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學院 

幼兒保育系 

美國 Blessed Star Montessori Christian School 

越南 胡志明市台灣學校幼兒園 

中國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之三花花姐姐親子餐廳 

三之三國際文教機構 

新加坡 
Creative O Preschoolers' Bay  

Little Village 

越南 胡志明市台灣學校幼兒園 

社會工作系 新加坡 Montfortcare 

休閒運動健康系 

馬來西亞 Club Med 地中海渡假村 

模里西斯 Club Med 地中海渡假村 

馬爾地夫 Club Med 地中海渡假村 

泰國 Club Med 

應用外語系 新加坡 

Parcsovereig hotel-babette restaurant and bar 

Vivavox café 

BINCHO SG 

學院 系所 國家 實習機構 

農學院 

森林系 

英國 斯特林大學 

日本 酪農學園大學 

印尼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印尼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農園生產系 

越南 
皇基股份有限公司 

APOLLO COMPANY.,LTD 

中國 農友種苗公司 

泰國 
農友種苗公司 

湄州大學 

印尼 農友種苗公司 

食品科學系 

泰國 

泰國農業大學 

泰南僑公司 

朱拉隆功大學 

RMUTT Department of Biology 

菲律賓 

Department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Food and 

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 菲律賓科技部食品與營養研

究所 

比利時 甘特大學暨 Vandemoortele Centre 

澳門 食品安全中心  

水產養殖系 

汶萊 汶萊 Golden 公司 

馬來西亞 沙巴大學 

越南 海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泰國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 

Division of Bi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印尼 C.V. MiNaMukur Santoso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越南 
儂根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凱勝傢具 KAISERFURNITURE 



學院 系所 國家 實習機構  

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系 

日本 

渡り溫泉別邸楓 

森之風鶯宿溫泉旅館 

暖香園溫泉旅館 

伊豆熱川海濱飯店 

海渡飯店 

泰國 

Putahracsa Resort 

Rest Details 

Evason resort 

瑞士 瑞士 HTMi 飯店管理大學-Panorama Hotel 

農企業管理系 
日本 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全國愛農會 

紐西蘭 Organics Aotearoa New Zealand 

工學院 

材料工程研究所 泰國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泰國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泰國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泰國 泰國農業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泰國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菲律賓 育宙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 育宙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帛琉 育宙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泰國 泰國農業大學 

馬來西亞 賓來國際有限公司 

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 英國 University of St.Andrews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越南 大發食品有限公司 

越南 味丹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盛香珍 New Choice Foods Co., Ltd. 

泰國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越南 中國信託銀行胡志明分行 



學院 系所 國家 實習機構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日本 

登別水族館 

一般社團法人家畜改良事業團 

北海道帶廣畜產大學 

神戶市立須磨水族園 

日本宮崎大學附屬動物病院 

宮崎大學動物醫院 

帶廣畜產大學 

澳洲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Q Veterinary Medical Centre 

美國 

Los Angeles Zoo 

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臨床獸醫學系 

美國伊利諾大學附設動物教學醫院 

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 

Zoological Pathology Progr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 Cornell Universit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Kansas City Zoo Purdue University 

1/Wildlife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Minnesota  

2/Wildlife Center Of California 

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中心 

UC Daivs 

美國賓州大學獸醫教學醫院 

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獸醫教學醫院 

泰國農業大學動物醫院 

日本 
登別水族館 

一般社團法人家畜改良事業團 

南非 EcoLife Expeditions African Conservation Experience 

辛巴威 維多利亞瀑布野生動物保育基金會 

紐西蘭 
Otago 大學鹿隻牛型結核病實驗室 

Massey 大學獸醫學系 

馬來西亞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中國 
吉林合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東綠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 
共立製藥有限公司 

泰國 
Thailand-Japan Research Collaboration Center on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ns ,RCC-E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