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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國學生赴國外進修交流統計 

學年度 學院別 系所別 前往國家 學制別 交流類型 人次(數) 合計 

105 學

年度 

電資學院 - - - - 0 

51 

工程學院 

機設系 加拿大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飛機系 加拿大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30 

機設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機設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管理學院 

資管系 

加拿大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日本 四技日間部 讀一學年 (含 )以上 (修讀學分

者) 1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企管系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加拿大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文理學院 

生科產攜

專班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生科系 日本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休憩系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日本 碩士班 讀一學年 (含 )以上 (修讀學分

者) 1 

應外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106 學

年度 

電資學院 光電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51 
工程學院 

機電輔系 日本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飛機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4 

加拿大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修讀學分者)(包括寒

暑假) 
27 

車輛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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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別 系所別 前往國家 學制別 交流類型 人次(數) 合計 

文理學院 

應外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3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多媒系 韓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生科系 日本 碩士班 其他 5 

管理學院 

企管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財金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資管系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107 學

年度 

電資學院 

電子系 日本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40 

光電系 俄羅斯聯

邦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電機系 匈牙利 碩士班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工程學院 

自動化系 

俄羅斯聯

邦 二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修讀學分

者) 1 

俄羅斯聯

邦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材料系 俄羅斯聯

邦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車輛系 
俄羅斯聯

邦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飛機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動機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修讀學分

者) 1 

管理學院 

工管系 

大陸地區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2 

大陸地區 碩士班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企管系 大陸地區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2 

資管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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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別 系所別 前往國家 學制別 交流類型 人次(數) 合計 

日本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1 

文理學院 

生科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2 

休閒系 大陸地區 碩士班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2 

多媒系 泰國 四技日間部 
校方正式簽訂協議之短期研習

或遊學團(未修讀學分者)(包括

寒暑假) 
3 

應外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4 

俄羅斯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俄羅斯聯

邦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年(含)以上(修讀學分

者) 1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108 學

年度 
上學期 

工程學院 

自動化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59 

英國 碩士班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2 

德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材料系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飛機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2 

美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8 

英國 四技日間部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5 

英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德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動機系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機設系 

匈牙利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2 

德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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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別 系所別 前往國家 學制別 交流類型 人次(數) 合計 

文理學院 

生科系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多媒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應外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2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2 

電資學院 

光電系 
英國 四技日間部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2 

德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資工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四技日間部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4 

英國 碩士班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3 

德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電機系 英國 四技日間部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2 

管理學院 

工管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2 

英國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2 

企管系 匈牙利 碩士班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資管系 
日本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修讀學分者) 1 

英國 碩士班 交流期間超過 2 個月(含)以上，

但未滿一學期(未修讀學分者) 3 

108 學

年度 
下學期 

工程學院 飛機系 德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4 電資學院 電機系 
德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管理學院 工管系 美國 四技日間部 
就讀一學期(含)以上未滿一學

年(未修讀學分者) 1 

109 學

年度 
上學期 

無(疾情關係) 

註：資料來源為技專資料庫表 4-14(維護單位為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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