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海）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768704 

承辦人 莊耀仁 職稱 主辦 

E-mail cyj@imeifoods.com.tw 聯絡電話 03-3222406#659 

機構地址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廠區 / 龍潭廠區) 

實習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 11 號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 129 巷 9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2 人 行銷  人 生管 
3~5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 $26,500(含全勤$1,500)，工作三個月通過考核者，調薪為$28,500 元(含全勤$1,500)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視生產排程微調出勤時間，須能配合加班，假日輪值)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早餐：21 元/餐、午/晚餐：42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需視廠區宿舍狀況安排)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職前教育訓練了解公司人事、現場、及工作安全相關規範， 
並結合崗位教育訓練，以利同學了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現場食品生產製造過程、品質管控要點或實驗室檢驗分析相關作業流程參與 
讓同學實際進行品管、生管、檢驗分析作業之操作，並由指導員從旁協助， 
培養同學獨立作業能力。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2022年2月7日(一) 

~ 2022年6月10日(五) 
1.生產製程安排、人員作業管理 

2.製程衛生防護管控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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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768704 

承辦人 莊耀仁 職稱 主辦 

E-mail cyj@imeifoods.com.tw 聯絡電話 03-3222406#659 

機構地址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廠區 / 龍潭廠區) 

實習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 11 號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 129 巷 9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1~2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管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 $26,500(含全勤$1,500)，工作三個月通過考核者，調薪為$28,500 元(含全勤$1,500)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視生產排程微調出勤時間，須能配合加班，假日輪值)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早餐：21 元/餐、午/晚餐：42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需視廠區宿舍狀況安排)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職前教育訓練了解公司人事、現場、及工作安全相關規範， 
並結合崗位教育訓練，以利同學了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現場食品生產製造過程、品質管控要點或實驗室檢驗分析相關作業流程參與 
讓同學實際進行品管、生管、檢驗分析作業之操作，並由指導員從旁協助， 
培養同學獨立作業能力。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2022年2月7日(一) 

~ 2022年6月10日(五) 

1. 品質管理、HACCP、工作安全等觀念導入。 

2. 原料外觀檢視、風味、批號管理。 

3. 成分分析(如糖度、比重、PH值等)。 

4. 成品重量、封口、滲漏測試。 

5. 產品品評之判定及標準。 

6. 環境衛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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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768704 

承辦人 莊耀仁 職稱 主辦 

E-mail cyj@imeifoods.com.tw 聯絡電話 03-3222406#659 

機構地址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廠區 / 龍潭廠區) 

實習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 11 號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 129 巷 9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管  人 其他 
1~2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 $26,500(含全勤$1,500)，工作三個月通過考核者，調薪為$28,500 元(含全勤$1,500)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視生產排程微調出勤時間，須能配合加班，假日輪值)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早餐：21 元/餐、午/晚餐：42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需視廠區宿舍狀況安排)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職前教育訓練了解公司人事、現場、及工作安全相關規範， 
並結合崗位教育訓練，以利同學了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讓同學實際參與現場作業，包含驗收、配送等倉儲流程、以期讓同學培養相關

之作業知能、亦讓同學體認倉儲管理對產品的重要性。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2022年2月7日(一) 

~ 2022年6月10日(五) 

1.原物料/包材等驗收管制 

2.倉儲作業(FIFO)管理  

3.理貨/配送作業學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海）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768704 

承辦人 莊耀仁 職稱 主辦 

E-mail cyj@imeifoods.com.tw 聯絡電話 03-3222406#659 

機構地址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崁廠區 / 龍潭廠區) 

實習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 11 號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 129 巷 9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1~2
人 

行銷  人 生管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 $26,500(含全勤$1,500)，工作三個月通過考核者，調薪為$28,500 元(含全勤$1,500)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視生產排程微調出勤時間，須能配合加班，假日輪值)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早餐：21 元/餐、午/晚餐：42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需視廠區宿舍狀況安排)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職前教育訓練了解公司人事、現場、及工作安全相關規範， 
並結合崗位教育訓練，以利同學了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現場食品生產製造過程、品質管控要點或實驗室檢驗分析相關作業流程參與 
讓同學實際進行品管、生管、檢驗分析作業之操作，並由指導員從旁協助， 
培養同學獨立作業能力。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2022年2月7日(一) 

~ 2022年6月10日(五) 

1. 食品衛生檢查:總生菌、大腸桿菌群、大腸

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微生物檢驗。 

2. 食品營養成份分析:八大營養成份檢驗，如

蛋白質、脂肪、水分等。 

3. 光譜儀於食品安全之應用。 

4. 層析儀於食品安全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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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768704 

承辦人 莊耀仁 職稱 主辦 

E-mail cyj@imeifoods.com.tw 聯絡電話 03-3222406#659 

機構地址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斗六廠) 

實習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八路 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1~2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管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 $26,500(含全勤$1,500)，工作三個月通過考核者，調薪為$28,500 元(含全勤$1,500)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視生產排程微調出勤時間，須能配合加班，假日輪值)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早餐：21 元/餐、午/晚餐：42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需視廠區宿舍狀況安排)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職前教育訓練了解公司人事、現場、及工作安全相關規範， 
並結合崗位教育訓練，以利同學了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現場食品生產製造過程、品質管控要點或實驗室檢驗分析相關作業流程參與 
讓同學實際進行品管、生管、檢驗分析作業之操作，並由指導員從旁協助， 
培養同學獨立作業能力。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2022年2月7日(一) 

~ 2022年6月10日(五) 

1. 品質管理、HACCP、工作安全等觀念導入。 

2. 原料外觀檢視、風味、批號管理。 

3. 成分分析(如糖度、比重、PH值等)。 

4. 成品重量、封口、滲漏測試。 

5. 產品品評之判定及標準。 

6. 環境衛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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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振鈁有限公司（阿中丸子） 統一編號 12644225 

承辦人 張思珊 職稱 行政人事 

E-mail achunhr@gmail.com 聯絡電話 03-5557870 #118 

機構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二段 243巷 26號 實習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二段 243巷 26號 

實習名額 生產 5 名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0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供應中餐 住宿 有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生產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02 熟悉生產環境流程。 

2. 111.03 學習生產部各單位之作業流程。 

3. 111.04 學習生產設備操作。 

4. 111.05~06  於適合部門獨立作業。 

   

   

   

mailto:achunh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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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振鈁有限公司（阿中丸子） 統一編號 12644225 

承辦人 張思珊 職稱 行政人事 

E-mail achunhr@gmail.com 聯絡電話 03-5557870 #118 

機構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二段 243巷 26號 實習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二段 243巷 26號 

實習名額 品管 2名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0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供應中餐 住宿 有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02 熟悉生產環境流程 

2. 111.03 原料驗收、生產監控、環境衛生監控 

3. 111.04 微生物檢驗操作 

4. 111.05~06 了解現場ISO22000流程、了解稽核程序 

   

   

   

mailto:achunhr@gmail.com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海)外實習計畫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 

學號 由系填寫 姓名 由系填寫 

系別 

班級 
由系填寫 

學校 

輔導老師 
由系填寫 

課程名稱 校校外實習 學分數 9 

實習期間 自 110年 09月 01日 至 111年 01月 31日 

實習機構 

名稱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生產部 

機構 

輔導老師 
楊惠舒 組長 

第二部分：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

目標 

了解生產部-包裝課作業規範、流程與各項食品衛生規範，並學習手工油品

充填、包裝及封箱機台、滾輪秤重機操作與後段包裝製程。 

實習課程

內涵 

(請各系規劃含符合專業及職務所需之學習內容) 

1.包裝課各項產品充填製程學習 

2.認識各類包材品項 

3.學習手工充填及後段生產作業之流程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 

1 110年09月01日至110年09月11日 
1.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熟悉包裝課作業環境及作業規範 

2 110年09月13日至110年09月18日 熟悉包裝課作業環境及作業規範 

3 110年09月22日至110年09月24日 學習各品項包材之認知作業 

4 110年09月27日至110年10月01日 學習各品項包材之認知作業 

5 110年10月04日至110年10月08日 學習鐵罐生產前割箱作業 

6 110年10月12日至110年10月15日 學習鐵罐生產前割箱作業 

附件 



7 110年10月18日至110年10月22日 學習3L產品生產前割箱作業 

8 110年10月25日至110年10月29日 學習3L產品生產前割箱作業 

9 110年11月01日至110年11月05日 學習各項產品品檢作業及異常排除 

10 110年11月08日至110年11月12日 學習各項產品品檢作業及異常排除 

11 110年11月15日至110年11月19日 學習玻璃線手工折箱作業 

12 110年11月22日至110年11月26日 學習玻璃線手工折箱作業 

13 110年11月29日至110年12月03日 學習玻璃線裝箱 

14 110年12月06日至110年12月10日 學習玻璃線裝箱 

15 110年12月13日至110年12月17日 學習外箱噴印作業流程 

16 110年12月20日至110年12月24日 學習外箱噴印作業流程 

17 110年12月27日至110年12月31日 學習玻璃線搬箱作業及異常排除 

18 111年01月03日至111年01月07日 學習玻璃線搬箱作業及異常排除 

   

實習機構

參與實習

課程說明 

(說明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主要的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1.規劃實習生實習計畫進度 

2.提供相關工作內容文件 

3.安排公司資深人員教導學習 

4.認知工廠作業及食品規範 

業界專家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主要的輔導內容及輔導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專業訓練等) 

1.訓練實習生專業技能 

2.安排公司資深人員教導學習 

3.訓練實習生職場倫理及溝通方式 

4.了解與配合公司運作方式 



備註：教育部規定學生實習計畫應經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後簽署同意，依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辦法規定，本實習計畫表為本校校外實習合約之附件，請於實習合約校內用印程

序中一併檢附。 

 

 

學校教師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由系填寫 

第三部分：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

考核指標

或項目 

(請各系依照學生個別的實習規劃，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由系填寫 

實習成效

與教學評

核方式 

(請各系根據實習課程與規劃訂定)由系填寫 

實習課後

回饋規劃 
由系填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海)外實習計畫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 

學號 由系填寫 姓名 由系填寫 

系別 

班級 
由系填寫 

學校 

輔導老師 
由系填寫 

課程名稱 校校外實習 學分數 9 

實習期間 自 110年 09月 01日 至 111年 01月 31日 

實習機構 

名稱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品保中心 

機構 

輔導老師 
楊惠舒 組長 

第二部分：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

目標 

了解品保中心及TAF認證實驗室環境及各項檢驗項目，並學習芝麻原料以及

油品常規性理化檢驗項目，以及公司原料、油品以及包材進料各項流程及檢

驗內容。 

實習課程

內涵 

(請各系規劃含符合專業及職務所需之學習內容) 

1.實驗室基本檢驗項目學習 

2.認識芝麻原料及各類包材品項 

3.了解進料相關檢驗流程 

4.學習進料檢驗內容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 

1 110年09月01日至110年09月11日 

1.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學習酸價、過氧化價、水分、雜質等常

規理化檢驗項目，並通過能力比對。 

2 110年09月13日至110年09月18日 進料取樣流程 

3 110年09月22日至110年09月24日 進料取樣流程 

4 110年09月27日至110年10月01日 進料檢驗 

附件 



5 110年10月04日至110年10月08日 進料檢驗 

6 110年10月12日至110年10月15日 油品進料取樣流程 

7 110年10月18日至110年10月22日 油品進料取樣流程 

8 110年10月25日至110年10月29日 進料檢驗 

9 110年11月01日至110年11月05日 進料檢驗 

10 110年11月08日至110年11月12日 認識包材品項 

11 110年11月15日至110年11月19日 學習包材相關檢驗工具 

12 110年11月22日至110年11月26日 學習包材相關檢驗工具 

13 110年11月29日至110年12月03日 學習包材相關檢驗工具 

14 110年12月06日至110年12月10日 學習包材相關檢驗工具 

15 110年12月13日至110年12月17日 包材取樣流程 

16 110年12月20日至110年12月24日 包材取樣流程 

17 110年12月27日至110年12月31日 包材檢驗 

18 111年01月03日至111年01月07日 包材檢驗 

   

實習機構

參與實習

課程說明 

(說明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主要的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1.規劃實習生實習計畫進度 

2.提供相關工作內容文件 

3.安排公司資深人員教導學習 



備註：教育部規定學生實習計畫應經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後簽署同意，依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辦法規定，本實習計畫表為本校校外實習合約之附件，請於實習合約校內用印程

序中一併檢附。 

 

 

業界專家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主要的輔導內容及輔導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專業訓練等) 

1.訓練實習生專業技能 

2.安排公司資深人員教導學習 

3.訓練實習生職場倫理及溝通方式 

4.了解公司運作方式 

學校教師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由系填寫 

第三部分：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

考核指標

或項目 

(請各系依照學生個別的實習規劃，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由系填寫 

實習成效

與教學評

核方式 

(請各系根據實習課程與規劃訂定)由系填寫 

實習課後

回饋規劃 
由系填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海）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機構名稱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73008303 

承辦人 顏偉庭 職稱 專員 

E-mail brandedn@ms.greatwall.com.tw 聯絡電話 06-2531111#6130 

機構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3 號 實習地址 
嘉義馬稠後食品加工廠 
(嘉義縣鹿草鄉馬稠後園區二路 15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5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基本工資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 17:0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一般不會安排加班，如有加班會有加班費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每餐 55 元，公司補助 35 元)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1.原料前處理作業 
2.包裝作業 
3.食品加工線上作業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食品加工生產與分切線上作業實習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至111年6月10日 

1.食品加工生產線上作業 
2.原料前處理作業 
3.包裝作業 
4.食品加工線上作業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海）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產業實習 ■全學期     預訂實習期程：110/02/07~111/06/10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機構名稱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42612538 

承辦人 姜依萍 職稱 主任 

E-mail evie@creation.com.tw 聯絡電話 02-87912288#240 

機構地址 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83 號 7 樓 實習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工業區經建一路 32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1 人 品管 1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8 :00 ～下午 4 :3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藉由工作操作，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經驗之結合，增加學生對食品業之了解，培養

學生成為食品專業人才，以提升教學成效並使學生未來求職與業界接軌。 
實習方式：以實務訓練方式進行，由主管邊帶領邊學習。 
內容： 
1.進行抽樣、測試原料或加工之產品，以確保每個環節符合食品安全管理。 
2.生產線半成品及成品品管抽樣檢驗。 
3.相關作業報表記錄。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本課程透過與國內外公家機關、民營事業機構合作，提供學生所學理論之實務經驗

，分別學習1.微生物檢驗、2.物料檢驗、3.品保研發、4.衛生管理、5.生產執行、6.
倉儲管理‥等學術和實際應用，強化學生知能及獨立工作能力並與業界接軌。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至111年2月28日 
1.新人教育訓練 
2.組織、生活環境引導 
3.工作內容認識 

2. 111年3月1日~111年4月30日 
1.職業安全講習 
2.食品安全衛生講習 
3.生產線認識 

3. 111年5月1日~111年5月31日 1.生產線半成品及成品品管抽樣檢驗 
2.相關報表作業 

4. 111年4月1日至111年6月10日 
1.協助食品、生技類產品專案研究、開發 
2.進行食品原料蒐集、分析等工作 
3.協助研發資料彙整及建立 

mailto:evie@creation.com.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36514783 

承辦人 洪振和 職稱 處長 

E-mail tony@cptwn.com.tw 聯絡電話 0492255337 分機 108 

機構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 

東路 17號 (南崗工業區) 
實習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 

東路 17號 (南崗工業區)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4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5250 元 以上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早班 上午 08:00～下午 05:00 或上午 07:00～下午 16:00     
※固定輪班制：█早 0800-1700、█中 1630-0100  (依照實習學生意願安排加班)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生產中式肉品加工(生產製造、包裝、出貨流程)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了解廠區內部環境及宣導應注意事項 
2.生產製作流程：肉乾、肉鬆(常溫)；生鮮肉類製品(冷凍) 

各階段 全學期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02/07~111/02/08 了解廠區內部環境及宣導應注意事項 

2. 111/02/08~111/02/28 了解及輔助生產製作流程 

3. 111/03/01~111/06/10 投入生產線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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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03088802 

承辦人 李姿穎 職稱 副管理師 

E-mail annielee@ccpc.com.tw 聯絡電話 06-6986691#303 

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23 號 實習地址 

新豐：新竹縣新豐鄉上坑村坑子口 182-1 號 

台中：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十五路 10 號 

台南：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西路 46 號 

實習名額 
生產製造(新豐)  3 人 生產製造(台中)  0 人 生產製造(台南)  1 人 

品質保證(新豐)  4 人 品質保證(台中)  0 人 品質保證(台南)  1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160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新豐：上午 08:00～下午 16:30 (午休 12:30～13:00) 

台中：上午 08:00～下午 16:30 (午休 12:00～12:30) 

台南：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0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午餐$65 

(公司補助$45、實習生自付$20) 
住宿 

新豐：免費(符合申請條件者可提出申請） 

台中：無 

台南：免費(符合申請條件者可提出申請) 

備註事項：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強化學生實務經驗，增廣學生見聞，以提

升教學成效並使學生畢業後能與業界接軌。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 提供學生與所學直接相關經驗，以結合理論與實務。 

2. 增廣學生視野，強化學生知能及獨立工作能力。 

3. 使學生能與業界接軌，以所學協助實習機構業務之處理。 



 
 

 

  

品管 

各階段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 cGMP法規、公司簡介及現況、工廠組織體系及廠規、制度規章、性騷擾防治與安全衛生、人員出入管

制作業標準程序、出入廠管理辦法、工作服裝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勞工安全衛生 

2. 環境認識：廠區外圍、各辦公室、廁所、飲水、餐廳… 

3. 品管課基本SOP導讀 

4. 檢驗程序之使用與規定 

5. Pipet 及定量器皿使用及準確度 

2. 

6. 電子天平使用與保養 

7. 電位差自動滴定儀使用與保養 

8. 卡氏水份測定儀使用與保養 

9. 高效能液態層析儀標準操作程序 

3. 

10. 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 

11. 針劑/片劑製品檢驗說明與實際操作 

12. 安定性樣品確認及檢驗 

4. 

13. 原材料入廠抽樣、檢驗說明與實際操作 

14. 原材料入廠保存樣品管理與實際操作 

15. 水質監測 

確效 

各階段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 cGMP法規、公司簡介及現況、工廠組織體系及廠規、制度規章、性騷擾防治與安全衛生、人員出入管

制作業標準程序、出入廠管理辦法、工作服裝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勞工安全衛生 

2. 環境認識：廠區外圍、各辦公室、廁所、飲水、餐廳… 

3. 基本SOP導讀 

4. 水質監測 

2. 

5. BIOBURDEN監測 

6. 微生物試驗 

7. 環境監測 

3. 
8. 空調確效 

9. 無菌充填確效 

4. 
10. 滅菌確效 

11. 製程(再)確效 



 

 

  

品保 

各階段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 cGMP法規、公司簡介及現況、工廠組織體系及廠規、制度規章、性騷擾防治與安全衛生、人員出入管

制作業標準程序、出入廠管理辦法、工作服裝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勞工安全衛生 

2. 環境認識：廠區外圍、各辦公室、現場外圍、廁所、飲水、餐廳… 

3. 製造現場產線介紹：固型製劑、散劑、外用與口服液劑、無菌針劑、軟膏劑型、藥皂劑型 

4. 線上檢查、抽樣與留樣品管理 

2. 

5. 物料與成品之審核與放行 

6.  文件管理 

7. 變更管制作業 

3. 

8. 偏差、偏離規格、矯正與預防措施作業 

9. 校正、驗證、確效作業 

10. 內外部稽核 

4. 
11. 供應商管理 

12. 安定性管理 

生產製程（新豐） 

各階段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 cGMP法規、公司簡介及現況、工廠組織體系及廠規、制度規章、性騷擾防治與安全衛生、人員出入管

制作業標準程序、出入廠管理辦法、工作服裝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勞工安全衛生 

2. 環境認識：廠區外圍、各辦公室、現場外圍、廁所、飲水、餐廳… 

3. 製造現場產線介紹：固型製劑、散劑、外用與口服液劑、無菌針劑、軟膏劑型、藥皂劑型 

2. 

4. 新豐工廠2F製劑棟環境介紹&工作相關規範 

5. 新進人員出入管理作業程序教育訓練 

6. 固型製劑製造流程說明、環境與機台介紹 

7. 固型製劑專業技能分派與入門基礎訓練說明 

3. 

8. 打錠管制作業說明與操作：重量、厚度、硬度、崩散度、脆裂度管制 

9. 平面式與滾筒式除粉機、金屬檢測機、鎮江39支打錠機、鎮江三層打錠機 

10. MANESTY高速打錠機、KORSCH高速打錠機、DRYCOTA子母打錠機、 

4. 

11. 造粒股專技培訓：水份、比重、粒徑、流動性管制操作訓練 

12. 造粒股專技培訓-「混合製程」說明與操作：震篩機、真空輸送機、混合機、Binder攪拌機、流動層式

造粒機高速鍊合機-使用說明與實際操作 



 

生產製程（台南） 

各階段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 cGMP法規、公司簡介及現況、工廠組織體系及廠規、制度規章、性騷擾防治與安全衛生、人員出入管

制作業標準程序、出入廠管理辦法、工作服裝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勞工安全衛生 

2. 環境認識：廠區外圍、各辦公室、現場外圍、廁所、飲水、餐廳… 

3. 製造現場產線介紹：固型製劑、散劑、外用與口服液劑、無菌針劑、軟膏劑型、藥皂劑型 

2. 

4. 藥皂生產線製程室之設備操作(混合機) 

5. 藥皂生產線製程室之設備操作(滾筒機) 

6. 藥皂生產線製程室之設備操作(雙段押出機) 

7. 藥皂生產線製程室之設備操作(打印機) 

3. 

8. 藥皂生產線包裝室設備與房室之清潔方法 

9. 藥皂生產線包裝室之設備操作 

10. 針劑生產線包裝工作說明(貼標後之瓶身檢查、入盒、放說明書、裝箱等包裝工作) 

4. 

11. 針劑生產線包裝工作操作 

12. 針劑生產線貼標機之訓練與操作 

13. 針劑生產線噴印機之訓練與操作 

14. 針劑生產線完整性測試儀之訓練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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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京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3151374 

承辦人 畢家甄 職稱 副研發長 

E-mail john@kgbio.com.tw 聯絡電話 (08)778-8899 #201 

機構地址 屏東縣 91252 內埔鄉內埔工業

區建邦路 3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 91252 內埔鄉內埔工業區建邦路 3
號 

實習名額 研發部 3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每月 1 萬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8:00～下午 17:00 

加班情形 無加班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免費供餐 住宿 無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介紹京冠生技的研發各項業務，使實習生能確實瞭解實驗室運作狀況，並透過教育訓

練與講習，及研發各站點的實作訓練，以便讓實習生能迅速進入狀況，參與試量產過

程的各項作業，並累積職場工作經驗。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實習機構單位提供計各項作業操作資料，以示範和講解方式來教導生產過程各項作

業，並從旁指導儀器操作姿勢與手法，來使用生產工具，注意職場安全。讓實習生以

觀摩、實作與各式表單填寫，進行重覆練習自我修正，使其能夠獨立完成作業。 

研發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28日 認識環境介紹與衛生安全訓練 
原料、藥品與廢棄物管理 

2. 111年03月01日至111年03月31日 
配藥、殺菌釜與培養箱操作 
篩菌、種菌活化與培養管控 
繼代管理、菌種馴化 

3. 111年04月01日至111年04月30日 發酵觀察與取樣管理、酵素分析、代謝產物分析 
抗氧化分析、可溶性多醣分析 

4. 111年05月01日至111年06月10日 
菌種保存、凍菌操作與種菌管理 
細胞試驗 
檢驗分析HPLC、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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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80586692 

承辦人 朱薏鳳-大溪廠、張佳雯-新豐廠 職稱 人資專員 

E-mail 

Pocky0807@tashi-prf.com.tw (大

溪) 

winnie1327@tashi-prf.com.tw(新

豐) 

聯絡電話 
03-307-2796分機 123(大溪) 

03-623-5588分機 702(新豐) 

機構地址 

桃園市大溪區新光東路 76巷 36 之 2

號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9 鄰中崙 289-3

號 

實習地址 
桃園市大溪區新光東路 76巷 36之 2號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9鄰中崙 289-3號 

實習名額 不限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可自由選擇) ■團保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6:00～下午 15: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月扣 440 元/中餐，加班餐免費提供 住宿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1. 藉由在廠實習期間，學習溝通與協調，建立優良之職業道德觀念。 
2. 於職場中學習，將理念與實務相結合，使職業學校、企業界共同合作培育專業

技術人員。 
提供穩定之收入，培養自立更生自主精神。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由食材原料處理開始學習，到半成品組合包裝，製成完整產品，目的培養可獨力製

成產品的專業食品從業人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07日 從業人員衛生與安全管理原則、勞工安全、製程管理

及人事新人教育訓練 

mailto:Pocky0807@tashi-prf.com.tw
mailto:winnie1327@tashi-prf.com.tw


       

2. 111年02月08日至111年02月28日 食物原料特性切割、製備 

3. 111年03月01日至111年03月31日 半成品分包、拌料、分割備置 

4. 111年04月01日至111年04月30日 操作烹調機台 

5. 111年05月01日至111年05月31日 產品組成及產品保存、管理 

6. 111年06月01日至111年06月10日 認識與製作標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3/01~111/06/30 

 

       

機構名稱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8868215 

承辦人 吳宜臻 職稱 人資 

E-mail yii@laurel.com.tw 聯絡電話 (02)2365-0335#306 

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126號 實習地址 【一廠】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29號 

實習名額 學生 3 名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依產線排班)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無 住宿 無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視各產線的生產需求，安排實習生至產線中前/中/後段的工作站，與產線同仁協力進

行現場生產作業，達成生產目標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 願意於畢業後留任、且工作表現良好者，可不經面試獲得直接轉正機會，轉正 

後可即刻享有正職員工薪資福利 

2. 到職後如有意願受訓成為產線幹部，經主管整體評估合格者，可直接進入「儲 

備幹部培訓計劃」接受為期 1至 1.5年左右的培訓，通過後可升任產線幹部 

若內部其它部門開設職缺需增補人員，如品保、研發部門等，可申請輪調 

(需符合職缺條件，並依公司制度辦理)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3/1~111/3/2 了解廠區內部環境及應注意事項 

2. 111/3/2~111/3/3 了解及輔助生產線製作 

3. 111/3/3~111/6/30 投入生產製作流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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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880517 

承辦人 江逸敏 職稱 副課長 

E-mail Yihmin.jiang@grapeking.com.tw 聯絡電話 03-4993093#5812 

機構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402號 實習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龍園一路 68 號 

實習名額 2~3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5000 元/月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00～13:00) 

加班情形 無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午餐 住宿 無 

備註事項：需簽訂實習合約書及切結書各一式兩份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1.學習微生物培養技術 
2.瞭解各種儀器操作 
3.發酵槽培養條件探討 
4.儀器分析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工作觀摩：以示範和講解方式教導微生物培養基本概念及實務操作。 
2.專業訓練：說明和實際示範微生物培養接種、生產、鏡檢觀察、品管、儀器分析等

技術，請實習生觀察並重覆練習，以及自我修正，最後達成能夠獨立完成作業。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至111年2月28日 
安全教育訓練 

微生物培養基配製及接種技術及發酵品管 

2. 111年3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 微生物繼代及菌種保存技術及原物料品管 

3. 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30日 
搖瓶及發酵槽培養條件探討、如：pH、溫

度、通氣量、攪拌速度等 

4. 111年5月1日至111年6月10日 菌種鑑定及HPLC儀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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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福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42774580 

承辦人 王薏晴 職稱 人事專員 

E-mail Kate1215@fopi.com.tw 聯絡電話 (03)6213085 分機 1316 

機構地址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中崙

289-5 號 
實習地址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中崙 289-5 號 

實習名額 麵包製造作業員 6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6,5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早班 08:00~20:00 /晚班 20:00~08:00(上班時間共 9 小時，其中 1小時休息時間)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上班日供一餐收費 20 元 住宿 2,000 元/月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實習期間，麵包線上各項作業：整型、烤爐、包餡、包裝機台操作等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提早體驗職場，培養專業技能及經驗，了解如何扮演好工作角色，並建立正確的工作態

度，以利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現場作業流程 熟悉現場環境及烘焙流程 

2. 物料使用及保存對應 烘焙物料使用及保存方式 

3. 現場異物防範與管理 如何防範異物及作業管理 

4. 危險防範及安全管制異物 現場危險及異物管制作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0-2 ■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機構名稱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

公司 
統一編號 27680276 

承辦人 呂瑋亭 職稱 HR 

E-mail Krystal.Lu@tci-bio.com 聯絡電話 08-7629158#5965 

機構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神農路 12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神農路 12號 

實習名額 10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5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7:00～下午 16:00 (午休 12:3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住宿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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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三得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3048225 

承辦人 林楷期 職稱 電商總監 

E-mail sw008@signwin.com.tw 聯絡電話 0920827367 

機構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70 巷 8 號 實習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70 巷 8 號 

實習名額 4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16000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30～下午 17:30 (午休 12:30～13:3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無 住宿 無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透過實地工作與體驗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強化學生實務經驗，增加學生對食品產業

界及相關衛生檢驗單位之認識，培養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的食品專業人才，以提

升教學成效並使學生於畢業後能與業界接軌。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實習過程中會到廠務、研發及檢驗、電子商務及行銷企劃學習基礎知識，並且從工作

中找到學生興趣，進而強化其職能，使學生於畢業後能與業界接軌。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3月04日 粉體混料廠工作流程實操與規範演練。 

2. 111年03月07日至111年03月18日 產品檢驗操作與研發引導流程演練。 

3. 111年03月21日至111年04月01日 行銷企劃與文案撰寫。 

4. 111年04月06日至111年04月15日 電子商務學習應用。 

5. 111年04月18日至111年04月29日 HACCP企劃書撰寫及應用。 

6. 111年05月02日至111年06月10日 單一部門實習及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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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統一編號 71805632 

承辦人 盧昭吟 職稱 股長 

E-mail A00033@tncghb.gov.tw 聯絡電話 06-63577163605 

機構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 實習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 

實習名額 檢驗 2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8:0～下午 17:3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食品檢驗儀器介紹及檢驗方法教學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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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3414676 

承辦人 賴雅苹 職稱 人資助理 

E-mail peggylai@kfs-foodtech.com 聯絡電話 08-7562188 

機構地址 屏東市前進里園西街 15 號 實習地址 屏東市前進里園西街 15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生產 4 人 檢驗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基本工資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30～下午 17:30 (午休 12:30～13:30)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1200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應徵者戶籍地區屏東縣市或願意畢業後願在地發展佳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讓學生了解飲料工廠實際運作狀況及超高壓之運用 
教導學生判別蔬果原物料優劣、了解原料依屬性不同所選擇清洗設備亦不同，原料清

洗後其總生菌須符合法規之要求；了解原料榨汁亦須依原料屬性不同所使用之榨汁設

備亦不同。讓學生瞭解超高壓如何對產品保存做出貢獻並與一般熱殺商品做比較其優

勢為何，了解上述之流程與原理後實際操作加深學生印象。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 食品工廠安全衛生規範準則 
2. 蔬果清洗原則與規範 
3. 超高壓實務運用 
4. 生產線實務操作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11日 生產線安全衛生規範 

2. 111年02月14日至111年02月18日 各生產線作業流程講解 

3. 111年02月21日至111年04月30日 飲料生產線實務操作 

4. 111年05月01日至111年06月10日 超高壓生產線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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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屏東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92702838 

承辦人 黃金源 職稱 品管 

E-mail qa113@ptfoods.com 聯絡電話 08-7831133#128 

機構地址 屏東縣萬巒鄉新厝村新生路 56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萬巒鄉新厝村新生路 56號 

實習名額 品管 1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6:30 (午休 12:3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無□免費 ■付費補助 25元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實習機構以現場實習方式使學生直接了解食品原料產業之製造方式及 

現場生產線管制點管控方式，藉以提升學生在業界之工作能力；並以講解方式介紹 

公司業務情形，以及經濟面、環境面與社會面的經營目標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以實做方式讓學生參與實驗室操作，讓學生了解實品原料生產方式，可以學習到不同 

機械之操作及食品原料製造方法。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3月07日 現場環境巡檢，實驗室採樣流程，實驗室檢驗操作 

2. 111年03月07日至111年05月07日 實驗室檢驗操作，檢驗數據分析及統計 

3. 111年05月07日至111年06月10日 了解品管及品保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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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恒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85631464 

承辦人 賴善豪 職稱 品保主管 

E-mail steven@heng-yi.com.tw 聯絡電話 04-22968609#26 

機構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81

號 18 樓之 2 
實習地址 

品保部: 同左 
廠務部: 彰化縣花壇鄉花橋街 83 巷 8 號 

實習名額 品保部: 1 人 廠務部: 1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台中: 上午 08:30～下午 17:30 (午休 12:30～13:00)、廠務: 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30～13:00)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提供伙食費: 2400 元/月 住宿 無 

備註事項：主動與積極度不足者勿試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強化學生實務經驗，增廣學生見聞，以提

升教學成效並使學生畢業後能與業界接軌。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 提供學生與所學直接相關經驗，以結合理論與實務。 
2. 增廣學生視野，強化學生知能及獨立工作能力。 
3. 使學生能與業界接軌，以所學協助實習機構業務之處理。 

品保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1日 新人訓練、熟悉公司環境 

2. 111年2月14日-111年3月4日 樣品管理與寄送 

3. 111年3月7日-111年4月1日 食品法規學習與標籤內容製作 

4. 111年4月4日-111年4月29日 了解公司主力商品與特性 

5 111年5月2日-111年6月3日 ISO與HALAL相關知識學習 

6 111年6月6日-111年6月10日 實習總結 

mailto:steven@heng-yi.com.tw


       

廠務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1日 新人訓練、熟悉工廠環境 

2. 111年2月14日-111年3月4日 實驗室檢驗操作、廠區衛生管理 

3. 111年3月7日-111年4月8日 進出貨與生產製程 

4. 111年4月11日-111年5月6日 食品法規學習與標籤內容製作 

5 111年5月9日-111年6月3日 庫存履歷表學習 

6 111年6月6日-111年6月10日 實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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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9661701 

承辦人 吳雅茹 職稱 專員 

E-mail mildfw@taisun.com.tw 聯絡電話 (04)8742211#565 

機構地址 彰化縣田中鎮興工路六號 實習地址 
彰化縣田中鎮興工路六號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一段 788 號 

實習名額 3 名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電訪)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基本薪資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00～下午 17:00 (午休 12:00～13:00)或依實際排班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每餐扣 25 元 住宿 無提供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1)入廠原料及物料檢驗品質管理 
(2)廠內庫存原料與物料品質管理 
(3)製程管理 
(4)罐頭保溫開罐作業 
(5)留樣管理作業、儲存試驗作業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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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73251209 

承辦人 廖翊如 職稱 人事經辦 

E-mail albee0422@mail.pec.com.tw 聯絡電話 03-5693161#5025 

機構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 號 實習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三段 30 號 

實習名額 未定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308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依公司規定需輪三班制 早班:07-15 中班 15-23 晚班 23-07 

加班情形 □依實際需求及個人意願        加班計薪：□補休或■依照勞基法標準計薪 

膳食 午餐 40 元/餐 住宿 600 元/月  四人房 

備註事項：能配合加班出勤尤佳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專業教導：食品衛生安全及法規、環保工安、機械操作安全教育訓練 
實務實習：檢包裝箱、水處理系統、冰塊包裝、品質管理、成品出貨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產業實習機會，讓學生親身了解食品製造業之冰塊生產製造流程，並配合工廠生

產線作業模式及相關衛生安全教育訓練等，實務參與冰塊製造工作。 

品管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內包裝作業實習 包裝機操作、物料更換、水質檢測儀器操作 

2. 製冰作業實習 流程介紹、水質計算、水質檢測、成品檢測、官能品評 

3. 成品作業實習 成品出貨、理貨、入庫 

4. 現場品管實習＆微生物實習 自來水檢驗、RO 水檢驗、一般物性檢驗、理化特性檢驗 
微生物檢驗、前處理 

5. 實習心得報告  

   

   

mailto:albee0422@mail.p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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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統一超食代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6791845 

承辦人 陳婉佩 職稱 人資專員 

E-mail karen911@upsc.com.tw 聯絡電話 07-9755200*2225 

機構地址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 397 號 實習地址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 397 號 

實習名額 生產 5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0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6:00～下午 15:00 ※輪班制(班別從 06:00 過後每半個小時一個班，依線別調整上班

時間) 

加班情形 □無■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付費 65/70 住宿 □無 免費■付費 2000 元/月 

備註事項：錄取後需申辦:一般勞工體檢查+供膳檢、中國信託開戶、戶籍謄本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實習機構以講解方式進行公司以及工作內容之介紹，並辦理教育訓練，加速同學對 
公司及實習內容之瞭解。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 工作觀摩：所屬單位的主管指導示範 

2.專業訓練：食品衛生、調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0年02月07日至110年06月10日 

教育訓練、熟悉前處理沙拉室、蔬菜室、秤料室

、魚肉室的環境與機台 

產品的備料對點、解凍、分裝、分秤、秤料、 

洗菜、切菜 

2. 
熟悉調理區的環境與機台 

產品的備料、烹調、蒸烤、收料對點 

3. 
熟悉加工18度區的環境與機台 

產品的備料、組裝、收貨 

4. 
熟悉加工4度區的環境與機台 

產品的備料、組裝、收貨 

~~會視當時現場人力做區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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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專班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6455131 

承辦人 陳淑玲 職稱 人資課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5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5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 : 00～下午 05:0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產線作業流程管理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作業實務操作與管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28日 熟悉環境.食品安全與衛生 

2 111年03月01日至111年04月17日 包裝機械、調理機械操作 

3 111年04月18日至111年05月15日 調理食品製備 

4 111年05月16日至111年06月10日 殺菌釜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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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專班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6455131 

承辦人 陳淑玲 職稱 人資課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5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5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 : 00～下午 05:0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產線作業流程管理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作業實務操作與管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28日 熟悉環境.食品安全與衛生 

2 111年03月01日至111年03月31日 蔬菜原料選別、前置處理 

3 111年04月01日至111年05月15日 產品入袋包裝與真空機台操作 

4 111年05月16日至111年06月10日 殺菌釜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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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專班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6455131 

承辦人 陳淑玲 職稱 人資課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5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5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 : 00～下午 05:0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產線作業流程管理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作業實務操作與管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2月07日至111年02月28日 分辨蕉色和包裝 

2 111年03月01日至111年03月31日 分辨香蕉大小和重量 

3 111年04月01日至111年05月31日 學習割香蕉.包裝封口 

4 111年06月01日至111年06月10日 學習催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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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產專班全學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2/07~111/06/10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6455131 

承辦人 陳淑玲 職稱 人資課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1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人 其他  人 

錄取方式 篩選履歷→面試甄選  □審核履歷(不面試)  □系上函送學生名單(不面試) 

實習待遇 月薪 24500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保險 勞保 健保 團保 □無   ※依勞基法規定，有支薪者須辦理勞保※ 

出勤時間 上午 08 : 00～下午 05:00   ※輪班制：□早   、□中   、□晚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無  免費  □付費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如應徵者戶籍地區、性別限制或須配合之公司規定) 

機構實習內容規劃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實習擬訂內容須提學校核備後進行媒合，懇請協助提供，感謝～) 

機構針對實習

內容之說明方

式或規劃 

1. 熟悉原料、香料、熟食品添加物...等。 

2.協助新產品研究開發與既有產品的改良  

3. 協助原料測試及安定性測試。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研究食品之加工、調理或配製。 

2.在新產品製造階段進行實驗室研究。  

3.進行食品原料蒐集、分析等工作。 

4.學習、研究國內外的新知識與新技術。  

5.確保工廠在大量製造時的品質穩定度。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2月7日至111年2月28日 熟悉研發實驗室動線與操作、研發室樣品與原料

管理與維護 

2 111年3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 熟悉原料、香料、熟食品添加物...等，並了解工

廠作業內容與環境動線 

3 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30日 蒐集新商品開發的相關資訊，市場調查 

4 
111年5月1日至111年6月10日 

(第一階段重點) 
協助新品開發與既有品改良 

5 111年5月1日至111年6月10日 協助新品導入現場的技轉與品質穩定度 



 

(第二階段重點) 

6 
111年5月1日至111年6月10日 

(第三階段重點) 
學習產品研發上市流程 

   

   



 

廠區 實習職務 名額 實習內容說明 

南崁 
龍潭 

生產管理 3~5 
1.生產製程安排、人員作業管理 
2.製程衛生防護管控與措施 

倉儲管理 1~2 

1.原物料/包材等驗收管制 
2.倉儲作業(FIFO)管理 
3.理貨/配送作業學習 

品管 1~2 

1. 品質管理、HACCP、工作安全等觀念導入。 
2. 原料外觀檢視、風味、批號管理。 
3. 成分分析(如糖度、比重、PH 值等)。 
4. 成品重量、封口、滲漏測試。 
5. 產品品評之判定及標準。 
6. 環境衛生檢查。 

檢驗 1~2 

1. 食品衛生檢查: 
總生菌、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等微生物檢驗。 
2. 食品營養成份分析: 
八大營養成份檢驗，如蛋白質、脂肪、灰分、水分…等。 
3. 光譜儀於食品安全之應用。 
4. 層析儀於食品安全之應用。 

斗六 品管 1~2 

1. 品質管理、HACCP、工作安全等觀念導入。 
2. 原料外觀檢視、風味、批號管理。 
3. 成分分析(如糖度、比重、PH 值等)。 
4. 成品重量、封口、滲漏測試。 
5. 產品品評之判定及標準。 
6. 環境衛生檢查。 

另今年度亦新增「續留服務獎勵金」制度，敬請 您過目 

是不是方便亦請 惠予轉知貴系同學週知、 

實習地點 實習生相關科系別 

通過考核晉升正式 

續留服務獎勵金 (新臺幣) 

義美食品 食品科學、生物科技相關科系 $ 3,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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