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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旅台科技人士座談會」 

會議紀錄 

2016.12.28 

會議名稱：大陸旅台科技人士座談會 

開會時間：2016年 1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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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錄 人：魏屏屏專員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于同奎 博士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杜博文 博士 （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李 輝 博士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 

房 偉 博士 （東吳大學中文系） 

殷  雷  博士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常 春 博士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 

許 立 博士生 （臺灣大學化學研究所） 

張 雷 博士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 

張曉冉 博士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彭素紅 博士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楊婧羚 博士 （臺灣大學化學研究所） 

鄭 軍 博士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藺香運 博士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魏 巍 客座教授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中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處沈桓儀小姐、人事處宋述玲小姐、 

陽明大學國際事務處翁瑋璟小姐 

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請假）、清華大學全球事務處（請假） 

列席人員：科技部科教國合司梅中楷科長、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賴信任

專員、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境事務組吳榮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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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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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中楷科長、移民署入出國事務

組吳榮泰視察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賴信任專員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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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與會者座談交流： 

殷雷博士(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現在持單次簽證，已二年未回大陸，是否目前在台時可以先申請下次入

境證件？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 

  目前已有便民的措施，若您暫時出境後再回到台灣的話，您可以在台時

提前申請下次來臺之入出境許可證，但是該申請案會在您確定出境之後才會

許可，而後邀請單位可在線上下載證件後轉交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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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奎博士(政大經濟所)：有 2個問題請教： 

1. 關於工資需扣稅 18%，查看一些相關法規，不明白為何自己要扣到 18%？

這樣實際領到工資與進來台灣前的認知不太相同，會影響以後來台意願，

另外為何不能是在級距內一個稅率，超過某金額的部分才再扣另一個稅

率，這樣我超過 1元者的適用稅率較高，變得實際所得反而更少。 

2. 全民健保得要 6個月之後才能投保，而且之後僅能出國 1次，否則無法

投保？ 

目前來說，在台灣對於學校工作、生活環境感覺都還不錯，就這 2個問

題請協助答覆。 

【答覆】梅中楷科長(科技部)： 

  雖然這2個問題並非是科技部的業務，但作為邀請各位來台的承辦單位，

各位都是來台灣的客人，在此就個人所了解部分簡單說明。 

一、 稅率的部份，外籍人士在台居住未滿 183天扣繳稅率 18%，超過 183天

以上者之外籍人士稅率皆相同。這是目前我國制度規定。無論本國人或

外藉人也都不會因某金額以下採一個級距，超出以上再改採另一級距的

方式計稅。 

二、 全民健保部份，非本國人需有固定雇主且在台灣居住滿 6 個月後才能

投保，這是現行法規，也是連同本國人一體適用的規定。本國人如在

國外未滿 6 個月，回國後也需繳清前 6 個月費用才能復保。實際上科

技部補助各位辦理國際保險、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三項中同意補助

二項，我國開放居住 6 個月以上可投保全民健保，這已是比起其他國

家更有善意的提供對於外籍人士額外的福利，有關您所提之因 6 個月

內常出國無法享有健保的部分，是目前全民健保的規定，不會因個人

因素而有調整。但有機會向主管業務機關適時反應。 

李 輝博士(台大凝態中心)： 

  我己在台灣整整四年了，我感受到科技部及移民署行政辦事效率提升、

程序簡化許多，辦理證件以往申請需要 2週，現在 1週就可很快發下，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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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需現場辦理，可以網上申請，很方便，對此深表感謝。有以下 3個問題

請教： 

一、關於移民署網上提交需要有自然人憑證。因為凝態中心沒有專任助理協

助申請，都是自己辦理，雖然這部分我人在台灣還可以找本地行政人員

幫忙，自己是無法提交的，但若以後人在國外在網上申請，就無法自己

處理。 

二、網上繳費有許多信帳號卻無郵局選項。我們在台灣一般都會有郵局帳號，

我遇到情況是之前申請程序都已完成，而我人在國外要網上繳費時，才

發現沒有郵局選項，無法自行處理，還需要找人幫忙繳費，可否新增？ 

三、關於退稅。能否在我離境前可以提前申請退稅？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我針對前 2個問題回答： 

一、 依目前法規您的資料須交由邀請單位代為申請、付費。因為除了您個人

資料外，還有邀請單位資料要上傳，目前不允許由申請人自行申請。您

個人自行辦理的情形是因您人在台灣辦理延聘而延期，情況非同於一般

申請案，若是您在台灣境外的話，還是需要邀請單位處理。至於延期線

上申辦問題，涉及經費及技術可行性問題，還須再瞭解。 

二、 網路繳費為何沒有郵局選項，當初不知什麼原因為何沒有郵局加入，我

會再去瞭解。 

【答覆】沈桓儀小姐(中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關於退稅，提供資訊，因是外籍身分，建議可以直接到國稅局或地方稅

捐稽徵處詢問提早辦理退稅。 

彭素紅博士(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一、 大陸有博士後基金，在台灣是否有相關單位可以申請研究經費？ 

二、 續簽問題。如我的簽證有效期到 7 月中到期，我的計畫期限到 7 月 31

日止。要多久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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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梅中楷科長(科技部)： 

  科技部有提供本國籍博士後出國深造培育措施，對於外籍或陸籍暫無此

辦法，主要還是資源放在培育本國人才，目前其他國家也是採取同樣作法。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 

  您的入出境許可證延期只要在停留期間屆滿前 5天前辦理即可。本署同

仁收件受理後，如有不許可延期情形，會在期限前通知當事人離境，應不致

於發生逾期停留、趕人出境情事。 

【答覆】萬其超秘書長： 

  關於您提到申請研究經費，就我了解，您會來台灣是有邀請單位申請計

畫聘請您來，您研究計畫上所需設備、耗材經費就是邀請單位負責。若您說

是個人獎學金或是在計畫中領有工資等，就兩岸現況而言，在政府計畫內外

籍人可以擔任助理支領薪資，但大陸籍人則不行，是有困擾。所以現在有民

間單位、公司如中技社等私人企業，就有經費補助獎學金可申請，政府立場

是不會干預的。 

藺香運博士(清大電機系)： 

一、 請問李國鼎基金會與自然科學基金委合作議題，每年合作項目如何進行？ 

二、 探親問題。我太太明年春節想過來探親，還需要公證關係，要結婚證及

戶口本，這需要公證時間，還要到海基會驗證。若自由行能居留時間有

限。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 

  關於親屬探親及證件驗證部份，隨行親屬來臺目前仍須海基會驗證，我

知道這方面會造成當事人困擾，現由本署修法研議放寛中。 

【答覆】萬其超秘書長： 

  李國鼎基金會是代表台灣科技部與大陸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委交流的

聯絡窗口。兩岸合作研究議題是每年雙方主管會面商議研究領域，確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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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方向及徵集指南，再由兩岸各自公告、審查，雙方各自出資，台灣經費

是由台灣科技部，大陸則由大陸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委，李國鼎基金會就

做中間聯繫單位。請梅科長補充說明。 

【答覆】梅中楷科長(科技部)： 

  兩岸共同合作研究議題，分別與大陸海峽科技交流中心及自然科學基金

委合作執行。採取是各自公告、審查，經費分開方式執行。與自然科學基金

委合作議題近三年是 2015年老齡化研究、2016年天文領域，2017年智慧輔

助科技；與大陸科技部合作議題是 2015年食品安全、2016年防災科技應用。

每年實際情形會依當年商議而定，建議您可以留意這兩單位公告內容為準。 

許立博士生(台大化學所)：我是台大研究生，陸生入台證是多年多次簽證，

就是一張 A4 紙本，保存非常不方便，為何要用很多年的重要證件卻只用一

張薄薄的 A4 紙？當過境其他地區時持有這張簽證進出，常常容易被質疑證

件，還需要打給移民署確認。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 

  民國 103年開始推動專業商務案件線上申辦，申請、審件、查詢及許可

等，皆改採線上處理。為求快速審查及證件得以 e-mail 寄送、自行列印節省

郵寄時間及避免遺失的因素，故採取紙本證。關於多次證部分，本署已在研

議改發卡式證因應改善，謝謝您的建議。 

沈桓儀小姐(中央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一、 中研院方式是授權各所申辦，目前聘用大多是中長期留台的，當初會有

專業活動計畫表填寫，移民署規定在台時間就不能提前或延後，這對於

中長期留台的科技人士時間不能彈性，而且他們進出常常不會跟申辦單

位報備，以致因無法明確掌握時間而被罰，有點不太人性化。 

二、 目前第一次申請來台都只能單次簽證，如果到期後換發多次簽證就得要

出境再重新申請，他們表示出去再進來很難或要耗時很久，若到別國又

可能因護照簽證因素也無法太久，都有些困難。若只辦理延期，就只能

單次單次的簽，對於博士後需要到國外開會或探親都不是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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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軍博士(台大管理學院)：國外護照只要在期內可多次進出，而這張簽證紙

上只能蓋 6次章，換證就要付錢，這張紙實在有點貴。 

【答覆】吳榮泰視察(移民署)： 

  目前台灣外來人口可分為四種：一、外國人；二、港澳居民；三、無戶

籍國民，即是持有台灣護照但在台無戶藉之國民及四、大陸地區人民。 

  上開四種人士管理辦法不同，因兩岸政治特殊關係，對於大陸人士管理

較嚴，我們希望邀請單位負起一定責任，與被邀人密切聯繫，以了解他們來

台時間，如有須更改行程必要，法規允許於入境前得更改行程表。 

  目前法規並未規定第一次申請來臺僅得申請單次證，但各審案同仁對於

案件審查有其看法，此屬於行政裁量範疇。如有特殊個案，建議可向承辦人

詳加說明。 

  另多次證可於蓋滿入出境章戳後，自行列印，毋需再付費。 

梅中楷科長(科技部)：對於兩岸科學研究環境、延攬人才工作比較上，各位

有無任何意見、感想可以分享，可作為我們工作精進參考。 

于同奎博士(政大經濟所)：感覺願意來台博士後及博士生愈來愈少，這情況

非常明顯。 

鄭軍博士生(台大管理學院)：許多來台讀碩博士後，除了經濟因素和與期望

不符，卻申請退學轉去其他國家，台大退學比例尤其高。因為讀博士沒有研

究補助、獎學金，經濟問題是考慮因素。就了解其他學校如政大、清大似乎

有些補助在大陸可以憑成績與本地生共同申請，依成績排名爭取，若是成績

不夠，也有另一個專案提供。台大與其他高校不同，學生個人政治意識也比

其他學校明顯。 

【答覆】賴信任專員(教育部)： 

  我想這與大環境有點關係，台灣學生出國留學或是留在國內是否繼續讀

碩博士，總體上意願有也影響。若台大退學比例高是否因經濟壓力太大而不

唸，或者是個人生涯規劃上重新考量，我們將會去了解，學校在就學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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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什麼措施可以幫助，為什麼其他學校這種情形較少的原因。 

許立博士生(台大化學所)：現在台大化學系上就很明顯，我們能有的補助一

年比一年少愈來愈少，去年還有的補助，今年就取消了，需要自己去找其他

管道申請補助。還會留在台大讀書的快要死路一條，我們是已經完成一半學

業只有繼續下去，但是不會再推薦其他陸生來台。糸上行政人員對我們深表

同情卻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 

【答覆】萬其超祕書長： 

  現在經濟發達，時空不同，相對吸引力不足讓人願意去讀，這個在世界

上都相對調整。台大是很優秀學校反而在此部份卻相較其他學校為弱，這可

能請教育部能協助了解。 

【答覆】梅中楷科長(科技部)： 

  科技部目前有相當比例用於延攬大陸博士後人才來台進行研究，相對來

說是對大陸博士後友善的。有關您所提到之學校助理工作薪資補助問題，我

想主要是目前台灣學校內學生助理工作算是勞務或是學習性質歸屬認定所

衍生之問題，並不是特別針對大陸學生，整體而言，台灣算是對於來自大陸

地區之人民或學生還是非常友善的，我們非常歡迎各位來台灣開啟您的學術

生涯。有關您所提的意見，我們都會將這些問題帶回研究、適時反應。 

 

參、 結語： 

萬其超祕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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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