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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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一段 788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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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訪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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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 ~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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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元/餐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備註事項：細心有責任感、具食品檢驗技能、彰化縣的學生可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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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產線入廠原料與物料檢驗品質管理、產線庫存原料與物料品質管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10日 品管SOP 

2 111年7月11日至111年7月24日 品檢操作技巧 

3 111年7月25日至111年8月7日 製程巡迴檢查及成品檢驗品質管制 

4  111年8月8日至111年8月31日 製程巡迴檢查及成品檢驗品質管制 



     

2022.03 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 實習申請相關說明 

  

1. 實習地點 : 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 21 號)。 

2. 實習對象 : 相關科系大三升大四應屆學生。 

3. 實習及報名截止時間 : 

實習時間：2022/07/04(一)-08/31(三)暑期實習，為期 2 個月。 

2022/09/05(一)-2022/01/13(五)長期實習，為期 4.5 個月。 

申請截止日期：2022/04/30(六)，申請資料審核通過後，將邀請申請學生至公司

了解環境與實習內容及面試，面試通過後始得進行實習。  

4. 初審資料:  

台美制式履歷資料、成績單(另附教授推薦函尤佳)以及面試問題回覆表。 

5. 面試時間：初審通過後即安排通知 5 月中面試，6 月中前通知面試結果。 

6. 報名人數：每系約 2~3 位。 

7. 實習主題內容 : 依實習同學之科系專業，安排實務操作或專題研究(欲參加研究

所甄試建議參加後者)。 

8. 實習時間 :  

每週實習 5 天(週一至週五 09:00~18:00，午休時間 1 小時) ，如於實習期間

有必修課程需於面試時告知天數。實習期間若需請假，將擇日補足實習時數。非公

司出勤日及依學校規定返校者不在此限。(將由學校提供相關證明予實習單位以資

證明)   

9. 實習全勤獎學金 : 實習生全勤獎學金為 NT＄5,000 元/月。 

10. 實習保險:  

實習期間為同學加入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並負擔同學勞工保險費用。(實習

期間無另行提供膳食、住宿及交通車) 

11. 成績評量方式 :  

依考核表內容進行工作表現、學習態度與專業知識評核，再將評分實習成績送

交學校單位。  

12. 實習證書 : 實習時數屆滿且通過實習考核者，將頒發實習證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8176511 

承辦人 邱之又 職稱 專員 

E-mail 1061303@ mail.honchuan.com.tw 聯絡電話 (04)2359-0088 #5322 

機構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二路六號 實習地址 
台中市梧棲區經三路 11 號 
台中市梧棲區大業路 6 號 
台中市梧棲區緯六路 2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2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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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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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班制(夜班津貼 480 元/天)：早 08:00~20:00 、晚 20:00~08:00 

加班情形 □無  有(加班薪津)   □有(擇日補休) 

膳食 付費 早餐 30 元/午晚餐 50 元   住宿 付費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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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機構以師徒制方式帶領學生學習食科相關工作，讓學生遇到問題能即時反應並

從中學習。實習過程中會定期追蹤與考核學生實習狀況，培養未來公司所需人才。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藉由完整的新人教育訓練課程(內部環境介紹、員工須知守則、勞工安全教育、公司

個產品介紹等)，讓新進員工對公司產品及文化有初步的認知，幫助實習生們未來進

入各單位實習。實習期間，安排一對一輔導老師，以示範和講解方式帶領學生學習

品評、驗水、翻檢、讀菌等相關食科工作，讓學生在輔導老師的帶領之下學習與操

作，並要求學生每週需繳交實習週誌，定期追蹤學生實習狀況，每月進行一次月座

談會，訓練同學上臺口語表達與簡報能力，並定期回饋。希望透過完善的實習規劃

，讓學生提早與業界接軌，調整工作態度，同時培養我司未來人才。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生產 

1 111年07月04日至111年07月31日 

1. 公司環境及設施相關介紹 
2.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宣導 
3. 認識飲料充填生產製程 
4. 了解飲料充填相關工作流程、熟悉實習單位工



 

作 
環境，並從旁學習與協助 

2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31日 
1. 協助飲料充填生產相關作業流程 
2. 協助機台故障排除 
3. 產品自主檢查 

品管 

1. 111年07月04日至111年07月31日 

1. 公司環境及設施相關介紹 
2.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宣導 
3.產品種類、原物料、各工作站認識 
4.保溫品、試車品翻撿 

2.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31日 
1.保溫品、試車品翻撿 
2.品評準備及讀菌等相關工作學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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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 

機構地址 屏東市園西街 15號 實習地址 屏東市園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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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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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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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育本系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人才，並增進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以達成學

生畢業後能順就業之目標。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含符合專業及職務所需之學習內容，實習主題如下列所示：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8日 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 111年7月11日至111年7月15日 各生產線作業流程講解 

3 111年7月18日至111年7月22日 認識原果(料)，判別優劣與屬性 

4 111年7月25日至111年8月31日 現場生產線實務操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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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樓) 
實習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70巷 8號(1 樓) 

實習名額 研發 1人 品管 0人 檢驗 1 人 行銷 1人 生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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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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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30 ~下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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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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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5  

日 
粉體混料廠工作流程實操與規範演練。 

2   111年07月18日至111年07月29日 產品檢驗操作與研發引導流程演練。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2日 行銷企劃與文案撰寫。 

4   111年08月15日至111年08月31日 電子商務學習應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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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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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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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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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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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7月01日至111年07月31日 

認識環境介紹與衛生安全訓練 

原料、藥品與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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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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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種保存、凍菌操作與種菌管理 

細胞試驗 

檢驗分析HPLC、GC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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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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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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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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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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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 微生物培養基配製及接種技術及發酵品管 

2 111年8月1日至111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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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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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統一編號 96574068 

承辦人 林慧秋 職稱 約僱助理 

E-mail hclin@mail.tfrin.gov.tw 聯絡電話 06-9953416#502 

機構地址 澎湖縣馬公市時裡里 266 號 實習地址 同前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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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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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下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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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水產試驗所澎湖中心馬公試驗場因建築老舊重建，水產加工組學生實習本年度於

青灣種原庫進行，配合年度海藻計畫及魚肉機能性產品開發進行相關工作規劃。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海藻酵素水解物機能性成分分析，抗氧化、抗菌、抗發炎及安全性試驗等。 

魚肉及海藻等樣品一般成分分析，海藻及魚肉機能性產品開發等。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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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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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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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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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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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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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5日 物料控管與驗收作業 

2 111年07月16日至111年07月31日 
品質文件管制作業 

線上品保作業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5日 品質監控與查核作業 

4 111年08月16日至111年08月31日 農藥檢驗與微生物檢驗作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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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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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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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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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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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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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6日至111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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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5日 協助新品開發與既有品改良 

4 111年08月16日至111年08月31日 協助新品導入現場的技轉與品質穩定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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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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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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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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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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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5日 分辨蕉色和包裝 

2 111年07月16日至111年07月31日 分辨香蕉大小和重量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5日 學習割香蕉.包裝封口 

4 111年08月16日至111年08月31日 學習催熟技術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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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課長 

E-mail rjd@flno1.com.tw 聯絡電話 08-7710088#263 

機構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 11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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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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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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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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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1日至111年07月07日 熟悉環境、食品安全與衛生 

2 111年07月08日至111年07月31日 蔬菜原料選別、產品入袋包裝、調理食品製備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5日 包裝機械、調理機械操作、真空機台操作 

4 111年08月16日至111年08月31日 殺菌釜原理及操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6/30-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80586692 

承辦人 
大溪廠:朱薏鳳 
新豐廠:張佳雯 

職稱 人事專員 

E-mail 
大溪廠:pocky0807@tashi-prf.com.tw 

新豐廠:winnie1327@tashi-prf.com.tw 
聯絡電話 

大溪廠:03-3072796#123 

新豐廠:03-6235588#702 

機構地址 

大溪廠: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 9 鄰新光

東路 76巷 36之 2號 

新豐廠: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9 鄰中崙

289-3號 

實習地址 

大溪廠: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 9鄰

新光東路 76巷 36之 2號 

新豐廠: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9 鄰

中崙 289-3號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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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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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 ~下午 1500 及上午 0700 ~下午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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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者:85 元/日(三餐最多收至 30
日 2550 元 
無住宿者:供上班餐ㄧ餐，月繳 440
元 

住宿 
□無 □免費 ■付費 450 元(含
水電,清潔費 100 另計) 
體檢合格可於 111/06/29 入住 

備註事項：1.提供近三個月內合格之新進人員體檢報告及供膳體檢報告 
          2.施打疫苗紀錄卡(施打過兩劑疫苗)或居家快篩陰性才可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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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習機構將以講解方式介紹公司業務情形，從各個面向讓學生了解食品產業，並

透過上線前的教育訓練、上線後的實務訓練，授予學生們關於超商鮮食製造的知

識，以及了解從事該產業需具備之技能，期許對於學生畢業後之就業，抑或升學方

面的評估選擇，能有所幫助。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輔導老師於上線前的教育訓練，會針對學生與實習機構間的權利義務、實習場所的

作業規範以及實習期間的安全注意事項作說明。上線實習時，線上的輔導老師將示

範炒飯、涼麵、沙拉、燴飯和三明治等鮮食產品於生產上所需運用之技術，請學生

觀察、實際動手操作，並從旁指導如何調整手法與步調，透過反覆練習、不斷修正

與自動發問，以期能夠獨立完成作業。此外，課程規劃的時間與內容，將視學生學

習、吸收狀況以及實習線上的調度情形，會有些微調整的空間，對於學生的實務訓



 

練能奠定良好的基礎。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6月30日至111年06月30日 

品保-個人及廠內衛生說明 
製管-生產線上介紹 
勞安-勞工安全說明 
人事-人員出勤說明 

2 111年07月01日至111年07月21日 線上實習(原物料整備、商品製作) 

3 111年07月22日至111年07月28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商品賣相管理) 

4 111年07月29日至111年08月04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產品異物檢測) 

5. 111年08月05日至111年08月11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商品標簽管理) 

6. 111年08月12日至111年08月18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成品入庫) 

7. 111年08月19日至111年08月25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成品出貨) 

8. 111年08月26日至111年08月31日 線上實習(商品製作、理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山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76870727 

承辦人 鍾朝欽 職稱 副總經理 

E-mail cccdcnt5@gmail.com 聯絡電話 08-7627617 #21100 

機構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 908 屏東農業生技

園區德和村農園路 35 號 
實習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 908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德

和村農園路 35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2 人 品管 2 人 檢驗 0 人 行銷 0 人 生產 4 人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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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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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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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蕈菇栽培產業，進行各式菇類研發生產與品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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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熟習各站點的實作訓練，以便讓實習生能迅速

進入狀況，參與生產過程的各項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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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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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職場安全，來使用生產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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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6日 認識環境介紹、衛生安全訓練、實驗室管理 

2 111年07月17日至111年07月1日 篩菌、取樣、發酵槽培養與微生物監測管控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8月13日 栽培管理、菇類採收包裝 

4 111年08月14日至111年08月31日 產品品管及檢驗、報告與報表製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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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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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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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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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恒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42668482 

承辦人 賴善豪 職稱 品保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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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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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花壇鄉花橋街 83 巷 8 號 

實習名額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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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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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勤時間 上午 ~下午 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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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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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能與業界接軌，以所學協助實習機構業務之處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4日 公司新人訓練 

2 111年07月15日至111年08月31日 品保部門實習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mailto:steven@heng-yi.com.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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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保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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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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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左 

實習名額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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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時薪   元    □獎助學金   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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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勤時間 上午 ~下午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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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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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能與業界接軌，以所學協助實習機構業務之處理。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7月01日至111年07月14日 公司新人訓練 

2 111年07月15日至111年08月31日 品保部門實習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mailto:steven@heng-yi.com.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1-111/08/31  
                                               (日期暫定，可調整) 

 

 

機構名稱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86899664 

承辦人 陳藝分 職稱 副理 

E-mail EO00321@taian-fd.com.tw 聯絡電話 07-7883456#321 

機構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 8 號 實習地址 
①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 8 號(5 人) 
② 屏東縣新園鄉媽祖路 407巷 89號(5人) 

實習名額 研發  人 品管  人 檢驗  人 行銷  人 生產 10 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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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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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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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食品從業人員教育訓練相關法規知識及現場實作了解食品工廠生產作業流程及

規範亦有實驗室等課程提供學習。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讓實習生練習並提供建議至能獨立作業除相關法規說明及學習外更著重於實作並會

從中指導使實習生經由觀察及操作進而習得生產及品保相關技能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 年 7 月 1 日至111 年 7月 8 日 微生物檢驗 

2 111 年 7 月 11日至111 年 7月 15 日 動物用藥檢驗 

3 111  年7月 18 日至111 年 8月 31 日 作業現埸實習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機構資料表 
 

111-1 □實務專題暑期實習    預訂實習期程：111/07/04-111/09/02  
                                               (日期暫定，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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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6130 

機構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3 號 實習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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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食安/生管)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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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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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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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費午餐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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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能夠了解職場環境，習得實務之經驗，得以與校內實習得知理論基礎相互配合

與驗證，並訓練學生了解職場所應具備之工作態度、職業道德與專業知識，以使學生

具有進入職場之能力。 

機構針對實習

課程之規劃方

向或大綱 

1.學習與實作原料前處理作業 

2.學習與實作包裝作業 

3.學習與實作食品加工線上作業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及內容 

1 111年07月04日至111年07月04日 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 111年07月04日至111年07月30日 
學習與實作雞肉分切生產線上作業(包含但不限

於雞肉秤重搬運、分級、浸漬、包裝作業) 

3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9月02日 
學習與實作雞塊線線上作業、炸雞線線上作業、

煙燻機操作 

4 111年08月01日至111年09月02日 學習與實作機械環境清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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