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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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號或統一編號 28585980 

產業類別 航太工程製造業 

機構性質  󠄁■台資  □陸資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營業項目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資本額 168,000,000 員工人數 20 

機構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六路 2 號 

機構簡介 航太複材產品暨汽車複材產品專業製造  

實

習

職

務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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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P 工讀生  疊層工讀生  熱壓爐工讀生  

用人單位  特助  製造部  製造部  

實習合作

欲達目的 

使學生了解 ERP 對生產製

造的重要性  

透過預浸料或其他乾料的

疊合，使本科系學生了解

複合材料的製造與設計  

透過對熱壓爐的操控，使

本科系學生了解複合材料

在熱壓釜製程工藝上的運

用  

實習工作

內容與培

訓規劃 

負責協助 ERP專員對系統的

導入工作事項 

 

RTM 製程乾布疊合與相

關、熱壓釜製程預浸布疊

貼、氣袋成型製程預浸布

疊貼  

進出爐操作、拆清模操

作、熱壓爐維護與保養、

模具保養  

實習名額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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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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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年___月___日 至___年

___月___日，每週實習___天。 

上午___：___ 到下午___：

___，每天 ____小時 

___年___月___日 至___年

___月___日，每週實習___天。 

上午___：___ 到下午___：

___，每天 ____小時 

___年___月___日 至___年

___月___日，每週實習___天。 

上午___：___ 到下午___：

___，每天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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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 

實習地址 工業三十六路 2 號 工業三十六路 2 號 工業三十六路 2 號 

薪資福利

(薪資/獎助

學金、保

險、食宿..) 

 實習薪资/津貼：2525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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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

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薪资/津貼：2525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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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

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薪资/津貼：2525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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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  ■否 

 其他额外提供：

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說明 若有加班 2 小時，會供餐   

實

習

生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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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需對應系上專業能力，請
務必填寫對應需求之學系，請
避免填”不拘” ) 

黯 Excel/Word 操作 

(實習需對應系上專業能力，請
務必填寫對應需求之學系，請
避免填”不拘” ) 

 

(實習需對應系上專業能力，請
務必填寫對應需求之學系，請
避免”不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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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NA 

特質需求  NA NA NA 

其他條件  NA NA NA 

需具備 

文件 

□履歷   〇依公司格式 〇不拘 

■自傳  

■成績單 〇歷年成績   〇前一學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履歷收件 / 

媒合日期  
 

申請資料投

遞方式 /繳交

窗口  

yhchiu@o365.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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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凱翔 部門 製造部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angus@ua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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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工讀生  

實習地點：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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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排程會另行調整) 了解 ERP 架構與其建立的背景邏輯、運行方式 

第二週(排程會另行調整) 協助 ERP 專員進行測試 

至實習結束 ERP 系統導入 

  

s 實習職務需求（二）：疊層工讀生  

實習地點：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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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專案進度安排 RTM 製程乾布疊合與相關  

依專案進度安排 熱壓釜製程預浸布疊貼  

依專案進度安排 氣袋成型製程預浸布疊貼  

  

 

實習職務需求（三）：熱壓爐工讀生  

實習地點：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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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至 實習結束 

(依據生產排程調整) 
進出爐操作、拆清模操作、熱壓爐維護與保養、模具保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