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暨本校赴大陸地區交換學生甄選審查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6月 7日(星期二) 14:30 

地點：國際事務處會議室行政大樓 3F 

主席：簡立賢副國際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議案 

議案一：學海飛颺獎學金審查  

1.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配合

款補助。  

2. 本次教育部核定補助款項為 58萬元，校配合款需 11萬 6千元整，預算共為 69萬 6千元整。 

3.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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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受補助之經額需至

少有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來自教育部補助款，實際獲補助額度由學校自訂。 

4. 本次共有 95名同學提出申請（大學部 65 名；研究所 30名）。 

5. 依本次預算經額，共可補助 11名同學，預計補助 5名大學部同學及 6名研究所同學。 

6. 獎學金補助標準如下: 

 (1) 研究所: 學業成績 85分以上，前 6名同學可獲補助，第 1名到第 3名同學獲 6萬 6千元；

第 4名到第 6名獲 6萬元整。 

 (2) 大學部: 學業成績歷年班排名前 25%，前 5名同學可獲補助，第 1名到第 3名同學獲 6

萬 6千元；第 4名到第 5名獲 6萬元整。 

7. 獲獎助名單如附件一。 

 

決議: 補助人員排序，由各院排名各取一名，有餘名額再重覆遞補同學院學生。 

 

議案二：學海築夢獎學金分配 

1.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配

合款補助。 

2. 本次共有 3子計畫案，已於 105年 3月 21日會議中決議排序如附件 2。 

3. 本次教育部核定補助款項為 20萬元，校配合款需 4萬元，總預算共為 24萬元整。 

4. 3子計畫案之配合款如何分配請討論之。 

 

決議: 經費按各子計畫之申請經額比例分配，本校獸醫學系泰國實習分配 60%之金額(教育部

補助款 12萬元及校配合款 2萬 4千元整)；本校獸醫學系日本實習分配 30%之金額（教育部補

助款 6萬元及校配合款 1萬 2千元整）；生質能應用與污染防治技術分配 10%之金額（教育部

補助款 2萬元及校配合款 4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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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三：本校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交換審查（追認案） 

1. 本處先前經 105年 4月 15日 1052500071號簽奉校長同意，先以學校名義推薦本校財金

所吳曉文同學申請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赴西南財經大學交換，並於國際處審查會議中

追認，簽准公文如附件 3。日前西南財經大學亦已同意錄取該生，錄取通知書如附件 4。 

2. 是否同意吳生之追認案，請  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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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建議補助經

額

1 吳羚瑋 文學院 夜外文系 二 德國 康斯坦茨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66000

2 李宜庭 法學院 法律系 三 韓國 成均館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66000

3 江亭瑩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三 德國 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66000

4 黃維寧 農資院 景觀學程 三 瑞典 瑞典農業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60000

5 趙謙 理學院 物理系 二 德國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60000

**通過獲獎資格但未獲得獎助

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1 蔡佩璇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2 陳品妤 農資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二 德國 馬德堡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 詹艾霖 工學院 環工系 一 德國 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4 陳品臻 農資院 應用經濟系 三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5 李佳緣 文學院 夜外文系 三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6 郭昱彤 文學院 進修部外文系 四 西班牙 海梅一世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7 莊桂品 農資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三 日本 東京農業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8 馬宜晴 農資院 土壤環境科學 三 日本 東京農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9 林孝庭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四 日本 北海道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0 王英豪
文學院/創新

產業推廣學
夜外文系 三 美國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105學年度全學年

11 郁家青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三 瑞典 瑞典農業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2 賴采晴 農資院 景觀學程 三 西班牙 阿利坎特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3 楊雅晴 農資院 應用經濟學系 三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4 黃海欣 管理學院 行銷系 三 美國 南卡萊羅那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5 李欣晏 管理學院 企管系 三 德國 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6 李岱洺 農資院 土壤環境科學 三 西班牙 阿爾卡拉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7 陳怡瑄 管學院 企管系 三 德國 馬德堡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18 張宇翔 工學院 電機系 三 芬蘭 瓦薩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未通過獲獎資格

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1 黃曼宣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日本 山口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 陳宛琳 文學院 外文系 日本 山口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 羅宇含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三 日本 滋賀縣立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4 王若家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三 西班牙 阿爾卡拉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5 董佩瑄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日本 鹿耳島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審查名單



6 蔡其甫 法學院 法律系 二 韓國 檀國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

期

7 陳宣靜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二 德國 柏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8 黃子瑄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日本 山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9 周元中 工學院 電機系 三 德國 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0 林昭儀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三 日本 滋賀縣立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11 行駿哲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三 義大利 威尼斯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2 張采妮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三 瑞典 瑞典農業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3 林欣玫 管學院 企管系 三 日本 滋賀縣立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4 洪冠維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三 西班牙 海梅一世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5 張語涵 管學院 企管系 三 美國 南卡羅萊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6 林佳培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韓國 檀國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7 廖韻雯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三 韓國 檀國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18 黃思璟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韓國 國立忠南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9 廖穎葳 農資院 植病系 三 奧地利 茵斯堡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0 陳汾鈴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1 蔡妮曦 管理學院 財金系 三 芬蘭 瓦薩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2 劉芷妘 文學院 外文系 四 奧地利 Universitat Innsbruck 105學年度下學期

23 張聲浩 工學院 機械系 三 德國 馬德堡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24 曹雅茵 管理學院 行銷系 三 西班牙 阿爾卡拉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5 鮑郁瑾 文學院 夜外文系 四 德國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26 陸怡潔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三 荷蘭 CAH蔚藍騰應用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27 黃玉良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二 芬蘭 瓦薩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28 許淑瑜 管理學院 行銷系 三 德國 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29 李品萱 工學院 機械系 三 德國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0 楊皓倫 農資院 昆蟲系 二 美國 亞歷桑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1 宋宥庭 管理學院 財金系 三 美國 亞歷桑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2 王敬儀 農資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三 荷蘭 CAH蔚藍騰應用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33 朱元鈺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芬蘭 瓦薩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4 鍾郁雯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二 西班牙 阿利坎特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5 樊祥如 農資院 土壤環境科學 二 日本 東京農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6 鄭雅文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義大利 威尼斯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7 沈昱璋 農資院 動科系 二 奧地利 茵斯堡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38 林暉峻 工學院 環工系 四 美國 南卡羅萊納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9 李靖哲 工學院 電機系 三 捷克 捷克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40 王宥溱 文學院 外文系 三 日本 山口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41 王貞云 農資院 植物病理系 三 荷蘭 CAH蔚藍騰應用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全學年

42 吳建安 農資院
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位學程
三 義大利 維洛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

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建議補助經

額

1 莊昀軒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二 日本 山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66000

2 胡玹雋 工學院 材料所 一 日本 豐田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106

學年度上學期
66000

3 李冠嫆 農資院 應用經濟所 二 義大利 維洛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66000

4 林毓潔 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二 德國 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60000

5 張泰綾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

化研究所
二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60000

6 陳彥慈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二 德國 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105學年度上學期 60000

**通過獲獎資格但未獲得獎助

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

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1 郭承翰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二 奧地利 茵斯堡大學 105學年上學期

2 吳雅涵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二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105學年上學期

3 蔡秉芸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二 日本 東京理科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4 李珮慈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二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5 王薇絜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二 德國 康斯坦茲大學 105學年上學期

6 羅玟佳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二 義大利 維洛納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7 張官臻 管理學院行銷所 二 德國 康斯坦茲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8 廖彥璋 工學院 電機所 一 日本 日本豐田工業大學
104學年下學期-105上

學期

9 黃俊嵃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日本 日本豐田工業大學
104學年下學期-105上

學期

10 吳彥誼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二 日本 日本豐田工業大學
104學年下學期-105上

學期

11 陳舒雲 管理學院行銷所 一 德國 康斯坦茲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2 黃郁茗 農資院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二 德國 杜賓根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3 張容欣 理學院 資工所 二 德國 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105學年上學期

14 賴佳伶 管理學院會計所 一 義大利 威尼斯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5 林君乙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一 德國 柏林工業大學 105學年下學期

16 張寶月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二 日本 佐賀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7 詹馥榕 管理學院行銷所 二 奧地利 茵斯堡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8 池翊綺 管理學院行銷所 二 德國 柏林工業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19 廖卿如 工學院 機械工程所 二 德國 馬德堡大學 105學年上學期

20 許晏榕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 二 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研究所審查名單



**未通過獲獎資格

編號 姓名 學院 學系 年級
交換國

別
交換學校 交換期間

1 謝均鴻 管理學院資管所 一 義大利 維洛那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2 洪明緯 管理學院行銷系 二 芬蘭 瓦薩大學 105學年度上學期

3 賴昭如 工學院 機械系 二 日本 豐田工業大學
104學年度下學期

105學年度上學期

4 藍辰睿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一 日本 東京理科大學 105學年度下學期



105學年度學海築夢申請案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3月 21日(星期一) 10:00 

地點：國際事務處 行政大樓 3樓 

主席：簡立賢副國際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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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4年度就學

海築夢之相關申請程序，修正其以校為申請單位，並由校內就各子計畫審查並加以排定優

先補助順序。

2. 補助要點於 104年 11月 11日再次修正，本(105)年度之申請，各子計畫需再行提出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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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薦送學校

聲明書。

3. 本次申請件共 3件，分別由獸醫學系(2件)及機械系(1件)提出。

貳、討論議案 

議案一：本校申請學海築夢申請案審查 

說明: 

1. 本次申請子計畫案件共有 3件，其中 2件由獸醫學系提出；1件由機械系提出:

(1)獸醫學系子計畫分別為赴日本實習(日本日本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及日本鹿兒島大

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及泰國實習(泰國清邁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及泰國拉加芝加

拉理工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 

(2)機械系子計畫為赴泰國台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3)各子計畫案之補助排序，請 討論。 

決議: 

1. 依申請總金額子計畫排序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泰國實習、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日本實習、生質能應用與污染防治技術(機械系申請件)。

2. 待核定金額確定後，再行開會分配獎助金額。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1 

附件二



各子計畫案資料 

1、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泰國實習     

  (二)計畫主持人：    林永昌     

  (三)實習國別：    泰國    

  (四)實習機構：   泰國清邁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泰國拉加

芝加拉理工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    

  (五)預計出國時程：民國 105 年 7 月至民國 105 年 8 月 

     共   46   日 

  (六)團員資料表 

預計出國人數：學生     8   名  

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 

項  目 金  額 編列標準 小  計 

生 活 費 396000 

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

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

表(泰國1.5個月其他

城1,500美金) 

396000 

來回機票 160000 桃園機場至泰國來回 160000 

 合    計（A）556000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與來源 金    額 小  計 

學校配合款 111200 111200 

 合  計（B）111200 

計畫總需求：合計（A）＋（B）=     667200   元 

 
 
 
 



各子計畫案資料 

1、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日本實習       

  (二)計畫主持人：   林永昌     

  (三)實習國別：     日本     

  (四)實習機構：    日本日本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日本鹿

兒島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    

  (五)預計出國時程：民國 105 年 7 月至民國 105 年 8 月 

     共   31     日 

  (六)團員資料表 

預計出國人數：學生     5   名  

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 

項  目 金  額 編列標準 小  計 

生 活 費 247500 

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

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

表(日本壹個月其他

城市1,500美金) 

247500 

來回機票 115000 
桃園機場至日本東京

來回 
115000 

 合    計（A）362500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與來源 金    額 小  計 

學校配合款 72500 72500 

 合  計（B）72500 

計畫總需求：合計（A）＋（B）=       435000     元 

 
 
 



各子計畫案資料 

1、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 生質能應用與污染防治技術   

  (二)計畫主持人：   盧昭暉     

  (三)實習國別：      泰國       

  (四)實習機構：台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 & Chyun Associates Industries, Inc.)   
  (五)預計出國時程：民國   105  年  8 月至民國  105 年  

8  月 

     共   31    日 

  (六)團員資料表 

預計出國人數：學生    1   名  

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 

項  目 金  額 編列標準 小  計 

生 活 費 1.學生公費生日支

32.87 美元 

 
1.學生公費生日支: 
32.87 美元/天*31 天

*1 人=1018.97 元
(USD) 
2. 1018.97*32*80% 
=26086 (TWD) 

 
 

來回機票 18000 TWD 18000*80%=14400 
TWD  

 合    計（A）40486 

學校配合款 

經費項目與來源 金    額 小  計 

學校配合款 1018.97*32*20%+18000*20%=10121 TWD 10121 

 合  計（B） 

計畫總需求：合計（A）＋（B）=  50607 元 

 



附件三



台 湾 交 换 生 录 取 通 知 书 
Admission Notice for Taiwan Exchange Student 

亲爱的同学/Dear Student： 

我们高兴地通知您，经审查您的申请材料，我校决定录取您作为我校学生。您的录取信息如下/We 

are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having examined your application materials, we decided to enroll 

you as a student in our university. Your admission details are as follows: 

姓    名 Name 吴晓文

国    籍 Nationality 中国/Chinese 

学习专业 Field of Study 金融/ Finance 

学习期限 Period of Study 2016 September to 2017 February 

授课语言 Instructing Language 汉语/ Chinese 

报到期限 Registration Deadline 2016 September 11 

以上信息中日期格式均为“年-月-日”/All date format appeared above is “year-month-day” 

如果您自愿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校纪、校规，请您于报到期限之前到我校报到，如

因故不能按期报到，必须事先征得我校同意。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If you observe the 

laws and decree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our university, please register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Deadline. If you fail to register within the deadline without our 

permission, you will be regarded as giving up this admission. 

 请确认您已阅读我校的《学生报到手册》。请在入境后 7 天内到我校报到，报到时需提交 2 张照

片/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read our Guidebook. Please register at our university within 7 days 

after entry. 2 passport photos are required upon your registration. 

西南财经大学 

School of Finance, SWUFE 

电话&传真/Tel. & Fax: (86) 28 87092738 

E-mail: wanxin@swufe.edu.cn 

Applicant’s 
Signature 

Date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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