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2 年精準農業領域夥伴學校 — 
泰國海外農業研習簡章 

 
一、 目的： 

國立中興大學配合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

畫，增進學員對國際精準農業現況之了解，提升學生國際觀。

商請本校園藝系提供本領域夥伴學校學生修習國際精準農業發

展現況之機會，預計提供 2 名員額 (候補 1 位)，前往泰國農業

大學或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實習。 
二、 實習日期： 

112 年 07 月 04 日-112 年 07 月 17 日，共計 14 天。 
三、 參加資格： 

精準農業領域夥伴學校學生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灣海

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 
四、 課程名稱、合作機構： 

如附表-國外農業訓練課程介紹。 
五、 授課方式： 

由合作大學或參訪單位之專家、教師以英語授課，並由二

位老師領隊，返國後舉行座談會，繳交報告、微電影。 
六、 費用： 

同學需自行支付行程中所有費用，預估約 40,000 元(多退

少補)，包含往返機票、簽證費、膳食、住宿、保險費、禮品費

及部分校外參觀之旅館費、交通費、門票、司機小費、報告編

印費等，本費用繳交後由任課老師代管，依實際狀況支應，多

退少補。教師旅費由國立中興大學支應。 
七、 報名方法 

(一) 請填寫線上報名 (2 個報名表單皆須填寫)  
1. https://forms.gle/pwu7dLH3vbfE36bk6  
(資料皆上傳至此系統即可) 
2. https://forms.gle/xoyBZt7aZ3NQUccz6 
 

(二)上傳 (1 )外語能力佐證資料、(2)家長同意書 (詳見附件) 
如報名 2 個課程，家長同意書也請勾選 2 個課程。 
缺漏家長同意書或逾期者皆不予受理。研究生家長同意書另

有格式，請參閱附檔 
(三)截止日期：112.03.27 (一)，17：00 前。 

https://forms.gle/pwu7dLH3vbfE36bk6
https://forms.gle/xoyBZt7aZ3NQUcc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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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甄選： 
112.04.12 (三) 公告甄選名單、順序 
112.04.19 (三) 18：00 於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作物科學大樓) 
H102、104 教室辦理甄選  
 
徵選標準:含英、泰語口試，依年級高低、國際農業服務團團員、

在校歷年成績、英語成績等，擇優正取 2 名，備取 1 名。甄選排

序、錄取名單，請務必注意本校園藝系網頁公告。不另行通知。 
九、 重要作業時程統整如下： 

112.03.27 (一) 17:00 報名截止 
112.04.12 (三) 公告甄選名單 
112.04.19 (三) 18:00 甄選，本校園藝系作物科學大樓 H102、H104 
112.04.21 (五) 公告錄取名單 
112.04.25 (二) 12:00-13:00 繳交代辦護照、簽證之證件。 
 
證件為：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簽證用白底彩色二吋大頭照 2
張、泰國需辦簽證費用$1800) 
 
請注意：請自行訂機票；因疫後邊境開放又逢暑假期間出國人

數大增，票價易浮動，且團體票價遠高於個人票，因此請學員

自行訂票，或自洽旅行社代訂。 
 
泰國農業大學課程航班： 
7/4 - CI833, 台北桃園(TPE)- 曼谷(BKK)； 
7/17 - CI838 曼谷(BKK)- 台北桃園(TPE)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航班： 
7/4 - BR257, 台北桃園(TPE)- 清邁(CNX) 
7/17 - BR258 清邁(CNX)- 台北桃園(TPE) 
 
112.05.03(三) 繳交機票訂位證明，確定課程名單。 
112.06.16(五) 18:00 行前說明會，本系 H300，繳交膳雜費、 

推選各團幹部、規劃表演活動。 
112.08.15(二) 繳交完整報告予任課老師。成果發表座談會時間另訂。 

十、 其他 
(一) 參加同學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始得參加。全員統一出

入境不得脫隊。 
(二) 本課程並非旅行團，參加同學必須選修本計畫開設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農產業實習(一)」科目 (校外學生須收

學分費 3,000 元)，並應配合本實習課程需求發表成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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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關作業。該課程之學分認抵須由學員自行向所屬學校

及系所確認。本單位於學生取得及格成績後 (學士班 60 分

及格、碩士班 70 分及格) 可提供學分證明 (附件一，請先

詢問所屬學校及系所確認是否適用於學分認抵)。 
(三) 公告錄取至繳證期間很短，護照等證件請提早取得。 
(四) 請自行檢視自身是否符合入境泰國疫苗施打規定。 
(五) 歷年課程影片請參閱本校園藝系網頁 
(六) 如有疑問請洽詢中興大學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

培育計畫、曾小姐 22840780#309。 
 
 
附表-112 年國外農業訓練課程介紹 

課程名稱 
國

別 
上課及合作

單位 
課程內容 

國外農業訓練(二-A) 
泰國農業大學研習 

泰

國 

泰國農業大

學 
(中部曼谷

等地) 

. 熱帶農作物生產模式 

. 熱帶生態管理 

國外農業訓練(二-B)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

研習 

泰

國 

泰國皇家計

畫基金會

(泰北清邁

等地) 

. 亞熱帶及溫帶高山作物

栽培 
. 山地農場體驗 
. 泰北少數民族農業文化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學分證明

111 年度『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暑期班 

學員姓名：陳 X 綸 

身分證字號：S124****** 

修  習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成績 實得學分

科技創業管理與實作 3 36 0 

實得學分總數 0 

備註：



本資料為國立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文件編號 NCHU-PIMS-D-013 機密等級 內部使用 版次 1.0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 

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本校因執行國外農業訓練課程報名作業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件、護照號碼、聯絡方式(電

話、E-Mail)等。 

4.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  請求刪求。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

之個 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

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本校為執行國外農業訓練課程報名作業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

向 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3.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 3年內，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

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

信 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 

列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 

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 

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 

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家長同意書 

貴子弟報名參加 112 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開設之國外農

業訓練課程 

■請勾選課程 

□泰國農業大學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 

 

112.07.04-11.07.17，共計 14天。 

 

課程及農業參訪期間需自行支付行程中所有費用(費用說

明請參考招募公告)。如您同意 貴子弟參加本課程，請

於期限內簽署回條繳回。未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者不

得參加。 

本課程如有疑問可電洽園藝系潘怡君老師或系辦公室梁

小姐。(04)2284-0340#210、505。 

 
 

  本人同意     系      同學，參加 112 學年

度國外農業訓練課程。 

 

 

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家長及指導教授同意書 
貴子弟報名參加 112 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開設之國外農

業訓練課程—■請勾選課程 
□泰國農業大學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 
 
112.07.04-11.07.17，共計 14 天。 
課程及參訪期間需自行支付行程中所有費用(費用說明

請參考招募公告)。如您同意 貴子弟參加本課程，請於期限

內簽署繳回。未獲家長或監護人及指導教授同意者不得參加。

本課程如有疑問歡迎洽詢園藝系辦公室梁小姐

(04)2284-0340#210 或園藝系潘怡君老師。 
  

 本人     同意     系碩士班     年級 
     
          同學，參加 112 學年度國外農業訓練課程。 

 

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簽章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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