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補助博士班學生出國研修辦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414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為鼓勵博士班學生藉出國研修歷練以拓展國際觀，提升專業知識的汲取及應用，強化本
校之國際學術合作連結，特訂定「補助博士班學生出國研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出國研修係指赴境外機構從事博士研究相關之研習訓練，包括赴外論文研究及
赴境外姊妹校（不含大陸及港澳地區）攻讀雙聯博士學位。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應具備下列各項資格，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採認之基準。
(一)現正就讀於博士班且在學一年以上者。
(二)境外學術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二、獲教育部、科技部及其他博士班學生出國研修公費補助者，不得同時支領。
三、境外研修機構需為國際知名之研究型大學；NGO/NPO 等機構，須為各國官方評比或正
式認定，就其專業屬性為該國排名為前三大的組織或機構等。
第四條 受理申請時間為每年三月及九月，受理申請單位為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具體日期依當次
公告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第五條 申請資料
一、申請表。
二、研修計畫書一份。
三、指導教授之推薦函。
四、歷年成績單及發表論文抽印本。
五、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成績證明。
六、境外研修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第六條 補助金額
一、赴外攻讀雙聯學位，一年補助新臺幣四十五萬元，至多補助兩年。
二、赴外論文研究，一年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至多補助一年。
第七條 審核標準
一、申請人執行計畫能力、外語能力、境外研修機構與國外指導教授或專家之適切性，及研
究主題之發展潛力。
二、申請人在校成績、學術表現、發表論文之篇數與內容或其他特殊表現。

第八條 審查程序：申請案件由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及學生所屬學院院長
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第九條 受補助者義務
一、受補助之博士班學生於研修期滿兩個月內，繳交出國研修報告，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國
際事務處。
二、返國後兩年內需提出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以本校名義發表與研修主題相關之論文，
且該論文須刊登於 SCI、SSCI、EI 或 A&HCI 列名之學術期刊。
「論文」係指原始著作（original
article）、簡報型論文（發表原始研究成果之 Letter, Short Report, Note, Communication,
Accelerated 或 Rapid Publication 等）
、病例報告（case report）及綜合評論（review article）。
三、赴外期間若須申請展延者，至遲應於期滿前兩個月，檢附延長計畫及敘明理由予所屬學院、
系（所、學程），經國際事務處審核，簽請校長核定。若有變更或取消行程者，亦應事先報
告學院、系（所、學程）及國際事務處。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來源為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若當年度經費用罄，則不再受理補助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
補助博士班學生出國研修申請表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octoral Study Abroad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一、申請表件確認單 Required Documents Checklist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

系所
Dept.

項 目
Required documents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研修計畫書
Research Project
指導教授之推薦函
Recommendation Letter by the Advisor
歷年成績單
Official Copy of Transcripts
發表論文抽印本
Offprints of Publications
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成績證明
Official Proof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境外研修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Invitation Letter from Host University/ Institute

年級
Grade
確認
Status


備 註
Note

二、申請表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性別
Gender
身分證字號
ID/ARC
Number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連絡電話(日)
Phone Number
(day)

西元
年
(Y/M/D)

月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日
手機
Mobile Phone
連絡電話(夜)
Phone Number
(night)

請自行黏貼本人最近
2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
身脫帽照片乙張
ID Photo

E-mail
聯絡地址
Address

（郵遞區號 Postcode：□□□□□）

三、申請資料
在校修讀
之系所
Applicant’s Dept.
學號
Student ID Number

身分別(現在就讀年級)
Year/ Grade of Study

博士班 Year of Doctoral Study：
____ 年級

在校平均成績
Average Scores
通過
學科考/資格考試
Passed Doctoral Qualifying
Exam

是否已發表(期刊)論文
Any Publication?

○是 yes ○否 no

語文能力證照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English, Other Languages)

證照名稱 Name of the Certificate：
證照成績 Level or Grade：

境外研修國別
Country to Study/Research
境外研修類型
Types of Study
境外研修
學校(機構)名稱
Name of Host University
(Institution)
境外研修學校
為姊妹校
Is the Host University
(Institution) one of NCHU’s
Partner Universities?

語文能力
Language Proficiency

○是 yes ○否 no

境外研修區域
Region to Study/Research
○ 修讀學分（雙聯學位）Credit Granted (dual-degree) Study
○ 未修讀學分（赴外論文研究）Non-Credit Granted Study (Research for Thesis)
境外研修
系所(學程)名稱
Name of Host Department
(Program/Division)

○是 yes ○否 no

境外研修
學校(機構)/系所(學程)之
國際聲望
International Rankings or
Reputa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Faculty/ Dept.
具體獲獎事蹟
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Any Acquir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ward

西元
預計研修日期
Duration of Exchange

出國管道
Application Channel

○是 yes ○否 no

年

月

日

至
西元

年

月

日

(from Y/M/D to Y/M/D)

預計出返國日期
(含交通時日)
Expected Departure and
Return Dates

○自行尋找
Self-Application
○學校(系所)雙聯學位
NCHU Dual Degree Program
○其他，說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西元

年

月

日

月

日

至
西元

年

(from Y/M/D to Y/M/D)

中文 Chinese:
擬發表之論文題目
Title of Paper to Be Published
英文 English:
□機票費Airline Ticket Fare NTD
申請補助項目
Amounts of Application

元

□生活費Living Expense NTD
□註冊費Tuition Fee NTD

元
元

（如僅赴外需繳交中興學費，不得填寫此欄 If you only

need to pay NCHU’s Tuition Fee, please do not fill this column）
家庭所得年收入
Household Income
(NTD)

向其他校外機構
申請補助情形
Any Subsidy from Other
Organizations?

申請人核章
Signature of Applicant

院長核章
Dean of College

□(01)99 萬以下 □(02)100~120 萬□(03)121~150 萬□(04)150~200 萬□（05）200 萬以上
□(01)Below 990,000 □(02)Between 1,000,000-1,200,000□(03)Between 1,210,000-1,500,000□
(04)Between 1,500,000-2,000,000□（05）Above 2,000,000

□ 是，因校外單位補助不足，擬向學校申請不足款。
Yes.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part of insufficient.
（校外單位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補助金額 Amount of Subsidy：

）

□ 是，惟校外單位補助結果未知，為配合學校申請期限，故提出申請。
Yes. The result is uncertain.
（校外單位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申請金額 Amount of Subsidy Applied：
）

系(所)主管核章
Head of Dept.
(Institution)
系所(院)是否補助
□是 yes, NTD
Any Departmental
(Institutional) Subsidy □否 no
from NCHU

審查結果
Application result

□ 通過 Approved，補助 Funding Amount NTD _____________。
□ 沒通過 Not approved。

注意事項 1. 申請截止日：每年 3 月及 9 月。
Note
2. 研修計畫書項目需包含下列八項:
i. 國外研修計畫摘要，含研修期程。
ii. 個人傑出表現
iii. 擬進行研修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iv. 境外研修學校(機構)/系所(學程)之學術成就與完成研修構想的相關性。
v. 預期成果與未來發展之關係。
vi. 境外研修學校(機構)/系所(學程)於該國之最近公開評鑑排序書面資料及該
資料可供查詢之網址。
vii. 留學期間經費預算表
3. 通過後，請於出國一個月前簽行政契約書(一式四份)及領款申請單。
4. 抵達外國時請填送抵達外國單，均請檢附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電子檔一
份，一併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俾憑註記確認 台端之補
助期間。
5. 回國後請填送返國通知單，均請檢附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電子檔，一併
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俾憑註記確認台端之補助期間。
1. Application deadline: Every March and September
2. Research project must include the items listed as follows:
i. Abstract and timeline of the study/research plan
ii. Personal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iii. Study background, purpose, method/courses, and significance
iv. Relevance between the study/research plan and the university/institution to apply
v. Expected achievements
vi. Proof or websi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s or reputation on the institution/
faculty/ Dept.
vii. Study/research budget table
3. Once your appl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by NCHU, sign the required forms at least
a month before going abroad.
4. (Arrive at university/institution abroad) Submit the arrival form to NCHU OIA
through email, attaching the copy of your passport with entry stamps.
5. (Back to Taiwan) Submit the arrival form to NCHU OIA through email, attaching
the copy of your passport with exit stam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