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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107學年度第1學期大學校院學生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性

學術技藝能競賽經費補助案，請於本(107)年5月31日(星

期四)前函報本部審核，餘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

能競賽作業要點」辦理。

二、旨揭計畫係補助各校學生規劃於107年8月1日至108年1月3

1日出國參加國際性競賽，擬申請本計畫補助之學校，請

依前開要點計畫書格式擬具補助計畫，於期限內報部審核

。

三、相關申請表件請至本部高等教育司網頁/「資料下載」項

下（http://depart.moe.edu.tw/ED2200/News.aspx?n=38E

925417DBAF594&sms=A882C6AAB4E9A0CC)下載使用。

四、隨函檢附本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

能競賽作業要點及申請表一份。

正本：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不含技職校院、空中大學）

副本： 2018-04-20
15:58:16

國立嘉義大學

1070005095　107/04/20

一、若欲申請，須透過行政單位繳交申請件。
二、此計畫要求20%自籌款，
        惠請申請人自行尋覓合適經費，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校截止收件日為5月17日，
        相關文件請於截止日前
        繳交至蘭潭校區國際事務處。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12 日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1000043852C 號令訂定發布 
  並自中華民國 100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067393C 號令修正發布 
  第 7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20196815B 號令修正 
  發布名稱及全文 11 點，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 

  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及發明展作業要點) 

 

一、目的：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全國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

競賽（以下簡稱國際競賽），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學生專業新知、技藝能發展，特訂定本

要點。 

二、申請單位：國內公立及私立大學校院。但不包括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 

三、補助範圍： 

（一）本要點補助參加之國際競賽，其參賽組別最近三年參賽國家數，以平均在十國以上為

原則。非屬國際性競賽、與高等教育無直接相關，或屬表演賽、邀請賽及觀摩賽等之

國際性競賽，不在補助範圍。 

（二）設計類補助之國際競賽種類以本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所定

者為限，學校申請不限案數，同一作品不得超過二人，並以一次為限。 

四、補助對象及條件：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大學校院在學期間，代表學校實際參與國際競

賽之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予補助： 

（一）具學術、技藝優良表現：學生個人或團體最近二年內在國內外學術、技藝能競賽有優

異名次或事蹟表現。  

（二）經國內賽選拔：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全國性學術、技藝能競賽獲優異名次。 

五、補助原則： 

（一）本補助以採部分補助為原則，申請學校自籌款比率應達所需出國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以

上。但屬國內賽選拔者，經本部同意，承辦國內賽學校得免提列配合款。 

（二）本補助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申請案件未獲本部及相關政府部門補助者，得依本要點

提出申請。有重複補助情形，應予追繳全部補助經費。對每位學生出國參賽之補助，

每年以一次為限。 

（三）補助額度由本部視申請案之可行性、重要性及是否符合政策需要等因素核定之。 

（四）申請案經本部審查核定補助金額後，各校應依核定金額及審核意見，修正申請案再函

報本部同意後，始得辦理。 

（五）學校依第七點第一款規定申請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不限案數，每案不得超過五人。 

六、補助項目及額度：以補助學生個人或團體出國參加國際競賽之經濟艙機票費用、實際參

賽或領獎日之膳宿費為限，並依國家地區以下列金額為限： 

（一）亞洲地區每人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二）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人新臺幣五萬元。 

（三）歐洲地區每人新臺幣六萬元。 

七、申請作業： 

（一）受理時間：符合第四點規定之補助對象者，由學生所屬學校或承辦國內賽學校依本部

公告時間，向本部提出下一學期申請補助案，本案申請作業每年以二次為原則。 

（二）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能競賽，因等候獲獎通知或分階段比賽，致未能依規定於前一學期

事前提出申請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併同下一學期申請案，依前款公告時間報本部

審查。 

（三）申請資料：申請學校應提出下列表件，各一式五份： 

1.申請表。 

2.佐證資料：依第四點各款符合之條件，提出其證明及相關文件影本。 

（四）申請文件以送達本部時間為準；逾時送達、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八、審查作業： 

（一）由本部依本要點之補助宗旨、內容規劃完整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執行可行性及預期

成果效益等予以審查，必要時，並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 

（二）審查作業以受理申請截止日起二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九、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請撥：經核准受補助者，應於獲本部函知核定補助後一個月內，由學生所屬學校或承

辦國內賽學校造冊報本部請撥經費。 

（二）結報：由提案學校於申請補助案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經費收支結算表與成果報

告書(包括本案整體實施績效，每一競賽之照片五張以上、作品或照片推廣同意書及

學生參賽心得等)，送本部辦理結案。 

（三）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申請案經核定後，應依補助案內容執行。未依本部相關規定辦理或未經本部同意自行

變更情事者，除應繳回補助款外，應間隔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案。 

（二）各校得辦理補助案成果發表會及參賽經驗座談會等，以分享執行成果並進行經驗交流。 

（三）本部得視需要，邀請獲獎勵之學生配合參與各項教學推廣及高等教育宣導活動。 

十一、各校得依本要點規定，訂定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競賽活動相關之規定，配合執行之。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表 

壹、總表 

一、申請學校：○○○○大學 

二、申請單位聯絡人： 

1.申請單位： 

2.職稱/姓名： 

3.聯絡電話：  

4.電子郵件：  

三、個人競賽：共○案 

編號 
參賽名稱 

(中英文全名) 
學生姓名 經費項目 

   

 

 

 申請教育部補助款：   元 

 學校配合款：   元 

 總經費：     元 

四、團體競賽：共○案 

編號 
參賽名稱 

(中英文全名) 
學生姓名 經費項目 

  

 

 

1. 

2. 

 

 申請教育部補助款：   元 

 學校配合款：   元 

 總經費：     元 

註：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填表說明： 

1. 請以”學校名義”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 

2. 申請學校自籌款比率應達所需出國總經費 20%以上，但屬國內賽選拔者經本部同意得免提列。 

3. 本案對每位學生出國參賽之補助，每年以 1次 為限，並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4. 各校申請本案競賽補助，不限案數，每案不得超過 5人。 



5. 申請表件 每案各 1式 5份 ，請於 107年 5 月 31日(星期四)前送達本部，逾時送達、資料不全或

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電子檔亦請 E-mail 至本部高等教育司劉惠媛(lhyuan95@mail.moe.gov.tw)

俾利審查作業。 

6. 本表請置於送件資料第 1頁，請各校確實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

藝能競賽作業要點」辦理相關申請事宜。 

 



貳、分案表【每案填列一申請表】 

一、預計參加國際競賽名稱及介紹 

申請類別 □個人競賽 □團體競賽(申請補助學生共____人) 

參賽學生名冊 1 

註： 

1.學生出國參賽時 須為

學校在籍學生 

2.每位學生出國參賽 補

助每年以 1 次為限 

1.學生姓名：  

2.就讀系所：  

3.學號： 

4.本年度是否已獲補助出國參賽：□是 □否 

5.本次是否申請出國補助：□是 □否 

參賽學生名冊 2 

（個人競賽免填） 

姓名 系級 學號 
本年度是否已獲

補助出國參賽 

本次是否申

請出國補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預計參加國際 

競賽之競賽職種 

（請勾選）  

□音樂類    □創作電影        □動畫片 

□廚藝餐飲類  □科技研發類   □工藝類 

□商業設計類  □資訊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工業設計類  □多媒體設計類    

競賽名稱 (中英文全名) 

競賽地點 (國、城市) 

競賽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競賽主（協）辦單位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名稱：(無分組別者請填”無分組”) 
本組近 3年平均參賽國家或地區數： 

符合補助條件 
□具學術、技藝優良表現者  

□經國內賽選拔者 

是否規劃辦理成果發表

會及參賽經驗座談會 
□是  

□否  



申請補助額度 
所需出國總經費 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___元  

申請教育部補助 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學校配合款     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比率______% 

參賽作品名稱  

請陳述競賽之重要性： 

(欄位如不敷使用可另行以 A4繕打) 

 

參賽作品特色說明： 

(欄位如不敷使用可另行以 A4繕打) 

 

 

二、出國競賽規劃說明及預期效益 

說明：學校就出國案之規劃簡要說明，並可敘明是否舉辦相關訓練及辦理行前說明會等，俾利瞭解規

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 

三、申請補助學生優良事蹟及佐證資料 

說明：請依參賽類型檢附所需文件並條列： 

1.具學術、技藝優良表現者：須提出學生個人或團體最近 2年內 在國內外優異表現之證明及相關

文件影本。 

2.經國內賽選拔者：須提出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全國性技藝能競賽獲優良名次之證明及相關文件

影本。 

 

 

 

學生                      承辦                      機關長官 



簽章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國際性競賽
	a095h0000q0000000_0059241a00_attch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