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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防治國際交流人才培育 
獎助學金計畫 



壹、 傷害防治國際交流人才培育計畫緣起與目的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於 2000 年 8 月正式成立，以傷害預防為主軸，結合公

共衛生及臨床醫學等相關學術領域，為國內第一個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招收

碩士班研究生。為拓展傷害防治研究國際能見度，並能培訓國際傷害防治人

才，本所於 2010 年起招收國際學生，並自 2015 年獲教育部核准正式設立傷

害防治學研究所博士班，提供碩博一貫教育體制及傷害防治研究高階人才培

訓。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61 年便以「意外事件可不必發生」為世界衛生日的主

題，呼籲世界各國重視事故傷害的預防。事實上，事故傷害在世界各國包括

已開發及未開發國家，均排名在十大死因之內，對各國人們的生命安全與身

心健康所構成的威脅及危害不亞於任何疾病。此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在 1992 年亦特別成立傷害

預防與控制中心，針對暴力傷害、非蓄意性傷害、急性照護及殘疾預防作為

主要傷害預防之重點，這些都顯示傷害防治在國際趨勢的重要性。本所為全

國唯一以傷害防治為主軸之研究所，是國內培育傷害防治專才搖籃，亦為亞

洲少數同時具備教育、研究與政策參與之傷害防治研究機構。 

隨著世界各國對於傷害防治意識抬頭與事故傷害問題之關切，培育高階

國際傷害防治專業人才已為目前全球趨勢，本所不斷持續擴大及深化傷害防

治之研究範疇，同時積極延攬海外優秀學子來台就學，並選送國內具潛質的

研究生出國研修，透過接軌國內外學術交流研究，期望降低事故傷害帶來的

全球負擔，從國際社會及政策制定之趨勢持續深化，使臺灣成為國際傷害防

治領域之標的。 

 



  

2017/09/26 英國愛丁堡納皮爾大學 Professor 

Wafaa Saleh 來所演講 

2017/12/02-16 學生至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Child Injury Center 進行見習與學術交流 

  

2018/4/26-5/28 捷克運輸研究中心 Vaclav 

Linkov 來台進行交通安全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2018/7/24-28 學生至美國參與 10th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Applied Human 

Factoes and Ergonomics 並發表研究成果 

  

2018/11/21 與所內外籍生進行師生交流 2018/11/5-7 傷防所學生至泰國參與 Safety 

2018 Conference 並發表研究成果  

  



貳、 傷害防治國際交流人才培育計畫預訂目標與使用原則 

為能吸引更多國際優秀學生來台進行跨國傷害防治研究，提升本所的國

際知名度與影響力，凝聚學生學習效能及研究能量，並拓展本國學生國際視

野與溝通交流能力，加強學術國際能見度，本所特別訂定「傷害防治國際交

流人才培育獎助學金計畫」，針對國際與本國學生分別規劃獎助金使用方式。 

在延攬外籍優秀學生部份，為了擴大吸引外籍優秀人才來台就學，除學

校核定之外籍博士班名額外，亦規劃每年額外招收 1 名優秀外籍博士班學

生，並給予 2 年獎助學金。此外，針對已有發表著作並擔任第一/通訊作者之

在學外籍博士班學生，補助延長至多一年在台研究獎學金，以深化傷害防治

研究實務，讓外籍學生能安心在台就學，並提升其研究能量與國際競爭力。 

在針對本國學生部份，鼓勵本國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補助

其申請至國外相關傷害防治研究機構從事短期研修、學術交流，或參與學術

研討會發表等活動，協助紓困生活經濟壓力，專心向學，並將所學內容發表

至學術論文期刊中，透過成果發表或演講分享經驗，鼓勵後進能持續參與傷

害防治研究，落實國際傷害防治交流，提升本所研究風氣之深度與廣度。 

所內教師皆具備了培養國際高階傷害防治專業人才之熱忱與使命，積極

參與校方海外招生及宣傳活動，並輔導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然

而培育專業的傷害防治研究人才過程中，亦需要借助各界賢達及校友之力，

捐款挹注於「傷害防治國際交流人才培育獎助學金計畫」中。本計畫之目標

募款 100 萬元，所募得的款項將投入於國際學生獎助學金、學生短期海外研

修、國際交流或參與研討會等用途，實質提升本所在學學生國際研究能力，

使臺灣傷害防治研究與實務能與世界並駕齊驅，甚至引領國際。  



參、 募款策略及預算 

本所為培育國際高等傷害防治專業人才，每學年依學校核定名額招收外

籍學生博士班 3 名及碩士班 2 名，教師依據「臺北醫學大學碩、博班外國學

生獎學金發放辦法」及獎學金分配員額，針對學生之就學表現、在校成績及

研究潛能，博士班及碩士班分別給予 A 類獎學金 2 名及 B 類獎學金 1 名，最

多可受獎二學年，獎助學金可分為四類，詳見說明表一。 

表一、臺北醫學大學碩、博班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辦法獎學金種類 

獎學金種類 說明 

A+類 提供每月生活費新臺幣二萬五仟元整，並減免學雜費。 

A類 以博士班為原則，提供每月生活費新臺幣一萬六仟元

整，並減免學雜費。 

B類 提供每月生活費新臺幣一萬二仟元整，並減免學雜費。 

C類 減免學雜費。 

依據「傷害防治國際交流人才培育獎助學金計畫」之規劃，在延攬外籍

博士班學生部分，除校方獎學金分配員額外，每年擬額外招收 1 名優秀外籍

博士班學生，並比照校方獎學金核發 2 年 A 類獎學金；以及補助在學並已發

表論文之外籍博士班學生，至多延長一年在台研究獎學金。在本國學生國際

學術交流部分，補助著重在境外研修、海外見實習、國際交流及出席研討會

等活動，並根據學生參與期間長短給予獎勵金。依據本校相關外國學生獎助

學金及海外研修獎勵金等辦法，針對捐款項目的方案如表二： 

  



表二、募款項目方案及內容 

對象 方案 內容 預估金額 

外籍學生 

方案 1 

招收優秀外籍博士班學生 

補助名額：1 名 

每月補助新台幣 16,000 元，共 24 個月 

384,000 

方案 2 

延長在台研究 

補助名額：2 名 

每月補助新台幣 16,000 元，共 12 個月 

384,000 

本國學生 

方案 3 

境外研修 

補助名額：1 名 

每月補助新台幣 10,000 元，至多 6 個月 

60,000 

方案 4 

海外見實習 

補助名額：2 名 

每月補助新台幣 10,000 元，至多 3 個月 

60,000 

方案 5 

國際交流 

補助名額：3 名 

每次補助新台幣 10,000 元 

30,000 

方案 6 

出席國際研討會並發表口頭報告 

補助名額：10 名 

每次補助新台幣 5,000 元 

50,000 

小計 968,000 

 

  



肆、 捐款致謝 

捐款金額  捐款致謝  

新台幣200萬元以上   體育運動設施及器材使用優惠  

 圖書館使用館藏免費  

 醫療服務優待  

 致贈本校感謝函  

 本校網站公告及出版品登錄捐款芳名錄公開徵信  

 捐款證明  

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體育運動設施及器材使用優惠  

 圖書館使用館藏免費  

 醫療服務優待  

 致贈本校感謝函  

 本校網站公告及出版品登錄捐款芳名錄公開徵信  

 捐款證明  

新台幣30萬元以上   致贈本校感謝函  

 本校網站公告及出版品登錄捐款芳名錄公開徵信  

 捐款證明 

新台幣30萬元以下  致贈本所感謝函  

 本所網站公告捐款芳名錄 

 捐款證明 

 

  



伍、 國內捐款方式與相關資訊(請填寫「臺北醫學大學捐款單」) 

捐款方式  注意事項  捐款標的  

銀行匯款   銀行：永豐銀行三興分行(銀行代號807)  

 戶名：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帳號：147-004-0003639-6  

傷害防治研究

所發展基金 -

傷害防治國際

交流人才培育

獎助學金計畫 

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帳號：18415001  

支票  抬頭請書立「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請以掛號郵寄至「110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公共事務處」收 

現金  本人及委託送交 

 「110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公共事務處」收 

信用卡  請依「臺北醫學大學捐款單」填寫(詳如附件)  

 

涓滴水珠與顆粒細沙將會形成浩瀚的海洋與宜人的土地 

所有捐款本校將開立收據，可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扣減綜合所得稅 

 

 

聯絡人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所長(02)2736-1661分機6582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秘書(02)2736-1661分機6579  

公共事務處張美華小姐(02)2736-1661分機2650 

傷防所網址：http://ipc.t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