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Grants for Teams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 Aims/ Goal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our country in a 

specific professional field, the MOST support the team to participate in 

conferences hosted b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n 

strive to become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or 

committe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so as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academic research. 

 

2. Application period: The deadline for the institution to submit the list of 

applicants to the MOST will be two months before the conference 

begins. 

 

3. Eligibility: 

(1) The team convenor shall be a full-time professor or researcher who 

has been paid monthly by the applicant organization and has 

presided over the MOST research project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Those who hav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or committe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shall be given preferential subsidies. 

(2)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be full-time teaching or research staff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spec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Members must be of different ages to pass on their 

experience. 

 

4.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he team convenor should provide the 

documents described below as files to be uploaded to the MOST 

website, and after confirming that the documen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uploaded. 

 Group plan and work plan report. Those who intend to publish 

a paper shall attach the data of the paper. 

 An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pplication for subsidy funds. 

 Expected results. 

 

5.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and subventions for each application shall be 



no more than 15. 

 

6. Contact: 

   Name: Tsao, Ya-Chun, Office of R&D, NTHU 

   Tel: +886-3-5715131, Ext. 35009 

 Email: yachun-tsao@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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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作業要點 
                                        103 年 8 月 19 日修正 

 

一、 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強化我國在特定專業領域之影響力，補

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主辦之會議，進而爭取成為國際學術組

織理監事會或委員會等重要成員，以提升我國在該領域研究成效

及學術研究之國際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構。 

(二) 經本部認可之行政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

構。 

  

三、團隊召集人及團員之資格： 

(一)團隊召集人須為申請機構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教授或

研究員，且近五年持續主持本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優良者。曾

任國際學術組織理監事會或委員會等重要成員者，優先予以補

助。 

(二)團員須為申請機構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教學或研究人

員，且具有專門學識與研究經驗及具體研究成果者。團員須兼

具不同年齡層，以傳承經驗。 

 

四、團隊召集人應於會議舉行日二個月前，至本部網站「學術研發服

務網」線上系統製作下列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經申

請機構審核通過後，傳送至本部申請： 

(一)組團規劃書及工作計畫報告書。擬發表論文者，應附論文資

料。 

(二)邀請函。  

(三)申請補助之經費。  

(四)預期成果。 

 

五、每一申請案之申請及補助人數，以十五名以內為原則。 

 

六、重度殘障具有證明文件，且須人陪同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者，

得酌予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旅費。其旅費之申請及結報，與

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申請案一併辦理。 

 

七、本部就下列事項予以審查；必要時，得諮詢學門召集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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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之性質、學術地位及重要性。 

(二)團隊於會議中擔任或可能擔任之任務。  

(三)爭取該類會議於我國辦理之可行性。 

 

八、補助經費項目如下： 

(一)往返機票費用：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

票費，並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未能搭乘本國籍班

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經申請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二)出國期間之生活費用。  

(三)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四)辦公費：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針費、

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

保險金額新臺幣四百萬元)、禮品交際及雜費(包括禮品費、交

際費、計程車費、租車費等費用)。其中禮品交際及雜費得按

出差日數每人每日報支新臺幣六百元。 

 

九、經費結報及撥付： 

(一)前點各項費用，團隊召集人及團員應於出國時先行墊付，並於

返國後一個月內填報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檢附本部核准公函

影本、原始憑證與各項單據正本及外幣兌換水單，未辦理結匯

者，依出國前一日(如遇假日往前順推)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

參考匯價結算，經申請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等)

審核蓋章後，分送團隊召集人彙總，由申請機構函送本部辦理

結報歸墊。  

(二)機票費部分，應檢附下列單據： 

      1.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 

        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3.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 

        開立之搭機證明。 

(三)辦公費部分，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 

(四)結報程序：  

1.依本要點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者： 

(1)原始憑證應依本部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之

規定辦理。 

(2)檢附經申請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簽章後之收支報告表併同

申請機構之領據，函送本部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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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本要點補助經費原始憑證未實施就地查核者，各項單據經申

請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簽章後，函送本部歸墊。 

 

十、團隊召集人及團員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於本部網站「學術研發服

務網」線上系統繳交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之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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