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系所
實習

地區
實習期間

最低應

選送人

智慧財產法律與管理實習 智慧財產研究所 美國 2013/06/15~2013/09/15 3

美國紐約亞裔婦女中心社會工作實習計畫 社會工作研究所 美國 2013/07/01~2013/09/01 1

非營利組織青年人才培訓─海外實習計畫(一)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美國 2013/06/22~2014/06/21 3

非營利組織青年人才培訓─海外實習計畫(二)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韓國 2013/07/01~2014/06/30 2

非營利組織青年人才培訓─海外實習計畫(三)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菲律賓 2013/07/01~2014/06/30 1

美國華盛頓州勞工與產業部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土木工程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4/06/30 1

海洋能(洋流、離岸風電、潮汐和波浪能)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

程學系
加拿大 2013/06/01~2013/09/30 3

社會工作學系暑期國外實習計畫
社會工作學系暨研

究所
美國 2013/06/25~2013/09/10 4

開發援助海外實習計畫 政治學系 菲律賓 2013/06/15~2013/09/15 1

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學實習計畫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
德國 2013/06/01~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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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1~2014/01/31 1

臨床醫學海外專業實習 醫學系 美國 2014/01/01~2014/05/31 13

臨床牙醫學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牙醫學系 美國 2013/07/15~2013/08/15 3

臨床藥學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臨床藥學研究所 美國 2014/05/01~2014/10/31 9

日本國立遺傳學研究所暑期實習計畫 生命科學院 日本 2013/06/29~2013/09/07 3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數位典藏之數位行銷與推廣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美國 2014/06/03~2014/08/01 7

學海各校築夢補助計畫一覽表

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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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愛丁堡表演藝術實習 表演藝術研究所 英國 2014/07/24~2014/09/07 5

「語文分流-文化教學」華語教學北美實習計畫 應用華語文學系 美國 2013/06/01~2013/08/31 7

美國華語文教學實習計畫 華語文教學系 美國 2013/06/01~2013/12/31 6

美國麻州視障教育中心海外實習 特殊教育學系 美國 2013/07/29~2013/09/06 1

美國系統生物學研究院研習頂尖生物資訊分析技術專業實

習計畫
資訊工程系 美國 2014/01/01~2014/10/31 3

國家Apple Inc./Magic leap專業實習計畫 電機工程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4/06/30 4

英國 - CRABstudio, AECOM, Zaha Hadid Architects,

Foster+Partners, Rogers Stirk Harbour+Partners實習
建築學系 英國 2013/08/01~2014/07/31 5

日本 NIG/Fujitsu 專業生物資訊分析實習計畫 生命科學系 日本 2013/08/01~2013/09/15 1

美國Duke、Brown、Pittsburgh、Suny Upstate四所大學

醫院海外見習案例研討
醫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8/30 6

日本千葉大學附設醫院暨研究教育中心--"泛文化護理健

康照護"體驗交流 專業實習計畫
護理學系 日本 2014/06/30~2014/07/31 4

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國際交流實習計畫-美國 獸醫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9/10 1

利用先進光源研究尖端物質特性 物理研究所 美國 2013/08/01~2014/07/31 2

The world is Our Classroom GMBA 泰國 2013/06/30~2013/08/31 2

找尋紅海中的藍海生機 GMBA 韓國 2013/06/30~2013/08/30 2

Paul Drude 研究院專業實習計畫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

系
德國 2013/09/01~2013/12/31 1

德國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lid State

Research—利用Bridgman方法生長高品質的高溫超導單晶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

系
德國 2013/08/01~2014/05/31 1

歐洲海洋及水資源環境永續利用學習計畫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

系
比利時 2013/07/15~2013/08/15 5

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
國際性定航公司海外實習計畫-韓國 航運管理學系 韓國 2013/06/24~2013/09/15 3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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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定航公司海外實習計畫-馬來西亞 航運管理學系
馬來西

亞
2013/06/24~2013/09/15 3

2013年研究生赴日本國立材料物質研究所短期專業實習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暨研究所
日本 2013/06/22~2013/09/21 5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國立彰化師大及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復健

諮商領域國際合作暑期海外實習計畫
復健諮商研究所 美國 2013/06/23~2013/07/25 5

陽明大學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赴芬蘭育華斯基拉科技

大學臨床計畫

物理治療暨輔助科

技學系
芬蘭 2013/09/20~2014/09/19 7

醫學系醫六海外實習計晝 醫學系 美國 2014/01/01~2014/05/01 7

培養轉譯醫學及智慧生活之生醫資訊人才
生物醫學資訊研究

所
美國 2013/06/20~2014/06/19 5

傳統家具產業海外實習計畫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

系
越南 2013/07/10~2013/08/25 7

美國愛德荷國家魚類繁殖場實習 水生生物科學系 美國 2014/07/01~2014/09/13 3

燒燙傷病患植皮所需之真皮替代物 生化科技系
澳大利

亞
2013/07/01~2013/08/25 2

探尋國際文教之「澳」妙：前進南半球!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

育學系

澳大利

亞
2013/07/01~2013/07/31 5

跨『紐』實踐，飛『紐』學習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

育學系
紐西蘭 2013/07/01~2013/08/31 3

德國TechProtect和K&L公司實習計畫 科管所 德國 2013/07/01~2013/09/01 12

泰國愛與交流實習計畫
數位學習與教育研

究所
泰國 2013/06/24~2013/07/28 6

奧克蘭新穎科技實習計畫 電子系 紐西蘭 2013/07/01~2013/08/31 5

美國波士頓雅培生物科技公司實習計畫 化工系 美國 2013/09/15~2014/03/15 1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102年度國管學程「學海築夢」計畫

國際專案管理學位

學程
越南 2014/08/01~2014/08/31 3

美國獸醫專業臨床診療實習 獸醫學系 美國 2013/09/01~2014/02/28 1

美國塔夫斯大學康明獸醫學院野生動物臨床與保育實習計

畫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

所
美國 2013/06/25~2014/02/24 5

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

國立臺灣科技

大學

國立陽明大學

國立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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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斯特林大學教學實習計畫 森林系 英國 2013/08/31~2013/10/03 5

美國大學暨觀光旅遊國際研究機構之餐旅、觀光及休憩專

業人才養成計畫
餐旅管理學系 美國 2013/07/07~2013/08/06 2

日本有機驗證機構實習 農企業管理系 日本 2013/07/15~2013/11/18 5

泰國食品產業及農業大學實習計畫 食品科學系 泰國 2013/07/15~2013/08/13 3

立體視訊晶片設計實習計畫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美國 2013/07/20~2013/09/20 4

多媒體視覺辨識系統技術實習計畫
電子工程系暨電腦

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美國 2013/06/24~2013/08/24 13

國立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學海築夢 觀光管理系 日本 2014/02/01~2015/02/01 5

國立臺灣藝術

大學
加拿大美術館展覽機制實習計畫

藝術管理與文化政

策研究所
加拿大 2013/07/08~2013/09/08 1

「潛」進澳洲大堡礁 體育學系
澳大利

亞
2014/01/13~2014/02/15 2

打造夢想家園~關懷弱勢兒童『心靈之春』社區方案之海

外實習
幼兒教育學系 美國 2014/06/30~2014/07/30 3

邁向聯合國～青年海外ＮＧＯ組織服務實習體驗 幼兒教育系 尼泊爾 2013/08/21~2013/09/21 5

赴英國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館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
英國 2013/09/01~2014/03/06 2

古物維護組-赴美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館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
美國 2013/06/01~2014/02/28 3

博古所-赴加拿大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館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
加拿大 2013/06/30~2014/01/10 2

博古所-赴德海外實習計畫
博物館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
德國 2013/06/01~2013/12/01 3

藝想天開：東京藝大學海築夢
博物館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
日本 2013/07/01~2013/09/02 2

史學系-赴德海外實習計畫 藝術史學系 德國 2013/07/04~2013/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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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6/13~2013/09/24 5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國立臺東大學

國立臺南藝術

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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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傷害防護海外實習計畫 運動保健學系 美國 2013/08/10~2013/12/15 3

運動健護訓練之海外實習
競技與教練科學研

究所
美國 2013/09/01~2013/10/31 4

國立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水手的異鄉夢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

系
美國 2013/07/01~2013/08/16 3

國立臺北護理

健康大學
聽語所國際實習計畫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

所
美國 2013/09/01~2014/12/30 4

異國陶花源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

系
英國 2013/07/01~2013/08/31 3

Continental Elementary School District #39華語文教

育
語文與創作學系 美國 2014/01/20~2014/02/20 6

Empower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Student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um in the US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美國 2014/03/06~2014/05/11 10

國北小泰陽-照進泰北鄉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泰國 2013/07/12~2013/08/11 7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
新加坡華語教學實習 中國語文學系 新加坡 2014/02/01~2014/07/31 3

國立屏東商業

技術學院
國際貿易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企業研究所 越南 2013/07/21~2013/08/24 1

職場日語溝通技能提升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3/07/04~2013/09/04 10

從新加坡實習邁向全球就業之路 休閒事業經營系 新加坡 2013/06/30~2014/02/01 5

國立勤益科技

大學
勤毅學海築夢－瑞士飯店管理與經營 文創學院 瑞士 2013/06/30~2014/06/28 5

新加坡國外實習計畫(一) 旅館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8

新加坡海外實習 餐飲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7/06~2014/07/05 8

海外主題樂園暨星級飯店專業實習
餐旅暨會展行銷管

理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11

新加坡築夢踏實海外實習計畫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

學程
新加坡 2013/07/06~2014/06/30 6

學海築夢-新加坡 西餐廚藝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9

國立高雄餐旅

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

國立臺中科技

大學

國立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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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3/07/01~2014/09/30 13

英國國際知名連鎖飯店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英國 2013/07/01~2014/07/01 9

帛琉休閒渡假村專業實習 休閒暨遊憩管理系 帛琉 2013/08/01~2014/07/31 5

學海築夢-計畫十-築夢澳洲 烘焙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3/07/01~2014/06/30 7

海外圓夢計劃-餐旅管理實務專業實習 餐旅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2/01~2015/01/31 10

邁向國際多元學習-新加坡學海築夢專業實習 餐旅管理系 新加坡 2014/01/20~2015/01/19 10

赴新加坡海外實習計劃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3/06/29~2014/01/29 2

海外專業實習計畫-關島篇 餐旅管理學系 美國 2014/06/27~2014/08/10 10

第四屆臺灣-義大利國際職場專業實習計畫 會計學系 義大利 2014/08/30~2015/01/25 11

第二屆義大利多元文化與國際實習計畫 會計學系 義大利 2014/03/01~2014/07/27 8

義大利 Gaetano Gianclaudio Caponio + partner

architect  GGC+P A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系 義大利 2013/06/21~2013/08/05 2

向美國學習景觀實務 景觀學系 美國 2014/03/05~2014/08/31 1

由當代日本建築體驗文化主體性 建築學系 日本 2013/07/01~2013/08/31 4

法國博物館 法國語文學系 法國 2013/07/15~2013/11/15 4

To see is to believe.  Fulfill my American dream! 餐旅管理學系 美國 2013/06/21~2013/09/16 2

2013 進階護理師海外學習計畫 護理學系 美國 2014/07/10~2014/08/09 4

輔仁大學資管所資料探勘實驗室赴澳洲Smart Services

CRC專業實習計畫
資訊管理學系

澳大利

亞
2013/06/01~2013/08/31 1

東吳大學 休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英語教學實習 英文系 美國 2013/06/01~2014/03/10 3

國立高雄餐旅

大學

國立澎湖科技

大學

東海大學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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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地區智慧電網規劃專業實習 電機系 美國 2013/07/15~2013/08/15 2

多重跨文化華語文溝通教學融入數位華語文學習 應用華語文學系 德國 2013/09/01~2014/08/30 1

熱帶環境與多元文化實習 景觀學系
馬來西

亞
2013/07/01~2013/08/31 3

閱讀地景與景觀經營專業實習 景觀學系 法國 2013/08/09~2013/09/15 4

都市景觀與生態城市規劃設計實習 景觀學系 美國 2013/08/01~2013/09/13 7

生態文化景觀與棕地再利用規劃實習 景觀學系 德國 2013/07/30~2013/09/15 2

外亞維農藝術節藝術行銷實習計畫 法國語文學系 法國 2013/06/30~2013/08/01 1

帛琉國際觀光飯店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觀光管理學系 帛琉 2014/06/15~2014/09/12 5

中國文化大學 「臺越兒及其家庭服務」實習計畫 社會福利學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31 5

靜宜大學 深入拉美－墨西哥商務暨語言實習計畫 西班牙語文學系 墨西哥 2013/07/01~2013/08/15 3

醫學物理海外實習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8/31 2

義大利專業見習交換 中醫學系 義大利 2013/06/27~2013/07/31 1

創新突破傳統，中醫國際化接軌--長庚中醫英國海外實習

計劃
中醫學系 英國 2013/07/01~2013/08/11 4

大葉大學 學海築夢 設計暨藝術學院 德國 2013/06/05~2013/07/24 4

101-2 學海築夢大專生赴美國華教專業實習計畫 華語文教學系 美國 2013/06/29~2013/08/29 5

102年度觀光餐旅休憩海外專業實習 觀光事業學系 美國 2013/06/20~2013/09/20 3

教育部-「學海築夢」102年度海外專業實習先導型計畫之

實習細部計畫書
休閒遊憩管理學系 美國 2013/06/11~2013/09/30 3

實踐大學 新加坡家庭服務中心實習計畫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

展學系
新加坡 2014/01/13~2014/02/21 4

淡江大學

長庚大學

銘傳大學

中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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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福爾爵國際音樂節 音樂學系 美國 2013/06/28~2013/08/06 3

模里西斯海外實習計畫 餐飲管理學系
模里西

斯
2013/07/01~2013/08/31 9

臺灣跨國企業財務管理專業實習計畫 財務金融系 越南 2013/07/01~2013/08/31 2

掌握趨勢迎向未來 會計系 越南 2014/07/01~2014/08/29 2

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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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01~2014/01/31 4

德國社工新視野實習計畫 社會工作系 德國 2013/09/02~2014/08/31 1

日本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日本 2013/07/09~2013/09/09 5

學海築夢銀髮電動輔助技術海外(泰國)專業實習計畫 銀髮產業管理系 泰國 2013/08/01~2013/08/31 3

韓國影視傳播產業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傳播藝術系 韓國 2013/07/01~2013/08/23 7

新加坡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3/07/31~2014/06/30 3

高醫醫學生暑期赴日本順天堂大學實習計畫 腎臟照護學系 日本 2013/06/21~2013/07/26 4

2013美國藥學院(南加州大學USC與伊利諾大學UIC)臨床藥

學實習計畫
藥學系 美國 2013/06/30~2013/08/02 7

跨文化職能治療實習計畫 職能治療學系
澳大利

亞
2014/02/01~2014/03/02 4

接軌國際、深耕護理-多元文化比較之護理專業實習計畫 護理學系 美國 2013/06/25~2013/08/01 8

公衛系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公共衛生學系
索羅門

群島
2013/07/29~2013/09/05 4

國際餐旅菁英實習 餐旅管理系所 美國 2014/06/20~2014/09/15 5

海外餐飲經營實習計畫 餐旅管理系 美國 2014/01/11~2014/02/18 9

連鎖飯店實習計畫 餐旅管理系 新加坡 2014/01/15~2015/01/29 5

實踐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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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都與北海道旅館實習計畫 應日系 日本 2013/07/08~2013/09/12 5

日本渡假飯店實習計畫 應日系 日本 2013/07/08~2013/09/15 7

日本觀光旅館實習計劃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3/07/01~2013/08/31 3

日本ACGT(動漫遊與延伸商品開發)產業實習計畫 數位設計學院 日本 2013/09/01~2014/08/01 9

加拿大動畫影像實習計畫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加拿大 2013/06/20~2013/09/15 3

華爾街金融業務之實習 財務金融系 美國 2013/07/26~2013/08/29 3

展示科技於博物館合作之國際規劃案實習計畫 創意媒體學院 法國 2013/08/10~2013/09/10 3

熊本市國際交流振興事業團運營之實習 國際貿易系 日本 2013/07/20~2013/08/22 3

溫哥華Best Western飯店與Lotus 集團旅遊行銷與廣告企

畫實習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加拿大 2013/07/05~2013/08/06 4

日本餐旅觀光實習計畫 外語中心 日本 2013/07/28~2013/09/04 5

中華豆腐。美國行：以「藍海」思維探究傳統企業的海外

經營策略
企業管理系 美國 2013/07/01~2013/07/31 2

家夢成真，美國社區福利事業機構公共關係實習計畫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美國 2013/07/15~2013/09/15 3

蒙特梭利與幼兒音樂實習 幼兒保育系 美國 2013/09/01~2013/10/20 2

新加坡五星級觀光飯店 實習計畫 應用英語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3/07/30 3

選送學生赴美國星級旅館實習專案 餐旅系 美國 2013/06/01~2013/11/30 1

選送實習生新加坡海外實習專案 餐旅系 新加坡 2013/06/21~2014/02/28 5

續航星洲-幼托人才新加坡實習計畫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新加坡 2013/06/25~2013/07/31 5

泰國國際商管/長榮桂冠酒店/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泰國 2013/07/01~2014/06/30 7

南臺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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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國際商管證照學程/華語教育學程實習計畫書 應用外語系 越南 2013/07/01~2014/06/30 7

新加坡國際飯店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6

馬來西亞國際行銷人才養成計畫 行銷管理系
馬來西

亞
2013/07/05~2013/08/10 4

學海構築幼保專業夢-馬來西亞實習計畫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馬來西

亞
2013/07/01~2013/11/30 5

美國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

理系
美國 2013/08/01~2013/08/30 4

慈濟大學 日本老人機構服務實習及守護健康口譯人才培訓計劃 醫學系 日本
2013/06/30~2013/08/05，

共37天
10

2013國際藥學實習 藥學院藥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7/31 5

先進臨床檢驗室見習 醫檢生技系 日本 2013/07/01~2013/07/31 2

史瓦濟蘭王國熱帶醫學與寄生蟲國際研究實習計畫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系

史瓦濟

蘭
2013/07/02~2013/08/02 5

德州大學M. D. Anderson癌症中心腫瘤護理實習 護理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8/01 7

新加坡海外實習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4/08/30 5

學海築夢 物理治療學系 新加坡 2013/08/01~2014/07/31 3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申請之教育部102年度

獎助大專校院國外專業實習 -「學海築夢」實習計畫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

系
美國 2013/07/07~2013/08/08 5

醫學系六年級赴日本東京醫科大學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醫學系 日本 2014/03/01~2014/04/30 2

102年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與美國阿拉巴馬大學醫院學

海築夢計畫
醫學系 美國 2014/03/01~2014/04/30 2

102年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學

海築夢計畫
醫學系 美國 2014/03/01~2014/04/30 3

新馬電線電纜公司經理人實習計畫 企業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8/01~2014/01/31 1

新加坡國際化產業外語導覽接待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2013/09/01~2014/08/31 4

樹德科技大學

龍華科技大學

臺北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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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華科技大學 美國矽谷生物技術高科技產業深耕實習計畫 化學材料工程系 美國 2013/08/01~2014/12/31 6

旅館系帛琉實習計劃 旅館事業管理系 帛琉 2013/07/01~2014/06/30 3

休閒系新加坡實習 休閒事業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6/15~2014/06/14 10

新加坡實習計畫I 旅館事業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10

休閒系加拿大國家公園海外築夢計畫 休閒事業管理系 加拿大 2013/07/22~2014/02/18 2

長榮大學 翻譯系澳洲學海築夢 翻譯學系
澳大利

亞
2013/08/01~2013/09/30 1

探索與創意教保模式與多元文化學習~新加坡新意元幼源

與迪思園幼兒園
幼兒保育系 新加坡 2014/02/01~2014/03/31 4

再次挺進美國 ~理論與實務整合暨文化交流之旅~ 幼兒保育系 美國 2014/02/01~2014/04/01 3

多元語文教保模式與團隊教學 ~新加坡職總優兒學府(My

First Campus)
幼兒保育系 新加坡 2013/06/29~2013/07/29 2

新加坡海外築夢 餐旅管理系 新加坡 2014/01/18~2015/02/15 10

日本海外築夢 餐旅管理系 日本 2014/01/20~2015/02/28 9

烘焙達人澳洲築夢 餐旅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1/18~2015/02/15 10

餐廚達人澳洲築夢 餐旅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1/15~2015/02/10 10

日本老人福利機構-TOKOTOKO有限公司實習計畫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日本 2013/07/01~2013/08/29 3

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 美髮造型設計系 日本 2013/07/22~2013/08/30 3

築夢未來-紐西蘭海外實習 運動休閒系 紐西蘭 2013/09/01~2014/03/15 6

臨床暨社區營養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營養學系 美國 2013/07/01~2013/07/31 3

英國皇家植物園暨中醫醫療單位中草藥實習計畫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

源學系
英國 2013/06/30~2013/09/01 3

中國醫藥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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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牙醫專業臨床實習 牙醫系 美國 2013/07/01~2014/06/01 5

102年度臨床藥學接軌國際人才培育計畫 藥學系 美國 2014/05/01~2014/07/01 3

學海築夢--加拿大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營養學系

加拿大 2013/07/08~2013/09/07 1

營養師國際專業訓練計畫 營養學系 新加坡 2014/01/14~2014/02/16 3

102年度明志科技大學赴臺塑美國公司德州廠Formosa

Plastics Corporation.(FPC-USA)及美國德州Inteplast

機械工程系/技術合

作處
美國 2013/09/22~2014/09/21 12

102年明志科技大學赴馬來西亞宇琦光電公司工讀實務計

畫
電機工程系

馬來西

亞
2013/06/15~2014/09/22 3

積極管理有效學習豐富多元的文化差異~前進新加坡 國際企業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3/08/31 1

日本健康產業與文化管理國際化模式 國際企業系 日本 2014/07/01~2014/08/31 3

日本銀髮族健康照護模式 護理系 日本 2013/07/03~2013/08/04 3

餐旅人才拔尖築夢計畫 旅館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9/01~2014/08/31 5

休閒旅館菁英管理培訓計畫 旅館管理系 日本 2013/08/01~2015/06/01 5

學生赴加拿大溫哥華地區旅館實習計畫 旅館系 加拿大 2013/12/01~2014/08/31 6

餐飲達人澳洲展店逐夢計畫 餐飲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1/01~2014/12/31 7

深耕日語專業海外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 日本 2013/07/09~2013/09/06 7

應用英語達人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美國 2013/07/06~2013/08/18 6

新加坡國際餐飲專業人才實習計畫 餐飲管理系 新加坡 2014/07/09~2015/11/08 6

紐西蘭觀光專業實習 旅遊管理系 紐西蘭 2014/07/01~2014/12/31 2

美國渡假旅館專業活動指導員培訓計畫 旅館管理系 美國 2013/08/01~2014/12/31 3

中國醫藥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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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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01~2014/07/31 8

102年度德文系德國暑期實習 德國語文系 德國 2013/07/06~2013/08/31 2

越南臺商公司華語文教學暨多國語複譯實習 應用華語文系 越南 2013/06/30~2013/08/30 13

文藻外語國企系學海築夢 國際企業管理系 美國 2014/07/01~2014/08/30 2

102學海築夢-英文系學生赴美國微星科技暑假實習計畫 英國語文系 美國 2013/07/01~2013/08/31 2

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 醫務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3/08/10~2013/09/10 4

護理人文日本照護築夢計畫 護理系 日本 2013/08/05~2013/09/05 10

夢想起飛---新加坡海外實習計畫 觀光英語系 新加坡 2013/07/10~2014/01/31 4

新加坡餐旅業海外實習 餐飲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6/01~2014/03/01 5

大仁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澳洲飲料業經營管理實習計畫 餐旅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1/20~2015/01/19 1

老人照護機構海外實習 護理系
澳大利

亞
2014/01/15~2014/02/17 5

日本鹿兒島製麴及釀酒實習計畫 食品科學系 日本 2013/07/05~2013/08/23 3

中國科技大學 日系國際物流發展精英人才海外實習計畫 行管系 日本 2014/07/31~2014/08/31 2

臺北城市科技

大學
餐旅人才海外專業實務培訓計畫 餐飲管理系

澳大利

亞
2013/07/15~2014/01/30 9

熱情、堅毅、實踐 Passion, Perseverance, Practice 應用英語系 美國 2013/08/03~2013/09/03 7

物流運籌人才實習計畫 國際貿易運籌系 美國 2013/07/08~2013/09/08 2

東協市場專業實習計畫 國際貿易運籌系 泰國 2013/07/13~2013/09/08 2

吳鳳科技大學 日本服務業專業實習計畫 應用日語系 日本 2013/07/22~2013/08/31 11

僑光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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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修實習計畫-日本料理研習 餐旅系 日本 2013/08/01~2013/09/14 3

日本海外長期照顧實習計畫 護理系 日本 2013/08/01~2013/09/01 5

國際企業經營與綠色管理實習計畫 國際企業經營系 美國 2013/08/01~2013/08/31 3

華語教學實習暨跨文化交流 應用英語系 美國 2014/01/20~2014/02/25 3

102年德霖技術學院海外專業休閒實習計畫(新加坡專案) 休閒事業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1/31 3

廚藝專業實習－新加坡專案 餐飲廚藝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6/30 3

新加坡君悅酒店客房管理專業實習 休閒事業管理系 新加坡 2013/07/01~2014/01/01 3

新加坡樂齡學習實習計畫
福祉科技與服務管

理系
新加坡 2014/07/01~2014/09/01 2

長庚科技大學
The State of Cancer Nursing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護理系 日本 2014/07/27~2014/08/26 5

 學習澳洲失智症長期照護品質- 海外長期照護實習計畫 護理科
澳大利

亞
2013/09/20~2013/10/20 8

日本高齡及長期照護實習計畫 護理科 日本 2013/08/02~2013/09/01 5

老人照顧海外實習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

科
日本 2013/08/02~2013/09/01 3

臺北市立教育

大學
日本東京、橫濱、大阪中華學校短期實習計劃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

位學程
日本 2013/08/30~2014/09/30 4

致理技術學院 築夢踏實:跨國零售業職場實作 應用英語系 新加坡 2013/08/15~2014/02/28 5

      2.詳細補助金額，請各校登入系統查詢

102年5月製

育英醫護管理

專校

備註: 1.公告內容依教育部公文為準

美和科技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

德霖技術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