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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本校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校內一次徵件申請說明會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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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補助要點說明
(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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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鼓勵國內公私立
大專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
大專校院研修或企業、機
構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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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
務經驗之專業人才，特訂
定本計畫。

學海計畫目的
補助要點規定

3

補助類型＆補助期限
1 學海築夢

• 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
（不包括大陸及港、澳）
• 選送生赴國外實習期間不得少於30天（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
日) ，且至多不得超過一學年(365天)。

2 新南向學海築夢
• 選送學生赴國外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
• 選送生赴國外實習期間不得少於30天（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
時日) ，但赴印尼實習者不得少於25天（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
時日)，且至多不得超過一學年(365天) 。

�新南向國家：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
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十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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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中華民國國籍，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 於薦送學校同一教育階段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
學校學生應為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不包含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
生。

� 參與學生應通過薦送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
一次為限。但不同補助類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剩餘時，薦送學校得選
送學生至不同補助類型計畫

補助對象

亦即，Ａ生已於本校日四技就讀期間參與學海築夢計畫，其不得再次參與
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但假若Ａ生繼續就讀本校研究所，其屬於不同教育階段，得以再次參與。

5

二、教育部審查程序與標準
(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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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薦送學校所送計畫書等
資料，經由教育部會同
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就申
請文件完備與否及執行
計畫時有無違反本要點
規定進行初審，並評定
行政績效。

� 申請文件未符合本要點
規定，不予進行複審。

初
審

複
審

� 教育部按一般大學及技
專校院分組，邀請評審
委員進行線上審查。

�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
築夢依行政績效及審查
項目配分二項成績加總
後，核定補助對象及補
助額度。

審查程序

7

審查標準－學海築夢(1/2)

• 執行計畫時撥款
• 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 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
• 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
• 經費執行情形學

海
築
夢

� 行政績效(10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有
無違反本要點規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 審查項目配分(90分)：包括下列各項：
1. 薦送學校(60分)：
� 校內審查機制(包括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計畫主持人甄
選學生作業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分配各計畫案經費之準則)；遴
選他校學生參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 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包括建立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 作機制、
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用
原則及支用情形) 。

���� 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包括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
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
居民)子女人數、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
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變更各計畫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次數
、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際實習機構之差異等；近三年內均
未獲補助之學校，其本項配分平均分配於前兩項，選送原住民學生
及新住民子女人數成效，則以本年度選送人數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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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計畫時撥款
• 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 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
• 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
• 經費執行情形

2. 各子計畫案(30分)：
� 學海築夢各子計畫構想頁(每1申請案需附1,500字至
2,000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本
部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生人
數)。

�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
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薦送學校聲明書。

�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提供待遇、計畫主持人以
及該機構合作時間。

審查標準－學海築夢(2/2)

9

學
海
築
夢

新
南
向
學
海
築
夢

� 行政績效(10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 審查項目配分(90分)：包括下列各項：
1. 薦送學校(20分)：

審查標準-新南向學海築夢(1/2)

� 校內審查機制(包括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計畫主持人
甄選學生作業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本年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
住民子女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
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數；遴選他校學生參與，須提出相關
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 遴選他校學生參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 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包括建立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
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
用原則及支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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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計畫時撥款
• 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 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
• 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
• 經費執行情形2. 各計畫案內容(70分)：

�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構想頁(每1申請案需附1,500字至2,000

字摘要，包括赴新南向國家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本部申
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生人數)。

�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
合作契約書影本及薦送學校聲明書

�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提供待遇、計畫主持人與該機
構合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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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新南向學海築夢(2/2)
���� 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包括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
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
澳門居民)子女人數、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
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核定補助計畫後，變更本部核
定最低選送人數或機構之次數、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
際實習機構之差異等)；近三年內均未獲本部補助之學校，其本
項配分平均分配於前兩項，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子女人數
成效，則以本年度選送人數評核。

新
南
向
學
海
築
夢

三、本校申請與執行說明

12

＊備註：本階段說明內容經各式會議與簽呈決議通過
���� 107年12月19日「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審查作業要點」校長核定通過

���� 108年11月28日「教育部學海築夢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校內
每年度申請與執行作業討論」會議通過（文號：1082200627）。

���� 108年12月18日「 109年度起學海築夢計畫之經費分配原則」簽
呈通過（文號：1082200627）。

���� 109年6月11日「109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執行規
範說明」簽呈通過（文號： 1090003952、 1090003948)。



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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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二、三)

完成線上申請完成線上申請完成線上申請完成線上申請

Step1請計畫主持人於110年2月17日前將以下紙本申請資料送至各院審核：
���� 計畫申請書
���� 經費預估表
���� 實習合作意向書(MOU)或實習合約書（需完成雙方用印，擇一即可）
���� 主持人聲明書
� 選送他校生之同意書（未選送他校生則不需繳交）

申請流程 � 請參閱附件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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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預計將於110年2月26日開放系統，請計畫主持人最遲於110年3月14 日前登
入填寫計畫申請內容與上傳資料，資料確認無誤後請按「送出」鍵。

Step2 每申請案由院依「院特色及發展方向」進行整合，且可依據「國別、實習領
域、實習機構性質」進行併案，每案經院審核核章後，統一由院於110年2月20日前
將申請資料送至生涯發展中心（如有經院整合併案，請註記說明）



� 各子計畫應提出每位選送生之「教育部補助款與學校配合款」，
其學校配合款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教育部補助款*20%=學校配合款) ＊如選送他校學生參與計畫，

則不須提出他校學生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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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與執行說明

＊貼心提醒：
各子計畫的教育部補助款與學校配合款之分配計算：

「總經費的5/6」作為教育部補助款教育部補助款教育部補助款教育部補助款

「總經費的1/6」作為本校配合款本校配合款本校配合款本校配合款
＊歡迎老師下載「附件五、經費預估表」，該表單已設定自行運算功能

經費編列與執行說明(計畫主持人)
對
象

經費申請編列原則 經費執行原則機票費 生活費
計
畫
主
持
人
/
共
同
計
畫
主
持
人

僅能編列
一趟國際
來回經濟
艙機票費

1. 生活費編列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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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訪視天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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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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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有特殊情況以上簽呈說明

1. 無論是否有共同計畫主持人，每案訪視
差旅費僅能補助一次為限

2. 經費執行原則：僅能請款與核銷一趟國
際來回經濟艙機票費（含簽證費）與生
活費

3. 若計畫主持人無訪視必要，其可移作選
送生費用使用

4. 訪視差旅公文務必會辦至生涯發展中心

� 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
機票費與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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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十一)



，

經費編列與執行說明(選送生)
對
象

經費申請編列原則 經費執行原則機票費 生活費

選
送
生

僅能編
列一趟
國際來
回經濟
艙機票

1. 生活費：請依「文藻外語
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
築夢計畫生活費編列標準」
編列（請參閱附件八）。

2. 實習單位數：依選送生實
際實習時間計算

1. 教育部核定方式：
• 學海築夢：教育部以「校」為單位核定總經費，
依原申請經費總額與教育部實際核定經費總額
之比例調整各案經費

• 新南向學海築夢：教育部以「各案」為單位核
定經費，故依教育部核定每案經費執行

2. 經費執行原則：僅能請款與核銷一趟國際來
回經濟艙機票費與生活費

3. 每位選送生可支領總額＊：各案經費總額扣除
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費後，其餘額除以選送生
之實習單位總數，並依選送生實際實習時間計
算其可支領計畫之總額

4. 考量每位選送生機票費用差異甚大，依109年
度起之經費分配調整方式將能達到相同實習時
間之每位選送生所支領的總額皆相同，以達到
最大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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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間 單位數
學年實習 4單位
學期實習

(含暑假或寒假)
3單位

單一學期實習
(不含暑假或寒假)

2單位

暑假/寒假實習 1單位

(請參閱附件十一)

(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皆適用)每位選送生生活費編列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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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預估所有人的一趟往返經濟艙「「「「機票費機票費機票費機票費」」」」
Step2.預估教師訪視費(生活費)

Step3.依照「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生活費編列標準」

預估每位選送生的「「「「生活費生活費生活費生活費」」」」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匯率請依匯率請依匯率請依匯率請依「「「「美金美金美金美金1元元元元＝＝＝＝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30元元元元」」」」編列編列編列編列

＊歡迎老師下載「附件五、經費預估表」，
該表單已設定自行運算功能。

暑假
(1單位)
學期
(3單位)
學年
(4單位)

(請參閱附件九)



(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皆適用)每位選送生生活費編列範例說明：

19

(請參閱附件九)

• 某子計畫獲教育部核定經費總額為195,000元，共4位選送生赴越南峴港1家實習機
構實習，其中2位暑假實習，1位單一學期實習，1位學年實習。

• 每人往返經濟艙機票費15,000元。
經費實際執行使用說明如下：

＊如全數選送生實習時間皆同，即可直接於「全數選送生可獲總全數選送生可獲總全數選送生可獲總全數選送生可獲總額額額額*」平均分攤給每位選送生即可。

每位選送生實際可支領總額之範例說明：

20

項目 金額 備註
Step1.該案核定總額 $195,000

Step2.計畫主持人訪視
差旅費

$23,280 (1) 預估機票費：$15,000
(2) 訪視津貼計算方式:峴港日支數120美金*匯率30*2.3天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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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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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23,280=$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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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5 計算方式：$171,720/8單位=$21,465

Step6.選送生可支領金
額

暑假實習(1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21,465
單一學期實習(2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42,930
學年實習(4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85,860

(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皆適用)

(請參閱附件十一)



經費獎勵說明(請參閱附件十)

109年度起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若有申請案由各院依發
展之特色及亮點進行整合，則採以部分獎勵方式，依該案的合併案數
或合併後實習機構數作為調高該整合案所獲經費之分配比例。

每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比例表
整合案數 整合後機構家數 獎勵百分比

2 4 3%

3 6 4%

4 8 5%

5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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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22



� 請依教育部補助要點與本校作業時程規定提出申請。
� 選送生應於教育部核定當年度補助經費公告日且本中心公告核定經
費日後，始得以赴國外實習。

（建議各計畫主持人在徵選學生時，以「未獲補助下仍願自費出國實習」者為優先考量，
以避免當年度教育部補助經費不足致徵選上的學生不願出國或需作計畫變更等問題發生）
� 選送生至遲須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之次年度10月31日前赴國外實
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1/5)

【【【【一次徵件申請案一次徵件申請案一次徵件申請案一次徵件申請案】】】】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

一次徵件之一次徵件之一次徵件之一次徵件之

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

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

((((如如如如110110110110年年年年6666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

二次徵件之二次徵件之二次徵件之二次徵件之

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教育部核定經費且

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本中心公告日起

((((如如如如1101101101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 【【【【二二二二次徵件申請案次徵件申請案次徵件申請案次徵件申請案】】】】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選送生出返國時間

選送生必返國日選送生必返國日選送生必返國日選送生必返國日
（（（（如如如如112112112112年年年年11110000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最遲選送生出國日最遲選送生出國日最遲選送生出國日最遲選送生出國日

（（（（如如如如11111111111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101010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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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注意事項

1. 自本部核定補助公布日起，在國外實習期間未滿三十日(赴印尼實
習期間未滿二十五日)，不得領取本補助款，已領取者應全數償還，
由薦送學校依行政契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2. 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
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3. 選送生至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10月31日以前辦妥出國
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4. 該選送生不得同時領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5. 提醒選送生需參與校內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暨經驗分享座談會。
6. 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期間應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未休學），實習
結束應向原薦送學校報到，違反者，由薦送學校依行政契約書規
定負責追償已領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2/5)

選送生出返國期間皆需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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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契約書
(請參閱
附件十二)

1. 薦送學校應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選送生簽訂行政契約書，
內容應註明選送生實習機構、實習期間（需與實習合約書相同）及
獲本部、薦送學校補助款金額，且完整用印（含學校用印、老師及
學生三方）後，繳交電子掃描檔至生涯發展中心存參。

2. 選送生簽訂行政契約書後，其補助經費得分二次核撥，於學生出
國前，應核撥第一次經費，且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款80%，未
於該期間完成撥款程序者，本部得不予結案。

意外
保險 應協助選送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保險，且加強向選送生

宣導可額外自費購買相關保險，以保障自身安全。

合法
簽證

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合法簽證及符合
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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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資訊網

1. 各校審查通過之計畫得沿用原帳號密碼，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
出國實習2星期前至本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實習團員基本資料，以透過
系統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2. 計畫主持人應督促各選送生於出國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2星期內，上傳
問卷調查表及1,000字以內中/英文心得(成果)報告，並得繳交經國外實習
經驗分享短片至本計畫資訊網(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短片以3分鐘
為原則），未傳送完成者，不得辦理結案。

3. 選送生活動紀錄(如心得報告、製作活動參與短片、簡報或問卷調查表)，
皆無償授權教育部為業務推動使用，教育部將擇優分享於網站。並邀請出
席教育部相關留學宣導活動之經驗分享座談會進行分享。

4. 計畫主持人應於該案最後一位選送生出國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1個月內
完成結案。

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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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3件事：
1. 確認全數選送生皆已上傳心得報告
2. 各項補助請款與核銷作業執行完竣
3. 於教育部系統中完成各項欄位填寫，並上傳心得成果報告
上述完成後，請務必通知生涯發展中心函報結案。



計畫主持人應注意事項 (5/5)
� 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參加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
南向學海築夢補助類型之計畫出國研修或實習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因不符社會救
助法第四條第六項規定，遭註銷補助資格者，薦送學校與計畫主持人需提醒選送
生，務必於返國後主動向薦送學校報到，薦送學校須儘速主動函請學生戶籍所在
地社政單位依前開補助計畫辦理，並副知本部，以維護其相關補助權益。 （依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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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因天災、戰亂、罷工、疫情、交通阻絕、政府命令、其他不可抗⼒之事由，足
認危害選送生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之虞，得由薦送學校取得選送生同意後，附
佐證資料，報部核可，提前終止 、延後或取消選送計畫，不受本要點第八點第一
款第二目之四及第八點第二款第二目之四限制，亦不列入⾏政績效評分。

� 各計畫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理核結；其教育
部補助款有結餘者，應全數繳回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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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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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
主持人

1. 計畫主持人應為薦送學校之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
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薦送學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2. 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時，薦送學校應先取得原計畫主持人
書面同意，並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倘因特殊事
由無法取得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者，請於更換計畫主持
人同意書敘明理由。

3. 檢附校內會議或簽呈、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新舊主持
人接需簽章)、變更後計畫主持人之專任教師說明及證明
（如聘書影本），並備函逕送教育部委託學校及本部備
查，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計畫變更-變更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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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增
實習機構

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如計畫
核定後，需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計畫主持人應於出國實習前提出說明，
並敍明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構詳細介紹資料、與原實習機構不同之處對照
表及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
書影本，向薦送學校申請並同意後，始得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並以一次
為限，且將列入次年度本要點行政績效評核。變更實習機構未經薦送學校
同意者，喪失受補助資格，薦送學校應即追償已領補助款。

1.請先確認是「變更變更變更變更實習機構」還是「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實習機構」
2.請於整個計畫的第整個計畫的第整個計畫的第整個計畫的第1111位選送生出國前一個半月位選送生出國前一個半月位選送生出國前一個半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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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本中心能在選送生出國前完成函報作業。

【如計畫第1位選送生預計8/15出國，請於7/1告知生涯發展中心，7/15完成校內簽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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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中心→決行：學務長
2) 簽呈附件須包含三項：

����新新新新實習機構詳細實習機構詳細實習機構詳細實習機構詳細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新增機構前後新增機構前後新增機構前後新增機構前後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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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新新實習機構合作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實習機構合作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實習機構合作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實習機構合作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需完成用印需完成用印需完成用印需完成用印））））
30

計畫變更-變更/新增實習機構



變更
選送人數

�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數，計畫主持人得於出
國實習前，提出具體說明逕向薦送學校申請變更；子計畫案未執
行部分，薦送學校應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並將列入次年度
本要點行政績效評核，減列補助款；未執行之子計畫案補助款欲
流用至其他子計畫案時，應由薦送學校校內核定原計畫經費之承
辦單位向薦送學校提出申請，經薦送學校校內主管單位審核同意
後，始得流用，且薦送學校需備函檢附校內審核同意紀錄逕送本
部委託之學校，同時副知本部後，始得上網更改系統資訊，並將
列入次年度本要點行政績效評核。

� 新南向學海築夢實習人數，不得少於本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如
需變更最低選送人數，薦送學校應提出具體說明，於出國實習一
個月前，函報教育部審核，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始得變更；薦
送學校除需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外，並需將計畫配合款由本
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調增至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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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計畫主持人於申請計畫前，務必審慎評估實習機構是否可長期合作、
是否已完成選送生徵選、是否尚有前幾年度案皆未執行等狀況，以避
免上述類案發生。

計畫變更-變更人數

六、相關附件與資訊

32



相關附件
附件一、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

正規定(1090820)
附件二、 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附件三、 110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作業規劃與時程表
附件四、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校內計畫申請書
附件五、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之經費預估表
附件六、 實習合作意向書(MOU)
附件七、 計畫主持人聲明書
附件八、 同意書(僅適用選送他校生時使用)
附件九、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生活費編列基準(1090724)
附件十、 學海築夢獎勵比例表
附件十一、110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執行規範說明(109.06.15)
附件十二、110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行政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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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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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築夢平台：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 各式表單下載：請至生涯發展中心下載專區
� https://d009.wzu.edu.tw/category/136520



THANK YOU!
感謝您的聆聽

聯絡人：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劉乃瑜
信箱：sa7505@mail.wzu.edu.tw
分機：#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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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 

臺教文（三）字第 1090104176B 號 

修正「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部  長 潘文忠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一、 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國內公私立大專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異學生赴國外大

專校院研修或企業、機構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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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目的不同，分為下列四種補助類型： 

(一) 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修讀學分。 
(二) 學海惜珠：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修讀學分。 
(三) 學海築夢：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

實習（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由薦送學校自行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習領域，

充實實習課程，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 
(四) 新南向學海築夢：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以培育

國內學生更加瞭解各該國文化之生活方式與背景，有助未來深耕與各該國關係及合作發展。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國外大專校院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

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新南向國家，指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

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

澳洲等十八國。 
三、 申請單位：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不包括軍警校院，以下簡稱薦送學校），各校針對各補助

類型應提出校內學生相關配合款，其配合款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四、補助對象：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於薦送學校同一教育階段就讀一學期以上之

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學校應為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

生。 
(二) 申請學海惜珠者，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相關補助資格。 
(三) 參與學生應通過薦送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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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但不同補

助類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剩餘時，薦送學校得選送學生至不同補助類型計畫。 
五、辦理原則： 

(一) 辦理方式： 
１、 薦送學校應依第六點第一款作業時程，提出申請，並於本部核定當年度補助經費公告日

起，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或實習。 
２、 第二點所定四種補助類型，均以薦送學校為單位申請。學海築夢，由薦送學校自行排定

各子計畫優先順序；新南向學海築夢，由薦送學校彙整各計畫主持人所提計畫案，向本

部委託之學校申請。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得遴選他校學生參與計畫，赴國外企

業、機構實習。 
３、 申請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名，

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補助。 
(二) 補助期限及額度： 

１、學海飛颺： 
(１)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限，本部補助每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其補助額度得依本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２) 每人實際獲補助額度由薦送學校自訂，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

及生活費等項目。 
２、學海惜珠： 

(１)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限。 
(２) 每名選送生補助額度依各薦送學校所送計畫書所載學生資料評核，並考量擬赴留學國

別或城市別及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訂定，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其實際補助金額，依本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３、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１) 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三十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但赴印尼實習者，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

續二十五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２) 學海築夢每一個實習計畫案，實際補助金額由薦送學校自訂；新南向學海築夢每一個

實習計畫案，實際補助金額由本部核定。每人補助額度，至少應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並以一次為限，另得包括生活費；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

以一人為限，薦送學校得自訂生活費支領天數，以不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

為限。 
(三) 補助原則： 

１、第二點所定四種補助類型，每年預定補助名額至少五千名以上。 
２、 每位選送生獲補助金額，應包括本部補助款及薦送學校提出之配合款；但薦送學校所送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有他校學生參與計畫，得不須提出他校學生之相關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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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時程、申請程序及應繳交文件： 
(一) 作業時程： 

１、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第一次甄選時程： 
(１) 每年二月一日以前：各校上傳校內甄選辦法。 
(２) 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校提出申請補助計畫書。 
(３) 每年四月至五月間：審查各校計畫書（包括初審及複審）。 
(４) 每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２、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第二次甄選（包括原核定計畫申請增額及另提出新申請補助

計畫書），視本部當年度經費預算於每年八月一日以前公告，並依以下時程申請： 
(１) 每年九月一日以前：各校上傳校內甄選辦法。 
(２) 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各校提出申請補助計畫書。 
(３) 每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審查各校計畫書（包括初審及複審）。 
(４) 每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二) 申請程序及應繳交文件： 
１、 薦送學校應依本要點規定，自訂校內審查機制，且訂定校內甄選簡章，上傳至國內大專

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網站（以下簡稱本計畫資訊網），公開受理學生

申請。 
２、 薦送學校應於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以後，至本計畫資訊網填寫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

研修（實習）計畫書，並列印完整申請書送校內相關單位用印，校內承辦單位、會計單

位及校長用印處，有任一單位未用印，視同校方未審視計畫書，不予受理亦不接受補件。 
３、 薦送學校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二十三點五十九分以前，將用印完成之申

請書封面（須包括校內各單位主管之用印），掃描上傳至本計畫資訊網，並於線上按送

出鍵，以完成申請；未按鍵送出申請者，視同校方未同意送件，不予受理亦不接受補件。 
４、 學海惜珠之補助，申請者應檢附赴國外研修計畫書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包括個人自

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學業成績單、外國語言能力證明等資料；以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申請者，除上述資料

外，並應檢附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或

本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文件。 
５、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之補助，薦送學校須提出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

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薦送學校聲明書（聲明書格式如附表四）。

另薦送學校如有選送他校學生出國實習，須提出他校學生原就讀學校同意該生於在學期

間（須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且未休學）參與薦送學校之國外實習計畫同意書（同意書格

式如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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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作業： 
(一) 審查程序：審查程序分為初審及複審二階段；申請文件未符合本要點規定者，不予進行複

審： 
１、 初審：薦送學校所送計畫書等資料，經由本部會同本部委託之學校就申請文件完備與否

及執行計畫時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進行初審，並評定行政績效。 
２、 複審：由本部按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分組，邀請評審委員進行線上審查。學海飛颺、學

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依行政績效及審查項目配分二項成績加總後，核定

補助對象及補助額度。 
(二) 審查基準： 

１、學海飛颺： 
(１) 行政績效（十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有無違反本要點規

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２) 審查項目配分（九十分）： 

 ○1  選送計畫之整體目標、預期績效、預定選送學生出國研修人數（含本年度選送原住

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

澳門居民）子女人數）、薦送學校甄選作業方式與執行本要點之推廣及鼓勵措施

（四十分）。 
 ○2  薦送學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規定及其適切性（二十分）。 
 ○3  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含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子女人數成效）；近三年

內均未獲補助之學校，其本項配分平均分配於本目之二之○1 及○2 （三十分）。 
２、學海惜珠： 

(１) 行政績效（十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有無違反本要點規

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２) 審查項目配分（九十分）： 

 ○1  申請學生之學業成績、外國語言能力、個人傑出表現及發展潛力（三十分）。 
 ○2  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

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三十分）。 
 ○3  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前瞻性、是否為原住民學生或新住民（臺灣地

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三十

分）。 
３、學海築夢： 

(１) 行政績效（十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有無違反本要點規

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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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審查項目配分（九十分）： 
 ○1  薦送學校（六十分）： 

甲、 校內審查機制（包括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計畫主持人甄選學生作業

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分配各計畫案經費之準則、本年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

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子女人數；遴選他校學生參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乙、 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包括建立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計畫主持人

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用原則及支用情形）。 
丙、 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含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

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成效）、國內

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變更各計畫

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之次數、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際實習機構之差

異等；近三年內均未獲補助之學校，其本項配分平均分配於本目之二之○1 之甲及

乙二項。 
 ○2  各子計畫案（三十分）： 

甲、 學海築夢各子計畫構想頁（每一申請案需附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

外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本部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

生人數）。 
乙、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薦

送學校聲明書（聲明書格式如附表四）。 
丙、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提供待遇、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４、新南向學海築夢： 
(１) 行政績效（十分）：包括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有無違反本要點規

定、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２) 審查項目配分（九十分）： 

 ○1  薦送學校（二十分）： 
甲、 校內審查機制（包括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計畫主持人甄選學生作業

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本年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

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遴選他校學生

參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乙、 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包括建立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計畫主持人

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用原則及支用情形）。 
丙、 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含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

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成效）、國內

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核定補助計

畫後，變更本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或機構之次數、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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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實習機構之差異等）；近三年內均未獲本部補助之學校，其本項配分平均分配

於本目之二之○1 之甲及乙二項。 
 ○2  各計畫案內容（七十分）： 

甲、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構想頁（每一申請案需附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

新南向國家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本部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

計選送學生人數）。 
乙、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薦

送學校聲明書（聲明書格式如附表四）。 
丙、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提供待遇、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八、薦送學校、計畫主持人及選送生應注意事項： 
(一) 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 

１、薦送學校： 
(１) 薦送學校應於選送生出國研修二星期前，確實至本計畫資訊網登錄選送生個人基本資

料表，俾透過系統匯出資料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

並給予適當協助。 
(２) 由薦送學校審核選送生國外研修學分是否符合所訂研修學分相關規定，並於本計畫資

訊網登錄其國外研修學分數。 
(３) 薦送學校應於選送生出國研修前，與選送生簽訂行政契約書；選送生因出國研修所涉

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未盡事宜，依薦送學校與選送生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理。 
(４) 薦送學校應於校內甄選辦法明定選送生於校內甄選時所提擬赴國外研修之國別、學校

均不得變更。但有正當理由能提出具體說明者，逕向薦送學校申請並經其同意後，得

轉換其研修國別、研修學校，以一次為限，且原研修領域不得變更。未經薦送學校同

意，自行任意變更者，喪失受補助資格，薦送學校即停止發給各項補助款，由薦送學

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取補助款繳還本部。 
(５) 薦送學校選送學生所登錄及繳交之文件，有虛偽不實情事，經查證屬實者，薦送學校

應將補助款全額繳還本部。 
(６) 薦送學校應依申請計畫書確實執行，如有違反規定或執行不實情形，薦送學校應將補

助款全額繳還本部，並列入次年度行政績效考評。 
(７) 薦送學校與選送生簽訂之行政契約書內容，應註明選送生研修之學校、期間及獲本部、

薦送學校補助款金額。 
２、選送生： 

(１) 獲本要點補助經費出國之選送生，不得同時領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２) 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與薦送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簽訂，則無法領取補

助款。 
(３) 選送生至遲應於本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

研修，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41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158 期  20200820  教育科技文化篇 

 

(４) 選送生自本部核定補助公告日起，在國外就讀期間未滿一學期（季），不得領取本補

助款，已領取者應全數償還，由薦送學校依行政契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

繳還本部。 
(５) 選送生於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未休學），且在國外不得

辦理休學；研修結束後，應向原薦送學校報到。違反上開規定者，由薦送學校依行政

契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全數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二)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１、薦送學校： 
(１) 實習計畫執行內容由薦送學校計畫主持人規劃，將校內專業課程與國外專業實習加以

結合，提出國外實習計畫，擇定實習機構，以強化學生赴國外實習之整體成效。 
(２) 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並於選送生確定赴國外實習前，與該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選送生共同簽訂行政

契約書，其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1  計畫主持人應為薦送學校之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薦送

學校專任或兼任教師。如遇特殊情況，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時，薦送學校應先取得原

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並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倘因特殊事由無法取得計畫

主持人書面同意者，請於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敘明理由。備函逕送本部委託之學

校及本部備查，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2  各校審查通過之計畫得沿用原專屬帳號密碼，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

習二星期前，至本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國外實習團員基本資料，俾透過系統匯出資

料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3  基於學校之教育宗旨，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

辦理，如計畫核定後，需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計畫主持人應於出國實習前，敍明

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構詳細介紹資料、與原實習機構不同之處對照表及國外實習機

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逕向薦送學校申

請並經其同意後，始得變更或新增該實習機構，以一次為限。薦送學校需備函檢附

校內審核通過紀錄、與原實習機構不同之處對照表及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

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逕送本部委託之學校，同時副知本部

後，始得上網更改系統資訊，並將列入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變更實習機構未經薦

送學校同意者，喪失受補助資格，薦送學校應即追償已領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4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數，包括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

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

計畫主持人得於出國實習前，提出具體說明逕向薦送學校申請變更；子計畫案未執

行部分，薦送學校應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並將列入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減

列補助款；未執行之子計畫案補助款欲流用至其他子計畫案時，應由薦送學校校內

核定原計畫經費之承辦單位向薦送學校提出申請，經薦送學校校內主管單位審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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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始得流用，且薦送學校需備函檢附校內審核同意紀錄逕送本部委託之學校，

同時副知本部後，始得上網更改系統資訊，並將列入次年度行政績效評核。 
 ○5  新南向學海築夢實習人數，不得少於本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如需變更最低選送人

數，包括變更原預定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

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人數，薦送學校應提出具體說明，

於出國實習一個月前，函報本部審核，經本部審核同意後，始得變更；薦送學校除

需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款外，並需將計畫配合款由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調增至百分之三十。 
 ○6  確實督導各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協助選送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

療及意外保險，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

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３) 薦送學校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選送生簽訂之行政契約書內容，應註明選送生

實習之機構、期間及獲本部、薦送學校補助款金額。 
２、選送生： 

(１) 獲本要點補助經費出國之選送生，不得同時領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２) 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實習前，與薦送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未簽訂者，無法領取補助

款。 
(３) 選送生至遲應於本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

實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４) 選送生自本部核定補助公布日起，在國外實習期間未滿三十日（赴印尼實習期間未滿

二十五日），不得領取本補助款，已領取者應全數償還，由薦送學校依行政契約書規

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５) 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期間應保有原就讀學校學籍（未休學），實習結束應向原薦送學校

報到，違反者，由薦送學校依行政契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領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九、經費核撥及結案： 

(一) 薦送學校與選送生簽訂行政契約書後，其補助經費得分二次核撥，於學生出國前，應核撥

第一次經費，且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款百分之八十，未於該期間完成撥款程序者，本部

得不予結案。 
(二) 薦送學校應於本部核定補助款後，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以前備文檢具領據，逕

送本部委託之學校辦理經費核撥。 
(三) 薦送學校應審核學費、機票款相關原始憑證，生活費憑領據核結。 
(四) 薦送學校應督促各選送生及計畫主持人於出國研修（實習）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內，上

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心得（成果）報告（格式如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

三），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實習）機構同意之研修（實習）經驗分享短片至本計畫資訊

網（每篇心得需有照片四張以上，短片以三分鐘為原則），未傳送完成者，不得辦理結案。 

43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158 期  20200820  教育科技文化篇 

 

(五) 結案應至本計畫資訊網列印受補助對象經費支領一覽表，連同本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各

一份，於本計畫實際執行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送本部委託之學校辦理結案（覈實報支）。 
(六) 新南向學海築夢應逐案辦理結案。 
(七) 薦送學校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理核結；其本部補

助款有結餘者，應全數繳回本部。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部鼓勵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

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子女赴國外研修或實習。 
(二) 薦送學校得依不同國別或城市之實際生活消費指數，訂定生活費支給標準。國際來回機票

之編列，以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為原則。 
(三) 選送生活動紀錄（如心得報告、製作活動參與短片、簡報或問卷調查表），皆無償授權本

部為業務推動使用，本部將擇優分享於網站。選送生並應出席本部相關留學宣導活動之經

驗分享座談會，進行國外研修或實習經驗分享。 
(四) 計畫主持人成果報告及選送生心得報告經本部評選為佳作者，將邀請至年度成果發表暨經

驗分享座談會中公開表揚，並發給獎金以資鼓勵。 
(五) 薦送學校每年應於校內舉辦選送生出國研修或實習行前說明會，及經驗分享座談會。 
(六) 本要點所提相關表格及資訊，得至本計畫資訊網列印及查詢（https://www.studyabroad.moe. 

gov.tw/）。 
(七) 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參加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

築夢補助類型之計畫出國研修或實習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因不符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六項

規定，遭註銷補助資格者，薦送學校應主動提醒選送生，得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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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補助。 
(八)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等四種補助類型所選送之校內學生及他

校學生，如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返國後應向薦送學校報到，薦送學校須儘速主

動函請學生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依前開補助計畫辦理，並副知

本部，以維護其相關補助權益。 
(九) 如因天災、戰亂、罷工、疫情、交通阻絕、政府命令、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足認危害選

送生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之虞，得由薦送學校取得選送生同意後，附佐證資料，報部核

可，提前終止、延後或取消選送計畫，不受本要點第八點第一款第二目之四及第八點第二

款第二目之四限制，亦不列入行政績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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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年度、薦送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

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及

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年度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文姓名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國外實習機構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短片時間及標題

一、緣起 

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六、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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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

成果報告內容大綱(頁數不限)

獲補助年度 

現任職學校、科系 

中文姓名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國外實習機構 

計畫主持人更換次數

實習機構變更(含新增)次數

一、 緣起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三、 計畫招生說明會與學生甄選 

四、 國外實習機構聯繫與生活安排 

五、 行前說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六、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七、 執行本計畫之感想與建議 

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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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and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of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民國104年2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on Meeting on February 3, 2015 

民國104年3月2日校長核定通過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March 2, 2015 

民國107年2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on Meeting on February 6, 2018 

民國107年3月12日校長核定通過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March 12, 2018 

民國107年12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on Meeting on December 4, 2018 

民國107年12月19日校長核定通過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December 19, 2018 
 

一、 為鼓勵學生赴國外實習，培養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爰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

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教育部專業實習

補助要點)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1.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ursue internship abroad to develop a global vision and obt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University”) has enacted the 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and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l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seas 

Study and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for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二、 補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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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教育部專業實習補助

要點之類型提出申請。 

2. Subsidy type: 

If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makes us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sources to send 

selected students to foreign leading or potentially growing companies or institutions for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in considera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advantages for the 

University, he/she may make an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subsidy type specified in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三、 申請資格： 

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

(案)或兼任教師，並由主持人選送符合教育部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資格的學生。每

一計畫主持人於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各限提送一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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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 2 

3. Eligibility: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hall be a full-time teacher of the University, and 1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may be appointed. The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shall be a full-time 

(contract) or part-time teacher of the University.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s responsible 

for selecting student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1 principal investigator can only submit 1 project for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and the Overseas Study Dream Program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 

respectively. 

四、 補助項目與額度之規定： 

依教育部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與當年度獲教育部實際補助金額調整之。 

4. Rules concerning subsidy details and amount: 

The actual amount of the subsidy is subject to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and the grant receive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very year. 

五、 申請與審查方式： 

（一） 計畫主持人填具「計畫申請書」經所屬系(所、中心)主管、院長核章後，

並於公告時間內送至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二） 生涯發展中心召開校內審查會議，校內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成

員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之，並得邀

請主持人進行計畫內容相關報告。 

（三） 每一申請案須依照當年度教育部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規定格式撰寫計畫

書，並提供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申請期程依生涯發展中心公告日程為準。 

5.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dure: 

(1)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completes the Project Application Form and sends it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under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after it is approved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center) and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in charge within a given time. 

(2) The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holds an internal evaluation meeting. The 

evaluation team consists of the Vice President (serving as the convener), th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the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the Dea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Dean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nd all 

college deans.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may be invited to give a report on the 

project. 

(3) A project proposal shall be writt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rmat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each year, and relevant documents shall 

be provided for evaluation. The application schedule is subject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六、 審查標準： 

（一） 實習課程內容(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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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 3 

1. 課程規劃之完整性。 

2. 實習內容與系所發展之切合性。 

3. 選送人數及計畫經費之合理性。 

4. 計畫開放其他系學生參與之歷年紀錄。 

5. 其他有利條件(如符合校務發展等)。 

6. Evaluation standards: 

(1) Internship course content (60%) 

1. Completeness of the course. 

2. Relevance of internship to departmental development. 

3. Appropriateness of the number of interns and project budgeting. 

4. Check if the course has been available to students of other departments. 

5. Other favorable conditions (related to university development, etc.) 

 

（二） 實習機構條件(40%) 

1. 實習機構之聲譽、資源提供及實習合作條件(如膳宿提供、工作津貼等

福利)。 

2. 實習機構過去留任本校學生擔任正式職務之紀錄。 

3. 實習機構對於實習生之輔導與考評機制。 

4. 實習機構提供之其他有利條件。 

(2) Corporate sponsor requirements (40%) 

1. The corporate sponsor’s reputation,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ion terms (meals, 

accommodation, allowance, etc.). 

2. Check if the corporate sponsor has provided full-time offers for interns. 

3. Guidance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 internship. 

4. Other favorable conditions offered by the corporate sponsor.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7. Matters not covered by the Guidelines shall be compliant with the MOE Internship 

Subsidy Guidelines. 

八、 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8. The Guidelines become effective after being approved by the Off-Campus Internship 

Committe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Meeting, and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Amendments 

must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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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10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作業規劃與時程表 

時 間 作業內容 備註 

109/12/30 召開校內「110年度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一次徵件說明會  

109/12/31-110/02/17 各計畫主持人將申請案送至所屬各院審核  

110/2/18-110/02/20 各院內部進行 110年度申請案作業【一次徵件】 

1. 由各院依院發展特色進行整合與規劃 

2. 各系有意申請計畫之老師依各院規定提出申請 

3. 由各院內部開會審核欲申請之計畫，並向生涯發展中心繳交及提報

申請件數等相關資料（如計畫書、MOU等） 

4. 各院審核標準可參閱「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 

 

110/02/22-110/02/25 生涯發展中心確認各院申請資料是否正確  

110/02/26-110/03/14 教育部平台開放，生涯發展中心開放申請權限，各計畫主持人可登入

平台進行申請作業 

 

110/03/15-110/03/31 1. 生涯發展中心進行校內流程申請 

2. 生涯發展中心至教育部平台完成申請作業 

 

110/05/30 教育部計畫經費核定  

110/06/01-110/06/30 生涯發展中心函報教育部申請經費核撥 

（1）學海築夢：當年度教育部核定總經費依比例調整各案 

（2） 新南向學海築夢：依當年度教育部核定各案經費辦理 

 

110/06/30 待校內流程完成，生涯發展中心將通知計畫主持人各案核定經費後，

學生使得開始赴海外實習 

 

預計

110/06/01-110/08/26 

各院內部進行 110年度申請案作業【二次徵件】 

1. 由各院依院發展特色進行整合與規劃 

2. 各系有意申請計畫之老師依各院規定提出申請 

3. 由各院內部開會審核欲申請之計畫，並向生涯發展中心繳交及提報

申請件數等相關資料（如計畫書、MOU等） 

4. 各院審核標準可參閱「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 

視教

育部

是否

有二

次徵

件來

函辦

理 

預計

110/08/27-110/08/31 

各院申請資料送至生涯發展中心審核  

預計

110/09/01-110/09/15 

教育部平台開放，生涯發展中心開放申請權限，各計畫主持人可登入

平台進行申請作業 

 

預計

110/09/16-110/09/30 

1. 生涯發展中心進行校內流程申請 

2. 生涯發展中心至教育部平台完成申請作業 

 

預計 110/11/30 教育部計畫經費核定  

預計

110/12/01-110/12/10 

1. 生涯發展中心函報教育部申請經費核撥 

(1) 學海築夢：當年度教育部核定總經費依比例調整各案 

(2) 新南向學海築夢：依當年度教育部核定各案經費辦理 

2. 各院內部進行 111年度申請案作業【一次徵件】 

 

預計 110/12/10 待校內流程完成，生涯發展中心將通知計畫主持人各案核定經費後，

學生使得開始赴海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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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計畫申請書 

 

系／所全銜： 

計畫主持人（職稱）：  

計畫共同主持人（職稱）：  

 

 
 

計畫主持人核章 

 

 

 

系主任核章 

 

 

 

共同計畫主持人核章(無則省略) 

 

 

 

院長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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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計畫案資料 
一. 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一) 計畫名稱： 

(二) 計畫主持人： 

(三) 實習國別： 

(四) 實習機構：共＿＿間機構 

項次 實習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Email 備註 

1   
 

   

2   
 

   

3   
 

   

(五) 實習領域(人文社會/基礎科學及工程/生醫科技/餐旅管理)： 

(六) 預計出國時程：西元  年  月至西元  年  月，共 

 ＿＿＿日。 

(七) 團員資料表 

預計出國人數：選送生    名 

優先 
順序 

身份 
（本
校／
外
校） 

系所/ 
級別 

姓名 學號 
實習 
國別 

實習 
機構 

預計出
國 
時程 

實習 
月數 

前一學期 
平均成績 

外語能力 
相關證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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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八) 申請獎助經費之項目、額度及學校配合款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學校需

提出配合款，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20%。（計算方式：請參閱下列紅斜體字順序）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元 (A) (步驟○2 請將步驟一的總金額乘以5/6) 

 學校配合款      元 (B) (步驟○3 請將步驟一的總金額乘以1/6) 

 計畫總需求經費：（A）＋（B）       元 (步驟○1 請先編列預算總金額) 

※敬請填寫「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之經費預估表」。 

 

二. 計畫案內容 

(一)計畫構想頁(需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目的、

效益等) 

 

 

 

 

 

  

(二)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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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外實習執行內容(含實習待遇、是否提供津貼/膳宿/保險等、

實習時數及預定取得簽證種類等) 

 

 

 

(四) 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三. 計畫主持人過去三年築夢計畫執行報告(初次申請計畫案得免填) 

(一) 過去三年計畫案執行成效相關媒體報導 

  

 

 

 

 

 

(二) 過去三年計畫案對參與學生之具體影響，特別在職業生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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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年度：109年度　□第一次徵件　□第二次徵件計畫類型：□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王00計畫名稱：編號 身分別 姓名 學號 實習領域 實習機構與單位 實習國別 預估學生實習起訖日期 預估【機票費】A 預估【生活費】B 小計(A+B)(自動產出) 教育部補助款(自動產出) 學校配合款(自動產出) 備註主持人 0.00 0.001 學生 0.00 0.002 學生 0.00 0.003 學生 0.00 0.000 0 0 0.00 0.00
備註3：計畫主持人與選送生之機票費，以一趟來回經濟艙機票費金額編列。備註４：選送生生活費，請依「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之生活費編列基準」編列。

合　計備註1：實習領域(人文社會/基礎科學及工程/生醫科技/餐旅管理)備註2：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費－依各實習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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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支數額請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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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之經費預估表



實習合作意向書 

立書人 

甲方: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乙方: ○○○○○○○○○○○○○○  

為人才培育及學用合一之目標，提升學生實習與就業能力，縮減校園學習與職場需求之落

差，共同培育社會所需之專業人才，促進產學合作與交流，經甲乙雙方合意，簽訂本實習

合作意向書，訂立下列合作項目與條款，並合力推動之。 

壹、 合作期間：民國____年___月__日至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貳、 甲乙雙方在不影響對方正常營運及各自內部作業下，約定合作內容如下： 

一、 甲方協助乙方辦理實習招募，初步篩選實習學生。 

二、 乙方提供甲方之學生實習名額____名、安排住宿、與其他實習合作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甲乙雙方將透過實習計畫等合作方案，共同開發實習資源，引導學生瞭解職場，

發展專業實務技能。 

四、 其他經甲乙雙方協議事項。 

參、 甲乙雙方之合作內容悉依本意向書辦理，若有未盡事宜，則由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協

商之。 

肆、 本意向書正本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乙 方 :   

統 編 :76000424 統 編 : 

代 表 人 :  代 表 人 : 

地 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地 址 : 

電 話 :(07)342-6031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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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聲明書 

本計畫主持人所提____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

向學海築夢計畫並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知悉學

生取得合法實習簽證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且主持人需協

助學生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

習之簽證。 

 

 

 

 

 

計畫主持人簽章： 

 

共同主持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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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本校同意校內＿＿＿＿＿系所＿＿＿同學

參與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所提 

＿＿年度第＿＿次教育部□學海築夢/□新

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赴國外企業、機構實習，

並確保該生於國外實習期間仍保有本校學

籍且未休學。 

 

 

 

立同意書系所核章：  

校長核章：  

學校用印：  

地 址：  

 

 

日 期 ：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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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城市或地區 教育部年生活費基準 (單位：美元） 學年實習(4單位)生活費基準(單位：新台幣） 學期實習之(3單位)生活費基準(單位：新台幣） 學期實習之(2單位)生活費基準(單位：新台幣） 寒/暑假實習（1單位）生活費基準(單位：新台幣） 備註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D.C.)、紐約市(New YorkCity)、舊金山市(SanFrancisco)、波士頓市(Boston)、劍橋市(Cambridge) 20,000 600,000 450,000 300,000 150,000芝加哥市(Chicago)、洛杉磯市(Los Angeles)、聖地牙哥市(SanDiego)、聖荷西市(San Jose)、聖塔克魯茲市(Santa Cruz)、聖塔芭芭拉市(Santa Barbara)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史丹佛市(Stanford)、柏克萊市（ Berkeley ）、 休士 頓 市(Houston)、西雅圖市(Seattle)、奧克蘭市(Oakland) 、爾灣市（Irvine）、河濱市(Riverside)、巴沙迪納市(Pasadena) 18,000 540,000 405,000 270,000 135,000其他城市 17,000 510,000 382,500 255,000 127,500東京都(Tokyo)、大阪府(Osaka)、京都府(Kyoto) 20,000 600,000 450,000 300,000 150,000橫濱市(Yokohama)、名古屋市(Nagoya)、神戶市(Kobe) 18,000 540,000 405,000 270,000 135,000其他城市 17,000 510,000 382,500 255,000 127,500孟買市（Mumbai） 20,000 600,000 450,000 300,000 150,000新德里市（New Delhi）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其他城市 16,000 480,000 360,000 240,000 120,000馬尼拉市(Manila)、斯里百家灣市 (Bandar SeriBegawan)、雅加達市(Jakarta) 17,000 510,000 382,500 255,000 127,500曼谷市(Bangkok) 、吉隆坡市(Kuala Lumpur)、金邊市(Phnom Pwnh) 16,000 480,000 360,000 240,000 120,000新加坡 18,000 540,000 405,000 270,000 135,000菲律賓、汶萊、泰國、馬來西亞、印尼、緬甸、柬埔寨、寮國、越南 15,000 450,000 337,500 225,000 112,500莫斯科市（Moscow） 20,000 600,000 450,000 300,000 150,000聖彼得堡市（St.Petersburg）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其 他 城 市 16,000 480,000 360,000 240,000 120,000
城市 倫敦市(London)、巴黎市(Paris)、奧斯陸市(Oslo)、日內瓦市(Geneva)、蘇黎世市(Zurich)、羅馬市(Rome)、威尼斯市(Venice)、阿姆斯特丹市(Amsterdam)、布魯塞爾市(Brussels)、伯明翰市(Birmingham) 、 愛丁堡市(Edinburgh)、里丁市(Reading) 20,000 600,000 450,000 300,000 150,000

挪威、芬蘭、瑞典、丹麥、德國、瑞士、盧森堡、奧地利、法國、義大利、西班牙、英國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冰島、荷蘭、比利時、葡萄牙、愛爾蘭 18,000 540,000 405,000 270,000 135,000其 他 歐 洲 國 家 15,000 450,000 337,500 225,000 112,5007 加拿大 國家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雪梨市(Sydney) 19,000 570,000 427,500 285,000 142,500墨爾本市(Melbourne)、布里斯班市(Brisbane) 18,000 540,000 405,000 270,000 135,000其他城市 16,000 480,000 360,000 240,000 120,000奧克蘭市(Auckland)、基督城市(Christchurch)  、皇后鎮市(Queenstown)  、威靈頓市(Wellington) 16,000 480,000 360,000 240,000 120,000其他城市 15,000 450,000 337,500 225,000 112,50010 12,000 360,000 270,000 180,000 90,000 ◎部分新南向國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可參考此欄位編列。

地區/國家

上述以外之其他國家及城市

1

23
4
5
6
89

俄羅斯 城市

城市紐西蘭澳大利亞 城市
國家

歐洲

亞洲 國家
城市

◎該欄位為新南向國家/城市

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選送生生活費編列標準選送生生活費編列標準選送生生活費編列標準選送生生活費編列標準

備註4：新南向國家係指印尼、越南、寮國、汶萊、泰國、緬甸、菲律賓、柬埔寨、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拉、尼泊爾、不丹、斯里蘭卡、紐西蘭及澳洲等十八國。其生活費編列基準請參考欄位3、4、8、9、10。備註1：上表乃參考108年教育部「公費留學生公費項目及支給數額一覽表」，視教育部變動而調整。備註2：生活費編列請依單位數計算，學年實習4單位、學期實習(學期加暑假或寒假)為3單位、學期實習(僅學期，未包含暑假或寒假)為2單位、暑/寒假實習為1單位。備註3：編列經費時，請先依匯率每1元美金等於新臺幣30元編列；實際匯率依出國前一天臺灣銀行兌換美元賣出即期匯率為主。

◎該欄位為新南向國家/城市

◎該欄位為新南向國家/城市
◎該欄位為新南向國家/城市

美國

日本印度

城市

城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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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案數 整合後機構家數 獎勵百分比

2 4 3%

3 6 4%

4 8 5%

5 10 6%

備註：109年度起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若有申請案由各院依

發展之特色及亮點進行整合，則採以部分獎勵方式，依該案之合併案數或

實習機構數作為調高該整合案所獲經費之分配比例。

每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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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差異各案原分配比例(B)

各案原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
(C)

分配比例
(D)

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
(E)

甲案所獲3%獎勵經費甲案 830,000 24.405% 610,125 27.405% 685,125 75,000 甲案由院進行整合，故給予提高原分配比例3％。乙案 760,000 22.346% 558,650丙案 1,283,000 37.724% 943,100丁案 218,000 6.410% 160,250戊案 310,000 9.115% 227,875總計 3,401,000 100.000% 2,500,000.00 27.405% 685,125 75,000教育部核定 2,500,000 1,814,875 調整後差異各案原分配比例(B)

各案原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
(C)

各案分配比例(F)

各案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G)

各案調整後所獲分配經費與調整前之差異乙案 760,000 22.346% 558,650 29.560% 536,480 -22,170 丙案 1,283,000 37.724% 943,100 49.903% 905,673 -37,427 丁案 218,000 6.410% 160,250 8.479% 153,890 -6,360 戊案 310,000 9.115% 227,875 12.058% 218,832 -9,043 小計 2,571,000 75.595% 1,889,875 100.000% 1,814,875 -75,000 ＊備註1：以上經費皆含本校配合款20%＊備註2：調整前各案原分配比例B=A/3,401,000＊備註3：調整前各案原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C=2,500,000*B＊備註4：甲案由院進行整合且為獲獎勵案，故該案分配比例給予調高分配比例3%；甲案之調整後分配比例D=B+3%，甲案之調整後經費為E=2,500,000*D＊備註5：乙、丙、丁、戊案共4案未獲獎勵，故各案調整後之分配比例F=B/(100%-24.405%)；調整後各案分配比例之所獲經費G=1,814,875*F

乙、丙、丁及戊案之各案調整後分配比例各案調整後分配比例各案調整後分配比例各案調整後分配比例依「各案原分配比例佔4案總比例(即75.595%)」換算之。

範例說明：109年度本校共申請5案，其申請總金額為3,401,000元（含學校配合款20%），而本次教育部核定總經費為2,500,000；其中甲案經院整合（原為兩案整併為一案），故該案將給予獎勵且提高分配比例3％，各案經費調整前後對照表如下說明：每　案 每案申請經費
(A)

調整前(未有案獲獎勵) 甲案調整後(有案獲獎勵) 備　註
調整後(教育部核定扣除獲補助甲案)之小計

本校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範例說明本校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範例說明本校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範例說明本校學海築夢計畫經費核定後之獎勵範例說明

每　案 每案申請經費
(A)

調整前(未有案獲獎勵) 乙丙丁戊案調整後(即甲案獲獎勵)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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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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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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案子，選送生最遲出國日為 110 年 10 月 31 日，最遲須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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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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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案實習國別為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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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案核定總額為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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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  

Step2.計畫主持人訪視差旅費 

$23,280 (1). 預估機票費：$15,000 

(2). 訪視津貼計算方式:峴港日支數 120美金*匯率

30*2.3天=$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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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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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23,280=$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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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5 計算方式：$171,720/8單位=$21,465 

Step6.選送生可支領金額 

暑假實習(1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21,465 

單一學期實習(2 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42,930 

學年實習(4單位)選送生可支領金額$8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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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契約書：請計畫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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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一份副本至生涯發展中心業務承辦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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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乃瑜 #2265 （Email:100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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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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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110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行政契約書 

 
甲方：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乙方：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本校獲選學生____________(學生姓名)，係______學院______學系______年級。 

丙方：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本校獲選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__係______學院______學系專任教師，共同主持人

____________係______學院______學系____任教師。 

茲經甲、乙、丙三方協議，由甲方依教育部 110年度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錄取人員，協助乙方於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

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往____________(國名)____________城市____________(企業)實

習，並協助乙方、丙方向教育部申請前往實習國之一趟來回經濟艙機票費與生活費（生活費將

視當年度教育部實際補助金額調整）。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契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

在或將來所訂定(修正)之一切有關補助實習規定，均屬本契約之內容。 

 

壹、 三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自乙方錄取教育部 110 年度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

築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時起，至本計畫結束為止。 

貳、 出國以前： 

第 一 條 乙方於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與甲方簽訂契約，依本計畫作業原則規定選

送學生至遲於民國 111年 10月 31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逾期未簽

約或未出國者視為放棄補助。 

第 二 條 乙方非因不可抗拒等重大事故，一旦錄取即不得放棄；如無故放棄，將於在校期間(含

後續就讀碩、博士班之在學期間)不得申請相關之海外實習計畫。 

第 三 條 丙方應於乙方出國實習 2 週前，至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補助系統登錄參與國外專業實習之學員基本資料，並於計畫執行期間，須定期至該

網站進行乙、丙方資料維護，例如乙、丙方實際出國日期、實習單位、返國日期等。 

第 四 條 本計畫所提之實習國家、實習單位、選送學生人數，如欲變更，需由丙方提出具體

說明，於學生出國實習一個月前，由甲方正式函報教育部及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審核

(同列正本受文者)，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函覆甲方，始得變更。如未經同意任意變

更者，即喪失受補助資格，並追償乙、丙方已領補助金。 

 本計畫所提之計畫主持人需變更時，丙方(原計畫主持人)需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

意書，由甲方正式函報教育部及教育部委託之學校審核，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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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乙、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實習國簽證之申請應自行辦理。丙方執行本計畫案時，

應依相關國家規定辦理，並協助選送生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俾確

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第 六 條 甲方應於校內舉辦選送生出國實習行前說明會，並建置參與國外實習生、師之安全

機制，且為其投保適當之保險。 

參、實習期間：  

第 七 條 乙方於實習期間應依甲方規定繳交實習報告或回報實習情況。 

第 八 條 乙方若因參加本計畫而衍生學分抵免等問題，導致未能如期畢業，將願自負全責。 

第 九 條 乙方非因遭遇實習國之不可抗力或天災事變，如天災、戰爭、罷工、社會動亂、國

際傳染疾病或個人遭遇脅及人身安全，或其他經教育部認定之特殊事由而必須中斷

實習計畫者，如有違反，於在校期間(含後續就讀碩、博士班之在學期間)不得申請

相關之海外實習計畫。 

第 十 條 乙方如因遭遇第九條不可抗拒之重大事故而必須中斷實習計畫，須請丙方或計畫主

要聯絡學生立即通報專案辦公室並於返國後 2週內備函檢附我國駐外單位、當地警

政機關或醫療院所出具之佐證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逕送專案辦公室審查，

其補助經費除機票款仍依原核定數額補助外，如有日支生活費則依實際在實習國日

數平減。 

         前項不可抗拒之重大事故之認定，乙方應提供我國駐外單位證明文件、當地警政機

關或醫療院所出具之文件佐證之。 

第十一條 乙方如未遵照辦理或因擅自中斷實習者須由甲方發函向教育部局申請計畫變更，並

應於教育部核定並函覆甲方後自發文日起 30 日內，由甲方通知乙方繳回全數補助

金，乙方及其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保證人同意承擔法律上之民、刑事責任，絕無

異議。 

第十二條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有應償還補助金情事者(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

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補助金。 

肆、返國以後： 

第十三條 乙方於赴海外企業實習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乙方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不

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之情事者，除同意甲方當學期依逾期未註冊勒令退學、

自負甲方及其所在地國家之法律責任外，並由甲方依本計畫作業原則及與乙方簽訂

之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領補助金。逾期不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補助金之規

定辦理。 

乙方於海外實習結束後，應即於該學期返校繼續就讀並取得學位。 

第十四條 依據「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參加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返國後專案性補助計畫」之第 5點第 2款規定，乙方若為

當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家庭戶內人口，且出國實習超過 183日以上，應於海

外實習結束返國後向甲方報到，由甲方主動函知乙方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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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政單位），並副知教育部，裨辦理相關補助。 

第十五條 海外實習結束後 2 週內，乙方應上傳出國研修心得報告以及丙方應上傳計畫成果報

告至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系統。 

伍、追償補助金及保證事項： 

第十六條 乙方於簽署此行政契約書，應同時由其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簽署同意為其保證人，

於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

償還補助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連帶償還補助金之保證責任，並自教育部函

覆甲方變更案結果後要求甲方履行此項責任通知乙方自發文日起 30 日內一次清償

全部補助金。 

第十七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規定完成實習，返國履行前述各項義

務為止。 

陸、其他： 

第十八條 乙方申請補助金所附資料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補助申請資格，經甲

方查證屬實者，喪失補助實習生資格，其已領取之補助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

償還逾期不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補助金之規定辦理。 

第十九條 乙方承諾未同時請領國內、外政府或其他單位之出國實習補助或優惠措施，違反者

經甲方查證屬實，喪失補助實習生資格，其已領取之補助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

期償還逾期不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補助金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條 乙方在海外實習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利益之言行，或觸犯刑案經

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

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領取之一切費用，逾期不履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補助金

之約定辦理。乙方並喪失補助實習生資格。 

第二十一條 本合約書三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甲方所在地所轄法院為管轄

法院。 

第二十二條 本正本契約一式 3份，甲方收執 1份，乙方收執 1份，丙方收執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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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代表人： 

地址：80793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乙 方(學生)：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如同實習機構、同實習期間有多位學生，可填於同份行政契約書，請以乙方 1、乙方 2、

乙方 3等排列，並請學生簽名。請於列印前刪除本行文字） 

 

乙方保證人(監護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學生已滿 20歲則可不需填寫保證人/監護人。請於列印前刪除本行文字） 

 

丙 方(計畫主持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共同主持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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