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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9學年度第 1次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莊處長坤良 

出列席人員：吳教務長正己(鄭鈺瑩代) 林學務長淑真 宋研發長曜廷(請假) 游處長光昭  

溫總務長良財(王敏華代)  周院長愚文(公假)  陳院長麗桂  王院長震哲(請假)  林院長

昌德  許院長瑞坤  洪院長欽銘(請假)  張院長少熙(莊惠金代)  潘院長朝陽(信世昌代)  

陳院長文華(請假)  林院長東泰  教育系(廖婉妤代)  林主任家興  陳主任仲彥  姜主任

逸群  周主任麗端(李昭宇代)  溫主任明忠(陳麗真代)  郭主任靜姿  卜所長小蝶  王所

長華沛  陳所長明溥  高主任秋鳳  梁主任孫傑  陳主任登武(張育甄代)  丘主任逸民  

賴所長慈芸  李所長勤岸(請假)  范所長燕秋?  洪主任有情(白長齡代)  高主任賢忠(高

有愛代)  姚主任清發  陳主任仲吉(請假)  管主任一政(劉珮汝代)  李主任忠謀(方瓊瑤

代)  林所長陳涌(請假)  葉所長欣誠(請假)  吳所長謙讓(請假)  林所長楳嶺  李主任

振明(請假)  許主任和捷(請假)  梁所長桂嘉  曾所長曬淑(請假)  林主任明慧(請假)  

錢所長善華  林所長淑真  吳主任明振(陳耘盈代)  張主任基成  王主任健華(答維敏代)  

程主任金保  高主任文忠  程主任紹同(請假)  林主任德隆(李建興代)  程所長瑞福(請

假)  謝所長伸裕  蔡主任雅薰(李麗美代)  蔡主任昌言(田正利代)   朱主任我芯(游惠

雯代)  曾所長金金  蔡所長昌言(鄭怡庭代)  賴所長守正(黃繻寬代)  賴所長志樫  吳

主任福相  張主任瓊惠(公假)  邱主任炫煜(公假)  劉主任正傳(請假)  周所長世玉  陳

所長文華(請假)  孫所長瑜華  范所長世平  陳所長炳宏(江佩怡代)  王所長永慈  信副

處長世昌   梁組長一萍  王組長晴薇  張組長瓊惠(公假)  許秘書雯逸  陳編審曉穎  

陳輔導員莉菁  詹組員心懿   會計室王組長燕娟   

 

甲、報告事項 
 

壹、 主席報告 

一、 招收外國學生、舉辦國際學生活動目的皆在營造國際化環境，提

供本國學生國際交流機會，歡迎各系所積極參與。 

二、 本校規劃建置之學術表現資料庫已納入國際化指標，建請各系所

指派專人負責國際交流業務，俾利聯繫並協助提供相關資訊。 

貳、 本學期工作報告 

一、 曼谷台灣教育中心計畫業務 

(一) 為推廣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及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CCCC），促

成泰國中華國際學校（TCIS）於明（2011）年 2 月舉辦 TOCFL 免費試

測，預計該校參加 TOCFL 及 CCCC 試測各約 200 人。 

(二) 推動「2011 泰國學生留台獎學金計畫」，計 46 所大專院校參加，已彙

整資料於 11月出版曼谷台灣教育中心特刊，以促進招收優秀泰國學生。 



 2 

(三) 中心祕書劉貴媛小姐於 10 月 30 日受泰國國家廣播電台之邀請接受訪

問 40 分鐘，宣傳台灣高等教育及曼谷台灣教育中心。 

(四) 辦理「台灣腳‧曼谷行：台灣高等學校赴曼谷辦理教育展暨招生說明

會」，共計 14 所大學 27 人報名參加，將於 11 月 21~26 日共赴曼谷。 

二、 99 年 9~10 月外賓來訪紀要 

（相關內容及照片詳見http://www.ntnu.edu.tw/oia/visit2010.php） 

三、 近期新簽約學校 

(一) 浙江工商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二) 北京體育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 華南理工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四) 四川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五) 南韓同德女子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六) 南韓高麗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七) 日本筑波大學人間總和學科與本校運休學院簽訂院級合作交流協議及

月/日 摘要 

9月 1日 南韓高麗大學校長李基秀教授、副校長崔溶澈教授一行蒞校訪問 

9月 9日 日本天理大學日本天理大學校長飯降政彦教授一行來訪 

9月 14日 香港演藝學院教授Benedict Cruft及Clarence Mak蒞校訪問 

9月 20日 福建省高校高等師範教育交流考察訪問團來訪 

9月 23日 泰國詩納卡琳大學(Srinakarin University)教育學院系主任、師長及其
它學術機構計 28人來訪 

9月 24日 日本慶應大學加茂具樹教授來訪 

9月 30日 美國教學光譜中心主任 Prof.Sara Ashworth 來訪 
越南河內第二師範大學校長及國際處處長來訪 

10月 1日 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一行 12人來訪 

10月 4日 越南胡志明市技術師範大學 2位教授來訪一週，參訪本校各行政單位。 

10月 5日 波蘭夸克經濟大學 Prof.Ewa Slezak、Aleksandra Jurkowska & 
KatarzynaMikotajczyk教授分別代表該校經濟系與財金系來訪本校 

10月 6日 姊妹校加拿大亞伯達大學東亞系唐日安主任來訪洽談雙聯學程合作事宜 

10月 8日 姐妹校羅馬第三大學 Prof. Guido Fabiani一行 5人來訪期待擴大交流  

10月 8日 北愛爾蘭皇后大學 Prof. Stephen Royle 教授來訪暢談海洋與島嶼 

10月 12日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代表Dr.Carol Dickenson與該校國際長Geoff 
Edmondson來訪，並與我校續簽學術合作備忘錄及新簽學生交換協議。 

10月 13日 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吉田晴世一行及京都教育大學泉惠美子
等人來校訪問，觀摩英語系語言習得課程並了解英語師資培育現況。 

 10月 19日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音樂教育系 Timothy S. Brophy教授來訪，洽談 2013
合辦研討會事宜。 

10月 25日 
姊妹校早稻田大學學生事務承辦人員一行 6人來訪，交流學生事務運作
相關事宜。 

10月 26日 
上海師範大學現代校長培訓中心舒治定主任來訪，交流服務學習及海外
實習議題。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0920064010221.pdf�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8574�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1007105646478.pd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1011101659142.pd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1011101810429.pd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1020100622212.pd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010260256025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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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換協議。 

(八)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與本校續簽學術合作交流協議並新簽訂學生交換

協議。 

(九) 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四、 學術交流參訪、交換生、獎補助等業務 

(一) 學術交流參訪： 

1. 9月15至18日於法國南特參加歐洲教育年會暨教育展(EAIE)、發表講座

(主題:交換不平衡)，並與各國大學校院近20位代表洽談合作，後續並

聯繫12所學校，邀請其代表於11月中旬來台參加歐洲教育展期間參訪本

校。 

2. 辦理9月25～27日本校師長一行赴北京體育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參訪及9

月27~29日本校師長一行赴日本筑波大學等學術機構參訪事宜。 

3. 辦理10月12~18日本處信世昌副處長赴西安交通大學出席兩岸事務研討

會暨當地姐妹校拜會事宜。 

(二) 交換生、雙聯生業務 

1. 協助 99 學年(上)赴外校級交換生 47 名、院系所級交換生 3 名及訪問學

生 2 名辦理出國事宜。 

2. 完成交換校名額(赴外)問卷調查、100 學年(上)赴外交換甄選說明手

冊，並於 10 月 27 日辦理交換生/訪問生甄選、雙聯學制說明會，約 120

名學生參與。 

3. 9月2日辦理來校交換生迎新說明會暨迎新茶會，本學期新生計58名，會

中邀請各系所導師、助教、教官、義工同學出席，提供課業及生活輔導

協助，約80人參與。 

4. 10月27日辦理大陸交換生座談會，瞭解陸生來校學習狀況，計25人參加。 

5. 更新並公告2011春季班來校交換/訪問申請資訊，11月5日截止報名，現

已有30位學生申請。 

6. 完成姐妹校管理、交換生甄選系統測試與教育訓練，預計11月8日正式

上線使用。 

(三) 獎補助業務 

1. 99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助計畫本校獲部補助情形如下：學海飛颺獲

部核定補助 160 萬元，經國合會會議通過校配合 56 萬元，選送 10 名

學生（每人獲 12 萬至 36 萬不等）赴世界前百大名校進行交換或雙聯

就讀半年至 2 年不等；學海築夢計 5 系(所)共 5 件計畫案獲部核定補

助共 277 萬 3,565 元，為全國第二高，非技職大學之冠，預計選送至

少 42 名學生赴海外進行專業實習 1 個月至 1 年不等。 

2. 2010年度第二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本校計8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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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其中3名學生獲獎，補助赴日至多6個月。 

3. 暑期赴海外姐妹校英國愛丁堡大學、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及韓國梨花

大學語言文化研習學生計23位。其中9位為書卷獎同學，每位獲補助2

至4萬元不等。 

4. 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99學年度上學期出國)申請學生計42

名，經國合會會議通過補助165萬元選送20名學生（每人獲5萬至30萬

不等）至國外大學進行交換或雙聯就讀半年至2年不等，全數已辦理出

國請領第一期款作業。 

5. 彙整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99 學年下學期出國)申請計 20 件。 

6. 10 月 29 日舉辦赴外短期進修獎助說明會，約 60 位同學參與，反應熱

烈。 

7. 其他獎補助訊息： 

(1) 2011年度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一般及日本  

   研究領域)(11 月 15 日截止) 

(2)2011 年美國研究暑期專題研習計畫(11 月 19 日截止) 

 

(3)2010 年台德台奧第二次交換獎學金(11 月 22 日截止) 

(4)本校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100 年 4~9 月(11 月 30 日截 

   止) 

(5)100 年度第 2 期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 

   「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100 年 2 月 22 日截止) 

五、 招生相關業務 

(一) 外國學生 100 學年度學位班、轉學生簡章及問卷調查已於 9 月 20 日發

至系所，10 月 11 日起進行彙編及翻譯作業，預定 11 月 5 日將中文版

二校草案、英文版一校草案送至系所校對，於 11 月 23 日招生會議中

審查，於 12 月中旬前上網公告。 

(二) 2011 年春季班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案刻正進行審查，已有 20 件遞交並完

成初審，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2 日。 

(三) 國際學生雙語資料庫系統第三期系統擴充案，已於 10 月 26 日、27 日

完成教育訓練，預計於 11 月底前完成系統驗收並上線。 

(四) 10 月 20 日發函調查系所招收大陸學生意願，截至 10 月 31 日止，已有

41 系所回覆。 

六、 國際學生輔導業務  

（一） 9月1、2日偕同出納組、註冊組、課務組共同辦理國際學生新生入學報

到註冊，本學期報到外籍生116人、僑生130人。總計外籍生來自49國，

計414人；僑生來自25國，計4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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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月中旬與師資培育處協議，預定明年3月合作擴大辦理「國際文化暨

就業留學博覽會」，以吸引中外學生參與，發揮資源共享之效益。 

（三） 本校99學年度外籍新生獎學金獲獎計27名，學士16名、碩士11名。99

年7至12月外國學生獎學金計22位獲獎(非新生)。 

（四） 國際學生活動： 

 
參、 前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序號 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提高暑期專業研習隨團教師補

助額度 

已於 99 年 6 月 8 日提案於本校國

際合作委員會議審議並通過。 

二 提供各系所院推動國際學術合

作補助 

已修正補助辦法草案，99 年 9 月

23 日提本校國際合作委員會議、9

月 30 日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10 月公告實施。 

肆、 補充報告 

一、 配合執行校務發展計畫，本校已通過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辦

法，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歡迎各單位提出申請。 

二、 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赴外進修，設有書卷獎學生寒、暑期赴外研習

補助，本處亦陸續舉辦系列說明會，提供語言文化或專業研習資

訊，歡迎各系所鼓勵書卷獎學生申請。 

三、 大陸地區大學可分幾類：教育部所屬重點大學、教育部所屬一般大

學（非重點大學）、省市所屬重點大學、省市所屬一般大學（縣市

地方之大學或學院），其中教育部所屬重點大學名單請參考會議書

面資料 985 工程及 211 工程高校清單，可作為交流合作及招收陸生

之參考。(本校現有大陸地區姐妹校計 22 所) 

四、 本校可招收 2011 年度秋季班陸生名額計 35 名(僅限研究生)，國際

處已發函調查各系所招收陸生意願，並初步規劃招生時程，惟陸生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9月10日 「世界自殺防治日」宣導活動 約100人 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主辦 

9月20日 僑委會「97年10月慶典接待服務」 49人 薦送僑生擔任聯絡員 

9月21日
~10月7日 

2011年春季班外籍生入學申請 
一對一說明會 

約50人 於國語中心辦理，計4場次。 

9月23日 臺灣文化體驗日~中秋節慶 約40人                                     林口校區 

10月1日 國際學生迎新晚會 約400人 
國際學生研習經驗及臺灣文化

分享、才藝表演等 

10月10日 參加國慶花車遊行慶典(移民署邀) 12人 
波蘭、美國、加拿大、印度、印

尼等外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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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就學相關辦法尚未定案，如有最新訊息，將隨時轉知各系所。 

 
伍、 建議與回應 

一、 中央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不得編列陸生獎學金，陸生來台就學

需自費之規定不盡合理，國際事務處將於相關會議中向教育部反

應。 

二、 各系所辦理學術研討會常面臨經費問題，建議成立全國性專業學

會，可獲得會員及會費支援，並有助於對外申請相關補助。 

三、 為提供外籍新進教師來台各項申辦手續及生活住宿資訊，本校華研

所外籍客座顧百里教授願意協助編製外籍教師手冊，國際事務處將

後續連繫並辦理相關事宜。 
 
 

乙、散會(10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