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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Study Abroad? 



3

Qualification
海外研修類別及申請資格

(⼀) 實驗室研修:

1. 已加入「專題研究」 ，具備基礎研究能力。

2. 大學部學⽣需修習⾄少⼀學期「專題研究」，並取得
該課程指導教授證明

3. 碩、博士班學生需完成「論文計畫審查」或等同之研
究能力證明，並取得指導教授證明

4. 語言能力: [英語]全⺠檢中級通過、多益550分以上或
等同上述測驗標準之證明。[日語]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N3通過。

(二) 課程研修: 依照欲申請之學校規定

(三) 雙聯學位: 依本校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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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學院國際盟校

USA：2

Indonesia：8

Thailand：3

Mongolia：1
Russia：1 Japan：11

26 Sister Schools



Suggested Schools
海外研修建議盟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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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交換國家/學校相關科系-姊妹校 

日

本 

□ 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 東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 

□ 御茶水女子大學(Ochanomizu University) 

□ 大妻女子大學(Otsuma University) 

□ 島根縣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imane) 

□ 橫濱藥科大學(Yokoham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 日本藥科大學(Nihon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 福岡大學(Fukuoka University) 

美

國 

□ 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凱斯⻄儲⼤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雙聯學位) 

泰

國 

□ 瑪希竇大學(Mahidol University) 

□ 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泰國理工大學(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預計交換國家/學校相關科系-非姊妹校 

美

國 
□ 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 

其

他 
(請自行填寫) 新

加

坡 

□ 新加坡理工大學(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Dr. Mei Chung’s Lab



Contact
各盟校窗口老師

國家 學校 窗口老師 國家 學校 窗口老師

日本

東北大學(P18)
葉秋莉
楊素卿

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
(P11)

營養-趙振瑞
食品-陳奕廷

東京大學 陳俊榮 凱斯⻄儲大學(P13)

(雙聯)
趙振瑞

北海道大學 葉秋莉 塔夫茨大學(P12)

(非盟校)
趙振瑞

御茶水女子大學 楊素卿 新加坡 新加坡理工大學
(非盟校)

楊素卿

大妻女子大學 楊素卿

泰國

瑪希竇大學 張榮素

島根縣立大學 楊素卿 朱拉隆功大學 謝榮鴻

橫濱藥科大學 陳俊榮 泰國理工大學 謝榮鴻

日本藥科大學 陳俊榮

福岡大學 陳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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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broad Application Process
海外研修申請流程(實驗室研修)

學院/系所學程

學院每年9月開學後辦理海外研修說明會

依申請盟校別轉介窗口老師進行媒合(附知所屬系所)

系所審查學分認抵，向教務處簽報學生境外研修

學院辦理海外研修分享會

學生

先行搜尋有意交流之學校/教授實驗室後諮詢

窗口老師 (請自行確認已符合海外研修條件)

(4-5 mo ahead)

填寫海外研修申請表，向學院繳交相關文件

(4-5 mo ahead)

準備文件、語言能力考試 or 面試

(3-4 mo ahead)

安排簽證、機票、住宿

(1-2 mo ahead)

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可至國際處、研發處網站查詢

返國後完成經費核銷(若有補助)、

交成果報告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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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後改為學院審查)

出國日期於學期中

• 最早於學期第十四週結束後出國，則
仍採計當學期修課學分與成績(需安排
提前或線上考

出國日期跨開學日

• 仍須完成本校註冊、繳費及選課程序



Application Schedule
111學年度申請時程

課程研修: 依公告

實驗室研修:
– 寒假出國: 請於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

– 暑假出國: 請於開學第⼀周(2月17日)前
提出申請

雙聯學位:
– 1+1 碩士雙聯: 請盡早諮詢窗口老師，
並於碩⼀上學期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

– 3+2 學碩雙聯: 請盡早諮詢窗口老師，
並於大三上學期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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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資料]

1. 海外研修申請表

2.實驗室實習證明表

3.語言檢定證明(有則
附證書影本；無則附
成績單影本)

4.學生境外研修科目
學分認定對照表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
資料(含自傳、讀書
計畫等)



• 臺北醫學大學學生境外研修作業要點

• 保健營養學系境外研修辦法

• 食品安全學系境外研修辦法

Credit Transfer
學分認列

法規

111學年度- 依各系所規定

112學年度- 院核心課程

「境外研修」⼀學分 (下學期開課)

認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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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四下or碩二下若申請暑假出國，因成績結算及
離校時程因素，需延畢方能認列學分或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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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學校介紹

美國

– 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11)

– 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 (P12)

– 凱斯⻄儲大學雙聯學位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Dual Degree Program (P13)

日本

– 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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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
俄亥俄州立大學

 俄亥俄州立大學創建於1870年，所坐落於美國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市北部的公立
研究型⼤學。它是北美頂尖的學術聯盟美國⼤學協會成員之⼀以及⼗⼤聯盟成員。
它也是美國五⼤湖地區頂尖的公立⼤學之⼀，被譽為「公立常春藤」。 2023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112, 2023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140

 交流單位: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Ecology, Human Nutrition program或
College of F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t.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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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ts University 
塔夫茨大學

 塔夫茨⼤學是⼀所美國著名⼤學，也是25所⼩常春藤成員之⼀。塔夫茨⼤學擁有
美國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其著名
的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塔夫茲醫學中心是塔夫茨大學醫學院的主要教學醫院。更有
在營養學上名聲在外的弗里德曼營養科學與政策學院，是學術界的標杆之⼀。

 2023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151；2023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312

 交流單位: Friedman School of Nutrition Science and Policy

TUFTS

(Dr. Mei Chung’s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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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WRU)

美國凱斯⻄儲大學

 凱斯⻄儲⼤學，是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夫蘭市的⼀所研究型私立⼤學。該校
是由凱斯理⼯學院及⻄儲⼤學於1967年結盟合併而成

 2023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134
 2023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176
 2022 US News & World Report Ranking#152
 交流單位: School of Medicine

CWRU



雙聯學位Dual Degree with CWRU

 學碩雙聯

3+2 Early Entry Master’s Program

– MS in Nutrition 3+2 Program (P15)

– MS in Public Health 3+2 Program

 碩士雙聯

1+1 Dual Master’s Program

– MS in Nutrition 1+1 Program (P16)

– MS in Public Health 1+1.5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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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rogram and Dual MS Degree 
in Nutrition with CWRU

Completed a minimum of 3 years at TMU toward a bachelor’s degree

An overall GPA of at least 3.0

• General Chemistry、General Biology、Biochemistry、Organic Chemistry、Statistics、Anatomy、Physiology

Completion with a B or higher of course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A TOEFL score of at least 90 on internet-based version, or 577 on paper version, or IELTS score of 7.0 or above

English qualification: 

3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nd a career statement as part of the completed online application

• A total of 30 credits earned while in the graduate program
• A minimum of 18 credits of graduate Nutrition coursework
• Completing a thesis or completing additional electives
• A cumulative GPA of at least 2.75 during the graduate work
• All other degree requirement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MS degree must be met during the 2 years here at CW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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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ogram and Dual MS Degree 
in Nutrition with CWRU

Completed a minimum of 3 years at TMU toward a bachelor’s degree

An overall GPA of at least 3.0

• General Chemistry、General Biology、Biochemistry、Organic Chemistry、Statistics、Anatomy、Physiology

Completion with a B or higher of course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A TOEFL score of at least 90 on internet-based version, or 577 on paper version, or IELTS score of 7.0 or above

English qualification: 

3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nd a career statement as part of the completed online application

• A total of an additional 24 credits earned while in the graduate program, for a total of 30 credits

• A minimum of 18 credits of graduate Nutrition coursework

• A cumulative GPA of at least 2.75 during the graduate work

• Passing of comprehensive exam during final semester of coursework (must be taken on CWRU campus)

• All other degree requirement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MS degree must be met during the time here at CW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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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tion 學費預估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3+2 with MS in Nutri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y will need to complete 4 semesters 
of 9 credits to meet program requirements.

32credits x USD1827 = USD58,464 

 For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1+1 program with the MS 
in Nutri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y will need to 
complete a total of 24 credits over 1 year to complete 
program requirements.

24credits x USD1827 = USD43,848

 NOTE: Housing, Living expenses, Travel to and from CWRU, Health 
insurance, Visa costs, and Activity fee ($17/semester) are not included



Tohoku University 東北大學
Research-Oriented Incoming Student (ROIS) Scholarship

 學院重點盟校

 東北大學位於日本東北地區宮城縣仙台市的公立研究型綜合大學，為日本東
北地區的最高學府。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79; 2023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250

 研究室實習，交換期間21天~1年，獎學金80000日幣/月

 每年公告時間不定(每年年底至3月間)

 可交流實驗室: Prof. Hitoshi Shirakawa、Prof. Kiyotaka Nakagawa

、Prof. Tomonori Nochi

 交流單位: 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18

Tohok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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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Session / Program
其他交換課程

 日本-東北大學
– 櫻花科技計畫(限研究生) (P20)

 日本-帝京大學
– Harvard Special Session (每年寒假期間) (P21)

– Summer Program

 日本-日本藥科大學
– Summer Program

– Winter Program

 美國-Tufts University
– WHO project 

依每年公告內容申請/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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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hoku University
東北大學-櫻花科技計畫

限營養學院研究生

 5天課程

每梯次10名

補助機票、七天生活費

預計12月底公告(計畫申請中)

Special Session / Program



Harvard Special Session 

每年12月底公告，隔年1月上課

2018.01 Harvard Session

日本帝京大學

2019.01 Harvard Session

21

Special Session /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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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ing 獎學金

TMU

• 國科會

• 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 教育部

• 學海飛颺/惜珠

•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需由老師提出申請)

Outsources

• TMU

• 境外研修暨見實習獎勵辦法(國際處)(P23)

• 補助教師及博士生出國研修辦法(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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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MU Funding
校內獎學金申請

臺北醫學大學境外研修暨
見實習獎勵辦法

申請受理截止日期：

1/15、5/15

類別及補助形式：

• 學生境外研習個人型-獎學金

• 學生境外研習團體型- 獎學金

• 學生「線上研修型」- 補助金(每學年上限1萬元)

國際

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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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具中華⺠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並於本校就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不包含國內及
境外在職專班生

教育部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需由教師提出申請)

需具備之語言能力條件如下：

英語系國家 TOEFL 79分、IELTS 5.5分; 

非英語系國家 TOEFL 75分、IELTS 5.0分; 

日文檢定2級或附上其它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歷年在校成績每系所排名前40%或每班排名前30%

及操行成績須達80分以上

Application of MOE Funding
教育部獎學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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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tramural Funding
其他外部獎學金

請關注國際
事務處網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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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申請表單可至學院網頁下載

路徑: 學院網頁>辦法規章>表單>海外研修

2

1

3



敬請關注營養學院網站

https://nutrition.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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