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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級 四 四四四 碩

周 技 技技技 博

三 一二四 士

年 年年年 班

  時  間 級 級級級

(1) 0 06.08-06.12 │開學：6/08☆初選：5/18-22★加退選：6/08-12

(2) 0 06.15-06.19 │

(3) 0 06.22-06.26 │

(4) 0 06.29-07.03 │

(5) 0 07.06-07.10 │遠距說明會：7/8　遠距面試選課：7/8-11

(6) 0 07.13-07.17 │

(7) 0 07.20-07.24 ○

(8) 1 07.27-07.31 │期中停修：7/27-8/7　三上期中成績繳交截止：7/31

(9) 2 08.03-08.07 │☆遠距Ⅰ/Ⅱ階課程初選：8/3-10　⊕註冊：8/5　

(10) 3 08.10-08.14 │遠距Ⅰ/Ⅱ階段課程第一次面授

(11) 4 08.17-08.21 │

(12) 5 08.24-08.28 │ ☆初選 延修/大四：8/29-9/4　一二年級：8/31-9/4 ☆初選：8/29-9/4

(13) 6 08.31-09.04 │

(14) 7 09.07-09.11 ●
新生入住暨家長座談會：9/6

新生定向輔導營：9/7-9/10 ⊕新生報到/註冊：9/7

8 09.14-09.18

▊│遠距Ⅰ開學：9/14　★遠距Ⅰ加退選：9/14-24

　　三上學期成績繳交截止：9/14

　　校外實習：109/9/14-110/9/10

│開學日：9/14　★加退選：9/14-24

　⊕舊生註冊9/17

│新生報到　⊕註冊 / 開學日：9/14

★加退選：9/14-24

9 09.21-09.25 ▊│ │★預研生選課：9/25 │

10 09.28-10.02 ▊│ │ │

11 10.05-10.9 ▊│ │ │

12 10.12-10.16 ▊│ │ │

13 10.19-10.23 ▊│ │ │

14 10.26-10.30 ▊│ │ │

15 11.02-11.06 ▊│ │ │

16 11.09-11.13 ▊○ ○ │

17 11.16-11.20 ▊│期中停修申請：11/16-11/27 │期中停修申請：11/16-11/27 │期中停修申請：11/16-11/27

18 11.23-11.27 ▊│遠距Ⅰ期中成績繳交截止日：11/27 │上期中成績繳交截止日：11/27 │

19 11.30-12.04 ▊│ │ │

20 12.07-12.11 ▊│ │ │

21 12.14-12.18 ▊│ │ │

22 12.21-12.25 ▊│教學評量：109/12/21-110/1/8 │教學評量：109/12/21-110/1/8 │教學評量：109/12/21-110/1/8

23 12.28-110.01.01 ▊│ │☆初選 延修/大四：12/28-1/4 大一/二：12/29-1/4 │☆初選：109/12/28-1/4

24 01.04-01.08 ▊│ │ │

25 01.11-01.15 ▊●遠距Ⅰ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1/21 ● 上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1/21 ● 上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1/21

26 01.18-01.22 ▊│遠距Ⅱ開學：1/18　★遠距Ⅱ加退選：1/18-1/28 ｜開學日：1/18　★網路加退選：1/18-1/28 ｜開學日：1/18　★網路加退選：1/18-1/28

27 01.25-01.29 ▊│ │★預研生加選：1/29 │

28 02.01-02.05 ▊│⊕當週註冊　 │⊕當週註冊 │⊕當週註冊

29 02.08-02.12 ▊△ 110/2/11 除夕 △ 110/2/11 除夕 △ 110/2/11 除夕

30 02.15-02.19 ▊△ △ △

31 02.22-02.26 ▊│ │ │

32 03.01-03.05 ▊│ │ │　

33 03.08-03.12 ▊│ │ │

34 03.15-03.19 ▊│ │　 │　

35 03.22-03.26 ▊│ │ │

36 03.29-04.02 ▊○ ○ │

37 04.05-04.09 ▊│期中停修申請：4/5-16 │期中停修申請：4/5-4/16 │期中停修申請：4/5-4/16

38 04.12-04.16 ▊│遠距Ⅱ期中成績繳交截止日：4/16 │下學期期中成績繳交截止日：4/16 │

39 04.19-04.23 ▊│ │　 │

40 04.26-04.30 ▊│ │ │

41 05.03-05.07 ▊│ │ │

42 05.10-05.14 ▊│教學評量：5/10-5/28 │教學評量：5/10-5/28 │教學評量：5/10-5/28

43 05.17-05.21 ▊│ │☆110學年大三網路初選：5/17-21 │

44 05.24-05.28 ▊│ │

45 05.31-06.04 ▊● ● ▲畢業典禮：6/5 ● ▲畢業典禮：6/5

46 06.07-06.11 ▊遠距Ⅱ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6/10 下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6/10 下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6/10

47 06.14-06.18 ▊

48 06.21-06.25 ▊

49 06.28-07.02 ▊

50 07.05-07.09 ▊

51 07.12-07.16 ▊

52 07.19-07.23 ▊

53 07.26-07.30 ▊

附註:

１、符號說明：( )四技三年級上學期上課周次　▊校外實習時間　│上課時間　○期中　●期末　△休假　▲校內活動　
☆初選 　★加退選　⊕當周(日)註冊。

２、國定例假日：△109/6/25(週四)端午節《109/6/26(週五)彈性放假  6/20(週六)補行上班上課》 
△109/10/1(週四)中秋節《109/10/2(週五)彈性放假  9/26(週六)補行上班上課》
△109/10/10(週六)雙十節 《109/10/9(週五)補假》 △110/1/1(週五)元旦 　△110/2/11(週四)除夕
△110/2/28(週日)228紀念日《110/3/1(週一)補假》 △110/4/4(週日)兒童節 《110/4/2(週五)補假》
△110/4/4(週日)民族掃墓節 《110/4/5(週一)補假》

３、全校共同活動：▲109/9/25(週五)防災演練　▲109/9/20(週日)明志志工日　▲109/12/2(週三下午)第十二屆永慶盃校園路跑
▲110/4/23(週五)校運會

４、畢業典禮：110/6/5(週六)
５、暑修：110/6/21-8/20；暑修網路選課110/6/7-6/11；暑修繳費期間110/6/14-6/16
６、進修部行事曆簡述：第一學期9/18開學，11/13-18期中考，1/15-20期末考；第二學期1/22開學，3/28-4/3期中考，6/2-8期末考。

 明志科技大學109學年度日間學制各科系上課及校外實習時間分配表　 　109.6.23 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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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學生工讀實務實習行事曆 

周次 年 期間 重要行事計畫

8 109 09.14-09.18 109.9.14 工讀實務實習報到(部份合作機構提前報到) 

9 09.21-09.25 「學生實習每月聯繫表」每月 30 日繳給輔導老師 

10 09.28-10.02 學生將「實習單位主管、學生通訊表」繳給輔導老師

11 10.05-10.09 第一個月輔導老師訪視輔導，訂定「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

12 10.12-10.16 

13 10.19-10.23 

14 10.26-10.30 

15 11.02-11.06 

16 11.09-11.13 

17 11.16-11.20 學生向主管繳交「工讀實務實習（一）」報告

18 11.23-11.27 輔導老師訪視輔導，學生向主管、老師口頭報告，成績評核

19 11.30-12.04 

20 12.07-12.11 學生將該單位實習報告收齊後，寄送輔導老師

21 12.14-12.18 

22 12.21-12.25 各系將「工讀實務實習（一）」報告成績送註冊組

23 12.28-01.01 

24 110 01.04-01.08 

25 01.11-01.15 

26 01.18-01.22 

27 01.25-01.29 

28 02.01-02.05 

29 02.08-02.12 

30 02.15-02.19 學生向主管繳交「工讀實務實習（二）」報告

31 02.22-02.26 輔導老師訪視輔導，學生向主管、老師口頭報告，成績評核

32 03.01-03.05 

33 03.08-03.12 學生將該單位實習報告收齊後，寄送輔導老師

34 03.15-03.19 

35 03.22-03.26 各系將「工讀實務實習（二）」報告成績送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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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學生工讀實務實習行事曆 

周次 年 期間 重要行事計畫

36 110 03.29-04.02 

37 04.05-04.09 

38 04.12-04.16 

39 04.19-04.23 

40 04.26-04.30 

41 05.03-05.07 

42 05.10-05.14 

43 05.17-05.21 學生向主管繳交「工讀實務實習（三）」報告

44 05.24-05.28 輔導老師訪視輔導，學生向主管、老師口頭報告，成績評核

45 05.31-06.04 

46 06.07-06.11 學生將該單位實習報告收齊後，寄送輔導老師

47 06.14-06.18 

48 06.21-06.25 各系將「工讀實務實習（三）」報告成績送註冊組

49 06.28-07.02 

50 07.05-07.09 

51 07.12-07.16 

52 07.19-07.23 

53 07.26-07.30 

1 08.02-08.06 

2 08.09-08.13 學生向主管繳交「工讀實務實習（四）」報告

3 08.16-08.20 輔導老師訪視輔導，學生向主管、老師口頭報告，成績評核

4 08.23-08.27 
學生將該單位實習報告收齊後，寄送輔導老師

各系將「工讀實務實習（四）」報告成績送註冊組

5 08.30-09.03 

6 09.06-09.10 
學生於 110.09.10 前將全勤證明傳真或寄回研發處 
110.9.10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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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企業提供明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工讀實務實習名額彙總表【公司別】 

公司 
機械 電機 電子 化工 材料 環 

安 
衛 

環 
實 
務 

工管 經管 
工設 視傳 合計 

甲 乙 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台
塑
企
業 

總管理處 1 1   1 4 4 2 2 1     4   12 10 12 15 1 5 75 
台塑公司 3 2   3   1   15 13 4 5 14 2 3 4 10 2     81 
南亞塑膠       2 1                 1       1   5 
台塑石化公司         1     5 5 5 2 1   6 1 4 3     33 
台朔重工 1 1 1   1                   5 1       10 
台塑生醫科技               1           1 2 1 2     7 
台塑汽車貨運   1 11 1 1 1 1             2 1 3 1     23 
台塑汽車     2                               1 3 
台塑海運                       1   2   2 2     7 
台塑勝高科技       2                               2 
台塑網科技                                     2 2 
台塑網旅行社                                 1   1 2 
長庚生物科技             1                 1 1     3 
長庚醫學科技   1                                   1 
南亞光電 1 1       1                       1   4 
南亞科技           1 1               4   1     7 
長庚養生文化村                           1 2   4     7 
福機裝                               1     2 3 
明志科技大學   1 1   1  1 3 2 4 12 6 1 1 1 1       1  36 

企業內班級合計 6 8 15 9 9 9 8 25 23 21 13 21 3 29 30 35 32 3 12 311 
企業外班級合計 33 46 23 39 39 43 42 20 21 23 33 21 16 20 16 15 11 43 37 541 

總計 班級合計 39 54 38 48 48 52 50 45 44 44 46 42 19 49 46 50 43 46 49 852 
系所合計 131 96 102 89 90 42 19 95 93 46 49 852 

 
台塑企業提供明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工讀實務實習名額彙總表【廠區別】 

廠區 
機械 電機 電子 化工 材料 環 

安 
衛 

環 
實 
務 

工管 經管 
工設 視傳 合計 

甲 乙 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台
塑
企
業 

大樓   1   1 1   2 3 1     2   14 9 22 23 3 11 93 
麥寮 3 2   3 2 3   8 10 8 3 8   7 2 6 2    67 
仁武 2 2 4 2 1     11 8 1 4 6 1 1 6 4      53 
林園                       4 1 1 1        7 
泰山   1       1 1             1 5   1    10 
樹林 1         1 1                        3 
林口       1   1                          2 
工三     1 1     1               1 2      6 
工五     1                     1          2 
龜山                           1 2   4    7 
錦興                             1        1 
大肚   1 8   1 1               1 1 1 1    15 
彰化           1   1             1   1    4 
新港       1 2                            3 
嘉義         1                            1 
龍德                           1          1 
明志   1 1   1  1 3 2 4 12 6 1 1 1 1       1 36 

總計 班級合計 6 8 15 9 9 9 8 25 23 21 13 21 3 29 30 35 32 3 12 311 
系所合計 29 18 17 48 34 21 3 59 67 3 1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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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各合作機構【小組長】名單暨通訊表 

合作機構 班級 姓名 電話 

台塑大樓 經管系乙班 古佩真 

麥寮廠 材料系甲班 楊淯丞 

仁武廠 化工系甲班 張少瀧 

林園廠 環安衛系 陳盈凱 

鴻騰精密科技 機械系甲班 吳建霖 

工研院(綠能所) 電機系甲班 張舜評 

工研院(材化所) 化工系乙班 林明辰 

凌華科技 電子系乙班 陳韋澔 

華碩電腦 工設系 李紅知 

緯創資通 經管系甲班 吳霈湄 

瑞祺電通 工管系甲班 何佩螢 

聯寶電腦 電子系甲班 黃珮嘉 

欣興電子(新豐) 材料系乙班 李學舜 

訊凱國際 機械系乙班 林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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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機械工程系甲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39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周昆誼 U07117901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中心保養訓練組 蔡清發 4525 

郭丞捷 U07117029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蔡清發 4525 

嚴立暐 U0711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預測保養組 馮奎智 4523 

莊凱文 U07117026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馮奎智 4523 

周子軒 U07117015 台朔重工 麥寮 機械廠 鄭春德 4528 

陳韋碩 U07117033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胡志中 4518 

劉應緯 U07117045 瀚荃 新北市淡水 研發部 朱承軒 4535 

吳建霖 U07117008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 品保 蔡宜昌 4521 

賴侑辰 U07117048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 品保 蔡宜昌 4521 

何韋承 U07117006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模具加工 郭啟全 4524 

朱冠亦 U07117005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58 謝文賓 4513 

黃頌淯 U07117038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58 謝文賓 4513 

蔡孟霖 U07117047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58 謝文賓 4513 

汪建成 U0711701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傅本然 4519 

戴暐哲 U0711705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300 蔡習訓 4515 

陳泰旭 U07117034 微星科技 新北市中和 CNC實習生 鍾永強 4534 

郭宇皓 U07117030 志聖工業 新北市林口 研二機構 王海 4517 

王俊翰 U07117002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原型工程處 鄭春德 4528 

吳震鴻 U07117010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原型工程處 鄭春德 4528 

張振章 U07117024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原型工程處 鄭春德 4528 

張惠雯 U07117025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熱傳設計處 鄭春德 4528 

林詩芸 U07117021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機構研發部 蔡宜昌 4521 

胡再耘 U07117022 流亞科技 新北市新莊 研發 王海 4517 

楊可任 U07117041 德律科技 桃園市龜山 AOI/X Ray 楊岳儒 4567 

林子朧 U07117016 忠達貿易 新北市新店 劉秋霖 4531 

吳英茂 U07117009 天隸企業 新北市三重 自動化整合部 蔡宜昌 4521 

張智翔 U07117128 啟碁科技 新竹市 模型工程部 蔡習訓 4515 

沈佩潔 U07117014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熱流與聲學部 鍾永強 4534 

葉建寅 U07117042 全智工業 新北市土城 劉晉奇 4569 

賴昀辰 U07117049 全智工業 新北市土城 劉晉奇 4569 

古家禎 U07117004 英業達 台北市士林 機構設計 謝文賓 4513 

蘇銘泰 U07117052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機構課 郭啟全 4524 

林俊宇 U07117020 信鼎技術服務 基隆市 廠務部基隆廠維修組/工程員 王海 4517 

黃晉頎 U07117037 欣興電子 桃園市蘆竹 設備部 游孟潔 4562 

林宏哲 U07117017 貫理工業 桃園市楊梅 實驗室 劉秋霖 4531 

林宏瑋 U07117018 江申工業 桃園市楊梅 開二課 張文慶 4564 

楊子能 U07117040 江申工業 桃園市楊梅 開二課 張文慶 4564 

劉鎮瑜 U07117046 藍天電腦 新北市三重 開發一處機構設計部 王海 4517 

李上宇 U07117011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世欽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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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機械工程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54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蔡柏彥 U0711714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經理室專案組 蔡清發 4525 
林琛暹 U0711712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蔡清發 4525 
陳柏廷 U0711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二廠廠務 馮奎智 4523 
林子傑 U06117114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生技組 馮奎智 4523 
吳仲恩 U06117104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陳炳宜 4566 
劉軒承 U07117140 長庚醫學科技 新北市泰山 研發處機構設計課 劉晉奇 4569 
孟繁璋 U07117114 南亞光電 大樓 市場推推廣處 胡志中 4518 
陳立元 U071172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馮奎智)老師 馮奎智 4523 
谷中和 U07117112 瀚荃 新北市淡水 製工部 朱承軒 4535 
羅偉哲 U07117149 瀚荃 新北市淡水 營銷總處 朱承軒 4535 
宋郁昇 U07117106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成型 鍾永強 4534 
吳治宏 U07117105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品保 蔡宜昌 4521 
林書玄 U07117120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模具加工 郭啟全 4524 
劉鈺文 U07117141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300(沙崙) 謝文賓 4513 
練勁甫 U07117246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300 傅本然 4519 
李庭維 U0711710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100 傅本然 4519 
李唯瑞 U07117110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傅本然 4519 
李皓鈞 U07117111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傅本然 4519 
江其謙 U0711710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I600 蔡習訓 4515 
林柏任 U07117117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200 蔡習訓 4515 
陳璿宇 U07117135 志聖工業 台中市南屯 研三機構 王海 4517 
方瑋銘 U07117101 景碩科技 桃園市新屋 設備助理工程師 章哲寰 4522 
陳主安 U07117129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熱傳設計處 鄭春德 4528 
陳彥勳 U07117132 馬路科技 新北市三重 3D列印 郭啟全 4524 
洪力齊 U07117123 馬路科技 新北市三重 3D量測 郭啟全 4524 
張元豪 U07117126 德律科技 桃園市龜山 AOI/X Ray 楊岳儒 4567 
謝明哲 U07117145 德律科技 桃園市龜山 物管 楊岳儒 4567 
鄭余宏 U07117143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廠設 蔡清發 4525 
江權倫 U07117103 寶迪自動化 新北市新莊 機器視覺 蔡宜昌 4521 
謝尚宏 U07117144 啟碁科技 新竹市 模型工程部 蔡習訓 4515 
江尚儒 U07117202 啟碁科技 新竹市 模型工程部 蔡習訓 4515 
曾渧淳 U07117136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關鍵組件部 鍾永強 4534 
劉泰酉 U07117139 迪吉亞節能科技 桃園市龜山 生產部 章哲寰 4522 
陳佳佑 U07117130 英業達 台北市士林 機構設計 謝文賓 4513  
高嘉佑 U07117125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機構課 郭啟全 4524 
廖俊傑 U07117137 宏致電子 桃園市中壢  劉晉奇 4569 
簡翌安 U07117147 宏致電子 桃園市中壢  劉晉奇 4569 
邱志恆 U07117122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設備部 陳源林 4512 
韓尚佑 U07117146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設備部 陳源林 4512 
林振霆 U07117119 信錦企業 桃園縣龜山  章哲寰 4522 
林于善 U07117115 貫理工業 桃園市平鎮 製造課 蔡清發 4525 
劉金益 U07117138 三尹實業 新北市中和 工程部 朱承軒 4535 
林韋丞 U07317018 SGS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五股 雜貨實驗室 章哲寰 4522 
吳東宸 U07117104 新譜光科技 新北市五股 品管處/品保助理 陳源林 4512 
周裕倫 U07117113 新譜光科技 新北市五股 研發處/機構助理 陳源林 4512 
邱文志 U07117218 江申工業 桃園市楊梅 計劃課 張文慶 4564 
林政緯 U07117116 台灣晶技 桃園市平鎮 BLK 陳源林 4512 
邱子袁 U07117217 台灣晶技 桃園市平鎮 BLK 陳源林 4512 
李臥陽 U07117107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世欽 4563 
陳重嘉 U07117134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世欽 4563 
林信文 U07117212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產品開發 黃世欽 4563 
林柏陞 U07117118 華惟國際 台北市北投 MID精密模型部 游孟潔 4562 
顏嘉濬 U07117148 華惟國際 台北市北投 MID精密模型部 游孟潔 4562 
洪丞曄 U07117124 華惟國際 台北市北投 MID-模型組 游孟潔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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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機械工程系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38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陳泓達 U07117232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冷作課 馮奎智 4523 

林佳萱 U07117211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黃道易 4565 

林家睿 U07117215 台塑汽車貨運 工五 北區保養廠駐工五 黃道易 4565 

梁華昕 U07117229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陳炳宜 4566 

游亞致 U0711723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陳炳宜 4566 

林翰鴻 U0711721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陳炳宜 4566 

邱繼磊 U0711722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陳炳宜 4566 

游張正 U07117237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陳炳宜 4566 

黃炫睿 U0711724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陳炳宜 4566 

黃正勳 U07117238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馮奎智 4523 

楊秉叡 U07117242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馮奎智 4523 

劉宇哲 U07117245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馮奎智 4523 

陳宣尹 U07117234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楊岳儒 4567 

蘇聖勛 U07117251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楊岳儒 4567 

吳訓瑛 U071172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孟潔&章哲寰)老師 游孟潔 4562 

蔡凱翔 U07117247 凱銳汽車 新北市中和 劉秋霖 4531 

李柏毅 U07117205 凱銳汽車 新北市新莊 劉秋霖 4531 

陳翰英 U07117235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G300 傅本然 4519 

吳秉諺 U0711720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100 傅本然 4519 

林禹丞 U0711721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傅本然 4519 

洪志賢 U07117222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300 傅本然 4519 

林羿均 U0711721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100 蔡習訓 4515 

林妤蓁 U0711721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300 蔡習訓 4515 

徐浩哲 U07117226 太古汽車 台北市內湖 福斯內湖廠 蔡清發 4525 

郭嘉賢 U07117230 太古汽車 台北市內湖 福斯內湖廠 蔡清發 4525 

陳彥綸 U06117233 太古汽車 台北市內湖 福斯內湖廠 蔡清發 4525 

嚴瑀潔 U07117249 太古汽車 台北市北投 福斯北投廠 朱承軒 4535 

林千妤 U07117208 微星科技 新北市中和 CNC實習生 鍾永強 4534 

黃字瑀 U07117240 馬路科技 新北市三重 Salesforce資料庫管理 郭啟全 4524 

張耀升 U07117228 車麗屋 台北市內湖 黃道易 4565 

黃立齊 U07117239 車麗屋 新北市土城 黃道易 4565 

林佑威 U07117209 車麗屋 新北市蘆洲 黃道易 4565 

高敏軒 U07117227 裕民汽車 台中市大里 大里廠 黃道易 4565 

廖健驊 U07117244 裕民汽車 台中市南屯 五權西路廠 楊岳儒 4567 

鄧翔鴻 U07117248 先豐通訊 桃園市觀音 生技部生產技術工程師 胡志中 4518 

邱承霖 U07117220 江申工業 桃園市楊梅 開一課 張文慶 4564 

洪顥瑋 U07117223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世欽 4563 

胡嘉辰 U07117224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世欽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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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電機工程系甲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8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蘇家華 U07127052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林志銘 4806 
林錦辰 U07127022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古家豪 4835 
邱品逸 U0712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楊宗振 4830 
謝淇安 U0712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楊宗振 4830 
李奕霆 U07127012 南亞塑膠 大樓 經理室設備組 林志銘 4806 
雷宇文 U07127044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邱機平 4804 
洪湧杰 U07127026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林志銘 4806 
洪祥育 U07127025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古家豪 4835 
張于輝 U07127029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古家豪 4835 
曾聖雲 U0712703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100 楊宗振 4830 
吳冠儀 U0712700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200 楊宗振 4830 
潘為煌 U0712704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200 楊宗振 4830 
方奕閎 U07127002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400 楊宗振 4830 
鄭秉睿 U0712704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100 王勝寬 4812 
袁聖博 U07127028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王勝寬 4812 
張舜評 U07127031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300 王勝寬 4812 
許峻瑋 U07127034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U200 王勝寬 4812 
葉家熏 U0712704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U200 王勝寬 4812 
張佳生 U07127030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300(沙崙) 林郁修 4829 
陳豪澧 U07127038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300(沙崙) 林郁修 4829 
王崇軒 U07127004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U200(沙崙) 林郁修 4829 
吳益禎 U07127008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硬體研發五部 林君玲 4819 
孫滕漳 U07127027 新鼎系統 台北市南港 MEI 實習生 王勝寬 4812 
黃楷鈞 U07127042 志聖工業 新北市林口 研一電控 邱機平 4804 
陳慈翰 U07127037 志聖工業 台中市南屯 研三電控 邱機平 4804 
李沅錞 U07127010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電源設計驗證部 陳瓊安 4813 
林旭辰 U07127016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電源設計驗證部 陳瓊安 4813 
曹瑋倫 U07127032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電源設計驗證部 陳瓊安 4813 
谷軍 U07127014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軟體智動部 王得貴 4857 
李韋儒 U07127013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先進技術服務部 王得貴 4857 
莊濬榮 U07127033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PKG 姜惟元 4827 
陳子易 U07127035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安全部 古家豪 4835 
丁翊 U07127001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邱聰輝 4816 
林建豪 U07127019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邱聰輝 4816 
黃天文 U07127040 元利盛精密機械 桃園市蘆竹 工程部 蔡文星 4817 
林原丞 U07127020 柏眾系統 新北市新店 工程部 陳瓊安 4813 
王柏盛 U07127003 天隸企業 新北市三重 自動化整合部 邱聰輝 4816 
陳奇 U07127036 泰博科技 新北市五股 電子品保 吳長洲 4815 
余祐誠 U07127006 泰博科技 新北市五股 電子研發 吳長洲 4815 
劉駿紳 U07127046 啟碁科技 新竹市 熱流分析部 姜惟元 4827 
呂明鴻 U07127009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無線通訊部 蔡文星 4817 
李東諺 U0712701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郁修 4829 
邱顯杰 U07127024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郁修 4829 
賴綱濬 U07127050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設備部 姜惟元 4827 
林書安 U07127021 信錦企業 桃園縣龜山  吳長洲 4815 
官承燁 U07127015 美超微電腦 新北市中和 Valiadation 林君玲 4819 
劉承樺 U07127045 美超微電腦 新北市中和 Valiadation 林君玲 4819 
林俊杰 U07127018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 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林君玲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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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電機工程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8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張家銘 U0711712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林志銘 4806 
廖翌宏 U07127144 總管理處 麥寮 資訊部麥寮電腦課 古家豪 4835 
呂浩丞 U07127109 總管理處 新港 資訊部新港電腦課 邱機平 4804 
郭峻誌 U07127134 總管理處 嘉義 資訊部嘉義電腦課 邱機平 4804 
王英仲 U07127103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邱機平 4804 
劉慧龍 U0712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電儀保養課 古家豪 4835 
蘇楷洋 U07127152 台朔重工 仁武 自動化處設備組 楊宗振 4830 
鄭吉宇 U0712714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邱機平 4804 
林嘉洋 U07127121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88 姜惟元 4827 
邱冠瑋 U07127122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88 姜惟元 4827 
李奕緯 U0721700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100 楊宗振 4830 
孔祥宇 U07127101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300(沙崙) 林郁修 4829 
邱崑庭 U07127123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技術服務部 林君玲 4819 
曾楷崴 U07127138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智能製造系統部 林君玲 4819 
吳俊良 U07127106 瑞傳科技 新北市樹林 CTD 相容性測試組 王得貴 4857 
黃柏叡 U07127140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研發五部 陳瓊安 4813 
吳凱文 U07127108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系統工程部 王得貴 4857 
李昇鴻 U07127110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系統工程部 王得貴 4857 
胡本致 U07127126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先進技術服務部 王得貴 4857 
洪培瑜 U07127124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應用交付網路部 王得貴 4857 
江霽倫 U07127105 宏泰電力技術顧問 台北市內湖 助理工程師 王勝寬 4812 
陳宥尹 U07127136 宏泰電力技術顧問 台北市內湖 助理工程師 王勝寬 4812 
李柏瑋 U07127112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邱聰輝 4816 
潘思豪 U07127146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邱聰輝 4816 
林育承 U07127116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吳長洲 4815 
姜智翔 U07127931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吳長洲 4815 
林旻毅 U07127117 華儀電子 新北市汐止 研發實習生 古家豪 4835 
梁喬瑋 U07127132 極簡科技 台北市大安 蔡文星 4817 
李泓緯 U07127111 強盛染整 桃園市大園 工務室 吳長洲 4815 
李蔚廷 U07127113 柏眾系統 新北市新店 工程部 陳瓊安 4813 
張書函 U07127130 柏眾系統 新北市新店 工程部 陳瓊安 4813 
陳義文 U07127137 柏眾系統 新北市新店 工程部 陳瓊安 4813 
張農杰 U07127131 天隸企業 新北市三重 自動化整合部 邱聰輝 4816 
戴梓育 U07127150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台北業務加速實驗室軟體部 蔡文星 4817 
洪紹銜 U07127125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服務器硬件設計部 蔡文星 4817 
鄔宗翰 U0712714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服務器硬件設計部 蔡文星 4817 
蔡承宏 U07127147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服務器硬件設計部 蔡文星 4817 
陳侑承 U0711713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郁修 4829 
許玟龍 U0712713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郁修 4829 
葉兆宏 U07127142 剛鈺 新北市林口 吳長洲 4815 
朱少逵 U07127104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硬體課 林志銘 4806 
張子恩 U07127129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硬體課 林志銘 4806 
黃于紘 U07127139 信錦企業 桃園縣龜山 吳長洲 4815 
林律旻 U07127119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五股 可靠度實驗室(五股) 姜惟元 4827 
徐碩亨 U07127127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五股 可靠度實驗室(五股) 姜惟元 4827 
林晉謙 U07127120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 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林君玲 4819 
黃鈞渝 U07127141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 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林君玲 4819 
林平昌 U0712711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王志良)老師 王志良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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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電子工程系甲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52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陳冠宇 U07157028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唐明中 4858 
陳又詳 U07157026 總管理處 彰化 資訊部彰化電腦課 謝滄岩 4851 
黃仕翔 U0715703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工程訓練組 曾宗亮 4866 
詹竣凱 U07157038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曾宗亮 4866 
林弘昀 U0715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廠務 曾宗亮 4866 
李尚謙 U0715700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謝滄岩 4851 
鄧翔仁 U07157046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洪偉文 4856 
邱鈺婷 U07157017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實驗室暨基板設計部 王志良 4861 
阮國倫 U071570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宗亮)老師 劉舜維 4868 
楊長泰 U07157035 瀚荃 新北市淡水 資管中心 曾宗亮 4866 
徐丞毅 U0715701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200 鄭信民 4867 
陳建和 U0715702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400 鄭信民 4867 
溫彥凱 U07157036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J400 鄭信民 4867 
衛煜仁 U07157045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I600 鄭信民 4867 
陳羿綸 U0715703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I800 鄭信民 4867 
劉泊灝 U07157042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先進製程部 許宏彬 4864 
何柏陞 U07157001 融程電訊 新北市三重 電子開發技術助理 賴文正 4869 
徐承楷 U07157020 瑞傳科技 新北市樹林 DQA 訊號模擬驗證組 洪偉文 4856 
李靖詮 U07157008 瑞傳科技 新北市樹林 ERD Project 專案研發組 洪偉文 4856 
柯人豪 U07157018 瑞傳科技 新北市樹林 ERD2 電子研發 2 組 洪偉文 4856 
張育誠 U07157022 景碩科技 桃園市新屋 設備維運處 劉舜維 4868 
賴敏君 U07157047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研發五部 賴文正 4869 
宋詠綺 U07157004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訊號品質驗證部 賴文正 4869 
邱子芸 U07157016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訊號品質驗證部 賴文正 4869 
李亘洋 U07157005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1ST100 賴文正 4869 
蔡至軒 U07157044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1ST100 賴文正 4869 
廖耿通 U07157039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軟體驗證部 洪偉文 4856 
連翊宏 U07157025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智能應用開發部 陳延禎 4853 
吳唯愷 U07157003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資訊安全部 陳延禎 4853 
許雅筑 U07157024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AL6 陳華彬 4865 
林怡嘉 U07157013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HFID 陳華彬 4865 
曾宇豪 U07157031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量測與校正技術部 曾宗亮 4866 
謝政燁 U07157048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吳亞芬 4863 
陳佑晉 U07157027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劉舜維 4868 
林廉澤 U07157015 極簡科技 台北市大安 林義楠 4854 
董力衡 U07157037 廣積科技 新北市新莊 維修技術員 陳華彬 4865 
歐政皇 U07157043 泰博科技 新北市五股 電子工程 林義楠 4854 
蘇哲正 U0715705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安規工程部(安全與節能工程) 林義楠 4854 
羅世勳 U0715705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創新機構及硬體開發部 黃樹林 4882 
林詩詠 U0715790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無線通訊部 吳亞芬 4863 
吳宗霖 U07157002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吳亞芬 4863 
黃珮嘉 U0715703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吳亞芬 4863 
劉力維 U0715704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吳亞芬 4863 
蘇宗誼 U07157052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吳亞芬 4863 
黃詺智 U07157034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熱流與聲學部 林義楠 4854 
林万富 U07157010 剛鈺 新北市林口 唐明中 4858 
林志彥 U07157012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造部 王志良 4861 
古李傑驊 U07157007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廠長室 王志良 4861 
謝程和 U07157049 信錦企業 桃園縣龜山 曾宗亮 4866 
趙彥鈞 U07157040 美超微電腦 新北市中和 Valiadation 陳延禎 4853 
韓睿初 U07157050 美超微電腦 新北市中和 Valiadation 陳延禎 4853 
林柏維 U07157014 藍天電腦 新北市三重 開發二處硬體設計部 林義楠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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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電子工程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50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邵丞暟 U0715711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唐明中 4858 
蔡長恩 U07157144 總管理處 樹林 資訊部樹林電腦課 唐明中 4858 
林忠謙 U07157112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洪偉文 4856 
徐奕群 U07157120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產品開發處/工讀生 唐明中 4858 
陳冠智 U0715712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消費產品工程部 王志良 4861 
林上卿 U071571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謝滄岩 4851 
楊智捷 U071571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謝滄岩 4851 
沈融 U0715710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圖書資訊處網路媒體組 黃樹林 4882 
劉苡良 U07157142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18 許宏彬 4864 
董峻安 U07157137 宏達國際電子 新北市新店 Health Care QA 吳亞芬 4863 
黃柏霖 U07157132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工程課 許宏彬 4864 
陳韋澔 U07157130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技術服務部 許宏彬 4864 
羅永諭 U07157151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零件工程課 許宏彬 4864 
李博原 U07157107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維修課 許宏彬 4864 
呂奇澔 U07157103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製程部 許宏彬 4864 
鄧智齊 U07157145 凌華科技 新北市中和 製程部 許宏彬 4864 
顏妙泰 U07157150 景碩科技 桃園市新屋 設備助理工程師 劉舜維 4868 
楊子諒 U07157134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訊號品質驗證部 賴文正 4869 
徐岱豊 U07157119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電源設計驗證部 賴文正 4869 
趙振亦 U07157140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電源設計驗證部 賴文正 4869 
林冠安 U07157931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軟體驗證部 洪偉文 4856 
邱則淳 U07157116 安勤科技 新北市中和 硬體研發部 HWR3 謝滄岩 4851 
李思玟 U07157106 安勤科技 新北市中和 硬體研發部 ODM 謝滄岩 4851 
陳柏瑜 U07157129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AL7 陳華彬 4865 
劉子瑄 U07157141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AL9 陳華彬 4865 
張家瑜 U07157122 聯發科技 新竹市東區 PDK 陳華彬 4865 
鄒沛宥 U07187043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智能應用開發部 陳延禎 4853 
方譽翔 U07137101 動力安全資訊 台北市內湖 應用交付網路部 陳延禎 4853 
賴建銘 U07157146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吳亞芬 4863 
蘇俊齊 U07157152 普安科技 新北市中和  吳亞芬 4863 
曾勤文 U07157131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劉舜維 4868 
李日維 U07157104 元利盛精密機械 桃園市蘆竹 工程部 唐明中 4858 
陳永耀 U07157126 啟碁科技 新竹市 熱流分析部 鄭信民 4867 
陳冠中 U07157127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軟體設計部 黃樹林 4882 
詹翔丞 U07157138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軟體設計部 黃樹林 4882 
賴燁鋒 U07157147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軟體設計部 黃樹林 4882 
李坤育 U07157105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創新規劃及軟體開發部 黃樹林 4882 
周崇霖 U07157109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義楠 4854 
張宇皓 U0715712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義楠 4854 
黃暐恩 U0715713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義楠 4854 
謝韋鎧 U07157148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硬體設計部 林義楠 4854 
林俊傑 U07157113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關鍵組件部 黃樹林 4882 
許育維 U07157123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軟體課 黃樹林 4882 
連浩鈞 U07157124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韌體課 黃樹林 4882 
林靖瑄 U07157115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程部 王志良 4861 
潘淵 U07157143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程部 王志良 4861 
林雅寬 U07157114 美超微電腦 新北市中和 Valiadation 陳延禎 4853 
翟浩宇 U07157139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五股 可靠度實驗室 鄭信民 4867 
李言芮 U07137107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林口 射頻實驗中心 謝滄岩 4851 
胡皓鈞 U07157118 台灣晶技 桃園市平鎮 BLK 劉舜維 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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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化學工程系甲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5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老師分機

陳韋伶 U071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規範組 程桂祥 4624 
杜冠儒 U0713701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製程訓練組 簡良榮 4663 
李曉虹 U07137014 台塑公司 大樓 聚丙烯部營業處 程桂祥 4624 
吳柏勳 U07137008 台塑公司 麥寮 EVA 廠 陳政佑 4631 
張至賢 U07137026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陳政佑 4631 
吳亮逵 U07137007 台塑公司 麥寮 倉儲設備組 簡良榮 4663 
李佾儒 U0713701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木整治組(氟氯烴) 吳紹榮 4626 
江宜芳 U0713700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李國通 4616 
李家瑄 U0713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 組(均一粉) 陳順基 4627 
謝昀翔 U0713705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 組(均一粉) 陳順基 4627 
葉東翰 U0713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氯乙烯及鹼氯組(鹼氯) 陳順基 4627 
吳蘅芸 U07137010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吳紹榮 4626 
何宗頤 U0713700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MBS) 李國通 4616 
張少瀧 U07137025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陳順基 4627 
賴泰錡 U07137052 台塑公司 仁武 鹼廠氯碳課 蔡榮進 4625 
范裕旻 U0713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碱廠鹼氯課 蔡榮進 4625 
張宛庭 U0713702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 研究組(POM) 吳紹榮 4626 
吳偉祺 U07137009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儲運處 程桂祥 4624 
李承信 U0713701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一廠 吳弦聰 4630 
陳連育 U0713703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製二課 吳弦聰 4630 
林峯毅 U07137020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三廠 吳弦聰 4630 
彭偉銓 U0713703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簡良榮 4663 
吳佳燊 U07137006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研究發展中心保養品組 李國通 4616 
温璿慈 U071370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昭麟)老師 劉昭麟 4664 
林以撒 U0713701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簡文鎮)老師 簡文鎮 4628 
潘泊妗 U07137045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A8 施正元 4608 
蔡念祖 U0713704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台南 C200 楊純誠 4618 
張淯茜 U07137028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台南 C300 劉宗宏 4617 
林致德 U0713701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500 楊純誠 4618 
劉正凱 U07137044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N400 劉宗宏 4617 
費浩宸 U0713703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杜鶴芸 4623 
莊紫綺 U0713703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300 杜鶴芸 4623 
朱芮靚 U07137003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400 吳永富 4629 
戴柏竣 U07137053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M500 吳永富 4629 
林禹辰 U0713701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P100 蘇家弘 4665 
張雲雲 U0713702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500 蘇家弘 4665 
邱浩鈞 U0713702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W200 簡文鎮 4628 
陳宇萱 U07137031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環安部 劉昭麟 4664 
丘安禮 U07137002 先豐通訊 桃園市觀音 生技部生產技術工程師 施正元 4608 
葉玉清 U07137040 柏承科技 桃園市蘆竹 製造部 李英正 4622 
鄭晧志 U07137049 全通科技 新竹市 助理工程師 程桂祥 4624 
洪子誠 U07137023 璦司柏電子 桃園市龜山 研發二部 李英正 4622 
陳又榤 U06137025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施正元 4608 
黃文翰 U07137039 欣興電子 桃園市大園 製造部 施正元 4608 
詹昱芳 U07137042 碩禾電子材料 新竹縣湖口 程桂祥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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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化學工程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4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羅浚嘉 U07137153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簡良榮 4663 
林士杰 U07137110 台塑公司 麥寮 鹼廠 陳政佑 4631 
周駿譯 U07137109 台塑公司 麥寮 碳纖廠 簡良榮 4663 
曾彥卿 U07137140 台塑公司 麥寮 台麗朗麥寮 SAP 廠 陳政佑 4631 
陳煒哲 U07137137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陳政佑 4631 
林泓志 U07137112 台塑公司 麥寮 MMA 廠 陳政佑 4631 
邱聖恩 U0713711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李國通 4616 
呂宜庭 U0713710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檢驗分析) 李國通 4616 
陳渼芛 U0713713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吳紹榮 4626 
楊旻錡 U0713714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MBS) 李國通 4616 
俞奕仲 U07137116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陳順基 4627 
曾立慈 U0713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蔡榮進 4625 
邱品超 U0713711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蔡榮進 4625 
陳星伃 U0713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 研究組(POM) 吳紹榮 4626 
吳弘詣 U07137103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潤滑油組 程桂祥 4624 
吳暐傑 U0713710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二廠 吳弦聰 4630 
黃郁清 U0713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公用廠 吳弦聰 4630 
許峻嘉 U0713712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一廠 吳弦聰 4630 
郭宇承 U07137128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異戊二烯廠 簡良榮 4663 
彭子珊 U071379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煜光)老師 張煜光 4666 
張柏榮 U071371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楊純誠 4618 
張賀程 U0713712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楊純誠 4618 
陳銘佑 U0713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蔡榮進)老師 蔡榮進 4625 
湯呂奕 U07137141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A8 施正元 4608 
林詩晨 U0713711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500 楊純誠 4618 
張家凰 U0513712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N100 劉宗宏 4617 
徐于雰 U0713711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N100 劉宗宏 4617 
陳力緯 U07137129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N100 劉宗宏 4617 
葉庭豪 U0713714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N400 劉宗宏 4617 
盧㳝璁 U07137150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C100(沙崙/長榮大學) 阮宏藝 4632 
許竣傑 U07137126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200 阮宏藝 4632 
何柏霖 U0713710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M600 吳永富 4629 
林明辰 U0713711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M600 吳永富 4629 
張立姍 U0713711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L600 杜鶴芸 4623 
賴渟薇 U0713715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V200 杜鶴芸 4623 
李毓欽 U0713710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V300 杜鶴芸 4623 
陳宜伶 U0713713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P500 蘇家弘 4665 
吳芊鈴 U0713710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200 簡文鎮 4628 
張泳雲 U0713712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W300 簡文鎮 4628 
賴眉妙 U0713715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200 蘇家弘 4665 
劉文揚 U07137148 景碩科技 桃園市新屋 品管員 李英正 4622 
康仲傑 U07137118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量測部 劉昭麟 4664 
黃向榕 U07137142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Bio 劉昭麟 4664 
黃品瑄 U07137143 全通科技 新竹市 助理工程師 程桂祥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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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材料工程系甲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4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林軒宇 U07187015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氯乙烯廠 張奇龍 4459 
丁振濠 U07187001 台塑公司 麥寮 AN 曾傳銘 4402 
柯淇元 U07187017 台塑公司 麥寮 C4 張奇龍 4459 
黃建霖 U07187038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吳鉉忠 4675 
王維澤 U0718700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轉化廠 曾傳銘 4402 
康峻瑋 U071870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曾傳銘 4402 
吳旻哲 U0718700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曾傳銘 4402 
張峻維 U0718702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曾傳銘 4402 
楊淯丞 U0718704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曾傳銘 4402 
歐子煜 U0718704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麗君)老師 張麗君 4401 
張淳硯 U0718702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志平)老師 陳志平 4439 
莊珉禎 U0718702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勝吉)老師 陳勝吉 4679 
陳遵仁 U071870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傳銘)老師 曾傳銘 4402 
馬迺霆 U0718702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黃宗鈺 4672 
呂紹暘 U0718700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黃啟賢 4457 
林郁修 U071870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黃啟賢 4457 
陳咨廷 U0718703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黃裕清 4477 
鍾嗣永 U0718705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黃裕清 4477 
林于婷 U071870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定宇)老師 劉定宇 4456 
劉品彣 U071870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謝章興)老師 謝章興 4677 
劉中銘 U0718704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有機電子中心 陳志平 4439 
彭家祥 U07187036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檢測實驗室 M4T518 陳政營 4434 
林泓佑 U0718701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100 陳政營 4434 
郭晉嘉 U0718702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100 陳政營 4434 
陳勝坤 U0718703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500 李志偉 4437 
范皓涵 U0718701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400 李志偉 4437 
謝尚恩 U0718705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L300 陳志平 4439 
林冠廷 U07187013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L600 陳志平 4439 
陳立翰 U0718703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M100 李志偉 4437 
江旻翰 U07187003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V200 盧榮宏 4678 
蔡宇程 U0718704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X200 盧榮宏 4678 
林劭衡 U0718701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P300 黃啟賢 4457 
楊鈺晨 U07187042 景碩科技 桃園市新屋 品管員 謝建國 4438 
翁培瑞 U07187020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衛生部 黃宗鈺 4672 
鄭柏奕 U07187050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衛生部 黃宗鈺 4672 
李炬呈 U07187008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張麗君 4401 
黃章銘 U07187039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SAW/XTAL 張麗君 4401 
陳泯翰 U07187031 艾姆勒車電 新北市林口 產品技術部 林延儒 4673 
潘宇丞 U07187048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熱流與聲學部 黃裕清 4477 
陳思羽 U07187033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邱家綸 U07187016 欣興電子 桃園市蘆竹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鄭博宇 U07187051 欣興電子 桃園市蘆竹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吳柏諺 U07187005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 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裕清 4477 
吳啟華 U07187006 訊凱國際 新北市中和 ITC 先進產品開發中心 黃裕清 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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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材料工程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6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陳麒文 U0718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吳鉉忠 4675 

劉瑞祐 U071871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 組(乳化粉) 吳鉉忠 4675 

陳澔 U0718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氟氯烴) 林孟芳 4429 

李承芪 U0718710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 研究組(POM) 林孟芳 4429 

徐雙文 U07187119 台塑公司 麥寮 ECH 廠 張奇龍 4459 

張振偉 U071871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張奇龍 4459 

何鎵州 U0718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張奇龍 4459 

方韋翔 U071871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李志偉 4437 

黃郁雯 U071871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李志偉 4437 

盧柏睿 U0718714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奇龍)老師 張奇龍 4459 

林振甫 U071871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洋雁)老師 游洋雁 4676 

黃璟澔 U0718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黃宗鈺 4672 

蔡佳璇 U071871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黃啟賢 4457 

陳泓錡 U07187129 鴻騰精密科技 新北市土城 極致精密光機-鍍膜 陳政營 4434 

洪聖芫 U07187117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200 陳政營 4434 

呂明翰 U07187106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U400 盧榮宏 4678 

林仁宗 U0718711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200 盧榮宏 4678 

楊智堯 U0718713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J300 陳勝吉 4679 

許世揚 U0718712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300 陳勝吉 4679 

郭庭彰 U07187127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K300 陳勝吉 4679 

陳彥廷 U0718713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L100 陳志平 4439 

許宜揚 U07187125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L300 陳志平 4439 

魏廷宇 U07187151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V200 李志偉 4437 

董正凱 U0718714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縣竹東 X100 盧榮宏 4678 

林冠廷 U0718711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P200 游洋雁 4676 

藍鉦淵 U0718715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P300 黃啟賢 4457 

徐嘉宏 U0718711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500 游洋雁 4676 

黃俊諺 U07187136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500 游洋雁 4676 

陳信佑 U0718713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600 游洋雁 4676 

吳冠德 U0718710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W600 謝建國 4438 

羅為瀚 U0718715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W600 謝建國 4438 

連柏崴 U07187126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R300 謝建國 4438 

林愃庭 U07187115 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大安  劉定宇 4456 

彭廣誌 U07187135 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大安  劉定宇 4456 

陳子翔 U07187128 富優技研 桃園市龜山 實習生 張麗君 4401 

廖冠博 U07187141 禾米特用材料 新竹縣湖口 製造部 陳勝吉 4679 

翁聖清 U07187120 艾姆勒車電 新北市林口 產品設計部 林延儒 4673 

沈哲緯 U07187109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施宇哲 U07187116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鄭珅宏 U07187147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李學舜 U07187108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造部 彭坤增 4674 

曹榮恩 U07187123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造部 彭坤增 4674 

陳昶智 U07187132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造部 彭坤增 4674 

鍾劭愷 U07187149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造部 彭坤增 4674 

胡心僑 U06187021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製程部 彭坤增 4674 

張宇翔 U07187121 一詮精密工業 新北市新莊 半導體事業部電鍍處 程志賢 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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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2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老師分機

蕭乃華 U07167046 總管理處 大樓 環境評估處 劉豐瑞 4697 
黃冠捷 U0716703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安衛環訓練組 陳慶隆 4656 
陳泓廷 U07167025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陳慶隆 4656 
鍾昀憲 U07167049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陳慶隆 4656 
黃立瑋 U07167034 台塑公司 麥寮 環安處安衛室 劉禎淑 4698 
關睿洋 U07167050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 PVC 廠 劉禎淑 4698 
李春衡 U07167009 台塑公司 麥寮 EVA 廠 劉禎淑 4698 
林佑誠 U0716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EVA 廠 劉禎淑 4698 
陳泊諺 U0716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水資源) 許金玉 4419 
彭冠宇 U07167032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氯乙烯廠 許金玉 4419 
張何瑋 U0716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崔砢 4652 
陳泓旭 U0716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崔砢 4652 
黃仁暉 U07167033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崔砢 4652 
林煒傑 U0716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公用廠 許金玉 4419 
陳柏達 U07167028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鄭慶武 4658 
陳盈凱 U07167029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鄭慶武 4658 
倪震曄 U07167015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技術部 PP 研究組(PP) 鄭慶武 4658 
林佳樑 U07167012 台塑公司 林園 保養廠 鄭慶武 4658 
許予禎 U071670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安全衛生處 陳慶隆 4656 
賴依竫 U07167047 台塑海運 大樓 安全衛生處 劉豐瑞 4697 
劉姿妤 U0716704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洪明瑞)老師 洪明瑞 4657 
方昱凱 U07167001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200 官文惠 4653 
王晨安 U07167003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200 官文惠 4653 
呂欣琦 U07167008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200 官文惠 4653 
鍾承宇 U07167048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200 官文惠 4653 
林仲宣 U07167010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300 程裕祥 4654 
陳煒凱 U07167031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市 P300 程裕祥 4654 
張子芸 U07167018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100 程裕祥 4654 
蔡承翰 U07167043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100 程裕祥 4654 
楊汶鑫 U07167040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200 程裕祥 4654 
王泳旭 U07167002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300 陳錫金 4655 
黃品睿 U07167036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300 陳錫金 4655 
王梓仲 U07167004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400 陳錫金 4655 
黃新 U07167039 工研院材化所 新竹市 Y400 陳錫金 4655 
陳宣妤 U06167028 協鎮鋼鐵工業 新北市樹林 陳錫金 4655 
陳姿妤 U07167027 水之源企業 新竹縣竹東 吳容銘 4380 
張辰瑞 U07167020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桃園市龜山 環安部 洪明瑞 4657 
蔡德諳 U07167045 利晉工程 台北市信義 信義 A25 洪明瑞 4657 
留愷㠙 U07167016 利晉工程 桃園市桃園 聖保祿 洪明瑞 4657 
吳嘉瑋 U07167007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 新北市新莊 無機一課 吳容銘 4380 
秦維潔 U07167017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北市五股 環境安全衛生事業群 吳容銘 4380 
黃郁淇 U07167037 康舒科技 台北市北投 職安衛 劉豐瑞 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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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環境資源學院實務菁英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19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徐語鍒 U0718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林孟芳 4429 
鄭喬云 U07137050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 研究組(PP) 吳紹榮 4626 
侯妙橘 U071370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林孟芳老師&劉定宇老師) 林孟芳 4429 
黃郁翔 U07167038 工研院綠能所 新竹縣竹東 D200 吳容銘 4380 
陳建銘 U07137132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C400(沙崙) 阮宏藝 4632 
譚亦伶 U07137154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C400(沙崙) 阮宏藝 4632 
張懿文 U07137124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100(沙崙) 阮宏藝 4632 
黃聖淳 U07187040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100(沙崙) 林延儒 4673 
蔡家和 U07137048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100(沙崙) 阮宏藝 4632 
許家慈 U07187027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100(沙崙) 林延儒 4673 
趙運芝 U07187142 工研院綠能所 台南市歸仁 R100(沙崙) 林延儒 4673 
陳敬謙 U07137136 台灣微創醫療 新竹縣竹北  劉定宇 4456 
黃大維 U07187037 台灣微創醫療 新竹縣竹北  劉定宇 4456 
蔡嘉洋 U07167044 利晉工程 台北市大安 政大公企 洪明瑞 4657 
劉俊言 U07167041 利晉工程 彰化市 彰基七期 官文惠 4653 
雷嘉惠 U07137043 欣興電子 桃園市中壢 製造部 阮弼群 4680 
林旻賢 U07187111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勞安室 彭坤增 4674 
連柏誠 U07187028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廠長室 彭坤增 4674 
林勁睿 U07187113 一詮精密工業 新北市新莊 半導體事業處電鍍部技術員 程志賢 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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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甲班學生工讀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9 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老師 老師分機

陳力韶 U07217030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游淑萍 3116 
馮淳揚 U07217039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游淑萍 3116 
李嘉芸 U07217011 總管理處 大樓 發包中心 鄭明顯 3115 
蕭世凱 U07217051 總管理處 大樓 發包中心 鄭明顯 3115 
王鈺琳 U07217002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人事組 游淑萍 3116 
巫錦怡 U07217007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人事組 游淑萍 3116 
陳冠翔 U07217034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產銷管理二組 游淑萍 3116 
鄭又誠 U07217048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產銷管理三組 陳思翰 3104 
曾祥祐 U07217037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管理室資材管理組 林俊雄 3108 
劉倉名 U07217045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保養管理組 張仁履 3110 
陳弘祥 U07217031 總管理處 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白恭瑞 3114 
李長祐 U07217008 總管理處 龍德 資訊部運轉一組龍德電腦課 張秉裕 3113 
鄭汶凌 U07217049 台塑公司 麥寮 聚烯部經理室生管組 張仁履 3110 
彭顥乙 U07217036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陳琨太 3111 
高浚洋 U07217022 台塑公司 林園 儲運處林園資材課 邱育智 3145 
邱奕暘 U07217019 南亞塑膠 麥寮 工務保養組預測處 張仁履 3110 
吳宜玲 U07217006 台塑石化公司 大樓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阮業春 3107 
潘彥鈞 U07217047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煉油部製程技術組 陳一郎 3103 
王芊茵 U07217001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煉油部製程技術組 陳一郎 3103 
劉志凡 U07217044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煉油部安全衛生組 陳一郎 3103 
陳佑嘉 U07217032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烯烴二廠 陳一郎 3103 
劉子豪 U07217043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異戊二烯廠 陳一郎 3103 
游念臻 U07217038 台塑生醫科技 大樓 臨床試驗事業部 林俊雄 3108 
林明祥 U07217016 台塑汽車貨運 工五 北區保養廠駐工五 郭宜雍 3118 
歐政儀 U07217046 台塑汽車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林俊雄 3108 
林佳臻 U07217015 台塑海運 大樓 資材組 張秉裕 3113 
張謙敬 U07217901 台塑海運 大樓 資材組 張秉裕 3113 
沈泓谷 U072170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龜山 阮業春 3107 

江皓晟 U072170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體育室 郭宜雍 3118 
莊瑋如 U07217027 協祥機械工業 新竹縣湖口 安衛室 翁偉泰 3112 
袁浚恆 U07217021 協祥機械工業 新竹縣湖口 品管部 王建智 3106 
楊雅綺 U07217041 協祥機械工業 新竹縣湖口 品管部 王建智 3106 
張淵明 U07217024 瑞傳科技 新北市樹林 SMD 系統生產部 陳琨太 3111 
陳宜澤 U07217033 緯創資通 台北市內湖 產品管制協調部 陳安哲 3109 
李柏緯 U07217010 緯創資通 台北市內湖 產品管理協調部 陳安哲 3109 
何佩螢 U07217005 瑞祺電通 新北市樹林 工程部 俞凱允 3105 
周亞萱 U07217013 瑞祺電通 新北市樹林 品管部 俞凱允 3105 
黎夢霏 U07217050 瑞祺電通 新北市樹林 品管部 俞凱允 3105 
林鈺庭 U07217017 瑞祺電通 新北市樹林 管理部 俞凱允 3105 
張妤瑄 U07217023 綿春纖維工業 桃園市蘆竹 CI 林伯鴻 3121 
魏芸宣 U07217052 馬路科技 台中市大雅 3D 量測 林俊雄 3108 
張詠鈞 U07217025 翊聖電子 新北市中和 白恭瑞 3114 

許婕妤 U07217028 永吉發 雲林縣麥寮 張仁履 3110 
王麒澐 U07217003 台灣嘉碩科技 桃園市平鎮 QA 林伯鴻 3121 
施亮而 U07217020 科定企業 新北市三重 行政實習生 鄭明顯 3115 
邱怡婷 U07217018 科定企業 新北市三重 業務部實習生(行政) 鄭明顯 3115 
趙文婕 U07217042 聯寶電腦 台北市中山 專案管理部 邱慧怡 3117 
陳冠瑾 U07217035 貫理工業 桃園市平鎮 品管課 林伯鴻 3121 
黃柏勛 U07217040 貫理工業 桃園市楊梅 實驗室 林伯鴻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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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乙班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6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彭嘉儀 U07217134 總管理處 大樓 亞朔開發公司 游淑萍 3116 
張紘齊 U07217124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邱慧怡 3117 
張藝獻 U07217125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邱慧怡 3117 
盧以恩 U07217146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邱慧怡 3117 
黃聖傑 U07217136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鄭明顯 3115 
溫雁尹 U07217140 總管理處 大樓 機電審核組 陳思翰 3104 
林品璇 U07217115 總管理處 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白恭瑞 3114 
陳聖傑 U07217131 總管理處 工三 資訊部運轉一組工三電腦課 陳思翰 3104 
王書郁 U07217102 總管理處 錦興 資訊部運轉一組錦興電腦課 鄭明顯 3115 
周柏成 U07217114 總管理處 仁武 資訊部仁武電腦課 王建智 3106 
謝保廷 U07217150 台塑公司 林園 成品處林園成品課 邱育智 3145 
郭俊廷 U07217127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陳琨太 3111 
余璇 U07217104 台塑公司 大樓 工務部經理室 張仁履 3110 
楊志祥 U0721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經理室 陳琨太 3111 
王銘沛 U0721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專案組 陳一郎 3103 
黃詩容 U07217137 台朔重工 大樓 經理室 阮業春 3107 
吳佩秦 U07217106 台朔重工 仁武 經理室管理組 王建智 3106 
蕭柏誠 U07217149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王建智 3106 
劉彥廷 U07217143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王建智 3106 
劉育成 U07217142 台朔重工 麥寮 品保組 張仁履 3110 
顧芸瑄 U07217152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保養美容部 張秉裕 3113 
李東軒 U07217111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林俊雄 3108 
邱珮芸 U0721711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林俊雄 3108 
盧楷雯 U0721714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工業工程一部 翁偉泰 3112 
黃浤泰 U07217135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白恭瑞 3114 
黃詩雯 U0721713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白恭瑞 3114 
藺才睿 U07217151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測試生產課 翁偉泰 3112 
李哲緯 U072171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阮業春 3107 
林郁漫 U0721711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阮業春 3107 
吳冠霆 U072171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課外組 郭宜雍 3118 
徐偉翔 U07217121 協祥機械工業 新竹縣湖口 開發部 翁偉泰 3112 
陳冠瑋 U07217130 采鈺科技 桃園市中壢 中壢專業 林伯鴻 3121 
吳旻翰 U07217108 瑞傳科技 新北市樹林 SMD 系統生產部 陳琨太 3111 
高新祐 U07217122 緯創資通 台北市內湖 產品管制協調部 陳安哲 3109 
周勁宇 U07217113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1ST100 陳安哲 3109 
鄭嘉和 U07217145 緯創資通 新北市汐止 1ST100 陳安哲 3109 
鄭君彥 U07217144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工程部 俞凱允 3105 
陳亭妤 U07217129 瑞祺電通 新北市樹林 品質保證部 俞凱允 3105 
陳詮中 U07217132 翊聖電子 新北市中和  白恭瑞 3114 
方獻樟 U07217101 先豐通訊 桃園市觀音 生技部生產技術工程師 陳思翰 3104 
陳竹君 U07217128 資易國際 新北市土城 應用工程 張秉裕 3113 
詹采樺 U07217141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安規工程部(法規專案管理) 邱慧怡 3117 
許祐軒 U07217126 聯寶電腦 台北市中山 專案管理部 邱慧怡 3117 
吳京恩 U07217105 貫理工業 桃園市平鎮 品管課 林伯鴻 3121 
胡曜倉 U07217120 斯麥爾餐飲 新北市泰山 明志店 翁偉泰 3112 
吳依庭 U07217107 綿春纖維工業 越南  張秉裕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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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經營管理系甲班學生工讀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50 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老師 老師分機
賴志佑 U07227049 總管理處 大樓 社會公益組 陳昭蓉 3173
陳暉洋 U07227032 總管理處 大樓 管理處管理課 陳世民 3171
陳冠霖 U07227031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虞邦祥 3156
蔡佳凉 U07227045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虞邦祥 3156
黃永澂 U07227037 總管理處 大樓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北電腦課 顏婉竹 3153
賴柏燁 U07227050 總管理處 大樓 經營專案組駐南亞光電 楊淑宜 3176
吳惠馨 U07227008 總管理處 大樓 進出口事務組 林鴻裕 3174
張鈺婷 U07227027 總管理處 大樓 進出口事務組 林鴻裕 3174
謝妤坪 U07227051 總管理處 大樓 進出口事務組 林鴻裕 3174
徐雨暄 U07227021 總管理處 大樓 發包中心 廖宜慶 3179
許晏寧 U07227029 總管理處 大樓 發包中心 廖宜慶 3179
朱元明 U07227004 總管理處 大樓 亞朔開發公司 吳明鋗 3175
陳冠樺 U07227030 台塑公司 大樓 總經理室人事組 陳昭蓉 3173
吳佩芸 U07227005 台塑公司 大樓 台北經理室管理組 李文玄 3177
邱伶祐 U07227018 台塑公司 大樓 聚丙烯部營業處 吳明鋗 3175
葉小嫚 U07227043 台塑公司 麥寮 管理一課 林裕勛 3168
鄭湘瑾 U07227048 台塑公司 麥寮 管理一課 林裕勛 3168
莊家瑜 U07227028 台塑公司 麥寮 管理二課 林裕勛 3168
黃沛棋 U07227038 台塑公司 麥寮 管理二課 林裕勛 3168
曾紀嘉 U07227034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陳心田 3166
楊書函 U0722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部經理室 陳心田 3166
葉振寬 U072270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陳心田 3166
陳蓉陞 U07227033 台塑石化公司 大樓 國外處 顏婉竹 3153
蔡曜丞 U07227046 台塑石化公司 大樓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李文玄 3177
林展戎 U07227016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碼槽處 林裕勛 3168
林浩宇 U07227017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煉油部駐管組 林裕勛 3168
甘禮享 U07227002 台朔重工 仁武 齒輪廠 陳心田 3166
張瑞宏 U07227026 台塑生醫科技 大樓 醫技部 李文玄 3177
徐雅玟 U07227022 台塑汽車貨運 工三 北區保養廠駐工三 陳心田 3166
温佩君 U07227035 台塑汽車貨運 工三 北區保養廠駐工三 陳心田 3166
黃俊杰 U07227039 台塑汽車貨運 大肚 車輛組裝廠 陳世民 3171
孫筱婷 U07227020 台塑海運 大樓 經理室 楊淑宜 3176
鄭佳怡 U07227047 台塑海運 大樓 安全衛生處 楊淑宜 3176
吳奕廷 U07227006 長庚生物科技 大樓 營一處 李文玄 3177
鍾博文 U07227053 福機裝 大樓 經理室 陳世民 3171
方品珊 U07227001 凌華科技 新北市中和 專案管理支援部 吳明鋗 3175
石于昕 U07227003 緯創資通 台北市內湖 產品管制協調部 陳世民 3171
李宜庭 U07227011 緯創資通 台北市內湖 產品管制協調部 陳世民 3171
吳霈湄 U07227010 緯創資通 新北市汐止 人力資源中心 盧建中 3167
林郁珊 U07227014 亞洲遊科技 台北市大安 營運行政 孫儷芳 3169
黃勻芊 U07227036 亞洲遊科技 台北市大安 營運行政 孫儷芳 3169
吳儀雯 U07227009 康舒科技 台北市北投 人才發展課 廖宜慶 3179
林家卉 U07227015 台灣國際航電 新北市汐止 行政總務 李文玄 3177
黃皇霖 U07227040 欣興電子 新竹縣新豐 人資部 吳明鋗 3175
吳媄慧 U07227007 貫理工業 台北市信義 產銷 陳昭蓉 3173
邱珮珊 U07227019 來來超商 台北市信義 行銷部 虞邦祥 3156
徐鈺婷 U07227023 SGS 台灣檢驗科技 新北市五股 財務 林鴻裕 3174
張絲淳 U07227025 群達龍企業 新北市泰山 管理部 盧建中 3167
謝雅婷 U07227052 群達龍企業 新北市泰山 管理部 盧建中 3167
張以柔 U07227024 綿春纖維工業 越南 陳心田 3166

  21



109 學年度經營管理系乙班學生工讀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3 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老師 老師分機

胡毓庭 U07227119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人事組 陳昭蓉 3173 
江博雅 U07227103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財務組 陳昭蓉 3173 

許聖彥 U07227126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產銷管理一組 陳世民 3171 

白允潔 U07227102 總管理處 大樓 總經理室資材審核組 孫儷芳 3169 
呂鈺雯 U07227108 總管理處 大樓 社會公益組 陳昭蓉 3173 

何歆茹 U07227105 總管理處 大樓 法律事務室 孫儷芳 3169 

曹駿坤 U07227124 總管理處 大樓 財務部 楊子儀 3178 
李炎龍 U07227110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虞邦祥 3156 

張婉萱 U07227123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虞邦祥 3156 

李鈺汶 U07227931 總管理處 大樓 採購部 虞邦祥 3156 
鄭如軒 U07227141 總管理處 大樓 資訊部管理組 楊子儀 3178 

呂玟樺 U07227107 總管理處 大樓 資訊部系統組 楊子儀 3178 

陳峰凡 U07227130 總管理處 大樓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北電腦課 顏婉竹 3153 
葉書亞 U07227137 總管理處 大樓 進出口事務組 林鴻裕 3174 

曾鈺婷 U07227132 總管理處 大樓 發包中心 廖宜慶 3179 

潘姿妤 U07227139 台塑公司 麥寮 管理二課 林裕勛 3168 
謝昊毅 U07227149 台塑公司 大樓 聚烯部管理組 吳明鋗 3175 

簡重均 U07227151 台塑石化公司 大樓 總經理室油氣調查組 楊子儀 3178 

陳冠銘 U07227129 台塑石化公司 大樓 保養中心經理室 顏婉竹 3153 
張志聯 U072271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寮 煉油部油料處 林裕勛 3168 

古佩真 U07227101 台塑生醫科技 大樓 生活用品部 李文玄 3177 

張芸甄 U07227122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顏婉竹 3153 
饒家瑜 U07227933 台塑汽車貨運 大肚 車輛組裝廠 陳世民 3171 

羅竹君 U06227146 台塑海運 大樓 管理組 楊淑宜 3176 

鄭嫣妮 U07227932 台塑海運 大樓 船舶工程處 楊淑宜 3176 
李樺穎 U07227113 台塑網旅行社 大樓 票務部 孫儷芳 3169 

黃雅筠 U07227136 長庚生物科技 大樓 營一處 李文玄 3177 

何雅軒 U07227104 南亞科技 新北市泰山 保稅課 虞邦祥 3156 
吳珮禎 U0722710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龜山 盧建中 3167 

游育霖 U07227133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龜山 盧建中 3167 

賴彥伶 U07227144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龜山 盧建中 3167 
賴慕程 U07227145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龜山 盧建中 3167 

劉芷君 U07227138 瀚荃 新北市淡水 財會中心 楊淑宜 3176 

戴美寶 U07227147 瀚荃 新北市淡水 統購中心 楊淑宜 3176 
賴冠汝 U07227143 資易國際 新北市土城 應用工程 吳明鋗 3175 

黃晁駿 U07227134 科定企業 台北市信義 業務部實習生(外勤) 楊子儀 3178 

陳宏俊 U07227128 科定企業 新北市三重 行政實習生 楊子儀 3178 
周怡潔 U07227114 盛豐行 台北市內湖 孫儷芳 3169 

李紫綺 U07227112 欣興電子 桃園市蘆竹 行政部 林鴻裕 3174 

戴佩瑄 U07227146 貫理工業 台北市信義 成本控制 陳昭蓉 3173 
陳佐恒 U07117031 全曜財經資訊 新北市板橋 人資總務部/專案助理 楊子儀 3178 

蔡沛芹 U07227140 悅新企管顧問 台北市中正 財會行政助理 孫儷芳 3169 

蘇柏睿 U07227152 綿春纖維工業 越南 陳心田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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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工業設計系學生工讀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6 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老師 老師分機

黃楷鈞 U07317038 總管理處 大樓 創設中心 賴宛吟 3214 
徐冠祐 U07317022 南亞塑膠 大樓 第三事業部 賴宛吟 3214 
紀柏均 U07317902 南亞光電 大樓 營業處 賴宛吟 3214 
吳宗祐 U07317007 印象模型 新北市樹林 高清漢 3204 
林宇謙 U07317016 印象模型 新北市樹林 高清漢 3204 
陳彥彤 U07317031 印象模型 新北市樹林 高清漢 3204 
蔡勝宇 U07317046 印象模型 新北市樹林 高清漢 3204 
曾筠晴 U07317035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CMF 江潤華 3213 
陳冠如 U07317029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CMF2 江潤華 3213 
王思詠 U07317001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ID 許定洋 3207 
王順弘 U07317002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ID3 許定洋 3207 
陳姿穎 U07317030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ID3 許定洋 3207 
賴幽探 U07317048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UIUX 楊俊明 3205 
李紅知 U07317012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工業設計處 楊俊明 3205 
曾景暉 U07317034 華碩電腦 台北市北投 原型開發 楊俊明 3205 
吳誌憲 U07317010 微星科技 新北市中和 MB 工業設計 林恆毅 3203 
梁馨月 U07317027 微星科技 新北市中和 MB 機構部/工業設計課 林恆毅 3203 
潘慎敏 U07317044 微星科技 新北市中和 MB 機構部/工業設計課 林恆毅 3203 
蔡雨恩 U07317045 微星科技 新北市中和 MB 機構部/工業設計課 林恆毅 3203 
黃詩婷 U07317039 瑞傳科技 新北市樹林 陳建志 3206 
何沛晴 U07317004 中華系統整合 桃園市楊梅 林恆毅 3203 
吳季螢 U07317006 瑞祺電通 新北市樹林 陳建志 3206 
朱妤玟 U07317003 浩漢產品設計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沈鴻達 U07317013 浩漢產品設計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許傑勛 U07317028 浩漢產品設計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陳哲宇 U07317032 浩漢產品設計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楊湘婷 U07317040 浩漢產品設計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林軒如 U07317020 栐欐國際室內裝修 台北市中山 設計部門 江潤華 3213 
曾彥禎 U07317033 栐欐國際室內裝修 台北市中山 設計部門 江潤華 3213 
劉展廷 U07317043 華永國際廚衛 台北市內湖 管理部 賴宛吟 3214 
宋星儀 U07317011 遊石設計 台北市大安 許定洋 3207 
劉正為 U07317042 柏眾系統 台北市內湖 謝政道 3216 
林凱文 U07317903 泰博科技 新北市五股 研發處工業設計組 江潤華 3213 
高慈昕 U07317023 聯寶電腦 台北市中山 ID 梁又文 3215 
黃浩庭 U07317037 聯寶電腦 台北市中山 ID 梁又文 3215 
林映蓉 U07317017 瀚雲科技 新北市淡水 許定洋 3207 
吳竑諭 U07317009 台灣國際航電 新北市汐止 高清漢 3204 
林韋馨 U07317019 信錦企業 桃園市龜山 自動化部門 楊俊明 3205 
葉佳蓉 U07317041 信錦企業 新北市中和 楊俊明 3205 
張正和 U07317024 瑞利軍工 新北市樹林 機構研發部 陳建志 3206 
陳韋均 U07337036 瑞利軍工 新北市樹林 機構研發部 陳建志 3206 
張瑜庭 U07317026 醫博科技 新北市新莊 陳建志 3206 
張弈晴 U07317025 五齊光電科技 新北市三重 研發設計 賴宛吟 3214 
辛詠芸 U07317014 藍天電腦 新北市三重 CMF 梁又文 3215 
黃羽萱 U07317036 藍天電腦 新北市三重 CMF 梁又文 3215 
賴奕翰 U07317047 訊凱國際 新北市中和 梁又文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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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分配名冊 (49名)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輔導老師 老師分機 
黃貫庭 U07337040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產開發組 劉瑞芬 3255 
李偲維 U07337006 總管理處 大樓 產品推廣處 劉瑞芬 3255 
陳佩瑜 U073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新媒體企劃 朱賢哲 3254 
陳與晟 U06117236 總管理處 大樓 影視設計處 林金祥 3256 
潘威儒 U07337048 總管理處 大樓 醫學視事業展中心 李淑珠 3264 
蔡直佑 U07337901 台塑汽車 大樓 銷售業務處 劉瑞芬 3255 
朱婕欣 U07337002 台塑網科技 大樓  朱賢哲 3254 
林大爲 U07337011 台塑網科技 大樓  朱賢哲 3254 
楊沛翎 U07337041 台塑網旅行社 大樓 管理部 李淑珠 3264 
高君瑋 U07337024 福機裝 大樓  莊妙仙 3263 
趙玟雯 U07337044 福機裝 大樓  莊妙仙 3263 
林羽樺 U07337012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 包裝設計部 李昌國 3260 
林倢妤 U07337015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 使用者經驗設計處 OP 產品線 李昌國 3260 
張睿濬 U07337029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 使用者經驗設計處 PC 產品線 李昌國 3260 
侯函伶 U07337019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 視覺傳達設計課 劉瑞芬 3255 
陳漫萍 U07337037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 業務處-行銷部 劉瑞芬 3255 
李梵聞 U07337007 和碩聯合科技 台北市北投 核心技術研發中心工業設計處 劉瑞芬 3255 
劉嘉紋 U07337047 微星科技 新北市中和 NB 機構部/工業設計科 陳進隆 3261 
洪鈺晴 U07337023 中華系統整合 桃園市楊梅  陳進隆 3261 
羅安妤 U07337052 趣作創意 台北市大安  李昌國 3260 
傅敏熙 U07337902 安喬欣業 桃園市桃園  李昌國 3260 
沈鈴鈺 U07337009 慈輝文具印刷 新北市三重  楊朝明 3257 
杜玫儀 U07337008 碩邦企業 台北市中山  林金祥 3256 
施友筌 U07337020 築點設計 台北市中山  薛惠月 3259 
楊昱誠 U07337042 築點設計 台北市中山  薛惠月 3259 
趙伯倫 U07337043 築點設計 台北市中山  薛惠月 3259 
巫嘉蓉 U07337005 賞霖創藝 台北市內湖  朱賢哲 3254 
張晴雅 U07337028 景三造戶斤影像制作 台北市松山 影像部 朱賢哲 3254 
簡婕芸 U07337051 出奇整合廣告 台北市中正  薛惠月 3259 
洪昱玟 U07337021 極簡科技 台北市大安  陳進隆 3261 
金亭佑 U07337018 衣美兒專業團體服 台北市中正  李淑珠 3264 
陳顗珺 U07337038 馳堉設計 新北市三重  莊妙仙 3263 
林裔雯 U07337016 科定企業 新北市三重  莊妙仙 3263 
高婉瑛 U07337025 遊石設計 台北市大安 產品推廣處 薛惠月 3259 
許贏心 U07337031 基準科技 台北市內湖  莊妙仙 3263 
陳依汶 U07337034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Mar com 林金祥 3256 
張芝凡 U07337027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marketing Planning 林金祥 3256 
陳彥伶 U07337035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Marketing PM 林金祥 3256 
林珊如 U07337014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介面部門 陳進隆 3261 
張仁豪 U07337026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介面部門 林金祥 3256 
黃沛霖 U07337039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介面部門 陳進隆 3261 
蔡佳叡 U07337049 台灣國際航電 新北市汐止 介面部門 陳進隆 3261 
何怡萱 U07337003 建鏵國際資訊 台北市中正  李淑珠 3264 
洪康鈞 U07337022 建鏵國際資訊 台北市中正  李淑珠 3264 
林雨柔 U07337013 富邦人壽保險 台北市內湖 商品系統 楊朝明 3257 
邱泰嘉 U07337017 富邦人壽保險 台北市內湖 商品系統 楊朝明 3257 
孟令亞 U07337010 富邦人壽保險 台北市內湖 科技行銷 楊朝明 3257 
劉凱傑 U07337046 艸木栽培 新北市泰山 行銷設計 楊朝明 3257 
徐苡蓁 U063379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視覺設計服務中心 林金祥 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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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總管理處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周昆誼 U07117901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中心保養訓練組 

機械系乙班 蔡柏彥 U0711714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經理室專案組 

電機系甲班 蘇家華 U07127052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電機系乙班 張家銘 U0711712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電機系乙班 廖翌宏 U07127144 總管理處 麥寮 資訊部麥寮電腦課 

電機系乙班 呂浩丞 U07127109 總管理處 新港 資訊部新港電腦課 

電機系乙班 郭峻誌 U07127134 總管理處 嘉義 資訊部嘉義電腦課 

電子系甲班 陳冠宇 U07157028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電子系甲班 陳又詳 U07157026 總管理處 彰化 資訊部彰化電腦課 

電子系甲班 黃仕翔 U0715703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工程訓練組 

電子系甲班 詹竣凱 U07157038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電子系乙班 邵丞暟 U0715711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電子系乙班 蔡長恩 U07157144 總管理處 樹林 資訊部樹林電腦課 

化工系甲班 杜冠儒 U0713701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製程訓練組 

化工系甲班 陳韋伶 U071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規範組 

化工系乙班 羅浚嘉 U07137153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環安衛系 蕭乃華 U07167046 總管理處 大樓 環境評估處 

環安衛系 黃冠捷 U0716703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安衛環訓練組 

環安衛系 陳泓廷 U07167025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環安衛系 鍾昀憲 U07167049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工管系甲班 陳力韶 U07217030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甲班 馮淳揚 U07217039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甲班 李嘉芸 U0721701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甲班 蕭世凱 U0721705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甲班 王鈺琳 U07217002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工管系甲班 巫錦怡 U07217007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工管系甲班 陳冠翔 U07217034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二組 

工管系甲班 鄭又誠 U07217048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三組 

工管系甲班 曾祥祐 U07217037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材管理組 

工管系甲班 劉倉名 U07217045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保養管理組 

工管系甲班 陳弘祥 U07217031 總管理處 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工管系甲班 李長祐 U07217008 總管理處 龍德 資訊部運轉一組龍德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彭嘉儀 U07217134 總管理處 大樓 亞朔開發公司 

工管系乙班 張紘齊 U07217124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張藝獻 U07217125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盧以恩 U07217146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黃聖傑 U07217136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乙班 溫雁尹 U07217140 總管理處 大樓 機電審核組 

工管系乙班 林品璇 U07217115 總管理處 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陳聖傑 U07217131 總管理處 工三 資訊部運轉一組工三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王書郁 U07217102 總管理處 錦興 資訊部運轉一組錦興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周柏成 U07217114 總管理處 仁武 資訊部仁武電腦課 

經管系甲班 賴志佑 U07227049 總管理處 大樓 社會公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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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總管理處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經管系甲班 陳暉洋 U07227032 總管理處 大樓 管理處管理課 

經管系甲班 陳冠霖 U07227031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甲班 蔡佳凉 U07227045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甲班 黃永澂 U0722703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北電腦課 

經管系甲班 賴柏燁 U07227050 總管理處 大樓 經營專案組駐南亞光電 

經管系甲班 吳惠馨 U07227008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甲班 張鈺婷 U07227027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甲班 謝妤坪 U07227051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甲班 徐雨暄 U0722702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經管系甲班 許晏寧 U07227029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經管系甲班 朱元明 U07227004 總管理處 大樓 亞朔開發公司 

經管系乙班 胡毓庭 U07227119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經管系乙班 江博雅 U07227103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財務組 

經管系乙班 許聖彥 U07227126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一組 

經管系乙班 白允潔 U07227102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材審核組 

經管系乙班 呂鈺雯 U07227108 總管理處 大樓 社會公益組 

經管系乙班 何歆茹 U07227105 總管理處 大樓 法律事務室 

經管系乙班 曹駿坤 U07227124 總管理處 大樓 財務部 

經管系乙班 李炎龍 U07227110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張婉萱 U07227123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李鈺汶 U07227931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鄭如軒 U07227141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管理組 

經管系乙班 呂玟樺 U0722710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系統組 

經管系乙班 陳峰凡 U07227130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北電腦課 

經管系乙班 葉書亞 U07227137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乙班 曾鈺婷 U07227132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設系 黃楷鈞 U07317038 總管理處 大樓 創設中心 

視傳系 李偲維 U07337006 總管理處 大樓 產品推廣處 

視傳系 陳佩瑜 U073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新媒體企劃 

視傳系 陳與晟 U06117236 總管理處 大樓 影視設計處 

視傳系 潘威儒 U07337048 總管理處 大樓 醫學事業展中心 

視傳系 黃貫庭 U07337040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產開發組 

小計: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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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台塑公司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郭丞捷 U07117029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機械系甲班 嚴立暐 U0711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預測保養組 

機械系甲班 莊凱文 U07117026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機械系乙班 林琛暹 U0711712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機械系乙班 陳柏廷 U0711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二廠廠務 

電機系甲班 林錦辰 U07127022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電機系甲班 邱品逸 U0712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電機系甲班 謝淇安 U0712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電子系甲班 林弘昀 U0715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廠務 

化工系甲班 李曉虹 U07137014 台塑公司 大樓 聚丙烯部營業處 

化工系甲班 吳柏勳 U07137008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化工系甲班 張至賢 U07137026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化工系甲班 吳亮逵 U07137007 台塑公司 麥寮 倉儲設備組 

化工系甲班 李佾儒 U0713701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木整治組(氟氯烴) 

化工系甲班 江宜芳 U0713700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化工系甲班 李家瑄 U0713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均一粉) 

化工系甲班 謝昀翔 U0713705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均一粉) 

化工系甲班 葉東翰 U0713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氯乙烯及鹼氯組(鹼氯) 

化工系甲班 吳蘅芸 U07137010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化工系甲班 何宗頤 U0713700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MBS) 

化工系甲班 張少瀧 U07137025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化工系甲班 賴泰錡 U07137052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碱廠氯碳課 

化工系甲班 范裕旻 U0713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碱廠鹼氯課 

化工系甲班 張宛庭 U0713702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化工系乙班 林士杰 U07137110 台塑公司 麥寮 鹼廠 

化工系乙班 周駿譯 U07137109 台塑公司 麥寮 碳纖廠 

化工系乙班 曾彥卿 U07137140 台塑公司 麥寮 台麗朗麥寮 SAP廠 

化工系乙班 陳煒哲 U07137137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化工系乙班 林泓志 U07137112 台塑公司 麥寮 MMA廠 

化工系乙班 邱聖恩 U0713711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化工系乙班 呂宜庭 U0713710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檢驗分析) 

化工系乙班 陳渼芛 U0713713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化工系乙班 楊旻錡 U0713714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祖(MBS) 

化工系乙班 俞奕仲 U07137116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化工系乙班 曾立慈 U0713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化工系乙班 邱品超 U0713711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化工系乙班 陳星伃 U0713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材料系甲班 林軒宇 U07187015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氯乙烯廠 

材料系甲班 丁振濠 U07187001 台塑公司 麥寮 AN 

材料系甲班 柯淇元 U07187017 台塑公司 麥寮 C4 

材料系甲班 黃建霖 U07187038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材料系乙班 陳麒文 U0718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材料系乙班 劉瑞祐 U071871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乳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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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台塑公司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材料系乙班 陳澔 U0718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氟氯烴) 

材料系乙班 李承芪 U0718710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材料系乙班 徐雙文 U07187119 台塑公司 麥寮 ECH廠 

環安衛系 黃立瑋 U07167034 台塑公司 麥寮 環安處安衛室 

環安衛系 關睿洋 U07167050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 PVC廠 

環安衛系 李春衡 U07167009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環安衛系 林佑誠 U0716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環安衛系 陳泊諺 U0716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水資源) 

環安衛系 彭冠宇 U07167032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環安衛系 張何瑋 U0716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環安衛系 陳泓旭 U0716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環安衛系 黃仁暉 U07167033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環安衛系 林煒傑 U0716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公用廠 

環安衛系 陳柏達 U07167028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環安衛系 陳盈凱 U07167029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環安衛系 倪震曄 U07167015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P) 

環安衛系 林佳樑 U07167012 台塑公司 林園 保養廠 

環實務 徐語鍒 U0718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環實務 鄭喬云 U07137050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P) 

工管系甲班 鄭汶凌 U07217049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經理室生管組 

工管系甲班 彭顥乙 U07217036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工管系甲班 高浚洋 U07217022 台塑公司 林園 儲運處林園資材課 

工管系乙班 謝保廷 U07217150 台塑公司 林園 成品處林園成品課 

工管系乙班 郭俊廷 U07217127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工管系乙班 余璇 U07217104 台塑公司 大樓 工務部經理室 

工管系乙班 楊志祥 U0721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經理室 

經管系甲班 陳冠樺 U07227030 台塑公司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經管系甲班 吳佩芸 U07227005 台塑公司 大樓 台北經理室管理組 

經管系甲班 邱伶祐 U07227018 台塑公司 大樓 聚丙烯部營業處 

經管系甲班 葉小嫚 U07227043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一課 

經管系甲班 鄭湘瑾 U0722704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一課 

經管系甲班 莊家瑜 U0722702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甲班 黃沛棋 U0722703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甲班 曾紀嘉 U07227034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經管系甲班 楊書函 U0722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部經理室 

經管系甲班 葉振寬 U072270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經管系乙班 潘姿妤 U07227139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乙班 謝昊毅 U07227149 台塑公司 大樓 聚烯部管理組 

小計: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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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南亞塑膠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甲班 李奕霆 U07127012 南亞塑膠 大樓 經理室設備組 

電機系甲班 雷宇文 U07127044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電機系乙班 王英仲 U07127103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工管系甲班 邱奕暘 U07217019 南亞塑膠 麥寮 工務保養組預測處 

工設系 徐冠祐 U07317022 南亞塑膠 大樓 第三事業部 

小計:5人 
 
 
合作機構:台塑石化公司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乙班 劉慧龍 U0712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電儀保養課 

化工系甲班 吳偉祺 U07137009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儲運處 

化工系甲班 李承信 U0713701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一廠 

化工系甲班 陳連育 U0713703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製二課 

化工系甲班 林峯毅 U07137020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三廠 

化工系甲班 彭偉銓 U0713703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化工系乙班 吳弘詣 U07137103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潤滑油組 

化工系乙班 吳暐傑 U0713710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二廠 

化工系乙班 黃郁清 U0713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公用廠 

化工系乙班 許峻嘉 U0713712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一廠 

化工系乙班 郭宇承 U07137128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異戊二烯廠 

材料系甲班 王維澤 U0718700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轉化廠 

材料系甲班 康峻瑋 U071870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材料系甲班 吳旻哲 U0718700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甲班 張峻維 U0718702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甲班 楊淯丞 U0718704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乙班 張振偉 U071871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材料系乙班 何鎵州 U0718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環安衛系 許予禎 U071670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安全衛生處 

工管系甲班 吳宜玲 U07217006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工管系甲班 潘彥鈞 U07217047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製程技術組 

工管系甲班 王芊茵 U0721700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製程技術組 

工管系甲班 劉志凡 U0721704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安全衛生組 

工管系甲班 陳佑嘉 U0721703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二廠 

工管系甲班 劉子豪 U0721704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異戊二烯廠 

工管系乙班 王銘沛 U0721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專案組 

經管系甲班 陳蓉陞 U07227033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國外處 

經管系甲班 蔡曜丞 U07227046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經管系甲班 林展戎 U07227016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碼槽處 

經管系甲班 林浩宇 U07227017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駐管組 

經管系乙班 簡重均 U07227151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總經理室油氣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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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台塑石化公司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經管系乙班 陳冠銘 U07227129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保養中心經理室 

經管系乙班 張志聯 U072271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 

小計:33人 

合作機構:台朔重工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周子軒 U07117015 台朔重工 麥寮 機械廠 

機械系乙班 林子傑 U06117114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生技組 

機械系丙班 陳泓達 U07117232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冷作課 

電機系乙班 蘇楷洋 U07127152 台朔重工 仁武 自動化處設備組 

工管系乙班 黃詩容 U07217137 台朔重工 大樓 經理室 

工管系乙班 吳佩秦 U07217106 台朔重工 仁武 經理室管理組 

工管系乙班 蕭柏誠 U07217149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工管系乙班 劉彥廷 U07217143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工管系乙班 劉育成 U07217142 台朔重工 麥寮 品保組 

經管系甲班 甘禮享 U07227002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小計:10人 

合作機構:台塑生醫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化工系甲班 吳佳燊 U07137006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研究發展中心保養品組 

工管系甲班 游念臻 U07217038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臨床試驗事業部 

工管系乙班 顧芸瑄 U07217152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保養美容部 

工管系乙班 李東軒 U07217111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經管系甲班 張瑞宏 U07227026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醫技部 

經管系乙班 古佩真 U07227101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生活用品部 

經管系乙班 張芸甄 U07227122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小計: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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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台塑汽車貨運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吳仲恩 U06117104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林佳萱 U07117211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機械系丙班 林家睿 U07117215 台塑汽車貨運 工五 北區保養廠駐工五 

機械系丙班 梁華昕 U07117229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機械系丙班 游亞致 U0711723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機械系丙班 林翰鴻 U0711721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邱繼磊 U0711722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游張正 U07117237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黃炫睿 U0711724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楊秉叡 U07117242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機械系丙班 劉宇哲 U07117245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機械系丙班 黃正勳 U07117238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電機系甲班 洪湧杰 U07127026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電機系乙班 鄭吉宇 U0712714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電子系甲班 李尚謙 U0715700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電子系乙班 林忠謙 U07157112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工管系甲班 林明祥 U07217016 台塑汽車貨運 工五 北區保養廠駐工五 

工管系甲班 歐政儀 U0721704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工管系乙班 邱珮芸 U0721711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經管系甲班 徐雅玟 U07227022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北區保養廠駐工三 

經管系甲班 温佩君 U07227035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北區保養廠駐工三 

經管系甲班 黃俊杰 U07227039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經管系乙班 饒家瑜 U07227933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小計:23人 

合作機構:台塑汽車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丙班 蘇聖勛 U07117251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機械系丙班 陳宣尹 U07117234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視傳系 蔡直佑 U07337901 台塑汽車 大樓 銷售業務處 

小計: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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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公司別】 

合作機構:台塑海運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環安衛系 賴依竫 U07167047 台塑海運 大樓 安全衛生處 

工管系甲班 林佳臻 U07217015 台塑海運 大樓 資材組 

工管系甲班 張謙敬 U07217901 台塑海運 大樓 資材組 

經管系甲班 孫筱婷 U07227020 台塑海運 大樓 經理室 

經管系甲班 鄭佳怡 U07227047 台塑海運 大樓 安全衛生處 

經管系乙班 羅竹君 U06227146 台塑海運 大樓 管理組 

經管系乙班 鄭嫣妮 U07227932 台塑海運 大樓 船舶工程處 

小計:7人 

合作機構:台塑勝高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甲班 洪祥育 U07127025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電機系甲班 張于輝 U07127029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小計:2人 

合作機構:台塑網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視傳系 朱婕欣 U07337002 台塑網科技 大樓 

視傳系 林大爲 U07337011 台塑網科技 大樓 

小計:2人 

合作機構:台塑網旅行社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經管系乙班 李樺穎 U07227113 台塑網旅行社 大樓 票務部 

視傳系 楊沛翎 U07337041 台塑網旅行社 大樓 管理部 

小計:2人 

合作機構:長庚生物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子系乙班 徐奕群 U07157120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產品開發處/工讀生 

經管系甲班 吳奕廷 U07227006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營一處 

經管系乙班 黃雅筠 U07227136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營一處 

小計: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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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長庚醫學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劉軒承 U07117140 長庚醫學科技 新北市泰山 研發處機構設計課 

小計:1人 

合作機構:南亞光電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陳韋碩 U07117033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機械系乙班 孟繁璋 U07117114 南亞光電 大樓 市場推推廣處 

電子系甲班 鄧翔仁 U07157046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工設系 紀柏均 U07317902 南亞光電 大樓 營業處 

小計:4人 

合作機構:南亞科技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子系甲班 邱鈺婷 U07157017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實驗室暨基板設計部 

電子系乙班 陳冠智 U0715712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消費產品工程部 

工管系乙班 盧楷雯 U0721714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工業工程一部 

工管系乙班 黃浤泰 U07217135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工管系乙班 黃詩雯 U0721713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工管系乙班 藺才睿 U07217151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測試生產課 

經管系乙班 何雅軒 U07227104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保稅課 

小計:7人 

合作機構:長庚養生文化村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工管系甲班 沈泓谷 U072170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工管系乙班 李哲緯 U072171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工管系乙班 林郁漫 U0721711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吳珮禎 U0722710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游育霖 U07227133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賴彥伶 U07227144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賴慕程 U07227145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小計:7人 

合作機構:福機裝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經管系甲班 鍾博文 U07227053 福機裝 大樓 經理室 

視傳系 高君瑋 U07337024 福機裝 大樓 

視傳系 趙玟雯 U07337044 福機裝 大樓 

小計: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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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明志科技大學 

班級 姓名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陳立元 U071172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馮奎智)老師 

機械系丙班 吳訓瑛 U071172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孟潔老師&章哲寰老師) 

電機系乙班 林平昌 U0712711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王志良)老師 

電子系甲班 阮國倫 U071570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宗亮)老師 

電子系乙班 林上卿 U071571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電子系乙班 楊智捷 U071571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電子系乙班 沈融 U0715710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圖書資訊處網路媒體組 

化工系甲班 温璿慈 U071370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昭麟)老師 

化工系甲班 林以撒 U0713701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簡文鎮)老師 

化工系乙班 彭子珊 U071379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煜光)老師 

化工系乙班 張柏榮 U071371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化工系乙班 張賀程 U0713712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化工系乙班 陳銘佑 U0713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蔡榮進)老師 

材料系甲班 歐子煜 U0718704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麗君)老師 

材料系甲班 張淳硯 U0718702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志平)老師 

材料系甲班 莊珉禎 U0718702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勝吉)老師 

材料系甲班 陳遵仁 U071870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傳銘)老師 

材料系甲班 馬迺霆 U0718702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材料系甲班 呂紹暘 U0718700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材料系甲班 林郁修 U071870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材料系甲班 陳咨廷 U0718703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材料系甲班 鍾嗣永 U0718705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材料系甲班 林于婷 U071870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定宇)老師 

材料系甲班 劉品彣 U071870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謝章興)老師 

材料系甲班 劉中銘 U0718704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有機電子中心 

材料系乙班 方韋翔 U071871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材料系乙班 黃郁雯 U071871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材料系乙班 盧柏睿 U0718714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奇龍)老師 

材料系乙班 林振甫 U071871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洋雁)老師 

材料系乙班 黃璟澔 U0718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材料系乙班 蔡佳璇 U071871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環安衛系 劉姿妤 U0716704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洪明瑞)老師 

環實務 侯妙橘 U071370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林孟芳老師&劉定宇老師) 

工管系甲班 江皓晟 U072170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體育室 

工管系乙班 吳冠霆 U072171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課外組 

視傳系 徐苡蓁 U063379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視覺設計服務中心 

小計: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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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大樓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孟繁璋 男 U07117114 南亞光電 大樓 市場推推廣處 

電機系甲班 李奕霆 男 U07127012 南亞塑膠 大樓 經理室設備組 

電機系乙班 張家銘 男 U0711712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電子系乙班 邵丞暟 男 U0715711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網管組 

電子系乙班 徐奕群 男 U07157120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產品開發處/工讀生 

化工系甲班 陳韋伶 女 U071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規範組 

化工系甲班 李曉虹 女 U07137014 台塑公司 大樓 聚丙烯部營業處 

化工系甲班 吳偉祺 男 U07137009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儲運處 

化工系乙班 吳弘詣 男 U07137103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潤滑油組 

環安衛系甲班 蕭乃華 女 U07167046 總管理處 大樓 環境評估處 

環安衛系甲班 賴依竫 女 U07167047 台塑海運 大樓 安全衛生處 

工管系甲班 陳力韶 男 U07217030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甲班 馮淳揚 男 U07217039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甲班 李嘉芸 女 U0721701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甲班 蕭世凱 男 U0721705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甲班 王鈺琳 女 U07217002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工管系甲班 巫錦怡 女 U07217007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工管系甲班 陳冠翔 男 U07217034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二組 

工管系甲班 鄭又誠 男 U07217048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三組 

工管系甲班 曾祥祐 男 U07217037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材管理組 

工管系甲班 劉倉名 男 U07217045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保養管理組 

工管系甲班 吳宜玲 女 U07217006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工管系甲班 游念臻 女 U07217038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臨床試驗事業部 

工管系甲班 林佳臻 女 U07217015 台塑海運 大樓 資材組 

工管系甲班 張謙敬 男 U07217901 台塑海運 大樓 資材組 

工管系乙班 彭嘉儀 女 U07217134 總管理處 大樓 亞朔開發公司 

工管系乙班 張紘齊 男 U07217124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張藝獻 男 U07217125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盧以恩 男 U07217146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工管系乙班 黃聖傑 男 U07217136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工管系乙班 溫雁尹 女 U07217140 總管理處 大樓 機電審核組 

工管系乙班 余璇 女 U07217104 台塑公司 大樓 工務部經理室 

工管系乙班 黃詩容 女 U07217137 台朔重工 大樓 經理室 

工管系乙班 顧芸瑄 女 U07217152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保養美容部 

經管系甲班 賴志佑 男 U07227049 總管理處 大樓 社會公益組 

經管系甲班 陳暉洋 男 U07227032 總管理處 大樓 管理處管理課 

經管系甲班 陳冠霖 男 U07227031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甲班 蔡佳凉 女 U07227045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甲班 黃永澂 男 U0722703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北電腦課 

經管系甲班 賴柏燁 男 U07227050 總管理處 大樓 經營專案組駐南亞光電 

經管系甲班 吳惠馨 女 U07227008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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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大樓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經管系甲班 張鈺婷 女 U07227027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甲班 謝妤坪 女 U07227051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甲班 徐雨暄 女 U07227021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經管系甲班 許晏寧 女 U07227029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經管系甲班 朱元明 男 U07227004 總管理處 大樓 亞朔開發公司 

經管系甲班 陳冠樺 男 U07227030 台塑公司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經管系甲班 吳佩芸 女 U07227005 台塑公司 大樓 台北經理室管理組 

經管系甲班 邱伶祐 女 U07227018 台塑公司 大樓 聚丙烯部營業處 

經管系甲班 陳蓉陞 女 U07227033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國外處 

經管系甲班 蔡曜丞 男 U07227046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油品部汽柴油營業處 

經管系甲班 張瑞宏 男 U07227026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醫技部 

經管系甲班 孫筱婷 女 U07227020 台塑海運 大樓 經理室 

經管系甲班 鄭佳怡 女 U07227047 台塑海運 大樓 安全衛生處 

經管系甲班 吳奕廷 男 U07227006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營一處 

經管系甲班 鍾博文 男 U07227053 福機裝 大樓 經理室 

經管系乙班 胡毓庭 女 U07227119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人事組 

經管系乙班 江博雅 女 U07227103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財務組 

經管系乙班 許聖彥 男 U07227126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產銷管理一組 

經管系乙班 白允潔 女 U07227102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材審核組 

經管系乙班 呂鈺雯 女 U07227108 總管理處 大樓 社會公益組 

經管系乙班 何歆茹 女 U07227105 總管理處 大樓 法律事務室 

經管系乙班 曹駿坤 男 U07227124 總管理處 大樓 財務部 

經管系乙班 李炎龍 男 U07227110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張婉萱 女 U07227123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李鈺汶 女 U07227931 總管理處 大樓 採購部 

經管系乙班 鄭如軒 女 U07227141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管理組 

經管系乙班 呂玟樺 女 U07227107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系統組 

經管系乙班 陳峰凡 男 U07227130 總管理處 大樓 資訊部運轉一組台北電腦課 

經管系乙班 葉書亞 女 U07227137 總管理處 大樓 進出口事務組 

經管系乙班 曾鈺婷 女 U07227132 總管理處 大樓 發包中心 

經管系乙班 謝昊毅 男 U07227149 台塑公司 大樓 聚烯部管理組 

經管系乙班 簡重均 男 U07227151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總經理室油氣調查組 

經管系乙班 陳冠銘 男 U07227129 台塑石化公司 大樓 保養中心經理室 

經管系乙班 古佩真 女 U07227101 台塑生醫科技 大樓 生活用品部 

經管系乙班 羅竹君 女 U06227146 台塑海運 大樓 管理組 

經管系乙班 鄭嫣妮 女 U07227932 台塑海運 大樓 船舶工程處 

經管系乙班 李樺穎 女 U07227113 台塑網旅行社 大樓 票務部 

經管系乙班 黃雅筠 女 U07227136 長庚生物科技 大樓 營一處 

工設系甲班 黃楷鈞 男 U07317038 總管理處 大樓 創設中心 

工設系甲班 徐冠祐 男 U07317022 南亞塑膠 大樓 第三事業部 

工設系甲班 紀柏均 男 U07317902 南亞光電 大樓 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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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大樓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視傳系甲班 黃貫庭 男 U07337040 總管理處 大樓 總經理室資產開發組 

視傳系甲班 李偲維 女 U07337006 總管理處 大樓 產品推廣處 

視傳系甲班 陳佩瑜 女 U07337033 總管理處 大樓 新媒體企劃 

視傳系甲班 陳與晟 男 U06117236 總管理處 大樓 影視設計處 

視傳系甲班 潘威儒 男 U07337048 總管理處 大樓 醫學事業展中心 

視傳系甲班 蔡直佑 男 U07337901 台塑汽車 大樓 銷售業務處 

視傳系甲班 朱婕欣 女 U07337002 台塑網科技 大樓  

視傳系甲班 林大爲 男 U07337011 台塑網科技 大樓  

視傳系甲班 楊沛翎 女 U07337041 台塑網旅行社 大樓 管理部 

視傳系甲班 高君瑋 女 U07337024 福機裝 大樓  

視傳系甲班 趙玟雯 女 U07337044 福機裝 大樓  

小計：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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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麥寮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周昆誼 男 U07117901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中心保養訓練組 

機械系甲班 郭丞捷 男 U07117029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機械系甲班 周子軒 男 U07117015 台朔重工 麥寮 機械廠 

機械系乙班 蔡柏彥 男 U0711714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經理室專案組 

機械系乙班 林琛暹 男 U0711712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電機系甲班 林錦辰 男 U07127022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技術組 

電機系甲班 洪祥育 男 U07127025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電機系甲班 張于輝 男 U07127029 台塑勝高科技 麥寮 設備課 

電機系乙班 廖翌宏 男 U07127144 總管理處 麥寮 資訊部麥寮電腦課 

電機系乙班 劉慧龍 男 U0712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電儀保養課 

電子系甲班 黃仕翔 男 U07157032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工程訓練組 

電子系甲班 詹竣凱 男 U07157038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電子系甲班 林弘昀 男 U0715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保養三廠廠務 

化工系甲班 杜冠儒 男 U0713701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製程訓練組 

化工系甲班 吳柏勳 男 U07137008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化工系甲班 張至賢 男 U07137026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化工系甲班 吳亮逵 男 U07137007 台塑公司 麥寮 倉儲設備組 

化工系甲班 李承信 男 U0713701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一廠 

化工系甲班 陳連育 男 U0713703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製二課 

化工系甲班 林峯毅 男 U07137020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三廠 

化工系甲班 彭偉銓 男 U0713703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化工系乙班 羅浚嘉 男 U07137153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管理組 

化工系乙班 林士杰 男 U07137110 台塑公司 麥寮 鹼廠 

化工系乙班 周駿譯 男 U07137109 台塑公司 麥寮 碳纖廠 

化工系乙班 曾彥卿 男 U07137140 台塑公司 麥寮 台麗朗麥寮 SAP廠 

化工系乙班 陳煒哲 男 U07137137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技術處 

化工系乙班 林泓志 男 U07137112 台塑公司 麥寮 MMA廠 

化工系乙班 吳暐傑 男 U0713710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煉二廠 

化工系乙班 黃郁清 男 U0713714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公用廠 

化工系乙班 許峻嘉 男 U07137125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一廠 

化工系乙班 郭宇承 男 U07137128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異戊二烯廠 

材料系甲班 林軒宇 男 U07187015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氯乙烯廠 

材料系甲班 丁振濠 男 U07187001 台塑公司 麥寮 AN 

材料系甲班 柯淇元 男 U07187017 台塑公司 麥寮 C4 

材料系甲班 王維澤 男 U0718700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轉化廠 

材料系甲班 康峻瑋 男 U071870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材料系甲班 吳旻哲 男 U0718700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甲班 張峻維 男 U0718702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甲班 楊淯丞 男 U0718704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保養中心預測保養組 

材料系乙班 徐雙文 男 U07187119 台塑公司 麥寮 ECH廠 

材料系乙班 張振偉 男 U0718712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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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系乙班 何鎵州 男 U0718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三廠 

環安衛系甲班 黃冠捷 男 U07167035 總管理處 麥寮 技術訓練中心安衛環訓練組 

環安衛系甲班 陳泓廷 男 U07167025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環安衛系甲班 鍾昀憲 男 U07167049 總管理處 麥寮 環境監測處 

環安衛系甲班 黃立瑋 男 U07167034 台塑公司 麥寮 環安處安衛室 

環安衛系甲班 關睿洋 男 U07167050 台塑公司 麥寮 麥寮 PVC廠 

環安衛系甲班 李春衡 男 U07167009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環安衛系甲班 林佑誠 男 U07167011 台塑公司 麥寮 EVA廠 

環安衛系甲班 許予禎 女 U071670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安全衛生處 

工管系甲班 鄭汶凌 女 U07217049 台塑公司 麥寮 聚烯部經理室生管組 

工管系甲班 邱奕暘 男 U07217019 南亞塑膠 麥寮 工務保養組預測處 

工管系甲班 潘彥鈞 男 U07217047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製程技術組 

工管系甲班 王芊茵 女 U0721700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製程技術組 

工管系甲班 劉志凡 男 U07217044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安全衛生組 

工管系甲班 陳佑嘉 男 U07217032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烯烴二廠 

工管系甲班 劉子豪 男 U0721704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異戊二烯廠 

工管系乙班 王銘沛 男 U07217103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專案組 

工管系乙班 劉育成 男 U07217142 台朔重工 麥寮 品保組 

經管系甲班 葉小嫚 女 U07227043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一課 

經管系甲班 鄭湘瑾 女 U0722704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一課 

經管系甲班 莊家瑜 女 U0722702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甲班 黃沛棋 女 U07227038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甲班 林展戎 男 U07227016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碼槽處 

經管系甲班 林浩宇 男 U07227017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駐管組 

經管系乙班 潘姿妤 女 U07227139 台塑公司 麥寮 管理二課 

經管系乙班 張志聯 男 U07227121 台塑石化公司 麥寮 煉油部油料處 

小計：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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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嚴立暐 男 U0711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預測保養組 

機械系甲班 莊凱文 男 U07117026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機械系乙班 陳柏廷 男 U0711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二廠廠務 

機械系乙班 林子傑 男 U06117114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生技組 

機械系丙班 楊秉叡 男 U07117242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機械系丙班 劉宇哲 男 U07117245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機械系丙班 陳泓達 男 U07117232 台朔重工 仁武 仁武機械廠冷作課 

機械系丙班 黃正勳 男 U07117238 台塑汽車貨運 仁武 南區保養廠駐仁武 

電機系甲班 邱品逸 男 U0712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電機系甲班 謝淇安 男 U07127051 台塑公司 仁武 保養一廠 

電機系乙班 蘇楷洋 男 U07127152 台朔重工 仁武 自動化處設備組 

化工系甲班 李佾儒 男 U0713701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木整治組(氟氯烴) 

化工系甲班 江宜芳 女 U0713700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化工系甲班 李家瑄 女 U0713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均一粉) 

化工系甲班 謝昀翔 男 U0713705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均一粉) 

化工系甲班 葉東翰 男 U0713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氯乙烯及鹼氯組(鹼氯) 

化工系甲班 吳蘅芸 女 U07137010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化工系甲班 何宗頤 男 U0713700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MBS) 

化工系甲班 張少瀧 男 U07137025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化工系甲班 賴泰錡 男 U07137052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碱廠氯碳課 

化工系甲班 范裕旻 男 U0713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仁武碱廠鹼氯課 

化工系甲班 張宛庭 女 U0713702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化工系乙班 邱聖恩 男 U0713711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特用材料) 

化工系乙班 呂宜庭 女 U0713710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組(檢驗分析) 

化工系乙班 陳渼芛 女 U07137135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鹼氯及氯乙烯組(氯乙烯) 

化工系乙班 楊旻錡 男 U07137146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改質劑祖(MBS) 

化工系乙班 俞奕仲 男 U07137116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化工系乙班 曾立慈 女 U0713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化工系乙班 邱品超 男 U0713711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化工系乙班 陳星伃 女 U0713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材料系甲班 黃建霖 男 U07187038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材料系乙班 陳麒文 男 U0718713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材料系乙班 劉瑞祐 男 U071871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 PVC組(乳化粉) 

材料系乙班 陳澔 男 U0718713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氟氯烴) 

材料系乙班 李承芪 男 U07187107 台塑公司 仁武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OM) 

環安衛系甲班 陳泊諺 男 U07167023 台塑公司 仁武 塑技處鋰電及土水整治組(水資源) 

環安衛系甲班 彭冠宇 男 U07167032 台塑公司 仁武 氯乙烯廠 

環安衛系甲班 張何瑋 男 U0716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環安衛系甲班 陳泓旭 男 U07167024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環安衛系甲班 黃仁暉 男 U07167033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廠 

環安衛系甲班 林煒傑 男 U07167013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公用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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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實務 徐語鍒 女 U07187019 台塑公司 仁武 台麗朗技術處 

工管系甲班 彭顥乙 男 U07217036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工管系乙班 周柏成 男 U07217114 總管理處 仁武 資訊部仁武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郭俊廷 男 U07217127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工管系乙班 楊志祥 男 U07217139 台塑公司 仁武 工務部經理室 

工管系乙班 吳佩秦 女 U07217106 台朔重工 仁武 經理室管理組 

工管系乙班 蕭柏誠 男 U07217149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工管系乙班 劉彥廷 男 U07217143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經管系甲班 曾紀嘉 男 U07227034 台塑公司 仁武 儲運處仁武資材課 

經管系甲班 楊書函 女 U07227041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部經理室 

經管系甲班 葉振寬 男 U07227044 台塑公司 仁武 塑膠廠 

經管系甲班 甘禮享 男 U07227002 台朔重工 仁武 齒輪廠 

小計：53人 

 
廠區：林園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環安衛系甲班 陳柏達 男 U07167028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環安衛系甲班 陳盈凱 男 U07167029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乙烯廠 

環安衛系甲班 倪震曄 男 U07167015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P) 

環安衛系甲班 林佳樑 男 U07167012 台塑公司 林園 保養廠 

環實務 鄭喬云 女 U07137050 台塑公司 林園 聚丙烯部技術處 PP研究組(PP) 

工管系甲班 高浚洋 男 U07217022 台塑公司 林園 儲運處林園資材課 

工管系乙班 謝保廷 男 U07217150 台塑公司 林園 成品處林園成品課 

小計：7人 

 
廠區：泰山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劉軒承 男 U07117140 長庚醫學科技 新北市泰山 研發處機構設計課 

電子系甲班 邱鈺婷 女 U07157017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實驗室暨基板設計部 

電子系乙班 陳冠智 男 U0715712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消費產品工程部 

工管系甲班 陳弘祥 男 U07217031 總管理處 新北市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林品璇 女 U07217115 總管理處 新北市泰山 資訊部運轉一組泰山電腦課 

工管系乙班 盧楷雯 女 U0721714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工業工程一部 

工管系乙班 黃浤泰 男 U07217135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工管系乙班 黃詩雯 女 U07217138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員工關係部 

工管系乙班 藺才睿 男 U07217151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測試生產課 

經管系乙班 何雅軒 女 U07227104 南亞科技 新北市泰山 保稅課 

小計：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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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廠區別】 

廠區：樹林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甲班 陳韋碩 男 U07117033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電子系甲班 鄧翔仁 男 U07157046 南亞光電 樹林 研發企劃處 

電子系乙班 蔡長恩 男 U07157144 總管理處 樹林 資訊部樹林電腦課 

小計：3人 

廠區：林口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甲班 蘇家華 男 U07127052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電子系甲班 陳冠宇 男 U07157028 總管理處 林口 資訊部林口電腦課 

小計：2人 

廠區：工三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丙班 林佳萱 女 U07117211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電機系甲班 洪湧杰 男 U07127026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電子系乙班 林忠謙 男 U07157112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電池專案組 

工管系乙班 陳聖傑 男 U07217131 總管理處 工三 資訊部運轉一組工三電腦課 

經管系甲班 徐雅玟 女 U07227022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北區保養廠駐工三 

經管系甲班 温佩君 女 U07227035 台塑汽車貨運 工三 北區保養廠駐工三 

小計：6人 

廠區：工五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丙班 林家睿 男 U07117215 台塑汽車貨運 工五 北區保養廠駐工五 

工管系甲班 林明祥 男 U07217016 台塑汽車貨運 工五 北區保養廠駐工五 

小計：2人 

廠區：桃園市龜山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工管系甲班 沈泓谷 男 U072170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工管系乙班 李哲緯 男 U07217112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工管系乙班 林郁漫 女 U0721711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吳珮禎 女 U07227106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游育霖 女 U07227133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賴彥伶 女 U07227144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經管系乙班 賴慕程 男 U07227145 長庚養生文化村 桃園市龜山 

小計：7人 

42



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廠區別】 

廠區：錦興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工管系乙班 王書郁 女 U07217102 總管理處 錦興 資訊部運轉一組錦興電腦課 

小計：1人 

廠區：大肚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吳仲恩 男 U06117104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梁華昕 男 U07117229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機械系丙班 游亞致 男 U0711723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機械系丙班 林翰鴻 男 U0711721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邱繼磊 男 U0711722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游張正 男 U07117237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黃炫睿 男 U07117241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機械系丙班 蘇聖勛 男 U07117251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機械系丙班 陳宣尹 男 U07117234 台塑汽車 大肚 營業部售服處 

電機系乙班 鄭吉宇 男 U0712714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電子系甲班 李尚謙 男 U0715700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工管系甲班 歐政儀 男 U07217046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中區保養廠駐彰化 

工管系乙班 邱珮芸 女 U07217118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經管系甲班 黃俊杰 男 U07227039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經管系乙班 饒家瑜 男 U07227933 台塑汽車貨運 大肚 車輛組裝廠 

小計：15人 

廠區：彰化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子系甲班 陳又詳 男 U07157026 總管理處 彰化 資訊部彰化電腦課 

化工系甲班 吳佳燊 男 U07137006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研究發展中心保養品組 

工管系乙班 李東軒 男 U07217111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經管系乙班 張芸甄 女 U07227122 台塑生醫科技 彰化 成品課 

小計：4人 

廠區：新港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甲班 雷宇文 男 U07127044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電機系乙班 呂浩丞 男 U07127109 總管理處 新港 資訊部新港電腦課 

電機系乙班 王英仲 男 U07127103 南亞塑膠 新港 南亞配電盤廠 

小計：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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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廠區別】 

廠區：嘉義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電機系乙班 郭峻誌 男 U07127134 總管理處 嘉義 資訊部嘉義電腦課 

小計：1人 

廠區：龍德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工管系甲班 李長祐 男 U07217008 總管理處 龍德 資訊部運轉一組龍德電腦課 

小計：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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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生赴台塑企業工讀實務實習名單【廠區別】 

廠區：明志 

班級 姓名 性別 學號 合作機構 廠區或地點 部門或職務 

機械系乙班 陳立元 男 U071172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馮奎智)老師 

機械系丙班 吳訓瑛 男 U071172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孟潔老師&章哲寰老師) 

電機系乙班 林平昌 男 U0712711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王志良)老師 

電子系甲班 阮國倫 男 U071570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宗亮)老師 

電子系乙班 林上卿 男 U071571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電子系乙班 楊智捷 男 U071571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創然老師) 

電子系乙班 沈融 男 U0715710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圖書資訊處網路媒體組 

化工系甲班 温璿慈 男 U071370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昭麟)老師 

化工系甲班 林以撒 男 U0713701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簡文鎮)老師 

化工系乙班 彭子珊 女 U0713793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煜光)老師 

化工系乙班 張柏榮 男 U071371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化工系乙班 張賀程 男 U0713712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楊純誠)老師 

化工系乙班 陳銘佑 男 U0713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蔡榮進)老師 

材料系甲班 歐子煜 男 U0718704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麗君)老師 

材料系甲班 張淳硯 男 U0718702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志平)老師 

材料系甲班 莊珉禎 男 U0718702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陳勝吉)老師 

材料系甲班 陳遵仁 男 U0718703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曾傳銘)老師 

材料系甲班 馬迺霆 男 U0718702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材料系甲班 呂紹暘 男 U0718700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材料系甲班 林郁修 男 U071870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材料系甲班 陳咨廷 男 U0718703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材料系甲班 鍾嗣永 男 U07187053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裕清)老師 

材料系甲班 林于婷 女 U07187010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劉定宇)老師 

材料系甲班 劉品彣 女 U071870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謝章興)老師 

材料系甲班 劉中銘 男 U07187045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有機電子中心 

材料系乙班 方韋翔 男 U071871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材料系乙班 黃郁雯 女 U07187137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李志偉)老師 

材料系乙班 盧柏睿 男 U0718714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張奇龍)老師 

材料系乙班 林振甫 男 U0718711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游洋雁)老師 

材料系乙班 黃璟澔 男 U07187138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宗鈺)老師 

材料系乙班 蔡佳璇 女 U07187146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黃啟賢)老師 

環安衛系甲班 劉姿妤 女 U0716704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洪明瑞)老師 

環實務 侯妙橘 女 U07137022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產學計畫(林孟芳老師&劉定宇老師) 

工管系甲班 江皓晟 男 U07217004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體育室 

工管系乙班 吳冠霆 男 U07217109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課外組 

視傳系甲班 徐苡蓁 女 U06337901 明志科技大學 明志 視覺設計服務中心 

小計：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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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工讀實務實習報到及實習期間注意事項(109) 

一、報到時間： 
    (ㄧ)各實習合作機構的報到時間請實習同學務必自行留意相關資訊，並可至工讀實習交

流平台網站查詢。實習前，請同學務必檢視所屬實習合作機構實習報到日期及時間，

若有合作機構通知其他提早報到日期交接者，請同學須先完成期末考程，並經班導

師及輔導老師同意後方可按該機構規定辦理。 
(二)報到時切勿遲到以免影響職前訓練時間或讓主管、同廠區同學久等。  

 
二、台塑企業【廠區：大樓、麥寮、仁武】報到資訊 

 
台塑企業 
廠區:(大樓) 

台塑企業 
廠區:(麥寮、仁武) 

報名搭乘專車 自行報到 

報到時間地點 
早上 08:30 

前棟二樓訓練教室 
早上 05:50 

學校集合搭乘專車 
早上 10:00 

廠區管理課前集合 

注意事項 

1.原子筆 
2.身分證 
3.印章 
4.健保卡 
5.一般勞工體檢報告 

6.健保轉出單。 
  (健保請先由原投保單位辦理轉出，並

將轉出單帶到工讀管理部門報到時

繳交，俾便投勞保、健保。) 

其餘廠區依實際公告報到日期及時間而定。 
 
三、在台塑企業各廠區(台塑大樓除外)實習須於廠區內住宿，其他企業實習則須視企業是否 

有提供住宿或自理，於實習機構住宿時請同學先自備相關民生必需用品，待實習後可再

另行準備，住宿相關提醒事項如下列： 
    (一)依實習合作機構住宿規定辦理，內務依規定整理，保持整潔。 
    (二)注意環境衛生及防火、防盜安全。 
    (三)合作機構若有提供住宿者，請勿擅自到外面租屋，以維護安全。 
    (四)若於校外租屋，於實習第一個月時務必填寫居家消防自我診斷表，並將表單回傳輔 

導老師以利了解租屋狀況。 
 
四、實習全勤學生請於 110/9/10 前將全勤證明傳真或寄回，逾時恕不受理。 
 
五、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電話：（02）2908-9899 分機 3000~3004 或（02）2902-0296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傳真：（02）2904-1346 
    學務處校安中心專線：（02）2903-8713（全天候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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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學生工讀實務實習輔導老師通訊聯繫表 

系別 老師 分機 Mail 

機械系主任 陳宏毅 4527 hychen@mail.mcut.edu.tw 

機械系老師 王海 4517 whai@mail.mcut.edu.tw 

胡志中 4518 cchu@mail.mcut.edu.tw 

張文慶 4564 wlylechang@mail.mcut.edu.tw 

張國棟 4520 kchang@mail.mcut.edu.tw 

章哲寰 4522 jhjang@mail.mcut.edu.tw 

郭啟全 4524 jacksonk@mail.mcut.edu.tw 

陳炳宜 4566 pinyi@mail.mcut.edu.tw 

陳源林 4512 chenyl@mail.mcut.edu.tw 

傅本然 4519 brfu@mail.mcut.edu.tw 

游孟潔 4562 mjyouh@mail.mcut.edu.tw 

馮奎智 4523 kwechin@mail.mcut.edu.tw 

黃世欽 4563 schuang@mail.mcut.edu.tw 

黃道易 4565 daoyi@mail.mcut.edu.tw 

楊岳儒 4567 yryang@mail.mcut.edu.tw 

劉秋霖 4531 clliou@mail.mcut.edu.tw 

劉晉奇 4569 jinchee@mail.mcut.edu.tw 

蔡宜昌 4521 ictsai@mail.mcut.edu.tw 

蔡清發 4525 cftsay@mail.mcut.edu.tw 

蔡習訓 4515 hhtsai@mail.mcut.edu.tw 

鄭春德 4528 cdcheng@mail.mcut.edu.tw 

謝文賓 4513 wbshieh@mail.mcut.edu.tw 

鍾永強 4534 ycchung@mail.mcut.edu.tw 

電機系主任 王柏仁 4855 pjwang@mail.mcut.edu.tw 

電機系老師 王得貴 4857 wang-derek@mail.mcut.edu.tw 

王勝寬 4812 skwang@mail.mcut.edu.tw 

古家豪 4835 kuchiahao@mail.mcut.edu.tw 

吳長洲 4815 cjwu@mail.mcut.edu.tw 

林君玲 4819 ginnylin@mail.mcut.edu.tw 

林志銘 4806 cmlin@mail.mcut.edu.tw 

林郁修 4829 yhlin@mail.mcut.edu.tw 

邱機平 4804 jipyng@mail.mcut.edu.tw 

邱聰輝 4816 ahui@mail.mcut.edu.tw 

姜惟元 4827 jameschiang@mail.mcut.edu.tw 

陳瓊安 4813 joannechen@mail.mcut.edu.tw 

楊宗振 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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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學生工讀實務實習輔導老師通訊聯繫表 

系別 老師 分機 Mail 

蔡文星 4817 wst@mail.mcut.edu.tw 

電子系主任 謝滄岩 4851 tyhsieh@mail.mcut.edu.tw 

電子系老師 王志良 4861 joewang@mail.mcut.edu.tw 

吳亞芬 4863 yfwu@mail.mcut.edu.tw 

林義楠 4854 jnlin@mail.mcut.edu.tw 

洪偉文 4856 wwhung@mail.mcut.edu.tw 

唐明中 4858 mtang@mail.mcut.edu.tw 

許宏彬 4864 hphsu@mail.mcut.edu.tw 

陳延禎 4853 yjchen@mail.mcut.edu.tw 

陳華彬 4865 hpchen@mail.mcut.edu.tw 

曾宗亮 4866 zltseng@mail.mcut.edu.tw 

黃樹林 4882 hwangsl@mail.mcut.edu.tw 

劉舜維 4868 swliu@mail.mcut.edu.tw 

鄭信民 4867 SMCheng@mail.mcut.edu.tw 

賴文正 4869 wjlay@mail.mcut.edu.tw 

化工系主任 吳永富 4629 gausswu@mail.mcut.edu.tw 

化工系老師 吳弦聰 4630 stwu@mail.mcut.edu.tw 

吳紹榮 4626 sjwu@mail.mcut.edu.tw 

李英正 4622 yjli@mail.mcut.edu.tw 

李國通 4616 ktlee@mail.mcut.edu.tw 

杜鶴芸 4623 heyundu@mail.mcut.edu.tw 

阮宏藝 4632 hyjuan@mail.mcut.edu.tw 

施正元 4608 drexel@mail.mcut.edu.tw 

張煜光 4666 ykchang@mail.mcut.edu.tw 

陳政佑 4631 cychen@mail.mcut.edu.tw 

陳順基 4627 scchen@mail.mcut.edu.tw 

程桂祥 4624 khchen@mail.mcut.edu.tw 

楊純誠 4618 ccyang@mail.mcut.edu.tw 

劉宗宏 4617 thliou@mail.mcut.edu.tw 

劉昭麟 4664 clliu@mail.mcut.edu.tw 

蔡榮進 4625 jctsai@mail.mcut.edu.tw 

簡文鎮 4628 wcchien@mail.mcut.edu.tw 

簡良榮 4663 ljchien@mail.mcut.edu.tw 

蘇家弘 4665 chsu@mail.mcut.edu.tw 

材料系主任 黃啓賢 4457 chhuang@mail.mcut.edu.tw 

材料系主任 吳鉉忠 4675 hcwu@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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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學生工讀實務實習輔導老師通訊聯繫表 

系別 老師 分機 Mail 

李志偉 4437 jefflee@mail.mcut.edu.tw 

阮弼群 4680 pcjuan@mail.mcut.edu.tw 

林孟芳 4429 mflin@mail.mcut.edu.tw 

林延儒 4673 yanrulin@mail.mcut.edu.tw 

張奇龍 4459 clchang@mail.mcut.edu.tw 

張麗君 4401 lcchang@mail.mcut.edu.tw 

陳志平 4439 cpchen@mail.mcut.edu.tw 

陳政營 4434 cychen0111@mail.mcut.edu.tw 

陳勝吉 4679 chensc@mail.mcut.edu.tw 

彭坤增 4674 pen5814@mail.mcut.edu.tw 

曾傳銘 4402 cmtseng@mail.mcut.edu.tw 

游洋雁 4676 yyyu@mail.mcut.edu.tw 

程志賢 4671 cherng@mail.mcut.edu.tw 

黃宗鈺 4672 huang.tsungyu@mail.mcut.edu.tw 

黃裕清 4477 huangyc@mail.mcut.edu.tw 

劉定宇 4456 tyliu@mail.mcut.edu.tw 

盧榮宏 4678 jonghonglu@mail.mcut.edu.tw 

謝建國 4438 jack_hsieh@mail.mcut.edu.tw 

謝章興 4677 jhhsieh@mail.mcut.edu.tw 

環安衛系主任 劉禎淑 4698 zsliu@mail.mcut.edu.tw 

環安衛系老師 吳容銘 4380 jwu@mail.mcut.edu.tw 

官文惠 4653 whkuan@mail.mcut.edu.tw 

洪明瑞 4657 mingjui@mail.mcut.edu.tw 

崔砢 4652 lotsui@mail.mcut.edu.tw 

許金玉 4419 gracecyhsu@mail.mcut.edu.tw 

陳慶隆 4656 tommy@mail.mcut.edu.tw 

陳錫金 4655 hjchen@mail.mcut.edu.tw 

程裕祥 4654 yhcheng@mail.mcut.edu.tw 

劉豐瑞 4697 kevinliu@mail.mcut.edu.tw 

鄭慶武 4658 cwcheng@mail.mcut.edu.tw 

工管系主任 林俊雄 3108 jslin@mail.mcut.edu.tw 

工管系老師 王建智 3106 ieccwang@mail.mcut.edu.tw 

白恭瑞 3114 poter@mail.mcut.edu.tw 

阮業春 3107 ycjuan@mail.mcut.edu.tw 

林伯鴻 3121 frank.phlin@mail.mcut.edu.tw 

邱育智 3145 ycchiu570417@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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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學生工讀實務實習輔導老師通訊聯繫表 

系別 老師 分機 Mail 

邱慧怡 3117 terry@mail.mcut.edu.tw 

俞凱允 3105 calvinyu@mail.mcut.edu.tw 

翁偉泰 3112 wtweng@mail.mcut.edu.tw 

張仁履 3110 renliuj@mail.mcut.edu.tw 

張秉裕 3113 pchang@mail.mcut.edu.tw 

郭宜雍 3118 yiyo@mail.mcut.edu.tw 

陳一郎 3103 ylchen@mail.mcut.edu.tw 

陳安哲 3109 anche@mail.mcut.edu.tw 

陳思翰 3104 ssuhanchen@mail.mcut.edu.tw 

陳琨太 3111 kuentai@mail.mcut.edu.tw 

游淑萍 3116 spyu@mail.mcut.edu.tw 

鄭明顯 3115 mscheng@mail.mcut.edu.tw 

經管系主任 廖宜慶 3179 ycliaw@mail.mcut.edu.tw 

經管系老師 吳明鋗 3175 mjgrace@mail.mcut.edu.tw 

李文玄 3177 hsuan@mail.mcut.edu.tw 

林裕勛 3168 yslin@mail.mcut.edu.tw 

林鴻裕 3174 hylin@mail.mcut.edu.tw 

孫儷芳 3169 slf@mail.mcut.edu.tw 

陳心田 3166 cst@mail.mcut.edu.tw 

陳世民 3171 chen@mail.mcut.edu.tw 

陳昭蓉 3173 kellychen@mail.mcut.edu.tw 

楊子儀 3178 tyyang@mail.mcut.edu.tw 

楊淑宜 3176 syyang@mail.mcut.edu.tw 

虞邦祥 3156 phyu@mail.mcut.edu.tw 

盧建中 3167 cclu@mail.mcut.edu.tw 

顏婉竹 3153 wcyen@mail.mcut.edu.tw 

工設系主任 江潤華 3213 zchiang@mail.mcut.edu.tw 

工設系老師 林恆毅 3203 hengyi@mail.mcut.edu.tw 

高清漢 3204 kaoch@mail.mcut.edu.tw 

梁又文 3215 yowenliang@mail.mcut.edu.tw 

許定洋 3207 hsuchiapin@mail.mcut.edu.tw 

陳建志 3206 cchen@mail.mcut.edu.tw 

楊俊明 3205 cmyang@mail.mcut.edu.tw 

賴宛吟 3214 wanyinglai@mail.mcut.edu.tw 

謝政道 3216 cthsieh@mail.mcut.edu.tw 

視傳系主任 李昌國 3260 lick@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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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學生工讀實務實習輔導老師通訊聯繫表 

系別 老師 分機 Mail 

視傳系老師 朱賢哲 3254 chuhsienche@mail.mcut.edu.tw 

李淑珠 3264 syukusyu@mail.mcut.edu.tw 

林金祥 3256 clin@mail.mcut.edu.tw 

莊妙仙 3263 joyce@mail.mcut.edu.tw 

陳進隆 3261 lung@mail.mcut.edu.tw 

楊朝明 3257 yangcm@mail.mcut.edu.tw 

劉瑞芬 3255 jfliu@mail.mcut.edu.tw 

薛惠月 3259 tsauk@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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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輔導老師赴合作機構輔導訪視配合事項(109) 

一、輔導訪視前 
1.請老師依據研發處訂定行事曆中各階段「工讀實習訪問輔導期程」辦理，各系主任及老師得

視學生實習情形增加不定期訪視輔導學生行程。 
2.老師在訪視輔導前一週辦理出差（北區或單程 50 公里以內辦理因公外出）手續，請輔導老

師自行訂宿，可參酌特約旅館以便節省旅館交通往返時間及費用。 
3.實地訪視輔導前請先了解學校近況或將重要資料帶給小組長公布宣達。 
4.工讀輔導老師攜帶資料：除工讀實務實習輔導手冊之外，其餘請輔導老師自行準備資料。 
5.實地訪視時間確定時請輔導老師先以電話聯繫實習公司聯絡人及受訪實習部門主管，說明拜

訪時間。兩位以上老師同時輔導同一實習公司或廠區時，請事先協調同一時間前往，以節省

實習公司管理部門接待時間，交通往返請以共乘為原則。 
二、輔導訪視中 

1.到達實習公司廠區請先至管理部門拜訪主管，如有訂宿者請先確認住宿事宜，並請同仁代訂

公餐。 
2.由各公司人資或管理部門安排主管或小組長陪同拜訪各單位部門主管及實習生，感謝主管對

本校學生關照與輔導，並請與主管討論學生工作及學習狀況，適時給予指導。 
3.請老師與實習單位主管、學生共同研討訂定「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並請單位主管

安排專人指導，「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各欄簽核後請輔導老師掃描上傳至訪視系統。 
4.工讀實務實習以訓練學生實務技能為主，請輔導老師留意實習學生的實習工作內容，並請單

位主管勿任意調動學生至與專長無關之工作或一般性工作，期使工讀實務實習順利推展。 
5.住特約旅館付現金並取發票，發票應註明學校統一編號：35701534。 
6.學生實習期間學校及家長都很關心子弟在工作崗位的表現狀況，有賴實習單位主管協助輔

導，請老師向主管表達謝意，對學生所提之意見向主管溝通。 
7.對於工作表現或生活行為表現異常之同學，請適時給予機會教育，對表現良好者予以嘉勉，

具體事實者建議獎勵。 
8.實習輔導老師應掌握主管及學生之聯絡電話，平時每月至少聯繫一次，了解學生工作及學習

狀況，進而溝通輔導以落實輔導成效。 
三、輔導訪視後 

1.每階段輔導訪視結束請至辦公室自動化作業系統，填寫「輔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記錄表」送

各系班導師、主任及研發處彙總處理。 
2.報支交通費或差旅費(請以書面方式核銷)：訪視學生公出及出差返校後應在一週內完成經費

核銷(最晚請於當月底前核銷完成，逾期核銷請填寫報告說明原因)，北區（單程 50 公里以內）

以公出處理，報支交通費、誤餐費，依序以書面方式陳核。其他地區出差者（單程 50 公里以

上）填出差報銷清單，相關單據憑證請老師以膠水貼牢於 NOTES 或 ERP 系統出表之粘貼單

上（請勿用迴紋針夾），依序陳核。旅館或廠區供餐者，該餐請勿報支。 
3.私車公用限 50 公里單程以內。新竹以北等地區公出或出差時，預估會超過 50 公里(如：工研

院)，若考量時間及方便性，仍以私車公用方式出差，請在出差單註明「新竹以北出差(預估

超過 50 公里)，考量時間及方便性申請私車公用。」傳簽系主任時，請主任協助再選院長、

校長核簽，讓會計室在費用核銷審查時有所依據。請務必在出差前辦妥相關手續。 
4.差旅費成本部門：0A20(實習就業輔導組)；摘要：3B，請透過 ERP 系統以書面方式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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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車費報支標準表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

(元)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台塑大樓－台北車站 180 200 桃園車站－桃園機場 415 415 新營車站－烏山頭水 300

松山車站 150 170 長庚會館 300 300 西口營地 500
松山機場 75 95 采宴精英大飯店 100 100 烏山頭水庫－西口營 300
桃園機場 1195 1215 三峽廠－臺北車站 510 530 屏東機場－屏東車站 150
大來飯店 75 95 台塑大樓 670 690 嘉義廠－嘉義車站 280

首都飯店南京館 80 100 松山機場 670 690 鼎川飯店 290
松山車站－松山機場 170 190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桃園機 635 635 優仕飯店 290
大來飯店－台北車站 150 170 中壢車站－桃園科技工業 450 450 皇佳興飯店 300

松山車站 155 175 觀音廠 445 445 聖荷西旅館 280
松山機場 90 110 桃園機場－台塑大樓 1300 1300 新港廠－嘉義車站 330
桃園機場 1185 1205 林口廠 790 790 鼎川飯店 340

首都飯店南京館－台北車站 185 205 工三廠 660 660 優仕飯店 340
松山車站 105 125 桃園儲運站 555 555 皇佳興飯店 350
松山機場 105 125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 720 720 聖荷西旅館 330
桃園機場 1210 1230 觀音廠 410 410 嘉義車站－鼎川飯店 160

泰山廠－臺北車站 375 395 樹林廠 1060 1060 皇佳興飯店 140
板橋車站 285 305 錦興廠 310 310 優仕飯店 160
台塑大樓 500 520 桃園車站 515 515 聖荷西旅館 160
松山機場 530 550 台北儲運站－台塑大樓 430 450 嘉義長庚－嘉義車站 400

林口廠－臺北車站 485 505 松山機場 430 450 高鐵嘉義站－新港廠 360
板橋車站 395 415 台北車站 340 360 嘉義廠 350
台塑大樓 610 630 大肚廠－彰化車站 415 435 鼎川飯店 450
松山機場 640 660 高鐵台中站－彰化廠 350 370 皇佳興飯店 460

桃園機場 835 855 大肚廠 320 340 優仕飯店 450

工三廠－桃園機場 570 570 彰濱摻配廠 975 995 嘉義長庚 180
錦興廠 310 310 奇異果快捷旅店中正店 290 310 聖荷西旅館 450

高鐵板橋站－工三廠 495 515 奇異果快捷旅店成功店 280 300 麥寮廠－華偉飯店 250
樹林廠－臺北車站 555 575 中科大飯店 415 435 悅晴汽車旅館 250

板橋車站 325 345 中科后豐會館 610 630 樂活海岸汽車旅館 250
台塑大樓 700 720 福泰商務飯店 400 480 雲都商務飯店 250
松山機場 730 750 台中車站－中科大飯店 190 210 巴黎汽車旅館 250
桃園機場 900 920 中科后豐會館 415 435 雲林商務旅館(土庫) 650

台麗精品旅店-林口廠 250 270 奇異果快捷旅店中正店 85 105 上毅飯店(虎尾) 550
台北車站 350 370 奇異果快捷旅店成功店 85 105 米都商務飯店(西螺) 500
板橋車站 275 295 台中航空站－彰化廠 790 790 麥寮廠－斗六車站 700

馥麗商務旅館-樹林廠 285 305 高鐵台中站 850 850 (含往返)      西螺 500
板橋車站 75 95 國都飯店 350 400 麥寮 250

長庚會館－華亞園區服務中 100 100 威汀城市酒店 250 280 台中航空站 1300
林口長庚－工五廠(不含服務 155 155 彰化車站－福泰商務飯 130 150 高鐵台中站

高鐵雲林站
1400

錦興廠－桃園車站 270 270 彰化廠－彰化車站 130 130 650
桃園機場 260 260 福泰商務飯店 150 170 高鐵嘉義站 950

采宴精英大飯店 300 300 彰濱摻配廠－彰化廠 550 550 冬山廠－冬山車站 170
工三廠 310 310 彰化車站 500 500 羅東車站 280

長庚會館 300 300 麥寮廠 1100 1100 立崎大旅社 230
高鐵桃園站－工三廠 500 500 國都飯店 1000 1100 龍德廠－冬山車站 170

錦興廠 350 350 威汀城市酒店 1250 1500 羅東車站 280
桃園機場 340 340 福泰商務飯店 450 530 立崎大旅社 230
長庚會館 465 465 金愛大飯店 250

采宴精英大飯店 400 400 羅東車站－立崎大旅 100
桃園儲運站 515 515 宜蘭廠－宜蘭車站 220

工五廠(不含服務中心) 530 530 富翔飯店 180
觀音廠 425 425 宜蘭車站－富翔飯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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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車費報支標準表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起 迄 地 點 
車費(元)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富華大飯店－台南機
場 200 250 高鐵高雄站－岡山廠 430 515 高雄車站－高雄廠 160 190

高鐵台南站 400 500 高雄商旅飯店 250 300 仁武廠 295 355

台南車站 90 110 京城大飯店 160 190 林園廠 640 770

楠梓車站－仁武廠 130 155 西子灣飯店 205 245 前鎮廠 170 205

小港機場－高雄廠 185 220 小港機場 385 460 高雄長庚 205 245

仁武廠 485 580 高雄廠 285 340 九福飯店 95 115

林園廠 385 460 仁武廠 150 180 小港機場 295 355

前鎮廠 185 220 林園廠 750 900  

高雄長庚 320 385 碼槽區 355 425  

九福飯店 260 310 高雄長庚 245 295  

西子灣飯店 285 340 九福飯店 225 270  

西子灣飯店－高雄廠 185 220 京城大飯店－高雄廠 205 245  

仁武廠 295 355 (靠後火車站)  仁武廠 290 350  

林園廠 650 780 林園廠 710 850  

碼槽區 255 305 碼槽區 255 305  

岡山廠－岡山車站 130 155 小港機場 300 360  

九福飯店－高雄廠 160 190 高雄商旅飯店－高雄廠 140 170  

仁武廠 320 385 仁武廠 300 360  

林園廠 625 750 林園廠 625 750  

前鎮廠 160 190 小港機場 270 325  

碼槽區 230 275 碼槽區 210 250  

  高雄車站 120 145  

附 

1.兩人(含)以上因公搭乘計程車應以共同搭乘為原則，車費限由其中一人報支，
因特殊情況無法共同搭乘者，應於報銷單上註明原因，始得分別報支車費，主
管核簽時應詳加注意，以避免有重複報支之情形。 

2.計程計時收費地區(新北市、高雄市、基隆及台南市)因公搭乘計程車發生計時
費用時，應於「車費報銷單」之『目的』欄或「出差旅費報銷清單」之『說
明』欄中予以註明「計時費用××元」。 

3.台北地區(新北市及基隆市)及高雄市於夜間11時至淩晨６時(或有實施夜間加成
都市)，因公搭乘計程車人員依夜間車費標準報支；但乘車時間跨越夜間加成時
間前後者，按實際車費報支。 

4.未依計程表計費之地區，按實際車費報支。 

5.各廠區人員至林口長庚醫院或鄰近廠院區(含學校、球場)洽公時，大樓員工及松
山機場下機者應直接搭乘客運巴士，宜蘭廠區員工則至台北車站轉乘客運巴士或
捷運，返程亦同，並得報支該區段交通費。 

6.往桃園機場洽公者，應儘量搭乘國光客運(另可報支至發車地點間之計程車
費)；一級主管(含)以下如因緊急需搭乘計程車或派用公務車者，應註明原因呈
經營主管一級核准。 

7.派駐大陸、越南人員籍屬北部(南部)廠區而住家在南部(北部)，返台探親時，
若直接搭機至高雄小港機場(桃園機場)，應儘量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返家，但若
情況特殊需要搭乘計程車，其計程車費之報支最高以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至北部(南部)籍屬廠區之標準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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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企業各廠區招待所住宿交通連絡資訊 

一、 招待所訂宿聯繫資訊： 

廠區 管理處訂宿專線 訂宿聯繫時間

彰化 (04) 723-6101 分機 661 

日間(8 時--17 時) 
嘉義(新港) (05) 377-2111 分機 211 

雲林(麥寮) (05) 681-2345 分機 6605 

高雄(仁武) (07) 371-1411 分機 5241 

二、 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 聯繫電話 訂車注意事項

麥寮車行 (05) 693-5555 需前一天訂車

交通車

去程 (02) 2712-2211 分機 5231 夏小姐
台塑大樓→麥寮

(上午 6:00 發車) 

返程 (05) 681-2345 分機 2019 王小姐
麥寮→台塑大樓

(下午 17:40 發車)

三、 核銷說明： 

(一) 核銷流程：經辦單位→研發處實輔組→會計室。 

(二) 單據黏貼單輸入

1. 公司：E

2. 經辦部門：輸入自己的部門代號

3. 支付方式：匯款、員工轉存打 2

4. 出納別打 A

5. 會計科目：5132F*(出差)、5132E*(公出)

6. 受款人(教師工號)

7. 核決權限項目打 A

8. 摘要說明:XX 系-XXX 老師-第 X 次工讀訪視核銷

9. 成本部門：0A20

10. 相關號碼：不用打

11. 摘要：3B

(三) 台塑各廠區招待所訂宿請自行在出差單 Notes 辦理，亦可帶識別證

自行訂特約飯店住宿，請先說明為「台塑企業員工」，以便享有合約

優惠價格。

(四) 招待所或飯店已供餐者請勿再報支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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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大學部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94.11.22 行政會議制訂 
108.10.08 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目的 

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提昇教師之企業服務與

技術改善之能力，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訂定「大學部工讀實務

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第二條  工讀實務實習教育的目標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七、加強外語能力。 

第三條  實施對象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二年制）各系學生，必須參加工讀實務實習一年，

每三個月為一評核階段，每階段實習成績及格始得畢業，實施流程如附表

所示。(表號：A0A2101114）。 

第二篇 實習機會開發與分發 

第四條  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核 

一、各系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 

(一)將專長需求送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函各合作機構徵求實習

機會。

(二)由各系師生開發實習機會後通報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彙整，

學生所開發的合作機構不得為自家或親友所開設的公司，如發現將

不計實習成績。

(三)各合作機構主動向本校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提出實習合作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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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表單：「大學部實習合作機構基本資料表」（表號：A0A2100114）

及「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機會調查表」（表號：A0A2100214）。

二、各系應針對新開發實習機會，安排專業教師實地至合作機構進行初步瞭

解，填寫「學生工讀實務實習開發工作機會權益評估表」（表號：

A0A2100314），審查合適之實習機會。 

三、各系每年應針對所有實習機會，填寫「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機會專業性評

估表」（表號：A0A2101314）篩選合適之實習機會，並經系務會議審核

通過後始得安排學生前往實習。 

四、徵求實習名額總數應多於學生總數。 

第五條  實習機會安排 

一、各系應於學生實習三個月前公布詳細之實習機會，包含合作機構名稱、

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 

二、合作機構可遴選實習學生，必要時可與學生簽約提供獎學金作為幹部

培訓管道，契約簽訂方式與規範內容由本校與合作機構共同商訂，各

系輔導老師視需要提供專業與輔導等協助。 

三、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視實際需要赴合作機構瞭解實習工作環境

及實習學習計畫內容，與合作機構主管面談確認並與輔導老師溝通後

選定合作機構，分配確定後由各系導師將實習名單傳送研究發展處實

習就業輔導組彙整作業。 

四、學生至合作機構實習面試視同出席重要集會活動，學生若無故不到得

依「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第六條  實習職前訓練 

一、各系須於學生實習前舉辦實習前說明會，由各系主任及導師向實習班

級學生作行前輔導，使學生了解實習課程之安排、實習機會之內容、

實習權益注意事項等。 

二、由輔導老師對所屬輔導學生進行實習前輔導並至系統填報，內容包含

實務學習、專題訂定及報告寫作等相關指導。 

三、由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召集全體實習學生，邀請專家講授「安

全衛生」課程，並請校長、研發長給予勉勵及宣導相關規定。 

第七條  實習報到 

一、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於學生報到三週前將「學生實習輔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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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報到表」等相關資料寄至合作機構管理（人資）部門作業。 

二、學生報到前研究發展處應與合作機構完成實習合作簽約手續。 

三、學生應攜帶物品配合合作機構規定，如盥洗用具、工作服、蚊帳、棉

被、書本、身分證、健保卡、存摺、提款卡、原子筆等。 

四、實習報到時間由研究發展處統一規定，合作機構可視需要通知學生提

早報到或延後結束，俾便實習工作順利交接。 

五、報到當天即由合作機構投保勞保及健保，並依規定得提撥勞退基金。 

第三篇 實習訪視輔導與評估 

第八條  工讀實務實習輔導 

一、各系專業老師依其專長選定指導之合作機構，每位專業老師輔導之學

生人數上限為九名，超過仍以九名核計鐘點費。 

二、老師輔導一名學生，每週支付 1/6 小時鐘點費。 

三、學生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需由專業老師及合作機構主管擔任輔導老

師，輔導學生實務實習。 

四、合作機構應將學生視同大專新進人員安排專業實務工作，嚴格要求敬

業精神與職業倫理，適時灌輸「管理實務知識」，提升行政管理能力。 

五、學校輔導老師、合作機構主管、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共同研訂「學生

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表號：A0A2100414），作為實習學習內容之

依據。 

六、輔導老師依排定時間赴合作機構拜訪主管及了解學生工作與學習狀況，

以落實工讀實務實習之專精要求。訪視後至系統填寫「輔導老師訪視

實習學生記錄表」（表號：A0A2100814）送班級導師、各系主任及研究

發展處實習與就業輔導組，俾便聯繫處理反應之問題。 

七、為加強了解學生工作與學習之狀況，各院系得於實習期間安排實習學

生於假日返校座談，亦可透過各形式網路媒介視訊平台為之。 

第九條  工讀實務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 

二、輔導老師於學生實習第一個月赴合作機構確認「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

習計畫」，爾後每三個月赴各合作機構輔導學生乙次，對每位學生「工

讀實務實習」實施輔導及指導評核學生口頭報告。境外工讀實習學生

訪視輔導得透過網路、電子郵件及學生返台休假時進行，及配合內外

部預算彈性選派輔導教師親赴境外合作機構訪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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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學習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學習指導，解決

實習學生工作或學習之困難。 

四、與主管聯繫溝通，交換輔導心得。 

五、指導學生寫作實習報告。 

六、評核實習報告成績，使用「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輔導老師

用）」（表號：A0A2100614）。 

七、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第十條  合作機構之職責 

一、合作機構應與本校簽訂實習合作契約，實習前未能配合完成簽約將停

止安排學生前往實習。 

二、視學生專業學習之需要，指派合作機構內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數名，擔

任實習生業界輔導老師，指導學生學習。 

三、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

資料。 

四、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五、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每週安排面談乙次，瞭解工作及學習狀況。 

六、協助學校指導老師到合作機構輔導實習學生工作事宜。 

七、實習報告寫作指導。 

八、評核實習學生學習表現及實習心得報告成績，使用「學生工讀實務實

習成績考評表（業界輔導老師用）」（表號：A0A2100514）。 

九、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第四篇 實習成績評核方式 

第十一條  實習期間考勤 

一、工讀實務實習為正式課程，實習期間曠職視同曠課，曠職逾三天（含）

應由合作機構予以辭退。 

二、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手續，並經主管核准。上下班應依規定親自

刷卡，不得代刷卡或忘刷卡。 

三、請假及考勤依合作機構規定辦理。 

四、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五、學生於工讀實務實習期間分娩，其產假與薪資標準依合作機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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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學生應依計畫每三個月完成一篇「工讀實務實習報告」，內容與寫作方

式依規定辦理(如表號 A0A2100914 所示)，細節由各系輔導老師及合作

機構主管指導之。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每三個月應舉行口頭報告，邀請業界輔導老師與學

校指導老師共同參與並評定成績，使用「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

表」（表號：A0A2100514、表號：A0A2100614）。 

三、工讀實務實習為必修課程，各階段成績合格授予學分，除口頭、書面

報告外，實習期間之學習計畫表、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

要評核，實習同學應以每月聯繫表（表號：A0A2101014）與輔導老師

保持聯繫，並請輔導老師上傳至訪視輔導紀錄系統。 

四、實習期間請事、病假或缺勤累計逾 12天者，該階段起實習成績不得超

過 80分，特殊因素經核准者個案處理。 

五、實習期間個人因素離職或一階段實習時間缺勤達 1/3 者（即四週），該

階段之實習成績核計零分。 

六、輔導老師將實習報告評核計算成績後，送班導師彙整全班實習成績並

送教務處註冊組，實習報告置各系辦公室存查。 

七、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懷孕、遇法定傳染病、重大疾病、重大事故等不可

抗拒狀況，請假超過一個月以上，無法在短時間內參加工讀實務實習，

該階段擬以個案呈校長核示，准由輔導老師指定學生以「專題報告寫

作」評核實習成績，以一階段為限，成績不得超過 80 分。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操行評核 

一、實習結束前一個月，由輔導老師依學生實習及生活表現評核成績後，

送班導師彙總全班學生操行成績。 

二、實習結束前一週由班導師將「大學部學生實習操行表」送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登錄操行成績。 

第五篇 實習遭辭退或轉換單位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被合作機構辭退 

下列異常行為屢勸不聽或經輔導未改善者，合作機構得知會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輔導組予以辭退，同時將其異常行為具體事實，以書面資料傳

真學校，以便通知輔導老師予以輔導，並視情節依「學生獎懲規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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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適當懲處。 

一、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三天(含)曠職者。 

二、帶火種及香煙進工作場所者。 

三、怠工、睡覺、工作欠積極屢勸不聽者。 

四、個性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五、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定，擅自操作機具造成財物重大損失者。 

六、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七、其他嚴重違反學校或合作機構規定者。 

第十五條  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合作機構之處理 

一、個人因素：第十四條所列原因被辭退、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

興趣、處事理念、適應不佳、不告而別、擅自辭職、無法配合合作

機構作息、學生專業能力不足，合作機構給予調整適當工作而學生

不願從事者。 

二、學生欲離職須事先告知輔導老師，若自行開發實習機會，則須經輔

導老師審核通過後，填報「學生轉換工讀實務實習合作機構、終止

實習申請表」（表號：A0A2100714）陳准後才可離職並轉換至新合作

機構繼續參加實習。學生自行離職未告知輔導老師者，該階段實習

成績核計零分，待畢業前補修，學校視情節依「學生獎懲規定」給

予適當懲處。 

三、學生因個人因素離職且符合轉換合作機構手續，該階段實習成績不

得超過 65 分(含)，並視情節得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適當懲處，

此外，一階段缺勤時間達 1/3 者（即四週），該階段實習成績核計零

分，並視情節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適當懲處。 

四、實習分配造冊完畢，編訂實習輔導手冊後不得再更換合作機構，否

則第一階段成績核計零分，若特殊個案經呈准則不在此限。 

五、學生因個人因素轉換合作機構須經輔導老師及系主任確認同意後學

生始可進行轉換作業，可先確認尚有空缺之合作機構是否有意願，

並安排面試；亦可由所屬系院以教師產學案或其他計畫案方式，並

經陳准後聘任學生進行實習，亦可開放學生自行開發實習機會，轉

換程序如附表所示。(表號：A0A2101214）。 

六、學生因個人因素轉換合作機構若屬第三階段工讀實習開始，且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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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方式仍無法完成轉換合作機構，則依其意願可以無薪方式安排於

校內實習。 

七、實習學生於離職前一週須提出「學生轉換工讀實務實習合作機構、

終止實習申請表」（表號：A0A2100714），並經陳准後方可離職並轉

換至新合作機構繼續參加實習。若實習學生離職後兩週內經前述方

式仍無法轉換至新合作機構，則該階段實習成績核計零分，並依規

定重修。 

八、學生於工讀實習期間辦理休退學仍須填寫「學生轉換工讀實務實習

合作機構、終止實習申請表」（表號：A0A2100714）並於兩週內完成

休退學程序，實習就業輔導組與班級導師將提供協助，未完成者將

召開實習異常相關會議審議。 

九、實習合作機構若與實習學生發生相關爭議問題時，其爭議協商處理

機制如附表所示辦理。(表號：A0A2101414) 

第十六條  合作機構因素申請轉換實習合作機構之處理 

一、合作機構因素：業務緊縮人力精減、工作環境或工作內容危險性高、

工作層次過低不適合學生實習又無法改善、工作時間不合理之超時

又不給加班費影響健康、學生專業能力不足而合作機構又無法調整

適當工作、薪資低於勞基法基本薪資、拒為學生投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基金、拒簽實習合約…等（後三項應避免進行合作）。 

二、輔導老師於學生離職後兩週內協助開發實習機會，學生須於離職前

一週提出申請，經系主任及輔導老師審核通過後，填報「學生轉換

工讀實務實習合作機構、終止實習申請表」（表號：A0A2100714）陳

准後繼續參加實習，實習機會以校外合作機構為主，必要時經呈准

亦可由所屬系院之教師產學案或其他計畫案方式聘任學生進行實習，

亦可比照第十五條第六款所列方式辦理。 

三、各系應事先慎重審查實習機會，避免因合作機構因素造成學生實習

中斷，增加困擾。 

第六篇 工讀實務實習課程抵免 

第十七條  抵免依據 

依本校「大學部學則」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

程相關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並符合課程要求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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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抵免實習、實驗學分。」，大三學生得申請抵免工讀實務實習課程。 

第十八條  抵免資格及條件 

一、申請資格：學生具備下列資格者得申請抵免工讀實務實習課程： 

1、取得交換生與雙聯學位生(一年期)：學生於大三下學期實習前已

取得至本校境外姊妹校之一年交換學習或雙聯學位學習之資

格。 

2、具備陸生與特教生身分：本校陸籍學生或特教生於大三下學期實

習前得申請留校進行校內實務專題研習一年，研習期間須至校外

參與實務專題成果發表或競賽(投稿或報名完成)。 

3、修讀管理暨設計學院開設創業實踐學分學程之創業實務實習（一）

至（四）課程。 

4、入學前參加「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職場體驗滿一年以上

者。 

二、申請時程：學生欲申請抵免工讀實務實習課程者，於當年度 5 月底

前(為原則)，由各系將抵免規劃表(表號 A0A2101514)及相關資料送

交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始具備抵免資格。 

三、抵免期間相關規定：學生具備工讀實務實習課程抵免資格者仍需繳

交各階段報告，各系須安排輔導老師聯繫輔導與指導。 

四、抵免審核時程：學生具備抵免工讀實務實習課程資格者，於隔年 8

月底前(為原則)將抵免申請表(表號 A0A2101614)、每階段報告及相

關成果，由各系送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核通過，方可抵免工讀實

務實習課程。 

第七篇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第十九條  工作中注意事項 

一、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規定，穿戴個人安全防護具。 

二、多問、多觀察、多思考、虛心學習並服從主管、同仁的指導。 

三、工作發生異常或缺失應即具實向主管報告，以掌握處理時機。 

四、工作要認真，因事離開工作崗位時應徵得主管同意。 

五、工作時注意安全與紀律，不操作與本身工作無關的機具。擅自操作

造成傷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六、上班應穿著整齊，不得奇裝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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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嚴禁攜帶火種或有照相功能的手機進入管制區域，並禁止拍照。 

八、不擅入他人工作、辦公場所。 

九、不擅自翻閱他人文件或公文。 

十、不得帶與工作無關的人到工作場所，並謹守商業機密的責任。 

十一、不擅取公物或侵占公物，如筆、便條紙…等。

十二、尊重工作同仁，言談舉止不輕浮，上班不聊天。 

十三、嚴禁擅自使用合作機構電腦處理私務或上網。 

十四、因應實務學習活動需要加班或輪班時，學生基於勤學精神與敬業

態度配合之，但仍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範，以保障學生權益。 

十五、性騷擾防治法諮詢專線 113，亦可至內政部網站查詢。 

十六、實習薪資若給付異常應與輔導老師和學校反應處理，以免影響自

身權益。 

第二十條  生活中注意事項 

一、注意應對禮節，保持學生身分應有之言行，同學間要相互規過勉勵，

發揮團隊精神。 

二、工作場所外之活動首重安全，不可落單以便相互照顧。 

三、不吸煙、不賭博、不沾染不良習慣。 

四、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期間以不騎乘機車為原則，若有必要須家長及學

校同意，並避免夜間騎機車閒蕩，注意交通安全。 

五、寢室用電不可超過負荷，注意用電安全。 

六、在外租屋者，瓦斯熱水器不可裝在室內，睡前應確實檢視瓦斯、水

電以確保住宿安全。 

七、寢室、內務保持整潔，並應定期大掃除。 

八、要愛惜公物，移交、歸還要清楚，如有遺失應照價賠償。 

九、養成節儉習慣，應量入為出，避免彼此借貸。 

十、提高警覺，與家人保持密切聯繫，防止詐騙集團。 

十一、隨時整理服裝儀容。 

十二、實習期間嚴禁擅自兼差打工或從事傳銷工作。 

十三、注意工作之餘活動安全，不到無人看管地方戲水，從事登山活動

應注意天候及安全。 

第八篇 實習重修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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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學生實習重修 

一、實習成績不及格者或該階段未繳交實習報告者。 

二、階段（三個月）實習期間請假（缺勤）逾實習總天數三分之一者。 

三、因病或意外事故，申請延後實習者。 

四、申請抵免學生若中途中斷抵免資格、未能完成申請抵免事蹟或抵免

審核未獲通過者。 

第二十二條  學生實習結束 

一、實習期滿或實習期間因故離職者，應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 

二、歸還借用之工具、書籍、資料。 

三、繳回識別證，遺失者應依規定賠償。 

四、向管理部門領取「健保轉出申請單」，返家後轉入加保單位。 

五、未辦妥離職手續者，薪資不予轉帳。 

第二十三條  學生實習成果展示 

一、學生實習報告存各系參考，實習結束時，由班代彙集全班報告電子

檔，製成光碟送各系存查。 

二、學生返校後安排報告發表，各系擇優班級人數前 12%參加實習成果觀

摩展示會及評比，依「學生校外實習表現優異獎學金作業要點」發

給獎學金及獎狀。 

第九篇 校外實習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組織 

 為實施實習課程規劃與實習成效檢討，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設置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職掌及會議召開 

一、 校外實習委員會職掌主要包含實習課程的規劃、運作機制的監督與實 

習成效的檢討。 

 二、每年配合實習課程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第十篇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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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大學部實習合作機構基本資料表(  )

編號 合作機構名稱 實習期間

合作機構基本資料 

負責人 年營業額 統一編號 

員工人數 公司網址 

合約地址 

合作機構 

簡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合作機構聯絡資訊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  ) 分機 電子郵件 

福利及權益保障 

薪資條件 
(依照勞基法標準 

計薪) 

月薪 保險 
(無法提供勞保、健保與

勞退，將無法合作) 

■勞保  ■健保 ■提撥勞退

加班計薪:□補休 □給薪 □團體/個人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住宿提供 

□提供，

(需扣費用：     元/月) 膳食

提供 

□提供

□早餐，(需扣費用：     元/月) 

□午餐，(需扣費用：     元/月) 

□晚餐，(需扣費用：     元/月) 

□不提供 □不提供

福利制度 例：享福委會之員工福利、活動參與，若無請填寫「無」 

可提供實習機會總名額 

□機械系   名 □電機系   名 □電子系   名 

□電機電子均可   名 □跨領域環實務班   名  □電機電子均可   名 

□化工系   名 □材料系   名 □環安衛系   名 

□工管系   名 □經管系   名 □工設系   名 

□視傳系   名 

合作機會開發來源 

□合作機構申請 □其他

□ 老師推薦 □ 校友申請(    系)   屆 

表號：A0A2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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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機會調查表(  ) 

實習部門名稱 實習地區 實習期間

實習人力需求盤點

目前是

否已有

實習生

□有

姓名：

部門

實習

機會

需求

□機械系___名 □車輛組___名

□電機系___名 □電子系___名

□電機系與電子系均可_______名

□跨領域環實務班___名

□化工系___名 □材料系___名

□環安衛系___名

□工管系___名 □經管系___名

□工設系___名 □視傳系___名

是否提供

陸生/外籍生

實習機會

(外加名額)

□是

陸生：___名

外籍生：___名

□無(係新申請) □否

實習時間

上班 

時間
AM  :  ~PM  :  

加班 

需求

□是，預估每月平均需加班 時

□否

輪班 

需求

□是，輪班方式：

□否

工作內容

一般例行 

事務性工作 

請安排佔全部工作比例之__%：(請勿高於 30%)敬請務必填寫 

專業相關 

實務工作 

請安排佔全部工作比例之__%：敬請務必填寫 

實習課程內容規劃 

階段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敬請務必填寫 預期培養能力敬請務必填寫

一 □培養職務名稱：_________人員(/工程師/助理) 

□程式設計□機台操作□實驗程序□機械模具

□文件撰寫□檢測操作□實驗測試□材料鍍膜

□除錯操作□資訊管理□採購備料□製程管理

□設計溝通□藝術創造□財經規劃□創新管理

□設計模擬□軟體操作□經營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二

三

四

部門連絡資訊

經辦人員 聯絡電話 

部門主管 聯絡電話 

高階主管 聯絡電話 

說明：1.同一部門同一工作項目，填列一表。 
2.本表流程：明志科大→各合作機構人資管理部門→各合作機構實習用人部門→
各合作機構人資管理部門→明志科大研發處（於  年  月  日前）

3.明志科大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電話：（02）29020296  傳真：（02）2904-1346 
4.為提升學生實習培訓效益，請配合工作內容設訂「學習主題」並兼顧「事務性」與
「專業相關實務」之工作比例，一般例行事務性工作比例請勿高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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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開發工作機會權益評估表(  ) 

系別： 評估時間：  年   月  日 

一、實習工作概況 

合作機構 

工作內容 

需求條件 

或專長 

輪班情形 
□是 □否

工作   時，做  休     
工作環境 

□辦公室  □門市  □廠房  □無塵室

□其他：

工作時間 每週 時 住宿 □供宿 □自理

加班時間 
每日 時 

每週 時 
提供薪資額度 月薪：_________________(須達基本工資以上) 

加班薪資 □有 □無  □補休 輪班條件 □大夜班 □排班：_____ □其他：____

勞健保 □有(依規定投保勞健保，境外地

區有投保意外及醫療險)
膳食 □供餐，每餐扣     元/月□自理 

提撥勞退基金 □有(依規定額外提撥勞退) 配合簽約 □是 □否：無法合作

二、實習工作評估（極佳：5、佳：4、可：3、不佳：2、極不佳：1） 

工作負荷(每日) (每日 8 小時) □5 □4 □3 □2 □1 (平均高於 8 小時) 

工作安全性 (低 風 險) □5 □4 □3 □2 □1 (高 風 險) 

體力負荷 （負荷適合） □5 □4 □3 □2 □1 （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培訓合適） □5 □4 □3 □2 □1 （無法培訓） 

合作理念 （理念相符） □5 □4 □3 □2 □1 （無法配合） 

評估總分 
(滿分 25 分) 

___________分 

三、補充說明：（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依實習合作契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勿因合作機構營運因素而期中解約造成

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四、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說明： 

1. 新的實習機構請系主任安排專業老師拜訪實習機構主管，表達謝意及評估工作之適合性，避

免學生報到後因工作不適應而產生困擾。

2. 實習機構無法提供勞健保、提撥勞退基金、異常超時工作且無法給加班費、無法簽訂實習合

約者、境外地區無法供宿且交通不便，請勿進行實習合作。

3. 本表評估總分須達 20分以上方可推薦實習合作機構。

◎系主任：請簽署 ◎評估老師：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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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   )(參考) 

一、 基本資料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師資 

實 習 期 間 
機構名稱 部門名稱 姓 名 系 別 / 年 級 

學校 

輔導老師 

業界 

輔導老師 

      /  /  ～  /  / 

二、 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 

課程 

目標 

(依系科課程發展結果及系科專業領域性質，撰寫開設實習課程之目標) 

透過在產業界的實務學習，培育下列專業人才的實務能力： 

□一般機械工程師□精密機械工程師□生產管理師□機電控制工程師□汽車修護工程師   

□汽車機電工程師 

□電子技術工程師□資通訊系統工程師□積體電路設計與應用工程師 

□智慧型控制工程師□電力與電能轉換工程師□通訊系統工程師 

□化學工程師□材料製程工程師□應用化學工程師□生化工程師 

□薄膜/電漿及表面工程師□生醫能源資訊工程師□光電半導體工程師 

□環境工程師□環境規劃檢測工程師□資源回收再利用工程師□工業安全衛生工程師 

□工業工程師□品質管理工程師□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生產管理工程師□行政管理師 

□行銷/業務/企劃國貿人員□會計/財金人員□行政人員□人力資源/人事人員 

□工業設計人員□設計服務人員□繪圖及網頁製作人員□多媒體設計製作人員 

□設計企劃管理人員 □藝術行政人員□設計呈現與創作人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

課程

內容

規劃 

階 段 期 間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具體項目 

一 
/  /   

～  /  

/ 
  

二 
/  /   

～  /  

/ 
  

三 
/  /   

～  /  

/ 
  

四 
/  /   

～  /  

/ 
  

實習

資源

投入

及輔

導 

企業提供實習指

導與資源說明 

(說明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及相關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企業提供實習學生的整體培訓規劃 

  ◎實務基礎訓練：□企業文化訓練□企業知識訓練□工業安全訓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務主題訓練：□產品知識探討□學習內容溝通□產品技術問題釐清 

                  □知識管理□實務技術問題排除□實務技術支援 

                  □實務案例分享□實務問題分析□產品除錯 

                  □製程改善□庶務管理□技術指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提供資源與設備投入情形 

□實驗設備□儀器機台□專人指導□教育培訓□資訊設備□測試耗材 

□車輛裝備□服裝配件□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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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老師進行實

習輔導形式及規

劃 

(說明業界輔導老師提供實習學生的指導與輔導方式)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指導內容： 

□程式設計□機台操作□實驗程序□機械模具□文件撰寫□檢測操作 

□實驗測試□材料鍍膜□除錯操作□資訊管理□採購備料□製程管理 

□設計溝通□藝術創造□財經規劃□創新管理□設計模擬□軟體操作 

□經營管理□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界輔導老師提供的輔導方式： 

□口述解說□操作示範□案例研討□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進行輔導及

訪視之具體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進行輔導工作或實地訪視作業之方式) 

●學校輔導老師提供輔導內容： 

□產業趨勢□專業知識指導□實驗指導□人際溝通□學習表現         

□不適應輔導□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輔導教師實地訪視作業： 

實習前輔導第一個月實地訪視每階段(三個月)之實地訪視 

實習異常輔導訪視每月聯繫表□電話聯繫□視訊聯繫 

□網路社群軟體□電子郵件聯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考核指標(項目)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展現方式與其評核項目與權重) 

●學生實習成果其評核項目 
每階段實習報告： 
  ◎輔導老師評核： 
  學習表現評核(60%)：學習成果與效益(20%)、處事態度與觀念(20%)、 
    學習熱忱(10%)、平時聯繫與互動(10%) 
  實習報告評核(40%)：報告結構與編排(10%)、內容專業與深度(20%)、     
    學習心得與建議(5%)、口頭報告(5%)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工作表現評核(60%)：敬業精神(20%)、品質效率(20%)、 
    學習熱忱(10%)、團隊合群與職業倫理(10%) 
  實習報告評核(40%)：報告結構與編排(10%)、內容專業與深度(20%)、     
    學習心得與建議(5%)、繳交報告準時性(5%)、階段考勤(請假扣分) 

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 

(說明學生實習成果的評核期程以及評核人員與評核方式等) 

●學生實習成果的評核期程： 

第一階段(10月至 12月)   第二階段(1月至 3月) 

第三階段( 4月至 6月)    第四階段(7月至 9月) 

●評核人員： 

學校輔導老師(評核 50%)  業界輔導老師(評核 50%) 

實習回饋方式及規劃 

(說明實習課程結束後相關成效的回饋及檢討方式) 

實習成效檢討會議實習課程檢討會議實習問卷調查 

實習成果競賽輔導經驗交流學生心得分享實習職缺篩選檢討 

實習機構合作檢討實習轉換單位檢討□衍生產業實務專題 

□教師實務深耕□教師實務研習□業界產學合作□專業課程諮詢調整 

校務研究分析校務研究追蹤 

 

業界輔導老師 
請簽核 

學校輔導老師 
請簽核 

實習學生 
請簽核 

表號：A0A2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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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業界輔導老師用） 

班 級             系     年級 實習階段 第            階段 

姓 名  學    號  

合 作 機 構          (公司)        (部門)           

實 習 評 核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每三個月為一階段）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實 習 報 告 評 核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敬業精神 20  1.報告結構與編排 10  

2.品質效率 20  2.內容專業與深度 20  

3.學習熱忱 
(採計參與實習機構所開設訓練課程) 

10  3.學習心得與建議 5  

4.團隊合群、職業倫理 10  
4.繳交報告準時性 

 (遲交一天扣 1分) 
5  

小 計(1) 60  小 計(2) 40  

階段考勤（3） 

 

（用人部門填寫） 

事假         小時（扣 0.2分/小時）扣     分 

一般病假     小時（扣 0.1分/小時）扣     分 

住院病假     小時（扣 0.03分/小時）扣     分  合計扣    分 

曠職         小時（扣 0.5分/小時）扣     分 

遲到早退     次（扣 0.2分/次） 扣     分 

主管評核成績（1）＋（2）-（3）  

主管評語： 

 

主管建議事項： 

說明：一、雙線以上欄位由實習學生詳細填寫，雙線以下交由部門主管評核並惠賜意見。 
      二、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100~90 A+ 
所有目標皆達成
且超越期望 

89~85 A 所有目標皆達成 84~80 A- 
所有目標皆達成，但需
要一些精進 

79~77 B+ 
達成部分目標，且
品質佳 76~73 B 

達成部分目標，但
品質普通 72~70 B- 

達成部分目標，但有些
缺失 

69~67 C+ 達成最低目標 66~63 C 
達成最低目標，但
有些缺失 

62~60 C- 
達成最低目標，但有較
大缺失 

59(含)以下 D 未達成最低目標 

   三、遞送順序：學生實習報告→部門指導員→部門主管→高階主管→輔導老師(或明志科大研發處代轉)→ 
          班導師→各系存查。 
   四、報告結構內容有誤或寫作草率，請退回學生修訂或重寫。 
     五、每三個月繳交一份實習報告，繳交日期為： 
   高階主管：        部門主管：     業界輔導老師(部門指導員)： 

表號：A0A2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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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輔導老師用） 

班 級 系 年級 實習階段 第 階段 

姓 名 學    號 

合 作 機 構 (公司) (部門)  

實 習 評 核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每三個月為一階段） 

學 習 表 現 評 核 實 習 報 告 評 核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評 核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學習成果與效益 20 1.報告結構與編排 10 

2.處事態度與觀念 20 2.內容專業與深度 20 

3.學習熱忱 10 3.學習心得與建議 5 

4.平時聯繫與互動 10 4.口頭報告 5 

小 計(1) 60 小 計(2) 40 

(一)輔導老師評核得分

評語與建議： 

(二)指導主管評核得分

（依據主管考評表）

實習成績得分[(一)＋(二)]/2 

說明：一、雙線以上欄位先由實習學生詳細填寫，雙線以下交由輔導老師評核，並檢附於報告內。 

  二、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百分 等第 實習評分標準 

100~90 A+ 
所有目標皆達成
且超越期望 

89~85 A 所有目標皆達成 84~80 A- 
所有目標皆達成，但需
要一些精進 

79~77 B+ 
達成部分目標，且
品質佳 

76~73 B 
達成部分目標，但
品質普通 

72~70 B- 
達成部分目標，但有些
缺失 

69~67 C+ 達成最低目標 66~63 C 
達成最低目標，但
有些缺失 

62~60 C- 
達成最低目標，但有較
大缺失 

59(含)以下 D 未達成最低目標 

三、遞送順序：學生口頭報告→輔導老師→班導師→各系存查。 

輔導老師： 
表號：A0A21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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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轉換工讀實務實習合作機構、終止實習申請表(    )   編號：

日間部學制：□四技部  

學生姓名 學號 系所班級 

申請項目 
□轉換單位 □公司因素 □個人因素 □其他

□終止實習 □操行成績 □轉學 □休學 □其他

原實習合作機構 離職日期      年    月    日 

新申請合作機構 擬報到日      年    月    日 

學
生
自
我
檢
討 

一、 自我檢討 

二、 改善方式 

學生簽名：

輔

導

老

師

意

見 

一、 學生轉換原因(請勾選) 
□實習公司因素：□公司縮減人事,學生遭辭退 □部門裁撤,學生遭辭退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個人因素：□能力不佳,學生遭辭退 □態度不佳,學生遭辭退 □健康因素,學生
主動提出 □體力無法負荷,學生主動提出 □人際關係適應不良,學生主動提出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輔導過程簡述 
三、 回饋原合作機構意見 
四、 檢討及新實習機會評估 

輔導老師簽名：

班

級

導

師

意

見 

一、 學生先前在校情形說明 
二、 輔導過程簡述 
三、 檢討及輔導學生改善說明 

班級導師簽名：

備

註 

1. 轉換實習合作機構若為個人因素，將視情節簽報懲處，且該階段實習成績不得超過 65 分(含)。 
2. 轉換實習合作機構限於兩週內完成，學生若因個人因素自行離職或一階段缺勤達 1/3 者（即四

週），該階段實習成績核計零分。
3. 學生已確認新合作機構並經系主任、班導師及實習輔導老師審核通過後才可離職。
4. 學生辦理休退學亦須填妥此表，並於兩週內完成，逾期將召開會議審議。

系主任
(請簽註意見) 

學務處 院  長

研發長 實習就業輔導組

校  長

表號：A0A21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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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大學部輔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記錄表(   ) 
實習前輔導： 

輔導學生(1) 

學生姓名 系統直接帶出 班別 系統直接帶出 

實習前輔導日期 
 

學生手機 系統直接帶出 學生電子信箱 系統直接帶出 

合作機構 系統直接帶出 

未來聯繫管道 

(除電話外) 
○E-mail  ○Facebook  ○Line  ○其他方式：_________ 

實習前輔導內容 

○實習機構簡介○實習機會簡介○工作安全○工作態度○職場倫理 

○報告主題○報告格式○報告評量○每月聯繫方式○實習學習計畫 

○訪視輔導方式 

○摘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檔案上傳專區  

第一個月： 

輔導學生(1) 

學生姓名 系統直接帶出 班別 系統直接帶出 

實地訪視 

輔導日期 

 

學生手機 系統直接帶出 學生電子信箱 系統直接帶出 

合作機構 系統直接帶出 

住宿調查 ○家裡  ○學校宿舍  ●合作機構宿舍  ●租屋 

是否超時加班 ○是，平均每日加班              小時      ○否 

是否有勞健保 ○是    ○否 

是否符合勞基法 

基本工資 
○是    ○否，每月薪資             元 

工作內容是否符

合系所專業性 
○是    ○否，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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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單位主管

共同討論實習學

習計畫 

○是 ○否：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工讀實務實

習工作計畫 
○電子檔上傳

工作情形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生活情形(含外

宿租屋狀況) 

環境

安全 

宿  舍 狀  況：○透天厝○公  寓 ○鐵 皮 屋  ○頂樓加蓋 
環  境 情  形：○套  房○雅  房 ○有管理員  ○無管理員   
安  全 設  施：○滅火器○逃生梯 ○緩 降 梯  ○防 盜 窗 
陽  台 狀  態：○開  放○封  閉    堆積雜物：○有  ○無 
瓦斯(電)熱水器：○室  內○室  外   通風良好：○是  ○否 

訪視

現況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綜合輔導意見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輔導聯繫或建議

事項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訪視輔導檔案 

上傳專區 
○每月聯繫表 ○學生工作情形照片  ○其他     自由上傳

每一個階段： 

輔導學生(1) 

學生姓名 系統直接帶出 班別 系統直接帶出 

實地訪視輔導

日期 

合作機構 系統直接帶出 

住宿調查 ○家裡 ○學校宿舍  ●合作機構宿舍  ●租屋

是否超時加班 ○是 ○否

工作內容 
是否符合 
系所專業性 

○是 ○否

本階段工讀 
實務實習主題 ○與原規劃相同 ○否，修正為：____________

工作情形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生活情形(含

外宿租屋狀

況) 

環境

安全 

○與前次記錄相同
宿  舍 狀  況：○透天厝○公  寓 ○鐵 皮 屋  ○頂樓加蓋 
環  境 情  形：○套  房○雅  房 ○有管理員  ○無管理員   
安  全 設  施：○滅火器○逃生梯 ○緩 降 梯  ○防 盜 窗 
陽  台 狀  態：○開  放○封  閉    堆積雜物：○有  ○無 
瓦斯(電)熱水器：○室  內○室  外   通風良好：○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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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現況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學生意見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合作機構 

主管意見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綜合輔導意見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輔導聯繫或建

議事項 
直接填入欄位中並顯示輸入內容 

該階段月聯繫

表電子檔上傳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訪視輔導檔案 

上傳專區 
○學生工作情形照片  ○其他     自由上傳

註：核簽流程：輔導老師→班導師→各系主任(或院長)→研發處 

表號：A0A21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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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報告寫作及評核說明 

一、實習報告結構（範例可至明志科大首頁之工讀實習交流平台網頁下載） 
1.封面 
2.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表 
3.目錄 
4.前言 
5.本文（自行依實習學習計畫訂定題綱，如：第一階段報告可作合作機構簡介、組織、 
    功能等。題綱應先送指導老師及部門主管確認核示，依報告結構繕寫。） 

  6.建議與心得 
  7.參考文獻 
  8.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主管用） 
  9.工讀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指導老師用）--封底 
二、實習報告寫作 

1. 封面：依規定格式，勿另行設計或任加圖案。 
2. A4 規格由左而右以電腦繕打，以隨身碟存取。 
3. 字體大小：章標題 18 號字、節標題 16 號字、本文 13 號字。 
4. 自前言起編列頁碼。 
5. 列印：以楷書列印，雙面印刷。 
6. 裝訂：用訂書機裝訂左側，勿用塑膠夾或鐵夾，以利四階段報告之彙整。 
7. 勿影印現成資料充數，涉及合作機構技術機密資料不得列於報告。 

三、實習報告評核 
1.學生將實習報告繳交給主管時間： 
第一次：   年   月   日繳交校外工讀實務實習（一）。 
第二次：   年   月   日繳交校外工讀實務實習（二）。 
第三次：   年   月   日繳交校外工讀實務實習（三）。 
第四次：   年   月   日繳交校外工讀實務實習（四）。 

2.請務必準時繳交，逾時將依規定核扣實習成績，「學生實習每月聯繫表」每月月底前送交指導

老師列入實習成績評核。 
3.實習報告內容不符實際或未用心寫作者，請主管、指導老師給予輔導後退回學生修訂後再予

以評核。 
4.實習報告修訂定案後，依序陳核，另印送合作機構主管一本，指導老師一本，學生自存一本。 
5.學生實習報告由各系存查，實習結束學生應將實習報告磁片繳交導師彙集後送各系製成光碟

片保存。 
四、實習成績不及格或中途停止實習者，將依規定補修學分。 
 

 
 
表號：A0A21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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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工讀實務實習  年  月份聯繫表 
 

各位同學好： 

為使同學與輔導老師保持密切的聯繫，請同學就實習生活、實習工作及學習狀況，於每月底前

以 e-mail 方式給輔導老師，俾便提供及時的協助，期能提昇實習效益。請同學務必繳交每月聯繫

表，輔導老師將繳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考核。 

                                                  研究發展處 謹啟   

  一、實習生活方面 

1.住宿狀況：□是□否有異動，目前是： 

 (1)□住家裡(2)□住親友家(3)□住合作機構宿舍(4)□住學校宿舍(5)租屋(6)□其他          

2.租屋環境安全：□是□否有異動（無租屋則免勾選），目前是： 

(1)□傳統公寓(2)□大廈（設有管理員）(3)□與他人合租(4)□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外 

(5)□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不安全，避免租此類房子） 

3.上班交通： (1)□走路(2)□機車(3)□大眾運輸（公車、火車、捷運）(4)□其他          

4.上班路程時間： 

 (1)□30分鐘以內(2)□30分鐘-1小時(3)□1小時-2小時(4)□其他           

  二、實習工作及學習狀況方面 

1.本月是否加班？ 
 (1)□是，     小時/月(2)□否 

2.本月出勤狀況？ 
 (1)□全勤   (2)□缺曠，    時  (3)□事假，    時  (4)□病假，    時   
 (5)□其他，    假    時 

3.本月平均出發上班之時間為:         ，平均下班回到家(宿舍)之時間為:           

4.本月主要工作內容或學習主題： 

5.本月實習內容是否有收獲? (1)□是  (2)□否 

6.本月實習工作學習心得： 

7.需協助事項或建議： 

8.輔導老師答覆或聯繫事項：(由輔導老師填寫) 

 

                                           輔導老師： 

    班級：               姓名：                合作機構：            年  月  日 

     本表流程：實習學生 e-mail  → 輔導老師→  →系主任 → 追蹤改善及歸檔。 

     →上傳至 Note系統 → 追蹤改善及歸檔。 

 
 
表號：A0A2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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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校外工讀實務實習實施流程 
 

 

註：每階段實習課程須有成績且為不及格始得重修該階段，中途休退學後再復學者應重新修讀四個階段實習課程。 

 
表號：A0A2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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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因個人因素轉換合作機構流程表 

註：經專業輔導單位或醫師認定無法在校外實習者得提前轉換至校內實習，並以實務學習方式(不支薪)進行實習課程。 

表號：A0A2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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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系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機會專業性評估表(   ) 

實習機

會勾選 
合作機構 部門或職務 

整體專業性評估 1（極

佳：5、佳：4、可：3、

不佳：2、極不佳：1） 

備註（選填）： 

符合系人才培育 

代表性職務
2 

ˇ 
台塑公司 

(範例) 
○○部○○廠○○課 4 

化學工程師 

應用化學工程師 

ˇ 
研華公司 

(範例) 
○○部○○工程師 5 材料製程工程師 

○○公司

(範例)
○○部○○工程師 1 無 

註： 

1.整體專業性評估：可參考前一學年度第二階段「工讀實務實習狀況評估表」評估結果。

2.符合系人才培育代表性職務：可參考系科本位課程發展、實務增能實務課程發展等訂定之。

系務會議通過時程：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系主任簽核： 

表號：A0A2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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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工讀實務實習課程爭議協商處理機制流程表 

 
 

表號：A0A21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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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工讀實務實習課程抵免規劃表 

一、申請學生： 

系   所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申請資格：第一類□交換生 □雙聯學位生  □前往_____國__________校 

第二類□陸生   □特教生      □專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三、申請抵免課程條件： 

(一)境外交換學習計畫(符合第一類)或校內實務專題計畫(符合第二類)內容：

說明： 

1.說明交換生或雙聯生屬於境外交換雙聯學習計畫內容。

2.說明陸生或特教生校內實務專題計畫規劃內容。

3.範例：境外交換學習計畫內容有(1)申請交換學生的動機(2)成為交換學生的目的(3)讀書計畫：包含近期

（申請-出國前）、中期（交換學生期間）的實務學習、遠期（回國-未來就業 or研究所）。

(二)修讀課程規劃：

學期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專業實務性課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說明： 
1.說明交換生或雙聯生於交換雙聯課程期間修讀課程。

2.說明陸生或特教生留校進行實務專題期間修讀校內課程。

(三)課外其他學習活動規劃：

(四)學習成果預期對未來發展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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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補充資料：

說明： 

1.其他補充資料包含英文能力證明、專業能力證明等，檢附於申請書後為附件。

2.範例：

(1)多益考試 550分，證書如附件()…。

(2)規劃參與(  )實務競賽，規劃內容相關資料如附件()…。

(六)規劃內容符合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廣泛性核心能力之情形：

說明：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廣泛性核心能力包含實務訓練、問題解決能力、職場倫理與態度、領導統御、團隊

合作、人際溝通、自我管理等。 

(七)規劃抵免核簽流程：

校    長 
申請學生 

班級導師 

系主任 
經系務會議：___年____月____日通過 

院長 

研發長 

教 務 長 

經教務會議：___年____月____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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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交換生(一年期)申請工讀實習課程流程抵免規劃流程圖 

 

學生  系  國際事務中心  實輔組  
教務處 

(教務會議) 
         

1月申請交換 → 1月審查 → 2月寄送姊妹校     

    ↓     

    
3月申請 

學海計畫補助 1 
    

         

4、5月申請交換 → 4、5月審查 → 寄送姊妹校     

    ↓     

    
申請高教深耕計畫

補助 
    

         

    4/10抵免名單 2 → 4/15通知各系   

填具工讀實務實習 
課程抵免規劃書 

← 通知學生申請抵免       

         

  系級審查      5月中/教務會議 

         通過  

配合姊妹校通知 ← 通知申請學生       

         未通過  

參加工讀實習 ← 通知申請學生  取消補助申請  分發實習單位   

         

註 1  1. 學海飛颺計畫：補助一般生出國修習學分，整批核給，本校設有語言及學業成績門檻，未

通過門檻者，另依本校相關辦法以高教深耕計畫或校內經費補助來回機票。 

2. 學海惜珠計畫：補助清寒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整批申請/核給個人，補助金額依教育部核

定金額而定。 

註 2  4 至 6 月收到姊妹校通知者，參照前述流程補申請審核程序。 
 

 

表號：A0A21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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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工讀實務實習課程抵免申請表 

一、 申請學生： 

系   所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申請資格：第一類□交換生 □雙聯學位生  □前往_____國__________校 

第二類□陸生   □特教生      □專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三、申請抵免內容： 

(一)境外交換學習計畫(符合第一類)或校內實務專題計畫(符合第二類)內容：

(二)實際修讀課程：

學期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專業實務性課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三)課外其他學習活動情形：

(四)學習成果對未來發展之助益：

(五)其他學習成果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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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大學部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六)學習成果符合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廣泛性核心能力之情形：

說明：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廣泛性核心能力包含實務訓練、問題解決能力、職場倫理與態度、領導統御、團隊

合作、人際溝通、自我管理等。 

(七)申請抵免核簽流程：

表號：A0A2101614 

校    長 
申請學生 

班級導師 

系主任 

經系務會議：___年____月____日通過 

院長 

研發長 

教 務 長 

經教務會議：___年____月____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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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公司 【範例】 

109學年度四技部 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合約書(NO.  ) 

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與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依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之規範，基於培訓科技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

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管理部門)：依據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雇乙方學生，並負責工作

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言行。 

乙方(研究發展處)：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各系專業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工讀實務實

習。 

二、合約期限： 

1.實習期間自 109 年 09 月 14 日至 110 年 09 月 10 日止，

每日實習工作    時。

2.每日工時、加班、休假及工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三、實習合作標的及交付項目： 

工讀實務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如下所示： 

1.工作項目安排依甲乙雙方共同訂定「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規劃，以不影響學生健

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實習合作系別及學生人數如附件「工讀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四、實習地點及報到： 

1.實習地點如附件「工讀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2.乙方於實習前一個月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寄達甲方。

3.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立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業師指導。

五、實習薪資 

1.薪資以月薪計，每月給付新台幣  $ 元。 

2.薪資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發給乙方實習生。

六、膳宿條件 

學生於實習期間所需膳宿條件，甲方應依其與乙方所簽訂之實習合約辦理，內容如下：

1. 住宿：(請勾選)

□免費提供住宿。 □提供住宿，收取每月/季 元。

□不提供住宿，自理。□不提供住宿，但提供住宿津貼補助 元。

2. 膳食：(請勾選)

□早□午□晚餐

□免費提供。□提供膳食，每餐收取 元。

□自理。 □不提供膳食，但提供膳食津貼補助每餐/月 元。

七、輪班條件：(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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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無輪班

□有輪班並已告知實習學生，輪值時間為：

八、保險 

實習學生報到時，甲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依法提撥勞工退休金，並按相關

法規規定負擔僱主負擔部分。 

九、實習學生輔導 

1.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訂定學習主題及教育訓練計畫，並指派專人指導，嚴

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並適時灌輸「管理實務知識」。

2.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或不當行為。甲方如有違反，乙方得逕行終

止本合約，乙方學生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3.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專業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擔任指導老師，督導實務實習工作內容及

進行技能指導工作，並於實習第一個月共同訂定「學生工讀實務實習學習計畫」作為學生

實習工作學習之依據。

4.實習期間乙方每三個月定期安排輔導老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工讀實務實習輔導、

溝通、聯繫工作。若乙方輔導老師未定期訪視，請甲方單位主管協助告知乙方。

十、實習考核、轉介輔導及爭議協商 

1.實習期間共分為四階段：工讀實務實習（一）、工讀實務實習（二）、工讀實務實習（三）、

工讀實務實習（四），每階段為三個月。每階段需完成一份「工讀實務實習報告」，印送乙

方輔導老師、甲方實習單位主管各乙份，並作口頭報告，由老師、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

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合計學分數依各學院課程安排計 16學分至 17學分。

2.學生實習期間之考勤依甲方規定考核，每三個月須配合實習報告評核。

3.甲方認為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研究發展處請輔導老師協助輔導，經乙

方輔導未改善者，甲方得逕行依法終止勞動關係，由乙方及輔導老師協助轉換至其他實習

機構。如乙方輔導老師認為學生表現與甲方認知有差異或評估學生不適合繼續在甲方實習

時，得與學生討論後，由各該學生逕行與甲方終止勞動關係。如乙方學生全部均與甲方終

止勞動關係時，視同本合約書一併終止。

4.若學生與甲方產生爭議，乙方系科輔導老師應協助學生釐清爭議事實及原因，並依據實習

合約及勞動相關法令與甲方協商並妥善處理。如乙方無法協調處理者，得由甲方與學生尋

求法律途徑解決。

5.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6.甲方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或乙方認甲方工作環境有不適合學生之情形者，乙

方及其學生有權逕行終止本合約及甲方與學生間之勞動關係。

十一、附則 

1.附件：「工讀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2.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3.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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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公司印信 

4.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校  長：劉祖華 

地 址：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號 

統一編號：35701534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人 

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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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附件、工讀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編號 合作機構名稱 實習期間 109/9/14~110/9/11 

合作機構基本資料 

負責人 年營業額 統一編號 

員工人數 公司網址 

合約地址 

合作機構 

簡介 

合作機構 

服務內容 

合作機構聯絡資訊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  ) 分機 電子郵件 

工讀實務實習學生名冊 

合 作 系 別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實 習 地 區 部 門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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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明志科技大學合作機構部門主管通訊表(109.9.14—110.9.10) 

學生

填寫 

班級  學號  

學生姓名  手機  

家長姓名  
聯繫電話（家）  
聯繫電話（手機）  

E-mail  

住宿狀況 □公司宿舍   □學校宿舍    □家裡    □租屋 

住宿地址                                           （宿舍免填） 

業界

輔導

老師 
聯繫

通訊 

合作機構名稱  部門名稱  

業界 
輔導老師 

姓名  電話  分機  

E-mail： 

部門主管 
姓名  電話  分機  

E-mail： 

學校

聯繫

通訊 

輔導老師 
（學生填） 

姓名  電話  分機  

E-mail： 

研發處實輔組 
聯繫資料 

電話：（02）2902-0296或（02）2908-9899轉3000~3004 

E-mail：tseng@mail.mcut.edu.tw （曾錚） 
hoping@mail.mcut.edu.tw (胡宛屏) 
chyin@mail.mcut.edu.tw   (周宣吟) 
chengyou@mail.mcut.edu.tw (吳承優) 
 
 

傳真：（02）2904-1346 

學務處假日與

緊急專線 （02）2903-8713（全天候服務專線） 

說明： 
一、表單流程：學生→主管（自存一份，影印二份給學生）→學生→輔導老師。 
二、實習學生視同正式員工要求訓練，請多利用聯繫管道，以落實工讀輔導成效。 
三、台塑企業可多利用 OA 的 Notes e-mail 作為主管與輔導老師的聯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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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班級  學號  姓名  聯繫電話  

合作機構名稱  居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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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明志科技大學工讀實務實習全勤證明 

實習期間  

合作機構名稱  

班級  學號  姓名  

 

覆核情形(由合作機構填寫) 

茲證明學生______________在本公司實習期間全勤，出勤狀況良好，特此證明。 

業界輔導老師(主管) 

簽章 

年     月     日 

人事部門 

戳章 

年     月     日 
說明： 

一、 全勤的同學填妥本表後，請於 110.09.10前將全勤證明傳真（02）2904-1346 

或寄回研發處實輔組彙整，送交生輔組登記，以保留「全勤」的記錄，逾時恕不受理。  

二、 「全勤」應無遲到、早退等現象，公假、技能檢定或研發處發函代表學校參加活動之 

請假不影響全勤。  

三、 逾期未送實輔組者視同有請假記錄，將失去在校期間全勤的權益，事後不得異議或更正。 

四、 本表可自行至研發處網站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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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學生校外實習優異獎學金作業規範 

明志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優異獎學金作業規範 

94年 05月 10日行政會議編訂 

108年 07月 23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旨在鼓勵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運用智慧與專業知識，解
決實務問題，並用心體會實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訂定「學
生校外實習優異獎學金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第二條 獎學金評選及實施方式
為展現實習成果，使同學間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藉以提升
實習效益，於實習結束辦理「大學部實習成果觀摩競賽」，辦理
方式如下：
一、 初賽：本校四技部四年級學生就實務實習一年期間之四

次專題研究報告內容中，擇優秀作品一份或綜合實習成
果，參加各系辦理之初賽。初賽舉辦方式與評選標準由
各系另行訂定之，每系每班擇優評選 12 名同學參加決
賽。

二、 決賽：各系各班所推派參加決賽之 12 名同學以海報或其
他形式展出實習成果，參加各學院辦理之決賽。決賽評
審由各學院自行聘請老師擔任(為求公平，參加決賽學生
之指導老師應避免擔任該院決賽評審)，並自擇場地舉辦
實習成果比賽。決賽舉辦方式與評選標準由各學院另行
訂定之，每系每班取優秀作品前三名及佳作數名，給予
獎勵。各院辦理決賽時程請於當年度 11 月底前完成。 

第三條 獎勵名額及獎學金計算
一、 獎勵名額：每班評選前三名及佳作數名，以不超過班級

總人數 12%為原則 (以四捨五入計算），但經評審未達標
準者，該名次得從缺或酌減。

二、 獎學金金額：第一名每名柒仟元整，第二名每名伍仟元
整，第三名每名肆仟元整及佳作為每名貳仟伍佰元整。
另各頒予獎狀乙紙。

三、 得獎學生名單將公布於工讀實習交流平台之「榮譽榜」。
四、 學生工作表現特殊有具體事實經主管或輔導老師推薦者，

但未達甄選列入獎學金獎勵標準者，得另頒給獎狀以資
鼓勵。

第四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範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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