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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大專院校參與內湖科技產園區企業實習之現況調查

研究 

研 究 生：張 靜 怡 

指導教授：林 弘 昌 

中文摘要 

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為占台灣知識經濟產業的關鍵性位置一環，因此

於人力資源需求上以知識密集從業人員數占大半數，對人力素質涵養及

知識技術頗為重要及倚賴。在科技快速的變動、企業產品週期轉換率高

和產業導向趨勢下，對於企業注入好的人才要求是迫切和急需，國內企

業單位為了留住高端人才，除了常見的招聘管道，產學間的實習制度方

式也逐漸受到重視，可為培養和優先招募人才管道之一。本研究的目的

在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在培育人才上藉由實施實習制度進行初步的

探討實習發展的現況、遭遇的困難與阻礙，及實行企業實習的成果。本

文透過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單位、鄰近大專院校之教師為範圍

對象，藉由調查問卷、訪談資料方式，進行調查與探討。本研究的工具

包括：（1）研究者自編的「內湖科技產業園區參與企業實習之調查研究」

問卷，用以蒐集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單位的實習資料；（2）半結構

式訪談大綱，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擬定數題訪談題目，以請大專院校

教師提供學生在參與企業實習的意見和想法。本研究結果發現企業與校

方皆認同藉由企業實習的培育合作是重要的且比短期招募更為能縮短

產學之間的落差，最後對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在未來實施實習制度發展上，

提出參考建議。 

 

關鍵詞：企業實習、人才發展、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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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bout   

Cooperating Internship with Universities from Northern 

Taiwan and Industries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Author: Chang, Ching-Yi 

Adviser: Lin, Hung-Chang 

ABSTRACT 

Neihu Technology Park takes the crucial role in Taiwan’s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Therefore, considering the high quality in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knowledge technology, the need of the knowledge intensive staff takes 

the majority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Also, in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enterprise products’ conversion rate,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recruit talented acquisitions. In order to keep talented 

acquisitions in self-own industry, except for the normal recruitment, more and 

more industries will emphasize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internship cooperation, and this can become the way of 

cultivating and recruiting talented acquisi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bout cooperating internship with 

Universities from Northern Taiwan and industries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realize the difficulties or challenges during the implement of internship and 

the outcome of the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this study 

by applying the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industries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and teachers or professors at the nearby universities.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firstly from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o acquire the internship information from industries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Followed by some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at nearby universities to collect students’ ideas and though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ship. As for the result,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both indust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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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ll have the strong agreement that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rnship 

are important and, compare to the recruitment with a short period,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rnship can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what people learned 

from universities and what they really do at industries. In the end, this research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how to improve the internship development in 

Neihu Technology Park. 

 
Key words: Internship,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Neihu Technology 

Par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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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的功能、成長 

依據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8）的資

料顯示截至105年3月底計內湖科技產業園區有5,457家廠商完成公司、

行號登記，目前園區開發率為 95%以上，園區內以半導體、電腦週邊設

備製造、IC 零組件相關產業單位進駐，例台達電子、光寶科技、明基電

通、大眾電腦等企業的總部及其研發單位，目前已成為臺北市地區科技

產業的營運、創新、研發群聚地。早期是為基隆河岸的農業區，後於民

國 74 年 1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擬訂內湖輕工業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規劃為功能符合附近居住品質、適宜臺北市未

來發展之輕工業區（臺北市政府，2001）。而因應產業結構調整及當時經

濟快速成長（亞洲四小龍時代），臺灣產業結構在趨勢之下，高科技產業

以明星姿態登上國家經濟發展重要舞台。因此為了滿足當時產業需求和

發展多元化，公告實施變更「臺北市『臺北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

業區）計畫案」，再經十二次的變更放寬其條件，形塑有競爭優勢、優良

就業環境之科技產業發展環境。在發展趨勢上也因其地理位置優越，鄰

近高速道路系統，可快速抵達松山機場、中正機場等交通網絡，並連接

另一科技產業重鎮新竹科學園區，吸引了科技產業鏈相關的創新、研發

團隊、行銷設計、服務等知識經濟產業進駐，目前區內已包括製造業、

資訊、通訊、生技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成為臺北市區內很重要的科技

環帶。 

二、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在人力資源的需求型態和情形 

近年來人類的生活模式和溝通也深受網際網路的影響，近期熱烈討

論的物聯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一詞，透過網路、物件、人聯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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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將是一種新型態革命，具產業融合概念充滿挑戰也是機會和商機。

專家認為未來十至二十年將會是這一波浪潮席捲，而在 2020 年全球高

科技產品市場規模估計可高達六兆五千億美元，其中以半導體製造、電

腦週邊、消費型電子、家電機器（資訊家電）等相關領域將會延續過去

30 年的資訊革命推出更進步的產品，全球市場規模預估將佔 45%。其中

以消費電子及個人穿戴設備的發展趨勢影響領域之技術將明顯居產業

界的主導地位，在此之下為因應快速的變化與衝擊，知識經濟將是首要

重點（王秋原、李炫逸、趙建雄，2008）。臺灣在 1980 年代設立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以來，利用高科技產業由上而下帶動地方發展，已成為非常

普遍的科技園區策略。近年來，臺北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的快速崛起，產

生了另一種由下而上模式所孕育出來的科技園區。然而，在全球化都市

競爭下，企業（含跨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行為是影響都市競爭優

勢的重要決定因素。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位居台灣知識經濟產業發展的關

鍵性位置，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也基於業務職掌需要、擬訂方向、檢

討改善和未來發展政策等需參考的資料依據，定期實施園區內產業調查

及分析，由臺北市產業發展局 105 年度的調查分析報告可以看出園區內

企業單位及行業別，單位數明顯逐年成長（表 1-1），而聚焦園區從業員

工數業來看，104年內科園區員工數相較於 102年人數增加了 31,209人，

其中又以服務業部門從業員工數占了園區的 60.35%，則是趨緩情形（表

1-2）；從知識密集度來看，園區知識密集產業從業員工人數為116,301人，

占全體從業員工人 218,867 人之 53.14%；其中知識密集型製造業為

67,064 人，知識密集型服務業為 49,238 人（表 1-3）。這些資料顯現出

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對於人力資源需求上的分布情況，尤其以知識密集從

業人員數占大半數，可窺見人力素質涵養及知識技術頗為重要及倚賴，

在如此快速的變動、企業產品週期轉換率和產業導向發展趨勢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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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要求是迫切和急需。 

表 1-1 
105 年度內湖科技園區產業類別調查分析表 

行業別 
102 年 104 年 

增減家數
增減率

（%） 企業家數 百分比% 企業家數 百分比% 

工業部門 994 16.79 1,087 16.78 143 9.36 

製造業 797 13.47 904 13.96 107 13.43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6 0.1 6 0.09 0 0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9 0.15 9 0.14 0 0 

營建工程業 182 3.07 168 2.59 -14 -7.69 

服務業部門 4,925 83.21 5,390 83.22 465 9.44 

批發及零售業 2,372 40.07 2,627 40.56 255 10.75 

運輸及倉儲業 184 3.11 148 2.29 -36 -19.57 

住宿及餐飲業 142 2.4 140 2.16 -2 -1.4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12 10.34 706 10.9 94 15.36 

金融及保險業 614 10.37 685 10.58 71 11.56 

不動產業 277 4.68 307 4.74 30 10.8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433 7.32 490 7.57 57 13.16 

支援服務業 129 2.18 121 1.87 -8 -6.2 

教育服務業 9 0.15 6 0.09 -3 -33.33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16 0.27 19 0.29 3 18.75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68 1.15 82 1.27 14 20.59 

其他服務業 69 1.17 59 0.91 -10 -14.49 

總計 

(工業+服務業部門) 
5,919 100 6,477 100 558 9.43 

資料來源：出自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7）。 

 

表 1-2 
105 年度內湖科技園區從業員工數比例分布 

行業別 

102 年 104 年 

增減人數 
增減率

（%） 員工數
百分比

% 
員工數

百分比

% 

工業部門 62,093 31.62 90,225 39.65 28,12 45.31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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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內湖科技園區從業員工數比例分布（續）  

行業別 

102 年 104 年 

增減人數 
增減率

（%） 員工數
百分比

% 
員工數

百分比

% 

製造業 55,937 28.49 81,514 35.82 25,577 45.72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372 0.19 294 0.13 -78 -20.97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937 0.48 842 0.37 -95 -10.14 

營建工程業 4,847 2.47 7,575 3.33 2,728 56.28 

服務業部門 134,276 68.38 137,353 60.35 3,077 2.29 

批發及零售業 63,839 32.51 63,199 27.77 -640 -1 

運輸及倉儲業 7,616 3.88 6,443 2.83 -1,173 -15.4 

住宿及餐飲業 3,244 1.65 2,563 1.13 -681 -20.99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7,601 14.06 26,986 11.86 -615 -2.23 

金融及保險業 9,138 4.65 13,241 5.82 4,103 44.9 

不動產業 1,991 1.01 3,923 1.72 1,932 97.0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289 6.26 11,958 5.25 -331 -2.69 

支援服務業 6,141 3.13 6,208 2.73 67 1.09 

教育服務業 110 0.006 29 0.001 -81 -73.64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89 0.2 670 0.29 281 72.24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702 0.36 1,545 0.68 843 120.09 

其他服務業 1,216 0.62 588 0.26 -628 -51.64 

總計 

(工業+服務業部門) 
196,396 100 227,578 100 31,209 15.89 

資料來源：出自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7）。 

 

表 1-3 

105 年度內湖科技園區知識密集型及非知識密集型員工數分布 

按知識密集度分 

102 年 104 年 

增減人數 
增減率

（%） 員工數 百分比% 員工數
百分比

% 

知識密集型 85,050 44.71 116,301 53.14 31,251 36.74 

非知識密集型 105,163 55.29 102,566 46.86 -2,597 -2.47 

製造業合計 55,937 29.41 81,514 37.24 25,577 45.72 

知識密集型 42,357 22.27 67,064 30.64 24,707 58.33 

非知識密集型 13,580 7.14 14,450 6.6 870 6.41 

服務業合計 134,276 70.59 137,238 62.76 3,077 2.29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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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內湖科技園區知識密集型及非知識密集型員工數分布（續） 

按知識密集度分 
102 年 104 年 

增減人數 
增減率

（%） 員工數 百分比% 員工數 百分比%

知識密集型 42,693 22.44 49,238 22.05 6,545 15.33 

非知識密集型 91,583 48.15 88,115 40.26 -3,468 -3.79 

總計 

(製造業+服務業) 
190,213 100 218,867 100 28,654 15.06 

資料來源：出自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7）。 

 

三、企業實習是否能夠有效挹注內湖科技產業園區所需的人才 

學習也是最好累積及應用知識的方式，故良好的產、官、學互動能

促進深化學習的最佳觸媒。Drucker（1993）指出，在知識經濟社會裡，

對每個公司或組織而言，如何建立一套有效管理知識的系統化作業系統，

將會成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尤其科技產業高技術人才需求培養不易，若

產業要不斷轉變升級，人力資源的配置和人才素質的高低是關鍵所在。

在教育制度方面，大專院校在面對產業變遷及改變時，能因地制宜設計

課程、調整學習架構，適當的教師分配以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陳清溪

（2014）進一步指出我國在發展及培育人才上出現「學用落差」、「供需

失衡」、高失業率等現象，急待官方、產業界和學術界，共同研擬相關解

決此現象之方案。 

為求吸引適切及技術人才，內科園區內企業透過招募管道例：104

人力銀行刊登、整併內部組織、企業間挖角等方式，但並無法完全有效

的填充，人才培育上除需要長時間的訓練及經驗累積，也會因其他因素:

薪資水平、企業文化適應等，而流失關鍵人才。因此近年來產學間的實

習合作漸漸被企業單位重視，其優點藉由此方式讓學生將大學專業帶入

企業，激盪出不一樣的火花，而實習期結束後，因接受過一整個訓練及

經驗加值可直接留任公司，企業也藉此找到優良員工（任彰雄，2004），

良好的產學合作，不僅整合學界與企業資源，並且可使產學雙方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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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互蒙其利及創造利基，對企業創新與國家整體競爭力的提升是

有幫助，並達到雙贏的效果。故本研究者想探究內湖科技產業園區與學

界間透過企業實習對於培育人才的發展現況，並提出高科技產業公司未

來在實施實習制度可能之建議與討論。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節所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實施企業實習任用的現況。（目   

前進用多少實習生？職務工作內容？實習時間？有多少實

習生留下來成為正式員工？） 

（二）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實施企業實習時遭遇的困難與阻   

礙。 

（三）了解實施實習制度在企業單位的管理方式及影響。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節對於重要名詞加以釋義如下： 

一、內湖科技產業園區 

位於大臺北市的內湖區西側，是由民間投資及政府放寬產業進駐而

發展的科學園區。在內湖科技產業園區擁有其優越的地理位置、良好完

善的生活機能、順暢的交通網絡、先進的資訊脈絡等，吸引相關製造業、

資訊、通訊、生技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並引進企業營運總部之進駐，

每年平均近 30%的速度成長，是大臺北地區營收最高，聚集豐沛資金、

研發技術與創意人才的科技園區。 

根據臺北市產業發展局所述市府推動園區願景為「大內湖科技園區」

計畫，定位於科技創意中心、人才培訓中心、新興產業育成中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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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太知識服務及區域研發中心。園區目前有半導體、資訊電子、通訊、

光電等產業。本研究主要針對園區內的半導體、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軟體網路產業等企業實習現況與問題進行調查。 

二、企業實習 

企業實習泛指學校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念與能力並體驗職場

工作，在學生修習專業課程至相當程度後，於在學期間由學校安排或學

生自行找尋系所相關領域之企業或機構實習，以增加其職場的適應力與

競爭力。在互惠的基礎下，企業單位提供職場訓練，學校協助學生完成

高等教育的課程修習，企業與學校維持密切聯繫並連結產業間資訊交流。 

目前大專校院所推動的多元化的實習方案，例如暑期實習、學期中

實習（搭配 3～9 學分）、全學期實習（9 學分以上）（吳淑媛，2015），

這些實習模式在今日的環境與趨勢下更顯重要，也列為目前教育部推動

各項獎勵型專案的重點工作。為落實實習課程推動與成效，教育部於民

國 104 年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量辦法」（教育部, 2015），

引導大專校院推動實習課程，落實相關機制，必同時保障實習學生權益。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研究範圍 

因擬探討為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聘用鄰近的北區大專院校實

習生，研究範圍有以下幾點說明： 

（一）調查區域： 

1.科技園區：以臺北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區域為調查範圍。  

2.大專院校：以臺北市區域內的院校為範圍。 

 

（二）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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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進駐於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的半導體、電腦和軟體相關企

業，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因為人力限制，調查範圍將鎖定在：

仁寶、光寶、明基電通、台達電子、美商半導體相關等近一

百三十家相關的科技企業單位及組織。 

2.北市大專院校內有與企業單位合作的輔導專家或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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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企業實習在現今社會漸顯現其重要性，亞洲地區相較歐美等地區國

家例如美國和英國，皆已有推行多年的經驗，如何借重國外經驗啟發對

我國未來擬定相關方向有很重要的指導及參考，本章將從英、美及鄰近

日本的企業實習合作起源、背景脈絡及現況，窺見我國的企業實習合作

的現況發展並聚焦至內科產業園區，說明如下。 

 

第一節 英國產學合作之實習制度 

產學合作概念最早起源於英國在一九五六年的技術教育白皮書

（White Paper on Technical Education）發表，當時英國國內自然資源不

足、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因此勞動力及技術能力視為影響因素，而又以

科學人才和技術人員最為缺乏，再加上當時英國的產業結構改變，提出

所謂三明治課程（sandwich course）以職業技術教育與實務工作的經驗

訓練交互融合的過程，達到學校教育與實務訓練配合的目的與效果，並

開始廣設課程。 

實習（internship）稱為工作實習或工作經驗，實習生的權利和義務

依據企業聘僱的方式而有所區分，如果是企業單位給薪的工作機會，則

認是公司的聘僱員工，享有與內部職工同等權利和福利措施；如果在學

學生為少於一年內單位實習，則屬於學生的實習生，不受國家最低薪規

範；如果實習生只是在企業單位內觀摩，企業主不需給薪；若為在慈善

機構或官方單位服務工作，是沒有薪資，但可獲得合理的交通津貼和午

餐費用（GOV.UK, 2012）而英國全國總工會（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

提供六個最佳實踐準則供產業界招募實習生之參考：準備、招募、導入、

待遇、監督與指導、認證、推薦信和回饋，每一項的準則都代表企業主

和實習生之間所互相尊重與平等的要素。因應知識經濟和學習導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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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教室內的學習對於職場實習工作中的經驗累積和學習更有其價值

的觀念開始轉移，現今更加重視學術教育與職業之間的連結性，在產業

的不斷的流動變遷和改變下，持續在職場的生涯中不間斷對自我的學習

和磨練，是繼續維持國家和企業的競爭力關鍵之重點。 

英國政府於 2009 年出版「展現抱負報告書」 （Unleashing Aspiration），

除針對各重要專業領域的人才檢視其招募流程架構，實習經驗和工作實

務累積的經驗所產生對於社會的影響，其在創意產業方面，強調要公平

實習的制度，以及主張給予實習生在薪資上能有更多的經費補貼。在同

年的七月，英國商務部 BIS 提出「優秀畢業生實習計畫」（The Graduate 

Talent Pool, GTP），為了協助在 2008 年與 2009 年經濟衰退期間，將

畢業要進入勞動市場的新鮮人，可透過實習體驗對工作實務方面的有基

本認知和經驗，讓高等教育畢業生藉由此管道累積工作經驗（Robin & 

Emma, 2011）而英國相關機構單位在 2010 年也另擬一套關於「全國實

習計畫」（National Internship Scheme），希望企業主能提供實習機會，

讓這些數十萬計數的大學畢業生們有機會透過工作學習新的技能，鎖定

13 到 24 歲的年輕族群，讓他們進入公家單位、慈善事業及商業團體大

企業實習，若是表現良好，最後有機會獲聘為正式員工。而另一個方案

則是「知識轉移伙伴計畫」（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s, KTP），

鼓勵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最佳範例。始於 2003 年，目前由半官方組織

科技策略局（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 TSB）主導。其內容需含括三個

伙伴：一家企業公司、一間高等教育機構與一位剛畢業的新鮮人。期望

目的是促進知識和科技的移轉、激勵提升產業間的研究，也增加畢業生

的技能訓練，參與方案的公司需要負擔一半的花費，政府負擔其餘額。 

以 Bristol 大學實習計劃來說，該校目前針對對象的不同有別於兩個

的計畫：(1)校園內的實習計畫；(2)該校與中小型企業、非營利組織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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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自從 2006 年起始運作，在大學內任何的一個部門單位，可就

其一實習任務或機會提供予學生申請，校園中的實習機會，提供學生在

各種領域的實習以來獲得寶貴的工作和深刻經驗，而根據自身的學籍等

級進行實習任務，也會額外獲得來自相關職業單位服務的贊助和支持。

而企業單位例中、小型規模和非營利組織間，所規劃或開放的實習則給

近 3 年內的社會新鮮人，當然留學生也能加入這個計畫，唯一條件是需

要英國的工作許可。該計畫是開放給中小型企業（SME），即不超過 250

人，或一個非營利性組織（NPO）、社會企業和初創企業，希望為學生

提供了與組織建立當地網絡的機會，獲得難得的體驗經驗，也能增加個

人技能和充實履歷的之一豐富料件。 

過往許多老字號大學有相關成人教育及繼續教育科系，是提供應用

及職業專長教育訓練之目的。1990 年後，漸漸走向合併的路，對象也由

普遍的大眾教育走向專業領域教育發展，針對已經受雇或有相關職業的

員工作教育作發展。從許多英國大學紛紛成立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及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可看出產學之間聯繫的程度

漸漸深化。此外，大專院校參與地區的發展計畫後，不將是單純作教學

服務，而是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角色之一，更成為促進地方建設、經濟

發展方向等驅動來源。 

 

第二節 美國產學合作之實習制度 

產學合作的風氣逐漸在世界各國盛行，美國自九十年代以來運用知

識經濟促進產業發展，提升整體產業競爭力，已經成為全球知識發展最

佳典範（陳建州，2010）。美國產學合作肇始於 1862 年 Morrill 法案

（Plummer, 2012），開啟產學合作領頭，而後 1887 年的 Hatch 法案，及

1914 年的 Smith Lever 法也藉由配合款的方式，以其鼓勵相關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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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與企業界的實際需求配合，參與各項實驗與研究的應用。而產學合

作真正的落實是在 1980 年國會通過拜度法案（Rhines, 2005），用立法方

式允許大專院校將政府贊助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可授權給企業。從此開始

積極重視國際競爭力（The Business Higher Education Forum , 2001）為提

升在國際間競爭力，美國政府積極鼓勵大專院校與企業進行合作上的研

發，藉由產品的新製程、技術與服務之提供，保持在世界領導的地位。 

美國作為經濟市場的先驅與高等教育重要發展國家，於 2009 年起

面對經濟的金融海嘯、就業市場競爭全面全球化時，美國政府即開始不

斷強化國內的大學畢業生就業能力。由於美國各企業一直以來均鼓勵在

學生與剛畢業的學生進入企業體驗短期實習，其作法是鼓勵在學生和剛

畢業的新鮮人進入政府各區單位進行實習，以提升國內公部門人力資源

水準，進而提升政府的行政相關效能。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於 2010 年 5

月 11 日簽署備忘錄，期望提振人力資源運用，計畫名稱為大學生與近

期畢業生的聯邦政府工作的進路（Pathways for Students and Recent 

Graduates to Federal Careers），最為相關為進入聯邦政府單位的實習方

案（internship program）與就業和實習的數位網路平台。 

一、聯邦政府的實習方案 

方案主要的目標是要提供研究所、大學和高中的在學生，有政府單

位內的體驗實習工作，即便是尚在就讀的在學生，仍會就實習的狀況獲

得部分薪資上津貼費用。而在實習當中展現出高特質的優秀實習生，在

實習結束之後，根據其狀況有機會邁入政府機構，正式去獲得全職的工

作。 

二、就業與實習數位網路平台 

美國工作網是美國政府的官方方案，在於推動政府單位對於各階段

人力資源的工作與就業訊息的目的，唯一目標是建構科技的數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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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出政府單位有關實習與就業的資訊，並提供美國人民有關聯邦的就

業機會的公共平台。主要對象除了一般民眾外，還包含就業的一些弱勢

族群例殘障人士（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大專院校在學生與剛出

社會新鮮人、退伍軍人（Veterans）、老年的人口（Senior executives）。 

目前美國的大專院校在企業實習制度上，政府單位並未採取直接式

的組織行為進行推動，而是採取多元化實習的方式來推動。過去提供的

機會有私人機構、企業單位、學術界、社群媒體等。而近年來新的變化，

與策略將以政府轄管下的各機構部門，提供學生實習的體驗，並能從中

挑選和培養優秀人才，來達到提升國家的執行單位效能與品質（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2012）。 

 

第三節 日本實習制度發展 

日本的實習制度會依其大專院校所設置的地區、類型和領域則有所

不同，各有其作法及方式，其石田宏之、太田合男、古閑博美、與田中

宣秀（2007:53）據 2004 年的文部科學省調查與「產學連攜教育日本論

壇」編撰的實習產學連攜教育白書（楊武勳，2014）收錄的內容，分別

依實施情形、目的、承辦單位、實施對象就讀的學制年級、課程學分認

定和實習期間來作歸納，如表 2-1。 

表 2-1 

日本大學實習制度特點一覽表 

項目 國公、私立 人文科系、理工科系 研究所 

實施情形 

․1998 年度實施率： 

國立 54.5%，公立 3.3%，

私立 25.6%。 

․2004 年度參與實習

之學生總人數：37,267

人。依領域別區區

分，人文科系：18315

人（49.1%，其中社會

科學領域占 11,686

人）。 

․研究所實施自

1998 年度的 28

所，增至 2004

年度的 123 所

（實施率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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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大學實習制度特點一覽表（續） 

項目 國公、私立 人文科系、理工科系 研究所 

實施情形 

․2004 年度實行率： 

國立 83.9%，公立 35.1% 

，私立 58.5%。 

（大學院校數占 40.7%） 

理工科：17,322 人

（46.5%，其中工學領

域占 11,802 人）；其

他:1,630 人（4.3%）。 

․研究所實施自

1998 年度的 28

所，增至 2004

年度的 123 所

（實施率

4.6%）。 

目的 

․私立院校以職涯教育急

就職支援為主。 

․在職涯教育與就職支

援中，人文科系著重在

就職支援。 

․以職涯教育為

中心。 

․國公立院校除上述目的

外，亦著重培育專業人才

及特定教育兩方面。 

․理工科系著重專業領

域的及特定教育的人才

培養。 

․但兩者之宣傳效果皆欠

佳。 
 

承辦單位 

․國公立院校大多以各科

系之教職員擔任負責窗

口。 

․私立院校中，實習委

員會或就職部（委員會 

）之負責的教職員並無

人文學科及理工科系之

別，實習委員會為主要

的負責窗口。國公立院

校中，人文學群以實習

委員會負責；理工學群

則以教務（教務委員

會）及各學科負責教職

員為主。 

․由學務部門及

各研究所為負責

中心居多。 

․私立院校則有實習委員

會組織。國公立院校中，

相教於實習委員會，以教

務（教務委員會）擔任負

責窗口居多。 

實施對象學年 
․國公立中已大寺為主要

食習對象的院校居多。 

․基本上以三年級生為

主要實習對象，但以

一、二年級為實習對象

之大學亦為數不少。人

文科系則以大二以上學

生實習比例最高。 

․研究所的實習

實施以國公立大

學較多。 

 
 

 

 



15 
 

表 2-1 
日本大學實習制度特點一覽表（續） 

項目 國公、私立 人文科系、理工科系 研究所 

實施對象學年 

․亦有少數國公

立院校再大學 4

年間實施。 

․亦有些人文學群

（女子大學）之院校

自大一即開始實習。

․基本上以碩士學生為

主。 

實習期間 

․國公立院校部

份以二週以上之

實習居多。 

․以一週~二週的學

習為主，二週以上長

期間實習也在漸增長

中。 

․研究所之實習不一定

全為長期實習。 

․二週以上之長期實

習，以理工學群之比

例較高。 

․一個月以上的實習亦

有。 

學分認定 

․國公立、私立

之間無所差異。 

․二週之實習課程為

兩學分，幾乎所有大

學階將實習課程列為

選修或自由學分科

目。 

․實習期間長短與學分

數無關，主要為二學

分。 

․幾乎皆為二學

分。 

․人文學群及理工學

群沒有太多的差異

點。 

資料來源：出自楊武勳（2014）。 

依據 2005 年的實習產學連攜教育白書，設置此實習單位約有國、

私立大學約有 60%，其公立只占 28%，在發展方式上可分大學自行獨立

開拓、學生自行找尋民間企業單位或非營利團體設有實習活動應徵。而

實習類別上，則依實習內容、時間長短分為表 2-2 的五個類型： 

表 2-2 

實習內容分類一覽表 

類型 實習內容 

企業見習型 

實習期間較短，幾乎為 1 週以下（依學生意願，實習一週以上

的見習亦有），主要見習企業內各項業務運作，其為似打工性

質之的實習經驗，但無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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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實習內容分類一覽表（續） 

類型 實習內容 

提升就業意識型 

2 週間的實習，會先在各部門進行巡迴實習，其藉由經驗 

體驗企業各部門的業務內容後，提高就業意識之實習類型 

，並非是特定主題的實習工作，與所謂的新進之員工訓練

相似。 

主題實習型 

從所屬之專題課程內學得之專業領域相關主題，進行深入

研討，實習與主題相關之業務，透過實習將課堂中所學的

知識加以應用。 

問題解決、提案型 

提出欲探討之課題，並在實習期間及實習結束後像企業提

出問題解決之建言或報告書。實習多為 2 週以上的長期實

習，以企業主動募集實習生的情況居多。 

志工活動參與 
海外實習中最常見的類型，為透過參加各種志工活動來從

中學習，多為 2 週以上的長期實習。 

資料來源：出自楊武勳（2014）。 

日本政府相關單位機構，會進行公告實習單位的員額數字，例中央

政府部會在 2012 年有 14 個單位提供實習機會；文部科學省在 2012 年

春夏兩季提供 173 個實習機會（楊武勳，2014）。而日本政府對大學與

產業合作的政策無疑是增強工業與大學間新的研發聯繫。其次，隨著與

大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研發聯繫的增加，主要的研究型大學在一個集群

中佔據更多的中心位置，但主要的研究型國立大學與其他組織在新的聯

繫和合作方面較不佳，可能是與大公司和研究機構的網絡有很大關係

（Mora Valentin, 2000）。 

 

第四節 我國產學合作之實習發展 

一、發展起源 

我國的「產業攜手合作計畫」起源於民國 95 年，教育部為解決產

業缺工與高職與技專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遂結合高職

（或五專）與技專校院縱向之進修管道並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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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培育符應產業需求之技術人才，型塑兼顧學生「就學」與

「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6）。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即為一鼓勵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作之

平台，結合證照制度，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需求之人力的質

與量。國內間相關合作的方式很多，有獎學金式、委訓式、在職進修、

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代工服務、參觀訪問、寒暑假實習、專案研究、

專題研究、師資交流、設備交換、委託開發及代辦技能檢定與競賽等。 

 

 

圖 2-1 教育部產學合作計畫說明 

資料來源：出自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6）。 

二、我國產學合作實施情形 

教育部於 101 年委託「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針對各大學實習制

度作調查分析報告，內容以因應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危機，說明青年

又擁有高學歷的知識份子，在視為高度重點的產業研發例半導體、製造

等專業領域人才有就業的危機存在，政府單位如何因應或擬訂相關策略，

以維持市場的就業能力，提升國家優秀人才發展。於是 2010 年教育部

公佈實施「大學畢業生至教育基金會職場實習方案」以及「96 學年度至

98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實施要點」，目標在於(1)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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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大專校院與產業連結，縮短產學落差，(2)提供近期畢業之大專畢業生

就業輔導及職場經驗，以利就業，(3)協助大專畢業生順利銜接就業（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2012）。雖實施後曾造成各界負面聲音不斷，原由是

為實習期間補助實習機構每人每月新臺幣一萬元，每人至多補助六個月，

能提供實習機構僱用三萬實習人員的執行要點，卻造成國家極大財政負

擔，被認為該制度是治標不治本。 

而國內企業與技專院校的產學合作，從早期的建教合作方式到現今

的多項產學合作模式，已經累積不少的成果，許多企業透過此方式，提

昇本身在技術上的研發能量，也帶動產業界的升級，降低企業人才成本

負擔，並促進研發成果或專利共享（黃炳欽、張國保，2007）。觀諸世

界主要國家，多數的政府皆有規劃國家層級的實習計畫與方案，即重視

產業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希望以實習制度為基礎，發展大學生的就業

力，進而厚植國家經濟競爭力。在修正的「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

辦法」，也已明定專科以上學校辦理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保障規範，應設

立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檢核實習契約、成效評估、申訴處理

等，也要求實習合作機構必須將學生安全防護、保險、爭議處理等事項，

納入產學合作契約（教育部技職司，2003）。大學學生權利調查評鑑小

組（2012）公布科技大學學生權利調查評鑑報告，曾針對七十七所相關

技職體系院校作調查，結果顯示八成以上的學校當時尚未有確切的規範

載明保障學生完整的實習條件與規劃（如薪資給付、法規所要求的勞健

保、加班費和聘僱間應適用的合約條文等）；也發現實習生沒有收到對

等的勞務工資，部份還趁此收取學雜費或學分費外的實習費。據調查顯

示，負責審查實習機構是否安全的校外實習委員會中，幾乎所有學校都

未納入學生代表，甚至有些學校未設立校外實習委員會，教育部僅要求

替學生投保「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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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姵君（2006）針對大學院校在產學合作相關措施上也提出建議，

其為(1)鼓勵教師參與產學服務，在研究中應發揮研發能量，走入社會進

行實用性的研發作業；(2)修訂校務基金的管理及使用辦法，在與產業界

合作協助提供研發資金，而當企業有獲利情形時，校方亦可獲得回饋；

(3)協助校內組織合作團隊，針對產學合作相關研究專案，可組織跨領域

的團隊或中心，以達成研究目標；(4)各校進行策略聯盟，在資源有限情

況下，各校可藉由各別的專長進行策略聯盟，結合多元資源，更能激發

出創新能量和成果。 

三、企業與學術單位發展策略 

（一）Bloedon and Stokes(1994)則認為：產學夥伴關係成為知識經

濟中當關鍵的部分，並且顯示這種夥伴關係是創造經濟價值最重要的資

源。另外，「知識是導致學術界與產業界由以往「資助關係」轉移到「夥

伴關係」的關鍵所在，並形成此種新的研究制度。 

（二）Vedovello 指出產業與大學之間關係的類型有三種，包括「非

正式連結（informal links）」、「人力資源連結（human resource links）」、

「正式連結（formal links）」（Vedovello, 1997）。 

（三）司徒達賢認為產學合作，應該要從過去「學校送學生去企業

實習」方式，變成「企業將員工送去學校在職進修」，藉以達成養才、

留才的企業與員工雙贏（司徒達賢，2013）。 

產業用人瓶頸之根據國內人力銀行調查顯示第一為有 77％企業感

受到人才荒。其次為 56%的企業不太願意雇用新鮮人主要的原因其覺得

專業能力不足（龔尚智，2013）。再則為企業持續反映「台灣學生很多，

但能用的很少」，不論專業人才或技術人才，都有嚴重學用落差問題。

要推動彼此間合作的最大阻礙點，是企業的合作意願。除外合作的障礙

也包括行業的限制、研究撥款、溝通問題和企業間文化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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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abayashi & Takai, 2016）。由於企業普遍性認為這些學徒們在實習

結束後，自身留任崗位的意願比例不高，且企業忙於專案或工作上的處

理對於學生有時無法充分的指導，培養後這些年輕人極可能離開為其他

同類別的競爭對手服務。 

四、科技產業園區推動企業實習的辦法 

我國人才發展上目前面臨學用差距、產業專業人力嚴重缺乏、政府

在人才提升相關方案上企業參與率不高等（江義平，2001），為了全面性

在人才培育上正確對應，因此教育部、勞動部、經濟部、科技部分別投

入推動並提供相關資源（陳品璇，2014）。依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第二條，大學及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以促進知識之累積與擴

散作為目標，發揮教育、訓練、研究、服務之功能，並裨益國家教育與

經濟發展；第三條，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

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

構）合作辦理下列事項之一者： 

（一）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

測檢驗、 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五、目前企業產學合作執行方式 

政府針對產學合作（經濟部工業局，2018）的執行包括企業實習、

合作教育專班、第一哩、基礎支援四項類別，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企業實習 

企業單位提供實習機會，與校方共同合作，以暑期、一學期、全學

年在企業單位內進行實習，藉由實務訓練讓學生提早見識職場生態並運

用所學，為組織單位增添一股新活力，而企業也能藉此挖掘適合人才，

 



21 
 

留用優秀人員成為公司新戰力，學生也可對於職涯作出正確選擇。 

（二）合作教育專班 

當企業單位有大量人力佈局計畫、創新、跨領域人才需求和技術上

的支援時，可透過開設專班的方式，從學校延伸至企業職場，培育相關

領域的人才，不但學生未來可順利接軌就業，企業也可直接聘用優秀人

員，長期的合作對於人力資源是有其效益。 

（三）第一哩（產訓合作） 

從學校畢業至就業這段期間，勞動部提供多項的相關輔導方案，可

協助新鮮人去取得相關所需證照而順利就業，企業也可配合勞動部多項

措施，從培訓完成的人員中挑選適合的人才。 

（四）基礎支援 

此指前面三項產學合作相關培育計畫的基礎支援措施，例如職能基

準、能力鑑定與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等。 

依據培育的對象及政策重點的不同，相關產學合作的方案及措施，

分別由勞動部、經濟部、科技部和教育部分別提出與處理。而除企業實

習項目外，其他三項與本研究要探討的範圍並無相關性，因此將不針對

合作教育專班、第一哩（產訓合作）和基礎支援方案多作說明與討論。 

依據前三節英國、美國與日本的實習制度，整理目前各國的推動方

案如表 2-3。 

表 2-3 

英國、美國及日本等國企業實習推動方案 

國家 企業實習推動方案 

英國 

實習生權利依據不同的聘用方式進行實習並給薪： 
1.若聘用為公司雇員，享有員工一切權利並給予應得薪資。 
2.如果學生的學習被要求必需涵蓋少於一年實習，則屬於學生實習生，

則不受國家最低薪規範。 
3.實習生只是觀摩雇主，雇主不需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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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英國、美國及日本等國企業實習推動方案 

國家 企業實習推動方案 

英國 

4.慈善、官方相關機構，則無薪資，但是可獲得有限交通津貼或是餐費

補助。 

5.學生低於 16 歲義務教育年紀以下，沒有最低薪資規定。 

美國 

由於美國教育採分權制，各校對於企業實習均有不同的作法，目前實 

習方式有： 

1.政府推動的大學生與初畢業生進入聯邦政府相關單位實習以提高政府

效能。 

2.其他推動：學術社群和私人企業所發起的實習方案，如微軟、IBM、

迪士尼、Nike、Amazon 等知名企業單位（EduChoices.org, 2009）。

日本 

2013 年起推動共育型實習模式，以數日就業體驗的「職業理解型」和

半年或一年的「任務協作型」和「事業參與型」。 

2014 年度近 560 所大學認可學生至民間企業進行實習，並承認其為正

式學分（72.9%），實習比例超過 7 成、參與企業實習的大學院校達

740 所（95.4%）。 

政府單位文部科學省認為實習機會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心，藉此實習經驗

思考未來，從當中學習並自我成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科技產業各項類別現況 

依據本研究所要調查的科技產業類別，分別敘述近年現況發展如

下： 

一、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經濟部統計處，2018a）2018 年第一季製造業

在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上生產價值，目前營業收入 1 兆 9,019 億元，

其相對來說年減約 6.3%，因應手持行動裝置市場需求減弱關係，但整體

來說製造業第 1 季營業收入較上季增 0.7%，連續 6 季正成長。 

二、半導體製造 

根據經濟部資料受惠行動裝置普及化及規格不斷升級，加上物

聯網，車用電子及高速運算等新興應用擴增，推升出口屢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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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了晶圓代工相關半導體業接單量激增，讓出口額成長高速提升，加

上全球經濟環境成長的趨勢下，帶動國際半導體市場的需求，因此產能

增加對於人才的需求直接性增高，可見在此產業中聘用實習生進行相關

專案協助或人力補充相對性意願也提高。 

三、電子零組件 

我國被動元件 106 年出口額達 25.8 億美元，連續兩年呈雙位

數成長，廣泛應用於網通、電腦、手機、伺服器、車用電子等產品，

是資訊電子產品不可或缺的電子元件。今年 1-5 月出口額年增

27.5%，呈成長趨勢（經濟部統計處，2018b）。 

四、電腦系統整合與電腦軟體服務 

根據統計處資料因企業建構雲端系統與資訊系統之需求殷切；

其次為從事入口網站經營及維護、資料處理等業務之「資料處理及

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占 2 成，105 年營收 474 億元，10 年平均

成長 3.8%，主要受惠於網站廣告及網管服務業績成長（經濟部統計

處，2018c）。  

五、IC 相關設計業 

國外 IC 設計紛紛透過併購，將觸角延伸至新興應用領域。如大廠

安華高（Avago）為佈局電信市場及雲端運算領域，購併了博通

（Broadcom）；台廠威盛、義隆與鈺創等已佈局 VR 之 IC 設計，業者原

相科技則從專利或矽智財著手進行生物辨識 IC 之佈局，聯發科、偉詮

電、原相、凌陽及晶焱等業者切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晶片及

車聯網相關領域，因此 IC 設計人才需求情勢上，臺灣高階關鍵人才與

研發人才面臨全球人才競逐（經濟部，2017）。 

六、網路資訊產業 

因應多方整合專業性服務，尤其現今隨著雲端服務的應用範圍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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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除基礎處理技術、系統架構、相關程式語言開發，綜合性的跨領

域人才目前高度缺乏並尚在發展中，隨著快速發展資安問題越顯重要，

積極培養資訊人才，將是未來勞動市場需求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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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為藉由探討企業實習合作背景脈絡、國內外相關發展經

驗，並透過文獻的收集聚焦至我國北部的內湖科技產業園區與鄰近大學

產學之實習制度合作，是否能達到人力資源互惠交流的效果，也為企業

培育專才管道之一，故以自編調查問卷進行施測了解園區內的企業對於

企業實習是否為人力補充管道，並提出調查數據，並歸納研究結果後在

實習合作制度上提出看法與建議。因此，本章將分別說明研究架構、研

究假設、研究對象、方法、研究工具以及資料處理結果和研究程序如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如圖 3-1 的研究架構： 

 

 

 

 

 

 

 

 

 

 

  

 

 

圖 3-1 本研究之架構 

 

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產業特性 

1.內科園區發展策略 

2.內科園區內產業特性 

3.高科技企業的需求 

企業實習與架構 

1.各國企業實習概況 

2.我國在產學之實習制度上的

發展 

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問卷調查 

1.了解企業實施實習制度現況與發展 

2.了解實施實習制度對於企業單位的管理方式及影響 

提出本研究之結果 

1.內科園區參與企業實習的發展現狀 

2.內科園區參與企業實習的阻礙與可能解決方式探討 

3.本研究結論與建議 

大專院校教師訪談 

1.系所對於實施企業實習的看法 

2.學生透過企業實習方式對學生職涯有否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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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單位」，因研究對象須具

代表性，因此如何選擇研究對象，為研究關鍵之因素，下列將分別說明

所選取產業的類別： 

一、問卷調查對象選取原則 

根據臺北市產業發展局資料，園區內企業目前有近 5000 多家單位，

依據不同產業類型，又大約可分為十八項類別，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對象

將針對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半導體、電腦軟體、研發製造、網路資訊和

其他（IC 設計）類別相關的企業單位進行調查，並採取便利抽樣選取樣

本。 

（一）半導體產業 

製造或應用光電技術元件、採用光電元件作為關鍵性零組件之系統，

如 OLED 平面顯示器、影像感應器、光電二極體、元件等。 

（二）電腦軟體產業 

指有效地利用電腦資源而從事電腦程式編製、信息系統開發和集成

及相關服務的產業。 

（三）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相對於電腦主機以外的硬體，都稱為電腦的「週邊設備」，常見的週

邊設備有顯示器、鍵盤、滑鼠、磁碟機、光碟機、印表機、數據機等。 

（四）電子零組件相關 

電子電路中的基本元素，通常是個別封裝，並具有兩個或以上的引

線或金屬接點。 

（五）IC 設計相關 

積體電路或晶片/芯片，是一種把電路小型化的方式，並用在製造在

半導體晶圓表面上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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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網路資訊產業 

用來管理電腦網路中所有與電腦系統管理相關之設定檔，如使用者

帳號、密碼、主機名稱或群組等的主從式目錄服務協定。 

（七）電腦系統整合服務 

將硬體、軟體及服務三方面作結合，如針對伺服器（Server）、儲存

設備（Storage）、網路設備等硬體及相對應的軟體做整合。 

二、專家訪談對象選取原則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企業所聘用實習生以工程、管理及外語三大

類學群的學生來源居高，依此採取立意取樣方式，針對此三類學群挑選

合適系所的大專院校主任或教師，進行半結構式訪談，並將訪談結果彙

整並記錄，分別以編號標記訪談對象。 

 

第三節 研究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文件分析、問卷調查及問題訪談方式，綜合結果提出建議。 

（一）文件分析 

透過下列二個主要來源：（1）臺北市政府機關的文件與記錄；（2）

大眾傳播媒體資訊，以蒐集所要研究的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所需資

料，和瞭解目前園區內的發展趨勢。  

 （二）問卷調查 

以臺北市內湖科技產業園區為調查母群體，採便利抽樣進行調查，

以獲得有關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對於參與實習合作的看法及建議，

作為分析實習制度於企業單位在人力發展現況所扮演的角色探討。 

 

 

 



28 
 

（三）專家訪談 

採立意取樣方式選取適當的北市大專院校，針對有與企業單位配合

的系所內，邀請相關教師或專家提供學生在企業實習的情形與看法，本

研究以電話或電子信件方式邀約徵求參與者同意，向其說明本研究目的、

研究方式及架構，並透過收集的訪談資料，進一步彙整與撰寫。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包括調查問卷與訪談大綱，用以探討內湖園區與院校

產學合作人力發展上關係，說明如下： 

一、內湖科技產業園區參與企業實習之調查問卷 

（一）問卷內容： 

調查問卷主要收集的資料包括下列四部份： 

1.企業單位之基本資料、包括單位類別、機構大小、雇用實習合作

學生人數、提供實習合作的單位部門和職務。 

2.企業單位提供實習職務的工作內容，包括職位名稱、要求科系、

任用情形。 

3.事業單位從中遭遇的困難或阻礙點，主要為實習期間雙方相處間

的情況。 

4.企業單位在管理實習學生的方式，例是否重視技能、專業能力重

視程度、一般員工與實習學生要求態度、對於用人單位是否有實

質效益。 

（二）問卷編製過程 

首先就所要調查的企業單位，就其基本資料、目前任用實習學生的

情形、及可能留任的機制、實習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至在管理的方式

等方面進行實際調查，以便瞭解受訪者對於本研究的看法及其他不同的

 



29 
 

意見，期望本研究調查結果能更實際有效。 

接與指導教授逐條進行討論，多次刪修，完成調查問卷初稿。然後

進行問卷預試，對於問卷中有疑義的問題或字詞、語句不清之處，逐一

修正調整，經指導教授審核後，形成正式的問卷發放調查。 

（三）流程 

 

 

二、訪談 

本研究依據實務已發生之問題，採半結構性訪談問題，讓受訪者可

訴已見，過程中臨時決定的問題或順序，可視情況追問、反覆釐清，以

作更深入的事實探究。 

本研究訪談大綱，針對問題背景及實務發生的情形，共設計以下七

個問題。 

（一）請問貴系所是否有參與政府相關產學合作等補助計畫?  

（二）系所學生與企業單位進行配對篩選時，是用那些評斷標準？ 

（三）在與企業單位進行實習配對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問題或困難點? 

（四）您在企業與學生實習合作的過程中扮演什麼樣角色？ 

（五）學生在企業單位實習途中是否有狀況或問題產生？  

（六）實施企業實習對於系所老師授課或課程設計有什麼意義及或 

   影響？ 

（七）實施企業實習對於學生未來職涯選擇是否有確實幫助？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一、填答資料整理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及半結構式訪談以獲得的各項研究所需資料，問

問卷設計 預試 檢測問卷信效度 定稿 正式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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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內容包括企業單位基本資料、企業單位提供實習部門職位資料、實習

職位能力要求及其他方面。半結構式訪談則以訪談大綱進行，並將訪談

結果彙整並記錄，分別編號標記訪談對象。目的是進一步瞭解企業實習

中「企業單位」、「學生」和「學校」的互動關聯性。資料整理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料部分 

受試者的基本資料如企業單位性質、機構大小、雇用實習學生人數

情形，經編碼後使用電腦文書處理登錄各題項填答情形。 

（二）提供實習職位部分 

主要在瞭解企業單位提供的實習職務資料，含括服務部門資料、職

務名稱、實習留任情況。實習資料根據企業提供職務單位進行分類。 

（三）各項所提供實習職務能力要求情形 

主要在瞭解企業單位對於實習學生能力要求情形，包括學校類別、

學群要求等任用相關條件資格。 

（四）其他 

除上述問題之外，問卷亦就受訪企業單位對於實習學生管理方式和

想法進行分析。 

二、資料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各項資料，經彙整處理整理後，利用 SPSS 統計軟

體及文書軟體進行彙整與分析： 

（一）問卷調查 

1.對於受調查之企業基本資料如企業單位產業類別性質、提供的實

習單位、學生就讀學校類別、學群間的關係，採描述性統計分析。 

2.企業內部任用實習生的時間及留任狀況，採描述性統計分析，再

將企業單位類別和企業提供的實習部門就讀來源進行卡方考驗交

叉分析，藉此瞭解不同企業單位類別所提供的實習單位比例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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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企業單位任用實習學生曾遭遇的困難或阻礙問題及任用實習

生的管理模式意見回饋，採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半結構式訪談 

對於受訪談的專家或教師，依訪談大綱及實際面談情況，逐字記錄，

並分別以編號 T1、T2、T3 標記訪談對象，資料整理為表格方式呈現。 

 

第六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和時程如下： 

一、確認研究議題 

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因應發展所需，以知識密集從業人員數為佔

半數，在此須藉由與大專院校的實習合作是否有其人才培育之效果。 

二、蒐集文獻資料 

蒐集國內外企業實習起源、實行情況與成果相關文獻，進行研讀、

整理，並就由歸納綜合形成本研究探討架構。 

三、界定研究範圍 

依據相關文獻回聚到我國實行實習制度的發展情況，並聚焦研究重

點及建立研究架構。 

四、擬定論文研究計畫 

撰寫論文計畫書，內容包含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

探討和研究設計實施方式，擬為初步的計畫審查書。 

五、論文計畫審查 

擬好的計畫審查書提供專家委員進行審核，並經由專家審核中提出

的建議和看法，進行調整與修改整理論文。 

六、發展及編製預試問卷初稿 

本研究為實際調查法，將先定義及編制預試問卷初稿針對企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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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透過問卷進一步瞭解本研究的目的。 

 

七、進行問卷預試與信度分析，藉以修正預試問卷與定稿 

問卷初稿完成後，經由與指導教授和相關領域專家審查調整，再進

行信度分析，作最後定稿。 

八、正式問卷施測 

針對研究對象（企業單位）進行正式問卷施測，回收後彙整有效問

卷進行分析，進行討論。 

九、以電話或電子信件方式邀約徵求大專院校教師同意訪談。 

十、針對大專院校教師採半結構式訪談，並將資料歸納彙整。 

十一、撰寫研究結果與建議 

根據分析調查的問卷及訪談資料，說明研究結果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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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和半結構性訪談方式進行資料蒐集，先進行問卷

預試檢測題目是否清晰易懂，經修正後再以修訂後的正式問卷做調查。

半結構性訪談以先擬定數題提問，依據實務發生之問題，讓受訪者可訴

已見，過程中若有臨時決定的問題，可視情況追問、反覆釐清。針對問

卷對象研究者從相關政府機構單位取得符合所要調查的內湖科學園區

企業名單類別，共計有一百三十家企業，以掛號信件及內含檢附回郵信

封，郵寄給企業人資主管（人員），懇請企業單位填寫，填完後再寄回給

研究者。 

針對問卷調查採企業單位記名方式，但研究撰寫僅以類別分類，以

確保研究對象企業的隱私，問卷填答者統一於兩週後寄回。寄發後三週

後若還未收到問卷，再次以催覆郵寄信件方式催覆，協助填答及寄回問

卷。本研究共發出 130 份問卷，回收 46 份問卷，共計回收率 35%，其

中有數家在各類別上均是具指標性的企業，雖總體回收率不甚理想，但

再透過教師訪談方式，可初步探討產業的實施現況。 

本章以四節篇幅分別說明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並進行討論：第一節研

究樣本描述性分析，第二節實習單位人力資源管理方式分析，第三節專

家半結構式訪談，第四節綜合討論。 

 

第一節 研究樣本描述性分析 

本節將依據問卷填答資料在第一項的產業類別、提供實習部門、實

習生學校類別、就讀科系的作答狀況和背景進行整理分析，呈現的結果

加以討論，共發出 130 份問卷，回收 52 份問卷，有效問卷 46 份，有效

回收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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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參與實習企業的產業類別 

依據研究對象企業單位，分別區分為半導體製造、電腦及週邊設備

製造、電子零組件相關、網路資訊、IC 設計相關、電腦軟體服務、消費

性電子產品製造和其他類別。如表 4-1，收回的企業單位有實施實習制

度的產業別分佈，分別為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有 15 家，半導體製

造產業有 11 家，電子零組件相關有 4 家，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有 4 家，

電腦軟體服務有 4 家，其他產業有 3 家，IC 設計相關有 3 家，最低為網

路資訊產業 2 家。 

表 4-1 

產業類別 

類別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15 32.6 

半導體製造業 11 23.9 

電子零組件相關產業 4 8.7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4 8.7 

電腦軟體服務業 4 8.7 

其他 3 6.5 

IC 設計相關業 3 6.5 

網路資訊產業 2 4.3 

總計 46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企業提供的實習部門 

而收回的企業單位所提供實習部門，分別區分為研發單位、業務單

位、行銷單位、人事行政單位、財務會計單位其他共六項。如表 4-2，看

出以研發單位任用比例居高，其次為其他單位，依序業務單位、行銷單

位、人事行政單位、財務會計單位排名居後，其他類別差異不大，數值

較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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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企業提供實習部門 
項目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研發單位 25 54 54.3 

其他 11 24 78.2 

業務單位 4 9 86.9 

行銷單位 3 7 93.4 

人事行政單位 2 4.3 97.7 

財務會計單位 1 2.3 100 

總計 46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研發單位 

如表 4-1 所示，以電腦及週邊設備製造和半導體產業比例為突出，

故因應產業所致使研發單位所佔的比例較高為百分之 54.3%，而作為企

業的研發部門其創新和技術是競爭的核心所在，研發單位人員重要性可

見其中。 

（二）其他（供應鏈管理或服務相關） 

依據調查回覆單位為供應鏈管理及服務的助理性質工作，其為銷售

庫存管理、例行性文件事務處理或客戶服務相關等內容。  

（三）業務單位 

依據調查的資料顯示主要協助業務單位內專案管理或產品試產時

程中的協調助理性質作業，抑或行銷活動的支援服務。 

（四）行銷單位 

依據調查主要為協助市場銷售相關的性質內容，其為市場調查數字

的彙整、活動執行的協助、媒體平台的維護方面工作。 

（五）人事行政單位 

依據調查資料是為協助人事報表的整理、員工活動執行協助、人事

文件管理和其他主管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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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財務會計單位 

依據調查結果主要為傳票的整理與確認、費用申請核銷處理、應付

憑單和銷項發票等財會助理性質的職務內容。 

三、聘用實習生的學校類別和系所 

企業單位所聘用實習生就讀校所來源，可區分為一般公立大學、一

般私立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大學、專科大學、空大/警大和其他共七項

學校類別，由表 4-3 可見以一般公立大學居高，其次為科技大學，空大

/警大為排名最後為零，調查出的總計數為企業單位實際聘用的複選情形。 

表 4-3 

企業聘用實習生的所就讀學校來源類別 

學校類別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一般公立大學 32 38.1 38.1 

一般科技大學 27 32.1 70.2 

一般私立大學 18 21.4 91.6 

專科學校 4 4.8 96.4 

技術學院 2 2.4 98.8 

其他 1 1.2 100 

空大/警大 0 0 100 

總計 84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2 和調查資料彙整後，在研發單位所任用的實習生來源以公

立大學及科技大學為首要，可推究研發需要專業領域技術，故以學術型

研究大學和擁有專業的學科為目標；業務單位及行銷單位所任用的實習

生就讀學校以一般公立大學、一半私立大學和科技大學為主；屬於內勤

單位含括人事行政、財務會計所聘用實習生學校來源有一般公立大學、

一般私立大學、科技大學和專科學校，表示內勤人員較無學制層面考量。 

在實習生所就讀學群比例見表 4-4，研發單位實習生以工程學群所

占比例最高；業務單位和行銷單位所聘用實習生以管理學群、外語學群

為主；人事行政單位以管理學群和外語學群；財務會計則以財經方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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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為聘用。 

表 4-4 

實習生就讀科系學群 

學群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工程學群 28 47.40% 47.40% 

管理學群 9 15.20% 62.60% 

資訊學群 8 13.60% 76.20% 

外語學群 5 8.50% 84.70% 

財經學群 3 5.10% 89.80% 

建築與設計學群 3 5.10% 94.90% 

數理化學學群 2 3.40% 98.30% 

法政學群 1 1.70% 100% 

藝術學群 0 0% 100% 

社會心理學群 0 0% 100% 

生命科學學群 0 0% 100% 

農林漁牧學群 0 0% 100% 

教育學群 0 0% 100% 

文史哲學群 0 0% 100% 

地球與環境學群 0 0% 100% 

體育休閒學群 0 0% 100% 

醫藥衛生學群 0 0% 100% 

大眾傳播學群 0 0%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 所示，企業單位提供實習的機會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及園

區特性，以研發單位較為高比例，符合產品研發所需的專業技術導向又

以工程學群為主要來源，可看出表 4-4 實習學生就讀工程學群占比例

65%。管理學群則占第二高比例為 30.7%，主要為在業務單位及內勤單

位（人事行政）實習的學生來源。 

四、討論 

根據前述所整理出的背景資料，分析出在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的企

業以研發單位釋出的實習職缺比例為高，學生來源以公立大學及科技大

學的工程學群為主要媒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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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習單位人力資源管理方式分析 

目前大專校院所推動的多為多元化的實習方案，例如暑期實習、學

期中實習（搭配 3～9 學分）、全學期實習（9 學分以上）（吳淑媛，2015），

此也列為目前教育部推動各項獎勵型專案的重點工作，為落實實習課程

推動與成效教育部於民國 104 年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量

辦法」引導大專校院推動實習課程（教育部，2015），其落實相關機制，

必同時保障實習學生權益。 

一、實習生實習時間及留任狀況 

據收回的企業資料所內部任用實習生的時間，整理如表 4-5。 

表 4-5 

實習生實習時間表 

項目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一年 18 39 39 

暑期 15 33 72 

半年 8 17 89 

其他 例：課餘時間 3 7 96 

三個月 2 4 100 

總計 46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5 得知這些企業單位以一年實習時間為占比例居多，依前述

的背景資料研發單位實施實習比例討論，因應產品研發需求及技術層面

之影響，短暫的實習時間無法應付開發時程上的需要，對比現臺灣科技

產業的發展型態與情形。其次為暑期間的實習所占比例居高，根據調查

結果多為臨時性的專案需求，需要透過學生實習增加入產業內運轉的人

力，其考量為專案性質工作對於有相關產業經驗及尋求全職工作機會人

才是較無相對發展性和穩定。 

在企業的產業類別與各別所提供的實習部門單位類別，以交叉分析

表呈現實習單位間的關係，整理如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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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企業產業類別與企業提供實習部門單位類別交叉分析表 

企業類別 研發單位 業務單位 行銷單位
人事行政

單位 

財務會計

單位 
其他 

半導體製造

業 

8 1 2 0 0 1 

72.7% 9.1% 18.2% 0.0% 0.0% 9.1% 

32.0% 25.0% 66.7% 0.0% 0.0% 9.1% 

其他 

0 0 0 1 1 1 

0.0% 0.0% 0.0% 33.3% 33.3% 33.3% 

0.0% 0.0% 0.0% 50.0% 100.0% 9.1% 

電子零組件

相關產業 

1 2 0 1 0 0 

25.0% 50.0% 0.0% 25.0% 0.0% 0.0% 

4.0% 50.0% 0.0% 50.0% 0.0% 0.0% 

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製造

業 

11 1 0 0 0 2 

73.3% 6.7% 0.0% 0.0% 0.0% 13.3% 

44.0% 25.0% 0.0% 0.0% 0.0% 18.2% 

電腦系統整

合服務業 

2 0 0 0 0 2 

50.0% 0.0% 0.0% 0.0% 0.0% 50.0% 

8.0% 0.0% 0.0% 0.0% 0.0% 18.2% 

電腦軟體服

務業 

1 0 1 0 0 2 

25.0% 0.0% 25.0% 0.0% 0.0% 50.0% 

4.0% 0.0% 33.3% 0.0% 0.0% 18.2% 

網路資訊產

業 

0 0 0 0 0 2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18.2% 

IC 設計相關

業 

2 0 0 0 0 1 

66.7% 0.0% 0.0% 0.0% 0.0% 33.3% 

8.0% 0.0% 0.0% 0.0% 0.0% 9.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而在企業單位實習期滿結束後，其聘用實習學生是否有留任，依據

實際調查結果總數，有留任下來比例為 60.9%，未留任比例為 39.1%。

產業各類別留任狀況統計整理如表 4-7。 

 

 

 



40 
 

表 4-7 

實習生實習結束後留任狀況 
 未留任 留任 

產業類別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半導體製造業 3 16.7% 8 28.6% 

電子零組件相關產業 0 0.0% 4 14.3% 

其他 1 5.6% 2 7.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8 44.4% 7 25.0%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2 11.1% 2 7.1% 

電腦軟體服務業 1 5.6% 3 10.7% 

網路資訊產業 2 11% 0 0.0% 

IC 設計相關業 1 5.6% 2 7.1% 

小計 18 100.0% 28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留任的企業單位以「半導體製造業」和「電子零組件相關產業」類

別留任比例為高，並著重在研發單位內，主要原因歸納為研發部門為企

業其創新和技術是競爭的核心所在，找尋適合的專業領域人才不容易，

因此透過長期培養人才方式，在學生在學期間培養優秀人力，藉由職場

訓練經驗達到相輔相成效果，而企業單位在留才方面也祭出相對的福利

及機會，讓學生畢業後能順勢就職。而未留任原因據調查結果歸納如下

四點： 

（一） 僅為專案聘用：單位因應產品開發臨時性需求，其工作較  

為低技術，不需聘用全職人力，故因應專案結束後，也不

需留任於岡位。 

（二）繼續升學念書：學生想持續在學業上精進並升學。 

（三）工作壓力大及工時過長：學生認為配給的工作負擔太重，  

   並有時超出正常實習工時。 

（四）生涯規劃轉換職務或產業：學生經實習後發現未來的職涯 

   興趣不在此領域，故實習期滿後不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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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生在企業實習過程中生產生的問題或現象分析 

戴肇洋與邱秀玲（2005）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我國產業人力需求上

面臨的問題狀況，有五點如下： 

（一） 正規教育體系所培育的人才水準參差不齊，以致難符產業 

   所需。 

（二）高薪、入股誘因，以致出國留學人數趨減。 

（三）產學合作不足，以致學校培育與產業實際之需求有所脫 

   節。 

（四）社會價值觀改變，以致技職教育推動方向逐漸偏差。 

（五）外在環境條件不足，以致延攬海外科技人才成長有限。 

正常招聘進來的員工於公司組織文化的認同、薪資成長幅度、升

遷制度等問題，也會產生相對性的比較，往往造成園區內常見的跳槽 

、留才不易情形發生。因此除常見的招聘管道外，產學合作的實習制

度是一個可以發展作為公司培育人才的方向之一，以彌補此人力需求

成長，並縮小產學間的落差，讓人才需求正向循環（趙自強，

2018）。而實施實習制度並不是完善無缺點，在表 4-8 調查顯示，實

務中可發現企業在任用實習生過程所產生的幾點問題。 

表 4-8 

企業單位任用實習學生曾遭遇的困難或阻礙 

題項 次數 百分比 

無問題 25 54.3% 

學生能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導致效率不彰 10 21.8% 

其他（學校單位與實習部門對實習生理念不一） 5 10.9% 

學生不是該部門所需人力，導致適應不良轉單位 4 8.6% 

學生個人出勤狀況糟糕 2 4.4% 

實習部門不配合 0 0% 

實習單位無給予津貼，學生無力喪失學習心 0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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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8 可發現「學生能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導致效率不

彰」原因占 21.8%，其他「學校單位與實習部門對實習生理念不一」原

因占 10.9%，「學生不是該部門所需人力，導致適應不良轉單位」原因占

8.6%，「學生個人出勤狀況糟糕」原因占 4.4%，「實習部門不配合」、「實

習單位無給予津貼，學生無力喪失學習心」、此兩項皆為 0%。關於此項

「學生能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導致效率不彰」，與前述戴肇洋和

邱秀玲（2005）提及在實習目前面臨的狀況有相符原因：正規教育體系

所培育的人才水準可能難符產業所需。 

三、企業任用實習生的管理模式分析 

企業在管理實習生職務上的現況，可以從表 4-9 得知對於管理模式

都具有正面的態度，以「單位主管通常不關心實習生在工作上所特定的

程序或方法（4.17）」、「公司政策認為長期培育合作比短期招募更重要

（4.09）」、「實習生對於單位執行事務具有表達意見的權利（3.87）」這三

項管理題項最為明顯，其「單位主管通常不關心實習生在工作上所特定

的程序或方法（4.17）」是為反向題，實際表達企業單位是非常關心實習

生在工作上執行的程序與方法是否確實；而「實習生在承擔職務前會先

接受充實的訓練（3.2）」、「實習生必須負起自行設定工作目標的責任

（3.1）」這兩項管理題項相對較低。 

表 4-9 

企業任用實習生的管理模式意見回饋（依平均數排序）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5.單位主管通常不關心實習生在工作上所特定的程序或方法 4.17 0.797 

12.公司政策認為長期培育合作比短期招募更重要 4.09 0.812 

11.實習生對於單位執行事務具有表達意見的權利 3.87 0.718 

9.公司其他形式福利是對實習生有正向吸引力 3.85 0.729 

3.實習生有充沛的機會去拓展他/她們的才能 3.76 0.874 

2.在工作超過三個月的實習生，會被要求提升技能 3.67 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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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企業任用實習生的管理模式意見回饋（依平均數排序）（續）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6.單位主管會諮詢第三者的意見來設定實習生工作內容及完

成目標 
3.67 0.871 

10.用人單位主管願意與校方老師保持密切聯繫 3.59 0.909 

4.公司非常重視訓練及發展實習生的技能 3.52 0.863 

8.實習生享有與其他正職員工相同的福利 3.33 0.967 

1.實習生在承擔職務前會先接受充實的訓練 3.2 0.859 

7.實習生必須負起自行設定工作目標的責任 3.13 0.90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專家半結構式訪談 

一、訪談教師的資料分析 

研究者於五月份與大專院校教師進行訪談調查，訪談對象的選取

採立意抽樣方式，先篩選有與企業進行合作的大專院校列出適合的訪

談人員，其為大專院校系所主任或教師，因其職務實務經驗及任職時

間較長，對於訪談內容具有一定效度，再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工程、管

理、外語系所學群來源比例為高，故訪談相關的三所大專院校的系所

主任級教師，整理如表 4-10。 

表 4-10 

訪談對象摘要表 

編號 職稱 性別 地點 時間(分鐘) 

T1 教授（管理系所主任） 女 台北市 42 

T2 教授（外語系所主任） 女 台北市 50 

T3 副教授（工程系所教師） 男 台北市 3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以研究目的為架構，進行設計如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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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料後進行分析，並以代號代表出處（見表 4-10）。 

（一）請問貴系所是否有參與政府相關產學合作等補助計畫?  

（二）系所學生與企業單位進行配對篩選時，是用那些評斷標 

   準？ 

    （三）在與企業單位進行實習配對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問題或困難 

點? 

（四）您在企業與學生實習合作的過程中扮演什麼樣角色？ 

（五）學生在企業單位實習途中是否有狀況或問題產生？如何處 

   理？ 

（六）實施企業實習對於系所老師授課或課程設計有什麼意義及 

   或影響？ 

（七）實施企業實習對於學生未來職涯選擇是否有確實幫助？  

二、大專院校媒合企業實習方式與成果 

    （一）現況 

大專院校媒合合適的企業單位實習方式，目前以透過：(1)經濟部

工業局的產合作計畫例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

助計畫、補助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五專畢業生投入職場展

翅計畫四項計畫別（經濟部工業局，2018），其他合作教育專班方式不

在此研究範圍；(2)勞動力發展署的大專院校就業學程計畫，以協助大

專生提高職涯規劃能力，增加職場競爭力及順利與職場接軌（勞動部

勞動力發展署，2018）；(3)大專院校獨立與企業接洽進行企業實習合作

事宜。 

學校前幾年有參與勞動部的就業學程計畫，計畫別內需針對訓練有區分為

十大類別領域，並要就科系的特色、學校的資源、業界所需及產業發展方

向等，有關聯及連結性向政府單位申請相關補助，近一兩年因故系所課程

設計和學校發展方向關係，以學校自行接洽方式無向政府申請專案

 



45 
 

（T3）。 

系所學生與企業單位進行實習媒合過程，會先根據企業單位職務

需求條件，首先進行初步篩選合適系所學生，再將初步篩選符合的學

生履歷轉交企業單位窗口，接受後續的面談程序，包括筆試的實務測

驗、性向測驗、面談觀察等。重點在於是否符合學生的興趣及企業職

務上的技能基本要求。 

學校系所會先將相關企業實習機會，公告於系所的資訊平台，由學生自願

報名申請，系所老師會依據學生成績及相關條件先進行初步篩選，再將合

適的同學資料提供給企業單位，讓企業單位安排後續面談流程（T1）。 

系所老師會先藉由平時課程中觀察學生的表現及學期學分是否修滿，建議

適合的同學參與企業實習機會，再推薦至企業單位進行面談作業流程

（T2）。 

在進行配對與篩選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雙方認知不一或其他問題

情形產生，導致過程中耗費許多時間在溝通及書信來往，這些問題都

需在事前有具體與明確的確認實質內涵、執行方式等，個別分配至適

合的單位領域發展，並在實習期間凝聚共識、連結關係。 

有時會發現學生本身實習意願不高，但他可能是最符合企業實習的職務相

關條件，據了解同學會考量個人的活動安排或對於未來職涯沒特別想法，

故減少想去了解或參與的意願（T2）。 

然而實習輔導的教師在學生至企業實習過程中也扮演關鍵的角

色，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實習生必須在有實習輔導老師的指導和協助

下進行企業實習，實習輔導教師應具備有能力、有意願且具備三年教

學三年以上經驗及服務熱忱之專任合格教師，協助學生擬定教育實習

計畫、心理層面調適、評量學生作業報告，及其他協助和輔導工作等

（黃嘉莉、魏秀珍，2016）。 

在學生至企業實習過程中作為學生與公司之間的溝通橋樑，學生有時候會

不清楚碰到問題可以問誰或尋求誰的幫忙，並適時對學生進行心理上的輔

 



46 
 

導與調適，隨時掌握學生狀況（T3）。 

有同學抱怨單位同事會推託責任，實習輔導老師通常會開導學生正向面對

不要抱怨，把同事做錯的事情更正，以後正式踏入職場難免會碰到這種同

事，那時會曉得如何跟這類同事相處（T1）。 

因此針對學生至企業進行實務訓練前，系所所安排的課程也必須

因地制宜，讓學生擁有專業的知識與技術，藉由經驗實務磨練，系所

也能藉由企業的回饋，了解課程安排上可能要加強或調整之處，以達

培育人才之成果。 

系上因此針對企業實習開設相關實習課程，以鼓勵同學參與實習（T1）。 

知道自己教授的課程內容是否符合業界需求，課堂上加強教授不足的地方

與職場倫理等（T2）。 

可將理論與實務結合，讓老師隨時掌握時事的脈動，不致與社會脫節

（T3）。 

實習是大專生對於生涯選擇的模擬過程，這過程可能將影響實習

生的職業選擇與未來生涯發展，據研究顯示實習確實有助於學生決定

職業方向，對職業規劃與職業決策有引導的作用（鄭友超、徐璧君，

2010）。 

企業實習是有幫助的，很多同學因此找到未來職場發展方向（T1）。 

實習是有幫助，據每年調查發現是讓同學了解實習的工作是否是符合自己的

志趣方式（T2）。 

企業實務經驗能讓學生體驗職場生態與實務操作，對其未來職涯規劃有很大

之助益（T3）。 

（二）特色 

歸納來說，校方在實習合作上具備下列特色： 

1.曾申請政府相關產學補助專案，但近年大多以校方獨自規劃為

主。 

2.企業單位任用實習生前的明確制訂實習計畫書對於凝聚和校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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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識有很大的幫助。 

3.發現學生能從企業實習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並對專業領域有所長

進。 

4.認同學生透過企業實習實務經驗對學生自身未來職涯規劃有正向

助益。 

第四節 綜合討論 

本研究整理了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企業任用實習生現況，以下針

對企業在實施實習制度現況、可能遭遇的困難阻礙及對企業單位的管

理方式和影響提出說明與討論，就問卷調查整理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企

業提供實習單位的狀況、媒合實習生的大專院來源與學群、實習生實

習時間及留任、實習生發展部份先說明，並以訪談問題整理三位大專

院校教師在輔導學生至企業實習的觀察現況，再歸納其企業實習特

色，本研究透過企業公司於培育人才上的實施實習制度進行初步的探

討，以了解目前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實習制度實施現況，並提出內湖科

技產業園區公司未來在檢討實習制度可能之建議。 

一、 問卷調查彙整說明 

（一）不同產業領域於任用實習生說明 

透過與鄰近的大專院校進行企業實習合作，其作法借由政府單位

的產學平台媒合、申請計畫或雙方獨立進行實習合作交流事宜，企業

公司刊登相關實習內容於公開公司官方資訊網站，欲申請的學生須先

填寫書面資料，含括個人履歷、自傳及相關學期成績等資料，先讓系

所老師進行初步篩選，再以電子郵件遞送企業單位進行書審篩選，待

確認後企業通知進行實際面談作業，而進行錄取等後續程序。 

就問卷調查顯示在半導體產業、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IC 設

計相關業此三領域，以研發單位需求機會較為最高，主要職務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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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參與新產品研發專案，(2)協助測試檢測、工程樣本管理，(3)協助工

程師測試及驗證產品，(4)針對不良的產品設計進行分析。而因應產業

類別特性及產品研發時間關係，實習時間以一年和暑期為主，有留任

下來的實習生以在企業實習的一年為主，平均約有 3-4 位留任，近兩

成人數；暑期實習僅為臨時性的專案需求，待結束後學生皆返回校園 

，較無留任機會。 

在電子零組件相關產業以業務單位助理性質需求機會較高，主要

職務內容為(1)協助出貨作業，(2)產品檢驗和包裝，配合業務單位的銷

售作業，實習時間以一年為主，留任成為正式員工平均約有 1-2 位。 

在網路資訊產業以其他單位性質需求機會較高，主要職務內容為

(1)服務客戶問題，(2)協助設計網頁平台相關 APP 的 UI，配合資訊產

業在網路平台上作業，實習生以在企業實習的半年或三個月為主，僅

為專案聘用，較無留任人員。 

在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和電腦軟體服務業以研發和其他單位性質

需求機會較高，研發部分職務為 (1)對 Java Web 項目進行日常維護，  

 (2)協助項目的需求分析，(3)協助產品部門需求；其他單位職務內容 

為(1)產品前瞻設計協助，(2)系統維護的操作，實習時間以一年和暑期

為主，留任成為正式員工平均約有 2-3 位。 

其他產業別例自動化工程、提供測試服務企業以其他單位性質需

求機會較高，主要職務內容為(1)消費性電子相關測試，(2)行政單位文

件處理，實習時間皆為長期以一年，留任成為正式員工平均約有 1 位

或無留任。 

（二）學生在企業實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解決之方案 

就企業的問卷調查顯示近五成在企業實習過程中學生較無太大問

題產生，能順利完成工作任務。而分別有近三成問題主要為「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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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導致效率不彰」與「學校單位與實習部

門對實習生理念不一」。其中「學生能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

導致效率不彰」與前提及在實習目前面臨的狀況有相同的原因：正規

教育體系所培育的人才水準可能難符產業所需（戴肇洋、邱秀玲，

2005），顯示產學間的落差狀況還待將是未來討論的重點之一，因此

在實習合作過程當中需針對企業與學校雙方的互動機制作加強瞭解產

學間的差異情況，並就個別實習生技能的落差狀況，建議企業單位安

排相關教育訓練以協助實習生完成工作任務。至於「學校單位與實習

部門對實習生理念不一」的問題，建議校方跟企業實習單位需做好完

善溝通和協調事前相關事宜，以確保學生可以藉由實習得到一般打工

無法獲得的學習效果和經驗累積（朱家安，2014）。  

（三）企業對於培育實習生於公司吸收人才有共識 

就企業的問卷調查在實習生的管理與發展上，結果顯示大致認同

「長期培育合作比短期招募更為重要」為重點，學生可藉此了解業界

的現況和需求，企業單位能吸收人才以利公司發展，並從學生的想法

與創意中，得到不同的火花。實習代表一種獨特、創新及非傳統的體

驗式學習教育方式，研究表明學生所服務的實習與選擇最終的職業道

路有相關聯性（Merritt，2008），這也是一直以來企業願意提供實習

機會不斷培養實習生原因。而去年度科技部長曾於部會表示人才培育

及青年就業已成為促進創新的關鍵因子，科技部應引領青年可充分發

揮創意、展現創新、成功創業的環境，翻轉和改善青年就業及高失業

率問題，因此規劃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四大重點計畫，期盼培育國

際人才（科技部，2017）。其次企業認同「實習生對於實習單位執行事

務上具有表達意見的權利」，透過工作任務上的交辦及執行，學生可提

出想法或建議，雖然不見得意見是具有可行性，但實習生會認為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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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內的一份子，被受重視的感覺，也對單位組織具有凝聚力，藉

由實習經驗達到獨立管理自己的意涵，因此對於「單位主管通常不關

心實習生在工作上所特定的程序或方法」結果顯示大致視為不認同。

在吸引實習生任職實習工作的誘因上「公司其他形式福利對實習生有

正向吸引力」包含完善的保險、健康保健設施、公司的社交活動、產

品折扣等福利，這些對於實習生是有正向拉力和吸引條件。 

（四）大專院校教師對於學生進企業實習累積實務經驗抱持高度認同 

實習生與實習輔導老師在企業實習過程中的互動及輔導建議，也

是在學生實習的關鍵點之一，能協助提昇實習生在企業實習中成長與

加值效果。在學生至企業單位實習前，系所教師對於學生和企業溝通

和凝聚共識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 

與企業之間的接洽，在雙方溝通方式及效率是沒問題且有效率，相處氣氛

也很融洽，合作愉快（T1）。 

和企業單位討論相關議題及內容上有良好的溝通管道，並且彼此間能接納

不同的意見或提出想法（T2）。 

重要是和企業彼此對於學生的實習內容計畫要有共識，在學生實習時 

協助學生身心輔導或建議，也是輔導老師的責任（T3）。 

學生進入企業實習後，依實習計畫及實習時間完成工作任務與實

習訓練，借由實務中的執行項目或專案，達到彼此雙方目標，但有時

工作內容會依單位實際需求事務作內容調整，導致有可能會造成學生

負擔壓力或過多的工作量，不過單位組織會適時提供支援及協助實習

生完成任務，在實習過程中必須學生也必須有「解決問題」的能

力，而不是一昧地死背硬記課程的知識技術，讓學生在這段實習

時間去思考未來職涯規劃與發展方向，對於學生是有其效益及幫助。 

學生至企業實習有充分的機會去發揮專業所長並有所長進，透過實務訓練

補強本身的專業知識（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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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學生至企業實習所承受的工作壓力是適當的，能從中了解工作模式

及實務現況並獲得成就感（T2）。 

學生在企業實習工作上能獲得單位提供的支援及資源，但的確有時無法及

時回覆實習生現況需要，但整體上企業實習對學生是有幫助（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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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專業領域人才一直是產業界需求若渴和引頸期盼，在面對快速變遷

的環境下，科技技術高端發展、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市場策略等因素，

都是各家企業必須面臨的挑戰與機會，因此找尋適合的人才不容易，長

期培養人才更是需要投資。企業對外招募合適的人力同時，若能藉由實

習相關等產學合作方式，從學生在學期間向下扎根，培養優秀人力，藉

由職場訓練經驗相輔相成，培養未來的即戰力，縱使當中仍有許多執行

複雜性或詬病之處待需克服。然而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人才來源，目前皆

以國內人員居多，尤其在高科技產業更需要跨領域、創新人才的注入，

現今少子化及人口老化趨勢又越見明顯，未來高科技產業吸納優秀人員、

培育人才的方向，在透過企業實習方式率先招募合適的年輕學子下，擁

有經驗的學習加上能認同組織文化下，企業優秀人員的流失比重或許會

減少許多。本研究透過實際調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實習現況進行初

步的探討及反思，了解目前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實習制度發展現況，並

提出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內的公司未來在檢討實習制度可能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結果發現企業與校方認同藉由企業實習的培育合作是重要

的，且比短期招募更能縮短產學之間的落差。本研究透過內湖科技產業

園區企業實習制度發展現況進行初步的探討及反思，了解目前內湖科技

產業園區實習制度發展現況，並提出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公司實施企業實

習的調查結論如以下三點。 

一、因應產業發展趨勢，企業提供的實習機會較多為產品研發單位 

內湖科產業園區企業是以知識密集和服務產業的集中地為特點，擁

有高科技、高知識、高研發的發展特性，在企業單位提供的實習多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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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單位專案性質或產品導向為主的實習職務，其為內部對人才及技術的

需求量大，讓學生加入產品研發團隊，藉此獲得不同的創新能量。 

二、企業與教師認同企業實習對於培育人才是重要的並對學生職涯有

幫助 

從企業的回饋當中可以得知企業在任用實習生的實際狀況，認為長

期培育合作比短期招募更為重要且非常重視，表示企業在實施實習制度

上是寄予期望，希望藉由實施企業實習找到優秀人才。教師也認同學生

藉由企業實習對於學生在實務經驗累積及職涯發展是有加值效果，因應

與企業實務連結調整授課課程，並藉以縮短產學差距。此調查普遍顯示

企業單位與大專院校教師對於學生至企業實習都保持著正面的想法與

作法，認為企業實習的確對企業培育人才是有效果的，但還是有待進步

的空間。 

三、實習單位提供適時的協助與支援可幫助實習生加強自信心減少磨

合問題產生 

實習生在執行工作難免會碰到無法解決或與真實能力上有差距事

務，往往不敢開口，抑或單位內成員忙碌自身工作，無法兼顧實習生狀

況，實習生只好悶著頭處理卻造成反效果，因此單位盡可能安排一位專

屬指導員或管道提供實習生詢問資源，可能另安排讓學生能在第一線看

到職場真實工作情況，例如會議紀錄小助理，並讓實習生了解產業所需

的工具及相關技能知識，讓學生回到學校可以修習相關課程或閱讀書籍，

減少工作中的技能差距和同事之間人際相處問題。對學生的評鑑也盡量

從實習生的積極態度、工作參與度等方面評估，加強學生的自信與獨立

性，不僅只看工作產出結果，將企業實習導向一個良好的循環模式及觀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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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管理意涵與建議 

針對本研究結果及發現，在對未來內湖科技產業園區實施企業實習

合作上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加強建立學校與企業雙向互動的機制 

為因應社會日趨多元及產業快速變遷，除學校必須推動相關調整計

劃，企業也必須保持開放心態，加強雙向的溝通及交流，透過實習計畫

使學生將學校習得的知識轉化至企業的創新及動力，雙方須在互相尊重

及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建立誠信跟支持關係。在加強互動的機制上，

例學校專責老師定期至企業訪視學生狀況，並利用實習滿意度問卷等方

式蒐集企業的意見及看法，調整未來合作的方式；企業與校方溝通討論，

明確告知實務需求狀況和學生在職工作情形。在此之下學校可透過合作

在專業知識發展上獲得協助，企業可透過學校建立人才網絡，培育產業

界人才，彼此間成為夥伴關係，為共同的目標努力。 

二、重視實習學生的自主性並保持開放的心態，可為企業激盪出更多

創新火花 

普遍性對於在學學生可能有既定觀念存在，認為獨立性不足、認知

不足、因學制而學習並給予固定的框架。透過工作任務上的交辦，鼓勵

及引導學生可提出想法或建議，企業並提供傾聽管道，雖然不見得意見

是具有可行性，但實習生會認為被視為企業內的一份子，被受重視的感

覺，也對組織具有凝聚力，藉由實習經驗達到獨立管理自己的意涵。實

習生對於在工作執行上也會對內部員工帶來激勵感、提升士氣，更專注

投入激盪出其他創新想法。 

三、制定明確的實習計畫，企業與實習生能夠建立合作共識 

企業單位在實施實習合作上，可能受限於政府單位的法令、制度的

架構、公司高階主管觀念不同等因素，往往造成實習合作上產生認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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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問題，例學生發現工作的現實與自己憧憬的不同，企業發現學生與工

作任務所需技能銜接不上，導致效率不彰，因故在挑選和面談時必須具

體與明確的確認實質內涵、執行方式、技術能力方面的測驗，個別分配

至適合的單位領域發展，並在實習期間凝聚共識、連結關係，因應工作

實際狀況提供相關教育訓練協助實習生增加技能訓練，完成工作任務所

需。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問卷資料分析和半結構式訪談程序，雖透過兩種研究方

法相互驗證，但仍有研究上之限制，針對本研究提出建議提供未來研究

者之參考，其說明如下： 

一、研究限制 

（一）研究調查的樣本數 

本研究透過便利抽樣，因人力限制及受到企業單位是否填寫的意

願所限，使得回收的研究樣本數較少，因故再以專家訪談輔助其研究

結果，結果僅能推論初步概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與專家半結構式訪談，對於填寫問卷的企業單

位回覆情況較無法掌握，其因時間限制關係，進而對研究結果推論會

有誤差狀況，無法完全解釋研究目的。 

二、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樣本數 

本研究以內湖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單位為調查母群體，因受前述限制

無法精準推論，建議未來研究者可挑選一家個案公司或幾家具指標性企

業單位，針對企業實習合作執行方式與成效進行深入的調查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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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結果將更具有實務價值與參考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有採用專家半結構式訪談法，其訪談人員以北市的大專院校

教師為對象，建議未來研究者可拓展至其他地區的大專院校專家及學者，

在資料萃取上將更為豐富並添補更多實務的知識網絡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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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內湖科技產業園區參與企業實習之現況調查問卷 

 
 

 

 

 

 

 

 

 

 

 

 

 

 

 

一、公司基本資料 

1.企業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2.企業單位員工總人數：________人 （包括男性員工_______人，女性

員工________人） 

3.企業單位資本額數：新台幣__________元 

4.企業單位主要產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企業單位目前任用實習學生人數：_________________人 

（目前若無，可填寫曾經任用人數） 

親愛的企業主，您好： 
本研究為瞭解內湖科技產業園區與大專院校間企業實習發展現況，以

提供企業單位招聘和培育人才單位參考，正進行「北區大專院校參與內湖科

技園區企業實習之現況調查研究」，並利用本問卷進行相關資料之蒐集。貴

公司所提供的意見及資訊，對於未來產業界與學術界合作有很大的貢獻，期

望能獲得您的協助，惠予填答。 
本問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貴公司的基本資料，第二部分為貴公司

目前或過去所提供企業實習合作職務的任用情形，第三部份為針對實習職

務在人力資源的管理方式。本問卷所蒐集的各項資料僅供研究分析之用，對

外絕對保密，懇請貴單位依實際狀況提供寶貴意見，並於兩週內填妥問卷

後，利用所附的回郵信封內寄回即可。 
如您對於本問卷的內容有任何問題，敬請聯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技

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所 張靜怡小姐（電子郵件：serenagem18@gmail.com）。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萬事如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所 

論文指導教授 林弘昌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 張靜怡 敬啟

中華民國一零七年四月二十日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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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業單位產業類別:（單選 請在方格內打「ˇ」） 

□半導體製造  □電腦軟體服務業 □網路資訊產業 □IC 設計相關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 □電子零組件相

關  □其他 

7.企業單位提供的實習部門單位、職務別，以及實習生的學校及科系（請

列舉需求程度最高前三者職務） 

（1）實習職稱一：________________ 

◆任用部門： 

□研發單位 □業務單位 □行銷單位 □人事行政單位  

□財務會計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___ 

◆該員就讀學校類別： 

□一般公立大學 □一般私立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空大、警大 □其他_________ 

◆校科系學群： 

□資訊學群     □數理化學學群    □工程學群    □管理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財經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心理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農林漁牧學群□外語學群 

□文史哲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  □地球與環境學群 

□體育休閒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2）實習職稱二：________________ 

◆任用部門： 

□研發單位 □業務單位 □行銷單位 □人事行政單位  

□財務會計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___ 

◆該員就讀學校類別： 

□一般公立大學 □一般私立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空大、警大 □其他_________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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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系學群： 

□資訊學群     □數理化學學群    □工程學群    □管理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財經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心理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農林漁牧學群□外語學群   

□文史哲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  □地球與環境學群 

□體育休閒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3）實習職稱三：________________ 

◆任用部門： 

□研發單位 □業務單位 □行銷單位 □人事行政單位  

□財務會計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___ 

◆該員就讀學校類別： 

□一般公立大學 □一般私立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空大、警大 □其他_________ 

◆校科系學群： 

□資訊學群     □數理化學學群    □工程學群    □管理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財經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心理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農林漁牧學群□外語學群   

□文史哲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  □地球與環境學群 

□體育休閒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8.以上合作的院校科系是否符合該職務所需科系要求: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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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職務任用情形 

1.依前項所填寫的實習職務（例如:「業務助理」、「助理工程師」等）勾

選實習時間及簡述其工作內容。 

項 目 實習職稱一 實習職稱二 實習職稱三 

職務名稱 

 

 

  

 

實習時間 

□暑期 

□半年 

□一年 

□ 其 他

____________ 

□暑期 

□半年 

□一年 

□ 其 他

____________ 

□暑期 

□半年 

□一年 

□ 其 他

____________ 

任務、業
務或工作
內容摘要
（ 請 簡
述）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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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結束後是否有留任（單選，請在方格內打「ˇ」） 

項目 實習職稱一 實習職稱二 實習職稱三 

是否留任 □留任  □未留任 □留任  □未留任 
□留任  □未留

任 

原因 
（請填寫留
任或未留任
的原因） 

   

其他 
（請說明） 

請問平均每年有多少實習生留下來成為正式員工？ 

3. 企業單位任用實習學生曾遭遇的困難或阻礙（可複選，請在方格內打

「ˇ」；若目前無問題，請勾選其他並填答無） 

項 目 實習職稱一 實習職稱二 實習職稱三 

1.實習部門不配合 □ □ □ 

2.學生能力與工作所需技能銜接不上，

導致效率不彰 
□ □ □ 

3.實習單位無給予津貼，學生無力喪失

學習心 
□ □ □ 

4.學生與同仁間人際關係不融洽 □ □ □ 

5.學生個人出勤狀況糟糕 □ □ □ 

6.學生不是該部門所需人力，導致適應

不良轉單位 □ □ □ 

7.其他 
（請說明）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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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職務在人力資源的管理方式 

下列各題項攸關貴公司在實習職務的人力資源管理

上方式，請依公司”實際狀況”，勾選最適合的答

案﹕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沒 
意 
見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實習生在承擔職務前會先接受充實的訓練。 □ □ □ □ □ 

2.在工作超過三個月的實習生，會被要求提升技能。 □ □ □ □ □ 

3.實習生有充沛的機會去拓展他/她們的才能。 □ □ □ □ □ 

4.公司非常重視訓練及發展實習生的技能。 □ □ □ □ □ 

5.單位主管通常不關心實習生在工作上所特定的程

序或方法。 
□ □ □ □ □ 

6.單位主管會諮詢第三者的意見來設定實習生工作

內容及完成目標。 
□ □ □ □ □ 

7.實習生必須負起自行設定工作目標的責任。 □ □ □ □ □ 

8.實習生享有與其他正職員工相同的福利。 □ □ □ □ □ 

9.公司其他形式福利是對實習生有正向吸引力。 □ □ □ □ □ 

10.用人單位主管願意與校方老師保持密切聯繫。 □ □ □ □ □ 

11.實習生對於單位執行事務具有表達意見的權利。 □ □ □ □ □ 

12.公司政策認為長期培育合作比短期招募更重要。 □ □ □ □ □ 

【本問卷至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若您對於本問卷若有任何問題，請聯繫張靜怡小姐 

（E-Mail: serenagem18@gmail.com） 

本問卷填妥後，請將問卷彌封並利用回郵信封寄回給研究者， 

感謝您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