化    

生涯生涯生涯生涯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新南向

國外差

旅費 

0 一、計畫主持人運用國際合作計畫 

    管道，以本校長期發展優勢為 

    核心考量，選送學生赴國外先 

    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機構 

    進行專業實習。 

二、補助差旅費，實支實付。 

76,245 2 人 為新增項目。預估支出經費為

76,245 元，執行率 100%。 

一、1名教師於 

    107/11/6-107/11/11赴越 

    南胡志明市今立塑膠工業 

    (股)公司訪視實習學生， 

    並與企業主管討論實習相 

    關事宜，未來仍會繼續選 

    送學生至該企業實習，透 

    過此產學合作模式，能建 

    立更深更廣泛的合作方式 

二、1名教師於 

    107/12/1-107/12/4赴越 

    南胡志明市來思企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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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帝王責任有限公司 

    訪視實習學生，並與企業 

    主管討論實習相關事宜， 

    亦開發其他企業做為未來 

    實習之合作對象。 

支應小支應小支應小支應小

班教學班教學班教學班教學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支應支應支應支應

小班小班小班小班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支應小

班教學

支出    

641,500    針對全校之外語對話、寫作、教學

實習及演練、翻譯等課程，進行小

班教學規劃，而非語言系，實作課

程也會提供小班開課的方式進行教

學。    

797,885 130 人 執行率 124.38%。 

透過小班輔導或專題帶領的方

式，提供程度較佳之學生發展

進階專業能力以提升學習效

率，亦針對不同起點行為與能

力的學生進行分級教學與輔

導，實施適性分級之菁英教

學，藉由優秀的外籍及本國教

師的專業教學，培養出優質化

的國際事務人力。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2,830,00012,830,00012,830,00012,830,000        11113333,,,,625625625625,,,,079079079079        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 106.20106.20106.201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