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同一教育階段，未曾獲得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者。
5. 他校學生須提出原就讀學校同意該生於在學期間（須保有原就讀學校
    學籍且未休學）參與本校之國外實習計畫同意書。(108年度新增規定)

4. 機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



課務組



5. 同一教育階段，未曾獲得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者。
6. 出國研修期間須保有學籍，不得休學或退學。

於申請期間繳交申請資料至教務處課務組，並將申請表電子檔寄至
承辦人信箱。

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課務組



於申請期間繳交申請資料至教務處課務組，並將申請表電子檔寄至
承辦人信箱。

2. 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補助
     證明。
3. 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4. 同一教育階段，未曾獲得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者。
5. 出國研修期間須保有學籍，不得休學或退學。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海惜珠研修申請表1份（紙本及電子檔）
2. 具結書1份
3. 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
4.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5. 中文歷年成績單1份（須含班排名）
6. 中、英文自傳各1份
7. 出國研修計畫書 (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
        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8. 有效期間之「外語能力證明影本」1份
9. 教師『推薦函』兩封（以英語為佳，中文亦可）
10. 其他有利之「具體獲獎證明』



課務組



於申請期間繳交申請資料至教務處課務組，並將申請表電子檔寄至
承辦人信箱。

1. 出國時間：上學期：7月1日至12月31目 
                           下學期：1月1日至 6月30日
2. 出國期間須為本校在校生，包含日間部、進修部、研究生、僑主及
    外籍生（不含境外碩士專班及任公職人員）
3. 從事研修交換、實習須抵免本校相關學分，企業參訪性質不屬於此
    補助範圍。
4. 學生在校期間每學年以獲得－次來回經濟艙機票補助為限，該學年
    已獲捕助者恕無法受理申請。

1. 學生赴海外研習暨獎補助申請表
2. 中文歷年成績單（需列出系排名及班排名百分比）
3.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4. 近兩年語言測驗成績證明影本
5. 研習計畫書:內含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
    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申請海外短期交換及雙聯學位需檢附)
6. 國外大學／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之接受函或同意書
7. 海外競賽簡章(*申請海外競賽需檢附)

海外研習獎補助



課務組









簡昱瑋 先生
6219



每年5月中旬(秋季)，11月中旬(春季)



LC1129





簡昱瑋 先生





簡昱瑋 先生
6219





信箱: annyu@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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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