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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執行規範說明 
 111.11.23 

一、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之補助各項經費規範 

(一) 經費核定與分配說明 

1. 「學海築夢」計畫：依當年度本校原申請總額與教育部核定總額之比例進行各案經

費調整。 

2.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依教育部核定各案經費。 

＊當年度教育部核定經費如無法滿足全數選送生往返經濟艙機票費，將事情況上簽請示。 

(二) 經費執行規範 

1. 各案經費執行計算原則：「學海築夢」各案所獲分配經費/「新南向學海築夢」各案

核定經費後，依各案總經費扣除計畫主持人一趟來回國際經濟艙機票費、計畫主持

人訪視津貼後，依實習單位數分配給每位選送生。 

2. 選送生海外實習補助經費 

(1). 同一選送生，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2). 凡當年度已獲「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補助者，則不得重

複申請當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 

(3). 選送生出返國時間：每位選送生實習時間至多一年（且不得超過一年），且出

返國期間皆須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 

A. 出國時間：需於教育部計畫核定且校內流程獲准通知各計畫主持人後，使

得出國實習。當年度計畫最遲出國日為次年度 10 月 31 日前。 

B. 返國時間：為計畫申請年度後第 2 年的 10 月 31 日前必須返國。【亦即 112

年案子，選送生最遲出國日為 113 年 10 月 31 日，最遲須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返臺。】 

＊考量學生安全，敬請選送生依實習合約書之實習起訖時間出返國。 

(4). 請各計畫主持人請領選送生補助款時，請務必確認該選送生已上傳心得報告後，

使得進行請款與核銷作業。 

(5). 選送生可支領金額：依前述各案經費執行計算原則辦理，並依選送生實際實

習類型計算可支領金額。補助經費項目說明如下表： 

選

送

生 

經費項目 使用規範 備註 

機票費 

1. 檢據核實報銷。 

2. 需符合教育部計畫規定僅補助每位選送生一次國際來回

標準經濟艙機票費。 

3. 選送生機票之往返出發地點須與實習機構所在國家相同。 

4. 如實習機構已補助選送生機票費，敬請於計畫平台系統上

傳相關佐證資料。 

＊相同實習類型

之選送生所支領

的總額皆相同，以

達到最大公平性。 

生活費 依上述說明辦理（視當年度經費核定狀況補助）。 

(6). 選送生實習單位數：依每位選送生實習類型計算可獲分配之實習單位數。 

實習類型 暑/寒假實習 學期實習 學年實習 

實習類型說明 僅暑假或寒假實習 單一學期實習 
單一學期＋暑假/寒假 或 

單一學期＋暑假＋寒假 
至少為 2 學期實習 

實習單位數 1 單位 2 單位 3 單位 4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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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主持人海外實習訪視差旅費： 

(1). 依教育部計畫規定每案必須選送至少三名選送生始得補助，且將視當年度教育

部核定金額補助。如當年度核定金額不足以補助該案全數選送生國際來回機票

費，則不予補助。 

(2). 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公文：訪視差旅公文請詳細填寫行程表、經費預估表（分

別列出預估機票費、生活費），並務必會辦生涯發展中心。 

(3). 凡獲「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補助計畫主持人實習訪視差

旅費且未出國訪視者，則不得重複申請當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其

相關說明如下：。 

計

畫

主

持

人 

經費項目 使用規範 

機票費 

1. 檢據核實報銷，僅補助一次來回國際標準經濟艙機票費。 

2. 訪視天數：  

(1).依距離與拜訪廠商家數安排訪視天數。歐美地區前後加 2天，亞洲

地區前後加 1天。【例：實習國別為越南，且分別為兩家實習機構

（胡志明市、河內市各一天），其可訪視天數共計 4天】。 

(2).需於選送生實習時間重疊。 

訪視津貼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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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如有特殊情況以上簽呈說明。 

 

4. 經費舉例說明 

某案核定總額為 343,720 元，共 4 位選送生赴越南峴港一家實習機構實習，其中 2

位暑假實習，1 位為單一學期實習，1 位為學年實習。其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項目 金額 備註 

Step1.該案核定總額 $343,720  

Step2.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費 

$27,420 (1). 預估機票費：$15,000 

(2). 訪視津貼計算方式:峴港日支數 138美金*匯率

30*3天=$12,420 

＊訪視天數計算方式:亞洲地區前後加 1天。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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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3.整案全數選送生可支領總

額* 

$316,300 計算方式：各案總經費-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費=選送生

補助總額  →$343,720-$27,420=$316,300 

Step4.選送生實習單位數總計 
共 8個單位 計算方式：暑假 1單位*2人+單一學期 2單位*1人+學

年學期 4單位*1人=8單位 

Step5.選送生每實習單位數金額 $39,537 計算方式：$171,720/8單位=$39,537 

Step6.選送生可支領金額 

      (機票費+生活費) 

暑假實習(1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 $39,537 

單一學期實習(2 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 $79,075 

學年實習(4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 $158,150 

＊備註：如該案全數選送生實習時間皆同（即實習單位數相同），即可直接於「Step3.整案全數選送生可

支領總額*」平均分攤給每位選送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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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計畫主持人請款原則說明： 

1. 計畫主持人海外實習訪視差旅費：僅得以預支或請款至計畫主持人、旅行社之銀行

/郵局帳號。 

2. 選送生之機票費：主要匯款對象為選送生本人，但如計畫主持人或旅行社代墊選送

生機票費用，其可依代墊對象匯款。 

3. 選送生生活費 

(1). 僅能直接預支或請款至選送生銀行/郵局帳號，計畫主持人不得代為領取。 

(2). 如需預支，敬請於會計系統檢附用印完後之實習合約書。請款核銷時請檢附「印

領清冊」。 

二、 選送生出國前之注意事項 

(一) 實習合約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屬實習案，請務必於選送生出國前完成校內實

習公文及合約書簽訂，並請提供 1 份簽訂完成之實習合約書副本至生涯發展中心。 

(二) 行政契約書：請計畫主持人務必於選送生出國前完成三方用印（實習起迄日期須與實習

合約書相同），並提供 1 份已用印契約書副本至生涯發展中心。 

(三) 請計畫主持人務必於選送生出國前 2 周至教育部平台修正選送生基本資料（含實際實習

時間與補助金額等各項欄位）。如未修正，選送生登入教育部平台所看到之內容將為計

畫主持人申請時的申請金額，而非實際核定且該獲補助之金額。 

 

三、 變更/新增機構注意事項 

(一) 依教育部計畫規定每案僅能申請一次。若計畫主持人欲變更/新增機構，請於整個計畫

的第 1 位選送生出國前一個半月告知生涯發展中心，並於選送生出國前一個月內完成校

內簽核。【如：計畫的第 1 位選送生於 8 月 15 日出國，請於 7 月 1 日告知生涯發展中心，

並於 7 月 15 日完成校內簽核】 

(二) 校內簽呈：請詳述為變更或是新增。 

1. 流程設定：計畫主持人→系主任→院長→會辦單位：生涯發展中心→決行：學務長 

2. 簽呈附件須包含以下三項： 

(1). 新實習機構詳細介紹 

(2). 變更/新增機構前後對照表 

A. 變更：「原實習機構 A 因故無法提供實習機會，而更改為實習機構 B」。 

B. 新增：「原實習機構 A 還會選送學生出國實習，但新增新實習機構 B」。 

(3). 新實習機構合作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需完成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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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案流程與注意事項：請計畫主持人於該案最後一位選送生返國後 1 個月內完成結案。 

(一) 結案流程：  

 

＊備註：請各計畫主持人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選送生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選(薦)出國研

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返國後專案性補助計畫」辦理，如選送生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身份且出國

實習超過 183 日以上，請計畫主持人於選送生實習返國後隔天通知本中心，以利保障其權益。 

 

五、 各式資料下載：請至「生涯發展中心網站－下載專區」http://d009.wzu.edu.tw/ 。 

六、 聯絡窗口：生涯發展中心 陳姿廷 #2265 （Email:sa7505@mail.wzu.edu.tw ） 

 

Step1.【結案計算起始日】最後一位選送生返國後

＊該案最後一位學生返國後，敬請計畫主持人通知生涯發展中心。

Step2.【選送生返國後2週內】選送生需配合事項

選送生需於教育部平台完成心得報告上傳

Step3.【選送生返國後1個月內】計畫主持人需配合事項

1.完成整案校內請款與核銷作業（需經會計室審核通過而非僅送出單據）

2.完成教育部平台各欄位填報與結案報告上傳

3.確認選送生皆已上教育部平台完成心得報告上傳

＊上述完成後，敬請各計畫主持人通知生涯發展中心

Step4.【選送生返國後2個月內】生涯發展中心辦理

1.與會計室核對及確認該案經費

2.教育部平台系統結案確認

2.完成計畫結案簽呈與發函

Step5.完成報部結案

＊如未依教育部計畫規定於選送生返國後兩個月內完成結案，將列入行政績效且影
響隔年度申請。

http://d009.wzu.edu.tw/
mailto:sa7505@mail.w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