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專業實習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暨人才需求表 

一、實習需求 

機
構
資
料 

機構名稱 中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號或統一編號 52556248 

產業類別 鞋類製造業(機能性塑化紡織製造業) 

機構性質 台資  □陸資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營業項目 功能性紡織品(鞋材、袋材) 

資本額 327,184,000 元  員工人數 402 人 

機構地址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 758 巷 8 號(營登) 

機構簡介 

中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TLC)隸屬於南良集團，成立於 1979 年，為一貫化服務的功能性

紡織品材料公司，擁有織造、染整與後處理加工、功能性塗佈、貼合等核心技術；除代

理各國際材料品牌之外，也經營自有品牌，提供客戶多功能性的新穎產品與專業服務。

面對日益變化的市場需求，中良與時俱進，並以客戶為中心，滿足客戶各式需求。 

 

中良秉持著「永續、創新、高機能」的精神與責任，提供各種功能、永續、結合流行性

布料，研發設計符合市場與客戶需求的創新材料，加以數位化的技術，提高差異化、個

性化的織物設計流程，縮短布料設計與開發的交期時間；以及結合線上的電子樣冊讓全

球設計師與客戶，不因距離、時差而侷限，大幅提升與客戶溝通的即時性與效率。為達

到愛護地球、減少環境汙染的悲歌，中良各項產品的研發和製作，都將環保元素列為最

主要的考量因素，進而取得 Bluesign® 與 GRS 認證，以及導入 Higg Index 驗證系統；從

聚酯回收材料的使用、生質原料和廢棄物的再利用等，以及對環境和人類友善的貼合與

加工，都以降低能源消耗以及減少製造汙染物為初衷，期盼為地球永續共盡心力。 

 

中良放眼未來，持續不間斷的挑戰自我，追求創新與進步，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提供

客戶更優質的服務、多樣性的產品選擇，與客戶攜手前進，共創商機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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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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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實習職務需求（一）  實習職務需求（二）  實習職務需求（三）  

職務名稱  內控助理  行銷助理   

用人單位  越南中鎮  越南中鎮   

實習合作

欲達目的 
產業合作  產業合作   



實習工作

內容與培

訓規劃 

協助主管日常流程梳理、

核發訂單事宜  

協助行銷部門進行產品開

發事宜  
 

實習名額  1 1  

實習類型  

■學期實習 (2-6 月 ,畢業生 )  

□暑假實習  □寒假實習  

□學年實習  

■學期實習 (2-6 月 ,畢業生 )  

□暑假實習  □寒假實習  

□學年實習  

 

實習時程  

__2022_年__2_月___日 至

_2022__年_6__月___日，每週

實習_6__天(配合學校實習情

況規定、當地上班制度) 

__2022_年__2_月___日 至

_2022__年_6__月___日，每週

實習_6__天(配合學校實習情

況規定、當地上班制度) 

 

實習時數  

上午_8__：__00_ 到下午

_17__：_00__，總計約__8 

__小時/天 (總時數配合學校

時數規定) 

上午_8__：__00_ 到下午

_17__：_00__，總計約__8 

__小時/天 (總時數配合學校

時數規定) 

 

實習地點/

區域 
越南 越南  

實習地址 

越南平陽省順安市平準坊平

準生產區地圖 DC 8.4 號, 地

塊編號 1111 

越南平陽省順安市平準坊平

準生產區地圖 DC 8.4 號, 地

塊編號 1111 

 

薪資福利

(薪資/獎助

學金、保

險、食宿..) 

 實習薪资/津貼：24000-26000 

 提供住宿：【若有，請於資料

填寫最後，附上宿舍照片】 

是(學生是否需自付房租○

是 否 ；是否需自付水

電 ○是 否)  

□否 

 膳食 

是 

  早餐 午餐 晚餐 

 ○補貼           元 

□否 

 保險 

勞保：是 □否 

健保：是 □否 
勞退提撥：是 □否 

團體/就業保險：是 □否 
 提供來回机票补助(若提供海

外實習請填寫)： 

是(幾趟 __1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福利 

 實習薪资/津貼：24000-26000 

 提供住宿：【若有，請於資料

填寫最後，附上宿舍照片】 

是(學生是否需自付房租○

是 否 ；是否需自付水

電 ○是 否)  

□否 

 膳食 

是 

  早餐 午餐 晚餐 

 ○補貼           元 

□否 

 保險 

勞保：是 □否 

健保：是 □否 
勞退提撥：是 □否 

團體/就業保險：是 □否 
 提供來回机票补助(若提供海

外實習請填寫)： 

是(幾趟 __1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福利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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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實習職務需求（一）  實習職務需求（二）   

學生身份

類別  

本國生  □陸生  

□外籍生  □不拘  

本國生  □陸生  

□外籍生  □不拘  
 

實習年級  
□大三  大四  □碩一   

□碩二  □博士  □其他  

□大三  大四  □碩一   

□碩二  □博士  □其他  
 

需求科系 商學院或語文學院佳 商學院或語文學院佳  

語文能力  
□不拘  V 華語  V 英語  

□日語  □其它  

□不拘  V 華語  V 英語  

□日語  □其它      . 
 

工作技能  Excel, Word, PPT Excel Word, PPT  

特質需求  主動學習、抗壓性佳  主動學習、抗壓性佳   

其他條件  
實習結束，畢業後有意願前往

越南地區就業者為佳。 

實習結束，畢業後有意願前往

越南地區就業者為佳。 
 

需具備 

文件 

履歷   依公司格式 〇不拘 

自傳  

成績單 歷年成績   〇前一學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履歷收件 / 

媒合日期  

․於開始實習一個半月完成媒合作業，以利後續實習合約簽署等作業。  

收件：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前  

媒合面試：預計於  _2021_年_12_月_10_日前  

申請資料投

遞方式 /繳交

窗口  

  

面試方式  至公司面試 到校面試  □電訪  視訊  其他  （視疫情狀況討論）                                              

機
構
窗
口 

聯 絡 人 沈純華 部門 人力資源中心 職稱 專員 

聯絡電話 04-26154221 #549 e-mail hua@tiongliong.com 

**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僅做為專業實習合作聯繫之用，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
障您個人資料之安全。 

 

 

 

 

 

 

 

 

 

 

 

 

 



二、實習工作內容課程規劃表【請依據提供之實習職務填寫實習規劃】 
實習職務需求（一）：   內控助理              

實習地點：  越南               

實習週次/期間 

(可依週次或月等期間為單位) 

實習工作/培訓內容 

(可依不同之實習週次或月為期間規劃實習內容) 

第一個月 公司文化、行政流程、環境熟悉 

第二-五個月 內部流程學習及實作 

  

  

 

實習職務需求（二）：   行銷助理              

實習地點：    越南             

實習週次/期間 

(可依週次或月等期間為單位寫) 

實習工作/培訓內容 

(可依不同之實習週次或月為期間規劃實習內容) 

第一個月 公司文化、行政流程、環境熟悉 

第二-五個月 行銷流程學習及實作 

  

  

 

附件、宿舍照片(預計一人一間，以公司宿舍為主) 

待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