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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評估辦法

★ 國際事務處會自動登入老師的積分

分數 校內服務

5分

本校招生業務之學系導覽老師、口試、書面審查、命題及

監試委員、協助英文網頁稿件審閱潤飾擔任校內審查(評審)、

諮詢、評鑑委員

執行本校國際見(實)習計畫

法規連結：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262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262


01 計畫簡介

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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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務經驗及具國際競爭力之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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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計畫內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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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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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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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國。

• 上述項目皆不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



補助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於薦送學校就讀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

生 ，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參與學生應通過薦送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力條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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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補助內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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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至多二個月之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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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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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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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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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撰寫及審查標準-學海築夢

丙、近三年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

a)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

b)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c)變更各計畫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之次數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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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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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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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違反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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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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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撰寫及審查標準-新南向學海築夢

丙、近三年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

a)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

b)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c)變更各計畫所提預定實習人數或機構之次數

d)原申請書填報之實習機構與實際實習機構之差異等

丁、選送新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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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赴國外實習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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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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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本-學海築夢









合作契約書雙方必須簽署用印



計畫範本-新南向學海築夢

















合作契約書雙方必須簽署用印



本校學海計畫完成實習學生後續發展情形

• 102年度學海築夢，張文德老師「英國皇家植物園暨中醫醫療單位中草藥實習計畫」：2013年第一位在

AVICENNA Centre for Chinese Medicine實習的石峻銘同學就在服完兵役後，得到AVICENNA Centre

for Chinese Medicine所提供的正式工作。

• 99年度學海築夢，涂明君老師「牙醫國際接軌實習之旅」：

牙醫學系D27李*穎同學因為有前往美國OSU 海外見習機會的洗禮，已於108年美國 Tufts牙醫學院牙

周病科碩士畢業及專完成科醫師訓練，現在已經在美國西雅圖診所執業及華盛頓大學牙周病學系兼任

臨床教師。104年度「學海築夢-美國多元牙醫學習」；並於109年1月及110年6月兩次邀請李*穎校友返

校演講，分享學術專業及國外進修的心得。D32吳*璋同學也是前往美國OSU見實習，於110年1月開

始在OSU攻讀牙周病學碩士及專科！

• 105年度「學海築夢-美國多元牙醫學習」D33有三位同學前往美國OSU見實習。黃*婕同學於110年6月

前往美國Loma Linda大學攻讀兒童牙科碩士及專科訓練；李*強同學於110年6月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攻讀牙周病學碩士及專科訓練；董*葳同學111年6月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牙髓病學碩士及專科訓練！



相關媒體及社群報導案例

•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林孟亮老師新加坡計畫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1811.aspx

•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張文德老師新加坡計畫，獲得教育部成果報告佳作

(Yam News滔新聞)

http://n.yam.com/Article/20191115818498?fbclid=IwAR0WwlfDkT38kz1jRcn7abwDCVYXtTI6SgDsUVrZQhDfrJxge1Nabz_nQ00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4417.aspx

(學海網站臉書專頁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moe/posts/1724108331054905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1811.aspx
http://n.yam.com/Article/20191115818498?fbclid=IwAR0WwlfDkT38kz1jRcn7abwDCVYXtTI6SgDsUVrZQhDfrJxge1Nabz_nQ00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4417.aspx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moe/posts/1724108331054905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合作基金會網站-國際處撰寫本校學生至新加坡研實習專篇報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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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定義專任教師須有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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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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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第2次計畫核定結果

• 學海築夢

• 新南向學海築夢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實習領域 實習國別 實習機構
最低選送

學生人數

教育部核定

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總計

越南醫藥產業探索學習之旅 陳鴻儀 生醫科技 越南
河內藥學大學

（Hanoi University of Pharmacy）
10 880,582 176,117 1,056,699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實習領域 實習國別 實習機構
預計選送

學生人數

分配教育部

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合計

韓國慶熙大學暨中醫藥醫療機構之中醫藥實習計畫 張東廸 生醫科技 韓國 慶熙大學及慶熙大學合作醫療機構 15 1,669,672 333,934 2,003,606

美國多元牙醫實習計畫 涂明君 生醫科技 美國 美國華盛頓大學 7 1,024,380 204,876 1,229,256

後疫情時代之深度國際交流：南加州健康大學 陳豐慈 餐旅、運動休閒管理 美國 南加州健康大學 6 945,948 189,190 1,135,138

3,640,000 728,000 4,368,000總計



04 參考資訊
教育部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網站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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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計畫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moe

教育部委辦單位聯絡資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力資源辦公室(學海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730-1290

E-Mail：tosf@mail.ntust.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ckfinder_upload/files/20211214073031.pdf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moe
mailto:tosf@mail.ntust.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ckfinder_upload/files/20211214073031.pdf


感謝聆聽!

如有計畫申請相關問題，歡迎洽詢國際事務處-

國際教育中心，邱秀蘭小姐

校內分機 1618

E-mail: shiulanchiu@mail.cmu.edu.tw

mailto:shiulanchiu@mail.c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