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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1. 本計畫主持人於101年與麥德凱生物科技公司產學合作

以番薯釀製燒酒，執行一年後對於釀酒已有一定心得。

2. 日本以番薯等雜糧製造燒酒的產業相當發達，且麴已
是日本國內之國菌，相關產品以及研究亦相當有規模。
如欲知其生產技術與產業結構，則有必要與日本進行
交流並建立合作關係。

3. 經由西九州大學柳田晃良教授的介紹，本計畫主持人
林錫斌老師與本系梁弘人老師亦於102年1月至源麴研
究所訪問，共同討論製酒與製麴技術，公司並答應接
受本校實習生至該研究所實習，雙方已建立多年的產
學交流的基礎。



2013

•經柳田老師介紹,1月赴鹿兒島與酒廠洽談實習事宜

•5月第一度獲得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4

•1月第一次三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5月第二度獲得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5

•1月第二次三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5月第三度獲得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6

•1月第三次四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5月第四度獲得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7

•1月第四次三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5月第五度獲得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8

•1月第五次四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第六次申請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2019

•1月第六次四位學生赴酒廠實習六週

•第七次申請學海築夢計畫經費



目標

1. 開拓國際產學交流，了解日本地區
產業發展情形，以做為台灣地區產
學發展之參考。

2. 增加學生製麴與釀酒之技術與能力，
增加就業機會。

3. 擴展學生之國際觀以及工作態度以及
了解語言能力之重要性， 提升學生
競爭力。



公司介紹

http://praha-gen.com/


1. 源麴研究所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縣，設立於2003年7月，資
金為1億2千5百萬日圓,從業人員約120人。

2. 公司是利用日本燒酒之父河內源一郎發現之河內菌(麴菌的
一種)加上天然發酵技術製造品質優良燒酎以及麴相關健康食品
之公司。

3.目前該公司致力於生產燒酎、窖藏啤酒、食品殘渣與燒酎廢
液的飼料化研究、飼料製品與健康食品的製造販賣、養豬技術
等研究開發事業。

4.公司生產燒酎的種類有米燒酎、麥燒酎、番薯燒酎等5種產品。

5公司之燒酎產品(薩摩自顯流)曾在倫敦舉行之世界酒類比賽
(IWSC)獲得銀牌賞。

公司介紹



源麴研究所

霧島高原啤酒

錦灘酒造

河內源一郎
商店

http://praha-gen.com/
http://praha.lolipop.jp/wordpress_gen/?page_id=65


1. 本系設有學生實習辦法，依此法進行公告以及實施。
2. 公告全系學生週知，接受報名，並舉辦實習回國之學生經驗

分享說明會。
3. 學生遴選標準如下:

(1)以本系3,4年級(出國時之年級)學生為原則進行遴選。
(2)學生須學業成績須達全系排名50%以內，操行成績80分以上
，出國前必須有英語或日語檢定初級以上通過者。
(3)參加教師之製酒專題研究計畫者。
(4)二位系專任教師之推薦函。
(5)家長同意書。
4. 依學生之學習成績與態度，由計畫主持人評量決定。
在計畫主持人的指導下進行將近一年的製麴與製酒相關專題
計畫，經一年觀察與評定，認為學習態度與製酒技術沒問題
後才選派出國。

遴選基準及作業方式:



1.實習同意書協助實習簽證申請及安排接送機事宜。
2.提供寄宿地點。
3.協助生活(如飲食、交通等)相關時宜。
4.安排公司社員擔任輔導員，隨時給予實習生進行生活以及實習
相關之輔導。
5.安排參訪鄰近相關產業。
6.安排假日休閒活動。
7.隨時觀察實習生之狀況並報告計畫主持人其生活及實習情況。
8.安排專人協助意外狀況發生時之處理。

提供實習協助及相關輔導措施



配套措施

與公司聯絡實習人數及學生資料

申請學海築夢計畫通過後

日方協助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辦理護照

辦理簽證

參加製麴釀酒研究計畫

主持人部分 學生部分

購買機票

辦理保險
出發



與公司簽訂契約書 學生實習簽證 學生海外平安保險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1

1.實習時間：週一~週六AM 8:00 - PM 5:00
2.實習地點：バレル．バレー PRAHA ＆GEN

(鹿児島県霧島市溝辺町麓876-15)。
3.實習負責人：山元 正博 取締役会長。

4.實習內容：
(1)了解實習機構之性質、組織狀況及其製麴與製酒內容等。
(2)了解日本食品製酒生產加工與品質管制內容與週邊產品之

利用。
(3) 安排參觀鹿兒島地區相關產業之發展。
(4) 了解日本製酒公司之營運與發展。



5.相關教學活動與討論：
(1) 參加實習單位所安排之相關實習課程(包含專業製麴和釀

酒製程與品質管理)。
(2) 參訪鄰近之公司或工廠。
(3) 與計畫主持人及實習單位負責人每週討論其實習目標。
(5) 討論實習相關需求與協助、輔導實習壓力與時間管理。
(6) 每日在臉書報告當日工作日誌。

6.實習督導
(1)3-4次在學校(實習前)，包含此計畫說明會、出國實習前

說明會、實習後成果發表會，每次時間一小時。實習期間
每週一次團體討論會。

(2)依學生需要不定期個別督導。
(3)實習前學生自修英文會話課程每週4小時以上，由計畫主

持人督導進度。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2



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3

7.實習要求暨評量
(1)實習作業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繳交下列作業：
(a)實習計劃：至實習機構前一週內繳交。
(b)實習週誌（或日誌）：包括實習項目、實習過程與內容

、實習心得與感想等、每週需按時繳交計畫主持人。
(c)實習總報告：回國後二週內繳交。
(d)實習成果發表會：實習結束後，返校發表海外實習收穫

與心得與成果發表會。



項 目 內 容 所佔比例

專業成長 理論與實務的配合、活動方案的研擬
設計、專案計騰的增進等。

20%

學習態度 虛心求教、努力學習、自動自發、誠
懇負責等。

20%

出席狀況 是否遲到、早退、缺席或未請假而自
行調動實習時間等。

20%

實習報告 是否對公司指導老師報告，並詳盡、
正確、按時繳交工作內容。

20%

團隊精神 是否能互助合作，遵守團隊工作內容 20%

評量項目與內容：由計畫主持人參酌機構評量成績
，作成學生實習總成績。



自動製麴機,用於洗米、
蒸米、培養米麴 灑種麴 在控制的溫度下培養三天

每天攪拌 記錄溫度變化

製麴過程

酒母



將酒母室的酒母
抽到酒甕

再加入新的米 每天觀察發酵狀況,溫度並
且攪拌

再來蒸餾,調配,存放1年 裝瓶,包裝起來

釀酒過程



清洗發酵槽
品評

製成之米麴 每日按表操課



進行飼料實驗



受到山元會長及熱烈招待與公司人員接相處融洽

每日認真工作情況



公司周圍風景

公司每天提供數種精美餐點



假日至市區觀光體驗異國文化



假日至市區觀光體驗異國文化



實習要求暨評量

•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繳交下列作業：
• (a)實習計劃：至實習機構前一週內繳交。
• (b)實習週誌（或日誌）：包括實習項目、實
習過程與內容、實習心得與感想等、每週需按
時繳交計畫主持人。

• (c)實習總報告：至實習機構實習最後一週內
繳交(個案讀書報告)。

• (d)實習成果發表會：實習結束後，返校發表
個案讀書報告、海外實習收穫與心得與成果發
表會。



學生認真實習表現獲得高評價



林先生

ご丁寧に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す。
評価表の件、了解致しました。
私は現在アイルランドにおり明日帰国の予定
です。
今回もとてもいい学生さん達です。
従業員達とも和やかにそして積極的に勉強し
ています。
弊社も台湾からのお客様が増えています。
唯一の日本の友好国である台湾とこれからも
仲良くしていきたいので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源麹研究所
山元 拝

林先生
ご丁寧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回の学生さんは非常に真面目でこれまでで最高
の生徒さんたちだったというのが従業員たちの評
判でした。
有難うございます。
今後とも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源麹研究所
山元 拝

來自山元會長的讚賞



1.網路搜尋結果將近有三十多則相關報導。
藉此可提升本校知名度，並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2.已經與本校建立長期合作模式。
3.將公司優良產品介紹給台灣相關企業，促進雙方經濟交流。

產生之效益



具體成果

• (1) 藉由本計畫之推行，學生將有機會跨國與不同
國籍人士互動。除此之外，亦能刺激學生之語文(
英語或日語)學習動機。

• (2) 使本校學生不僅有機會觸及國外企業，擴展國
際視野，且可瞭解目前日本經濟環境的轉變及國內
產業發展的因應之道，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 (3) 除了學習製酒技術外，更學習國外企業工作態
度與管理方法，培養學生工作之精神與態度。

• (4) 藉由與日本企業的互動，鼓勵學生將來積極參
加國際展以及與國際交流，提升國際觀，為國內企
業或研究機構培育人才。



謝謝 您的觀賞 敬請指教

歡迎拜訪熱情的鹿兒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