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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國際學術交流經費執行方式簡化說明會 

時間：108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30 分 

地點：勵學大樓三樓半視聽中心 

主    席：蔡婉琪副國際長兼企劃發展組組長 

出席人員：李香君組長、王彥雄組長、林英琦組長、林佩昭組長、柯良胤組

長、高佳麟組長、邱大昕組長、陳宜芳組長、魏欣怡組員、孫幸君

組員、龔于珊組員、李敏聰組員、莊佳蓉組員、黃杏如組員、陳巽

瑋組員、潘筱芸組員、林妍吟組員、張淑惠組員 

紀  錄：張淑惠組員 

 

壹、 主席報告：執行方式簡化緣由說明 

貳、 國際處(陳宜芳組長)報告：  

一、國際學術交流經費分配機制自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試辦，108 學年度正式

實施，透過執行方式之簡化，減少學院行政負擔。 

二、簡化重點如下： 

序號 項目 原規定 修改(簡化)後規定 

1 
表格合併並

簡化 

原本「國際學術交流活

動申請表(A)(B)」及「國

際學者協同教學申請表

(A)(B)」為不同表格，且

分為 A 表及 B 表。 

合併並簡化成「國際學術交流

活動(含協同教學)申請表」(附

件一)。協同教學另加填「國際

學者協同教學資料表」(附件

四)。 

2 表格簡化 

原本「補助國際學術研

討會計畫書」欄位與申

請表有重複或非為成果

認列必要之資料。 

簡化成「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

資料表」(附件二)。 

3 
申請表份數

減少 

1 位學者需填寫 1 份申

請表。 

若不需使用經費，可以多位學

者合併於 1 份申請表(但仍請

敘明個別學者資料)。 

4 提出申請時， 學院提出申請若附件不 提供申請附件檢核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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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附件齊

全 

齊全，需等待學院補資

料而影響審核時間。 

三)，供學院運用。 

5 

流程簡化： 

1. 未使用經

費之成果 

未使用國際學術交流經

費，仍要提交國際學術

交流活動申請表及成果

紀錄。 

僅提交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

請表(不需提供成果紀錄)。 

6 

流程簡化： 

2. 免除滿意

度調查資

料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及國

際學者蒞校演講，要提

交滿意度調查資料。 

不需提供滿意度調查資料。 

7 

成果認列資

料簡化： 

1. 國際共同

發表論文 

需提供申請表及論文第

一頁，並需有作者及機

構名單、以螢光筆標示

國際學者姓名及機構。 

學院不需提供申請表或成果

紀錄。 

本處逕於 T.3.2.01.期刊論文查

詢查詢「合作別」欄位為「3 國

際合作」之期刊論文。 

(但因 109 年 6 月公告 109 學

年度經費時，教師尚未申請

109 年研究論文獎勵金-以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論文。因此，109 學年度國

際共同發表論文列計期限以

107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論文為依據)。 

8 

成果認列資

料簡化： 

2. 聘任外籍

專任或客

座教師 

需提供申請表及人事室

發給的客座教師聘書。 

學院不需提供申請表或成果

紀錄。 

本處逕請人資室提供發聘資

料以列計成果。 

9 成果認列資 需提供申請表及 KMU 學院不需提供申請表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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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簡化： 

3. KMU 

Times 刊

登或 QS 

WOW 

Stories 刊

登 

TIMES / QS WOW 

STORIES 投稿表格。 

紀錄。 

由本處企劃組提供學院投稿

資料以列計成果。 

10 
成果追蹤資

料簡化 
學院彙整成果資料。 

本處彙整成果資料給學院，若

有漏列，則請學院補件給本處

增列成果，最後再給學院確

認。 

11 
降低追蹤檢

核頻率 

學院每季需提供追蹤檢

核表。 

改為半年追蹤檢核 

1. 10 月 31 日：資料期限為當

年度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2. 4 月 30 日：資料期限為前

一年 11 月 1 日至當年 4 月

30 日。 

*109 學年度經費成果列計期

限為 108 年 8 月 1 日至 109

年 4 月 30 日(109 年 6 月 1

日公告 109 學年度學院分配

經費)。110 學年度經費成果

列計期限為 108 年 5 月 1 日

至 109 年 4 月 30 日。 

12 

簡化雙聯學

制協議簽約

申請資料並

修改作業流

系所院提供中、英文版

本之雙聯學制協議書經

系所院務會議決議，送

國際事務處、教務處及

系所院提供英文版本之雙聯

學制協議書，及雙聯學制協議

書申請表(內有重點條文之中

文翻譯)，於系所院務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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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利相關

單位審核 

秘書處法規組審核，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前，送國際事務處、教務處及

秘書處法規組審核，再經系所

院務會議決議，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詳參 108.11.20 公告之

本校雙聯學制實施辦法)。 

三、執行方式簡化後之各式表格： 

(一)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含協同教學)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資料表(如附件二)。 

(三)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如附件三)。 

(四)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資料表(如附件四)。 

四、相關重點說明： 

(一)  各學院之提供 108 學年度第 1 季學院國際學術交流每季追蹤檢核表已

彙整完成，並公告於本處網頁，可逕行參閱。 

(二)  提醒各學院/中心，依據 108.6.19 107 學年度學院國際業務推動協調會

決議，108 學年度起學院國際交流經費使用或成果列計，若涉及中國 

(含學者蒞校及教師出訪等)，皆限定於本校姊妹校、中國雙一流大學

或港澳地區。 

(三) 因「國際共同發表論文」之成果認列由本處逕於資料系統查詢，請提

醒所屬教師隨時更新 R.3.01.期刊論文管理維護 之期刊論文資料。 

五、本處國際學術交流經費承辦人： 

 

 

 

學院 承辦人 

醫學院、口腔醫學院、人社院、通識中心 林妍吟組員 

藥學院、護理學院、健科院、生科院 張淑惠組員 



國際事務處 108.12.03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交流活動(含協同教學)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由申請教師填寫)            檔案編號：               (由國際事務處填寫)  

申請學院  申請學系  

申請教師 
姓名  聯絡電話  

職號  E-Mail  

聯絡人 
同申請教師(則免填)  

聯絡電話  

E-Mail  

□出訪 

□來訪 

期間 

日期起迄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共計      天 

執

行

項

目 

 

☆
為

各

學

院

必

做

項

目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 □☆國際學者蒞校演講 

□雙聯學制 

□洽談□完成簽約(含續約)  
□學生Outbound修讀(    人    年) 

□☆執行國際研究合作案件 
　□洽談　□簽署意向書　□研提計畫案 

□建立國外大師Mentors指導機制 □本校辦理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A 類：符合部定國際學術研討會(加重計分 1.5 倍) 

3國(含台灣，中國/香港/澳門算1國)以上、 
公開徵稿、審稿制度 

□B 類：未符合部定國際學術研討會 
2國(含台灣，中國/香港/澳門以外之國家/地區) 
全程英文 

□跨學院  (加重計分 1.2 倍)： 

1.              學院，列計比例         
2.              學院，列計比例         

□外國學生來校短期特色交換課程 
□課程規劃 □ 四週以下  

              □四週(含)以上：加重計分1.2倍 

  □開課，修讀人數          人 

              □ 四週以下  

              □四週(含)以上：加重計分1.2倍 

□舉辦國際工作坊(workshop)或短期培訓課程 □建立衛星聯盟海外基地 

盟校 

□校級六大盟校交流加重計分 1.2 倍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史丹佛大學□日本慶應大學 

                                 □德國科隆大學□澳洲格里菲斯大學□美國北卡大學教堂山分校) 

□院級重點盟校交流加重計分       倍  

國家 
□非中國  國名：                (中、英文皆可) 

□中國  (□港澳地區   □姊妹校    □雙一流大學)  
 

交 

流 

學 

者 

資 

料 

學者姓名  Email  

學者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其他：                _________ 

學者任職 
學校/機構 

 

學者任職 
系所/單位 

 

★學者 H-Index  
★學者是否有意願成為 

本校國際排名 Survey 對象 
□是  □否 

★未來與學者的
具體合作內容  

*若需使用經費請依蒞校學者，個別填寫申請表；若不需使用經費，得合併於一份申請表，但

請敘明學者資料。 



國際事務處 108.12.03 

經費 

 
【敬請勾選經費來源】 

學校經費/深耕經費 

 

★經費自籌者 

不需填寫本欄位 

 

★粗框欄位 

由審核單位填寫 

項目 經費來源 
說明

(計算依據)
申請金額 核定金額

來訪日支費 【□學校□深耕】   

授課鐘點費 【□學校□深耕】   

國內住宿費 【□學校□深耕】    

國際機票費:       地區 【□學校□深耕】    

國內交通費 【□學校□深耕】    

餐費 【□學校□深耕】    

出差旅費 【□學校□深耕】    

印刷雜支 【□學校□深耕】    

保險費 【□學校□深耕】    

簽證費 【□學校□深耕】    

國外交通費 【□學校□深耕】    

演講費 【□學校□深耕】    

茶水費 【□學校□深耕】    

其他：           【□學校□深耕】    

合計 
申請金額 學校經費 __________ 元整；深耕經費 __________ 元整 

核定金額 學校經費 __________ 元整；深耕經費 __________ 元整 
 

是否需先行借支 
□否 

□是，借支人姓名：                       職號： 

申請教師簽章 學系主任簽章 國際暨研發組組長簽章    學院院長簽章 

    

國際事務處  (姊妹校 是  否) 

承辦人 學術合作組組長 國際長 

   

經費審核(若不使用經費，則以下免核) 

深耕計畫辦公室 會計室 

  

決行 

副校長 校長 

  



國際事務處 108.12.03 

高雄醫學大學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資料表 
 

研討會名稱 
中文： 

英文： 

研討會網址  

舉辦日期/期間 民國   年   月   日 至 民國    年   月   日，共計        天 

舉辦地點  

預計參加人數 本國籍：______人   外國籍：       人； 合計：_________人 

預計發表論文

篇數 
國內：        篇   國外：         篇；合計：_________篇 

會議發表者 
國別及人數 

1. 國籍：           ；人數：           

2. 國籍：           ；人數：           

3. 國籍：           ；人數：           

4. 國籍：           ；人數：           

說明： 

1. 校務資料庫填報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校國際學術交流認定為 A 類研討會)係指「對外公

開徵稿」及有「審稿制度」，且「會議發表者至少有 3 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台灣地

區)人員參與」之學術研討會。若參與者包括大陸、香港、澳門人士僅能算 1 國家(地

區)數；若參與之外籍人士為校內外籍教師或學生者，不可列入前揭國別(地區)數之計

算。 

2. 若屬上述之 A 類研討會，請另檢附公開徵稿及審稿制度相關資料或網頁連結， 

網址：                        (若同上研討會網址則免填)。 

3. 研討會及徵/審稿網址若非永久網址，請提供網站畫面截圖以供存檔。 

 



國際事務處 108.12.05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由申請教師填寫)            檔案編號：               (由國際事務處填寫)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項目 

(申請人請打) 

申請附件 

(申請人確認請打) 

國際處

檢核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 

 申請表-含附件檢核表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資料表 

 學者履歷 

 學術交流貢獻度參考文件 

 

☆國際學者蒞校演講 

☆執行國際研究合作案件 

雙聯學制 

舉辦國際工作坊(workshop)或 

國際短期培訓課程 

外國學生來校短期特色交換課程 

建立衛星聯盟海外基地 

 申請表-含附件檢核表 

 學者履歷或合作機構簡介 

 活動行程表 

 

本校辦理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申請表-含附件檢核表 

 本校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資料表 

 

建立國外大師 Mentors 指導機制 

 申請表-含附件檢核表 

 人事室發給學者的客座教師聘書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成果紀錄 

 國際共同發表論文紀錄 

 

 

備註： 

1. ☆為各學院每學年之必做項目。 

2. 「國際共同發表論文數」、「新聘外籍專任或客座教師」及「KMU Times 刊登或 QS WOW 

Stories 刊登」等項目不需提供申請表(亦不需提供成果紀錄)。 

3. 申請表請於活動 3 週前提出(並於活動結束後 2 週內提供成果紀錄)。 

4. 自籌經費或不需使用經費之項目，請提供申請表(不需提供成果紀錄)。 



國際事務處 108.12.03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者協同教學資料表 

學者姓名 
 

學術交流 

貢獻度 

□學者任職於本校姊妹院校 

□學者本校雙聯學制合作教師 

□學者任職於 QS / THE / ARWU Ranking 前 200 名學校或領域前 50 名學校

(By Subject) 

□學者為本校合聘客座教師 

□學者同時擔任本校國際研討會講者 

□高被引學者 

□高 H-index 學者 

□共同研究合作 

□共同論文發表 

□學者擔任重要期刊論(SCI/SSCI/EI/AHCI)編輯或人文通識領域專書作者 

*以上請檢附參考文件 

本校參與授課 

學院/系/所 

 

授課內容與本

校課程關聯性 

本校課程名稱  
(Q.1.06.課程資料查詢) 開課序號

(Q.1.06.課程資

料查詢) 

 

中  

英  
關聯性說明： 

授課大綱 

(簡述)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授課對象 授課主題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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