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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教育部為為提升青年的國際移動力，拓展國際視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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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6年起開辦學海計畫，其中包括選送優秀大學生出國研修的「學海飛

颺」、專業實習的「學海築夢」與清寒優秀生專屬的「學海惜珠」等3
項計畫，並因應新南向政策，於106年度新增「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貳、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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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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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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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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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對象】



【補助內容】

一、學海飛颺：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每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其補助額度得依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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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海惜珠：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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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三、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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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補助金額由教育部核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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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

3. 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一人為限，生活費最多不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計畫教師不能在學生團員回國後才出國)



【申請時程及程序】

一、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1.每年2月1日前，各校上傳校內甄選辦法。

2.每年3月31日前，各校提出申請補助計畫書。(網站上送出)

3.每年 4-5月，開始審查各校計畫書(含初審及複審)

4.每年5月31日前，核定並公告結果。

二、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教育部視當年度經費預算情形於每年8月1日前公告第2次申請：

(包括原核定計畫申請增額及另提出新申請補助計畫書)

1.每年9月1日前，各校上傳校內甄選辦法。

2.每年9月30日前，各校提出申請補助計畫書。(網站上送出)

3.每年 10-11月，開始審查各校計畫書(含初審及複審)

4.每年11月30日前，核定並公告結果。



【申請時程及程序】

三、 109年度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本校校內申請作業時程：

備註：
1. 請參考「計畫案填寫空白範本」word檔(如附件2)，建議各位教師於系統開放前

即可利用此範本開始填寫計畫案內容，待系統開放後於計畫網站進行文字剪貼。
2. 各計畫案填寫請先參閱「學海計畫填寫注意事項」(如附件3)之內容進行撰寫。



【計畫撰寫及審查標準：學海築夢】

（1）行政績效（10分）：
1. 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2. 有無違反學海要點規定。
3. 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2）審查項目配分（90分），包括下列各項：
1. 薦送學校（60分、國際事務處填寫）：

甲、校內審查機制：
a) 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
b) 計畫主持人甄選學生作業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
c) 分配各計畫案經費之準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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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建立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
b) 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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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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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
c) 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d) 變更各計畫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之次數。
e) 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際實習機構之差異等。

2. 各子計畫案（30分、各計畫主持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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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育部申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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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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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撰寫及審查標準：新南向學海築夢】
（1）行政績效（10分）：

1. 執行計畫時撥款、核結時效性與正確性。
2. 有無違反學海要點規定。
3. 出國前上傳資訊效率及經費執行情形。

（2）審查項目配分（90分），包括下列各項：
1. 薦送學校（20分）：

甲、校內審查機制：
a) 校內計畫案、選送學生甄選基準。
b) 計畫主持人甄選學生作業方式等相關資訊之揭露。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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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建立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
b) 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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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選送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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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
c) 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d) 核定補助後，變更各計畫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之次數。
e) 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際實習機構之差異。

2. 各計畫案內容（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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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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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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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範本(節錄)：學海築夢】











合作契約書：中醫大 & 美國伊利諾大學

合作契約一定要有
雙方簽署或用印。



【計畫範本(節錄)：新南向學海築夢】







相關報導



【108-2亮點計畫】運動醫學系陳卓昇老師『南加州健康大學國際交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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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源起：
這二三十年來，由於社會與科技的變遷，尤其是網際網路的興起，影響了大學教育的方

向與策略，競爭源與學生出路，逐漸趨向國際化。因此，各大學對學生的國際觀與國際化，
逐漸重視。本校的教育方針，也特別注重培養學生具有全球化、多元化的國際視野與專業
能力與條件，期讓學生不但能立足於國內、更能放眼於國際。另外，運動醫學相關領域在
西方國家如美國或澳洲，相對比台灣先進。學生能有機會到國外接受這樣的環境訓練，同
時也領略西方國家的文化與生活，是學生擴展國際視野與增進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好機會。
因此擴展海外專業實習之課程，也是本校及本系近年來努力的方向之一。

本校與南加州健康大學早就有合作協議多年，自99學年度起，我們運動醫學系開始甄選
學生前往該校進行暑期交換學生計畫的海外實習。但因為學校補助有限，部分學生因經濟
因素，往往在篩選之後，猶豫而退出，殊屬可惜。因此我們期待，藉由「學海築夢」的補
助計畫，幫助這些因經濟因素而無法成行的學生。

經由多年來的合作經驗，我們已經有一套SOP流程，成果豐碩，合作愉快。實際上今年
(108年)4月份，美國方面也由對方的Hsiao, Lungsheng教授帶領10位同學，前來本校附醫中
醫部交流，對本校提供的見習教學，非常滿意。學生私底下表示，比他們去中國大陸交流，
收穫更多。



計畫宗旨與目的：
1. 藉由實地參與國外學校課程及臨床教學，及運動場地實際運動傷害防護觀摩實習，提昇學

生國際專業視野及發展的潛能。
2. 體驗國外生活，增進語文與溝通等能力，擴展學生國際觀。
3. 與美國南加州健康大學(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SCU)之合作模式，希望

能往增加教學及研究的合作機會，和建置雙聯學制之方向發展。
4. 幫助經濟較弱勢的學生學海築夢。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美國南加州健康大學(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成立於1911年，發跡於整脊

醫學，提供整脊學會(Los Angeles College of Chiropractic, LACC)之課程。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針
灸與東方醫學院於90年代加入整脊學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ern_California_University_of_Health_Sciences#History)，並
提供住院醫師繼續教育課程( post-graduate residency program)，包括影像診斷、脊椎照護、及運動
醫學等三個主要領域。大學除提供專業領域及基礎醫學科系學士學位，針灸及東方醫學碩士學
位，也提供整脊醫學博士學位及負責整脊醫學會執照考試。

運動醫學是南加州健康大學三個主要領域之一，但也聯結另外兩個領域強項(整脊與東方醫
學及針灸)運用於運動傷害防護及醫療，與本校的運動醫學系的精神頗有相似之處。我們派過
去的學生，一開始由Hsiao, Lungsheng教授負責課程安排，接待照料(我們的學生說他像父親一
樣，非常難得，是學生之福)。前年開始，他們的新院長上來(Dr. Jenny Yu, Dean, College of
Eastern Medicine)，也是一樣對我們的學生照顧有加，並延長兩校間的合作協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ern_California_University_of_Health_Sciences#History


計畫的效益:

1. 學生能體驗學習不同的教育和運動傷害防護系統。透過課室上課，球隊運動場現場的防護觀察，和醫
院診所的參訪，學生能認識美國運動醫學、運動害防護運作的狀況。

2. 學生能擴展多元文化的國際觀。經由國外生活的經驗，了解不同文化的差異。

3. 學生能增進語文與溝通能力，提升國際專業視野及發展潛能。藉由這樣的合作關係，本計畫活動，可
讓兩校從中交流，並找到各自合作的利益，學生能夠發展國際專業的潛力。

4. 計畫的成功維繫及積極交流，為未來建立雙聯學制及實際學術研究合作的基礎，增加國際的合作機會
和可能。

(二)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
考評:
(1)實習單位有實習老師負責聯繫。實習老師除了關心學生實習狀況，也負責考評實習學生的學

習，指導解決實習學生學習之困難。
(2)實習老師亦會將學生實習概況回報。
輔導:
(1)學生實習前輔導：職涯發展評估、職前教育訓練、職場倫理教育、職涯講座。
(2)學生實習中輔導：學生實習心情輔導、實習困難引導、學生實習專業知識指導、與實習單位合作

指導與輔導。
(3)學生實習結束輔導：實習心得分享、生涯規劃輔導、提供就業與求職訊息。



(三)國外實習執行內容 (含實習待遇、實習時數、預定取得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等)

主修運動傷害防護領域的大學三年級學生，以選修本系「國際運動醫學實習」(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sports medicine)課程，於出國前(暑假期間)一學期初，甄選並派至與本校有合作協議之國外學校，
進行四週(30天)的海外專業實習。

首先遴選甄試有意願修課之學生，經書面審查(學業成績，英文語言能力)，及面談篩選:
(1) 書面審查標準: 選運動傷害防護學組(含完成必修課程)，學業成績全班前20%。另外需繳交語言

能力證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
(2) 面談篩選標準: 學生學習興趣、學生學科術科程度、語文應用能力、生活應變及問題解決能力、

情緒管理與抗壓能力。

實習機構提供學生的學習場所和學習時相關人員的協助。我們的學生，歷年來經驗傳承，均能自
己安排食宿及交通，非常獨立，也能團隊合作(這也是本課程本計畫的另外收穫)。有任何問題，那
邊的Hsiao, Lungsheng教授，以及在那便繼續念研究所的學長姊，都可以伸出援手。保險方面，學生
額外自費購買短期旅遊平安險或一般意外險。

本校與實習機構已簽署正式合約，無實習給薪、也無須繳交實習費用。學生以觀光簽證即可到美
國學習31天。海外實習時數120小時以上(參考附件一、2019功課表)，內容包括課室授課討論、臨床
機構之參訪、運動場地實地見習、討論、技術演練等。將提供學生拓展國際視野之相關文章、事務、
專題研討等活動。利用週末學生體驗當地生活。藉由各種活動和學習達到課程目的。



(四)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實習機構在95學年度(2006年)之前，已經由本校中醫學院聯繫，簽合作協議。99學年度，本系(運動
醫學系)開始與對方Hsiao, Lungsheng教授連繫，同年暑假並送學生至該校交流實習。之後依本系學
生意願，每年都有4~9位學生參與。由於課程紮實，經驗美好，收穫豐富，交流學生均鼓勵學弟妹
在經濟許可下，多多出國學習。這幾年，有多位通過篩選的學生，在經濟因素考量之下，退出交流
計畫。這也是啟發本計畫申請補助的動機。

南加州健康大學負責接待與課程安排的Hsiao, Lungsheng教授，曾於107年8月來本校參觀訪問，並
談到教師教學研究合作交流，及雙聯學位的可能性。今(108)年4月底~5月初，他也帶領10名學生來
本校交流，為期兩週。對本校附醫中醫部提供的見習教學，非常滿意。學生私底下表示，比他們去
中國大陸交流，收穫更多。

雙方合作契約書



【108-2亮點計畫】 人文科技學院謝嵩淮老師『人工智慧健康醫療資訊系統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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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1.摘要
本計畫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透過國際交流選派本校醫學相關學生及外校資訊相關學生至美國矽谷新創公

司及史丹佛大學進行短期實習交流，期間規劃跨領域的學生團隊可以到矽谷的新創公司實際參與新創團
隊的運作，瞭解人工智慧應用於健康醫療產業的最新發展，以及矽谷兩所頂尖大學史丹佛及柏克萊大學
和世界知名公司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在醫療人工智慧新創事業的趨勢。
另外該新創公司的醫療長擔任史丹佛大學的心臟血管科醫師及教授，透過該醫療長的關係，也希望在

計劃期間安排學生參與該公司在史丹佛大學進行的AI醫療物聯網(AIMOT)臨床試驗計畫，瞭解美國醫院
的臨床測試計畫實施情形。 此次實習除了在公司及學校學習外，也規劃讓學生參與矽谷當地的創業聚會
及新創團隊pitch活動，若在行前跨領域學生團隊有新創的題目也將安排與當地團隊及投資者切磋交流。

2.國外實習機構簡介及國際聲譽
AICare是美國矽谷人工智慧醫療物聯網的新創公司，目前致力於研發利用穿戴式裝置及影像聲音等技

術，透過人工智慧的方式找出病人日常生活的樣式(pattern)，進而作到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該執行長擁
有多次創業成功的經驗，公司醫療長是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心臟血管科醫師及教授，學生團隊透過此次的
實習，可以學習到矽谷新創團隊的創業模式及頂尖大學醫學院教授在開發健康醫療系統的創新思惟。
舊金山南灣的史丹佛大學是全世界頂尖的大學，與北灣的柏克萊大學共同構成了北加州學術研究中心，

同時也造就近幾十年來矽谷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根據統計，截至2017年止，史丹佛校友或教授及研
究人員，共有64位諾貝爾獎得主，名列世界第八，另外有20位曾獲得有資訊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圖靈獎，
名列世界第三，另有7位斯坦福教授曾獲得過菲爾茲獎（數學界最高獎），位列世界第九。
(https://kknews。cc/science/8bvkp5q。html)，



在學術研究領域享有盛名。史丹佛大學也是美國矽谷的知名公司領導者及研發者的重要搖籃，
造就了眾多高科技公司，其中較著名的有HP，Google， Yahoo，Logic，Nvidia，eBay，Firefox，
Tesla，SunMicro等，根據美國富比士雜誌盤點億萬富翁最多的大學，史丹佛名列第二，僅次於
哈佛大學。
2016-17年，史丹佛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及QS世界大學排名都是排名在全球第二名，
英國泰晤是高等教育世界排名及USNews世界大學均排在世界第三名，近幾年史丹佛在學術研究
上始終都維持世界前三名的地位，享譽全球。

3.效益
參加此計劃的學生可在就學期間提早接觸創新思惟，未來在職場上可以比同儕有多一份選擇，

經由實際的參與新創團隊運作的過程，更能體會其中的道理。 而在矽谷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
跟新創及創新相關的聚會， 在參加這些活動的過程大家互相交流學習，並可與世界知名的大
學史丹福和柏克萊大學的教授學生共事，近距離觀察來自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學習最頂尖的團
隊的工作態度。
主持人在2012年至2014年曾到史丹佛大學參加台灣與史丹佛大學合辦的生醫器材開發計劃，

期間看到史丹佛大學的教授除了教書研究外，很多教授也熱衷於將學術研發的成果發展成新創
事業，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所以讓學生能夠及早接觸創新的訓練，未來不論是到醫院工作或
自己創業都可以有獨立思考的能力。



4.學習內容
在實習的過程中有機會接觸目前快速發的人工智慧演算法:深度學習及強化學習。深度學習是資料

探勘的其中一種演算法，基於類神經網路的訓練方式，學習大量標記過的資料，產生出一個最佳化
的模型，在利用此模型預測新的事物，此次實習的內容勢必也會接觸到目前發展最快速的相關演算
法邏輯。
本研究實習計劃除了實習機構規定的學習內容外，也將安排學生瞭解如何規劃低成本高可靠性且

易於擴充的平台儲存醫療影像，以分散式的架構Hadoop框架搭配文件式資料庫MongoDB，儲存巨
量細切面的醫療影像，用以簡化後續要3D重組影像及實施更精準之影療影像判讀的流程;在前端使
用者介面以友善的Angular框架可以達到單一Web畫面完成所需功能，並輔以中介軟體Node.js使整個
開發流程更有效率。

(二)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

此計劃選送的學生將在矽谷知名新創公司AICare及史丹佛大學實習,計劃主持人會與實習單位負責
實習的人員共同討論此次薦送學生的學習內容及考評輔導學生的方式. 另外主持人會視行程安排
的情況部分或全程參與研習,並與實習機構負責接待人員密切聯絡以確保此次計劃的品質

(三)國外實習執行內容 (含實習待遇、實習時數、預定取得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等)

國外實習的生活費用主要是由教育部,學校及父母補助. 個機構的實習以安排每周五天,一天八小
時的方式,在公司,醫院或學校學習. 實習期間學生辦理國外交換學者的保險,依美國短期參訪實
習的規定,預計辦理免簽或J1簽證



(四)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2012年計劃主持人至史丹佛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執行台灣與史丹佛大學合辦的生醫
器材開發計劃，回台灣後與史丹佛大學及矽谷保持密切關係，並陸續與新創公司如
Aicare洽談合作計劃。

雙方合作契約書



參、常見問題

Q1. 海外醫療保險規定：
為保障學生權益，學生赴國外研修或實習均須投保醫療保險。

Q2.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辦理簽證種類：
請薦送學校或計畫主持人透過合作對象之國外實習機構洽詢，瞭解學生赴當地實習
需申請何種簽證，以符合當地國實習法規即可。

Q3. 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可否同時提出兩個子計畫案申請？
教育部無限定，應依各校校內推甄規定辦理。

Q4. 學海築夢-外籍教師或約聘教師是否能擔任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須為薦送學校之專任教師，故約聘教師無法擔任。而該教師是否為專任教師，
由薦送學校自行定義。

Q5.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書或是契約書，是否有格式限制？
無格式限制，但國外實習機構及薦送學校須共同簽訂並簽名，項目應包含待遇、保險、
工作內容…等。



Q6.學海築夢-實習契約簽定問題：
應由薦送學校(含計畫主持人)、與國外實習機構簽定實習契約書2方或與學生3方，
不得透過仲介公司辦理海外實習相關事宜。

Q7.學海築夢-若選送學生赴國外學校實習，惟薦送學校已與該校簽訂學術交流協議書或備忘錄，
則是否不需再另行簽訂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

學術交流協議書或備忘錄並未規範選送學生赴國外實習相關權益，爰需另行簽訂實習同意書
或合作契約書，以保障學生權益。

Q8.築夢及新南向-同一個計畫主持人申請兩個國家要分兩個計畫書寫嗎?

要點上沒有相關規定，由計畫主持人與薦送學校評估即可。

Q9.築夢及新南向-同一個計畫可不可以去兩個以上的實習機構?

要點上沒有相關規定，由計畫主持人與薦送學校評估即可。

Q10.聲明書須由計畫主持人或是由薦送學校填寫?

由「薦送學校」填寫，校長蓋章且蓋關防，且一校一份聲明書即可。



肆、參考資訊

◤教育部學海網站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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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data/sample/form_109.pdf

◤其他常見問題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index/faq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data/sample/form_109.pdf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index/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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