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頂尖大學策略聯盟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學術合作備忘錄
中華民國「臺灣頂尖大學策略聯盟」
（以下簡稱甲方）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達成協議，同意簽署合作備忘錄，共同推動「臺灣頂尖大學策略聯盟與國外頂尖大學學術合作
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對本計畫，雙方達成下列共識：
1) 計畫目標：
本計畫藉由雙方的策略性結盟，透過乙方的協助，致力於中華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領域
的卓越發展，以及提升甲方所推薦的中華民國傑出年輕學者的國際經驗及能見度。
2) 計畫內容：
(A) 關於研究
甲乙雙方將共同關注「東亞研究新取徑：建構亞太知識網絡」的研究課題，組織學術活動，
促進跨國學術合作（詳依合作計畫附件 B）
。對此，乙方將舉辦與此研究主題相關之學術活
動，包括工作坊、研討會、專題討論、訪問學者演講、獎助金等，以促進與甲方合作的進
行。乙方也將邀請來自台灣的博士後研究人員、訪問學人、博士候選人、以及其他受邀學
者一同參與這些研究活動。
(B) 關於研究生培育
甲方將推薦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具有優秀表現之台灣學生，申請赴乙方就讀深造與研究活
動。(詳依合作計畫附件 C)
乙方每年將運用本合作備忘錄附件 A 所提供之經費，錄取五位碩博士，給予協助並提供諮
詢，包括對學生在獲得推薦開始進行申請入學作業時之協助，以及提供就學期間所需之住
宿、醫療保險、生活費、和學雜費津貼。每位學生至多可領取三年獎學金，第 4 年及之後
之學雜費，將由乙方根據各該系所於入學許可證明中所詳述之補助保證負責提供，結合本
約所提供之補助，在多數情況下，學生可望獲得 5 年或 6 年的補助。

學生在學前三年如遇有學雜費或相關費用調漲之情形，甲方同意該項增加之費用由甲方補
助經費予以支應。
在本協議實施的前三年期間，乙方承諾每一年將錄取五名符合乙方入學資格之新進研究
生，但不保證甲方所推薦之學生名單全數錄取，是以，甲方每年應提出五名以上學生名單，
以使五個名額得以滿額錄取。此外，在此期間，若發生少於五位學生赴柏克萊加州大學註
冊，或獲得錄取之學生中途退學，因而剩餘之經費，得重新分配用於補助額外之博士後研
究員和/或訪問學者，逐項條列於下。
(C) 關於博士後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
1

i) 博士後研究人員：每年甲方將推薦數名博士後研究人員赴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乙方
同意在前三年期間，每年接受 5 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到訪。根據加州大學的規定，
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資格以最近五年內取得博士或相等學位的個人為限。乙方將運
用本協議提供的經費，補助研究經費、食宿、醫療保險、和生活支出等。甲方將
提供其他支援，甲乙雙方提供之補助金額加總，需符合美國政府核發訪問學者簽
證及加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職位所規定的每月基本薪資(詳依合作計畫附件
D)。在本備忘錄條列的共識之外，甲方有責任確保本計畫每位台灣博士後研究
員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期間內，皆能享有基本的經濟支援以應付必要支出。獲
本項研究支持者可獲得至多一年為上限的補助。
博士後研究員可使用校內圖書館資源及其他校園服務，配有辦公室空間、高速無
線網路、影印和郵件服務，並有機會旁聽課程、和各領域頂尖學者交流，他們也
會受邀參與校內舉辦的會議和其他學術研究活動，以及其他增廣見聞的活動(例
如田野調查)（詳依合作計畫附件 D）。
ii) 訪問學者：除了上述所列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乙方將在計畫實施前三年期間，
每年接受至少五位訪問學者。另如同上述強調，若獲錄取的研究生或博士後研究
人員因故不足額，甲方得提出額外訪問學者人數補足。乙方將提供這些訪問學者
在研究計畫、旁聽課程和學術交流上的協助。在本備忘錄條列的共識之外，甲方
有責任確保本計畫每位台灣訪問學者所獲之補助門檻是符合美國訪問學者簽證
規定或是足以面對在柏克萊生活之必要支出。乙方則保證協助台灣學者向美國政
府申請簽證及取得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學者身分。然而，當甲方提供其訪問學者
的補助低於美國政府或加州大學所設定之最低標準時，乙方無法保證能成功發放
簽證和訪問學者身分。
訪問學者享有與上述博士後研究人員所有之相同資源。另乙方之東亞研究院同意
免收博士後研究員和訪問學者之相關隸屬費用（affiliation fee）。
3) 計畫合作與施行
(A) 雙方的責任：甲方將推舉國立政治大學，與代表柏克萊加州大學之東亞研究院聯繫，進
行本備忘錄內之執行項目。
(B) 遴選提名人士：甲方同意成立一工作小組，建立一套程序與標準，遴選/提名學生和學
者申請赴乙方深造，以作為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院作業之介面。
(C) 管理與協助：計畫執行期間，雙方的相關院校組織，將合力提供必要管理與協助。
4) 金額補助
(A) 原則上，採年度審議制。甲方將根據協議附件 A 所列之年度計畫需求補助乙方，以五
年為期(2011-2015)至多補助美金 490 萬為限，這筆補助金額將於每年議定時間由甲方核
撥給乙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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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畫前三年(2011-2014)用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院進行之「東亞研究新取徑」計畫
案相關學術活動及合作研究費用約占 136 萬 5,000 美金（占總補助經費 28%）、美國當
地政府規定及柏克萊校方所需之行政管理費用約占 44 萬 2,000 美金（占總補助經費
10%)。其餘金額（約占總補助經費 62%）將用於 2011-2016 期間，補助甲方所選送之
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的學雜費、生活費、醫療保險和研究費用（含東
亞研究院所需行政費用）。
(C) 為盡力達到此協議所期待之成效，乙方應在每一年度內有效使用甲方提供之一年份預算
至全數執行完畢，若因特殊情況，乙方未能將該年度預算執行完畢，乙方應知會甲方並
得將餘額移轉至下一年度使用。乙方同意依據此份協議，研究經費在第三年結束前使用
完畢、補助學生費用在第五年結束執行。
(D) 在此份備忘錄訂定選送年度內，若有該年度少於五位研究生註冊之情形，乙方將從甲方
推薦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人選中增額錄取，以充分利用原先分配於補助研究生
之金額。兩方同意分配給學生和學者的補助金有彈性運用空間，以因應不可預期之特殊
狀況。
(E) 本份協議預估之補助預算係以符合美國政府和加州大學體系要求之 2010-2011 學年度
最基本要求計算之，甲方理解在該學年度之後，可能有學雜費、生活費、簽證、和研究
所進修所需金額調漲之情形。在此種情況下，乙方保留權利，針對台灣研究生、博士後
研究員、和訪問學者補助範疇作合理調整。乙方也將致力於善加利用本補助金額之承
諾，盡可能幫助所有在本計畫獲甲方選送之學生和學者。
5) 時間表
本備忘錄自簽約後執行，為期五年。另在雙方達成書面同意下，得變動、修改、和增加項
目。
6) 智慧財產權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所執行之各項研究，其智慧財產權歸屬係依加州大學體系相關政策決定
之。在實務上，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之博士研修生、博士後研究員及訪問學者，對於所著
作之博士論文、學術期刊、專章及專書等出版之相關決定，包括簽訂著作契約、著作版稅
及授權翻譯等項，均保有完全之自主決定權；而參與本合作計畫之臺灣學者及研究人員亦
擁有上述相同之各項權利。
7) 責任與義務
在本備忘錄實行期間，雙方應依約遵守各地法律規範，並為各自行為承擔後果，個別
責任不及另一方。
8) 評量
(A) 自計畫執行第一年結束起，乙方需對甲方作逐年報告，詳述執行成果、項目、收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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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乙方配合支付的開銷。
(B)甲方將對乙方所提之年度報告進行評估，其結果將作為雙方對本備忘錄內容適度修正
之參考依據。每一年甲方與中華民國教育部也將根據上開結果決定次年度經費編列之合理
性。
(C)關於本計畫，乙方保有學術自主權，且在遇有預算規模、預算審核或任何導致本合作
協議難以執行的情形下，得根據第九項終止本合作協議。
9) 其他事項
本備忘錄未納入之項目，包括雙方合作及備忘錄執行之細節，應在雙方同意下決定之。本
合作備忘錄得由任一方提出中止，但須在 12 個月前提出書面通知。此外，雙方同意本備忘錄
之中止並不影響之前已在進行中之活動時程和決議。
本備忘錄所提之附件 B,C 及 D 另詳述於雙方合作計畫中，經費預算則列於備忘錄附件 A 中.
本備忘錄一旦經雙方完成簽署，雙方即擁有必要之執行權力。雙方合作計畫細節將在本備忘錄
之原則下由雙方另訂之，各附件得經雙方同意後修正之。
本備忘錄分中英兩種版本，效力相等，並在 2010 年____月____日由雙方指派代表在台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灣頂尖大學策略聯盟計畫代表學校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吳思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
Robert Birgenea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灣頂尖大學策略聯盟召集人
國立臺灣大學校長
李嗣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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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錄附件 A—預算
總預算計畫 (日後在雙方同意下得進行修改)
單位：萬美元
年度

進修學位者

博士後研究、訪

柏克萊訪問

雙方學術合

美國政府及加

前 3 年費用*

問學者費用*人

學者費用

作費用（東亞

州大學系統行

人

合計

研究新取徑） 政管理費
(含柏克萊相
關行政費)

2011

5*5=25

2.5*10=25

2

45.5

9.75

107.25

2012

5*10=50

2.5*10=25

2

45.5

12.25

134.75

2013

5*15=75

2.5*10=25

2

45.5

14.75

162.25

2014

5*10=50

5

55

2015

5*5=25

2.5

27.5

小計

225

44.25

486.75

75

6

136.5

備註：
*學生給付包括學雜費(在 2010-2011 學年度約為 US$28,000)、生活支出、住宿、簽證和其他費
用(大約 US$22,000)。依備忘錄約定，學生可獲前三年之補助。
**博士後研究員和訪問學者給付包括：US$18,000(食宿的最低標準);US$4800 的醫療保險，和
大約總和約 US$2200 的簽證、校內資源使用費和其他雜項支出。

預算說明
計畫所需費用是根據 2010-2011 公佈的該學年執行標準估算，學雜費估計會逐年調漲，因此甲
方在此合作計畫實施前三年有責任承擔學雜費用和基本補助額度的調漲；而在此合作計畫下選
送赴乙方（柏克萊加州大學）修讀博士學位之台灣學生，其第四年以後學生之學雜費將在符合
加州大學政策及規定下由乙方支應。
2010 年美國的 J-1 簽證要求每位學生或學者，每個月要有至少 US$1600 的生活水準，陪同前
往的配偶為 US$500、孩童 US$200。持 J-1 簽證的外籍學生一年最低津貼要求 US$19,200，學
生在申請簽證時即需提出足夠之財力證明，以負擔一年至少 US$19,200 的支出（詳見合作計
畫附件 B）。
在 2010 年，加州大學體系規定各分校博士後研究人員一年至少要有 US$37,740 的收入，博士
後研究員和訪問學者同時必須符合美國 J-1 簽證的底薪(每個月 US$1600)。甲方選送之台灣訪
問學者和博士後研究員，在申請簽證時，必須提出證明他們的收入符合這些標準，無論他們的
收入是否來自此份備忘錄之補助（詳見合作計畫附件 C）。
博士後研究員和訪問學者的辦公空間費用，將由乙方之東亞研究院全額負擔，東亞研究院也將
不收取上述人員之相關隸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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