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度 學海築夢各校獲補助計畫一覽表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大仁科技大學 

新加坡 餐旅管理系 新加坡 2015/01/18~2016/01/01 2 

103澳洲 餐旅管理系 
澳大 

利亞 
2015/01/18~2016/02/17 2 

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義大利廚藝專業實習精進計畫 餐旅管理系 義大利 2014/06/28~2014/09/30 1 

大葉大學 

南西樂園築夢計畫 應用日語學系 日本 2014/04/21~2015/04/20 1 

紐約市立大學里曼學院美術館實習 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部 美國 2014/06/30~2014/07/31 1 

中山醫學大學 

新加坡中央醫院實習計畫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新加坡 2015/09/19~2015/11/17 3 

醫學系學海築夢-阿拉巴馬大學 醫學系 美國 2015/09/16~2015/11/01 2 

牙醫學系 102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匈牙利 牙醫學系 匈牙利 2015/10/01~2015/11/02 1 

醫學系學海築夢-維也納大學 醫學系 奧地利 2015/09/16~2015/12/01 1 

醫學系學海築夢-UNM明尼蘇達大學 醫學系 美國 2015/03/03~2015/04/28 1 

牙醫學 103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美國華盛頓大學 牙醫學系 美國 2015/01/30~2015/02/28 1 

新加坡國立大學附設醫院 實習計畫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新加坡 2015/07/03~2015/08/31 1 

物理治療學海築夢計畫 物理治療學系 新加坡 2015/01/01~2015/10/31 1 

學海築夢 護理系 美國 2014/07/01~2014/08/14 3 

中原大學 

韓國華語教學實習 應用華語文學系 韓國 2014/09/01~2015/08/01 3 

日本台灣大學進學予備校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應用華語文學系 日本 2014/09/01~2015/08/31 3 

熱帶環境與多元文化實習 景觀學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4/08/15 2 

中國文化大學 台灣囝仔在越南－台越兒之輔導與服務 社會福利學系 越南 2015/07/15~2015/08/14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中國科技大學 
“日本通運株式會社 Nippon Express Co., Ltd)國際物流發展

菁英人才培訓計畫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日本 2014/07/29~2014/09/02 2 

中國醫藥大學 

英國皇家植物園暨中醫藥醫療和產業單位之中草藥實習計

畫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英國 2014/06/27~2014/09/02 3 

探索南半球-牙醫臨床專業學習 牙醫系 
澳大 

利亞 
2014/06/20~2016/05/30 2 

103學海築夢-加拿大阿爾比恩食品產業專業實習 營養學系 加拿大 2014/07/17~2014/09/14 1 

中華大學 2014年日本市政府翻譯與飯店服務業之日語海外實習 應用日語學系 日本 2014/07/09~2014/08/09 2 

中臺科技大學 

新加坡海外實習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1/31 4 

前進東協~~~新興開發中國家越南的創新創意產業 國際企業系 越南 2015/02/23~2015/05/25 1 

仁德醫護管理專校 跨文化照護：護理專業的越界學習與挑戰 護理科 
馬來 

西亞 
2014/07/19~2014/08/20 5 

元培科技大學 

老人照護機構海外實習 護理系 
澳大 

利亞 
2014/07/20~2014/08/25 7 

醫學影像部海外實習計畫 醫放系 日本 2014/07/27~2014/08/30 3 

日本鹿兒島製麴與釀酒計畫 食品科學系 日本 2015/01/10~2015/02/28 2 

文藻外語大學 

2014年暑期越南華語教學實習 
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越南 2014/06/27~2014/08/29 6 

學海築夢 外語教學系 越南 2014/07/06~2014/08/31 1 

103學年度學海飛颺沖繩實習 日本語文系 日本 2014/07/01~2014/08/31 1 

103學年度印尼泗水台灣學校海外實習 外語教學系 印尼 2014/06/25~2014/07/25 5 

築夢到法國-踏實教華語 法國語文系 法國 2014/06/23~2015/01/01 1 

103學年度學海築夢--美國教育文化產業實習計畫 英國語文系 美國 2014/06/23~2015/01/15 6 

103學年度學海築夢-德文系 德國語文系 德國 2014/08/01~2015/01/31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文藻外語大學 

學海築夢越南行 國際企業管理系 越南 2014/06/25~2014/08/25 2 

前進墨西哥實習計畫 國際事務系 墨西哥 2014/08/01~2014/12/23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前進東南亞，放眼全世界 - 泰國清邁商務酒店實習計畫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泰國 2014/06/30~2014/09/02 6 

小亞細亞-暑期旅館實習計畫 養生休閒管理學位學程 土耳其 2014/07/01~2014/08/31 1 

弘光科技大學 

築夢未來-紐西蘭海外實習 運動休閒系 紐西蘭 2014/09/15~2015/02/28 2 

多元教保模式與多元文化學習~新加坡職總優兒學府，新意

元幼源與迪思園幼兒園 
幼兒保育系 新加坡 2015/02/20~2015/04/04 4 

杜威遇見蒙特梭利~美國加州 DeAnZa 與阿拉巴馬 The 

Capitol School學習之旅 
幼兒保育系 美國 2015/01/15~2015/03/14 2 

團隊多元合作學習之旅~馬來西亞德能拓(Talento)幼教機構 幼兒保育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4/08/31 1 

正修科技大學 103年度學海築夢計劃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2 

吳鳳科技大學 2014年日本服務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10~2014/09/07 6 

育英醫護管理專校 美容保健海外實習計畫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日本 2014/07/28~2014/08/27 3 

育達科技大學 103年學海築夢計劃--育達休運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4/09/15 1 

亞洲大學 新加坡實習計畫 外國語文學系 新加坡 2014/09/01~2015/08/31 2 

明志科技大學 
103年度明志科技大學赴台塑美國公司德州廠 FPC-USA及

美國德州 Inteplast Group. 專業實習計畫 
機械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美國 2014/09/17~2015/09/16 7 

明新科技大學 

馬來西亞測量技術跨國支援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

系 

馬來 

西亞 
2014/06/25~2014/07/31 3 

休閒系新加坡實習 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3 

東方設計學院 東方餐飲築夢計畫 餐飲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1 

東海大學 美國關島海外專業實習 餐旅管理學系 美國 2015/06/23~2015/08/06 4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東海大學 

由當代日本建築體驗文化主體性 II 建築學系 日本 2014/06/25~2014/09/10 2 

台灣-越南國際職場專業實習計畫 會計學系 越南 2014/09/01~2015/01/31 3 

跨國經營管理海外實習計畫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越南 2014/07/01~2014/07/31 2 

第五屆台灣-義大利國際職場專業實習計畫 會計學系 義大利 2014/09/01~2015/01/31 4 

長庚大學 

巴西醫學系暨醫院短期實習 通識教育中心 巴西 2014/06/09~2014/07/12 2 

長庚大學辦理學海築夢計畫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美國 2014/07/01~2014/08/31 2 

一個台灣醫學系學生的圓夢計畫--德國醫院臨床實習 醫學系 德國 2014/05/30~2014/07/02 1 

學海築夢計畫書 商管專業學院 美國 2014/08/01~2015/07/31 1 

突尼西亞醫學系暨醫院短期見習 醫學系 
突尼 

西亞 
2014/06/28~2014/08/01 1 

長庚科技大學 

國際精神衛生護理新趨勢:健康促進與康復模式 護理系 新加坡 2015/02/01~2015/03/06 3 

呼吸照護海外實習 呼吸照護系 新加坡 2014/12/20~2015/01/18 1 

長榮大學 

日本觀光事務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學系 日本 2014/07/20~2014/08/28 3 

103學年度「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翻譯學系 
澳大 

利亞 
2014/08/01~2014/09/10 2 

海外護理研習 護理學系 
澳大 

利亞 
2014/07/31~2014/08/31 1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連鎖餐旅專業實習 餐旅管理系暨研究所 美國 2015/06/25~2015/09/02 4 

日本 ACGT(動漫遊與延伸商品開發)產業實習計畫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日本 2014/07/01~2015/10/31 3 

新加坡觀光餐旅業暑期海外實習計畫 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加坡 2015/07/01~2015/09/01 4 

日本文化機構及觀光旅館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1~2014/09/30 2 

南台科技大學新加坡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新加坡 2014/08/01~2015/07/31 1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南臺科技大學 

日本京都與北海道旅館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7~2014/09/12 2 

日本度假旅館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8~2014/09/09 4 

日本休閒餐旅實習計畫 休閒事業管理系 日本 2015/07/01~2015/08/31 2 

美和科技大學 海外健康照護實習 護理系 日本 2014/08/02~2014/09/02 5 

致理技術學院 

日本飯店服務業海外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1~2015/01/20 5 

自力重鋼越南海外實習 企業管理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3 

越南平陽省濱吉縣自力重鋼&營造工程公司短期實習計劃 資訊管理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1 

國際商務服務人才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新加坡 2014/07/15~2015/02/28 4 

國際休閒服務人才培育海外實習計畫 休閒遊憩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4/12/31 1 

美國 SKLZ 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科) 美國 2015/02/01~2015/06/10 2 

高雄醫學大學 

掌握趨勢、護老防災~以社區、長照照護及災難護理為學習

主軸之護理專業海外實習計畫 
護理學系 日本 2015/01/06~2015/02/07 6 

臨床藥學碩士生國際接軌海外實習計畫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班 美國 2014/06/26~2014/07/29 3 

掌握護理專業、健康未來趨勢 ~以多元文化觀點比較護理專

業與健康照護模式 
護理學系 美國 2014/06/25~2014/07/29 5 

探「索」世界，點亮「衛」來-2014高醫大公衛學子索羅門

海外實習 
公共衛生學系 

索羅門群

島 
2014/07/30~2014/09/15 2 

健行科技大學 日本餐旅業實習計畫 餐旅管理系 日本 2014/01/27~2015/01/26 2 

國立中興大學 

泰國各大學附屬獸醫教學醫院臨床實習計畫 獸醫學系 泰國 2014/06/27~2014/09/01 3 

日本各大學之附屬獸醫教學醫院臨床實習計畫 獸醫學系 日本 2014/06/23~2014/09/07 4 

國立交通大學 

重要結構健康診斷與可靠度評估技術之現地境況模擬驗證 土木工程學系 
羅馬 

尼亞 
2014/07/01~2014/08/31 1 

跨國界科技、財經法律專業養成計畫 科技法律研究所 新加坡 2014/07/01~2015/10/31 3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交通大學 

光載無線訊號整合通訊系統人才發展計畫 光電系統研究所 美國 2014/07/01~2015/09/30 4 

德國建築專案研習 建築研究所 德國 2014/06/17~2014/11/25 1 

工程顧問公司海外實習 土木工程學系 美國 2014/06/27~2014/09/29 1 

國立成功大學 

英國 Charnwood Arts藝術文化機構－藝術策劃與管理實習

計畫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英國 2014/07/28~2014/08/31 6 

氣候變遷及群聚模擬-國際實習計畫 生命科學系 
澳大 

利亞 
2015/01/01~2015/02/28 2 

英國 Peter Cook等建築師事務所實習計畫 建築學系 英國 2014/09/01~2015/01/31 2 

國家 Apple Inc.專業實習計畫 電機工程學系(所) 美國 2014/07/01~2015/10/30 2 

「護理形象，築夢踏實」--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國際交

流實習計畫 
護理學系 

澳大 

利亞 
2015/08/01~2015/08/31 2 

CLINICAL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MEDICINE 
醫學系 美國 2014/06/01~2015/09/30 4 

英國亞伯丁魚類免疫中心專業實習計畫 生物科技研究所 英國 2014/08/01~2015/07/01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亞洲公平貿易組織實習計畫 農企業管理系 菲律賓 2014/06/30~2014/08/01 6 

泰國農業大學獸醫診療實習計畫 獸醫學系 泰國 2014/07/01~2014/08/31 3 

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專業臨床診療實習計畫 獸醫學系 美國 2014/07/01~2014/08/31 1 

2014泰有趣-餐旅專業實習 餐旅管理系 泰國 2014/07/01~2014/08/31 5 

動物疫苗與佐劑實習計畫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日本 2014/07/01~2014/07/31 2 

泰國農業大學食品研究及產品開發中心及食品產業實習計

畫 
食品科學系 泰國 2014/06/25~2014/07/25 3 

日本自然農法機構實習 農企業管理系 日本 2015/07/01~2015/08/31 2 

多元文化教育暨主題/方案建構課程實習計畫 幼兒保育系 新加坡 2015/02/23~2015/04/05 1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資源規劃海外實習計畫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 越南 2014/07/01~2014/09/10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貿易系 越南 2014/07/20~2014/08/23 2 

北海道村瀨農園實習計劃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2~2014/08/30 1 

國立政治大學 

學海築夢--聖彼得堡實習計畫 斯拉夫語文學系 俄羅斯 2014/07/05~2014/09/02 1 

智慧財產法律與管理實習計畫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 
美國 2014/07/01~2014/09/30 1 

學海築夢實習計畫 資訊科學系 美國 2014/09/25~2015/01/25 1 

國立高雄大學 

103年度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暑期越南企業實

習計畫 
東亞語文學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4 

103年度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暑期日本飯店實

習計畫 
東亞語文學系 日本 2014/07/30~2014/09/01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家具產業種子人才培育計劃」-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工業設計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1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海築夢 應日系 日本 2014/07/01~2015/06/30 10 

103年度學海築夢計畫 餐管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9 

新加坡學海築夢計畫一 旅館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8 

103年度學海築夢計畫 烘焙系 
澳大 

利亞 
2014/07/01~2015/06/29 10 

103學海築夢-帛琉老爺大酒店實習 休閒系 帛琉 2014/07/02~2015/07/01 4 

2014-2015 Plan for Internships at Grand Hyatt, Royal Plaza on 

Scotts, Marriott, Mandarin Orchard, and Marina Mandarin 

Hotels in Singapore 

應英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6 

103年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澳洲圓夢學習地圖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澳大 

利亞 
2014/06/25~2015/07/01 6 

103年度學海築夢 西廚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6 

星洲追夢 103 旅館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6 

103學海築夢計畫案八-泰國 國廚學程 泰國 2014/06/29~2015/06/28 1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陽明大學 

103年度「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芬蘭 2014/08/01~2015/10/31 5 

醫學系六年級海外實習計畫 醫學系 美國 2015/01/01~2015/05/31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赴加拿大實習 創意生活設計系 加拿大 2014/07/15~2014/08/15 2 

赴厄瓜多實習計畫 數位媒體設計研究所 厄瓜多 2014/07/15~2014/08/23 2 

高進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計畫 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 
馬來 

西亞 
2015/08/01~2015/08/31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泰國 Furama Hotel 飯店經營與管理實習計畫書 企業管理系 泰國 2015/03/01~2015/05/30 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越南華語教學實習 中國語文學系 越南 2014/08/29~2015/01/31 4 

學海築夢: 英語教學實習 英語教學系 美國 2015/05/01~2015/06/03 3 

日本黑松內櫸自然學校實習計畫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日本 2014/07/13~2014/08/31 1 

馬來西亞 Fuze Ecoteer生態社區實習計畫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5/08/31 2 

國立嘉義大學 

海外木質產業暑期實習計畫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越南 2014/07/09~2014/08/22 10 

美國魚類繁殖中心專業實習 水生生物科學系 美國 2015/07/01~2015/09/13 4 

越南台商企業機構實習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越南 2014/06/24~2014/07/26 1 

燒燙傷敷料的臨床開發 生化科技學系 
澳大 

利亞 
2014/07/01~2014/07/31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師大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諮商與心

理服務中心國際合作暑期海外實習計畫 
輔諮系 美國 2014/07/31~2014/08/31 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越南』越精彩，『華』麗實踐— 越南國際文教實習（Ⅱ）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越南 2014/06/29~2014/08/02 1 

國際化菁英培訓與海外實習計畫 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新加坡 2015/01/23~2015/08/30 7 

國際化餐旅菁英培訓與海外實習計畫 餐旅管理學系 新加坡 2015/01/23~2015/08/30 4 

飛向『KIWI』，『紐』轉世界觀 —跨『紐』實踐，飛『紐』
學習（Ⅱ）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紐西蘭 2014/07/01~2014/08/22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袋袋」相傳，再訪澳大利亞— 探尋國際文教之「澳」妙：

前進南半球!（Ⅱ）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澳大 

利亞 
2014/07/01~2014/08/22 2 

南半球的華語熱「遠距無距離，華語『紐』乾坤」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紐西蘭 2014/08/01~2015/02/01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場日語技能之提升與應用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4/07/03~2014/09/03 10 

臺中科大應英系海外職場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美國 2014/06/23~2014/09/10 1 

菁英養成.跨越國際.築夢踏實休閒產業海外實習計畫 休閒事業經營系 美國 2014/06/11~2014/09/15 1 

國立臺北大學 打造臺灣觀光島--未來休閒產業經理人國際培訓營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美國 2014/06/10~2014/09/30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歐姆龍醫療株式會社國際實習 電機系 日本 2014/07/01~2015/09/30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FL） Teaching 

Practicum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美國 2015/03/01~2015/04/30 7 

法國國立巴黎東部馬恩河谷大學華語文教學實習計劃 語文與創作學系 法國 2015/01/14~2015/02/12 6 

異國陶花源-英國李奇名窯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英國 2014/07/01~2014/08/31 1 

版畫新境界-加拿大帕皮耶（Presse Papier）版畫中心海外專

業實習計畫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加拿大 2014/07/01~2014/08/30 3 

漢堡大學暨小學實習交流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德國 2014/08/13~2014/09/13 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赴日本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海外專業實習 博物館研究所 日本 2014/07/15~2014/08/28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聽語國際臨床實習計畫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美國 2015/01/15~2015/07/30 4 

「英國助產師執業模式」暑期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護理助產研究所 英國 2014/08/01~2014/08/30 1 

國立臺東大學 相釜相成：韓國釜山華語教學計畫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韓國 2014/07/17~2014/08/16 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古物維護組-赴美海外實習計畫 博古所 美國 2014/02/25~2015/03/05 1 

帶著修復去旅行─德國「日耳曼國家博物館」實習計畫案 博古所 德國 2014/04/01~2014/11/30 1 

古物維護組-赴德海外實習計畫 博古所 德國 2014/09/10~2014/12/20 1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組－赴美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

所博物館學組 
美國 2014/06/03~2014/08/08 1 

博物館學組-赴新加坡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

所博物館學組 
新加坡 2014/06/30~2014/09/01 1 

博物館學組-赴荷蘭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

所博物館學組 
荷蘭 2014/07/01~2014/08/29 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泰國清邁大學社區護理實習 護理科 泰國 2015/01/18~2015/02/17 5 

國立臺灣大學 

德國圖賓根大學漢韓學系教學實習計畫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德國 2014/03/25~2015/03/01 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03學年度國外實習計畫 社會工作學系 美國 2014/06/24~2014/08/30 1 

開發援助海外實習計畫書 政治學系 孟加拉 2014/06/20~2014/09/20 1 

臺北巴黎雙向交換實習計畫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法國 2014/02/21~2015/01/31 1 

臨床藥學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臨床藥學研究所 美國 2015/01/01~2015/10/31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美國 SCC行銷實習計畫 科技管理研究所 美國 2014/07/01~2014/09/03 3 

美國 Parallax實習計畫 自動化與控制研究所 美國 2014/08/01~2015/01/31 2 

泰國雲華國小實習計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師培中

心 
泰國 2014/06/25~2014/08/08 3 

紐西蘭四輪轉向電動車輛實習計畫 機械系 紐西蘭 2015/01/01~2015/02/28 2 

德國 Ambiplex GmbH & Co. KG. 實習計畫 電子系 德國 2014/07/01~2014/08/3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印尼泗水臺灣學校專業教學實習計畫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印尼 2014/07/01~2014/07/30 6 

馬來西亞婆羅洲島原住民動畫設計與製作實習計畫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4/08/11 2 

愛丁堡藝穗節學海築夢計畫 表演藝術研究所 英國 2015/07/24~2015/09/10 6 

德國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應用華語文學系 德國 2014/09/15~2015/02/15 1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教學北美實習計畫 應用華語文學系 美國 2014/06/01~2014/08/31 7 

新加坡飛躍家庭服務中心 FLE專業實習計畫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4/08/15 1 

美國普度大學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暨傑米希特殊學校實習計

畫 
特殊教育學系 美國 2015/06/26~2015/08/15 3 

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 Golda Meir圖書館實習計畫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美國 2015/06/05~2015/08/15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品品質與安全管理專業實習計畫 食品科學系 美國 2014/06/15~2014/09/15 2 

食品科技暨安全之人才培訓計畫 食品科學系 加拿大 2014/07/01~2014/08/31 2 

海藻多醣機能素材研發實習計畫 食品科學系 日本 2014/07/01~2014/09/30 2 

日本新興材料科技公司專業實習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日本 2014/06/20~2015/02/28 2 

航運職場海外體驗及實習計畫--加拿大 航運管理學系 加拿大 2014/07/01~2014/08/29 1 

水產品加工暨養殖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食品科學系 印尼 2014/07/01~2014/08/31 1 

新穎食品保存技術之食品科技人才儲訓計畫 食品科學系 泰國 2014/07/01~2014/08/31 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英國博物館收藏機制實習計畫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

所 
英國 2014/06/23~2014/09/02 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美國職棒媒體運作及公關實習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美國 2014/06/26~2014/08/05 5 

打造國際文化推手-跨文化舞蹈教學實習計畫 體育舞蹈學系 美國 2014/06/15~2014/07/30 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學海築夢-日本圓夢計劃 餐旅管理系 日本 2015/02/01~2016/01/31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日本學海築夢計畫 觀光休閒系 日本 2014/07/01~2015/01/31 1 

國立聯合大學 聯合印昌之機械與華語實習計畫 機械工程學系 印尼 2014/07/01~2014/08/29 4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傷害防護海外實習計畫 運動保健學系 美國 2014/08/10~2014/12/15 1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教保與幼兒音樂實習 幼兒保育系 美國 2014/09/01~2014/10/15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崑山科技大學 

日光溫泉旅館及日光市觀光協會實習計畫 
旅遊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

程 
日本 2014/07/14~2014/09/11 3 

數位全像立體影像實習計畫 創意媒體學院 德國 2014/08/15~2014/09/13 2 

華爾街金融業務之實習 財務金融系 美國 2014/07/24~2014/08/28 2 

熊本市國際交流振興事業團運營之實習 國際貿易系 日本 2014/07/20~2014/08/25 2 

日本旅遊文化暨五星級溫泉渡假村專業實習計畫 
旅遊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

程 
日本 2014/07/15~2014/08/22 4 

加拿大溫哥華 Lotus旅遊集團行銷與廣告企畫實習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加拿大 2014/07/03~2014/08/11 2 

築家築夢築社區 - 美國麻州非營利機構社會行銷實習計畫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美國 2014/06/29~2014/09/07 2 

堪薩斯實習計畫 財務金融系 美國 2014/08/01~2014/09/04 1 

中華豆腐。美國行- 探究服務模式創新四構面 企業管理系 美國 2014/07/16~2014/08/15 1 

淡江大學 

新加坡五星級酒店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新加坡 2015/06/15~2015/09/12 4 

帛琉國際觀光飯店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帛琉 2015/06/15~2015/09/12 3 

外亞維農藝術節藝術行銷實習計畫 法國語文學系 法國 2014/06/30~2014/08/01 1 

俄文專業暑假海外實習計畫--技嘉科技莫斯科代表處 俄國語文學系 俄羅斯 2014/06/24~2014/09/05 2 

逢甲大學 車載資通訊如何驅動服務創新 科技管理研究所 美國 2014/06/21~2014/09/21 1 

景文科技大學 

北美主題旅館管理菁英培訓計畫 旅館管理系 加拿大 2015/01/01~2015/10/31 2 

加拿大西岸度假旅館實習計畫 旅館管理系 加拿大 2014/07/01~2015/12/01 3 

餐飲人才海外培訓計畫 餐飲管理系 印尼 2015/07/01~2016/06/29 3 

觀光飯店接待服務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美國 2015/06/27~2015/08/23 3 

日本療癒系溫泉旅館菁英培訓計畫 旅館管理系 日本 2015/01/01~2015/12/31 1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達人澳洲逐夢培育計畫 餐飲管理系 澳大利亞 2014/07/01~2015/09/01 7 

新加坡旅遊產業實習 旅遊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8/01~2015/08/01 6 

築夢越南海外實習計畫 國際貿易系 越南 2014/07/01~2014/12/31 2 

接軌國際、深耕餐飲—新加坡築夢計畫 餐飲管理系 新加坡 2015/07/01~2016/07/30 2 

餐旅人才拔尖築夢計畫 旅館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7/01 1 

朝陽科技大學 

專業外語人才培育--新加坡海外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1/31 1 

學海築夢 休閒事業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8/01~2015/07/31 1 

教保南向增能計畫 幼兒保育系 印尼 2014/09/01~2015/06/30 4 

越南台校教保增能計畫 幼兒保育系 越南 2014/09/01~2015/06/15 4 

韓國影視製作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傳播藝術系 韓國 2014/07/01~2014/08/25 2 

人智設計增能實習計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瑞士 2014/06/01~2014/09/05 2 

國際實務增能 會計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1 

國際品牌行銷與門市服務專業實習計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1/31 2 

華梵大學 

華梵大學越南工業實習計畫 機電工程學系 越南 2014/07/01~2014/09/15 3 

華梵大學德國工業實習計畫 機電工程學系 德國 2014/07/01~2014/09/15 1 

慈濟大學 

2014慈濟大學海外華語教學實習暨服務學習營 東方語文學系 泰國 2014/07/27~2014/08/31 7 

日本高齡機構服務實習及守護健康口譯人才培訓計劃 東方語文學系 日本 2014/07/14~2014/08/14 6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

學院 

馬來西亞企業人文實習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馬來西亞 2014/08/01~2014/08/31 3 

新加坡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臨床實習計畫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新加坡 2014/09/01~2014/11/01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

學院 

澳洲醫療專業實習計畫 醫務管理系 
澳大 

利亞 
2014/08/01~2014/09/01 2 

護理人文日本照護築夢計畫 護理系 日本 2014/07/26~2014/08/30 4 

僑光科技大學 

東協國貿商務人才海外實習計畫 國際貿易運籌系 越南 2014/07/07~2014/08/30 2 

深耕東協市場菁英培育計畫 企業管理系 泰國 2014/07/19~2015/01/11 3 

國際企業行銷人才無縫接軌實務職能深耕計畫 企業管理系 越南 2014/08/04~2014/09/05 3 

國際物流人才海外實習計畫 企業管理系 泰國 2014/07/19~2014/09/07 7 

物流運籌人才海外實習計畫 國際貿易運籌系 美國 2014/07/24~2014/09/05 1 

2014北海道觀光溫泉休閒事業實習計畫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日本 2014/07/08~2014/08/07 4 

行銷活動策展實務人才海外深耕計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美國 2014/07/30~2014/08/31 1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學海築夢-新加坡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餐旅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1/13~2015/02/28 3 

實踐大學 

103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馬來西亞海外實習) 民生學院餐飲管理學系 
馬來 

西亞 
2014/08/01~2014/09/01 2 

新加坡家庭服務中心實習計畫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

發展學系 
新加坡 2015/01/19~2015/03/04 4 

福爾爵國際音樂節 Foulger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民生學院 音樂學系 美國 2015/06/28~2015/08/08 5 

休閒產業國際化專業人才培育(學海築夢)計畫 
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

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1/31 2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助大學校院海外專業實習 應用日文學系 日本 2015/07/01~2015/09/01 2 

美國國際行進樂隊協會世界大賽實習計畫 民生學院音樂學系 美國 2014/06/27~2014/08/10 2 

臺北市立大學 暑期日本華語教學實習專案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日本 2014/08/30~2014/10/05 3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旅專業人才精英培訓計畫 餐飲管理系 
澳大 

利亞 
2014/07/01~2015/06/30 2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學海築夢(日本飯店專業實習)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日本 2014/07/01~2015/06/30 1 

澳大利亞昆士蘭省飯店專業實習 餐飲管理系 
澳大 

利亞 
2014/06/18~2015/06/01 5 

臺北醫學大學 2014國際藥學實習 藥學院藥學系 美國 2014/06/26~2014/07/28 4 

臺灣觀光學院 新加坡餐旅達人培育計畫 餐旅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1 

輔仁大學 

2014專業照護海外學習計畫 護理學系 美國 2015/08/01~2015/08/30 6 

Let’s Go to the Pearl of Thailand--Phuket 餐旅管理學系 泰國 2014/06/24~2014/09/14 2 

Open Up ! My Dreamland! 餐旅管理學系 美國 2014/06/20~2014/09/15 2 

Experience the Wonders of Palau 餐旅管理學系 帛琉 2014/06/20~2014/09/10 1 

澳洲運動休閒產業海外實習計畫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澳大 

利亞 
2014/07/01~2014/08/29 4 

遠東科技大學 

103年學海築夢計畫-新加坡餐旅業海外實習 餐飲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6/28~2015/08/31 4 

前進世界第一---黃石國家公園實務實習 觀光英語系 美國 2014/06/25~2014/09/30 1 

銘傳大學 

103觀光學程學海築夢計畫 旅遊與觀光學位學程 美國 2014/06/23~2014/09/05 1 

102年度海外專業實習先導型計畫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美國 2014/06/23~2014/09/10 1 

103餐旅系學海逐夢 餐旅管理學系 美國 2014/06/24~2014/09/24 1 

103年度觀光餐旅休憩海外實習 觀光事業學系 美國 2014/06/21~2014/09/22 3 

學海築夢--銀髮族心理健康照護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美國 2014/06/23~2014/08/10 4 

大專生赴美專業實習計畫 華語文教學學系 美國 2014/06/20~2014/09/10 3 

樹德科技大學 

碧海藍天˙休閒潛水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菲律賓 2015/03/01~2015/03/31 2 

大馬乘夢飛翔-兒童與家庭服務專業實習計畫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馬來 

西亞 
2014/09/01~2015/10/31 7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選送 

學生人數 

樹德科技大學 

馬來西亞國際行銷管理人才養成 行銷管理系 
馬來 

西亞 
2014/06/26~2014/08/09 5 

星島實習 職涯添翅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新加坡 2014/06/21~2015/06/01 7 

日本東京美國運動俱樂部 經營管理實習計畫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日本 2014/07/03~2014/08/31 3 

103學海築夢_新加坡國際飯店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5/06/30 4 

幼托人才國際接軌 -新加坡多元文化教學精進實習計畫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新加坡 2015/06/27~2015/08/10 1 

英國文化創意場域海外實習 表演藝術系 英國 2014/08/01~2014/09/05 2 

馬來西亞聚美網路科技公司實習計畫 資訊管理系 
馬來 

西亞 
2014/07/01~2014/08/31 2 

靜宜大學 

墨西哥貿易、語言暨文化實習 西班牙語文學系 墨西哥 2014/07/01~2014/08/14 4 

日本鳥取縣文化觀光局暑期實習計畫 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 2014/07/22~2014/08/22 4 

龍華科技大學 新加坡國際化產業外語接待導覽服務海外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4/08/01~2015/08/31 3 

嶺東科技大學 日本北海道築夢計畫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日本 2014/08/01~2015/07/31 5 

 

備註: 1.公告內容依教育部公文為準 2.詳細補助金額，請各校登入系統查詢                                                    103年 5月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