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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學年度第 2次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處長秋蘭 

出列席人員：吳教務長正己  林學務長淑真(請假) 宋研發長曜廷(請假) 林處長陳涌(請

假)  吳總務長忠信  周院長愚文  陳院長國川(公假)  王院長震哲  李院長振明(請假)  

錢院長善華  洪院長欽銘(請假)  張院長少熙(公假)  潘院長朝陽(請假)  陳院長文華

(請假)  林院長東泰(請假)  許主任/所長添明(請假)  林主任家興  陳主任仲彥  劉主

任潔心  周主任麗端  林主任佳範  郭主任靜姿  柯所長皓仁  王所長華沛(吳志鵬代)  

陳所長明溥(請假)  高主任秋鳳(公假)  梁主任孫傑(汪淑慧代)  陳主任登武(李文珠代)  

丘主任逸民(邱琡雯代)  李主任勤岸(請假)  賴所長慈芸(請假)  范所長燕秋(簡薇倫代)  

洪主任有情(請假)  高主任賢忠(請假)  姚主任清發  李主任桂禎  管主任一政(劉曉珮

代)  李主任忠謀(葉梅珍代)  許所長瑛玿(請假)  張所長子超(請假)  鄭所長超仁(請假)  

吳所長朝榮(請假)  楊主任永源(請假)  許主任和捷  梁所長桂嘉(請假)  曾所長曬淑  

吳主任明振(請假)  張主任基成(公假)  王主任健華(請假)  鄭主任慶民(陳若蕾代)  高

主任文忠(請假)  程主任紹同(掌慶維代)  林主任德隆(請假)  程所長瑞福  謝所長伸裕  

蔡主任雅薰(李麗美代)  張主任崑將   朱主任我芯(傅奕瑋代)  曾所長金金(請假)  賴

所長守正(孫裔淑代)  賴所長志樫  吳主任福相  張主任瓊惠  邱主任炫煜  劉主任旭禎

(請假)  林主任明慧(請假)  黃所長均人(請假)  何所長康國(葉家欣代)  陳主任文華

(請假)  周所長德瑋(莊淑蕙代)  周所長世玉  程所長瑞福   王所長冠雄  陳所長炳宏

(請假)  王所長永慈  池組長佳曄  梁副處長/組長一萍   張組長瓊惠  闕組長月清(請

假)  黃組長馨瑩  許秘書雯逸  陳編審曉穎  施輔導員如樺  胡專員雅婷 

 

甲、報告事項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本學期工作報告 

一、 曼谷台灣教育中心計畫 

(一) 100年度全期成果報告書及收支結算表業於1月31日函報教育部結

案；101年度計畫申請書於2月6日獲教育部核定補助，修正計畫書併

審查意見回應表另函報部備查。 

(二) 2月29日中心代表參加泰國詩巴統大學辦理之「國際留學教育展」，於

會場中設攤介紹臺灣留學資訊，並宣傳中心服務項目。 

(三) 3月3日於曼谷中華會館辦理「臺灣留學說明會」，介紹留臺資訊暨邀

請5位留臺泰籍校友分享留學經驗，會前並於泰國6家報社刊登活動訊

http://www1.geo.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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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四) 3月30日至4月1日參加泰國商務部辦理之2012年泰國國際教育展

(Thail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po 2012)，會中提供臺灣留

學諮詢並分發各校招生文宣，並安排具華語能力之泰籍工讀生分別至

臺灣3所參展校(明新科技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攤位協助招生。 

(五) 辦理4月4至6日於泰國曼谷舉行之2012年亞太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報

名參展事宜，並安排臺灣各大學參展團4月4日及4月5日分別參訪詩巴

統大學(計13校20人)、朱拉隆功大學(計11校18人)及曼谷臺灣教育中

心(計7校9人)，共同宣傳臺灣高等教育。 

二、 外賓來訪紀要(1 月 2 日~4 月 20 日，31案) 

國別 
(案數) 日期 摘要 

日本（10） 2月 11日 
姊妹校日本大學通信教育部一行 29人 2/7~2/12來校進行為期 5
天台灣文化課程，與歷史系交流。 

2月 13日 
姊妹校宇都宮大學語言文化研習團一行 20人來校進行為期 5週
語言課程。 

2月 20日 
姊妹校立命館大學語言文化研習團一行 12人來校進行為期 5週
語言課程。 

2月 24日 
武藏大學國際學生中心 Kohei Kawashima 主任一行 3人來訪與
本校東亞系洽談合作事宜。 

3月 2日 
創價大學校長山本英夫一行 11人來訪交流與藝術學院合作事
宜。 

3月 7日 
日本靜岡大學人文學部上利博規教授一行來訪，與音樂學院交
流。 

3月 8日 立命館大學社科院副院長洽談 Asian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nd World Youth Meeting。 

3月 10日 同志社大學 Global MBA於管院舉行招生說明會 

3月 20日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總院長一行三人拜會校長。 

3月 27日 德島文理大學藥學院於化學系辦理說明會 

南韓(1) 1月 17日 姊妹校啟明大學代表一行 10人來訪交流行政業務相關事宜。 
新加坡（1） 3月 16日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學者訪問資工系。 

越南（1） 3月 19日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學者洽詢簽署 MOU等事宜。 

澳洲（1） 3月 21日 昆士蘭科技大學短訪工教系並洽談合作協議(頂大)。 

印尼（1） 4月 17日 台印教育論壇印尼代表 16人蒞校訪問。 

美國（5 ） 

1月 12日 

姊妹校格闌谷州立大學史國興老師帶領學生一行 18人來校進行
為期 3個月(1/12~4/30)語言課程及移地教學課程，本校國語中
心、國文系、國華系與英語系共同接待。 

1月 19日 
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數學系林正英教授來訪與本校數學系
洪主任交換數學資優教育現況。 

3月 15日 美國伊利諾香檳校區來訪並與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簽訂學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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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簽約學校(101 年 1 月 2 日至 4 月 20日) 

(一) 日本關西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二) 日本長崎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教育學院與本校工教系

(四)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五)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學院教育政策組織與領導系人力資源

組與本校人力所

(六)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學院與

簽訂合作意向書。 

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

(七)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教師交換協議。 

簽訂學術

合作交流協議。 

(八) 羅馬大學人文哲學與亞洲研究學院與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

(九)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與本校續簽校級學術合作協議、學生及學者交換協

議。 

簽訂院級

學生交換協議。  

(十) 英國利物浦大學文化之都研究中心與本校歐文所

作交流協議。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 

4月 3日 
美國 Towson University歷史系 Phillips教授訪詢本校接辦傅

爾布萊特團體獎助研習案。 

4月 12日 美國馬里蘭大學代表來訪國際與僑教學院洽談相關合作。 

英國(2) 
2月 29日 

姊妹校英國西英格蘭布里斯托大學外賓拜訪視覺設計系洽談合
作事宜。  

4月 13日 諾丁罕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Dr. Lee來訪洽談合作。 

英國、 

意大利（1） 
3月 22日 

英國皇家刺繡學院、義大利國立硬石修復學院外賓來訪本校文
保中心 

丹麥(1) 3月 29日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跨文化區域學系教授 Dr. Nielsen來訪洽談
交流 

陸港澳 
地區(7) 1月 13日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創意與藝術學系三位教授來訪本校表演藝術
所，洽談暑期開課事宜。 

2月 29日 
姊妹校廈門大學鄔大光副校長一行 6人洽談合作進行教育研究
與評鑑事宜。 

3月 1日 
姊妹校東北師範大學史寧中校長暨港澳台辦趙俊峰主任來訪，
談未來教流合作事宜。 

3月 1日 姊妹校華中師範大學楊宗凱校長一行 10人蒞校訪問。 

3月 5日 
吉林大學陳崗副校長一行 4人來訪簽訂兩校合作交流及學生交
換協議並參觀國語中心。 

3月 26日 姊妹校福建師範大學黃漢升校長一行 3人來校訪問。 

4月 2日 姊妹校南京師大傅康生副校長一行 32人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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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英國開放大學與本校科教中心與研究所

(十二) 芬蘭坦培雷大學與本校續簽校級合作協議、學生交換協議。 

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十三) 南開大學物理科學學院與本校物理系

(十四) 吉林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簽訂院系級學生交換協議。 

(十五) 北京大學體育學研究所與本校體育系

(十六) 同濟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十七)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與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

四、 學術交流參訪、交換生、獎補助等業務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

議。 

(一) 本校3月1日舉辦兩岸四地師範大學的願景與合作會議，邀集東北師

大、華中師大、湖南師大、陝西師大及香港教育學院等各知名師範院

校校長共聚一堂，討論師範大學所面臨的挑戰及未來展望，並討論執

行策略等議題。 

(二) 參加4月3至7日於泰國曼谷舉行2012年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暨教

育展並與各校與會代表洽談合作。 

(三) 交換生/訪問生業務： 

1. 受理101學年上學期校級與院系所級來校交換生及訪問生線上申

請自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截至4月20日已有90名提出申請(交換

生87名，訪問生3名)。 

2. 100學年(下)本校於海外研修學生人數計87名，含校級交換生59

名、院系所級交換生8名、雙聯學生10名、訪問研究10名；另有寒

假赴外語言文化研習生13名。 

3. 101學年(上)校級交換生甄選共計83名學生獲錄取並完成報到；另

系所推薦生10名申請案業經3月16日國合會通過，辦理報到中。預

計薦送90名學生赴姐妹校交換研習。 

4. 修訂「交換生甄選作業要點」，自101學年(下) 起，校級赴外交換

生甄選將免考筆試並刪除各組別語言申請門檻。 

5. 辦理韓國姐妹校亞洲大學暑期交換甄選，共錄取2名；辦理韓國姐

妹校群山大學暑期交換甄選，共20人報名，錄取8名。 

6. 2012夏日英語授課計畫擴大免費招收北美以外交換不平衡學校學

生，收費標準校內業簽奉核可後公告以招收其他自費學生，俾利

開課。 

(四) 雙聯生業務：2012年赴天普大學雙聯申請計教育系1名提出申請；2012

年新紀元學院來校雙聯生共計4名提出申請：國文系1名、心輔系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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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華系1名。 

(五) 1月17日薦送25團隊參與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報部審查，3月

14日核定獲選德國團及帛琉團2隊；薦送19名學生參加2012年 【北京

之春”臺灣大學生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研習營】，於3月30日至4

月8日赴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習。 

(六) 4月10日薦送並函報教育部參加「第二屆臺日青年學生交流論壇(臺北

會場)」研習營活動學生名單計2名(國文學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各1名)。 

(七) 公告、轉知相關系所推薦學生參與「101年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

畫」--華語文組並受理申請，並於4月13日召開遴選會議，決議推薦

應用華語文學系計3名學生，簽奉 核可後於4月18日函報教育部。 

(八) 各項說明會/座談會(15場次)：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1月 5 日 
國際化講座：國際青年大使計畫交
流會 

約 85  
媒合參與同學及帶隊老
師，提供 Q＆A，協助報
名及撰寫企畫書等。 

1月 5日 教育部 101年學海飛颺/惜珠校內
初選說明會 50  

1月 5日 
教育部補助 101年度人文社會科學
優秀人才跨國培育先導型計畫徵件
事宜校內申請說明會 

25  

1月 6日 教育部 101年學海築夢校內初選說
明會 12  

2月 14日 教育部 101年學海系列獎助計畫全
國承辦人座談會 100 本校受邀擔任飛颺子計

畫分享代表 

2月 24日 邁向頂尖大學國際化補助系所說明
會 32  

3月6日 
美國在台協會講座-成功的關鍵 
Talk at NTNU on March 6th - A 
Dialogue on Education 

150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司徒
文主講(本校誠101教室) 

3月7日 學生赴外研習說明會 約160 配合生科系導師時間辦
理(E202教室) 

3月7日 暑期赴外研習講座-美國加州大學
爾灣校區 30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

代表主講 

3月 15日 
暑期赴外研習講座-【加拿大曼尼托

巴大學 University of Manitoba】 
30 

曼尼托巴大學代表 Joel 

Durkee先生提供學生面

對面諮詢 

3月 20日 赴外研習聯合講座 50 

解說 2012暑期赴外研習

課程內容並邀請同學經

驗分享 

3月 22日 

【2012“北京之春”臺灣大學生北

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研習營】座

談會 

20 
邀請去年參加同學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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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各項獎補助： 

1. 教育部 101 年學海飛颺/惜珠與學海築夢獎學金校內初選申請結

果：學海築夢申請計 10 案，學海飛颺計 37 名，學海惜珠計 2

名，國合會議決完成、名單連同計畫書已送教育部審核。 

2. 教育部補助101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先導型計畫

徵件事宜本校申請學生共計1名，已送教育部審核。 

3. 2012年度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本校合格

學生計1名。 

4. 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 100 學年度下學期出國計 20 名報

到受領，第一期款撥款中；本校書卷獎生寒假赴外語言文化研習

計 8 人申請並獲補助。 

5. 受理申請 101 學年上學期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5 月 15

日截止。 

6. 轉知 2013~2014 臺灣傅爾布萊特各項赴美獎助學金申請訊息

(2012 年 8~10 月截止，因案而異)。 

7. 中華發展基金會101年第2期補助大陸專家來臺案本校申請計1

名，研究生赴陸研究案本校申請共計5名，已送該會審核。 

8. 公告轉知2012年第17屆「臺法文化獎」受理申請訊息，6月30日

截止。 

9. 101學年度赴國外姐妹校交換教師申請案公告受理申請，3月5日

截止，計1件申請。 

10. 101年度1至6月邀請國外學者來本校短期訪問研究補助案，送國

合會審議通過核定計22案。 

11. 3月13日公告101年度7至12月邀請國外學者來本校短期訪問研究

補助案，受理申請至4月30日截止。 

12. 教育部「世界南島(臺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人才培育專

案」101年第1梯次外國學者訪臺交流補助案，3月9日公告並受理

3月28日 
於本校「2012年就業暨留學博覽

會」設攤參展 

師培
就輔
處主
辦 

面對面說明並提供學生
有關國際志工、義工隊招
募、赴外研習、赴外交換
生甄選及獎學金等資料 

3月 30日 

【2012“北京之春”臺灣大學生北

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研習營】行

前說明會 

20 行前說明講解 

4月10日 院系所國際合作交流業務說明會 33 
本處同仁說明簽訂合作

協議、交換學生及各項獎

補助等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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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至3月30截止，計民音所1件申請，4月10日函報教育部。 

13. 3月23日公告本校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補助101年第2期補助事宜，

受理申請至4月30日截止。 

五、 招生相關業務 

(一) 2012年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計56名符合報名資格，錄取23名，備

取3名。正取生計17名於2月16日完成報到註冊，1名休學，另遞補備

取生1名。 

(二) 1月6日、2月16日、2月22日、3月6日分別於國語教學中心舉辦2012年

秋季班外國學生面對面招生說明會，逾75名學員參加，除提供各系所

招生文宣資料，並有8系所派員參與招收優秀華語生。 

(三) 101年1至4月外國學生申請2012年秋季班入學諮詢（含現場詢問、電

話及email）回覆計約400名；入學申請於3月15日截止，線上報名人

數計485人，已完成繳費繳件並通過初審計292件，4月20日分送各招

生系所審核。 

(四) 完成境外生（陸生）招生資訊網頁，並提供陸生聯招會聯結，以利陸

生申請本校。(網址：http://www.ntnu.edu.tw/oia/student008.php) 

(五) 本校101學年度有陸生申請系所計碩士班16系所，博士班2系所。教育

部3月28日召開會議，調整101學年度本校招收陸生總名額為碩士班16

名，博士班2名，前述系所各得1名額。本年度申請本校並完成繳費及

繳件計36名，其中32名通過陸聯會初審(碩士班29名，博士班3名)，

送本校相關系所書面審查，甄審結果於4月13日本校招生委會議審議

核定：碩士班正取16名，備取10名;博士班正、備取皆無。4月17日陸

聯會依學生志願預分發：本校碩士班正取11名，備取4名。 

六、 境外學生輔導  

(一) 獎助學金 

1. 辦理100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結案，補助獎學金額

共計84萬元整；100學年度第2學期1至8月清寒僑生助學金請款及發

放1月份清寒助學金，計91名僑生；發放1月份梁偉勝、陳惠江捐款

清寒助學金，計10名僑生；薦送申請101年度「僑務委員會受理捐

贈僑生獎助學金」48名學生名冊、申請人獲獎紀錄表暨撥款清冊及

獎學金申請表件；薦送75名僑生學生、外籍生28名申請名冊暨申請

人獲獎紀錄表申請本校生活輔導組100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學

生、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族籍學生、僑生及外籍生獎學金」；獲

教育部補助100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核定經費

http://www.ntnu.edu.tw/oia/student00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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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78萬元，3月22日公告受理申請事宜；辦理僑委會預撥101年

1至6月在學清寒僑生工讀補助金事宜。。 

2. 辦理外籍生101年1至8月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及外交部台灣獎

學金請款事宜，共計1,283萬元；3月16日召開外國學生(在學生)教

育部獎學金會議，受理申請至3月28日，計核發12名。 

3. 發放姐妹校來校交換生獎學金計13名:荷蘭萊頓大學8名、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3名、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2名。 

(二) 辦理僑生特殊事故出境15人、申請台灣地區居留證1人及延期2人、101

年寒假出境272人；國際學生IC健保卡申請149人、國際學生醫療保險

申請38人；申請101年度教育部「僑生輔導經費」，獲教育部補助新台

幣264,200元。 

(三) 2月13日至16日辦理100學年度第2學期來校交換生報到，計90位(含大

陸地區58名)，其中義工同學協助接機服務逾65人次；2月17日辦理「來

校交換生歡迎茶會」，邀請教務處、住宿輔導組同仁講解交換生選課、

住宿須知，及系所代表出席與新生交流，逾120人參加。 

(四) 2月16日辦理100學年度第2學期春季班外籍新生報到相關事宜，共計

17位新生完成報到手續，其中1位辦理休學，並由義工同學協助接機

服務，共計服務1人次。 

(五) 1月13日與2月22日舉辦本處義工隊同學期末及期初大會，分別頒獎狀

鼓勵義工隊同學，並規劃100學年度第2學期活動與分工。 

(六) 為落實國際文化深耕教育，並促進文化交流，3月份於萬福國小舉辦

10場次多元文化社區服務，由來自日本、德國、荷蘭、美國、土耳其

及越南等國同學介紹該國文化，該校學生計約680名受惠。 

(七) 僑委會委託東吳大學於3月10日辦理「101年北區僑生春季聯誼活動」

主辦單位安排園遊會及節目表演活動，本校2位僑生同學表演歌曲，

約40名僑生參與該活動。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1月13日  101年國際學生春節聯歡活動 220  
為關懷國際學生，並弘揚我中華
文化之傳統美德，舉辦春節聚
餐、表演及摸彩活動 

2月29日 逛夜市-南機場夜市，碰碰碰！ 37 
由義工隊同學規劃，逛夜市以闖
關遊戲方式進行，讓同學體驗在
地臺灣美食。 

3月2日 尋找師大金元寶-包水餃活動 40 
由義工隊同學規劃，介紹餃子由
來，體驗包餃子樂趣，促進國際
學生對臺灣美食文化的認識。 

3月 19至
23日 國際文化週 

約
3000  

國際學生於日光大道為臺師大師
生準備最道地美味的異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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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學生活動： 

參、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 案 一 

擬修訂「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外籍新

生獎學金設置要

點」名稱及部分條

文，提請 追認。 

 

國際事務

處國際學

生事務組 

(一)追認通過。 

(二)要點中有關獎

助對象、審核程序及

申請表學生聲明等

文字敘述，請國際事

務處彙整相關意見

後，提修正案於下次

會議討論。 

已依決議實施並提修

正案於本次會議討論。 

 

決議:備查。 

乙、提案討論 

提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部

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前次會議決議提案於本次會議討論。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稿)如

推廣家鄉美食與文化。 

3月 21日 台灣文化體驗-中醫養生講座 38  
聘請吳建勳中醫師講述中醫養生
知識，並現場提供學生體驗針、
灸、拔罐及練氣功運動。 

3月 23日 異國料理輕鬆做-美國三顆蛋煎蛋捲 25 由美國同學進行「三顆蛋煎蛋捲」
等美食教學，中外學生交流。 

3月 27日 林口校區多元文化系列講座-未來的
語言：西班牙文 20 由西班牙學生介紹西班牙文的國

家、重要性和特色等。 

4月 10日 
林口校區多元文化系列講座-學日本
語，好好玩 

10 

日本學生介紹日本語言文化，如
俳句、川柳、每個地方的方言及
在台灣留下來的詞(如ojisan 
obasan)、如何寫假名等。 

4月 11日 義工隊活動-卡拉 OK聯誼賽 66 

為促進國際學生認識台灣語言文
化，由義工隊同學籌辦本活動。
主持人著古典旗袍裝，從猜中文
歌詞、10位國際學生現場飆歌到
最後大合唱，溫馨歌詞帶給參加
者美好回憶。 

4月 20日 台灣文化體驗-潤餅捲 30 
介紹清明節，國際學生動手做潤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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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正後全文(稿)如附件二。 

二、 如決議通過，擬由國際事務處辦理本要點英文版修正事宜。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一、二。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9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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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修正條文對照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點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

各系所就讀學位且未領

取本國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

各系所就讀學位且未

其他獎學金之入

學後第一年外籍新生。 

請

領

獎助對象說明

文字略作修正 

其他獎學金之入學後

第一年外籍新生。 

第四點 

 

本獎助學金金額及核發

方式： 

(一)新生獎學金： 

1、碩、博士生每名新台

幣 15 萬元，學士生每

名新台幣 10 萬元。 

2、按月核發，碩、博士

生每月新台幣 1 萬 5

千元，學士生每月新

台幣 1 萬元，共計 10

個月，未註冊入學、

學期中休/退學或有

行為不良紀錄時，即

取消受獎資格並

(二)學雜費減免： 

停發

其獎學金。  

1、

2、學士班減免學費、但 

如未獲得前列新生獎學

金，得申請學雜費減

免。 

   須繳交雜費。 

3、碩博士班減免學雜費 

   基數、但須繳交學分 

   費。 

4、未註冊入學、學期中 

   休/退學或有行為不 

   良紀錄時，則取消受獎

資格

本獎助學金金額及核發

方式： 

。 

(一)新生獎學金： 

1、碩、博士生每名新台

幣 15 萬元，學士生每

名新台幣 10 萬元。 

2、按月核發，碩、博士

生每月新台幣 1 萬 5

千元，學士生每月新

台幣 1 萬元，共計 10

個月，未註冊入學、

學期中休/退學或有

行為不良紀錄時，即

停發其獎學金。 

 (二)學雜費減免： 

 

 

 

 

1、學士班減免學費、但

須繳交雜費。 

2、碩博士班減免學雜費

基數、但須繳交學分

費。 

3、未註冊入學、學期中

休/退學或有行為不

良紀錄時，即停止減

免

1.增列學雜   

。 

  費減免申  

  請資格說 

  明並調整 

  序號。 

2.修正取消 

  受獎文字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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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  

附件二 

     中華民國  97年 1月 2日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1 月 2日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4 月 25日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為配合政府擴大招收外籍學生政策，加強招收優秀外籍學生進入本校攻讀學位，

以推展國際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助對象:獲錄取於本校各系所就讀學位且未領取本國其他獎學金之入學後第一年外

籍新生。 

三、 名額及經費來源: 

     (一)新生獎學金以 60 名為原則。  

(二)學雜費減免以 60 名為原則。 

經費來源由國際事務處專款支應。 

四、 本獎助學金金額及核發方式： 

(一)新生獎學金： 

1、碩、博士生每名新台幣 15萬元，學士生每名新台幣 10萬元。 

2、按月核發，碩、博士生每月新台幣 1萬 5千元，學士生每月新台幣 1 萬元，

共計 10 個月，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即取消

受獎資格並停發其獎學金。  

(二)學雜費減免： 

1、如未獲得前列新生獎學金，得申請學雜費減免。 

2、學士班減免學費、但須繳交雜費。 

3、碩博士班減免學雜費基數、但須繳交學分費。 

4、未註冊入學、學期中休/退學或有行為不良紀錄時，則取消受獎資格。 

五、 申請時間：外籍學生申請就讀本校時，填具獎學金申請表格，與入學申請資料一併寄

回。 

六、 審核程序： 

甲、  新生獎學金：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學系（所）依分配之名

額，遴選受獎學生，並檢送名單暨申請表等相關資料，送國際事務處辦理

核發事宜。 

乙、  學雜費減免： 

於每學期招生委員會議，決定各系所名額，會後由各系所遴選學生，各系所將

受獎生清冊送國際事務處彙辦。 

七、 各系所得因教學之需要，安排受獎學生協助相關工作，其辦法由各系所另訂之。 

八、 本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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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外籍新生獎學金、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for First-Y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uition Waiver Program, 

NTNU  

第一部份  申請時填寫。 Part One: Fill in this part upon applying.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性別 

Gender 
 

學院 

Colleg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系所 Department 
/Graduate Institute 

 

電話 

Telephone No. 
 

電子郵件 
E-mail 

 

地址 
Address  

第二部份: 入學後填寫，學雜費減免者免填帳戶資料。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居留證號碼 

ARC. No. 
 

學號 
Student ID No. 

 
郵局局號及帳號 

Post Office Account No. 
 

電話 

Telephone No. 
 

電子郵件 
E-mail 

 

地址 
Address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聲明未領取本國其他獎學金，並確認以上申請資料皆無誤，否則放棄本獎
學金。 

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第三部份: 由承辦單位填寫。Part Three: For office use only. 

系所核章 
Dept. / Grad. 

Institute Office 

(證明未兼領本校其他獎學金) 
 系所承辦人 Office Rep.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審查 
Remarks 

 

錄取 
Accepted 

□新生獎學金    □學雜費減免 
Freshman Scholarship      Partial Tuition Wai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