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丁振濠/U07187001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化學品部 An廠 

薪資概述 基本薪資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 

工作內容概述 工作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石化相關，化工廠結構原理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佳 

“食”方面概述 吃 

“住”方面概述 宿舍 

“行”方面概述 通勤(腳踏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王維澤/U07187002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煉油部轉化廠 

薪資概述 24300 元 

上班情形概述 上下班時間正常，早 8:30 到下午 17:30 

工作內容概述 製作數位化工廠的事情，做文書 

需先修課程 不需要 

可學習專業內容 腐蝕機制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習職場倫理  

藉由煉油部轉化廠實際發生狀況，學習材料/設備發生了什麼變化 

培養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的態度 

“食”方面概述 吃公司 

“住”方面概述 睡公司 

“行”方面概述 腳踏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江旻翰/U07187003 輔導老師姓名 莊貴貽 

建教公司名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部門 材化所 V400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8點半前到辦公室，通常下午 6.半前可以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含浸、塗佈、儀器檢測、分析、化學合成、壓合 

需先修課程 有一點化學基本概念會比較好、沒有也沒關係 

可學習專業內容 TGA、TMA、DSC、IR、拉力機之操作經驗與分析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實習內容本身和材料系關聯性較低，主要都是化工為主。 

“食”方面概述 公司有員工餐廳、附近也有住宅區，不用擔心沒東西吃 

“住”方面概述 公司宿舍或在外租屋皆可 

“行”方面概述 有機車會比較方便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吳旻哲/U07187004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灣塑膠石化公司 部門 保養中心預測組 

薪資概述 220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八點半上班 下午五點半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金相實驗 試片分析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SEM 基本使用流程 金相實驗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儀器操作分析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 

“住”方面概述 員工宿舍 

“行”方面概述 走路 1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吳柏諺/U07187005 輔導老師姓名 黃裕清老師 

建教公司名稱 訊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Thermal BU 

薪資概述 大約 27000 元 

上班情形概述 早午 9 點至下午 6 點，周休二日 

工作內容概述 

Thermal BU PM 

從散熱產品的前期開發、研發至中期的試產、測試，到最後上市後的市

場行銷、分析等，皆有接觸。 

需先修課程 公司提供三個月培訓，培訓內容從專業技術到市場分析、行銷皆包含。 

可學習專業內容 產品測試、機台使用、競品分析、繪圖等。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面對職場的態度及責任心 

2. 部門團隊的相處 

3. 專業技術的學習  

4. 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須自理，附近有很多店家 

“住”方面概述 須自理 

“行”方面概述 須自理，公司門口有公車站牌，走路 10 分鐘有捷運站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吳啟華/U07187006 輔導老師姓名 黃裕清 

建教公司名稱 訊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無刷馬達應用廠 

薪資概述 28000（含伙食津貼、勞健保費用）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為上午 9:00~18:00，午休時間 12:00~13:00，周休二日，不用加

班。 

工作內容概述 

剛進去公司時跟著酷碼學院的課表去上課，後來有與夥伴們共同去研發

一個專題並且發表，分發部門後要參加每周的部門會議，其餘要完成模

擬的 case，剩下時間要去看風扇的論文、研究如何繪製風扇。 

需先修課程 不需要，公司會先安排三個月的一系列專業課程。 

可學習專業內容 
水冷技術系、工業設計系、實戰行銷、兩項流技術、產品開發與專案管

理系、Pro-E、產線實作、電腦組裝、風洞實驗...等。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做事的邏輯能力 

2. 人際相處 

3. 職場倫理及專業知識 

4. 解決問題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公司附近的美食、ubereat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公司未搬遷前：搭火車至板橋火車站後騎車去中和（時間約 1.5 小時）。 

公司搬遷後：從家裡騎車去內湖（時間約 40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呂紹暘/U07187007 輔導老師姓名 黃啟賢老師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4000/月 

上班情形概述 上下班準時，上班狀況規律 

工作內容概述 蒐集文獻資料與整理，進行專題研究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專業領域方面的相關知識，目前業界翻展的趨勢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能提升學生自身的積極性，及訓練團隊合作與溝通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工作場所附近有許多商家，很方便 

“住”方面概述 住所簡單舒適，租金合理 

“行”方面概述 工作場所和住處步行 10分鐘就到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U07187008 輔導老師姓名 張麗君 

建教公司名稱 台灣嘉碩 部門 XTALPE 

薪資概述 普普通通 

上班情形概述 負責前段 1210晶片研發，與後段材料品質檢驗 

工作內容概述 負責前段 1210晶片研發，與後段材料品質檢驗 

需先修課程 材料分析、顯微鏡分析 

可學習專業內容 材料分析、顯微鏡分析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訓練思考能力、與口頭報告能力，機台操作跟分析，還有精確的測量。 

“食”方面概述 普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我搭客運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于婷/U07187010 

輔導老師姓名 劉定宇老師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3076 

上班情形概述 

8：00 上班 偏責任制,有時假日也要去,相對要是提早做完也能有自己時

間 

工作內容概述 報告 paper 做研究題目 

需先修課程 高分子材料,材料分析概論,電化學 

可學習專業內容 
Word,PowerPoint,Excel ,AutoCAD,ORIGIN,SEM,Raman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習溝通,提早體驗社會。 

“食”方面概述 自行解決 

“住”方面概述 

學校宿舍,但後來因疫情就不能住,如果是外面公司宿舍好像不能直接請

你離開,不過住宿便宜又乾淨。 

“行”方面概述 搭捷運公車通勤約 2 小時小時,住宿舍時就是走下樓 2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劭衡/U07187011 輔導老師姓名 黃啟賢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部門 高分子精密加工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平時都在實驗室研磨高分子粉體，有多餘時間會進行其他高分子熱加工

及物性分析。 

工作內容概述 將高分子粉體進行冷凍研磨後，進行一系列的流動性分析和粒徑分析 

需先修課程 高分子材料 

可學習專業內容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加工、冷凍研磨機、高分子粉體流動性分析、多層 膜

共押出機、雙軸延伸、萬能拉力機、EOS 3D 列印、黏度計、熱重分析儀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習制定分析步驟、提供製程意見、獨立與設備供應商討論並優化改善 

方案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 50 元一餐，附近小吃 100 元上下 

“住”方面概述 在外租屋 7000 一月 

“行”方面概述 騎單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泓佑/U07187012 輔導老師姓名 陳政營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 部門 材化所 J100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J100部門的主管、前輩們都很友善。每當我遇到了問題，只要適時地、

禮貌地詢問，他們都會十分樂意地給予我幫助，甚至有時傳授以往的經

驗來教育我。此外，工研院裡的其他同仁們，多數也都很熱情、很有禮

貌。上班時間約早上 8:00至下午 5:00，可早晚彈性半小時。 

工作內容概述 

主要協助部門的散熱用金屬基熱界面材料（TIM）量產計劃，我負責此

製程中的低熔點金屬調配合成、量測散熱金屬片之熱傳導係數，及裁切

金屬片的成品、包裝。 

低熔點金屬調配合成：由三種不同元素的液態金屬，分批置於鐵氟龍容

器中加熱，熔融出廠商要求的金屬材料。 

量測散熱金屬片之熱傳導係數：待完成熔融之金屬材料，經由輾壓機輾

壓成型後，透過 Hot Disk儀器來測量其熱傳導率，確認是否有達到標準。 

裁切金屬片的成品、包裝：經熱傳導率之標準通過後，接著操作裁切機

將成品裁切成規定之尺寸，最後進行篩檢後，將成品包裝。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基礎材料實驗、金屬材料、機械性質分析、Hot Disk 熱傳導係數儀的量

測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訓練表達能力、溝通技巧 

2. 學習團隊合作 

3. 練習做事情的態度、完整性 

4. 培養實驗精神 

5. 懂得觀察、換位思考 

“食”方面概述 

中興院區裡有福利社、員工餐廳，餐廳平日均有提供三餐（假日沒有提

供），需刷員工證付費。餐廳內除了中式便當、自助餐外，也有進駐金仙

便當、Juice Bear等商家，讓每餐的選擇更多樣化。院區內的摩斯漢堡、

全家便利商店均享有員工九折優惠。因應疫情，員工餐廳和其他商家暫

不提供內用服務。 

“住”方面概述 

中興院區有多棟宿舍，90館是最新的一棟，外觀、室內都很高級，十分

推薦，但租金也較貴；而我住的是 89館宿舍，B1有洗衣房，洗衣機、

烘衣機需投幣，B2是垃圾回收場，租金約$2680~4000。優點是距離上班

的地點不遠，樓下也有腳踏車站，可以騎乘腳踏車去上班，離悠活館（運

動中心）很近，下班要去運動的話很方便。 

“行”方面概述 

中興院區距離市區、新竹車站有段距離，騎車前往大約半小時到一小時；

距離鄰近的商圈（金山街、二重埔），騎車約五到十分鐘；距離鄰近火車

站（竹中車站），騎車也是約十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冠廷/U07187013 輔導老師姓名 陳志平 教授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部門 L600 

薪資概述 25000 元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上班至 12.，中間休息一小時，下班時間為 5. 

工作內容概述 進行環氧樹脂的調配與研發 

需先修課程 有機化學 

可學習專業內容 環氧樹脂的認知，熱分析儀器之操作與原理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提升實驗時的基本能力 2. 材料檢測能力 3. 溝通與表達能力 

“食”方面概述 午餐方面吃院內，早晚餐皆在外面解決 

“住”方面概述 租公寓 

“行”方面概述 機車代步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郁修/U07187014 輔導老師姓名 黃啟賢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大 部門 材料系 

薪資概述 23000 

上班情形概述 幫忙實驗室訂購材料&學習有關石墨烯相關知識 

工作內容概述 學習機台與了解實驗原理 

需先修課程 CVD製程與低損傷電漿 

可學習專業內容 石墨烯相關知識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培養學生在實驗上的專注度與解決事情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學餐&附近小吃 

“住”方面概述 外面租屋 5500/月 

“行”方面概述 走路 1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林軒宇/U07187015 輔導老師姓名 張奇龍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麥寮氯乙烯廠 部門 製造課 

薪資概述 24300 

上班情形概述 騎踏車及走路皆可 

工作內容概述 協助文書整理、包商跟廠內聯絡橋樑 

需先修課程 電腦文書處理相關課程 

可學習專業內容 電腦文書處理相關課程、CAD製圖、氯乙烯相關化學反應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可以對於將來進行文書相關作業時可以更加得心應手 

“食”方面概述 三餐公司都有提供伙食，一日 60元 

“住”方面概述 公司有提供住宿，兩個月 500 

“行”方面概述 看各單位是否有提供腳踏車，若無走路亦可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邱家綸/U07187016 輔導老師姓名 阮弼群 

建教公司名稱 欣興電子 部門 製造部成型課 

薪資概述 45000~53000 之間 

上班情形概述 晚上八點上班,早上八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現場產線機台操作: 

ccd 成型機 

3d 檢測儀 

雷射打碼機 

CNC 铣床 

以上都要會操作以及機台除錯 

 

清洗線管理: 

上班第一件事,先確認現場的各種參數有沒有問題,包括室內溫度及濕度 

機台空壓,吸塵器壓力,清洗線的水溫以及硫酸有沒有問題 

確認沒問題才能開始作業 

然後是監控外勞有沒有按照規定程序作業 

最後檢測清洗完的 PCB 版,確認其有沒有刮傷以及任何損傷 

如果有必須把問題找出來以及解決 

確定沒有問題後,才能轉送至下一製程 

然後用電腦 KEY IN 所轉出的東西,包括數量,時間,以及有沒有損傷 

需先修課程 公共安全相關課程 

可學習專業內容 Excel ,英文(因為現場都外勞) ,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保養及操作機台 

2. 重視職場倫理  

3. 檢測分析的能力 

4. 有效溝通及團隊合作 

“食”方面概述 公司餐廳(每餐約 25 元) 

“住”方面概述 公司宿舍 3500 元(不包水電) 

“行”方面概述 走路上班,到公司 5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U07187017 柯淇元 輔導老師姓名 張奇龍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公司 部門 化學品部 C4廠 

薪資概述 243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八晚五，對工讀生十分照顧 

工作內容概述 協助收發公文、文書資料處理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工安環保，廠內製程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與主管同事溝通能力  

2. 文件處理 

3. 職場道德、工作態度 

“食”方面概述 三餐公司都有提供，價格便宜 

“住”方面概述 員工宿舍老舊，兩個月收一次水電 

“行”方面概述 會提供腳踏車，十分左右能到廠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范皓涵/U07187018 輔導老師姓名 李志偉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部門 材化所 K400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 :30上班，下午 5:30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電化學電鍍實驗，SEM分析，OM分析 

需先修課程 基礎化學 

可學習專業內容 SEM、OM、EDS分析，化學品調配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習利用不同成分電鍍液利用公式計算製作出不同厚度的金屬箔，以利

其他研究目的之實驗。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 

“住”方面概述 住自家 

“行”方面概述 開車通勤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翁培瑞/U07187020 輔導老師姓名 黃宗鈺 

建教公司名稱 
ETC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

中心 

部門 環安部 

薪資概述 23800 

上班情形概述 主管待人親切、同事好相處，上班時間:8:30 ~ 17:00 休息時間 30分鐘 

工作內容概述 
產品拍照、拆解及影像處理、樣品前處理(樣品均勻及秤重消化)、肥料

產品測試(UV上機測試)、微波消化管清洗、化學廢液處理 

需先修課程 與材料系較無相關 

可學習專業內容 樣品前處理流程、肥料產品實驗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獨自完成整體實驗的能力 

與同事們溝通、合作能力 

遇到產品問題釐清排除能力 

“食”方面概述 早餐自理，午餐公司提供，部門偶有下午茶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車或搭交通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馬迺霆 / U07187021 輔導老師姓名 黃宗裕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3800 

上班情形概述 上下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9:30 至 18:30 

工作內容概述 奈米粒子合成和奈米粒子粒徑分析。 

需先修課程 普通化學、高分子、材料科學導論 

可學習專業內容 儀器操作、粒徑分析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責任心、細心度、分析儀器的操作、時間規劃。 

“食”方面概述 自理(約 50~150)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免費) 

“行”方面概述 騎車(約 30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康峻瑋/U07187022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石化 部門 煉油部設備管理組 

薪資概述 24300 

上班情形概述 8:30 上班，17:30 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協助煉油廠定檢及現場觀摩。油料處清槽定檢工程排程，以及幫助主管

統整報告用投影片。幫助庶務小姐收文及泡茶。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腐蝕與防護、除鏽油漆的選用。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習與主管相處，主管交代的事情要做好。 

“食”方面概述 公司便當 

“住”方面概述 公司宿舍 

“行”方面概述 騎腳踏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張峻維 U07187023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石化 部門 預測保養組 

薪資概述 243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八點半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幫主管正里做好的試片數據、協助整理管線圖表 

需先修課程 公共安全相關課程、材料科學導論 

可學習專業內容 Excel、Powerpoint、Word的專業應用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執行基礎材料工程的能力 

具備專案整理及整合資訊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重視社會責任和具備專業倫理 

“食”方面概述 早午晚餐皆為公司便當 

“住”方面概述 員工宿舍含水電 

“行”方面概述 步行上下班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張淳硯 U07187024 輔導老師姓名 陳志平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有機光電與奈米能

源實驗室 

薪資概述 23000 

上班情形概述 實驗室融洽,學長姐都 NICE 

工作內容概述 做實驗,輔助學長實驗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光電材料共混膜的理論認識與實驗內容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讓學生具有解決問題與提出問題討論之能力 

“食”方面概述 學校附近餐廳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莊珉禎/U07187025 輔導老師姓名 陳勝吉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系 E1800 

薪資概述 24000 元/月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八點上班，協助學長進行實驗，下午檢查機台狀態，下午五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操作與保養濺鍍機、樣品檢測分析、文獻整理、實驗數據整理 

需先修課程 普通物理、物理冶金、材料分析概論 

可學習專業內容 物理氣相沉積(PVD)製程技術、真空技術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口語表達能力 

2. 材料檢測分析能力 

3. 問題解決能力 

“食”方面概述 工專路上的早餐店和便當店 

“住”方面概述 在明志路三段宏泰新村租屋，環境舒適 

“行”方面概述 走路至學校僅需 1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U07187029 輔導老師姓名 陳政營 

建教公司名稱 工研院 部門 J100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8 AM~5PM 

工作內容概述 熱介面材料試量產 

需先修課程 材料實驗 

可學習專業內容 材料基礎知識、儀器操作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材料基礎知識、儀器操作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 

“住”方面概述 院內宿舍 

“行”方面概述 走路上班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立翰/U07187030 輔導老師姓名 李志偉 

建教公司名稱 工研院材化所 部門 M100 

薪資概述 25000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規律，主管人很好，常帶我們出去外面吃飯 

工作內容概述 

1. 進行實驗 

2. 實驗廢棄物報廢 

3. 實驗耗材補充 

4. 文書處理 

需先修課程 化學相關課程 

可學習專業內容 奈米材料相關知識、實驗設備操作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職場倫理與專業知識溝通與討論能力  

2. 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約 50~60 元或去外面吃飯 

“住”方面概述 外面租屋。院內有員工宿舍 

“行”方面概述 自行騎機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泯翰/U07187031 輔導老師姓名 林延儒 教授 

建教公司名稱 艾姆勒車電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 技術開發 3部 

薪資概述 26000 

上班情形概述 
表定 8 點 30上半，但只要 10 點前到後上滿 8小時即可打卡下班。 

如:9點打卡上半，6點就可以下班。(中間 1小時休息不算) 

工作內容概述 

主要是在實驗室協助同事做實驗，檢測產品的各項性能，抱括硬度測試

或勒性能測試等等。不時會去工廠協助同事做產品的清洗與檢驗，了解

產品的規格、材料及製程，依照不同的材料跟製成方式來確定要如何清

洗。 

需先修課程 材料科學導論、熱力學等。 

可學習專業內容 熱傳導相關機台及理論、實驗設計法、實驗分析。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材料檢測分析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自主學習 

增進邏輯思考 

“食”方面概述 公司不供餐，所以中午都是自己去外面吃或是跟同事一起訂便當。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機車到公司。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咨廷 / U07187032 輔導老師姓名 黃裕清老師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4K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 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研究有機光電感測器 

需先修課程 X光繞射 

可學習專業內容 有機光電感測器應用、有機材料相關知識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實驗實作能力 

2. 材料檢測分析能力 

3. 數據統整能力 

4. 職場倫理及專業知識 

“食”方面概述 外食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乘機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思羽/U07187033 輔導老師姓名 阮弼群 

建教公司名稱 欣興電子-合江廠 部門 製造部 

薪資概述 28000-32000(含加班)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四二制) 

早上下午各休息 20分鐘、中午晚上吃飯時間 45分鐘 

工作內容概述 機台保養、操作 AOI檢修機台、認識工作環境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認識顯影、蝕刻、去膜機台、人際關係、工作職場倫理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邏輯表達、職場倫理和同事良性溝通與協調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員工餐廳或自行處理 

“住”方面概述 

與公司合約住宿 9個月，但因發生一些關係，所以剩下 3個月自行租屋(公

司住宿一個月 1800元不含水電，公司有補貼/自行租屋一個月 4000元不

含水電) 

“行”方面概述 騎車 2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勝坤/U07187034 輔導老師姓名 李志偉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 部門 J500 

薪資概述 24000(未扣健保)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 中午休息一小時，不會加班 

工作內容概述 

主要分為兩種工作，一種現場的鑄造組、另一種為研究報告組。 

    現場組: 協助現場砂模鑄造、研磨、清洗底片、判片、鋸切試片、

出貨報告彙整。 

把液態熔融金屬加入我們事先做好的砂模之中再經由大量的水來冷卻鑄

件，用高壓水柱把鑄件上的細沙和髒汙沖洗乾淨，處理完的鑄件需先確

認其本身有無缺陷，要送入 X光的檢測中，方能完成整個流程。 

    研究報告組:儀器的操作、報告整理、數據分析。 

需要幫主管完成廠商的試片分析，以及 PPT製作。 

 

需先修課程 機械性質 

可學習專業內容 鑄造相關、非破壞檢測、儀器使用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此份工作艱辛，需要充分的毅力，並且保持謙虛態度做事。 

“食”方面概述 公司的餐點便宜，約 50~60 元 

“住”方面概述 住離公司大約十分鐘距離的地方(金山街)，吃的很多 

“行”方面概述 騎摩托車、搭公車皆可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陳遵仁 / U07187035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4k /月 

上班情形概述 機台學習、撰寫報告、文書處理、出差辦事 

工作內容概述 

工作內容為科技部研究計畫 

適當調整電解液的組成及分散劑，以期開發最佳電漿電解氧化電解

液的組成。 

以動電位極化曲線量測分析 TiO2奈米顆粒添加之 AZ31鎂合金電漿

電解氧化鍍層於含氯離子環境中之耐蝕性。 

利用硬度試驗、刮痕試驗、磨耗試驗等來評估 TiO2奈米顆粒添加之

AZ31 鎂合金電漿電解氧化鍍層之機械性質。 

利用慢速率應變拉伸試驗進行 TiO2奈米顆粒添加之 AZ31鎂合金電

漿電解氧化鍍層於含氯離子環境中之應力腐蝕破裂的敏感性評估。 

需先修課程 物理冶金、電化學方法與應用實務、材料機械性質 

可學習專業內容 利用先修課程上的知識應用到實驗中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基礎材料實驗 

材料分析能力 

“食”方面概述 家裡吃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走路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彭家祥/U07187036 輔導老師姓名 陳政營 

建教公司名稱 鴻騰精密公司 部門 檢測部 

薪資概述 26K 

上班情形概述 正常上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檢測電鍍藥水、整理環境、塑膠試片性能測試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ICP、UV-VIS、CVS、電鍍藥水測試、電鍍、材料機械性質量測、拉曼..

等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培養溝通能力 

“食”方面概述 公司提供餐點，也可以自帶便當微波 

“住”方面概述 公司有宿舍但不是給你住的 

“行”方面概述 
公司有提供交通車可以來往捷運頂埔與永寧站，最好不要自己開車，因

為停車證貴而且地點有點距離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黃建霖/U07187038 輔導老師姓名 吳鉉忠 教授 

建教公司名稱 台灣塑膠公司 部門 仁武塑膠廠一課 

薪資概述 245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00~下午 5:00 

工作內容概述 
處理文書作業、泡茶或咖啡、收發公文、接電話、打掃環境、協助廢棄

物站存場分類事宜 

需先修課程 計算機應用實務、高分子材料 

可學習專業內容 PVC 製程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職場倫理、團隊合作、溝通能力。  

“食”方面概述 早、中、晚餐公司皆有供餐，有快餐、素食跟自助餐。 

“住”方面概述 公司宿舍免費，4人左右一間，冷氣空調免費，但房間潮濕。 

“行”方面概述 
上班從宿舍走到塑膠廠約 10~15 分鐘，要去高雄市區有機車、腳踏車方

便，或走 10分鐘到公園租 UBike。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黃章銘/U07187039 輔導老師姓名 張麗君 

建教公司名稱 台灣嘉碩 部門 SAW 工程 

薪資概述 26000 (未扣勞健保+餐費)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 8:00~17:00。 

工作內容概述 鍍膜、SEM 和膜厚量測 

需先修課程 材料科學導論 

可學習專業內容 E-GUN、SEM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職場倫理與專業知識溝通與討論能力、機台操作分析 

“食”方面概述 早餐自己買，午餐晚餐公司提供(不管有沒有吃都會扣餐費)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車上班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楊淯丞/U07187041 輔導老師姓名 曾傳銘 

建教公司名稱 台塑化公司 部門 預測保養組 

薪資概述 24800 元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30 上班，下午 5:30 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金項實驗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金相實驗、SEM、EDS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儀器操作以及學習判斷各種腐蝕機制 

“食”方面概述 早餐 10 元、午餐 20元、晚餐吃家裡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公司交通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楊鈺晨/U07187042 輔導老師姓名 謝建國 

建教公司名稱 景碩科技 部門 QC 切片房 

薪資概述 29000~32000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 8:30~20:30，不定時會需要加班 

工作內容概述 使用工具顯微鏡檢測試片是否合乎標準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工具顯微鏡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可以學習到工具顯微鏡、拋光研磨機等機台。(切片技術、工具量測軟體) 

“食”方面概述 公司餐廳，每餐補助 40 元，公司內便利商店，補助每個月 300 元。 

“住”方面概述 
員工宿舍包水包電包冷氣，設備破舊，前 3 個月$500/月，後面每個月 

$1000/月 

“行”方面概述 從宿舍走路 5~1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劉中銘/U07187045 輔導老師姓名 陳志平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有機電子中心 

薪資概述 $23,000  

上班情形概述 在實驗室內製作元件、協助學長實驗 

工作內容概述 製作太陽能電池、檢測效率，並想辦法提升效率 

需先修課程 基礎化學、高分子材料 

可學習專業內容 基礎化學、有機材料、機台操作、分析原理、檢測技術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提升對太陽能電池原理的理解 

2. 能理解到太陽能電池各層之間所選用材料的條件 

“食”方面概述 外食 

“住”方面概述 住家 

“行”方面概述 騎車，從板橋騎來學校約 20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劉品彣/U07187046 輔導老師姓名 謝章興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薄膜科技中心 

薪資概述 23079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 點上班，下午 5 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做實驗、分析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大氣電漿設備操作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儀器操作分析 

“食”方面概述 早餐、午餐、晚餐自理 

“住”方面概述 學校宿舍 5000 

“行”方面概述 走路 15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歐子煜/U07187047 輔導老師姓名 張麗君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材料工程系 

薪資概述 23000~24000 元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 8 點上班下午 5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協助電子材料實驗室管理實驗室帳目與實驗室設備，並執行產學案與科

技部計畫實驗。 

操作電漿聚合系統與高功率脈衝磁控濺鍍系統完成製程，並依不同的材

料特性選擇不同的機台進行分析。 

需先修課程 真空技術與實務、材料分析概論、電子材料 

可學習專業內容 實驗設計與流程、行政文書處理、機台操作、表達與思考能力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材料檢測分析能力、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整合相關文獻報告能力 

“食”方面概述 需自理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機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潘宇丞/U07187048 輔導老師姓名 黃裕清 

建教公司名稱 香港商聯寶電腦 部門 熱流聲學部 

薪資概述 24000 

上班情形概述 早上九點上班下午六點下班 

工作內容概述 解決筆電散熱系統方案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熱傳學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學會職場基本道德，與公司部門相處融洽 

“食”方面概述 外食公司訂便當 

“住”方面概述 住家 

“行”方面概述 搭捷運上班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蔡宇程/U07187049 輔導老師姓名 盧榮宏 

建教公司名稱 工研院材化所 部門 X100 

薪資概述 25000 元（不含勞健保） 

上班情形概述 

上班時間 8:30~17:30（班表可以自行調整，基本上都能準時下班），主要

是協助主管、部門同事實驗，撰寫報告，參與部門活動，處理實驗室雜

事。建議男生才選擇這個部門，因為經常需要搬運粉體材料，而每包通

常都是 20KG左右。部門同事人都很好，遇到不會的都很願意教你。部

門經常做量產化實驗，因此對於時間的控管很重要。偶爾部門會請飲料、

點心。 

工作內容概述 
各種陶瓷製成為主，做出樣品後再進行各種分析（SEM/EDS、抗折、粒

徑、硬度、粗糙度、密度、CTE） 

需先修課程 陶瓷材料、基礎化學 

可學習專業內容 

可學到陶瓷製成方法: 粉體的乾壓成型、高溫燒結、噴霧造粒、刮刀成

型、注漿成型 

可學到的機台: 壓碇機、浸漬塗佈機、萬能拉力試驗機、SEM/EDS、表

面粗糙度儀、硬度機、端面研磨機、粒徑分析儀、圓盤造粒機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實驗實作能力 

2. 材料分析能力 

3. 數據整合能力 

4. 職場溝通能力 

5. 提前了解職場上整體運作方式 

“食”方面概述 

早、中、晚工研院都有供應，還有全家跟摩斯（價格都比外面便宜） 

中午也可出去買，但要在午休前回來；晚餐可到附近的金山街，蠻多好

吃的。 

“住”方面概述 在外租屋（5800元/月） 

“行”方面概述 
機車（建議一定要有機車通行比較方便，不然就是搭東大門、西大門前

的 5608 公車）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鄭柏奕/U07187050 輔導老師姓名 黃宗鈺 

建教公司名稱 ETC 財團法人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部門 環安部 

薪資概述 23800 

上班情形概述 周一至周五 早上 8點 30至下午 5點 

工作內容概述 
幫忙主管整理客戶需申請環保標章的各類文件和申請環保標章、有時會

須幫忙搬運一些機台 

需先修課程 Excel 和Word 

可學習專業內容 檔案管理的技巧和文書工具的應用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職場倫理、溝通能力和邏輯處理的能力  

“食”方面概述 會提供午餐，選擇性多樣，由公司提供，無須額外付費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公司位於機捷 A8長庚醫院站附近，公司有接駁車可以搭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鄭博宇/U07187051 輔導老師姓名 阮弼群 

建教公司名稱 欣興電子 部門 電測課 

薪資概述 30000 

上班情形概述 8:00~20:00 正常做四休二 有時要固定加班 

工作內容概述 檢測板子是斷路還是短路以及加熱過後是否有孔大孔小問題 

需先修課程 無 

可學習專業內容 M6測試機 GAT測試機 AT測試機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儀器操作以及故障排除 

“食”方面概述 日班公司提供中/晚餐  夜班提供消夜 

“住”方面概述 公司宿舍(房租跟水電每個月會自動從薪水扣) 

“行”方面概述 走路 5 分鐘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謝尚恩/U07187052 輔導老師姓名 陳志平 教授 

建教公司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部門 材化所 L300 

薪資概述 新台幣 25000 元整 

上班情形概述 早 8 晚 5，午休 1 小時，周休 2 日，不用加班 

工作內容概述 有機化學合成 

需先修課程 普通化學、有機化學、高分子材料 

可學習專業內容 有機化學合成、光譜分析、物質純化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1. 有機化學相關知識 

2. 儀器操作及檢測分析之能力 

3. 數據整理、表達之能力 

“食”方面概述 公司餐廳。多樣菜色自由選擇，價格 50~100 元 

“住”方面概述 員工宿舍。單人套房 7.1 坪，3860 元/月(包含水電) 

“行”方面概述 走路上班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2020 年工讀實務實習報告表 

 實習期間(109/9/14-110/9/10) 

 

學生姓名/學號 鍾嗣永 / U07187053 輔導老師姓名 黃裕清 

建教公司名稱 明志科技大學 部門 產學計畫 

薪資概述 23800 

上班情形概述 上下班時間為周一到周五 08:00 ~ 17:00 

工作內容概述 

主要負責有機太陽能電池元件的製作及元件分析。 

利用各種設備進行元件製作及分析，所使用的設備為：手套箱、蒸鍍機、

太陽光模擬器、室內弱光模擬器、UV-Vis、PL、α-step、四點探針及 EIS。 

工讀中學習到時間安排、解決問題能力及實驗分析儀器的學習，研究方

面利用其餘時間進行文獻閱讀、優化報告格式及口語報告的練習。 

需先修課程 材料科學導論、普通化學、物理冶金、光電與能源相關課程 

可學習專業內容 有機太陽能電池製作、材料相關分析儀器之操作、實驗設計等 

與學生核心能力

之關聯性 

模擬及機台操作、口語報告能力練習、增進閱讀國際期刊之能力 

“食”方面概述 明志科大附近 

“住”方面概述 住家裡 

“行”方面概述 騎車上班(約 1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