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大陸旅台科技人士座談會 

開會時間：2015年12月11日(五)上午10時~12時 

開會地點：李國鼎故居 

主 持 人：萬其超秘書長          

 

壹、 議程： 

日期 時    間 議    程 

12/11 

星期五 

 09：45~10：00 報到 

 10：00~10：15 萬祕書長及主辦業務代表致詞 

 10：15~12：00 大陸科技人士依序提問問題及討論交流 

 12：00~13：00 午餐及介紹李國鼎故居 

 13：00~ 參觀齊東詩舍、華山文創園區(自由參加) 

 

貳、 主席報告： 

  歡迎各位來賓的蒞臨，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的設立緣自於對台

灣有諸多貢獻的李國鼎先生，而李先生之於台灣的貢獻就如同對岸的

朱鎔基先生對於大陸現代化的努力。李國鼎先生曾帶領台灣從內外困

頓的農業社會時期一路轉型進步到工業階段與現在的科技時代。因有

感於李國鼎先生對台灣的卓越貢獻，所以基金會在各方捐助的基礎下

成立，主要業務在協助兩岸政府之間無法直接交流相關事務與科技交

流平台上，諸如科技交流會議或科技類論文專業修訂等業務，長期以

來受到兩岸各界的支持與肯定。 

  本基金會接受科技部委託推動兩岸科技交流，歷年辦理對大陸來

台科技人士之服務工作，目的為瞭解大陸地區來台科研人員在生活上



與工作上之狀況，在可能之範圍內協助解決困難，以提高各位在台工

作效率及就學順利。 

  本次邀請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以下簡稱科技部科國

司）梅中楷科長及楊明儀專員、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吳榮泰視察及黃

世華專員、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以下簡稱教育部國際司）郭玲

如科長與會，希望能為各位想瞭解的問題解惑，同時也期望意見交流

提供給我國主辦業務單位作為修法改進方向。請大家自由提問。 

 

參、 與會者座談交流： 

許慧雯幹事(台大國際事務處)：我的工作主要是協助本校陸生統整資

料，並向移民署申請相關事務與資格。目前的問題多在關於陸生的行

程規範上，基於自由與法治的原則，又礙於隱私的疑慮，經常很難完

全規範到陸生的詳細行蹤與行程，導致屢屢遭到移民署的處分，其中

是否有折衷的處理辦法？在申請手續的繁複過程上，是否有更簡化的

處理方式，甚至是更清楚明晰的流程圖示導引？在關於旅居第三地的

陸生申請方式上仍有許多不明確之處，是否能更進一步的詳盡說明？

雖然移民署已建置有即問即答的線上諮詢系統，但服務人員的專業素

養不足，經常無法有效解答問題，是否有改進或提升訓練的改進計

畫？ 

黃世華專員(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移民署為執行機關，必須遵照法

令規定辦理，關於折衷或法令的鬆綁正在辦理修法作業，由陸委會、

國安單位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單位共同研議，這也是移民署一

直努力的方向。在手續簡化的部份，移民署已有相關的改善，如有細

節不理解之處，會後可進一步的協助瞭解。而在客服專業改進的面向

上，如諮詢到的是移民署業務人員而非轉接到資訊工程人員，大致上

是能夠給予充分解答的。只是移民署人員有限，可能電話經常滿線而



無法消化大量的需求，還希望各位見諒，這方面移民署也在極力改善

中。對於處罰規定嚴格，是基於安全管理考量，正辦理修法作業作適

度的調整跟放寬。 

吳榮泰視察(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大陸研修生在臺團體觀光旅遊行

程依規定仍須由綜合或甲種旅行業接待，出發點乃是基於陸生在台的

安全考量，希望學術單位能體諒配合。對於學術專業參訪行程，可由

邀請單位接待負責，上述旅遊方面的限制，乃是基於安全的考量，希

望各學術單位仍須依規定辦理。未盡妥善之處會作為修法參考，請多

包涵。 

萬其超秘書長：台灣的公務單位近年來因為人事精簡，承辦人數銳

減，但承辦事務卻不減反增，在大環境現實下難免有服務不周之處。

開此會議的目的就是希望集結共識並反應問題，化調整的壓力成為一

種修法推動的助力。不過其中也有很多規定也許並不只是來自於台灣

一方，有很多規定也來自於對岸的要求，藉此機會也能釐清並反應給

對岸知悉，讓雙方日後針對實際問題來進行協調改善計畫。 

周文理博士(台大化學所)：在台研究的生活上主要有以下幾點問題： 

一、關於保險保障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在台有工資有納稅卻不能享有

對等完善的保險保障呢？ 

二、如果要辦理配偶來台探訪或過節團聚，是否有更簡化的手續？在

機票補助的報銷處理上是否有更明確的處理方式？ 

楊明儀專員(科技部科國司)：目前親人來台的機票補助是有的，只是

通常在第一次的補助項目上有列舉，後面就不再重複多次列舉，可以

依相關規定辦理，配偶來台的申請仍有許多方式可以依循，如有不清

楚之處歡迎再詳細諮詢瞭解。在經費的申請上大致以結算統整為原

則，不單次或多次辦理。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科國司)：科技部機票補助以單案一次為基準，這

是本於資源有限和公平分配原則，而無法次次往來出入國境都配合補

助，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關於健保及其它保險的問題，主要還是國家

政策法令的限制問題，其權責決策機關主要為衛生福利部。 

王玉峰博士(中央大學應用地質所)：來台的機票補助究竟是如何補

助？是不是有統一的規定？ 

楊明儀專員(科技部科國司)：補助上有可能因不同學門或不同經費額

度的編列限制而有所差異，您可以先行透過校方瞭解後，再尋求確切

的諮詢服務協助 

凌宏博士(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科技部延攬專業科技人才

是一年一次的，但如果面臨到連續兩年以上皆在台被延攬的科技研究

人員，入台證的辦理是否可以直接展延，是否能比照其它國家的方便

處理模式辦理？另外，如果父母要來台探望該如何辦理？ 

黃世華專員(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入台證就像是給外國人的簽證一

樣，目前仍需要依照相關規定到期後重新辦理。以一年證效的多次證

為例，在一年的期限內可多次入境，入境後依可停留期間停留，在臺

停留期間可超過證效(入境效期)，如該事由入台後的停留期間是可延

期的即可辦理停留延期，離境後且且超過證效，得重新申辦。在目前

的折衷辦法上可以協助提前申請，一但離境且原證件失效便可取得新

的證件，以免出境後等候申辦的時間。學術科技交流人士是可以申請

展延停留最長至六年的。至於父母親來台的身分是不歸屬在學術專業

交流的親屬陪同範圍內的，但只要依據其它相關規定辦理依舊有很多

方便來台探望的方式，例如探親或自由行等。 

 

凌宏博士(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健保申請上有六個月不能



多次出入境的規定，這會影響到學術交流的限制與機會，是否能給與

因公或因私出境的規定區別？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科國司)：健保對於國內外人士出入境次數的限制

皆有相關規定，在限制上並無國籍的區別，本國人士仍然受到限制，

並無特定身分的針對性。 

王昕博士(台大醫學院)：我是來自旅居第三地申請入台的身分，可以

理解移民署業務量龐大上的困難，在此建議能夠在網站建置上多加的

改進，以更明確明晰方便的網站申請和諮詢方式，代替人員電話的直

接溝通需要。另外，在國外時的文件申請上，是否能夠減少一些未明

註的必要項目，並簡化手續流程避免往返之勞，以避免重複申請的困

難和窒礙可能。 

吳榮泰視察(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根據我的瞭解，目前移民署已盡

量朝向簡化方便的方向努力，有時候可能問題並不在移民署本身，外

交部當地承辦人可能有不同的審核要求。王博士過去旅居的英國，移

民署去年底已派駐秘書前往協助日益增加的業務需要，情況應該已有

改善。關於網路更新，很感謝王博士的建議，未盡詳實之處我們會努

力改善，也歡迎各位使用移民署的APP程式進行查詢尋求協助，我們

也會持續加強程式的更新工作。 

許立博士生(台大化學所)：陸生在台求學期間不能打工，加上最近台

大規定助理勞雇制度，研究陸生就更沒有收入來源了。同樣都在學習

研究，有沒有任何可以補救的方式來協助我們獲得資源上的補助呢？ 

郭玲如科長(教育部國際司)：關於這個問題目前仍在研議中，依據規

定學校不能用公務預算給付陸生薪資補助，但學校校務基金不在所限

之內。 

萬其超秘書長：過去基金會曾經針對過陸方科技研究人士進行過補



助，但在現實環境與金融利率改變下不得已而停辦。未來我們也希望

能透過其它管道募集資金協助改善這個問題。 

靳巧鋒博士生(清大醫環所)：科技部有補助研究生出國參加研討會的

經費，但針對陸生卻沒有。而且目前在台的這些大專院校雖然都積極

的努力招募學生來台就讀，卻對畢業之後的出路沒有實際的規劃與宣

傳，這樣對在陸方的企業來說，來台就讀的陸生是否更顯得弱勢與陌

生呢？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科國司)：針對靳博士提出的問題，據了解目前「科

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申請人之資格為

教育部立案之國內非在職專班博、碩士班在學研究生，並未因國籍而

有所限制。當前兩岸科技交流的確因現階段兩岸情勢而有所限制，科

技部長期以來係透過李國鼎基金會協助辦理相關事務，各位來自對岸

的科技人才都是當前兩岸交流的先鋒。各位提出的問題都是未來改善

和促進調整的方向與動力。 

凌宏博士(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良好的科技研究氛圍很重

要，目前科技部的補助是否有時效上的限制？這對研究持續的長期穩

定來說很重要！另外，未來是否有可能開放更高的研究身分位階呢？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科國司)：以科技部的立場來說，補助的態度是正

向且積極的，本部長期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是希望提供全職教

學研究費、勞健保費、離職儲金或勞工退休金等補助項目，鼓勵在博

士畢業黃金時期參與研究，並於補助期間專任於研究職務，有系統的

培養、訓練，增加研究經驗與專業技術，提昇研究能力，目的旨在期

望研究人員能往更高研究層級發展。有關更高的研究身分位階，目前

本部有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及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作業要點可供凌博士參考。 

萬其超秘書長：如能把研究生視為未來有貢獻的人才資源，而非只是



消費和學習的學生身分，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改變的觀念。如此一

來，我們才能培養出有在台經驗的陸生，讓他們也能夠回到大陸對在

對岸的台商產生服務貢獻，這樣才能創造更良好的互動與供需關係。 

郭玲如科長(教育部國際司)：目前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已在辦理

辦理類似就業資訊的活動。 

吳劍遠博士生(清大材料所)：陸生在台求學擔任兼任助理與助教目前

是否有其他可行的方式？ 

郭玲如科長(教育部國際司)：目前這些問題實際上在立法的程序上仍

有許多的爭議，雖有困難，但我們仍會持續努力推動。 

吳榮泰視察(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行程變更是目前最普遍的問題，

但礙於法規限制，仍需要大家盡力配合。 

郭玲如科長(教育部國際司)：民主政治有其民主程序的可貴之處，各

位的反映和聲音都是一種支持，我們一定會用將心比心的態度盡力協

助與努力。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科國司)：希望各位來台灣不只是科技與學術的交

流，也能在其它面向上多多認識台灣。 

萬其超祕書長：兩岸的隔閡不應該成為各位與台灣的隔閡，希望各位

回去之後如果還有問題也能繼續提出，以做充分的討論和溝通。基金

會能協助之處一定會盡力促成。最後感謝各位今日的蒞臨。



大陸旅台科技人士座談會出席人員名單（2015）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郵編 聯絡地址 e-mail 

李楠 博士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所 106 臺北市基隆路四段 144 巷 61 號 linan@ntu.edu.tw 

周文理 博士 台灣大學化學系 100 台北市中正区思源街 16-1 栋 1337 室 zhou_wenli@163.com 

張學杰 博士 台灣大學化學系 100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6-1 號修齊會館

1432 房 
zhangxuejie200808@163.com 

許立 女士 臺灣大學化學系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國立臺

灣大學研一女舍 317A 
f03223217@ntu.edu.tw 

鄭俊輝 先生 清華大學物理系 30013 新竹光復路二段清華大學物理系館 605 jhzheng@pku.edu.cn 

靳巧鋒 先生 
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406 室 
103363082@qq.com 

吳劍遠 先生 清華大學材料所 30013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

大學材料科技館 502 室 
nthuwu@163.com 

王玉峰 博士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所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wangyufeng1987118@126.com 

張旭 博士 臺灣大學光電所 100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6-1 號，臺大修齊

會館 1021 室 
zhangx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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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郵編 聯絡地址 e-mail 

凌宏 博士 
中央研究院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人文

館南棟 1113  
hongling@gate.sinica.edu.tw 

王昕 博士 
台大醫學院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院 
100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wx0219@gmail.com 

曾化碧 
客座助理

教授 
中央大學物理學系 300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號 zenghbi@163.com 

簡政展 先生 臺南藝術大學   
 

chienyart@gmail.com 

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代表:許慧雯幹事、游詠如幹事 

清華大學全球事務處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22F 代表:梅中楷科長、楊明儀專員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100 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 代表:郭玲如科長 

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 10066 台北市廣州街 15 號  代表:吳榮泰視察、黃世華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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