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實習國家

1 中山醫學大學 新加坡中央醫院放射診斷臨床實習新南向計劃 新加坡

2 中原大學 前進泰國--語言與文化的互動實習計畫 泰國

3 中原大學 110年學海築夢越南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越南

4 中原大學 110年印尼雅加達CECI捷運設計實習計畫 印尼

5 中原大學 110年越南胡志明市電子工廠實習計畫 越南

6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海外實習計畫 越南

7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澳洲生態社區與多元文化共融環境觀摩學習計畫 澳大利亞

8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馬來西亞檳城-KLW建築師事務所-實務研習 馬來西亞

9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海外濱海建築實構築參與實習 菲律賓

10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2021 菲律賓蘇比克灣 LE CHARME SUITES HOTEL 實習 菲律賓

11 世新大學 新加坡觀光產業國際人才培養計劃 新加坡

12 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視光學系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奧克蘭 紐西蘭

13 亞洲大學 澳洲多元健康照護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14 亞洲大學 超音波量測足底軟組織厚度評估應用於智能鞋設計 澳大利亞

15 亞洲大學 深化與新南向國家的聽力人才交流並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泰國

16 亞洲大學 培育跨領域與跨語言專長的聽力學人工智慧人才 新加坡

17 亞洲大學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地勤實習計畫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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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亞洲大學 亞裔文化中的幼兒教育：馬來西亞幼兒園實習 馬來西亞

19 亞洲大學 國際性數位媒體和實體媒體轉型學習工作坊 馬來西亞

20 亞洲大學 2021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短廊中華公學築夢計畫~心理輔導無國界 馬來西亞

21 亞洲大學 AU on AIR數位課程平台實習計畫 印尼

22 亞洲大學 兒童英語/華語教學人才實習計劃 印尼

23 亞洲大學 印尼泗水臺灣教育中心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印尼

24 亞洲大學 跨文化溝通技巧、資通行銷商業與國際行政關係人才培訓計劃 馬來西亞

25 亞洲大學
印尼Universitas Airlangga (UNAIR)、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UMY)和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 (UNJ)國際事務實習計畫
印尼

26 亞洲大學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建築及永續設計系學習計畫 馬來西亞

27 亞洲大學 越南ACOHI時尚設計品牌實習計劃 越南

28 亞洲大學 菲律賓群島銀行(BPI)物流金融海外實習計劃 菲律賓

29 亞洲大學 柬埔寨弱勢兒童扶助暨青年培力方案─社會工作專業實習計畫 柬埔寨

30 亞洲大學 南印度MCCSS 暑期實習計畫 印度

31 亞洲大學 新加坡飯店與餐飲場域實習 新加坡

32 亞洲大學 渡假飯店自然生態英語導覽及營運管理人才實習計劃 尼泊爾

33 亞洲大學 行動網路與嵌入式系統設計海外研習 印尼

34 長庚大學 Keio-NUS CUTE Center 設計專業實習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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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長庚大學 泰國三竹健康促進醫院實習暨新南向學海築夢 泰國

36 長榮大學 「前進越南II」社會工作海外實習計畫 越南

37 南華大學 飛越南進 越南

38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接軌國際專業實習計畫 新加坡

39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泰國實習 泰國

40 國立成功大學 新南向(越南及印度)生物科技產業實習計畫 越南 , 印度

41 國立成功大學 泛文化護理實習交流 澳大利亞

42 國立成功大學 馬來西亞及汶萊生物科技產業南向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 汶萊和平之國

43 國立屏東大學 從新加坡UP：STEAM教育實習計畫 新加坡

44 國立政治大學 泰社企：泰國北部以社區為本的織布村博物館與文創社會企業組織蹲點實習計畫 泰國

4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021年跨領域華語文教育及教學人才培育雙向產學合作計畫—泰國TCIS泰國中華國際

學校華語文教學實習
泰國

4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朔南暨看世界--從暨南到越南 I   -富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4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朔南暨看世界--從暨南到越南II  金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利隆(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48 國立臺灣大學 跨文化健康照護海外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49 逢甲大學 綠色產品與能源程序實作計畫 泰國 , 越南

50 實踐大學 Club Med 地中海俱樂部度假村實習計畫 泰國

51 實踐大學 泰國Hui Long High School 英語教學實習計劃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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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踐大學 110 新南向學海築夢 新加坡動畫實習計畫 新加坡

53 實踐大學 新加坡社會工作專業實習計畫 新加坡

54 實踐大學 2022年新南向柬埔寨海外實習 柬埔寨

55 實踐大學 澳洲Ifeelgood 24/7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澳大利亞

56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台馬社會企業經營管理海外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57 銘傳大學 泰國普吉島潛水中心實習案 泰國

58 靜宜大學 2021新南向國際教育人才培訓計畫 印尼

59 靜宜大學 越南台企經營行銷計畫 越南

6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WES宿霧社區健康照護實務 菲律賓

61 中臺科技大學 台灣與澳洲驗光技能與行銷管理模式之差異性比較 澳大利亞

62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人才培育海外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6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南向築夢調理保健實習計畫 柬埔寨

64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南向學海築夢- 生命關懷的越南喪俗探索 越南

65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南向築夢烘焙技能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66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泰國曼谷市 Nihao Language School 海外實習案 泰國

67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majestic-hair海外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6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21國際頂級度假酒店(Four Seasons Chiang Mai)實習計畫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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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21泰國國際酒店(Dusit International)實習計畫 泰國

7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21國際商務酒店(Shangri-La Chiang Mai)實習計畫 泰國

71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21泰式設計酒店(U Nimman)實習計畫 泰國

72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21泰國古蹟酒店(U Chiang Mai)實習計畫 泰國

73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馬來西亞海外實務學習 馬來西亞

74 弘光科技大學 ASCENSION GROUP AUSTRALIA PTY LTD澳洲美容美體圓夢實習計畫書 澳大利亞

75 弘光科技大學 馬來西亞美髮實務精進築夢計畫 馬來西亞

76 弘光科技大學 東南亞多元文化教保課程探索與實務學習 馬來西亞 , 新加坡

77 弘光科技大學 新加坡競逐國際夢 新加坡

78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10馬來西亞產後月子照顧中心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79 亞東技術學院 馬來西亞 Mount Miriam Cancer Hospital實習 馬來西亞

80 亞東技術學院 曼谷紡織設計與文創產業提案式行銷實習 泰國

81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實務紮根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馬來西亞

8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以史為鑑-知澳洲新冠肺炎身心照護之興替 澳大利亞

83 南開科技大學 新加坡活躍樂齡之社會工作實習 新加坡

84 南開科技大學 技職學生泰國機電整合海外實習 泰國

85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2021馬來西亞新創公司實習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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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OPCUA工業物聯網於開放式 RSIC-V 處理器之設計與電路測試 越南

8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英系泰國曼谷市你好華語學校華語教學計畫-第三年 泰國

8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設與行銷聯袂出擊—泰國曼谷服務設計實習之旅 泰國

8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與運動國際人材培訓計畫-以澳洲布里斯本飯店為主軸 澳大利亞

90 崑山科技大學 新南向教保增能培力海外實習 ~新加坡綠蔭蒙特梭利幼兒園 新加坡

91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設計產業海外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9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10年度澳洲醫療專業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9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ViTrox資訊專業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94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110年新南向學海築夢／新加坡海外實習 新加坡

95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2021泰國Seagull公司綠色生產管理實務實習 泰國

96 輔英科技大學 新南向馬來西亞美業美學職場實習計畫 馬來西亞

97 輔英科技大學 新加坡海外護理實習與跨文化照護經驗學習 新加坡

98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2021技育達人  星光耀台 -國際餐飲專才培訓計畫 新加坡

99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牙體技術國際實習計畫 新加坡

100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多元文化的教保實習暨就業服務模式計畫 新加坡

10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澳洲教育機構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102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澳洲度假飯店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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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際健康產業服務學習 澳大利亞

104 樹德科技大學 澳洲沉浸式雙語教學幼兒園實習計畫 澳大利亞

105 樹德科技大學 實夢翱翔：馬國教保實習 馬來西亞

106 樹德科技大學 新加坡青少年社區暨外展服務計畫 新加坡

107 樹德科技大學 飛躍藍天、潛進新世界 菲律賓

108 嶺東科技大學 精進越南-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 越南

109 嶺東科技大學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新加坡

第 7 頁，共 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