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廠商徵求實習生登記表 

※ 請附上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廠商名稱 鼎綸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 24922384 

聯絡人 呂芝儀 聯絡電話 06-2132256 

E-MAIL dinglun.ib@gmail.com 

公司配合 

事項 

1. 指派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擔任輔導老師指導學生專業學習。 
2. 提供專業實務，給予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3. 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隨時瞭解其學習狀況。 
4. 協助安排學校輔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 
5. 指導實習學生撰寫實習報告。 
6. 評核實習學生工作表現及實習成績。 

7. 參與學校辦理之學生實習工作相關之會議。 
8. 不定期與學校聯繫並告知學生實習狀況。 

9. 協助處理其他與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之事項。 

實習課程 

■暑期實習          07/01~08/31(連續 2個月) 

■上學期實習        09/01~01/31(連續 5個月) 

□上學期(其他)實習  09/01~01/31(累計 320小時以上) 

■下學期實習        02/01~06/30(連續 5個月) 

□下學期(其他)實習  02/01~06/30(累計 320小時以上) 

備註：如要一整年實習(共 12個月)，請暑期實習、上學期實習及下學期實

習三項皆勾選。 

合作對象 

系所  □機械  □電機  □電子  □化材  □資工  □食品  □光電 

      ■企管  ■財金  □工管  ■國企  □餐旅  ■行銷  □休閒 

      ■會資  ■資管  □應日  □幼保  □應英  □多樂  □資傳 

      □產設  □視傳  □流行音樂系    □高齡服務       

工作地點 

(請務必填寫) 
台南市中西區 

工作待遇 

(請務必填寫) 

25250元，週休六、日 

提供勞健保及團險(含意外險) 

需求職稱 

(請務必填寫) 

1.行政助理      

2.              

3.               

工作內容 

(請務必填寫) 

1. 公文/信件收發 

2. 協助申請經代專區帳密 

3. 主管交代之其他工作 

限制條件 須有機車駕照 

需求人數 1~2位 

備註 無 

※ 實習生參加校外實習最長可一年，或選擇暑期實習、上學期實習、上學期(其

他)實習、下學期實習、下學期(其他)實習，且列入畢業學分之課程，薪資依
公司規定。 

※ 請將本表（附件一）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請蓋公司章) 
   e-mail：dept_cdacpt@stust.edu.tw。



 

※校外實習課程為系所課程教學之延伸，敬請各實習機構如有實習需求可與各系實習窗口聯繫，以利於

系所審核貴公司提出職缺是否與該系核心課程相符。 

各系實習窗口名冊 

學校總機電話：06-2533131 

學院 系別 分機 窗口 E-mail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3145 陳文山老師 chenws@stust.edu.tw 

3101 王詠珍助教 wuj333@stust.edu.tw 

資訊工程系 3201 李玉貞 ridesu@mail.stust.edu.tw 

電機工程系 3301 陳慶瑜 nina@mail.stust.edu.tw 

機械工程系 3501 王皪誼 i9050029@mail.stust.edu.tw 

光電工程系 3601 吳祐銘 youmingwu@stust.edu.tw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3701 陳怡玲 chen10@stust.edu.tw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3901 孫鍾豪 sunla@stust.edu.tw 

商管 

學院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4101 李姿儀 tzuyi0521@mail.stust.edu.tw 

資訊管理系 
8197 陳炳文老師 pwchen@stust.edu.tw 

4301 許銘源助教 mingyuan@stust.edu.tw 

企業管理系 4501 王湘蕙 anna@stust.edu.tw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701 林曉薇 weii@mail.stust.edu.tw 

餐旅管理系 4801 柯慧芳 j2006@mail.stust.edu.tw 

休閒事業管理系 4901 高春妹 mei@mail.stust.edu.tw 

國際企業系 
5130 張淑玲老師 shuling@stust.edu.tw 

5101 高瑞媜助教 bear@stust.edu.tw 

財務金融系 5301 陳佳寬 olivia@mail.stust.edu.tw 

會計資訊系 5501 王穗敏 collin@stust.edu.tw 

人文社

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6101 游惠羚 vicky12@stust.edu.tw 

應用日語系 6301 黃心瑜 jap@mail.stust.edu.tw 

幼兒保育系 6501 蘇淑惠 areo@mail.stust.edu.tw 

高齡服祉服務系 6801 宋昭怡 anita7819@stust.edu.tw 

數位設

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7101 葉人傑 bluenight7052@mail.stust.edu.tw 

流行音樂產業系 7201 潘瀅棻 numi2015@mail.stust.edu.tw 

視覺傳達設計系 
8306 賴孟玲老師 molin@stust.edu.tw 

7301 吳家宜助教 heayjen@mail.stust.edu.tw 

創新產品設計系 7401 林彥良 yenliang@mail.stust.edu.tw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7501 許博鈞 pochunhsu@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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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參與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各項作業時程表 

實習 

學期 

辦理實體說明會 

 (實習職缺介紹) 

(地點本校) 

實習職缺(系網)公告 

(系所審核) 

實習生錄取名單 

(系所製作合約) 

【學校】合約書 

用印截止日 

【實習機構】合約書 

用印完成(註 4) 

(學校收件截止日) 

暑期 3 月 隨時辦理 4/30 前 6/15 實習起始日前 

上學期 3 月 隨時辦理 5/30 前 8/15 實習起始日前 

下學期 9 月 隨時辦理 11/30 前 次年 1/15 實習起始日前 

 

簽約注意事項 

1. 對象：本校日間部學生 

各學程實習之起始日以下列為(原則)： 

1.暑期學程：約 07/01開始，須 2學分以上，同一實習機構實習連續 8週且時數 320小時以上 

2.學期學程：上學期約 09/01開始，下學期約 02/01開始，須 9學分以上，時程 18週以上，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依各系訂定 

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2. 實習時段：請以日間上班為主，即 8：00－17：00，8小時為原則。 

3. 合約書製作分為○1 採用制式合約書(建議以採用此方法，作業時程最短)，合約書網址：https://aric.stust.edu.tw/tc/node/download_304_1_3  

○2 非採用制式合約書(審核時間長)。 

4. 待實習機構與本校雙方用印完成，實習生始得開始實習，反之則暫緩前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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