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日  期：110 年 3 月 23 日 

                                                   聯絡人：黃齡儀專案組員 

                                                 電  話：2717181 

 

主旨：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配合「大專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專業校外實

習申請自即日起至 110 年 5 月 7 日止，敬請轉知所屬師生踴躍參與。 

說明： 

一、 為擴大培育我國參與國際事務人才、瞭解國際合作發展及我國對外技術

援助合作現況，外交部特委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

國合會）規劃籌辦「大專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以結合各大專

校院開設實習課程方式，提供國內大學高年級及研究所在學青年，前往

海外邦交國參與技術協助服務並推動產學合作與交流事宜。本案依據

「國立嘉義大學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開課要點」（如附件一）、「大專

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管理要點」（如附件二）相關規定辦理。 

二、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國合會總計提供 15 位學生員額（農園藝、畜牧類及

水產養殖），供合作學校申請，實習區域、國家、計畫名稱、主題及分

配員額請詳附表一，各計畫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請詳附件三。 

三、 本中心訂於 4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20 辦理說明會，地點另行公告，

歡迎大四以上（含碩士班）同學踴躍參加。 

四、 申請此計畫實習應於 110 年 5 月 7 日（星期五）前繳交申請資料至蘭潭

校區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相關表單及文件如下： 

（一）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申請暨履歷表（附件四） 

（二） 在校歷年成績單正本 

（三） 指導教授推薦函 

（四） 健康告知聲明書（附件五） 

（五） 實習切結書（附件六） 

五、 本中心進行資格審查後，再提供國合會依海外技術團專業需求進行審查

作業，預計於 5 月底公告資格審查合格名單，再分發至駐外技術團進行

海外實習。惟因新冠肺炎疫情緣故，國合會將於 8 月向外交部確認，視

國際疫情狀況公布是否同意派遣。 

六、 通過資格審查且確定派遣者，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需修習「專業校外實



習」課程（9 學分），此課程由本校專任教師開課，相關開課申請表單將

另行通知填報時程。 

七、 前述相關表件(附件四~附件六)亦可至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網頁/校訂選

修專業校外實習專區 /國合會「大專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專區

下載(網址

http://www.ncyu.edu.tw/gec/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63908)。 

 

此致  

農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各學系 

 

                 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 敬啟 



附表一 

類別 區域 國家 駐團 計畫名稱 
分配

員額
主題 

農園藝 中南美洲 宏都拉斯 
宏都拉斯技

術團 
酪梨種苗產能

擴充計畫 
1 

1.酪梨種苗標準生產流程 
2.智慧農業資訊化建立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加勒比海

地區 

聖露西亞 
聖露西亞技

術團 

蔬果產銷供應

鏈效能提升計

畫 
1 

1.農情資訊分析 
2.輔導農民全年穩定供貨之能力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聖文森 
聖文森技術

團 
香蕉復育計畫 2 

1.田間作物綜合管理 
2.香蕉栽培管理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非洲地區 史瓦帝尼 

駐史瓦帝尼

王國技術團
果樹產銷計畫 1 

1.駐外生活及工作環境指導 
2.田間作業與管理操作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4.實習計畫總檢討 

畜牧 
駐史瓦帝尼

王國技術團

養猪產業提升

計畫 
1 

1.熟習猪場生產管理 
2.了解史國國家種猪場種猪檢定

技術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亞太地區 

帛琉 

駐帛琉技術

團 
帛琉園藝推廣

計畫 
1 

1.熟習示範農場生產管理 
2.協助園藝訓練及推廣工作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畜牧 
駐帛琉技術

團 
禽畜計畫  1 

1.猪隻飼養及繁殖 
2.雞隻飼養及繁殖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水產養

殖 
駐帛琉技術

團 
帛琉水產計畫 1 

1.增加魚苗生產 
2.培育虱目魚種魚 
3.提升合作單位帛琉海洋資源局

水產中心機構功能 
4.養殖推廣  

農園藝 

斐濟 

駐斐濟技術

團 

番石榴與火龍

果產銷輔導計

畫 
1 

1.果樹與蔬菜種苗生產管理 
2.番石榴與火龍果栽培管理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水產養

殖 
駐斐濟技術

團 
斐濟水產養殖

計畫 
1 

1.訓練培訓該中心 4 位技術人員

2.改善該中心繁養殖軟硬體設施

3.生產 300 萬尾南美白蝦苗 
4.協助培育未來發展鮪釣用餌種

魚 

農園藝 吐瓦魯 
駐吐瓦魯技

術團 
蔬果增產暨營

養提升計畫 
1 

1.農場管理 
2.蔬菜引種試驗與火龍果栽培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馬紹爾 
駐馬紹爾技

術團 

運用農業生產

促進營養均衡

計畫 
1 

1. 農場蔬果作物生產 
2. 水耕蔬菜生產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畜牧 

諾魯 

駐諾魯技術

團 
諾魯膳食多元

化推廣計畫 
1 

1.畜牧場管理 
2.雞隻飼養及繁殖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農園藝 
駐諾魯技術

團 
諾魯膳食多元

化推廣計畫 
1 

1.管理 Aanbar 食農教育中心及

Bauda 農場 
2.家庭及校園菜圃蔬果種植推廣

3.計畫行政與計畫管理 

 



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開課要點 

 

102 年 10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 年 10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4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20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5 月 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縮短學用落差，加強學校教學成效與產業人才需求之

接軌，提早啟動產學連結，提供專業校外實習之實務經驗，以期協助學生適應職場環境，

提高畢業生之就業發展，依照「國立嘉義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

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開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課程列入外系選修學分計算，開課對象為日間學制學士班大二至大四之學生，每系每

班以不超過 10 人為原則。 

三、本課程得由本校專任教師開課，開課教師應至少安排一位學生至業界實習，且應於學生

實習期間至少訪視兩次及聽取學生口頭報告，並做成訪視記錄。訪視之差旅費得由本校

相關經費支應。開課教師授課鐘點數計算方式，每指導一位學生 0.2 個鐘點，至多 2 個鐘

點。 

四、本課程每學期學分數依每週實習時數區分如下： 

（一）5 學分：每週實習時數 16 時，全學期共 288 小時。 

（二）7 學分：每週實習時數 24 時，全學期共 432 小時。 

（三）9 學分：每週實習時數 32 時(含)以上，全學期共 576 小時(含)以上。 

五、修課學生由開課教師代為安排實習場所，並依個人情況選擇全學期每週至實習機構實習

16 時以上，且實習期間需進行兩次口頭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實習報告。學

生修課通過與否由開課教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評定，修課所得之學分併入該生畢業學分計

算。 

六、學生於實習期間得支領實習機構薪資，實習期間保險費得由修課學生所屬學系相關經費

支應。 

七、本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學生實習契約書另行議定之。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管理要點 

 

一、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會或國合會)為鼓勵國

內大專院校學生瞭解國際合作發展及我國對外技術援助合作現況，

與大專院校合作提供學生赴國合會駐外技術團（以下簡稱駐團）

海外實習之機會，以培育國際合作發展之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實習生，指參與本基金會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

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學生。 

三、 本基金會依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之規定與各合作學校簽訂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及實習生實習計畫辦理學生校外實習，並由本

基金會技術合作處負責統籌本計畫之研擬、訓練、管理及監督等

事項。 

四、 實習計畫期程以一學期(六個月)為原則，本基金會得視評量結果

及實習生意願延長實習期間，但得視駐團之需求，與學校簽訂期

限較長之實習生實習計畫。 

五、 本基金會得規劃實施實習生儲備制度，招募本計畫合作學校在學

學生參與本基金會規劃之實習生儲備訓練課程，完成儲備訓練課

程且通過考核者，本基金會得依其專長，就計畫需求派赴海外執

行相關國際合作發展計畫。 

六、 實習生派赴海外進行實習之基本資格如下，本基金會得視計畫需

要另訂專業資格，並於招募實習生時公告之： 

(一) 國籍：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年齡：年滿二十歲。 

(三) 語文：諳英文或其他執行計畫所需外語(如西班牙語、法語等)。 

(四) 身心健康狀況、體力及人格特質均足以獨立適應海外生活。 

七、 本基金會得由內部人員、外部專家及本計畫之合作學校共同辦理

實習生甄選，並得錄取若干備取人員，必要時得於備取人員中擇

優遞補。 

八、 本基金會得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儲備訓練課程，課程設計以

使實習生明瞭我國援外政策、本基金會理念及核心策略、強化計



畫執行能力、提升危機處理能力與協助實習生減少及適應文化衝

擊為目的，並得依本計畫當年度之需要分階段實施。 

九、 本基金會辦理實習生訓練之評量項目應包括出席情形、受訓成績、

團隊精神等，受訓實習生如未達標準將不予派任，受訓期間內實

習生如有不良或違法行為，本基金會得隨時予以退訓。 

十、 實習生訓練課程相關費用由本基金會負擔。倘實習生因故意或其

他可歸責於實習生之行為致未能通過評量或雖通過評量但拒絕接

受派遣者，應自行負擔訓練期間之學費、住宿費等相關費用。 

十一、 本基金會派遣實習生前，應使實習生瞭解及同意遵守本基金會

與學校簽署之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及實習生實習計畫，並與實習生

簽訂切結書，以確認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十二、 本基金會在派有駐團之國家，得指定駐團為實習處所，負責實

習生抵任教育、實習指導、生活管理及實習考核，並就近給予實

習生必要之協助；有關實習生安全福利相關事宜，得請我國駐外

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機構)協助處理。 

十三、 實習生於合作國家實習期間如對本計畫有疑問時，請以電子郵

件向本基金會郵件信箱提出詢問；有關本計畫各項疑義之解釋，

應以本基金會正式公函或郵件信箱回覆之解釋為準。 

十四、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本基金會海外實習安全注意事項，

安全注意事項另訂，經秘書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十五、 實習生應本於專業完成海外實習，並依本基金會規定按時提交

實習報告。  

十六、 本基金會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實習生業務之督導評量： 

（一）不定期派員實地辦理督導評量。 

（二）審閱實習生所提交之實習報告，或以書面、電子郵件或電

話方式訪談實習單位瞭解實習生實習情形。 

十七、 本基金會實施評量評定實習生顯不適任時，得提前終止實習計

畫。 

十八、 實習生住宿由實習處所安排，倘實習處所無法安排而需另外租

屋住宿者，應代租賃適當住屋（同團員級）並函報本基金會核定。

房屋租金以每人每月350美元為上限（包含水、電、瓦斯費），



倘有特殊情形，得述明理由，專案核增水電費補助限額；實習生

租屋外宿地點附近宜有實習處所人員居住，以利就近照應。 

十九、 本基金會得編列每人每月業務費150美元供支付包含語言學習、

有線電視、網路、交通等費用。 

二十、 實習生於派遣實習期間之津貼、補助及其他福利如下： 

(一) 生活津貼： 

1. 本基金會派遣之實習生於海外實習期間依本基金會所定

額度發給生活津貼，以協助實習生支應當地伙食、日用

品、手機通訊、育樂交際費及其他個人生活所需費用。 

2. 本基金會自實習生啟程赴任離開我國國境日起至實習期

滿或提前終止之日止，按月支付生活津貼；未滿一個月

部分，按日數比例支付之。 

3. 生活津貼採匯款至實習生個人帳戶方式辦理，由臺灣匯

出之手續費由本基金會負擔，倘因其他中轉等原因之匯

款衍生之手續費須由實習生自行負擔。 

4. 實習生於實習計畫提前終止時，應即繳回所溢領之生活

津貼，或由本基金會自其他應發而尚未發放之款項中扣

抵。 

(二) 機票： 

1. 實習生於赴任及任滿返國時，本基金會各提供臺灣與合

作國家間含託運行李乙件額度之最直接航空路線經濟艙

機票單程機票乙張（得於實習生赴任時以提供經濟艙來

回機票乙張方式辦理）。 

2. 喪假及探病假機票。實習生申請喪假及探病假獲准後，

本基金會提供實習生自合作國家至臺灣最直接航空路線

之經濟艙來回返國機票乙張。本機票不得繞道亦不得轉

為其他用途使用。 

3. 實習生行程經本基金會評估基於安全因素須繞道者， 實

習生應依本基金會核定之路線往返。 

4. 遇特殊原因，實習生赴任或返國須搭乘或改乘飛機以外

之交通工具者，本基金會得安排其他種類交通工具，惟



以經濟艙等級為限。 

5. 本基金會所核發之機票或交通工具票券，實習生不得自

行辦理退票或變更航程，並應於抵達目的地後按本基金

會規定之方式將電子機票（或機票票根）、登機證及購

票證明送繳本基金會辦理核銷（得請實習處所函轉）；

凡未經本基金會同意自行辦理退票、變更航程或未依規

定繳回電子機票（或機票票根）、登機證或購票證明者，

本基金會不予核銷， 實習生應自付機票或交通工具票券

費用；如該等費用已先由本基金會墊付，實習生應全數

返還本基金會。 

6. 實習生因疾病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實習生之事故致未能於

期限內起程而須變更行程者，應即報請本基金會備查；

變更行程之期限屆滿仍無法起程者，除經本基金會核准

再予變更行程者外，應由實習生自行負擔該行程之所有

費用（含機票、雜費及其他必要手續費等）。 

(三) 實習生赴任及返國之簽證、機場服務稅及因派駐地點所需之

預防接種費用，核實補助。預防接種之項目以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官方網站所列屬於建議施打以及高風險地區為準外，

亦得配合駐在國要求施打。 

1. 簽證費僅補助赴任及返國各一次（含最直航線之所需過

境簽證），其餘之繞道或於轉機中滯留他國（非赴離任

之所必須）等簽證及衍生相關費用由實習生自行負擔。 

2. 實習生之赴任及離任返國機場稅補助為各一次，含最直

航線之所需之機場費用，其餘因繞道或於轉機中停留他

國等衍生相關機場稅及費用則不補助。 

(四) 旅途雜費： 

1. 實習生赴任及離任，本基金會依赴任機票費用之百分之

二十各提供一次旅途雜費，以補助實習生於旅途往返中

所支出之轉機住宿費、一般交通費(含赴離任往返機場之

交通費)及其他雜費等。 

2. 本基金會於實習生提供切結書後或離任完成核銷程序後，



提供旅途雜費予實習生。 

(五) 川雜費：本基金會於實習生外派前，一次發給500美元之川雜

費，以供購買、寄運及後續維修派赴合作國家因實習所需自

行準備之相關用品、個人用品、行李超重及寄運費等其他雜

項支出。 

(六) 例假：實習生得依合作國家政府週休及公告之國定假日規定

實施放假。 

(七) 傷病假： 

1. 實習生於海外實習期間因傷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向

實習處所請傷病假，並向駐外機構報備。傷病假連續達

三天以上者，須提出醫師診斷證明為證。 

2. 實習生因傷病確有必要返國治療者，應先報請實習處所

函報本基金會核定，於返國前先向本基金會繳交相關證

明文件。實習生因公傷害殘廢暨死亡處理要點另訂，經

秘書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八) 喪假及探病假： 

1. 本人之直系血(姻)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繼父母或配

偶死亡者，得請喪假十四個工作日(不含程期)。 

2. 本人之直系血(姻)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繼父母病危，

配偶生產或病危者，得請探病假十個工作日(需附醫院病

危通知)。 

3. 實習生於海外實習期間須請喪假或探病假者，應先報請

實習處所函報本基金會核定，由基金會負擔直接來回機

票乙張；實習生於返回合作國家之前，無法親自辦理報

到手續者，得以通訊方式向本基金會辦理報到手續，並

郵寄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九) 本基金會負擔實習生下列保險所需之費用：  

1. 意外及死亡保險： 

保險期間自實習生啟程赴任之日起，至實習計畫屆滿或

提前終止後一個月止。 

2. 實習生在海外實習期間比照國合會駐外技術團員參加外



交部辦理之駐外醫療保險，必要時得加保兵災險及意外

險。保險期間自啟程赴任之日起，至實習計畫屆滿或提

前終止後一個月止。 

二十一、 實習生應遵守本基金會「實習生實習守則」如下，如有違規

者， 本基金會得終止實習計畫： 

(一) 實習生應秉持奉獻精神，恪遵紀律，維護團體榮譽之態度與

價值，親自執行實習任務，並不得對於本基金會、實習處所、

駐外機構或其他第三人之權益造成侵害。 

(二) 實習生應遵守我國及所派駐之合作國家法令，不得為不法或

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並應尊重當地社會倫理與風俗習慣，

嚴禁發表歧視當地人民或文化之言論（含口頭、書面及網路

文字等）。 

(三) 實習生嚴禁經營、兼營商業或任何其他營利事業與活動。 

(四)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內，不得另行應聘或藉故滯留國外。 

(五) 實習生未經本基金會核准，嚴禁離開合作國家。 

(六) 實習生應遵守本基金會訂定之實習相關要點、須知及相關作

業程序，並須接受本基金會、實習處所之指導、監督及評量。 

(七) 實習生之實習時間與實習處所上班時間相同為原則，實習處

所因業務需要，得調整實習生每週實習日程，以十四日休四

日為原則，每日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 

(八) 實習生倘於例假日外出，應先報請實習處所主管核准；倘需

外宿則請先報經駐外機構核准。  

(九) 實習生於國外實習時，應隨身攜帶駐地工作或居留證件，或

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實習處所得視需要控管實習生護照。 

(十)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屆滿前，應依本基金會規定切實辦理業務

交接，並於完成業務交接後返國，不得拖延。 

(十一) 實習生因業務所知悉之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結束

後，均應負保密義務。 

(十二)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涉不法或有不當行為致本基金會或第

三人遭受損害者，應依法負賠償責任。 

二十二、 實習計畫提前終止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實習計畫之提前終止，係因不可抗力、情事變更或其他非

可歸責於實習生事由所致者，本基金會仍負擔實習生往返

旅費，並依本要點規定核發生活津貼及補助。 

（二）實習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基金會得以書面主動縮短實習

生實習期間，並準用前款規定提前終止實習計畫： 

1. 基於維護實習生健康考量。 

2.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懷孕，因派駐國醫療資源、實習

操作性質或其他原因，有影響實習生或胎兒健康、

安全之虞。 

3. 經本基金會評估實習生無法適應實習環境及生活，

致身心狀況已不適合繼續接受實習訓練。 

（三）實習計畫之提前終止，係因實習生個人因素或其他可歸責

於實習生事由所致者： 

1. 實習生違反實習計畫（或實習守則）情節重大，致

本基金會、實習處所、駐外機構或其他第三人遭受

損害，經本基金會提前終止實習者，除應自行負擔

返國機票及其他相關稅金、手續費外，尚須全額賠

償赴任機票費、旅途雜費、川雜費。 

2. 實習生自向實習處所報到之日起，實習未滿六個月， 

即因個人因素申請提前終止實習計畫或因可歸責於

實習生事由致經本基金會終止實習計畫者，實習生

除應自行負擔返國機票及其他相關稅金、手續費外，

尚須全額賠償赴任機票費、旅途雜費、川雜費。 

二十三、 實習生實習計畫期滿或提前終止應即返國辦理實習屆滿相關

事宜；不得藉故逗留國外、繞道或自費前往第三國再行返國。 

二十四、 實習生因所派駐之合作國家政治情勢、治安嚴重惡化或遭受

洪水、地震、戰亂、恐怖攻擊等因素，致實習生無法繼續接受實

習訓練或人身安全遭受威脅時，本基金會得依實習處所之評估及

建議暫停實習計畫之執行；實習生應依指示返國或於合作國家適

當之地點待命，本基金會負擔其返國待命之機票及旅費，待命期

間本基金會仍繼續支付實習生生活津貼，  



二十五、 依前點規定待命之實習生是否繼續實習、改派或終止實習計

畫，本基金會得視實習生意願、事件發生原因及實習生剩餘任期

作適當之決定。 

二十六、 為表揚及鼓勵優秀實習生，本基金會得每學期視需要辦理優

良實習生甄選，其標準如下： 

（一）才能卓越，對實習處所業務推展有具體特殊貢獻者。 

（二）在艱難環境下達成重大工作目標足資模範者。 

（三）處特殊情況冒險犯難者有功蹟者。 

（四）具有其他重大優良事蹟者。 

二十七、 本基金會依下列程序辦理優良實習生遴選作業： 

（一）本基金會得主動發掘或由實習處所推薦適當人選，並由本

基金會審查受推薦實習生具體事蹟後，遴選優良實習生一

至三名，送請秘書長核定。 

（二）經本基金會遴選核定之優良實習生，得於適當之公開場合

頒發獎狀以資表揚。 

二十八、 本管理要點經秘書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史瓦帝尼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18 日 
計畫名稱 果樹產銷計畫(第二期) 

計畫簡介 

駐史瓦帝尼王國技術團(下稱駐團)於 105 年至 108 年於非

洲友邦史瓦帝尼王國配合其農業部之發展政策共同推動 「果

樹產銷計畫」(以下稱果樹一期計畫)，該計畫首次帶入「產業

鏈發展」概念，透過計畫工作的執行達成「計畫輔導的農民組

織每公頃土地產出收益增加 40%(相較於甘蔗栽培)」目標。上

項計畫著重於培植農民公司轉作果樹之能力與信心，爰採取先

自周邊國家進口大量香蕉苗替代自行繁殖香蕉健康種苗之策

略，執行計畫間了解史國除馬鈴薯種薯外，該國不具繁殖其他

經濟作物之健康種苗之能力。  

此外，產業鏈下游的運銷工作亦待進一步的提升，以建立

更好的採後作業系統與銷售管道。故本計畫目標設定為強化史

國高價值及具出口潛力的果品類產業鏈上游種苗生產及下游

銷售，以確保果樹一期計畫已建立完善的栽培技術體系和運銷

雛型能藉由本計畫的實施完整地串聯起來，達成整體產業鏈提

升以創造史國農業發展新模式。 

本計畫主要內容包括：1.於 Malkerns 國家農業試驗農場建立

史國香蕉及其他史國具發展潛力之高經濟作物健康種苗生

產體系，達成年產組培苗 100,000 株操作能力、2.於 Matsapha

農場四年生產 30,000 株紅龍果苗及 6,000 株番石榴苗、3.推

廣高經濟果樹栽培四年達成香蕉 165 公頃、番石榴 10 公頃、

紅龍果 5 公頃及新興作物總面積至少 2 公頃、4.加強落實採

後處理技術、5.協助建立果品銷售管道。 

服務地點 

Matsapha 農場及計

畫各推廣區域(必要

時派駐推廣區內實

習) 

實習

生專

長 

□V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系所(主修果樹類栽培)、農藝系所(主修作物組培應用)或



   

相關科系所。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1. 需有各類田間操作、作物栽培實習課程至少 10 學分以上；

或， 

2. 第 1 點達 6 學分以上，且具研究室調查分析工作或實習達

4 學分以上者(此項目，若大學部學生課後於研究室參與調

查分析工作或實習操作而無學分者，得出具指導老師推薦

信)。 

3. 學歷相同時曾於非校園內、非家教之各類職場中，連續為

同一單位兼職工作達 3 個月以上，並出具相關證明者優先

入取。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舉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駐外生活及工作

環境指導(8%) 

1.報到、團部環境認

識及注意事項 
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生活及工作態度認

知與建立 
4 50 100

100 100 100 100

3.實習報告撰寫內容

及注意事項 
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田間作業與管理

操作(40%) 

1.田區規劃設計 5 0 50 100 100 100 100

2.種苗生產管理 12 0 20 40 60 80 100

3.栽培管理實務 15 10 20 40 60 80 100

4.收穫及採後處理 8 0 0 20 40 7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40%) 

1.台灣農業發展史及

重要政策研讀及討

論 

6 50 100 100 100 100 100

2.駐在國國家制度、

人民文化、區域產

業特色資料搜集及

研讀。 

4 50 100 100 100 100 100

3.國際援助組織資料 6 50 100 100 100 100 100



   

收集，分析各組織

計畫形成方式及執

行方法。 

4.計畫執行過程問題

分析與討論、研擬

解決方案與執行、

檢討。 

12 0 20 40 60 80 100

5.計畫各類表格填寫

與流程協助工作。
6 10 30 50 70 90 100

6.計畫經費動支與帳

務管理協助工作。
6 10 30 50 70 90 100

4.實習計畫總檢討

(12%) 

1.實習中之優缺點檢

討並提出未來可能

改進方案。 

4 0 0 0 0 0 100

2.撰寫實習報告並進

行總結簡報。 
8 0 0 0 0 50 5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V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任何於駐在國蒐集之計畫資訊、數據分析、工作

照片等需用於論文研究、刊登期刊時，應先取得國合會及技術團同意始得

使用。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楊永郎                                   專長：農園藝 

負責計畫：果樹產銷計畫(第二期)             電郵信箱：y.l.yang@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史瓦帝尼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18 日  
計畫名稱 駐史瓦帝尼養猪產業提升計畫 

計畫簡介 

駐史瓦帝尼王國技術團（下稱駐團）於 105 年至 109 年於非

洲友邦史瓦帝尼配合其農業部之發展政策共同推動 「養猪產

業提升計畫」（以下稱養猪一期計畫），協助史國猪肉自

產，經統計 108 年史國猪肉及加工產品的消費量約 2,166 公

噸，史國自產量約 1,623 公噸，自產比率達約 75%，相較計

畫執行前 104 年消費量 1,376 公噸，自產 785 公噸，自產比

率 58%，已有顯著提升。隨著國內猪肉的生產及消費量逐年

增加，市場開拓之餘，農民的獲利卻因種猪性能、飼養管理

技術、尚無市場調節措施等問題受到限制，此外衛生屠宰問

題除了攸關食品安全，也限制了猪農的銷售通路。 第二期計

畫將延續第一期計畫成果，持續深化養猪產業鏈各面向之工

作，期望透過二期計畫協助農民提升生產效率及收益。計畫

主要內容包括：1.完善 Mpisi 國家種猪場之種猪繁育體系，

並移轉純系種猪予潛力農戶，增加優質二品種女猪供應數

量，改善農民飼養優良種猪比率；2.辦理飼養管理、營養知

識、人工授精等技術訓練，提升農民生產效率；3.建立全國

性猪隻識別制度與追溯系統，掌握猪隻來源，並媒合農民利

用合格私人屠宰場進行猪隻屠宰，推動衛生屠宰；4協調農

民與猪肉批發商簽定合約，穩定銷售通路，並建立冷凍倉儲

租用機制，以調節史國猪肉市場需求，穩定猪肉供需。 

服務地點 Mpisi 國家種猪場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V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動物科學系、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畜

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修畢課程包括:牧場實習、遺傳學、育種學、營養學、動物生



理學、養猪學；具猪隻人工授精或猪冷凍胚胎移植實習經驗 2

個月以上為佳。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熟習猪場生產管

理 

1.種猪場生產管理 20% 10 20 40 60 80 100

2. 每日報表紀綠與

整理 
5% 10 20 40 60 80 100

3.熟悉人工採精、稀

釋技術 
10% 10 20 40 60 80 100

4.母猪發情觀察 10% 50 100 100 100 100 100

5.熟悉人工授精技術 10% 0 20 40 60 80 100

2.了解史國國家種

猪場種猪檢定技

術 

1.了解並學習種猪檢

定方法 
10% 10 20 40 60 80 100

2.協助種猪檢定製作

紀錄 
10% 0 20 40 60 80 100

3.場內種公母猪繁殖

效能分析 
5% 0 20 40 60 8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下階段計畫資訊蒐

集與分析(史國種

猪需求分析) 

10% 0 25 50 75 100 100

2.了解駐團執行計畫

之方法論 
5% 25 50 75 100 100 100

3.結訓報告資料蒐

集、撰寫及口頭報

告 

5% 0 10 20 40 7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 

1.運用種猪場各項資料進行分析，須經駐團授權同意方能對外公開研究結

果，但原始資料請保密； 

2.農民個資及猪場資訊未經農場主人事先書面許可，不得擅自蒐集與運用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郭育良計畫經理                       專長：畜牧 

負責計畫：史瓦帝尼養猪產業提升計畫       電郵信箱：y.l.kuo @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馬紹爾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10 年 1 月 4 日 
計畫名稱 馬紹爾運用農業生產促進營養均衡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為強化馬紹爾人民對均衡營養之正確觀念與飲食習慣，藉此逐步

降低罹患慢性病風險。本計畫主要計畫內容包括：(1)提升蔬果生產方式

的多元性及效率，並增設外島衛星農場以擴大蔬果生產量；(2)改善馬國

人民食用蔬果的意願；(3)提高合作校園之團膳蔬果供應量以提升學童營

養攝取；(4)整合跨部門/組織資源建立國民健康管理機制。 

服務地點 

馬久羅（Majuro）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無限制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舉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農場蔬果作物

生產 

1. 堆肥製作 10 10 20 50 70 90 100

2. 蔬果作物採收及

分配 
5 10 30 50 70 90 100

3. 蔬果作物育苗及

栽培相關 
30 10 25 45 65 90 100

2. 水耕蔬菜生產 1. 育苗 5 10 30 50 70 90 100

2. 養液調製 15 10 30 50 70 90 100



   

3. 定植、栽培管理

及採收 
20 10 30 50 70 9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生產期程規劃 5 10 30 50 70 90 100

2.生產期程及產量等

資料全紀錄 
5 10 30 50 70 90 100

3.臨時交辦文書工作 5 10 30 50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林凡暐                             專長：園藝 

負責計畫： 運用農業生產促進營養均衡計畫 電郵信箱：f.w.lin@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宏都拉斯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4 日 
計畫名稱 酪梨種苗產能擴充計畫 

計畫簡介 

依據宏都拉斯中央銀行統計 105 年進口酪梨約計 9,989.6 公

噸，自產酪梨約 1,986 公噸，進口量佔需求量高達 83.4％，

市面上平均每 10 顆酪梨中即有 8 顆自國外進口。為提升本

土酪梨產業，宏國自 107 年 8 月正式對外公布國家酪梨計畫

（107 年至 111 年），以每年推廣酪梨栽培 1,000 公頃（年需

求酪梨種苗為 250,000 株），4 年完成全國推廣栽培 4,000 公

頃為目標，因此宏國農科局擬藉由本計畫整合公私部門能

量，挑選 14 座苗圃主司生產酪梨種苗，其中 3 座農科局苗

圃包含 Intibucá 試驗站、Comayagua 試驗站及 Ocotepeque 試

驗站（以下分別簡稱 I、C、O 試驗站），將複製「酪梨健康

種苗繁殖計畫」經驗以達穩定年產酪梨種苗 10 萬 5 千株，

其餘 11 座苗圃則擬藉由本計畫提升自產酪梨種苗能力，並

定期召開協商會議，整合宏國全國酪梨種苗供需資訊，供後

續酪梨產業推動所需。本計畫主要內容包括：(1)建立苗圃標

準生產流程，協助宏國 I、C、O 試驗站年產酪梨種苗 10 萬

5 千株；(2)協助宏國輔導 11 座私營苗圃，導入苗圃標準化

生產流程並提供營運診斷諮詢，提升穩定生產酪梨種苗之能

力；(3)建置酪梨種苗販售及溯源平台。另本計畫將設立臺宏

雙方共管之生產基金帳戶，專款專用於促進宏國酪梨產業發

展。 

服務地點 

San Marcos, 

Ocotepeque, 

Honduras 

實習

生專

長 

□V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西班牙語優先， 

次要為英語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學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修畢植物生理學、果樹學、植物繁殖學為佳，且對園藝作物(果



   

樹)田間栽培繁殖有興趣欲從事相關工作及研究。 

實習主題 實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酪梨種苗標準

生產流程 

1. 砧木選擇、種子

預措處理、播

種、移植作業 

15 15 30 45 60 80 100

2. 接穗品種選擇、

嫁接作業 
15 15 30 45 60 80 100

3. 苗圃一般栽培管

理 
20 15 30 45 60 80 100

2. 智慧農業資訊

化建立 

1. 種苗生產雲端系

統資訊彙整操作
10 15 30 45 60 80 100

2. 種苗生產履歷 10 15 30 45 60 80 100

3. 環境因子對生產

過程影響及利用
10 15 30 45 60 80 100

3. 計畫行政與計

畫管理 

1. 國合會計畫循環

架構介紹 
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計畫執行及評估 5 15 30 45 60 80 100

3. 與駐在國政府溝

通協調計畫執行
5 15 30 45 60 80 100

4. 駐外技術團相關

行政庶務 
5 15 30 45 60 8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V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邱垂柏技師                    專長：園藝(果樹、蔬菜、花卉栽培) 

負責計畫：酪梨種苗產能擴充計畫      電郵信箱：c.p.chiu@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聖文森國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18 日 

計畫名稱 香蕉復育計畫 

計畫簡介 

因歐盟國家取消對加勒比海向風群島國家之香蕉進口關稅

優惠政策，在聖國地形限制、工資成本、栽培方式與病蟲害

防治不力等因素，使其香蕉產業在競爭力不及拉丁美洲國家

之情況下產量逐年下降。然因香蕉產業涉及高度經濟及社會

意涵，聖國朝野向亟關注此產業發展並高度涉及聖國與我關

係，駐館盼我方協助該產業之復育。本計畫擬以技術層次可

改善之單位面積產量低落為核心問題，透過強化農民栽培管

理能力及農業部推廣人員技術與輔導能力，提昇輔導之蕉園

(160 公頃)單位面積產量達 25 噸/公頃(國際平均標準)。 

服務地點 聖文森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7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農業、食品加工相關科系皆可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無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

百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田間作物綜合

管理 

 

1. 蔬菜栽培 10% 10% 20% 40% 60% 80% 100%

2. 病害防治 10% 10% 20% 40% 60% 80% 100%

3. 蟲害防治 10% 10% 20% 40% 60% 80% 100%

2. 香蕉栽培管理 1. 育苗準備、種植 10% 10% 20% 40% 60% 80% 100%

2. 摘花、套袋、除

芽 
10% 10% 20% 40% 60% 80% 100%

3. 採收、採收處理 10% 10% 20% 40% 60% 80% 100%



3. 計畫行政與計

畫管理 

1. 計畫行政庶務 10% 10% 20% 40% 60% 80% 100%

2. 計畫管理 10% 10% 20% 40% 60% 80% 100%

3. 專題報告 20% 10% 20% 40% 60% 8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 視情況而定如：會影響邦交等相關資訊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廖超烱                              專長：園藝 

負責計畫：香蕉復育計畫               電郵信箱：c.j.liao@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

解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需求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帛琉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需求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18 日 
計畫名稱 帛琉園藝推廣計畫 

計畫簡介 

   帛琉係屬島國，其日常生活與消費，多仰賴進口；復加

上近來全球暖化的影響，油價上升，糧價高漲，糧食安全議

題已成帛琉政府目前最重視的問題之一。另外，由於帛琉國

人長期學習美國式飲食習慣，放棄原有耕作與主食，導致營

養失調，進而造成過度肥胖，心血管、糖尿、腎臟以及癌症

疾病比例偏高，帛琉總統亦因此頒布緊急命令，以降低國人

肥胖比例做為全國施政重點。因此，在配合帛琉政府的發展

政策之下，本計畫係以協助帛琉政府達成「糧食安全」與「營

養均衡」為目標。 

    本計畫內容包括：1. 於 10 公頃示範農場面積總計年產

蔬果達 10 公噸，推廣面積達 7 公頃，輔導農戶生產蔬果達

20 公噸；2. 協助帛琉農業局生產芋頭優良種苗 8 萬株；3.

輔導家庭菜圃與商業生產農場，建立校園農場，提倡自行生

產蔬果；4. 推廣堆肥製作技術，減少使用化學肥料；5. 試

作 20 種具市場價值之蔬果加工產品。6.辦理營養宣導。 

服務地點 

帛琉 Aimeliik 州 

示範農場 

農訓中心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7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農園生產學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蔬菜學(實習)、熱帶亞熱帶果樹學(實習)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熟習示範農場生

產管理 

1.熟習農場各種蔬果

作物之栽培管理模

式 

20 10 20 40 60 80 100



2.熟習堆肥製作技術 15 10 20 40 60 80 100

3.各式管理報表製作 5 20 40 60 100 100 100

4.雇工管理 5 20 40 80 100 100 100

5.預算編列、使用及

管控 
5 10 20 40 80 100 100

2.協助園藝訓練及

推廣工作 

1.練習全英文訓練班

授課 
5 10 20 40 60 80 100

2.學習家庭園圃及校

園農場輔導模式 
10 20 40 60 80 90 100

3.開發蔬果加工產品 10 0 20 40 60 80 100

4.參與宣傳計畫成果

之活動規劃與文宣

品設計 

5 0 20 40 60 8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國合會組織介

紹、計畫形成 
5 50 100 100 100 100 100

2. 計畫行政管理 5 0 0 50 100 100 100

3. 結訓報告資料蒐

集、撰寫及口頭報

告 

10 0 20 40 60 8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所有蒐集、統計資料均需駐團同意始可對外公開。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蔡明哲、謝明芳                   專長：園藝作物生產及推廣 

負責計畫：園藝推廣計畫                 電郵信箱：m.j.tsai@icdf.org.tw 

                                                 m.f.shie@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附件二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需求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吐瓦魯國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需求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5 日 

計畫名稱 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計畫簡介 

本期計畫係為協助我友邦吐瓦魯國增產蔬果、外島栽培技術

推廣，並促進營養與健康飲食觀念，以增進吐國全民健康。

計畫 4 項工作內容為：1.指導 Vaitupu 島希望農場蔬果栽培技

術，協助 Motufoua 中學自有農場蔬果栽培示範，穩定提供

Motufoua 中學團膳與島民食用之蔬果；2.強化吐國氣候韌性

農業栽培並加強外島農業推廣員之技術能力；3.輔導本島友

誼農場蔬果栽培示範，並於本島之 Funafala 小離島增設蔬果

產區，增加吐京蔬果市集之蔬果種類與數量；4.辦理蔬果營養

宣導與烹飪活動，以增進蔬果食用興趣；並派遣短期營養專

業人員調查受益學生實際攝取蔬果量、多元膳食分數、營養

知識、態度與行為。 

服務地點 

吐瓦魯國 

(富那富提)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 畜牧與獸

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

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7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學系、農園生產系、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園藝作物學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

整體權重

比例(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

月

第二

月

第三

月 

第四

月 

第五

月 

第六

月

1. 農場管理 1. 協助作物栽培管理

工作 
20 10 30 50 70 90 100

2. 協助堆肥製作工作 20 10 30 50 70 90 100

2. 蔬菜引種試驗 1. 耐熱品種篩選 20 10 20 40 60 80 100



與火龍果栽培 2. 火龍果栽培 20 10 20 40 60 8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協助舉辦訓練講習

班與成果發表會 
10 5 10 25 50 75 100

2. 製作農場之工作

攝影集 
10 10 30 50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羅元宏 團長                        專長：園藝 

負責計畫：蔬果增產暨營養提升計畫         電郵信箱：tm.tuvalu@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帛琉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7 日 
計畫名稱 禽畜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配合帛琉農業局增加畜產多樣性與產量需求，以符合

該國糧食安全之重要政策，擬延續前階段畜產計畫（Animal 

Production Project，以下簡稱 APP 計畫）之既有成果，將

改建畜舍、提升生產規模，擴大計畫執行效益。猪隻方面，

除繼續純化當地猪種，將逐年提升飼養規模至年產 450 頭仔

猪並推廣予農民，創造就業機會與提升農民養猪利潤；雞隻

方面，建立商業化蛋雞飼養模式，年產雞蛋約 21 萬顆，增

加當地學童營養午餐之食材，並生產肉用仔雞每年約 2,000

隻推廣至全國各州，提升糧食安全；另將協助帛琉建立肉鴨

種群、調查生長性狀並建立人工繁殖技術，以提升國內動物

性蛋白生產之多樣性。本計畫主要內容包括：1. 猪隻及飼

料生產及推廣；2. 提升雞隻生產規模及動物性蛋白質生產

之多樣性 

服務地點 

帛琉 Aimeliik 州 

示範農場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畜牧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請填寫實習生需修畢課程名稱或證照、經歷建議，若無則填無

限制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舉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猪隻飼養及繁

殖 

1. 猪舍管理 30 20 40 60 100 100 100

2. 猪隻人工授精 5 20 40 60 100 100 100

3.各式管理報表製作 5 20 40 60 100 100 100

2. 雞隻飼養及繁

殖 

1. 雞舍管理 15 20 40 60 100 100 100

2. 雞隻受精 10 20 40 60 100 100 100

3. 飼料調配 15 20 40 60 100 10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國合會組織介

紹、計畫形成 
5 50 100 100 100 100 100

2. 計畫行政管理 5 0 0 50 100 100 100

3. 結訓報告資料蒐

集、撰寫及口頭報

告 

10 0 20 40 60 8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所有蒐集、統計資料均需駐團同意始可對外公開。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李平南                              專長：畜牧 

負責計畫：禽畜計畫                        電郵信箱：p.n.lee@icdf.o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帛琉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6 日 
計畫名稱 帛琉水產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配合帛琉政府呼應國家糧食安全之政策考量及請求，

擴大水產養殖規模以增加產量，並透過水產養殖生產食用魚

類，減少天然海域之撈捕以達到海洋資源永續經營，本計畫

將協助合作單位海洋資源局所屬國家水產中心增加現行臭

肚魚苗產量、培育新物種虱目魚種魚與研發當地草蝦繁養

殖，進行人員能力建構，生產足量優質種苗供養殖戶放養，

並進行養殖推廣，提升民間業者養殖技能與生產效率，以提

升帛琉整體養殖技術能量與產量，促進養殖業發展。 計畫

主要內容包含 1.增加魚苗生產：全程生產臭肚魚苗 27 萬尾

供應養殖需求；調查當地草蝦種蝦來源，倘種蝦來源確立，

全程生產草蝦苗 12 萬尾供養殖推廣；2.培育虱目魚種魚 25

尾，建立人工繁殖生產虱目魚苗基礎；3.提升合作單位帛琉

海洋資源局水產中心機構功能：培育種魚與研發新物種繁養

殖技術，進行繁養殖能力建構；4.養殖推廣：增加養殖戶數，

辦理養殖講習訓練班，提升養殖業者養殖技能與生產效率。

服務地點 

科羅(Koror)州 

Malakal 島 

帛琉海洋資源局國

家水產中心(National 

Aquaculture Center)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水產養殖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無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餌料生物培養 1. 微藻保種 10 15 30 50 70 90 100

2. 微藻培養 10 15 30 50 70 90 100

3. 輪蟲培養 10 15 30 50 70 90 100

2.臭肚魚苗生產 1. 種魚培養管理 15 15 30 50 70 90 100

2. 孵化後魚苗培育 30 15 30 50 70 90 100

3. 育苗水質管理 10 15 30 50 70 9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場務管理 5 15 30 50 70 90 100

2. 雇工管理 5 15 30 50 70 90 100

3. 設施維護 5 15 30 50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蕭一鵬                            專長：水產養殖 

負責計畫：帛琉水產計畫                    電郵信箱：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斐濟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2 日 
計畫名稱 斐濟水產養殖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係屬援助生產型計畫，主要協助漁業部所屬本島北部苒伯尼多樣

性繁殖場 Caboni Multi-hatchery Station（簡稱 CMH）修繕繁養殖相關設

施，進行人員能力建構，生產白蝦苗提供漁業部無償供應全國數十戶養

殖業者進行飼養；另因應漁業部政策考量及請求，培育斐國未來發展鮪

釣用餌虱目魚種魚與海水養殖產業之石斑魚種魚。計畫主要內容為 1.

訓練培訓該中心 4 位技術人員；2.改善該中心繁養殖軟硬體設施，包括

11 口戶外土池及 8 口水泥池；3.生產 300 萬尾南美白蝦苗；4.協助培育

斐國未來發展鮪釣用餌虱目魚種魚 200 尾與海水養殖產業之石斑魚種

魚 50 尾。 

服務地點 Tavua, Fiji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水產養殖系或漁業相關科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魚類學、養殖學、魚類生理學、水族病理學等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協助微細藻類

生產 

1. 管理微細藻類種

源 
10% 15% 30% 50% 70% 90% 100%

2. 微細藻類生產管

理 
10% 15% 30% 50% 70% 90% 100%

2. 協助南美白蝦

種蝦飼養管理與

蝦苗培育 

1.南美白蝦種蝦飼養

管理 
15% 15% 30% 50% 70% 90% 100%

2. 南美白蝦種蝦成

熟度判斷及提高南
10% 15% 30% 50% 70% 90% 100%



美白蝦產卵量與受

精率 

3. 南美白蝦蝦苗培

育管理 
15% 15% 30% 50% 70% 90% 100%

3. 協助虱目魚種

魚及石斑魚種魚

培育 

1. 虱目魚種魚飼養

管理 
15% 15% 30% 50% 70% 90% 100%

2.石斑魚種魚飼養管

理 
15% 15% 30% 50% 70% 90% 100%

3. 漁塘施工規劃 10% 15% 30% 50%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張仁謀       專長：水產養殖 

負責計畫：斐濟水產養殖計畫    電郵信箱：r.m.chang@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斐濟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2 日 
計畫名稱 番石榴與火龍果產銷輔導計畫 

計畫簡介 

斐濟政府為達到經濟多元化發展（Economic Diversification），盼我協助

建立新品項果樹產業基礎，以利未來利用斐濟作為南太平洋地區轉運站

之空運優勢，將斐濟新興果樹產品銷往臨近島國，創造更高經濟效益。

斐濟農業部依據過去我駐團引入之作物品項銷售表現，選擇番石榴與紅

龍果作為本計畫主力推廣品項，並盼我駐團深入輔導農民加強栽培管理

技術，搭配質量穩定之種苗生產及輔導成立農民產銷班，共同生產、集

貨、分級、包裝及行銷，使產銷班可依市場需求管控產量與品質，為斐

濟建立新興果樹產業。 

服務地點 Sigatoka, Fiji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園藝系或園藝相關科系(如熱帶農業)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果樹學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果樹與蔬菜種苗

生產管理 

1. 番石榴嫁接苗生

產管理 
10% 10% 25% 40% 60% 80% 100%

2. 火龍果扦插苗生

產管理 
10% 10% 25% 40% 60% 80% 100%

3. 蔬菜穴盤苗生產

管理 
10% 10% 25% 40% 60% 80% 100%

2. 番石榴與火龍

果栽培管理 

1. 番石榴整枝修剪

技術 
10% 10% 25% 40% 60% 80% 100%

2. 番石榴病蟲害管 10% 10% 25% 40% 60% 80% 100%



理 

3. 番石榴及火龍果

肥培管理 
10% 10% 25% 40% 60% 80% 100%

4. 火龍果產期調節 10% 0 0 25% 50% 75% 100%

5.番石榴及火龍果產

採收後分級與包裝
10% 10% 25% 40% 60% 8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農場管理 20% 10% 25% 40% 60% 8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廖政榮技師      專長：園藝 

負責計畫：斐濟番石榴與紅龍果產銷輔導計畫 電郵信箱：c.ju.liao@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聖露西亞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09 年 12 月 24 日 
計畫名稱 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 

計畫簡介 

本計畫擬協助提升露國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除活化農情資

訊系統蒐集蔬果產銷資訊之外，亦期透過分析蔬果市場需求，

輔導農民合作社依據市場需求規劃產期，（並提供適切的生產

資材）。依產期生產所需要之氣候調適、設施栽培與採收後處

理及包裝技術，建立穩定銷售至正式市場之管道，並輔導農

民合作社具備公司化產銷經營型態，提高農民銷售至正式市

場之蔬果數量 

服務地點 

卡斯翠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語言： 
英文 需求

時間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第二學期(2 月至 7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農業推廣系、農業經濟系、農場管理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統計學、試驗設計、園藝技術與實習、農場實習 

 大學畢業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農情資訊分析 1.協助蒐集分析農情

資訊 
20% 5% 20% 45% 70% 90% 100%

2.協助辦理農民市集 10% 5% 20% 45% 70% 90% 100%

2.輔導農民全年穩

定供貨之能力 

1.協助管理示範農場

及試驗品種 
20% 5% 20% 45% 70% 90% 100%

2.協助辦理田間觀摩

會及訓練講習班 
20% 5% 20% 45% 70% 90% 100%

3.協助蒐集氣候數據

並分析 
10% 5% 20% 45% 70% 9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協助準備計畫相

關會議/講習資料

及流程 

10% 5% 20% 45% 70% 90% 100%

2. 收集實習成果數

據、編寫結訓報告
10% 5% 20% 45%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鄭仕隆                           專長：植物生理 

負責計畫：蔬果產銷供應鏈效能提升計畫  電郵信箱：tm.saintlucia@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諾魯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10 年 01 月 07 日 
計畫名稱 諾魯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計畫簡介 

為有效協助諾魯提高國家「膳食多元化」，本計畫規劃從「社

區及公共衛生中心膳食營養活動」與「學校師生食農教育」

兩端來推動諾魯膳食多元化之目標，喚起社區民眾及 NCDs

病患對於膳食多元的認知及觀念，並加強諾魯學校師生對農

業生產、環境及飲食之教育，建立均衡飲食觀念，另提供多

元化蔬菜及「雞蛋」作為優質蛋白質來源，提升「膳食與營

養狀態（Diet and nutritional status）」。 計畫主要內容包含: 1.

社區及公衛中心膳食營養活動；2.提升學校師生蔬菜攝食認

知活動；3.建立監控基本概念；4.建立蔬果、菇類及優質蛋白

質來源。 

服務地點 
Anabar 食農教育中

心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動物科學系、獸醫系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家禽學/有雞隻飼養經驗佳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舉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 畜牧場管理 1. 整場工作規劃 10 10 20 50 70 90 100

2. 管理報表製作 5 10 20 50 70 90 100



   

3. 畜牧場經營 30 10 20 50 70 90 100

2. 雞隻飼養及繁

殖 

1. 雞隻孵化 5 10 20 50 70 90 100

2. 雞隻人工授精 15 10 20 50 70 90 100

3. 雞隻飼養 20 10 20 50 70 9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 計畫行政管理 5 10 20 50 70 90 100

2. 生產期程規劃 5 10 20 50 70 90 100

3. 計畫文宣推廣 5 10 20 50 7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所有蒐集、統計資料均需駐團同意始可對外公開。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 何祈龍                             專長：畜牧 

負責計畫：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電郵信箱：c.l.he@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駐外技術團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駐諾魯技術團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機會暨規劃表  

填寫日期：110 年 01 月 07 日 
計畫名稱 諾魯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計畫簡介 

為有效協助諾魯提高國家「膳食多元化」，本計畫規劃從「社

區及公共衛生中心膳食營養活動」與「學校師生食農教育」

兩端來推動諾魯膳食多元化之目標，喚起社區民眾及 NCDs

病患對於膳食多元的認知及觀念，並加強諾魯學校師生對農

業生產、環境及飲食之教育，建立均衡飲食觀念，另提供多

元化蔬菜及「雞蛋」作為優質蛋白質來源，提升「膳食與營

養狀態（Diet and nutritional status）」。 計畫主要內容包含: 1.

社區及公衛中心膳食營養活動；2.提升學校師生蔬菜攝食認

知活動；3.建立監控基本概念；4.建立蔬果、菇類及優質蛋白

質來源。 

服務地點 
Anabar 食農教育中心

Buada 農場 

實習

生專

長 

■農、園藝 

□畜牧與獸醫 

□森林 

□水產養殖 

□企業管理與行銷 

□電機 

□資訊科學 

□公衛 

□環境 

語言： 英語 
需求

時間
□V 第一學期(8 月至 1 月) 

科系及經歷建議 

科系/學程建議： 

農園藝、植物病蟲害 

修畢課程/經歷建議： 

具蔬菜栽培經驗者經驗佳 

實習主題 

(請填寫規劃實習

生實習之主題) 

實習項目 

(請填寫可提供實習

生學習項目) 

該項目佔整

體權重比例

(合計 100%)

填寫方式

如下紅字

舉例 

實習進度執行表/月(以累積百

分比表示) 填寫方式如下紅字

舉例 

權重比例 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第四月 第五月 第六月

1.管理Aanbar食農

教育中心及

1.蔬果作物採收及分

配 
10 10 20 50 70 90 100



   

Bauda 農場 2.液肥及堆肥製作 5 10 30 60 80 90 100

3.蔬菜栽培管理 (包

含：農機具操作、

病蟲害管理及作物

生長調查) 

40 10 25 40 65 80 100

2.家庭及校園菜圃

蔬果種植推廣 

1.育苗 5 10 30 60 80 90 100

2.發放菜苗 10 10 30 60 80 90 100

3.協助舉辦蔬菜栽培

訓練班 
15 10 25 40 65 80 100

3.計畫行政與計畫

管理 

1.作物生長調查資料

紀錄 
5 10 25 40 65 80 100

2.計畫行政管理 5 10 20 50 70 90 100

3.結訓報告 5 0 0 30 60 90 100

駐在國對於實習期間所蒐集資訊後續研究利用是否有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限制內容為所有蒐集、統計資料均需駐團同意始可對外公開。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指導專家資訊 

姓名：詹若謙                              專長：園藝 

負責計畫：諾魯膳食多元化推廣計畫          電郵信箱：j.c.chan@icdf.org.tw

1.倘欄位不足填寫所規劃主題或實習項目，請自行增加欄位 

2.每名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人力需求皆須填寫本表，不得共用。 

3.填寫時請刪除斜體字部分。 

4.請於實習項目中安排可供實習生接觸之計畫管理與行政項目，以利實習生了解

計畫循環架構下計畫界定、評估與執行等各階段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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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告知聲明書 

姓名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下面各欄內請由實習學生親自以「√」表示告知 是 否 

1.最近二個月內是否曾因受傷或生病接受醫師治療、診療或用藥？   

2.過去二年內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有異常情形而被建議接受其他

檢查或治療? (亦可提供檢查報告代替回答) 

  

3.過去一年內是否曾因患有下列疾病，而接受醫師治療、診療或用

藥？ 

(1)酒精或藥物濫用成癮、眩暈症。(2)食道、胃、十二指腸潰瘍或出血、

潰瘍性大腸炎、胰臟炎。(3)肝炎病毒帶原、肝膿瘍、黃疸。(4)慢性支氣

管炎、氣喘、肺膿瘍、肺栓塞。(5)痛風、高血脂症。 (6)青光眼、白內

障。 

  

4.過去五年內是否曾因受傷或生病住院治療七日以上?   

5.過去五年內是否曾因患有下列疾病，而接受醫師治療、診療或用

藥？ 

(1)高血壓症(指收縮壓 140mmHG 舒張壓 90mmHG 以上)、狹心症、心肌梗

塞、心肌肥厚、心內膜炎、風濕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主動脈血管瘤。

(2)腦中風(腦出血、腦梗塞)、腦瘤、腦動脈血管瘤、腦動脈硬化症、癲

癇、肌肉萎縮症、重症肌無力、智能障礙(外表無法明顯判斷者)、巴金森

氏症、精神病。(3)肺氣腫、支氣管擴張症、塵肺症、肺結核。(4)肝炎、

肝內結石、肝硬化、肝功能異常(GPT、GOT 值檢驗有異常情形者)。(5)

腎臟炎、腎病症候群、腎機能不全、尿毒、腎囊胞。(6)視網膜剝離或出

血、視神經病變。(7)癌症(惡性腫瘤)。(8)血友病、白血病、貧血(再生

不良性貧血、地中海型貧血)、紫斑症。(9)糖尿病、類風濕性關節炎、肢

端肥大症、腦下垂體機能亢進或低下、甲狀腺或副甲狀腺功能亢進或低

下。(10)紅斑性狼瘡、膠原症。(11)愛滋病或愛滋病帶原。 

  

6.目前身體機能是否有失明、聾啞及言語、咀嚼、四肢機能障害   

7.女性實習學生回答： 

(1)過去一年內是否曾因患有乳腺炎、乳漏症、子宮內膜異位、陰道異常

出血而接受醫師治療、診療或用藥？(2)是否已確知懷孕？如是，已經幾

週？ 

  

8.(1)現在是否仍患有上述 1-7 項所列疾病? 

(2)現在是否仍患有下列疾病： 

(A)飛蚊症、中耳炎、內耳炎、乳突炎、外耳炎、坐骨神經痛、脊椎彎曲、

脊椎骨脫出症、骨折、蜂窩組織炎、史帝芬－強生症候群、骨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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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無力、進行性肌萎縮、運動神經原疾病、硬皮症、股骨頭壞死、椎間板

脫出、關節脫臼、骨膜炎、骨髓炎、關節炎。(B)腎上腺機能亢進或低下、

染色體異常、良性腫瘤、良惡性不明腫瘤、原位癌、抹片異常、膿瘍、息

肉、結節、痛風、酒精或藥物濫用成癮。(C)結核病、腦膜炎、梅毒、腦

炎、水腦症。(D)智能障礙、神經炎、神經痛、腦性麻痺、多發性硬化症、

舞蹈症、癡呆症、精神官能症、憂鬱症。(E)肺水腫、肺炎、胸膜炎、鼻

中隔彎曲、鼻竇炎、慢性鼻炎、氣胸、慢性阻塞性肺部疾病、肺沉著症、

肺積膿、肋膜積水。(F)心絞痛、動脈瘤、心臟瓣膜疾病、動靜脈栓塞及

血栓症、食道靜脈曲張、血液凝固缺陷、紅血球過多症、貧血、高血壓症

(指收縮壓 140mmHG 舒張壓 90mmHG 以上)。(G)肝腫大、消化性潰瘍或出

血、慢性胃炎、肝膽結石、腸阻塞。(H)腎炎、腎水腫、泌尿系統結石、

血尿、膀胱炎、尿道炎、輸卵管炎、卵巢炎、骨盆腹膜炎、前列腺肥大或

發炎、子宮頸糜爛、子宮脫出。 

9.(1)過去二年內是否曾因患有下列疾病而接受醫師治療、診療或用

藥? 

(A)高血壓症(指收縮壓 140mm 舒張壓 90mm 以上)、狹心症、心肌梗塞、

先天性心臟病、主動脈血管瘤(B)腦中風(腦出血、腦梗塞)、腦瘤、癲癇、

智能障礙(外表無法明顯判斷者)、精神病、巴金森氏症(C)癌症(惡性腫

瘤)、肝硬化、尿毒、血友病 (D)糖尿病(E)酒精或藥物濫用成癮、眩暈症

(F)視網膜出血或剝離、視神經病變。 

(2)目前身體機能是否有下列障害： 

(A)失明。 (B)是否曾因眼科疾病或傷害接受眼科專科醫師治療、診療或

用藥，且一目視力經矯正後，最佳矯正視力在萬國視力表 0.3 以下。 (C)

聾。(D)是否曾因耳部疾病或傷害接受耳鼻喉科專科醫師治療、診療或用

藥，且單耳聽力喪失程度在 50 分貝(dB)以上。(E)啞。(F)咀嚼、吞嚥或

言語機能障害。(G)四肢(含手指、足趾)缺損或畸形。 

  

※實習學生之健康情形若有上列 1-9 項所述的情況，請詳填：●病名（外傷者，

含受傷部位）、●就診醫院、●大約就診期間、●診療過程（門診或住院）、●

有無手術、●治療結果及目前狀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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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生實習切結書 

本人        自願參加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國合會)大

專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同意於海外實習期間赴國合會派遣之

海外地區服務，並遵守「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大專青年海外

技術協助服務管理要點」及相關法令規章之規定。本人已充分瞭解海

外服務地區之生活環境與國內不同，本人之言行舉止攸關國家整體形

象，故本人誓當恪遵我國與派駐國法令，以國家及個人榮譽為重，服

從我國駐外機構及駐團之指導並謹言慎行。倘發生行為不檢或違法犯

紀等情事，本人願自行承擔一切後果，接受行政處分並願承擔相關法

律責任，特此切結。 

切結人：              （簽名蓋章） 

出生年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住址： 

派遣日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間 

派遣國家： 

見證人姓名：  

              （直系血親尊親屬簽名蓋章/與學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 

在台緊急聯絡人：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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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專青年海外實習申請暨履歷表 

申請 

實習駐團名稱 
 

申請 

計畫名稱 
 

申請 

專長別 
 

姓名 
(中文) 性別   

照 

 

片 

 

(英文)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兵役 □已役  □免役 

科系名稱 □  婚姻狀況 □未婚  □已婚 

在校身分 □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電話 (O) (H) (M) 

電子郵件  

學歷 

學校名稱 /系所  起迄日期  畢/肄業 

最高學歷 

校               系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畢□肄 

次高學歷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畢□肄 

其他工作/實習經歷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起迄日期 服務年資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民國 年 月 日 

 

曾受過訓練之特殊技能或專長 

 

證照 

語言

能力

英語 □優 □佳 □普 □未學習 

西語 □優 □佳 □普 □未學習 
語言測驗成績 

法語 □優 □佳 □普 □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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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請填寫約 500 字,內容需包含家庭背景.相關工作經驗.相關學習及實習經驗.擔任領導者或團

隊工作經驗及未來展望 ） 

 

 

 

 

 

 

實習計畫（請填寫約 500 字,內容需包含申請動機、實習內容、實習目的、預期效益） 

 

 

 

 

 

推薦人（一）( 請至少填寫一位,建議為最高學歷之教師)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職銜   

推薦人（二）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職銜   

檢附文件檢核(請勾選) 
實習切結書 □已附 □未附 
學生在校成績單(含名次) □已附 □未附 
健康聲明書 □已附 □未附 
指導教授推薦函 □已附 □未附 

 
---- 
備註：同學申請本計畫之際，另應依校定選課時間進行次學期課程選課作

業，避免未錄取本計畫之際，亦損失次學期選課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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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倘申請大專青年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數個實習機會，各申請應檢附

各別申請暨履歷表、實習切結書等文件，共用在校成績單、健康聲明書及

指導教授推薦函等文件，並請填寫下列申請志願序 

 
志願序 實習駐團名稱 實習計畫名稱 專長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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