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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指標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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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項目 時間

第1場 國際學術交流指標
說明會

已完成

第2場 協同/合著/合聘/ 
Mentor 已完成

第3場
演講/研討會/工作坊/
培訓課程
+視訊設備Demo

就是今天！

第4場 雙聯學制 110年3月



109學年度國際學術交流成果指標及計分方式
得分比 指 標

67
%

15% ☆1. 國際協同教學案件數(必做2件):符合10項邀聘指標至少1項
10% ☆2. 國際學者蒞校演講人次(必做1件)
15% ☆3. 執行國際研究合作案件(必做1件)
5% 4. 雙聯學制

12% 5. 本校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國際論壇

5% 6. 舉辦國際工作坊、國際短期培訓課程或引進國外線上課程

5% 7. 國際共同發表論文數

5% 8. 聘任外籍專任教師或外籍講(客)座教師

3% 9. 建立國外大師Mentor指導機制

10%
10-1.本校學生Outbound 交流活動或交換課程

10-2.外國學生Inbound交流活動或交換課程

5% 11. 建立衛星聯盟海外基地
5% 12. KMU Times, QS WOW Stories, FICHET Study in Taiwan
5% 13. 其他 (學院自述)

8% 14. 基本額度
25% 15. 109學年度學院學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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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流活動_

參考1：
國際外賓來訪個資使用告知說明(中英對照)

參考2：
線上活動授權書(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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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蒞校演講

*必做(至少1件)

規劃：逐漸增加邀請學者符合邀聘指標項目數

學年度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協同教學 1 2 2 3 3 3

蒞校演講 x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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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邀聘指標

1. 學者任職於本校姊妹院校
2. 學者為本校雙聯學制合作教師
3. 學者任職於QS / THE / ARWU Ranking前200名學校或領

域前50名學校(By Subject)
4. 學者為本校合聘客座教師
5. 學者同時擔任本校國際研討會講者
6. 高被引學者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7. 高H-index學者高於全學院前 10%
8. 共同研究合作
9. 共同論文發表
10.學者擔任重要期刊(SCI/SSCI/EI/AHCI)編輯或人文通識

領域專書作者



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國際論壇(1/2)
• 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育部定義-3國(含地主國，大陸港澳視為1國)以上、
公開徵稿、審稿制度：2倍加重計分
科技部定義-3國(含我國，不含大陸港澳)以上、公開
徵求或邀請發表：1.5倍加重計分
*跨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以1.2倍加重計分

例如：醫學院與人社院合辦科技部定義國際學術研討會，
兩學院決議分配比例各佔50%，則
醫學院列計0.9 (1.5*1.2*50%)，
人社院列計0.9 (1.5*1.2*50%)
【資訊系統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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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國際論壇(2/2)

• 國際論壇：未符合教育部定義之國際學術研討會-2國
(含台灣，不含大陸港澳)以上、全程英文、無公開徵稿
或無審稿制度

例：
108.9.17-9.19 醫化系舉辦高醫日本慶應研討會

108.10.13-10.16 醫學系舉辦 KMU-Ajou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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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 經費補助來源(1/2)

• 高雄醫學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辦法-應先向政府機構申請補助

校外補助辦法
一、科技部 ( https://www.most.gov.tw/ )

1. 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
2. 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二、科技部補助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http://rpcls.programs.sinica.edu.tw/index.php )

1. 研討(習)會補助原則
2. 傑出人才講座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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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 經費補助來源(2/2)

三、教育部 ( https://www.edu.tw/ )

1. 補助辦理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要點
2. 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要點

四、Meet Taiwan ( https://www.meettaiwan.com/zh_TW/index.html )

推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辦理補捐助計畫

五、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 https://edbkcg.kcg.gov.tw/ )

高雄市獎勵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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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 預算編列相關規定

1. 科技部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日支酬金支給基準表

2. 科技部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機票補助金額表

3.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

4.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台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5.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6. KMU誤餐費(便當)及膳食費報支規範 (會計室)

7. KMU校外人士簽收收據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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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國際工作坊(workshop)、國際短期培訓
課程或引進國外線上課程
• 國際學者蒞校擔任工作坊或短期培訓課程之講師，並

符合以下之定義：
1. 工作坊(workshop)：講解及實作/演練等
2. 培訓課程：講解、溝通/回饋及評量等

• 引進國外線上課程：同一課程僅核計1次
*此項僅列計成果，經費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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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說明

• 109學年度統計期間：109/5/1-110/4/30

• 必做項目(含協同、演講及研究)：
少做1項，下一學年度經費以9折計。
少做2項，下一學年度經費以8折計。
少做3項，下一學年度經費以7折計。

• 每半年(10/31及4/30)統計各學院執行成效。

• 校級盟校1.2倍加重計分；院級盟校1.1至1.2倍加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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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度校級/院級國際學術交流重點盟校

校級
美國

哈佛大學
美國

史丹福大學
美國

北卡羅來納大學

日本
慶應大學

德國
科隆大學

澳洲
格里菲斯大學

院級

醫學院 南韓亞洲大學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瑞典烏普薩拉大學

口腔醫學院 日本東北大學 香港大學 日本鹿兒島大學

藥學院
美國

北卡羅來納大學
匈牙利塞格德大學 泰國朱拉隆功大學

護理學院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與普渡大
學印第安納波利斯聯合分校

日本
聖路加國際大學

香港大學

健康科學院 美國南加州大學
日本

茨城縣立醫療大學
日本早稻田大學

生命科學院
馬來西亞
馬來亞大學

法國
艾克斯-馬賽大學

挪威斯塔萬格大學

人社院 澳洲坎培拉大學 澳洲
格里菲斯大學

美國休士頓大學15



國際學術交流經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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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暨成果管理系統

I.6.3.01.學術交流活動維護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

I.6.3.02.學術交流活動明細(盟校/學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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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方式進行國際學術交流活動配套措施

一、授課方式：同步進行或預錄上傳e-learning平台。

二、會計核銷

1.費用給付標準：鐘點費，另得於授課鐘點費7成內酌
予支付教材費。

2.給付費用仍須依規定扣稅。

3.學者簽收單據須親簽，且仍須檢附學者護照影本。

4.國際匯款之雙方銀行手續費由本校吸收(以雜支編列)。
三、活動簽到： google表單或登入e-learning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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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會議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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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度活動預告(1/2)
國際學術交流逐項指標說明會

類別 指標 辦理時程

增進國際
學術合作

國際合作經驗分享~國合司司長演講 110年1月

雙聯學制說明/分享會 110年3月

提升國際
學術聲望

國際外賓接待資源說明會 110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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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度活動預告(2/2)

活動名稱 辦理時程

咖啡小聚~第2聚 109年11月27日10:30
@創客基地

咖啡小聚~第3聚 110年3月

咖啡小聚~第4聚 110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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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窗口

學院 聯繫窗口 E-mail 分機號碼

醫學院
口腔醫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林妍吟組員
alicelin@

kmu.edu.tw 2861

藥學院
護理學院
健康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張淑惠組員
ibsjoy@

kmu.edu.tw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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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

歡迎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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