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實習

期間
實習地區 實習機構與單位名稱

國立政治大學 1 智慧財產法律與管理海外實習
2011/06/16~2011/08/31

，共77天
美國

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及Wang,

Hartmann, Gibbs & Cauley（WHGC）

國立政治大學 2
非營利組織青年人才培訓-青年公益

論壇海外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8/31

，共428天

美國、日本、韓國、

越南、印尼、印度、

東帝汶

AUSL、日本綠色和平、The Frontier

國立臺灣大學 3 發展援助海外專業實習
2011/06/15~2011/09/15

，共93天

柬埔寨、斯里蘭卡、

尼泊爾

亞洲基金會斯里蘭卡辦事處、亞洲基金會尼泊爾辦事處、

亞洲基金會柬埔寨辦事處

國立臺灣大學 4
國際醫療與島嶼發展實習──聖露

西亞

2011/06/17~2011/07/17

，共31天
聖露西亞 St. Jude Hospital

國立臺灣大學 5 生物技術實驗實習
2011/06/30~2011/09/05

，共68天
泰國

泰國國家科學與科技發展委員會國家遺傳工程與生物科技

中心

教育部100年學海築夢核定獲獎助計畫一覽表

＊詳細獎助金額，請各校登入系統平台後點選＂教育部核定結果＂選項 ，並依教育部公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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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 6
教育部「學海築夢」－100年度獎

助大專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2/05/15~2012/09/14

，共123天
美國

俄亥俄州立大學、南加州大學、堪薩斯大學、伊利諾大學

芝加哥校區、明尼蘇達大學、密西根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7 社會工作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6/25~2011/08/30

，共67天
美國 紐約勵馨、紐約麥地臣社區中心

國立臺灣大學 8
種苗全年量產之「廢污排放減量之

室內循環水養殖工程技術」

2012/03/01~2012/05/31

，共92天
日本 靜岡東海大學及熊本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9
美國華盛頓大學工安教育實驗室海

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20~2012/06/20

，共337天
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營建管理系工程安全實驗室

國立臺灣大學 10 臨床醫學海外專業實習
2012/01/01~2012/05/31

，共152天

美國、荷蘭、日本、

韓國、新加坡、奧地

利、泰國

西北大學附設醫院、羅徹斯特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南加

州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天普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聖路

易華盛頓大學醫學院BJC 醫院、阿姆斯特丹醫學院等12所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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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 11
日本大阪大學PARC實習研究生計

畫案

2011/07/02~2011/09/29

，共90天
日本 大阪大學先進光學研究中心

國立臺灣大學 12

A New Memory Hierarchy Design with

SCM (Storage Class Memory)使用儲

存類記憶體之創新記憶體階層設計

2011/07/01~2011/12/31

，共184天
美國 Intel Labs, Hillsboro, Oregon, US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3 「愛丁堡藝術節」海外實習
2011/07/29~2011/09/06

，共40天
英國 Universal Arts Agents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4 暑期美國南加州華語教學實習專案
2011/06/20~2011/08/20

，共61天
美國 南加州中文聯合會會員學校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5

法國文化觀光管理實習計畫 - 羅瓦

河流域城堡區與普羅旺斯藝術節慶

考察

2011/06/10~2011/07/17

，共38天
法國

昂傑大學觀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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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6
東南亞華人移民文獻史專業研習計

劃

2011/06/27~2011/10/17

，共113天
菲律賓、馬來西亞 馬來西亞理工大學(USM)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7

與美國喬治亞理工學院合作—深低

頻地震訊號分析與自動化監測系統

之建置

2011/08/01~2011/10/31

，共92天
美國 喬治亞理工學院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8 社區口譯實習
2011/07/05~2011/09/02

，共60天
美國 史丹福大學醫學中心附設醫院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9
「瀛寰之志」：跨國主義與亞太華

人文化經濟研究實習

2011/08/01~2011/09/14

，共45天
美國 亞太經濟合作中心，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0 亞洲文化數位典藏專業研習計劃
2012/06/01~2012/08/01

，共62天
美國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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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21 日本專業設計機構與中心實習計畫
2011/07/08~2011/09/05

，共60天
日本 GK,JIDPO,IDCN,HERS

國立成功大學 22
美國UT Austin Design Automation

Lab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9/28

，共90天
美國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國立成功大學 23
美國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專業

實習計畫

2011/09/01~2012/02/31

，共184天
美國

美國系統生物學研究院

國立成功大學 24
美國Purdue IDEAS Lab專業實習計

畫

2011/07/01~2011/09/31

，共93天
美國 美國普度大學IDEAS Lab

國立成功大學 25
美國亞利桑納州立大學護理暨健康

創新學院實習計畫

2012/06/30~2012/07/30

，共31天
美國 亞利桑那州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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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26
英國蘇格蘭亞伯丁大學魚類免疫研

究中心產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12/31

，共184天
英國 英國亞伯丁大學魚類免疫研究中心

國立成功大學 27
美國著名大學臨床醫護專業實習計

畫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美國、加拿大 Duk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Brown University

國立中興大學 28 泰國熱帶農業實習
2011/08/08~2011/09/07

，共31天
泰國 Kasetsart大學、Khon Kaen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 29 GMBA海外實習計畫
2011/06/27~2011/08/31

，共66天

美國、日本、波蘭、

越南

微星科技(MSI)、SST Energy Corp、T.J Finanical Inc、美國通

用磨坊、KuYei Enterprise Co., Ltd.、奇美電子等

國立交通大學 30 英國德倫大學跨領域研習計畫
2011/09/15~2012/03/15

，共183天
英國 英國德倫大學化學系

第 6 頁



學校名稱
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實習

期間
實習地區 實習機構與單位名稱

教育部100年學海築夢核定獲獎助計畫一覽表

＊詳細獎助金額，請各校登入系統平台後點選＂教育部核定結果＂選項 ，並依教育部公文為主

國立中山大學 31
海洋無脊椎動物分類研究-海綿動物

與軟體動物

2011/09/01~2011/11/31

，共92天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熱帶海洋科學研究所(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ropical Marine Science Institute)

國立中山大學 32

蘇格蘭高地泥炭地形的溶解性有機

物與微量元素在河口地區的混合行

為

2011/08/04~2012/08/02

，共365天
英國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ERI)

國立中山大學 33

新穎性發藍光高分子之聚芳香醚製

備和鑑定應用於軟性基板之有機發

光二極體

2011/09/31~2012/09/25

，共361天
加拿大 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R.C)

國立中山大學 34 公民治理與跨域分析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9/30

，共92天
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魯明頓分校「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與

「政治理論與政策分析工作坊」

國立中正大學 35
多國企業面臨內部文化衝擊與產業

環境演化之實習考察計畫

2011/07/06~2012/01/01

，共180天
美國 Phihong,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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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36
海外華語教學探究--以法國里昂大

學為例

2011/10/01~2011/11/31

，共62天
法國 法國里昂第三大學語言學院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37 城市研究、媒體與藝術的在地實踐
2011/07/15~2011/08/30

共45天
日本

Osaka City University Urban Research Plaza 大阪市立大學都市

研究廣場

國立陽明大學 38
國立陽明大學生醫資訊所赴美國及

印度實習

2011/07/01~2012/08/31

，共428天
美國、印度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PSI國際集團及印度加爾各達統計學

院的Nikhil R. Pal教授實驗室

國立陽明大學 39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赴美國實習
2012/01/01~2012/05/31

，共152天
美國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華盛頓大學

國立陽明大學 40

陽明大學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

赴芬蘭育華斯基拉理工大學臨床實

習計畫

2011/02/21~2012/10/31

，共619天
芬蘭

Jyv&auml;skyl&aum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chool of

Health and Soci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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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陽明大學 41
內皮幹細胞的表現體高通量定序平

台之建立與最佳化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UCSD

國立嘉義大學 42
美國奧瑞岡大學及英國明愛(倫敦)

學院華語實習之築夢踏實計畫

2011/08/24~2012/08/23

，共366天
英國、美國 奧瑞岡大學及英國明愛(倫敦)學院

國立嘉義大學 43 水生生物科學系專業實習計畫
2012/07/01~2012/09/15

，共77天
美國 愛達荷大學水產工作站

國立高雄大學 44
東亞語文學系暑期赴日本越南企業

實習計畫

2011/07/15~2011/08/28

，共45天
越南、日本

大同奈陶瓷工業股份公司、西條電器株式會社、 CQS

Precision Die Casting Inc.、旭鐬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味丹公

司等

國立高雄大學 45 德國鋼鐵材料及扣件產業實習計畫
2012/07/15~2012/08/13

，共31天
德國 德國近90年生產經驗之 EJOT(汽車用扣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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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46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諮商心理專業實

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 辛辛那提大學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47 國際文教方案管理與組織經營實務
2012/07/01~2012/07/31

，共31天
越南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48
美國北卡州立大學化學暨生物分子

工程系實習計畫

2011/08/20~2012/07/20

，共336天
美國 美國北卡州立大學化學暨生物分子工程系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49 德國多特蒙德技術大學實習計劃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德國 多特蒙德技術大學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50
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智慧型機器人居家看護實習計畫

2012/01/01~2012/06/30

，共182天
加拿大 英屬哥倫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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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51

Wafer Processing Analysis for

Sustainability晶圓加工之永續製造分

析研究

2012/01/15~2012/06/30

，共168天
美國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永續製造實驗室

(Laboratory for Manufacturing and Sustainability; LMAS)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52 美國北卡州立大學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10/31

，共123天
美國 北卡州立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3
亞太國際文化資產風險管理暨歷史

都市防災實習

2011/08/01~2012/01/31

，共184天
韓國、日本 京都歷史都市防災研究中心、首爾文化科技研究中心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4
100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美

國

2011/08/01~2011/08/31

，共31天
美國 奇美集團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5
100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德

國

2011/08/01~2011/08/31

，共31天
德國 東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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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56
100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英

國

2011/06/25~2011/07/25

，共31天
英國 Metropolitan works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7
亞洲鄉村人力資源發展聯盟秘書處

實習計畫

2012/07/01~2012/08/30

，共61天
菲律賓 亞洲鄉村人力資源發展聯盟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8
泰國清邁大學鄉村產業發展實習計

畫

2012/01/22~2012/02/22

，共32天
泰國 泰國清邁大學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9
馬來西亞沙巴洲瀕臨絕種野生動物

關鍵保育議題計畫

2011/08/15~2011/09/14

，共31天
馬來西亞 馬來西亞沙巴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60
德國明斯特大學--三維立體視訊系

統實習計劃

2011/08/01~2012/02/28

，共212天
德國 德國明斯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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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61 日本清水建設專業實習計畫

2012/02/21~2012/05/21

，共91天
日本 清水建設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62

國際軟體服務全球營運中心實習計

畫書

2011/07/01~2011/09/01

，共63天
菲律賓 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立臺東大學 63
《韓國釜山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三）》

2011/07/18~2011/08/18

，共32天
韓國

韓國釜山市慶南女子高等學校,沙上高等學校,映像藝術高等

學校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64 航空維修與飛行實習
2011/07/15~2011/08/19

，共36天
加拿大

BCIT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65 民宿與觀光農場經營實習
2011/07/01~2011/08/05

，共36天
加拿大 Okanaga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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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66
地下電纜與管路檢測與自動化工程

實習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美國 CHINO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CO.,LTD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67 史學系-德國柏林藝術空間實習計畫
2011/06/28~2011/08/31

，共65天
德國 柏林Sparwasser HQ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68 古物維護組-赴美海外實習計畫
2011/03/01~2011/11/31

，共276天
美國

西尾東方繪畫修復室、密西根大學美術館東方繪畫修復

室、休斯‧安德森修復室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69 古物維護組-赴德國海外實習計畫
2011/02/01~2011/10/31

，共273天
德國

科隆科技學院設熱帶研究所與巴伐利亞邦「非邦立博物館

諮詢管理處」與 「巴伐利亞邦皇家宮殿、花園與湖泊維護

保存中心」

國立體育大學 70
動作分析電腦模擬系統模型建立暨

競技訓練應用

2012/02/01~2012/04/31

，共91天
澳大利亞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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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體育大學 71
運動產業經營管理專業人才培育計

畫

2011/07/23~2012/07/10

，共354天
美國

國際場館經理人協會、北科羅拉多大學休閒中心、美國職

棒洛磯隊

國立體育大學 72
Anybody人因模擬技術應用於橢圓

機與腳踏車之評估與設計

2011/08/15~2012/01/31

，共170天
丹麥 ALBOR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國立體育大學 73 運動傷害防護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8/01~2011/12/31

，共153天
美國 美國夏威夷大學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學
74 聽語所出國實習計畫

2011/09/01~2011/12/31

，共122天
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University Hospital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5 國北小泰陽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6/30~2011/07/30

，共31天
泰國 泰北清萊光復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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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6

Multicultural Co-teaching Internship

Program for Pre-service TEFL Teachers

betwe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nna and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12/03/10~2012/05/30

，共82天
奧地利 維也納教育大學(P&auml;dagogische Hochschule Wien)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7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華語文教育實習

計畫

2011/08/10~2011/09/10

，共32天
泰國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8
Monticello Academy 華語文教育實習

計畫

2012/01/03~2012/06/30

，共180天
美國 Monticello Academy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79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班海外專

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0

，共61天
英國

李奇名窯（Leach Pottery）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80 資訊科技海外教學實習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美國 美國加州矽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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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81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海外華語教學實

習計畫

2012/02/01~2012/03/07

，共36天
泰國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82 美國華語文教學海外實習案
2011/07/01~2011/08/28

，共59天
美國

加州州立大學聖馬克斯分校、Hilltop 高中、Hilltop 國中、

Hamilton 小學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

院
83

文化觀光與創意產業海外專業實習

計畫

2011/07/18~2011/08/17

，共31天
泰國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Thailand

(KMUTT)、Banyan Tree Hotel、Mandarin Oriental Hotel 、

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er等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84 日本觀光休閒旅館實習計畫
2012/07/07~2012/09/07

，共63天
日本 日本旅館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85

瑞士SHML (Swiss Colleg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enk)實習計

畫

2011/08/01~2012/07/31

，共366天
瑞士 SH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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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86 法國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2/07/01~2012/08/31

，共62天
法國 LCSN and  SPCTS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87 瑞士休閒運動產業實習計畫書
2011/08/01~2012/06/31

，共336天
瑞士 SHML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88
築夢成真 闊步國際【英國希爾頓等

世界知名連鎖飯店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英國 英國希爾頓等世界知名連鎖飯店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89 日本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9/09~2012/08/30

，共357天
日本

鴨川海洋世界,阪急阪神飯店集團、皇家飯店集團、常盤大

飯店、八幡皇家大飯店、京都阪急大飯店、琉球皇家大飯

店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0 新加坡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新加坡

Royal Plaza、Regent Singapore、Marina Mandarin、Four

Season Singapo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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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1 帛琉海外專業實習
2011/07/01~2012/06/31

，共367天
帛琉 帛琉老爺大酒店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2
美國佛羅里達州希爾頓飯店實習計

畫

2011/08/01~2012/07/31,

1年
美國 Park Soleil Hilton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3 新加坡鼎泰豐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新加坡 鼎泰豐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4 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新加坡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新加坡

Pan Pacific Hotels and Resorts、 Royal Plaza on Scotts

Singapore、 Mandarin Orchard Singapore、 The Regent

Singapore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5 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3/07/01

，共732天
日本、新加坡 聖淘沙名勝世界與濱海灣金沙飯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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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6
英國五星級洲際飯店集團海外實習

計畫

2011/08/01~2012/07/31

，共366天
英國 UCB/ InterContinental Hotel Group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97 泰國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1

，共1年
泰國 Dusit hotel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98 國際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實習
2012/01/17~2012/02/19

，共34天
吉里巴斯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 Ministry of LPID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99
嶄新學習深耕餐飲服務─新加坡校

外專業實習

2011/01/17~2011/09/30

，共257天
新加坡 小霸王餐廳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100 餐旅管理海外實習圓夢計劃
2012/06/01~2012/12/31

，共214天
美國 Intercontinental Hote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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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01
美國關島餐旅實務培訓海外專業實

習計畫

2012/06/26~2012/08/09

，共45天
美國 關島皇家蘭花飯店

東海大學 102 老人養護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2/01/15~2012/02/21

，共38天
美國 On Lok Senior Health Services-Mission Center等其他六個機構

東海大學 103 美國波士頓景觀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 【意格國際】(AGER)：波士頓分公司

東海大學 104

日本山下保博 建築師ATELIER

TEKUTO アトリエ・天工人 實習計

畫書

2011/07/01~2011/09/31

，共93天
日本  Atelier TEKUTO アトリエ・天工人

東海大學 105
英國倫敦建築事務所學海築夢實習

計畫

2011/07/01~2011/11/31

，共154天
英國 CRAB studio及Bio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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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06
跨文化的構築演效-Cross Culture

Tectonic Performance

2011/07/01~2011/09/30

，共92天
美國 RUR Architecture P.C.

東海大學 107 臺灣-義大利國際實習計畫
2011/08/05~2012/01/31

，共180天
義大利 佩魯賈大學

東海大學 108 加拿大青年工作營實習
2011/07/02~2011/08/10

，共40天
加拿大 Katimavik

輔仁大學 109 法國貝桑松博物館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法國

貝桑松--孔泰民俗博物館、貝桑松考古暨藝術博物館、孔

泰環境與建築博物館

輔仁大學 110 巴黎校園廣播電台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15

，共46天
法國 巴黎校園廣播電台（Radio Campus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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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1 跨文化研究所--「學海築夢」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日本 山梨縣笛吹市石和町富士言語文化學園

輔仁大學 112 美國博物館實習
2011/08/01~2012/02/28

，共212天
美國 布魯克林兒童博物館

東吳大學 113
休士頓基博(KIPP)特許學校英語教

學實習

2012/01/18~2012/03/02

，共45天
美國 KIPP schools

中原大學 114
當代烏托邦實踐的可能性：歐洲永

續社區設計與規劃之旅

2012/07/16~2012/08/15

，共31天
英國 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 BRE & RIBA等

中原大學 115 都市景觀與生態城市規劃設計實習
2011/09/15~2011/11/15

，共62天
美國

J.A. Brennan Associates, PLLC景觀事務所、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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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6 熱帶環境與多元文化實習
2011/08/10~2011/10/10

，共62天
馬來西亞 University College Sedaya International思特雅大學建築系

中原大學 117 都市景觀與歷史空間活化專業實習
2011/08/01~2011/09/14

，共45天
英國及歐陸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規劃與景觀系

淡江大學 118 外亞維農藝術節藝術行銷實習計畫
2011/06/30~2011/08/01

，共33天
法國 法國亞維農La Condition des Soies劇院

淡江大學 119
砂拉越華族歷史與多元文化考察實

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馬來西亞 砂拉越華族文化協會、砂拉越留台同學會

淡江大學 120
俄羅斯中小企業文化與運作模式之

研究實習計畫

2011/08/16~2011/09/19

，共35天
俄羅斯 ABK AUTO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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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121 夢想成真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2/07/01~2012/09/14

，共76天
帛琉 帛琉老爺大酒店

中國文化大學 122
中國文化大學社福系學海築夢海外

專業實習計畫

2012/07/01~2012/07/31

，共31天
越南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利基金會越南順化工作站

逢甲大學 123 積體電路靜電防護設計
2012/01/01~2013/12/31

，共731天
德國

Infineon Technologies AG

靜宜大學 124
深入拉美尼加拉瓜廠務暨語言文化

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14

，共45天
尼加拉瓜 年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長庚大學 125 質子治療/醫學物理海外實習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 紐約亞伯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第 25 頁



學校名稱
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實習

期間
實習地區 實習機構與單位名稱

教育部100年學海築夢核定獲獎助計畫一覽表

＊詳細獎助金額，請各校登入系統平台後點選＂教育部核定結果＂選項 ，並依教育部公文為主

長庚大學 126
2012倫敦奧運賽會資訊管理專業實

習

2012/06/01~2012/09/30

，共122天
英國 倫敦奧運籌備處

元智大學 127 迪士尼實習計畫
2011/07/24~2012/02/01

，共193天
美國 Disney World

中華大學 128

2011年中華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學

海築夢』日本姊妹校市企業實習計

畫

2011/07/04~2011/08/03

，共31天
日本 岡山國際飯店

銘傳大學 129
100年度觀光餐旅休憩海外專業實

習

2011/06/25~2011/09/10

，共78天
美國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LEADER CREEK

實踐大學 130
新加坡「Thye Hua Kwan Moral

Society」家庭服務中心實習計畫書

2012/07/01~2012/08/31

，共62天
新加坡 Thye Hua Kwan Moral Society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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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31 模里西斯海外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模里西斯 SOFITEL HOTEL

實踐大學 132 2011美國凱靈頓國際音樂節
2011/06/18~2011/08/08

，共52天
美國 凱靈頓國際音樂節

實踐大學 133 2012國際歌劇夏令營實習計畫
2012/07/15~2012/08/20

，共37天
義大利

國際歌劇夏令營-Eximia Forma-Fondazione Carmelo Piccolo(卡

麥羅畢克羅基金會﹞

實踐大學 134 新加坡家庭服務中心實習計畫
2012/01/25~2012/02/25

，共32天
新加坡 麥波申(Macpherson)家庭服務中心、飛躍家庭服務中心

實踐大學 135 赴美國投資銀行實習計畫
2011/07/20~2011/08/20

，共32天
美國 Wedbush Morgan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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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36
接軌國際、深耕護理-以醫療團隊合

作為學習主軸之護理專業研習計畫

2011/06/25~2011/07/25

，共31天
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高雄醫學大學 137 臺灣醫學生日本培訓計畫
2011/06/24~2011/08/05

，共43天
日本 順天堂大學醫學部附屬順天堂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 138
100年度美國南加州大學暑期藥學

研習計畫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美國 南加州大學藥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139
生物晶片應用在醫療資訊科技之研

習計畫

2011/06/20~2011/10/31

，共134天
美國

哈佛大學與麻省理工學院共同設立之研究中心Harvard–

MIT Division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HMT)

南台科技大學 140 Best Western國際連鎖旅館營運實習
2011/07/10~2011/09/10

，共63天
美國 Best Western國際連鎖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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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141 海外餐飲經營實習計畫
2011/06/30~2011/08/28

，共60天
美國 美國TEAK餐飲集團

南台科技大學 142 美國連鎖飯店實習模式計畫
2012/01/17~2012/07/24

，共190天
美國 Loews Hotels Universal Orlando

南台科技大學 143 日本餐旅海外實習計畫
2012/07/15~2012/09/15

，共63天
日本 義大利Pesce餐廳

南台科技大學 144 日本渡假旅館實習計劃
2011/06/30~2011/08/18

，共50天
日本 豐禮湯宿

南台科技大學 145 創新產品設計海外實習計畫
2011/08/01~2012/07/31

，共366天
日本 HERS實驗性設計研究所、福岡遊戲設計產業推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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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146 英國設計專業實習種子計劃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英國 Cambridge school Of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崑山科技大學 147
動力，互動與藝術--德，法，台跨

國合作計畫

2011/08/01~2011/09/01

，共32天
德國、法國 KMT AG(德國)

崑山科技大學 148
華爾街 (Wall Street) 金融業務之實

習

2011/07/21~2011/08/25

，共36天
美國(紐約市) 美國紐約人壽

崑山科技大學 149 幼兒教保與音樂實習
2011/10/01~2011/11/19

，共50天
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Aber Suzuki Center,Helen R. Godfrey University

Child Learning and Care Center,Ｗebster大學Community Music

School

崑山科技大學 150 日本溫泉文化服務實習計畫
2011/07/15~2011/08/15

，共32天
日本 奧日光高原溫泉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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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51
夢築於萬豪旅館 指日成旅館萬豪實

習計畫

2011/08/16~2011/09/26

，共42天
美國 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 Anaheim

樹德科技大學 152
國際商管證照學程/雙語教育學程越

南實習計畫

2012/06/01~2013/02/31

，共276天
越南 孫德勝大學、大發食品公司、高點家具公司

樹德科技大學 153
國際商管證照學程/雙語教育學程泰

國實習計畫

2012/06/01~2013/02/31

，共276天
泰國

威爾斯國際學校、Family Bar-B-Q、我們家旅行社、Thai

Bonanza Co. Ltd

樹德科技大學 154
參與德國國際街頭劇場藝術節演出

暨幕後實習計畫

2011/07/28~2011/08/29

，共33天
德國 德國SINOculture藝術經紀公司

樹德科技大學 155
【馬來西亞HALAL認證學習與推廣

之國際行銷人才養成】實習計畫

2011/07/10~2011/08/15

，共37天
馬來西亞 田園食品有限公司(Greenfarm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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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56
馬來西亞檳城與馬六甲 世界文化遺

產評估與修復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馬來西亞 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

臺北醫學大學 157 社區兒童營養
2011/07/05~2011/08/04

，共31天
史瓦濟蘭

Taiwan Medical Mission, Primary schools in Shiselveni &

Lumbombo

臺北醫學大學 158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健康醫學

資料整合實作平台與生物醫學資料

分析研究

2011/06/24~2011/08/31

，共69天
美國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臺北醫學大學 159
2011藥學系學生暑期南加大研習計

劃

2011/07/01~2011/08/01

，共32天
美國 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臺北醫學大學 160
醫學生國外臨床見實習(包括醫六及

醫七之學生)

2011/06/01~2013/11/30

，共914天

日本、美國、德國、

新加坡、韓國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順天堂大學、首爾大學、中央大學、

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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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 161 美國營養與餐飲管理實習
2011/06/04~2011/09/01

，共90天
美國 美國觀光餐旅學院

中山醫學大學 162
中山醫學大學100年度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學海築夢計畫

2012/07/01~2012/08/31

，共62天
新加坡 中央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 163
中山醫學大學100年度物理治療學

系學海築夢計畫

2012/01/01~2012/01/31

，共31天
新加坡 新加坡中央醫院

龍華科技大學 164
美國高科技化工材料與環保生技領

域深耕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9/30

，共458天
美國 CSBio Co.、The shaw group Inc、ICSET、wens Food Inc

龍華科技大學 165
印度先進生技產業與綠色化學觸媒

研發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15~2012/09/30

，共444天
印度

Biocon、ICT、Don Bosco、C S BIO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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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66 新加坡海外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新加坡

新加坡飯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Mandarin Oriental

Hotel、Orchard Hotel

明新科技大學 167 帛琉海外實習計畫
2011/07/01~2012/06/30

，共366天
帛琉 帛琉老爺大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長榮大學 168 航向海外--航管海外實習計畫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新加坡 PAN PACIFIC EXPRESS CORP.

弘光科技大學 169
美國農業部食品病源性微生物管控

技術專業實習計畫

2011/06/29~2011/09/02

，共66天
美國 美國農業部東區研究中心

弘光科技大學 170
學海築夢-餐旅系海外專業實習-澳

洲

2011/01/19~2012/01/31

，共378天
澳大利亞 陶餐廳、utopia、大台北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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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71
學海築夢-餐旅系海外專業實習-新

加坡

2011/01/16~2012/02/01

，共382天
新加坡

Mandarin Oriental、Amara Hotel、Regent Hotel、Orchard

Hotel、intercontinental hotel

弘光科技大學 172 新加坡多元教保模式學習之旅
2012/03/01~2012/04/29

，共60天
新加坡 新意元幼源幼兒園(Creative O Preschoolers｀ Bay)

弘光科技大學 173
團隊精神合作學習之旅~新加坡職

總優兒學府(My First Campus)

2012/03/01~2012/04/29

，共60天
新加坡 職總優兒學府(My First Campus)

弘光科技大學 174

無縫接軌「一條龍學制」學習之旅

~~美國Alabama，Tuscaloosa，

Capitol School

2012/02/15~2012/04/14

，共60天
美國 Alabama，Tuscaloosa， Capitol School

中國醫藥大學 175
100年度臨床藥學專業種籽人才培

育先導型計畫

2012/01/01~2012/03/04

，共64天
美國

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簡稱USC) 藥

學院及合作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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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176 營養與癌症研究
2011/07/15~2011/08/29

，共46天
美國 Tufts University

中國醫藥大學 177 臨床暨社區營養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2011/07/04~2011/08/05

，共33天
美國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中國醫藥大學 178 學海無「牙」—築夢國際牙醫學習
2011/07/01~2011/09/05

，共67天
美國

加州大學舊金山分校(UCSF)、俄亥俄州立大學(OSU)、紐約

州立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 Buffalo)，貝勒牙醫學院

玄奘大學 179 玄奘大學學海築夢
2011/07/04~2011/08/03

，共31天
斯里蘭卡

Manelwatta Temple, Bollegala/Kelaniya International Buddhist

University籌備處

明志科技大學 180

100學年度明志科技大學赴美國台

塑集團 、Shaw 集團及 ICSET工讀

實習計畫

2011/09/22~2012/09/21

，共366天
美國  Inteplast 、 FPC-USA、Shaw Group & ICSE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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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府大學 181 第三屆迪士尼實習計畫
2011/07/15~2012/01/28

，共198天
美國 佛羅里達州之迪士尼樂園

景文科技大學 182
國際青少年營隊企劃輔導達人海外

實習計畫

2011/07/02~2011/08/14

，共44天
美國 美國關島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183 美食達人海外創業築夢計畫
2011/08/01~2012/12/31

，共519天
澳大利亞

85烘焙坊

景文科技大學 184 休閒旅館多元優質人才訓練計畫
2012/07/01~2012/12/31

，共184天
日本 山乃湯溫泉旅館

景文科技大學 185
新加坡國際旅館餐飲部專業實習計

畫

2012/02/01~2013/01/31

，共366天
新加坡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Singapore、

Amara Hotel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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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186 餐旅人才拔尖築夢計畫
2011/07/20~2013/10/31

，共835天
美國、新加坡 AHA、 Park Regis Hotel

嶺東科技大學 187
日本北海道自然生態中心福原飯店

實習計畫

2011/09/01~2012/08/31

，共366天
日本 北海道自然生態中心福原飯店

文藻外語學院 188 100年度學海築夢-應用華語文系
2011/07/04~2011/08/31

，共59天
越南

味丹股份有限公司、今立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富山春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慶餘彩藝股份有限公司、越晟化學有

限公司、美聲服飾輔料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

文藻外語學院 189 100年度學海築夢-德國語文系
2011/07/02~2011/08/28

，共58天
德國 Hannspree Europe GmbH

文藻外語學院 190 100年度學海築夢-國際事務系
2011/07/01~2011/08/31

，共62天
美國

王子揚 美國國會_參議員Bob Menendez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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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院 191 100年度學海築夢法國語文系
2011/06/29~2011/08/02

，共35天
法國 法國絲品劇院 La Condition des Soies

元培科技大學 192 澳洲長期照護機構短期實習
2012/01/09~2012/02/09

，共32天
澳大利亞

Baptist Community Services、S.ANTONIO PADOVA NURSING

HOME、The Domain Principle Group-Fernleigh Nursing Home

致理技術學院 193
致理築夢首部曲: 接軌國際精緻休

閒度假村

2011/06/18~2011/09/18

，共93天
美國 Chatham Bars Inn

僑光科技大學 194 國際貿易運籌人才海外培育計畫
2011/07/25~2011/08/24

，共31天
泰國

Cal-Comp Electronics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泰金

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州技術學院 195
遠颺獅子城-學習健康餐飲的飲食技

術及文化

2012/07/01~2012/12/31

，共184天
新加坡 RE&S ENTERPRIST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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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96

教育部「學海築夢」100年度獎助

大學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劃(應用

日語系)

2011/07/22~2011/08/31

，共41天
日本

大山夢工房股份有限公司、和多屋別莊股份有限公司、妙

見石原莊股份有限公司、福岡縣大川市政府

吳鳳科技大學 197

教育部「學海築夢」100年度獎助

大學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劃(幼兒

保育系)

2011/07/15~2011/08/15

，共32天
新加坡 新加坡科思達教育集團愛兒坊幼兒學苑

修平技術學院 198 海外華語教學實習及跨文化交流
2012/01/20~2012/02/25

，共37天
美國 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

明道大學 199 海外餐旅實習
2011/08/01~2012/07/31

，共366天
美國 Overton Hotel

亞洲大學 200 韓國英語村實習計畫
2012/06/30~2012/07/30

，共31天
韓國 韓國首爾城南英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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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霖技術學院 201
100年德霖技術學院海外專業餐旅

實習計畫(日本專案)

2011/08/01~2011/12/31

，共153天
日本 Villa Park Hotel

南開科技大學 202
日本神戶老人之家長照領域專業實

習

2012/07/01~2012/09/15

，共77天
日本 神戶老人之家

南開科技大學 203
網路效能及故障除錯實習暨國際證

照培訓計畫

2011/08/01~2011/09/30

，共61天
新加坡

Fluke Networks

育英醫護管理專校 204
100年護理科海外健康照護實習計

畫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日本 聖惠醫院

育英醫護管理專校 205
100年老服科海外健康照顧實習計

畫

2011/07/01~2011/07/31

，共31天
日本 福岡聖惠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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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 206 護理系學海築夢專用帳戶
2012/05/01~2012/05/31

，共31天
美國 Cedarville University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

校
207 綜合護理海外實習計畫

2012/08/11~2012/09/10

，共31天
澳大利亞 Peakhurst Lodge, Ruby Manor, Pembroke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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