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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3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本校 102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需求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 102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需求案業於 101 年 3 月 28 日提經本校

102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需求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二、 概算需求詳附表，審議通過後，配合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 年度預算

額度，據以籌編本校 102 年度預算案。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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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概算表-A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目名稱 101年度預算數 102年度概算數
102與101年度

增減比較
增減原因說明

自籌收入 355,700 350,460 -5,240

　　學雜費收入 341,728 336,472 -5,256 預估學雜費減免增加。

　　賠(補)償收入 65 65 0

　　違約罰款收入 380 320 -60 預估圖書逾期罰款減少。

　  雜項收入 13,527 13,603 76 預估招生考試收入增加。

補助收入 453,998 451,004 -2,994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33,169 433,169 0

　　其他補助收入 20,829 17,835 -2,994

預估102年度教育部等補助計

畫收入較101年度減少。

收入合計 809,698 801,464 -8,234

成本與費用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08,800 711,979 3,179
人事費、郵電及維修費等

增加。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5,105 15,105 0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77,873 178,332 459 人事費增加。

 　雜項費用 11,207 11,439 232 預估招生考試等費用增加。

成本與費用合計 912,985 916,855 3,870

本期賸餘(短絀-) -103,287 -115,391 -1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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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概算表-B版
中華民國 102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目名稱 101年度預算數 102年度概算數
102與101年度

增減比較
增減原因說明

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 133,811 142,235 8,424

國科會等計畫收入142,235千

元。

　　推廣教育收入 14,282 14,773 491

　　利息收入 2,544 2,909 365

1.100年12月31日止本校校務基金定

期存款計有：1.土地銀行299,400千

元，2.郵局157,900千元。

2.102年度學生第二宿舍興建工程、

行政大樓新建工程先行墊支及學生宿

舍機車停車場車棚工程等預計支用

242,036千元，預計解除土地銀行定

存，影響利息收入。

3.預估102年時土地銀行定存4,990千

元定存原存60筆將解除定存49筆僅餘

11筆，利息收入738千元（月息收入

5593元*12月*11筆）；郵局定存

9,900千元定存15筆，9,400千元定存

1筆，利息收入2,171千元（月息

11344元*15筆+10771元*1筆=180931

元，年息收入=180931元*12月）。土

地銀行及郵局定存利息合計2,909千

元。

　　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 17,787 18,357 570

　　受贈收入 7,500 5,500 -2,000 預估捐贈減少。

收入合計 175,924 183,774 7,850

成本與費用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16,488 15,970 -518

1.依研發處規劃研究獎勵等

  編列15,752千元。

2.學生宿舍相關經費218千

  元。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644 643 -1 編列水電費及公共關係費。

　　建教合作成本 126,303 131,036 4,733

1.國科會等計畫費用

  114,932千元。

2.總務處估列折舊16,104

  千元。

　　推廣教育成本 14,043 14,618 575

1.推教中心推廣教育費用

  14,356千元。

2.總務處估列折舊262千

  元。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000 5,000 0

依研發處規劃研究獎勵及捐贈

估列獎助學金編列。

    雜項費用 12,653 13,796 1,143

1.學生宿舍、職務宿舍及停

  車場等場地費用13,313千

  元。

2.總務處估列折舊483千元。

成本與費用合計 175,131 181,063 5,932

本期賸餘(短絀-) 793 2,711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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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固定資產改良擴充明細概算表-A版

單位：千元  

房屋建築及設備 195,458

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55,000 本大樓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建築，總樓地板面積8,700平方公

尺，總工程經費包括建築、水電、空調、景觀、植栽、電梯等

工程費，及其他如再生能源設備款、公共藝術設置費、空污

費、水電、電信管線補助費……等計200,477千元，規劃設計監

造費8,746千元，工程管理費1,777千元，以及內部設備費

12,500千元，合計223,500千元。本計畫分四年辦理，99年度由

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1,890千元辦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規

劃設計及發包，100年由自籌款編列10,000千元辦理工程施工，

以及101年編列156,610千元，由國庫補助119,500千元(學校自

有資金先行支應)，自籌37,110千元繼續辦理工程施工，102年

由國庫補助編列55,000千元辦理工程驗收、結算及內部設備採

購。(本案由本校自籌49,000千元經費)

    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 140,458 本大樓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建築，總樓地板面積9,260平方公

尺，可提供560床之四人房宿舍，總工程經費包括建築、水電、

空調、景觀、植栽、電梯等工程費，及其他如再生能源設備

款、公共藝術設置費、空污費、水電、電信管線補助費……等

計197,800千元，規劃設計監造費9,515千元，工程管理費1,690

千元，以及內部設備費13,536千元，總計經費為222,541千元。

本計畫分四年辦理，100年度由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2,083千

元辦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規劃及設計，101年由自籌款編列

10,000千元辦理工程發包及施工，102年由自籌款編列140,458

千元繼續辦理工程施工，以及103年由自籌款編列70,000千元辦

理工程驗收、結算及內部設備採購等。(本案需求經費全數由本

校校務基金自籌計222,541千元)

機械及設備 17,965

交通及運輸設備 4,090

什項設備 52,649

電腦軟體 4,650

資產合計 274,812

資產資金來源

  國庫增撥基金-資產 88,876 含軟體1,250千元。

  自有營運基金-房屋建築 140,458 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

備註、說明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中華民國 102年度

工作計畫、項目名稱 概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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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改良擴充明細概算表-A版

單位：千元  

備註、說明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中華民國 102年度

工作計畫、項目名稱 概算數

  自有營運基金-設備 42,078

  自有營運基金-電腦軟體 3,400

合計 27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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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固定資產改良擴充明細概算表-B版

單位：千元  

機械及設備 10,593

什項設備 561

資產合計
11,154

資產資金來源

  自有營運基金-設備 11,154

合計 11,154

國科會等計畫所需設備。

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概算數

中華民國 102年度

備註、說明　工作計畫、項目名稱

28



 

附 

 

件 

 

二 

29



 

30



國立高雄大學第 3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為推動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擬補提 102 年度概算，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100年度蒞校辦理檔案管理實地訪視結果報告所指示之

改進內容辦理（如附件二-1）。 
二、 為配合推動公文系統全面e化，圖資館提出二項建議方案如下： 

方案一：移轉廠商既有模組，不做任何客制化需求修改，總預算 
約380萬（未含每年維護費）。 

方案二：完全依本校需求開發全新系統，總預算約530萬（未含

每年維護費）。 
三、 詳細之方案內容如附件二-2分析表。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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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30 次教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委員制度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100 年度上半年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中指出：本校

在教學評量方面，諮商輔導流程方式不易產生效果，宜思考改善

之道，相關流程仍有修正提升空間。 
二、 為發揮教學意見調查功能，以提昇教師教學效能，促進教師意見

交流，及因應評鑑結果，擬修訂教學諮詢委員制度實施辦法及輔

導、追蹤流程。 
三、 本辦法經100年10月13日本校100學年度第1次教學諮詢委員會

議、及101年3月27日本校100學年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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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委員制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96 年 4 月 17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法規名稱 現行法規名稱 說   明 

立法名稱   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輔

導實施辦法。 
立法名稱   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

委員制度實施辦法 
係建立輔導諮詢制

度，非建立諮詢委員

制度，爰修正法規名

稱。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連結教學評鑑結果，提昇

教學品質、回饋教學評鑑意見、

提供教學諮詢服務、及建立教學

輔導機制，特訂定本校教學諮詢

輔導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供教師教學諮詢服

務，建立教師教學輔導機制，

特設立教學諮詢委員，並訂定

本實施辦法。 
 

1.設立目的。 
2. 所稱教學評鑑結

果，係指依本校教

學評鑑施行辦法對

各課程進行教學意

見調查之結果。 
 

第二條   本辦法所訂諮詢輔導之實

施，以每學期依本校教學評鑑

施行辦法實施之教學意見調查

結果統計分數為依據。 

 1.新增條文。 
2.增訂啟動諮詢輔導

之依據。 

第三條    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有一科未達 3.5 分之教師，由教

務處函知各該教師及系所主

管，以為預警。 
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分數有二

科以上未達 3.5 分之教師，由教

務處函知各該教師及系所主管

外，並列為輔導、諮詢管制個

案。 
連續三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有二科以上未達 3.5 分之教師，

列入教師評鑑扣分項目。 
教學預警諮詢輔導執行程序由

教務處訂之。 

 1.新增條文。 
2.輔導諮詢措施。 
3.執行程序如附。 

第四條     為提供前條所定教師預

警、輔導、諮詢服務，設本校教

學諮詢輔導委員會，其組成如

下： 
一、教務長。 
二、各學院推選專任教師三名。 
三、通識中心推選專任教師一

名。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產生之

委員，任期一年。 

第二條   教學諮詢委員須為本校專

任教師並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曾獲系（所）、院、校之

教學優良教師者。 
二、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且

具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

材與教學方法力求精進

之教師。 
 

1.條次變更。 
2.教學諮詢委員會之

組成及資格條件。

3.原條文第三、五條

併入及文字修正。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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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教務處得簽請校長同

意後敦聘一至二名具有教學諮

詢專長之校外專家擔任本校教

學諮詢輔導委員，每任聘期一

年。 
各學院、通識中心推選之

專任教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最近三年曾獲選院或中心

級、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者。 
二、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且

具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材

與教學方法力求精進之教

師。 
教學諮詢輔導委員會議以教務

長為召集人，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教學諮詢委員會由下列成

為當然委員並擔任

二、推舉委員：教學諮詢委員

三、必要時得邀請一至二名校

併入修正條文第四條

員組成： 
一、教務長

委員會主席。 

由各學院自行推舉三至五

名專任教師，並由教務處

簽請校長同意後敦聘之，

聘期為一年。 

外具有教學諮詢專長之專

家為委員會委員。 

規定。 

第五條    教學諮詢輔導委員為無給

職。但校外委員得酌支出席費

及交通費。 
教學諮詢輔導委員每週至

少應排定一小時，提供教學諮

詢輔導服務。 
 

 

第四條    職，

學諮詢服

二、將新進教師及教學需協助

三、就個人教學心得，提供教

1.條次變更 
四款刪

教學諮詢委員為無給

其諮詢內容如下： 
一、每週定期排定教

務一小時，以個別晤談或

電話訪談方式，提供新進

教師及教學需協助之教師

教學相關之諮詢。 

之教師教學情況及問題詳

實記錄，以提供當事人、

該學系及教務處參考及評

估。 

師教學經驗分享，並得就

2. 第二至第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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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方式、教學計畫與實

際上課過程等，錄製成教

學觀摩影片，供本校其他

教師參考。 
四、出席本校召開之教學諮詢

委員會議。 
 第五條    會議由教務 併入修正條文第四條教學諮詢委員

處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最後一項。 

第六條   除前條第二項所定諮詢服務

外，教學諮詢輔導委員亦得與任

何有意願之教師分享教學經驗。 

 1. 新增條文。 
委員2. 增訂請諮詢

協助教學經驗分

享規定。 
第七條   教學諮詢輔導委員進行教學

諮詢、意見交流時，應填具記錄

表，並以密件擲回教務處，由教

務處妥慎保管三年後銷毀。 

 1.  
填寫

 新增條文。

2. 請諮詢委員

活動記錄表，並保

管責任。 
第八條 位   每學期教務處酌予補助每

教學諮詢輔導委員活動經費，但

需檢據核銷。 
本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收

入（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

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

得之收益）支應。 

 1.  
助規

 新增條文。

2. 增訂經費補

定，額度視可用經

費而定，目前原則

上以二千元為度。

第九條 、校務基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 條次變更及修正，因

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涉及經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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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密件  

 國立高雄大學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記錄表 
 

一、教學諮詢輔導委員：                     

    學院：              學院           系所：                       

二、參與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人數：       人 

三、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次數：□首次進行交流  □第  次進行交流 

四、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時間：      年  月    日約  小時 

五、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地點（或方式）： 

                                                                       

                                                                      

                                                                      

六、教學諮詢輔導/意見交流內容（可複選）： 

□課程準備  □教學態度  □教學方法  □成績評量   □班級經營 

□教學經驗  □師生互動  □其它ˍˍˍˍˍˍˍˍˍˍ 

七、建議事項： 

 

 

 

 

 

 

 

教學諮詢委員簽名：                        

 

＊填寫完畢後請以信封彌封送回教務處教服組，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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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3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國際訪問學者聘任辦法」部份條文，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本次部份修正條文業經101年3月23日第121次行政會議核定通

過。 
二、 為配合本校每年度實際規劃經費額度及補充說明應檢附文件，擬

修正本辦法第七條及第六條規定。 
三、 基於本補助之專案審查委員會與學術審查會之組成成員相同，為

免會議召開繁複，第八條擬修正為由「學術獎勵補助審查會」審

議。另外，為配合本要點之實施乃經行政會議審查通過，擬修正

第十一條規定。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草案如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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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國際訪問學者聘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98 年 1 月 16 日第 9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22 日第 2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23 日第 12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修正 第一條 

為增進本校教學及研究水準，邀

請國外學者來校從事短期講學及

訪問，推動學術國際化，特訂定

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聘請

訪問學者至本校從事教學及研究

工作所聘訪問學者名額不佔所屬

系、所教師之編制員額。 

 

未修正 第三條 
受邀訪問學者應具下列條件之

一： 
一、為任職於國外大學或研究機

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二、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具國際

聲望者。 
三、其學術專長對申請單位之教

學研究有助益者。 

 

第四條   
訪問學者在校訪問期間應至少為

七日，來訪事由需為下列情事之

一： 
一、舉辦師生座談或演講活動，

其主題為國內欠缺或待加強之學

術領域。 
二、開設學分課程（應先經本校

三級三審程序通過）。 
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究、發表

論文。 
如有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會研究

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及其

他相關單位後，陳報校長核定後

據以辦理。 

第四條   
訪問學者在校訪問期間應至少為

七日，來訪事由需為下列情事之

一： 
一、舉辦師生座談或演講活動，

其主題為國內欠缺或待加強之學

術領域。 
二、開設學分課程（應先經本校

三級三審程序通過）。 
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究、發表

論文。 
如有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會研究

發展處及其他相關單位後，陳報

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 
 

修正條文用語 

未修正 第五條 
各單位於申請本補助前，應先向

國科會或其他校外機構提出補助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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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若有經費補助不足或未獲

補助者，始得申請本項補助。 
第六條   
各單位應於訪問學者抵校兩個月

前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發處（以下

簡稱研發處）提出申請： 
一、邀請國際訪問學者補助申請

表乙份(如附表一)。 
二、受邀請學者個人基本資料及

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單位擬辦學術活動之具

體說明及詳細規劃。 
四、未獲或已獲國科會或其他單

位補助之證明文件。 
訪問學者來訪期間，若在本校授

課者，除前項申請程序外，應經

本校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 
 

第六條   
各單位應於訪問學者抵校兩個月

前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究發展處

（以下簡稱研發處）提出申請： 
一、邀請國際訪問學者補助申請

表乙份(如附表一)。 
二、受邀請學者個人基本資料及

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單位擬辦學術活動之具

體說明及詳細規劃。 
訪問學者來訪期間，若在本校授

課者，除前項申請程序外，應經

本校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 

修正條文用語。 
新增修正部份為申

請時應檢附文件之

補充說明。 

第七條 
補助名額將視年度經費及審核結

果而定，每名訪問學者補助金額

最高以新台幣10 萬元為限。補助

項目含工作報酬（含生活費）、機

票費、住宿費等，補助標準如附

表二。 

第七條 
補助名額將視年度經費及審核結

果而定，每名訪問學者補助金額

最高以新台幣 50 萬元為限。補助

項目含工作報酬（含生活費）、機

票費、住宿費等，補助標準如附

表二。 

配合每一年度本校

實際規劃總經費為

10~15 萬元。 

第八條   
申請案件經研發處彙整後，送本

校「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

審議。 
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教務長、研發長及五院院長

為委員。委員認為有必要時，亦

得邀請提案單位列席說明。 
前委員會各項決議應有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同意為之。 

第八條   
本校應組成專案委員會審查申請

案件。 
 
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教務長、研發長及五院院長

為委員。委員認為有必要時，亦

得邀請提案單位列席說明。 
前委員會各項決議應有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同意為之。 
 

考量本專案委員會

之組成成員與本校

學術獎勵補助審查

委員會成員相同，為

免會議召開繁複，擬

併入學審會提案中

一併審議。 

第九條 
補助經費之核銷： 
受補助單位應於受邀學者離校後

一個月內，依相關會計規定檢據

核銷，並應檢附成果報告乙份送

第九條 
補助經費之核銷： 
受補助單位應於受邀學者離校後

一個月內，依相關會計規定檢據

核銷，並應檢附成果報告乙份送

修正條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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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公開上網。 
 

研發處公開上網。 
 

第十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及其他計畫款項下支

應。 

第十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學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及其他計畫款項下支

應。 

修正條文用語。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本補助要點乃經

第 96次行政會議及第

20 次校務基金會議通

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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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國際訪問學者聘任辦法 
98 年 1 月 16 日第 9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22 日第 2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23 日第 12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增進本校教學及研究水準，邀請國外學者來校從事短期講學及訪問，

推動學術國際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聘請訪問學者至本校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所

聘訪問學者名額不佔所屬系、所教師之編制員額。 

第三條 受邀訪問學者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為任職於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二、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具國際聲望者。 

三、其學術專長對申請單位之教學研究有助益者。 

第四條  訪問學者在校訪問期間應至少為七日，來訪事由需為下列情事之一： 

一、舉辦師生座談或演講活動，其主題為國內欠缺或待加強之學術領

域。 

二、開設學分課程（應先經本校三級三審程序通過）。 

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究、發表論文。 

如有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會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及其他相

關單位後，陳報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 

第五條 各單位於申請本補助前，應先向國科會或其他校外機構提出補助申請，

若有經費補助不足或未獲補助者，始得申請本項補助。 

第六條 各單位應於訪問學者抵校兩個月前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一、邀請國際訪問學者補助申請表乙份(如附表一)。 
二、受邀請學者個人基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單位擬辦學術活動之具體說明及詳細規劃。 

四、未獲或已獲國科會或其他單位補助之證明文件。 
訪問學者來訪期間，若在本校授課者，除前項申請程序外，應經本校系、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七條 補助名額將視年度經費及審核結果而定，每名訪問學者補助金額最高以

新台幣10 萬元為限。補助項目含工作報酬（含生活費）、機票費、住宿

費等，補助標準如附表二。 

第八條  申請案件經研發處彙整後，送本校「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 

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研發長及五院院長為委員。

委員認為有必要時，得邀請提案單位列席說明。 

第九條  受補助單位應於受邀學者離校後一個月內，依相關會計規定檢據核

銷，並應檢附成果報告乙份送研發處公開上網。 

第十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及其他計畫款項下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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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國際訪問學者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請於學者抵台前兩個月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聯絡電話：     

一、基本資料 

受邀者符合之

邀請條件 

□ 任職於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 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具國際聲望者。 
□ 其學術專長對申請單位之教學研究有助益者。 

受邀者姓名   國籍   

現職 

服務單位名稱： 
職稱： 
□ 教授 
□ 副教授 
□ 其他： 
(若職稱非台灣教職制度之適用名

稱，請選擇「其他」，並檢附說明比

照「受邀者條件」之證明或說明) 

最高學歷-含畢業

年、畢業學校 

 

研究專長   榮譽及勛獎   

受邀者是否曾

接受本補助來

台？           

□是 
(是否有繳交成果報告：□有□無) 
□否   

若選「是」，請檢

附之前相關文件作

為附件： 

■ 申請表 
■ 成果報告 

受邀者條件 □ 諾貝爾級     □ 特聘講座     □ 教授、副教授級  

訪問時間 自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共__天（至少須達 7 天標準） 

國科會或其他

校外機構提出

補助申請情形 

 
機構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 工作報酬－預估金額新台幣      元／日×      日＝      元 

□ 來回機票費（□經濟艙/□商務艙/□頭等艙）－預估金額新台幣            元（核實報

支） 

□ 其他費用－預估金額新台幣      元／日×   日＝      元（核實報支）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金額總計：   元(扣除其他單位補助後總計：    元) 

□ 舉辦師生座談或演講活動，預計舉辦       場次 

□ 開設學分課程，預計開設       學分（       小時） 

□ 共同研究。研究主題：                  。預計發表論文        篇 

活動性質 
  
  
  

□ 其他 

學者個人資料 http://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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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連結 
二、檢附資料（請另紙繕附） 
（一）符合邀請條件之佐證資料。 
（二）行程安排請說明各項活動之類型、時間、主題、內容、參加對象等（請詳盡填寫）。 
（三）邀請理由請說明本計畫之重要性及對申請單位研究教學之助益等（請詳盡填寫）。 
（四）工作內容受邀者擬進行之工作項目及內容(請詳盡填寫)。 
（五）預期之具體成果請列述在執行期限內預期達成之目標(請詳盡填寫)。 

（六）主要學術論文 5 篇以上之清單請另附清單一份，約一張 A4 大小以內，格式不拘。 
（七）申請特聘講座說明若申請受邀者條件為特聘講座，請另附說明，約一張 A4 大小以內，格式不拘。 

（八）申請商務艙說明若申請艙等為商務艙或頭等艙，請另附說明，約一張 A4 大小以內，格式不拘。 

（九）未獲或已獲國科會或其他校外學術機構補助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附件（如比照受邀者條件說明、受邀者曾來台之相關附件等，請另紙繕附） 

＊備註： 
1. 其他個人基本資料，如學歷、經歷、其他學術論文、學術獎、專利等資料，請另紙繕附，格式不拘。 

2. 相關費用請參考『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編列。 

3. 其他國家教職名稱，若非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但為符合本補助之受邀者條件，請檢附比照之證明或說明。 

4. 申請單位請於審查會議舉行時派員出席說明(時間另行通知)。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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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高雄大學國際訪問學者補助經費標準表 
適用對象 諾貝爾級 特聘講座 教授、副教授級 

報 酬 ( 含 生 活
費；本項報酬須
依政府規定繳
交所得稅 20%) 

13,080 元 /
日 

9,810 元/日 教授： 

8,175 元/日 

副教授： 

6,540 元/日

機票費 

(任職地至台北
來回機票) 

以頭等艙為
原則，有限
制 核 實 報
支。 

以 商 務 艙
為原則，有
限 制 核 實
報支。 

以經濟艙為原則，有限
制核實報支。 

保險費 核實報支。 

經

費

補

助

項

目 

國內交通費 每週以 3,000 元為上限。 
備註： 

1.本表參考行政院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以及國科會之「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
給標準表」訂定，補助計算方式以實際工作內容為考量。 

2. 諾貝爾級:曾獲諾貝爾獎、國家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學者專家。 

3. 特聘講座:(1)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表為國際所推
崇者;(2)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知名，而為國內所欠缺之專家、學者；
(3)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成就，並曾在國外擔任同等質量工作有年
者。 

4.教授級:任職於國外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具教授或相當資格之國際傑出學

者專家。 

5.副教授級:任職於國外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具副教授或相當資格之國際傑

出學者專家。 

6.來回程機票費以網路蒐集合理價格 10%彈性範內予以補助，有限制核實報

支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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