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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課程目標 

為配合辦理 111 年度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之精準

農業與多元健康領域計畫，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於暑假期間開設

本農產業實習課程，引導精準農業與多元健康相關領域之學員至農業領域企業

實習，以達到縮短產學落差及培育產業發展所需人才之目的。重要學習目標如

下： 

一、實地參與精準農業與多元健康領域農產業界作業項目及內容。 

二、綜合基礎理論及企業所需實驗或商業應用之操作。 

三、訓練查閱相關資料及討論會報告的能力。 

四、體驗精準農業與多元健康領域農產業脈動，促進學員對產業之了解與

興趣。 

貳、實習申請須知 

一、目的 

 提供學員提早接觸產業界之機會，增加學員實作經驗，同時加強本校與

精準農業與多元健康領域農產業界之互動與交流，並促成中部動植物農業

產學聯盟之健全運作。 

二、申請資格 

 於111學年度上學期，在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具有學籍之大學部學

生或碩士生，可申請本課程實習。 

三、實習期間 

本課程實習生利用暑假期間赴產業界實習，實習期間至少1個月（含周休

二日）。 

四、申請辦法 

 請上網填寫報名表單(https://reurl.cc/9OgGdn)，並於 5月16日（星期一）

下午五點前，填妥並繳交選課申請表（附件一）、實習同意書（附件二）及

實習單位同意書(附件三)，各乙份；繳交至農資學院各系所承辦人。 

https://reurl.cc/9Og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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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考核 

 實習期間應確實填寫「暑期校外實習報告」（附件四），實習結束後應

填寫「暑期校外實習意見調查表」，請於 9月16日（星期五）前繳交「暑期

校外實習報告」電子檔至本計畫聯絡信箱 (dhtpnchu@smail.nchu.edu.tw)。將

於 8月26日（星期五）前擇期公布簡報日期。書面報告及口頭簡報由教師評

核通過後，得授予「農產業實習（一）或（二）」課程 2 學分（統一人工

選課）。111學年度上學期休學、經退訓或實習總分低於 70 分者不給予學

分。 

六、實習單位 

 本課程申請學生可向各系辦洽詢實習單位或自行洽談實習單位。本院

推薦之實習單位名單請見附件五，並公告於本院網站「最新消息」

（http://canr.nchu.edu.tw/）與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網站 (https://nchupatpcenter.com/)。請實習學生自行衡量實習地點及食宿交

通等因素是否合適。 

七、實習學分 

 參與本實習課程之學員，為選讀111學年度上學期暑期課程「農產業實

習（一）、（二）」（2學分）之實習生。 

八、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一）學生需與企業事先談妥實習日期、時段，確保雙方達成共識。 

（二）實習學員即代表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審件合格派任前往，

此校外實習機會實屬難得，請同學認真學習。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仍

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應自我約束管理（包含請假等事宜），如有優

良或不良表現，由該實習單位通知系所單位或本課程教師，逕依學校

相關規定處理。 

（三）本實習辦法若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修正之，經公布後生效。 

參、實習成績標準 

實習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不及格： 

一、曠班達三日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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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假時數達總實習時數四分之一以上者。 

三、實習期間內遲到、早退次數合計達十次以上者。 

四、實習總成績（電子檔及口頭報告）七十分以下者。 

 

肆、獎勵機制 

於 5 月 16 日（一）繳交選課申請表等文件；且於 9 月 16 日（五）前繳交

書面報告 (附件四)，實習成績 (書面資料、口頭報告及實習單位意見) 優異

者，最高可獲獎學金 5,000 元整。 
 

伍、實習洽詢窗口 

 於申請或實習期間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或來信洽詢農資學院 04-2284-
0780 分機 309 曾小姐（dhtpnchu@smai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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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農業/多元健康農產業實習（即農產業實習（一）或（二）） 

選課申請表 

實習學員個人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系所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年級 

聯絡電話  

E-mail  

緊急連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手機： 

是否為第一次修習本課程？ 
□是；人工選課為農產業實習（一） 
□否；人工選課為農產業實習（二） 

實習單位志願序（請填妥已確認之實習單位、或目前洽談中至多 3 個志願） 
是否已確認實習單位？ □是；□否 

實習單位名稱 預計實習期間 

志願 1  
□七月份   □八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 
□其他（     ） 

志願 2  
□七月份   □八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 
□其他（     ） 

志願 3  
□七月份   □八月份  □七月份～八月份 
□其他（     ） 

是否有 
推薦人 

(無，則免填) 
姓名/單位/職稱： 電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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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1 年度 

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精準農業領域暨多元健康領域  

暑期校外實習同意書 

本人        就讀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系       年級      
(學號             )，茲同意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共 計     個 月 ， 參 加 本 系 所 認 可 之  ( 企 業 實 習 單 位 及 部 門 )                        
進行校外實習課程，並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一、工作紀律： 

(一)依照實習機構規定時間上、下班，不遲到、不早退。 

(二)保持服裝儀容整齊、清潔。 

(三)遵守實習機構所安排之工作及生活作息管理各項規定。 

(四)請假須先經實習機構主管同意。 

二、實習學生因參加校外實習所知悉之實習機構業務機密，無論於實習期間

或實習終了後，均不得洩漏與任何第三人。 

三、恪遵本校及企業實習單位之相關法規，絕不做出任何有損本校及實習單

位名譽之行為。  

四、非因不可抗拒之因素，不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提前結束或中斷實習，否

則實習課程成績以零分計算，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中興大學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_____________系所 

 

家 長 姓 名：           簽章： 

聯  絡  電  話： 

 

學 生 姓 名：           簽章：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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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1 年度 

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精準農業領域暨多元健康領域 

 
實習單位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貴單位名稱) 同意學生______________至貴單位進行實習，

實習日期自 111 年   月   日至 111 年   月   日止。 

實習期間兩方約定事宜說明如下： 

1. 在實施實習訓練期間，貴單位應提供指導實習必要的協助，並詳細告知實習

工作內容。 

2. 在實施實習訓練期間，貴單位應提供相關設備器材及技術訓練等，以配合實

習教學。 

3. 實習期間貴單位應注意學生的人身安全，避免不當的工作項目或工作時間之

安排，讓學生能在良好的環境中學習。 

4. 所方同意督促學生在貴單位實習時的行為，特別是關於保護貴單位之營業秘

密之相關合約及責任。 

5. 本同意書一式二份，一份由貴單位留存，另一份由本單位留存。 

 

實習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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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報告格式 

(本課程支持無紙化，請繳交電子檔 PDF 和 Word 即可) 

格式規定 實習書面報告一律以 A4 格式紙張，電腦繕打，電子格式包括： 

直式橫書，列印雙面。                字體尺寸: 12。  

字型：標楷體。               行距:單行間距。 

頁碼阿拉伯數字，頁面底端置中。  
本報告頁數限制（不含封面和照片頁面）為至少 4 頁，至多 6 頁。 

繳交日期 實習結束後，請於 9 月 16 日（四）前繳交電子檔報告與學習意見調

查表（PDF 和 Word，含影像檔案），寄至

dhtpnchu@smail.nchu.edu.tw。作業繳交每遲一天累扣 3 分。 

書面報告項目 

一、 實習單位介紹 
二、 實習工作內容 
三、 工作日誌 
四、 實習心得 
五、 其他(如實習剪影、參考文獻等) 

※各項目內容可包含： 
一、實習單位介紹：實習單位、工作部門及人員簡介。 
二、實習工作內容：可詳述，包括實習工作之職掌，每日、每周或例行的實習工作

內容(若要檢附工作文件及相關表格，必需先經過實習單位同意)。 
三、實習心得，例如： 
實習過程中所學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及對未來生涯發展及專業能力有何幫助? 
實習過程中，令人感觸最深刻、印象最深的人、事及物。 
實習過程中，與上司、同事間的相處，對於職場倫理及自身人際關係有何心得及

助益? 
經過此次實習反思後，覺得自己需要加強的部份為何? 打算如何充實自己專業知

識與技能，來面對競爭的就業市場。 
四、實習剪影(若檢附照片，請略作說明)。 
五、參考文獻(若實習報告為可公開的實驗報告，才需放入此項目) 

(最後兩點內容所佔頁數，不列入所規定 4 頁報告內容計算。) 

 
 

 

  

附件四
 

mailto:%E5%AF%84%E8%87%B3winnietsai03@dragon.nchu.edu.tw
mailto:%E5%AF%84%E8%87%B3winnietsai03@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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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報告格式-封面 

國立中興大學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精準農業暨多元健康領域農業產業 
暑期校外實習書面報告 

 
 

班級：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實習單位及部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作業繳交規定期限：111 年 9 月 16 日      繳交日期：    年    月___日 

遲交天數：___________                   扣分：______________(3 分/天)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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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報告格式-工作日誌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指導主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實習內容 
本日請假時數

事由(病、事、

公等) ____小時 

指導主管 
簽核 

    
    
    
    
    
    
    
    
    
    
    
    
    
    
    
    
    
    
    
    

註 1：實習期間須每日撰寫實習日誌，簡述每日實習工作內容，實習完成後請於 9 月 16 日（星期五）

前，將報告書電子檔暨至 dhtpnchu@smail.nchu.edu.tw，信件標題註明「(學生姓名)-111 年度暑期

『農產業實習』」。 
註 2：若要請假請確實登錄在實習日誌表中，並請指導主管簽名核假，實習期間事假、病假及曠班時數

如累計超過 40 小時(含)以上者，則須依實習單位規定補班。 
註 3：不敷使用請自行增頁。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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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單位列表 

實習單位含有本計畫簽屬合作意向書與各系推薦名單 

科系 實習單位屬性 實習單位名稱 

簽署合作意向書 

法人機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地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產業/園區 

稼穡種子有限公司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揚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佳和農化企業有限公司 

生生種子股份有限公司 

知耕鳥農企業有限公司 

百果林 

青欣牧場 

蜜蜂故事館股份有限公司 

鍠麟機械有限公司 

諾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善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通產設有限公司 

宇峰環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大元光鮮有限公司 

展壯園藝股份有限公司 

陽昇園藝有限公司 

立瑞畜產有限公司 

瑞興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可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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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實習單位屬性 實習單位名稱 

植物病理學系 

法人機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地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台中國立科學博物館 

世界蔬菜中心 

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大梅峰農場 

產業/園區 

沅美生物科技公司 

耕晟生技公司 

利得生物科技公司 

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自然草本生計有限公司 

台灣拜耳公司 

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欣樺種苗 

芊卉園藝公司 

比可蘭園 

陽昇園藝公司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台南巨農有機農場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品養生股份有限公司 

綠寶農業科技公司 

瑞興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宇辰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研帥蘭園 

興農芳蘭園 

東大製茶廠 

慈心有機農業基金會教育農場 

將豪健康農場 

蔬活有機農場 

吉田田有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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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實習單位屬性 實習單位名稱 

植物病理學系 產業/園區 

虎鯨吃草莓農場 

和興生態農場 

台美檢驗科技 

匯軒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青年農民聯誼會和平分會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客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科學系 

法人機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花蓮種畜繁殖場 

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臺北市立動物園 

新竹市立動物園  

產業/園區 

新光兆豐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匯軒股份有限公司 

東盈農牧股份有限公司(林口畜牧場)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衛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汗王馬場 

瑞興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比菲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鵬乳羊牧場 

統一企業(股)公司 

善麗生技育種有限公司 

露易莎馬術訓練中心 

格林馬術中心 

梅桂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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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實習單位屬性 實習單位名稱 

動物科學系 產業/園區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 

世平畜牧場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冠現代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點鑫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親牧場 (飛牛牧場)  

英茗德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飛牛牧場)  

大峰牧場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匯軒股份有限公司 

森林學系 法人機構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食品暨應用生物

科技學系 

法人機構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產業/園區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松食品公司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集團-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集團-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昆蟲學系 產業/園區 蜜蜂故事館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醫學暨安全

農業碩士學位學

程 

法人機構 台灣香蕉研究所 

產業/園區 

台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一種苗 

永齡農場 

青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慈心有機農業基金會教育農場 

農藝學系 

法人機構 
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糖公司研究所 

產業/園區 

蔬活有機農場 

台灣先正達公司屏東試驗站 

耕晟生技公司 

綠寶農業科技公司 

農友種苗公司 

采芳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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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實習單位屬性 實習單位名稱 

農藝學系 產業/園區 

文山休閒農場 

林內教芋園 

台糖公司萬丹甘蔗試驗場 

廣容綠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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