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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函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長興街75號

聯絡人：葉美華

電子信箱：ninayeh@cier.edu.tw

聯絡電話：(02)2735-6006分機6033

傳真電話：(02)2739-0615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9日

發文字號：華經研字第10700003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71200112_1_徵選辦法(研究人員).pdf、1071200112_2_徵選辦法附件.pd

f、1071200112_3_申請表（研究人員）.docx)

主旨：本院受科技部補助進行「歐洲創新經濟與公民社會研習補

助計畫」，特辦理第4期徵選活動，檢附徵選辦法及申請

表格資料各1份，惠請鼓勵　貴院校相關系所研究生報名參

加。

說明：

一、鑒於國內有關國際創新產業報導與研究多數受限於英文媒

體，消息來源趨於單調。為豐富國內媒體傳播資源，增益

國人對瑞士、德國、法國、荷蘭等4國科技、創新、產業

政策之理解，開拓國人對未來科技發展之想像，特設立此

計畫，本期計畫將以瑞士及德國為研習之重點國家。

二、獎助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為國內大專院校碩士、博士

班具有學籍學生。

三、本計畫預原計辦理3期徵選活動，惟為增加國內研究生出

國研習機會，並開拓國人對歐洲國家科技發展之理解，特

追加辦理第4期徵選活動，報名時間自107年2月9日起至107

年3月19日截止，採線上報名，敬請把握機會。相關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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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申請表請參閱附件或至本院活動網址下載，網址：h

ttp://2018mra.cier.edu.tw/Main。

正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

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

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空中大學、東海

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大葉大學、

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

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藥

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臺北

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長榮

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

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

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

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

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

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

和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

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

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

科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

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

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中信學校財

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

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黎明技

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大同技術學院、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

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

理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

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校財團法人中

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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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崇德學院、臺北市立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陸軍軍官

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國防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國防醫學院、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陸軍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副本： 2018-02-09
15:30:34

院長 吳中書



歐洲創新經濟與公民社會研習補助計畫 

研究人員獎助與徵選辦法 

主 旨 

鑒於國內科技、社會報導與研究多數受限於英文媒體，消息來源趨於

單一。為豐富國內媒體傳播資源，增益國人對瑞士、德國、法國、荷

蘭科技創新、公民社會、與產業政策之理解，開拓國人對未來科技與

社會發展之想像，特設立此計畫。 

本期將以瑞士及德國為研習／報導之重點國家。 

研習重點將聚焦於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

防、新農業、循環經濟、技職教育體系等議題。 

獎助對象 具中華民國國籍，為國內大專院校碩、博士班具有學籍學生。 

獎助名額 本期研修型駐點學生至多 8名。 

申請辦法 

研修型駐點學生：由獨立專家委員會，依據學生提出之為期 1至 3個

月之研修計畫，評選學生赴歐研修。 

 (1)申請研修計畫必須包含： 

a.自傳與個人履歷表 

b.指導教授推薦函 

c.研修計畫主題說明 

d.研修可行性評估（計畫拜訪單位，可行性） 

e.未來出版計畫（如：碩、博士論文）或成果宣傳計畫 

f.英文檢定證明文件 

(2)獲選者，須於合約期限內完成計畫。若修正申請計畫，主辦單位將

重新核定獎助金額，或終止獎助。 

申請期間 
1. 107年 2月 9日起開放申請，107 年 3 月 19日 24 時截止。 

2.全面採用線上申請。 

評選程序 

1.評選：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核者，將於 3 月底個別通知第二階段面

試。 

2.公布：107 年 4 月公布獲選名單，審查結果將公布於中華經濟研究

院網站。 

獎助條件 

獎助金得主須同意以下條件： 

1.獎助金得主必須在 107 年 7 月底前完成出國研修，107 年 8 月底前

提交研修成果。 

2.獎助金得主須自行完成行程規劃、住宿及交通安排等事宜，並於簽

約時提供初步規劃行程，俾供計算獎助金額。 

3.除天災、身體重大病痛或其他重大因素必須立即回國之外，獎助金

得主變更計畫內容或行程，須事先以書面徵得中華經濟研究院同意。 

4.獎助金得主須依申請計畫於合約期限內，完成計畫。若修正申請計

畫，中華經濟研究院將重新核定獎助金額，或終止獎助。若未經同

意變更計畫或縮短行程或逾期完成計畫或未完成計畫，中華經濟研

究院得要求歸還部分或全額獎助金或逾期違約金。 

獎助方式 
1.機票：補助臺灣至歐洲國家（限瑞士、德國、法國、荷蘭四國，惟

去程及回程可以為不同國家）經濟艙來回機票一張，依發票或收據



覈實報銷（收據抬頭為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統編：04151015）。

來回機票搭乘時間必須為研修計畫開始前或結束後一個月內，方可

獲補助。 

2.研究津貼與國外差旅費：依實際研修期間核算，含生活費、交通費

及相關保險費，至多新台幣參拾萬元。 

a. 研究津貼：每月新臺幣 6,000元（含補助書籍費、綜合保險費、

健康保險費、歐洲內陸交通費（含租車費）、論文寫作、自負勞

保費、自負健保費）。 

b. 國外差旅費：依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

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月支生活費（詳附件）標準給付，補

助至多以連續三個月為上限，不足一個月者依每日按數額表三十

分之一支給。 

成果發表 

1.期中進度報告：須於研修期間提交，若出國時間未滿一個月以上者，

得於返國後 10 日內提交。 

2.成果發表：研修完成後 2個月內（最遲於 107年 8 月 31 日前），繳

交至少兩萬字之研修論文以資存檔，並以主辦單位核准之型式發

表。研修論文需於 107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修正並通過驗收。 

3.獲獎助得主須同意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研究成果，可無償授權以

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 

4.研修內容若成為申請者碩、博士論文的一部分，需於論文中註明受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獎助研修。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詢： 

Email: MostService@cier.edu.tw  

Tel: 02-2735-6006 ext: 6033/葉小姐 

 

mailto:MostService@cier.edu.tw


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 
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4 日行政院院授主預字

第 1020102193號函修正，並自 103年 1月 1日生效 

                                                                                         單位：美元 

項    目 數    額 備    註 

月支生活費 

日支數

額級距 

月支生

活費 

一、出國期間(依曆計算，以下同)在十五日以下部分，每日按「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七點第一項由行政院另定之「中央政

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下

簡稱日支數額表)全額支給。但有供膳宿、供宿不供膳、供膳

不供宿情形者，分別按原支數之一折、三折、八折支給。 

二、出國期間逾十五日部分，參照日支數額表所列城市之日支數

額，按左表分級補助，第十六日至第三十日，每日按左表數額

二十分之一支給，第三十一日起，每月按左表數額支給；其未

滿整月之畸零日數，每日按左表數額三十分之一支給。但有供

膳宿、供宿不供膳、供膳不供宿情形者，分別按原支數之三折、

四折、九折支給。 

三、前二點所定供宿，包括住宿免費宿舍、過境旅館、在搭乘之交

通工具歇夜及返國當日在內。 

四、出國進修、研究、實習人員不得報支「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十五點、第十六點及第十七點所定之行政費(報名費及註冊

費除外)、禮品交際及雜費。 

290以上 1,400 

 

250-289 1,300 

210-249 1,200 

 

170-209 1,100 

169以下 1,000 

出國手續費及往返

機票費 
檢據覈實報支 

一、出國手續費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報支。 

二、出國、返國一律搭乘經濟(標準)座(艙)位。 

每學年學雜費 

(含報名費、註冊

費、訪問學人費、

實驗費、必要之會

費及設施使用費） 

由各機關依核准

之計畫檢據覈實

報支 

 

每學年觀摩實習及

交通費 

由各機關依核准

之計畫覈實報支 

一、交通費檢據覈實報支。 

二、生活費依日支數額表報支。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支之月

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 

綜合補助費 180 

一、發給內涵包括補助書籍費、綜合保險費、健康保險費、內陸交

通費(含租車費)、論文寫作等費用。 

二、按月計發，未滿整月之畸零日數，在十五日以內者，按半個月

發給，逾十五日者，按一個月發給。 

三、由當事人簽名或蓋章具領。 

附記： 

一、 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之補助按本表規定報支。但各主管機關得

在本表規定數額範圍內視經費狀況自行核酌支給。 

二、 各級地方政府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之補助，準用本表規定報支。 

三、 本表修正生效後，出國期間跨越新、舊規定者，其於舊規定出國期間適用舊規定，於新規定出國期

間適用新規定，但於新規定出國期間適用新規定之補助總額低於適用舊規定者，得適用舊規定。 

 



歐洲創新經濟與公民社會 研究人員研習補助申請表 

項 目  內 容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學校／
系所年級   

連絡電話／  
e-mail 

電話：  
手機：  
e-mail: 

研修主題  

（請給主題標題及 50 字以內簡介）  

研修內容  

（請依後附表單另頁填寫）  

附件與其他  

1.簡歷或自傳  
2.指導教授推薦函  
3.研修計畫書或碩、博士論文大綱  
4.身分證正反面  
5.學生證正反面  
6.英文檢定證明文件  
7.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申請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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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研修內容 

研修內容  

（請填寫研修背景及目的、拜訪單位、預期效益、未來出
版計畫，如碩、博士論文或成果宣傳計畫等）  

（可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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