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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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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計畫概述

飛颺

惜珠

築夢

新南向
築夢＊應有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相關補助資格。

四項計畫之研習地區皆不包含中國、香港、澳門

研修類
飛颺/惜珠

1. 以學生身份別分
為兩計畫

2. 研修之國外大專
校院應已列入教
育部提供之參考
名冊

3. 需修讀學分(修讀
之學分，須由本
校採認)

1. 以實習地區別分
為兩計畫

2. 需為國際合作計
畫，至海外企業、
機構進行職場實
習

3. 不包含大學實驗
室實習

實習類
築夢/新南向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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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1. 具中華國民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為本校在學學生，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不包含在職專班生)，
且出國期間不得休學或退學，並需於返國後回本校報到。

3. 具研修或實習相關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4. 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例: 大二參加過築夢，不得再受補助參加包含飛颺、惜珠、新
南向築夢等學海系列計畫；但可在碩班時再獲補助資格。

5. 未同時領取政府單位所提供其他之出國獎學金學生
註: 因本校為國立學校，權責單位屬教育部，故為政府單位，
除計畫規定之配合款外，不得同時請領本校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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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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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研修規定(學期交換)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赴外類別
修讀學分(學期交換含雙聯學位)

大學部：修讀3門課程及格 / 研究所：修讀1門課程及格

申請方式 學生自行向承辦提出

全國名額 四種補助類型每年預訂補助名額至少5,000名以上

赴外期程 一學期(季)或一學年

教育部
補助額度

5-30萬
由「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審查決定

教育部個案核定
(依申請學生)

補助項目(人) 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部分國外學費及生活費

其他備註

檢附1,000-1,500字研修計畫書
(中英文皆需)

研修國別、學校、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科學及工程/生醫科技)不得變更
(若有正當理由可變國別和學校，一次為限)

最後出發日 111年10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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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作業期程(飛颺/惜珠)

期程 事項 備註

109年12月1日–
110年2月１日

申請者提出資料

110年2月1日–
110年3月12日

校內審查暨面試
面試時間及地點將以Email
另行通知。

110年3月15日
通知申請者校內審查結
果

110年5月31日 教育部公告審查結果
110年6月-
111年10月31日

辦理出國手續並啟程出
國研修

僅適用於110-1、110-2或
111-1學期交換者。

選送生出國前
(2周前)

繳交國立聯合大學出國
交換及雙聯計畫學生出
國程序單及其附件 8

https://oia.nuu.edu.tw/var/file/68/1068/img/232/507073012.pdf


校內申請流程(飛颺/惜珠)

1. 心態準備
了解自己為何申請，是否有明確目標？為出國而申請？

2.開始選校
以110-1學期交換為目標，且申請姊妹校較有優惠

常見FAQ可參考國際組網站：
https://oia.nuu.edu.tw/p/412-1068-1249.php?Lang=zh-tw

線上交換校列表及對應科系資訊(持續更新中)
交換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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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申請流程(飛颺/惜珠)

3.準備校內申請資料 2月1日前送至研發處承辦
1. 基本資料表及其附件
(附件：學生證、身分證、帳戶影本)

V

2.歷年成績單(含系排/班排)
V

(中英文皆須)

3.自傳
V

(中英文皆須)

4.家長同意書 V

5.計畫書
V

(中英文皆須)

6.語言能力證明(需含聽說讀寫)
V

(至少B1等級)
7.教師推薦函 V

8.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V =必交文件 △ =視申請人情況檢視是否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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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出國動機及目的
個人特色之經驗和背景

現在主修與未來學
習科系之關係
簡述預計學習內容

對未來的生涯規劃
需有架構並實際可行註：勿重覆提到同樣的內容

以電子檔撰寫自傳以便適時檢查文法&拼字

研修計劃書/自傳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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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等級對照表

下載表格↓

12



校內申請流程(飛颺/惜珠)

4. 校內審核
等待通知是否推薦予姊妹校
若非為姊妹校則毋需校內審核，學生自行申請即可。

5. 向姊妹校提名
通過校內審核後，由承辦人向姊妹校提名
等候姊妹校錄取通知

※ 通過校內審核不代表一定可以通過姊妹校審核。
姊妹校為最終審核關卡，直到收到姊妹校的入學許可，才算是
正式獲得交換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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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申請流程(飛颺/惜珠)
6. 確定錄取後相關準備

若未獲海外學校錄取，
學校可另提名一所學校(僅一次機會)

類別 事項

住宿 學生宿舍、校外租屋

交通 簽證、該地區以及學校周遭交通

學習
(申請前即需大致了解)

該學校學制、如何選課

文化 認識了解該國文化、禮儀

衣物 適當的衣物準備

緊急連絡 臺灣校和海外校的聯絡人

回報 每月定時回報近況及研修心得 14



經費核撥

補助款分兩次核撥：
出國前約領全額64%、返國後得領餘下全額

1.出國前：需至少於出國前兩週繳交行政契約書並上網登入
資料，承辦才能協助預借。
2.返國後：依據校內核銷及計畫結案需求，填報或提交相關
文件才能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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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 注意事項

• 選送生可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
點」加貸就學貸款海外研修費

• 核定補助後，如需變更國別/學校/期程，將依變更之
國別/學校/時程增減獎學金補助

16



03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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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國家？

新南向國家共18國

指印尼、越南、寮國、汶
萊、泰國、緬甸、菲律賓、
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
亞、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尼泊爾、不丹、斯
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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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規定(實習)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赴外類別 實習

申請方式
由計畫主持人提出計畫

(學生未達3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機票及生活費)

全國名額 四種補助類型每年預訂補助名額至少5,000名以上

赴外期程
30天 /*印尼25天(不包括交通)
(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

教育部
補助額度

全案核定補助款後
由本校分配經費

教育部個案核定
(依實習計畫案)

補助項目(人)
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部分生活費

*計畫主持人生活費最高14日

其他備註

*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
*可包含他校學生，但本校不予提供配合款
*若包含他校學生，需出具他校學生原就讀學校之同意書
*需出具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書以保障學生實習權益
*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以一次為限(列入次年行政績效評核)
*不得委託仲介公司辦理
*需達核定之最低選送人數，未達需繳回未執行部份，且校配款由20%提至30%

最後出發日 111年10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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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作業期程(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期程 事項 備註

109年12月1日–
110年2月１日

請計畫主持人於110年2月１日前將計畫書（點擊即可下載）電子
檔Email至承辦人信箱(shaotong@nuu.edu.tw)，以利校內審查。

計畫書將於2月至3月初由國
際學術交流委員會之委員審
查。

110年2月１日–
110年3月2日

請計畫主持人至學海計畫網站，線上填寫計畫書並送出。

補 助 要 點 網 址 ：
https://www.studyabroad.
moe.gov.tw/new/index/n
ews.detail/sn/48

110年3月12日–
110年3月22日

個別通知審查結果。計畫主持人可於此區間來信承辦要求線上退
回案件，繼續補強計畫內容。

110年3月23日 全案送主計室、校長室核章後，送件學海計畫辦公室。
不再開放計畫主持人編修計
畫

110年5月31日 教育部公布審查結果
學海築夢：經國際學術交流
委員會分配各子計畫經費

選送生出國前
(一個月前)

1. 簽訂行政契約書：由薦送學校與選送生簽訂。選送生於赴國
外大專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所修讀學分由
校方審核是否符合所訂國外研修學分相關規定。

2. 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繳交經費分配表、調查子計畫內經費
分配以預支學生出國經費、至計畫網站維護選送生資料。

• 教育部將於7月底來函告知是否開放第二次申請 20

https://oia.nuu.edu.tw/var/file/68/1068/img/656/837349501.odt
mailto:shaotong@nuu.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planmanager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index/news.detail/sn/48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申請應檢附資料
計畫主持人 實習學生

1. 基本資料表及其附件 X V

2.歷年成績單(含系排/班排) X V

3.自傳 X V

4.家長同意書 X V

5.計畫書 V X

6.語言能力證明(需含聽說讀寫) X △

7.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

8.與海外機構簽定之契約書 V X

V =必交文件 △ =視提案人情況檢視是否提交 X =毋需繳交

110年2月1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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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校內申請
計畫書內容 內容

提案期程 共兩次，為二月初及九月初 (第二次申請將視教育部來函公告)

提案人 需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提出

實習領域
計畫主持人可自行規劃，惟重點學門領域之選擇，應以台灣長期發展優勢為核心考量，以充實實習
課程並擴展國際視野。

提案規範
得經由法人機構、學會、國際雙向實習組織協助，將校內專業課程與海外專業實習加以結合；但不
得透過仲介辦理。

實習內容規劃

1.摘要字數：每一申請案需附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教育部
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生人數)

2.計畫內容：含建立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學校與國外實
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未來發展性、提供待遇、系所學分採計方式等。

注意事項

1.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應協助選送生(含校內學生及他校學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
醫療及意外保險，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
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2.遴選他校學生參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必備文件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補助經費 毋論計畫主持人或學生，皆僅能補助機票費來回一張和生活費兩項補助類別 22



本校實習機會
電資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社學院 客家學院

印尼印昌國際公司 △
V

(機械系)
△

新加坡CBM公司 △
V

(機械系)
△

AECOM公司大中華區 △ △ △

泰國Delta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泰國BDI Group (Mold and Design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泰國Betagro Group(Food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日本高專機構
V

(華文系)

日本VAN COLLAR 一般社團法人 △ △ △
V

(建築系)
V

(語傳系)
△

法國、越南、印尼、韓國、泰國姊妹校
V

(資管系)
V

(華文系)

菲律賓東南亞基督教學院
V

(華文系)
馬來西亞金寶近打錫礦（沙泵）博物館、日本台灣
長宿休閒發展協會

V
(文觀系)

*目前本校實習機會多由校內單位自主接洽，尤以華文系歷年海外華語文實習教學機會開發為多。
*學生可與系上老師討論，透過教師與原有或新開發之海外單位合作，創造海外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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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會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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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會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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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資訊平台及
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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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海外留遊學資訊入口網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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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研發處國際組
https://oia.nu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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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研發處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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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研發處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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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研發處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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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研發處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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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

• 主要聯繫方式為EMAIL，請留下常用的信箱帳號並常常收信
• 請注意各項資料申請期限及簽證辦理的注意事項。
• 返國後兩周內務必上傳心得報告，並於一個月內完成經費核
銷作業。

33



校內承辦人

行政助理員：鐘少彤
公務電話：(037)381408
公務信箱：shaotong@nuu.edu.tw

辦公室：八甲校區圖書館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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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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