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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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號或統一編號 22266307 

產業類別 紡織成衣業 

機構性質  ■台資  □陸資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營業項目 主要產品: 紗線、紡織品、牛仔布生產、知名歐美外銷品牌牛仔衣褲代工 

資本額 20 億  員工人數 15000 人 

機構地址 
(總部)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06 號 13 樓  

(工廠)苗栗縣後龍鎮東明里下浮尾 119-3 號 

機構簡介 

年興紡織於 1986 年 10 月成立，現為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代碼 1451），目前已

是全世界牛仔布生產量前六大，同時也是全球最大一貫化生產的牛仔紡織成衣

公司，是許多歐美牛仔服飾品牌御用公司。  

主要生產牛仔布及代工外銷品牌的牛仔褲，客戶為 LEVI'S ; GAP；NET 

AMERICAN EAGLE…等知名歐美品牌，並於墨西哥、非洲賴索托以及越南設立

紡織廠與成衣廠。  

面對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公司積極的調整產業發展策略，配合企業轉型進行

多角化經營，升級自動資本設備投資以提升製程效率，擴大人才培訓計畫，藉

由創新設計的團隊引領市場潮流，以持續強化公司於國際上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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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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紗技術師  織布技術師  漿染技術師  

用人單位  苗栗後龍紡織廠  苗栗後龍紡織廠  苗栗後龍紡織廠  

實習合作

欲達目的 

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實習

銜接就業機會，培育對紡

織成衣業有學習意願者。  

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實習

銜接就業機會，培育對紡

織成衣業有學習意願者。  

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實習

銜接就業機會，培育對紡

織成衣業有學習意願者。  

實習工作

內容與培

訓規劃 

1.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

流程。  

2. 清花線過程操作學習

(OE 紗、環錠紗 ) 

3. 巡房產線、機台操作

(判斷棉花、紗線品質 ) 

1.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

流程。  

2. 織造機台操作 (5 大步

驟 ) 

3. 織造結構的運用(1/3、1/2

斜紋、拉斜) 

1.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

流程。  

2. 巡視機台、機台操作

(分攪棒扣齒的運用 ) 

3. 換線、軸的技巧學習  

實習名額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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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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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_日 至 

2022 年_6_月 30 日， 

每週實習_5_天。 

上午 8：00 到下午 17：00，

每天 8 小時 

2022 年_2_月_1_日 至 

2022 年_6_月 30 日， 

每週實習_5_天。 

上午 8：00 到下午 17：00，

每天 8 小時 

2022 年_2_月_1_日 至 

2022 年_6_月 30 日， 

每週實習_5_天。 

上午 8：00 到下午 17：00，

每天 8 小時 

實習時數  

總實習時數：______小時 

(請依據實際實習天數與時數計

算，須符合學分制度之時數) 

總實習時數：______小時 

(請依據實際實習天數與時數計

算，須符合學分制度之時數) 

總實習時數：______小時 

(請依據實際實習天數與時數計

算，須符合學分制度之時數) 

實習地點/

區域 
苗栗縣後龍鎮 

實習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東明里下浮尾 119-3 號 

薪資福利

(薪資/獎助

學金、保

險、食宿..) 

 實習薪资/津貼：26,500 

 提供住宿： 

□是(學生是否需自付房租○

是 ○否 ；是否需自付

水電 ○是 ○否)  

■否(苗栗縣市內有住宿

$3500/月、苗栗縣市外交通補

助) 

 膳食 

■是，午餐 $5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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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輪班津貼 

 實習薪资/津貼：26,500 

 提供住宿： 

□是(學生是否需自付房租○

是 ○否 ；是否需自付

水電 ○是 ○否)  

■否(苗栗縣市內有住宿

$3500/月、苗栗縣市外交通補

助) 

 膳食 

■是，午餐 $5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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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輪班津貼 

 實習薪资/津貼：26,500 

 提供住宿： 

□是(學生是否需自付房租○

是 ○否 ；是否需自付

水電 ○是 ○否)  

■否(苗栗縣市內有住宿 

$3500/月、苗栗縣市外交通補

助) 

 膳食 

■是，午餐 $5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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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輪班津貼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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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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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條

件

 

項目  實習職務需求（一）  實習職務需求（二）  實習職務需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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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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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  ■大四  □碩一   

□碩二  □博士  □其他  

需求科系 
纖維與複合材料科學系 

紡織、化工相關科系 

纖維與複合材料科學系 

紡織、化工相關科系 

纖維與複合材料科學系 

紡織、化工相關科系 



語文能力  
■不拘  □華語  □英語  

□日語  □其它  

■不拘  □華語  □英語  

□日語  □其它  

■不拘  □華語  □英語  

□日語  □其它  

工作技能  無  無  無  

特質需求  認真學習，做事積極熱忱  認真學習，做事積極熱忱  認真學習，做事積極熱忱  

其他條件     

需具備 

文件 

■履歷   〇依公司格式 〇不拘 

■自傳  

■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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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構
窗
口 

聯 絡 人 李若宇 部門 人力資源部 職稱 專員 

聯絡電話 (02)2656-8888 #209 e-mail yuki.lee@nhje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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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紗技術師      

實習地點：  苗栗縣後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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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月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流程。  

第 2-5 個月 1. 清花線過程操作學習  (OE 紗、環錠紗 ) 

2. 巡房產線、機台操作  (判斷棉花、紗線品質 ) 

  

 

實習職務需求（二）：    織布技術師     

實習地點：苗栗縣後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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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月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流程。  

第 2-5 個月 1.織造機台操作  (5 大步驟 ) 

2. 織造結構的運用 (1/3、1/2 斜紋、拉斜) 

  

 

實習職務需求（三）：    漿染技術師     

實習地點：苗栗縣後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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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月 了解紡織體系的工段流程。  

第 2-5 個月 1. 巡視機台、機台操作  (分攪棒扣齒的運用 ) 

2. 換線、軸的技巧學習與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