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
高雄市政府滿天星計畫-
高醫校內申請輔導說明會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流組

夏伊姍 (Vivian Hsia)

109.05.05



時間 議程

12：00～12：15 簽到

12：15～12：20 國際處主管致詞
(學生交流組郭昶志副國際長)

12：20～12：40 計畫要點與申請文件說明

12：40～12：55 問題與討論



主管開場致詞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流組

郭昶志副國際長

109.05.05



作業時程



• 109.06.12(五)中午十二時，高醫校內截止收件

(需提供完整申請文件紙本8份與電子檔1份)

• 109.07.03(五)之前，本處依規定正式提出申請

• 109.09.04(五)之前，高市府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 109.09.25(五)之前，本處依規定完成請款

• 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本處依規定辦理結案

• 請留意結案期限，逾期未結者將無法獲得本計畫
補助經費(含教育部補助款與本校配合款)。



補助資格



1. 補助身份類別為：普通生、中低收入戶或低收
入戶生、原住民生、新住民生、身心障礙生

2. 中華民國國民且現為高雄市市民，並連續設籍
滿5年以上

3. 現為本市大專院校18歲至30歲在學學生(不含碩
、博士生)，並於本市大專院校就讀1學期以上
，且不包含就讀之境外生(外籍生、僑生、陸生
、港澳生)

4. 須提出符合國外學習大專院校、企業或機構規
定所需之語文能力證明並達CEFR B1以上



5. 不得同時獲得我國政府預算及校內外其他單位

提供之各類出國獎補助款。

6. 申請者赴國外大專院校修讀學分，不得為遠距

教學課程、函授課程或通信教育等。

7. 公費生及有服務義務者倘獲錄取不得以此為由

申請延緩出國研習。具有役男身份者，須依兵

役法及相關規定自行辦理出國行政程序。





補助內容及待遇



1. 每人每年至多核發2萬美元及至多新臺幣10萬元
1年來回經濟艙機票1張

2. 申請者須赴國外大專院校、企業或機構進行國
外學習1年(進修研習、交換學生、遊學、見習)

3. 國別不限，但：

 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

 新住民身份類別者，不得將父或母其中一
方之出生地列為國外學習國別

4. 學習領域、國外企業或機構都不限



教育部

公費留學生請領
公費項目及支給
數額一覽表(1/3)



教育部

公費留學生請領
公費項目及支給
數額一覽表(2/3)



教育部

公費留學生請領
公費項目及支給
數額一覽表(3/3)



申請作業：
採二階段方式辦理



1. 校內初審：

 請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https://www.kh.edu.tw/forms/getDirecto

ry/4003)下載備妥所需文件依序排列檢附(
紙本1式8份及電子檔1份)。

 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由申請學生簽章
。請於各學院系所規定之期限內繳交給各學

院系所(各學院至少提名2名至多3名)。

 經各學院系所審核後，由各學院於中華民國
109年6月12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之前繳
交至國際事務處。未透過學院推薦、或資料
不全或逾期未繳者，恕不收件。

https://www.kh.edu.tw/forms/getDirectory/4003


2. 高雄市政府複審：

 由工作小組進行資格書面審查

 通過資格審查者，高市府於109年7月13日(星期
一)至109年8月28日(星期五)期間擇期於指定地
點由甄選委員會面試，並依身份類別按面試審查
平均成績分享排序比分後擇優錄取

 109年9月4日(星期五)起可於指定網站查詢錄取
學生名單

3. 錄取學生應於109年9月25日(星期五)前完成簽訂行政
契約書，並於出國前依請假規定向學務處完成請公假

4. 除了特殊理由且事先向高市府申請或核准者外，應依
計畫出國。屆期未出國者視同放棄。



申請
應繳交書件說明



1. 學生甄選報名表

2. 特殊身份資格證明文件(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生
、原住民生、新住民生、身心障礙生需提供)

3. 成績單

4. 國外大專院校、企業或機構同意學生國外學習同
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5. 語文能力證明(達CEFR B1以上)

6. 學生國外學習計畫書

7. 同意書(「校長核章」、「學校用印」兩欄位由國際處統一處理)

8. 聲明書(國際處統一處理)

9. 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國外學習申請書(國際處統一處理)



學生甄選報名表(1/4)



學生甄選報名表(2/4)

依據「教育部公費留學生
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
一覽表」按比例計算



學生甄選報名表(3/4)

學生可請系辦或學院代為送件

國際處統一處理

學生務必親簽



學生甄選報名表(4/4)
1. 送交系所學院審核之前

，請務必依據此自我檢
核表逐一核對並確認資
料無誤。

 紙本1式8份及電子
檔1份)

 影本請加註與正本
相符並由申請學生
簽章。

2. 一旦受理恕不接受補件
或抽換。



計畫書：

請依規定

打字撰寫

請勿包含
私人行程



聲明書

(國際處統一處理)



同意書
「校長核章」、

「學校用印」

兩欄位由國際處統
一處理)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填寫完整



結案程序
(本處將email提供
完整核銷文件)



返國後2週內繳交所有核銷必備文件(1/2)
需提供文件 說明 / 備註

請務必於出國前完成公假申請，
否則出差旅費報告單權責單位將無法核章

機票
購買證明

1.如果是透過旅行社購買機票，請旅行社開立代收轉付
收據(買受人為高雄醫學大學，統編是76001900)。

2.如果是網路購買機票，請列印付款證明或交易紀錄，
並在空白處親簽學生的大名。

所有
登機證正本

如果遺失，需填寫支出證明單
(經辦人：學生親簽並請系所行政人員核章)

電子機票 請列印紙本並於空白處親簽學生的大名。
出差旅費
報告單

1.學生出國前請務必依據學務處請假規則完成請公假程
序(請勿包含私人行程，以免無法完成請公假)。
2.出差人欄位請學生親簽、單位主管請依序陳核系主任
及院長、權責單位請送至學務處核章。



返國後2週內繳交所有核銷必備文件：(2/2)

需提供文件 說明 / 備註
請務必於出國前完成公假申請，

否則出差旅費報告單權責單位將無法核章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
外國籍航空公司班
機申請表

1. 如果是搭乘本國籍航空(華航、長榮)則免付。
2. 如果是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則需要填寫
本表格。左下方由系主任核章、右下方由校
長核章。完成後送回國際處即可。

獎助金簽領證明 學生與家長皆須親簽並蓋章

成果報告 紙本、電子檔皆須提供，電子檔請寄至
m1057002@kmu.edu.tw )

出國照片
原始檔4張

僅需寄電子檔至 m1057002@kmu.edu.tw

mailto:m1057002@kmu.edu.tw
mailto:angelchou@kmu.edu.tw
mailto:m1057002@kmu.edu.tw


範例：代收轉付收據 範例：支出證明單

(也可至本校會計室官網下載)



範例：

出差旅費報告單

檔案也可至

本校會計室官網下載

學生親簽
系主任蓋章

院長蓋章
學務處蓋章



範例：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
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表

檔案也可至

本校會計室官網下載

學生親簽學生

系主任蓋章 校長蓋章



範例：

獎助金簽領證明

請務必填寫完整

學生親簽+蓋章

家長親簽+蓋章



範例：

成果報告

請依規定打字撰寫



注意事項



1. 如曾獲教育部等中央機關提供之赴國外研習獎
學金或獎補助款者，須於報名時如實敘明。

2. 自高市府核定補助公告日起，如有下列情形者
，應依規定繳回本獎助金：

國外學習未完成且期間未滿6個月者，不得
領取本獎助金，已領取者應全數繳回，並
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獎
助金，及繳還高雄市政府。

國外學習未完成且期間逾 6 個月以上者，
應繳回該年度未進行國外學習已領取之獎
助金。



3. 錄取學生於赴國外學習期間，應保有薦送學校
學籍（未休學），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國
外學習結束後，應向學校辦理報到。違反前開
規定者，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全
數本獎助金款項，並繳還高雄市政府。

4. 成果報告與國外學習過程所製作活動參與短片
、簡報或問卷調查表等，皆無償授權高雄市政
府與本校為業務推動使用，高市府與本校將擇
優分享於網站。錄取學生並應出席高市府與本
校相關研習宣導活動之經驗分享講座或座談會
，進行國外學習經驗分享。



5. 本計畫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

6. 若選送學生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學生，
請務必主動告知本處，本處方可依規定彙整
名冊給高市府教育局辦理資格福利事宜，以
免選送生因為赴國外學習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而不符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六項規定，遭
註銷補助資格

7.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高雄市政府與本校得
以公告方式進行補充或修正，並以最新公告
為主



• 計畫不一定通過，在未核定前請勿產生
任何費用。

• 簽證不一定通過，請學生先取得簽證後
，再進行匯款或購買機票。

• 學生心得報告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分
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電話等)。

• 此說明會資訊與範例僅供參考，請依最
新規定為主。



國際事務處承辦人員:夏伊姍(Vivian Hsia)小姐

電子郵件：m1057002@kmu.edu.tw

分機：2856

Skype：m1057002

Line：ogavivian

校內承辦人員聯絡方式



～預祝申請順利，學習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