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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14:1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國際事務長牧民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謹將近期重要事項向各位委員報告如下： 

一、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 

(一)增加外籍學生獎學金獎項 

1.與資訊與創新組合作辦理教學助理獎學金，每名在校外籍學位生每一學

期可協助一門英語教學課程，獎助金額每學期 20,000 元，試辦 1 年，

成效良好，已獎助 45 門課程、45 人次外籍學生，共核發 965,525 元。

已提案至 11 月 13 日第 428 次行政會議討論，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外

國學位生獎學金實施辦法」規定，新增教學獎助之獎項。 

2.試辦對接(配合型)獎學金(Matching-up scholarship)，符合續領獎學金申請

資格但未獲學院推薦之博士班外籍學生，經徵詢指導教授意願，核發每

月獎學金 6,000 元，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及指導教授每月各給付學生

3,000 元，預計試辦 2 年。108 學年度獲獎學生 9 人(含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4 人、理學院 3 人、工學院 2 人)。 

3.研議減免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學生、興大菁英留學獎學金方案學生(新

南向國家大學講師申請攻讀碩、博士學位者)修業年限內之學雜費，同

本地學生收費標準。 

(二)視當年度經費狀況，未來將依境外高等教育展舉辦國別與屬性，分別邀請

學院代表與外籍學生協助宣傳，敬請院長協助推薦教師代表，例如：泰

國教育展與校友聯誼、菲律賓教育展。 

(三)舉辦百年校慶國際文化日。 

二、學術交流組 

(一) 於 10 月 1、2 及 3 日偕同資訊與創新組完成生農、理工及人社等三場

2020 學生赴海外交換說明會；於 10 月 15 及 16 日完成兩場學生海外交換



108 年 11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2 

 

心得及照片競賽的分享會。 

(二) 邀請德國克勞斯塔爾特工業大學語言中心主任，於 10 月 1、2 日偕同工

學院舉辦學生「遊留學德國」工作坊；於 10 月 3 日舉辦教職員「如何以

英文與國際學生交流」工作坊。 

(三) 於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3 日舉辦臺灣美國農業青年交流，以深化臺灣與美

國中西部各農業州之關係，並提供臺美青年交流互動之平臺。 

(四) 於 11 月 7 日至 12 月 27 日偕同歐盟中心及圖書館策畫舉辦「2019 歐洲影

展」，並特別邀請比利時台北辦事處副處長舉辦比利時遊學講座，讓本校

學生更了解歐洲相關事務。 

(五) 協助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與美國姊妹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洽談 3+X 學位

學程等合作相關事宜。 

(六) 協助教務處舉辦「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學創新教學合作計畫」。 

(七) 協助邀請海外姊妹校代表參加百年校慶國際論壇，並協同規劃國際論壇

議程及論壇手冊製作等百年校慶相關系列活動。 

(八) 規劃運用 108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經費予學生赴海外姊妹校就讀雙聯

學位。 

(九) 規劃於 2020 年辦理碩士班新生赴日本姊妹校進行暑期營隊，藉此交流活

動強化本校研究所招生宣傳之亮點。 

三、資訊與創新組 

(一)資訊系統管理維護 

1.開發校園國際化數據資料庫(CRM)，邀集各系所填報國際化相關數據。 

2.維護境外交換學生申請系統(PAX)、導入 Google Classroom 作為收集赴

外交換生繳交資料平台。 

3.配合單位網站評鑑、維護國際事務處活動花絮(含英文新聞)、維護及備

份共用硬碟、維護處務資訊類軟/體、管理 6 台伺服器及資料庫、對外

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的總窗口。 

(二)創新與行銷推廣 

1.擴充媒體影音庫：製作 14 支動畫短片、錄製 6 支業務宣傳影片，另製

作百年校慶宣傳短片、及剪輯外國姊妹校祝賀短片。舉辦交換生徵件比

賽暨心得分享會，收集學生海外交換期間心得、照片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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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出「我的中興時代-國際關」獎勵活動，集結校內國際化資源及活動，

與學務處合作推廣學習歷程檔案，鼓勵學生參與並集點闖關。 

3.舉辦國際工作坊，分別以外生招生及輔導、學術交流合作等主題，邀請

校內教職同仁參與及交流。 

4.專案執行泰國文化日、台印交流論壇、台日學生交流、百年校慶國際論

壇等。 

(三)外籍學生教學獎助 

1.自 107 學年度起已推行三學期，共錄取 68 名學生。經授課教師及課堂

學生意見調查，多數師生反映成效良好，有效促進本地學生與外籍學生

互動。 

2.開發及維護申請及審核系統，從外生申請、授課老師審核、國際處公告

錄取、至外生每周上線填寫工作報告，均可於線上系統完成。 

四、國際學院(國際教育與學生事務中心)籌備處簡報。 

 

參、提案討論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5 條、第 11 條、第 21 之 1 條、國際事務處設置辦

法部分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此次提案分為(一)新設國際教育組、(二)精簡國際事務會議成員兩部分，

說明如下： 

(一)國際教育組 

1.業務職掌為： 

(1)強化國際學生招生宣傳與生活輔導。 

(2)補助及鼓勵各學院(系、所)發展國際學程與英語學程。 

(3)主導成立跨領域國際學程。 

(4)補助國際學程聘任專案外籍教師。 

(5)舉辦活動協助教師精進英語授課能力。 

(6)與教務處協調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措施。 

2.108 年 8 月 16 日國際學院籌備處第四次會議紀錄參照(附件 1)。 

(二)國際事務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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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處負責境外學生來臺就學、與境外學校合作辦理學生交流(換)事

務，重要事項則召開國際事務會議審議。 

2.鑒於生物科技中心、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中心無學生名額，未直接涉

及上述學生來臺就學或交流(換)事務，與國際事務會議議程應無業

務關聯，擬刪除上述五單位之出席規定。 

二、修正內容請見組織規程、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

文(附件 2、3)。 

 

決議：修正通過。鑒於生物科技中心負責「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及「微生物基因學博士學位學程」仍有學生事務，故維持出席國際事務會

議規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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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僚 

行政單位：…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組、

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資

訊與創新組、國際教育組四

組。 

六、圖書館：… 

七、體育室：… 

八、秘書室：… 

九、人事室：… 

十、主計室：…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

心：…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 

十三、校友中心：…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十六、產學研鏈結中心：…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僚行政

單位：…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組、

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資

訊與創新組三組。 

六、圖書館：… 

七、體育室：… 

八、秘書室：… 

九、人事室：… 

十、主計室：…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

心：…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 

十三、校友中心：…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十六、產學研鏈結中心：… 

新設國際教育組。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

技中心中心主任及學生代

表一名組織之。國際事務長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

技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

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

刪除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

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

出席國際事務會議規定。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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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主席，國際事務處各組組

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

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六、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務會

議：… 

七、院務會議：…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

務會議：… 

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及學

生代表一名組織之。國際事

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

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

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六、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務會

議：… 

七、院務會議：…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

務會議：…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全

校國際事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四

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全

校國際事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

組，各置組長一人。 

新設國際教育組組長一職。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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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107.4.17第 8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1條) 

107.6.15第 81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6、11條) 

107.7.25臺教高(一)字第 1070109722號函核定第 3、6、11條 

107.8.10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630175號函核備 

107.12.7第 8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6條) 

108.1.4臺教高(一)字第 1070224571號函核定第 6條 

108.1.15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692775號函核備 

108.4.19第 8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1條) 

108.5.3臺教高(一)字第 1080064053號函核定第 11條 

108.5.15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15233號函核備 

108.5.28第 8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條) 

108.6.25臺教高(一)字第 1080083513號函核定第 3條 

(略) 

第二節  行政單位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招生暨資訊等三組及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設教官室，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住宿輔導三組，僑生輔導室、生涯

發展中心、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營繕、資產經營、採購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校務發展中心、計畫業務組、學術發展組及貴重儀器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資訊與創新組三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校史館等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媒體公關及文書三組。   

九、人事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設資源管理、服務諮詢、校務系統、資訊網路及研究發展五

組。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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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校友中心：設服務、聯絡二組。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二組。 

十六、產學研鏈結中心：設育成推廣、智財技轉及新事業發展三組。 

(略)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學位學程）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

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中心

主任、體育室主任、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

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一人共同組成，各

學院學生代表由學生會辦理選舉產生。教務長為主席，教務處秘書及各組（中心）組

長（主任）列席，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

主任、副學生事務長、教官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

表出席人數為應出席代表人數五分之一。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秘書及各

組、室、中心主管列席，議決有關學生之重要事項。下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另

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總務處秘書、各組

組長及學生代表二名列席，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

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

訊網路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農產品驗證中心中心主任、

產學研鏈結中心中心主任、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究

發展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

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電機資訊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

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連選得連任一次。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及各中心主任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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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一

名組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議決有關國際

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秘書及各組組長為會議代表，院長

為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本大學相關人員列席。   

七、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及該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室、班）主任（所

長）、該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議決該院教學、研究、推廣及

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其中教師代表不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教授、副教授代表不

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教師代表由全院教師選舉之。各該學院附屬單位主管及助

教、職員得列席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人選由各

院自行推選。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務會議：以各該系（所、學位學程、室、班）主任（所

長）及教師組織之；各學位學程得以各該學位學程主任及本校相關領域專任教師組織

之。主任（所長）為主席，議決該系（所、學位學程、室、班）教學、研究及其他有

關事項。助教、職員及相關人員得列席會議。 

學生代表出席討論有關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事項會議，其他事項之會議得由

系（所、班）學生代表列席，人選由各系（所、班）自行推選。  

體育室室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列席人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但不得少於二名。 

本條所列各種會議之出席人員，除當然代表及以行政職務之身分出席者，可由職務代理人

出席外，其餘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但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略)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 

                全校國際事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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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至第五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學術合作締約及建教合作事

宜。 

二、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交流互訪、外賓之連絡及接待

事宜。 

三、協助辦理本校學術單位加入國際

組織及國際評鑑事宜。 

四、協助本校學術單位推動國際策略

聯盟及舉辦國際性會議、學術研

討會與演講。 

五、協調本校各單位之國際學術合作

交流相關業務。 

六、交換學生之規劃與遴選事宜。 

七、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審查、入學、

居留、獎學金、聯誼活動及生活

適應輔導等業務。 

八、外籍學者及政府委託之外籍受訓

員生之簽證與安頓事宜。 

九、協助推動國際學程與英語學程。 

十、補助國際學程聘任專案外籍教

師。 

十一、協助教師精進英語授課能力。 

十二、其他有關國際交流合作事宜。 

第二條 

本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學術合作締約及建教合作事

宜。 

二、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

之交流互訪、外賓之連絡及接待

事宜。 

三、協助辦理本校學術單位加入國際

組織及國際評鑑事宜。 

四、協助本校學術單位推動國際策略

聯盟及舉辦國際性會議、學術研

討會與演講。 

五、協調本校各單位之國際學術合作

交流相關業務。 

六、交換學生之規劃與遴選事宜。 

七、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審查、入學、

居留、獎學金、聯誼活動及生活

適應輔導等業務。 

八、外籍學者及政府委託之外籍受訓

員生之簽證與安頓事宜。 

九、其他有關國際交流合作事宜。 

新增國際教育組業務

職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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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至第五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與大陸學生

事務組、資訊與創新組、國際教育組，

分別辦理第二條所列事項。 

第三條 

本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與大陸學生

事務組、資訊與創新組，分別辦理第

二條所列事項。 

新設國際教育組。 

第五條 

本處設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生物科技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一名

組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

組組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議決

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處設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生物科技中心主任、奈米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組織

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

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議決有關

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 

刪除永續能源與奈米

科技研究中心、通識

教育中心、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語

言中心出席規定，新

增學生代表出席規

定，與組織規程規定

一致。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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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 

94年12月9日第49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5月5日第5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6條條文 

95年12月8日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條文 

97年12月12日第55次校務會議通過第5條條文 

99年6月1日第58次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第3、4條條文 

106年10月26日第7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國際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依據大學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置國際事務處（以下

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合作締約及建教合作事宜。 

二、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之交流互訪、外賓之連絡及接待事宜。 

三、協助辦理本校學術單位加入國際組織及國際評鑑事宜。 

四、協助本校學術單位推動國際策略聯盟及舉辦國際性會議、學術研討會與演講。 

五、協調本校各單位之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相關業務。 

六、交換學生之規劃與遴選事宜。 

七、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審查、入學、居留、獎學金、聯誼活動及生活適應輔導等業務。 

八、外籍學者及政府委託之外籍受訓員生之簽證與安頓事宜。 

九、其他有關國際交流合作事宜。 

第三條  本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資訊與創新組，分別辦理第二條所列事項。 

第四條  本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綜理本處

各項業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協助綜

理本處各項業務；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置職員若干

人，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 

第五條  本處設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技中心主任、奈米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及語言中心主任組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長、職員等相

關人員列席，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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