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校外實習機構業界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本校旗津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呂代理校長學信
出席者：
【長龍貿易有限公司】胡秀龍董事長、
【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中
鋼運通】徐興隆駐埠船長、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張庭如專
業技術副理、
【校友總會代表】林子雲理事長、本校校級校外實習暨就業
輔導委員會校內委員
列席者：各系主任。
壹、主席致詞
今天出席的高歐公司程總、中鋼運通徐船長、日月光張副理，這些都是長期協助本校提供
實習機會的重要廠商，我代表學校對各位廠商致謝。如果沒有您們提供實習職缺，學生便缺少
機會累積職場經驗，我很願意陪同著系主任去外面拜訪廠商，有時候一次到台北便安排 4-5 個
公司拜訪，才知道公司為了提供實習要增加很多成本，導致他們思考需要實習生也去扮演其他
重要的角色，所以學校在實習前說明會，便需要跟學生進行具體說明，也希望將來能夠替公司
選材，也是希望說來的學生裡面，不管是專業、工作態度等，都可增進就業能力，有機會可能
擇優錄取作為公司的新進員工。在學生畢業前提早跟企業界接軌，了解企業界的文化，以探索
確立未來職涯的發展方向。趁這個機會學校能與業界交流，再請委員們給敝校指導意見，謝謝
大家。

貳、座談會大綱
議題一：對於本校實習生於實習期間的各項工作表現狀況為何？
議題二：貴公司培育眾多實習人才，您認為學生應具備的實習關鍵能力為何？
議題三：貴公司對於徵選實習學生的要求為何？
議題四：如何讓校內實習生知曉公司的申訴管道？
其他議題：各系現場提問交流。
參、現場交流摘錄
(一) 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我本身是校友，我的目標便是想辦法海科大的學生帶進我們公司，我已經和學校合作
20 年了，20 年前公司跟德國、義大利互動非常多，我能了解父母親對孩子及對大學的教育
期待，雖然我英文沒有非常好但是我膽量很大，便不斷積極地與外商互動，以提供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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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的實習與就業機會。但這 20 年的變化很大，以前的學生只要暑假來高歐公司實習，留
任的機率很高，而且表現優異，後來我進學校當業師，我發現大四很多學生沒課，因此我
就跟系主任討論是否來進行三明治教學，也就是一個禮拜到公司兩天、三天回學校上課。
這樣的合作模式延續了六年，很成功也培養了很多學生，後來我們討論是否運行產學一貫
就業學程，也就是學期實習，去年錄取 7 名學生、今年錄取 6 名學生，若聘用一名學生的
成本為 10 萬，去年為 70 萬、今年則為 60 萬，總共 130 萬人事成本，但僅有 1 名同學留任。
譬如我帶完 1 名學生，卻有同學感到有工作壓力、也有同學出勤情形不佳、常常生病感冒、
或是有自己的生涯規劃，比如：遊學、考公務人員等。還有一個特殊情形，我舉一個案例，
公司有兩個祕書接待一個第一次來的義大利人，我很重視他，但是他竟然對我的同事性騷
擾，結果送到機場受害同事跟我說廠商性騷擾，員工為何有勇氣跟我講？因為平時我就跟
他們建立起溝通管道，每個禮拜找大家開一次會。這些學生一樣，進來我請員工做為一位
師傅一對一對談，另外又請一位專業的保母，有遇到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幫忙解決，我會
再請員工每個禮拜寫報告，因為我是總經理，我一定會看報告內容，看完我就可以轉知師
傅共同解決。
另外，老師一個月來一次，可能無法完全掌握學生的工作情形。另外，學生在公司常
常請假或未達成工作要求，我們通知學生無法繼續留用，結果學生的媽媽打電話來公司希
望公司別做這樣的決定，因為他需要完成實習才有學分，我們全部投降。
所以我給學校建議的是，希望老師能建立與學生的通訊群組，每個禮拜能保持聯繫、
每一個月跟他們見一次面，了解學生工作進度，第二個，可否把產學一貫實習課程作為必
修課，讓學生提早進行就業準備。第三，公司可否中途中止實習，但是需先經過學校同意。
13 名同學我們投資了 130 萬，但僅有留下一個，但是我沒有放棄，因為我們用的都是沒有
工作經驗的孩子，所以我們就是老師，學校也是老師，企業也是老師。我認為說天底下只
有不會教的老師，沒有笨學生，只是方法不對。
公司徵選實習學生會做如此以下的修正，我們準備調高薪水至 3 萬，比照正職員工，
若表現不好便予以淘汰，提前就業對學生來說是有利的。但希望能經學校同意，其實訓練
實習生對企業來說是相當辛苦的，我從其他企業召募進來的，簡單，我們同一批去年招募
進來的 7 個留下 5 個，我們這是 13 個留下 1 個，這成本實在是很不划算。
此外，我們協助學校成立微創，以幫助學生創業，因為公司為進口運輸、國際物流，
學生喜歡網路行銷，網路買賣東西，所以我今天才跟台中一所大學下學期開始執行，由公
司投資學生經費，讓學生畢業前便可就開始創業，只要學校有企圖心，公司願意嘗試創新。
(二) 張副校長始偉：
剛剛聽您(程總經理)談這些事情，我覺得您完全是因為是我們校友的關係有這份感情，
那我也拜託您能繼續有這份感情。我們要世代融合，把我們學生都看成是我們 65 歲之後的
長照，他要協助我們賺外匯，這樣能夠完成世代延續，我們才會有比較好的未來。您(程總
經理)剛才有提到態度的問題，學生的態度跟老師的態度，在這個部分我相信校友中心主任
會跟系主任轉達，系主任會很婉轉、漸進式的達成目標。接下來談到產學一貫就業學程的

2

部分，學生整個學期在校外實習，如果學生表現不好，學生跟你表示會被學校校，在學校
這邊會有其他處理措施。如果學生表現不佳，你可以盡快告知學校，學校會有其他的處理
措施。
另外談到希望老師和實習生都要有 LINE 的群組，學校會建立實習就業輔導平台，可
以透過雲端方式進行輔導、或面對面進行訪視溝通，我們會請相關單位加強宣導，方才談
到遴選學生的部分，可能還是要請學校要再去特別挑選學生，您剛強調態度的問題，他們
專業問題你們有不滿意的嗎？
(三)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學生專業問題不是主要部分，主要是學生不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還有學生不知道公
司要什麼？所以學生做的好也要離開、做不好也要離開。當然我跟學校的感情絕對非常深，
學生真的一定要來高歐工作嗎？學生有很多其他原因：要去遊學、考試、休息等，或是以
為自己學完了但根本沒學完，結果得到的答案是，我沒有要來高歐、我沒有要來工作、我
沒有在台灣，這對公司來說是損耗的。
(四)張副校長始偉：
我想，到貴公司的實習學生在學校表現整體平均來看的數據是比較高的，產學一貫就
業學程便是希望透過實習後能至該公司就業，合約上面也簽署學生實習表現優秀者可擇優
聘任，主要是要告訴學生若表現優良有機會獲公司聘任，換句話說，如果學生不願做這份
工作，也許不會爭取這份機會，那在遴選、申請動機上面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在這部分我
再跟系主任談一下，我們寧願學生不要參加產學一貫，會造成雙方都不好的認知，這部分
我會跟系主任溝通。
(五)呂校長學信：
其實我們都在為教育奉獻，這幾年整個教育的環境的價值觀變化很大，當我們在教書
教二十幾年，教到後來都有點被潑冷水的感覺。很多學生他進來沒有經過整個社會環境的
洗禮，他不曉得就業的辛勞，同樣其實有成功的例子，我們不能放棄教育。技職教育其實
很靈活，我們希望成功的例子把失敗的例子拉上來，成功的例子，比如：產學專班、學士
後學位學程等，因為業界付出成本，所以設有招考條及工作機會，如果不讀可能需要賠錢，
所以權利義務必須先講得很清楚。那種情況之下，學生都具備了就讀決心且年紀也比較成
熟，另外一種就是學生了解就業沒有那麼容易，很難找得到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我們
反而是把這些學生拿來當 TA，希望其他學生能像他們看齊。剛剛有提到說企業文化，本來
是希望這些學生畢業前提早知道，能了解企業文化就是如此，要去端別人的飯碗；而不是
別人來求你做，我身為校長，對外我必須說我的學生優秀，但關起門來，對學生還是得需
要要求的。現在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把教育當成是商品，我來跟你買賣、繳學費，檢視學
校老師會不會教，想想怎麼社會變成這樣。所以各位在教育界的真的是勞苦功高，其實教
育是一直在改變跟以前是不一樣的，而且現在考不上大學是少數沒有經過篩選，當我去越
南時，越南大學生學習態度比我們積極很多，很快我們國家就被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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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另外一個提供航管獎學金的校友，他說我付給學生比一般工讀生更高的薪水，
但你也一樣要接受我們員工一樣的考核，事先就跟學生談清楚，企業其實也有企業的標準
文化。
(六)水食系賴慶紓老師：
請問程總在產學一貫學程徵選時，有否面試機制？
(七)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有的，學生面試時表現得非常好。
(八)水食系賴慶紓老師：
水食系會透過面試機制，談久一點就會比較了解學生的特質。
(九)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我們公司傾向錄取沒有經驗的員工，我們會盡量配合學生興趣，像當保母、心理專家
般，想盡辦法來帶領學生。公司能改變的，便是提升實習生薪水、給予清楚目標，把學生
當作員工而不是實習生，也當作新人考核。
(十)張副校長始偉：
剛才有提到職場實習是讓學生有機會體會實際的職場價值觀、倫理、職場，對於事情
的是非對錯看法，這個很重要，如果說連現在的職場都扮演學校的角色，那麼學生在職場
實習的時候便無法了解出社會就業該有的態度為何，我覺得職場實習最重要的要一視同仁、
及公司裡面的職場文化、職場倫理，沒有人規定到了職場實習之後就不管這個學生擺爛做
也要給他及格，這樣反而是把孩子寵壞了，學生因表現不良被淘汰，讓他回到學校他會知
道我出了社會不能像和在學校這樣如此耍賴，我想這個對他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個關鍵與啟
發，經過職場的教訓到學校開始改變他的學習態度。
所以我覺得在業界實習機構，千萬不要因為他是學生的身分就給他很多特殊轉圜的機
會，那就失去了職場實習、體驗職場文化的一個重要意義。第二個，實習機構跟學校協商，
一直溺愛學生不見得帶得起來他，那怎麼樣做讓學生能夠體會，又能夠讓他不會完全沒有
信心，是可以透過實習機構跟學校互相討論出來的，所以我還是建議職場實習很重要的一
定要讓學生了解社會的現實面和職場倫理是什麼，千萬不要因為學生的表現而去退讓、退
縮，一定要堅持。堅持完之後即使學生他在實習這門課不過，學生也不會被退學，告訴他
這種態度出社會之後可能碰到這樣的結果，反而是人生中很重要的教育，所以我還是希望
校外的實習機構能夠再協助學校，要讓學生到職場去就是要讓他清楚價值觀是不是為現在
社會所接受，所以再麻煩實習機構，對學生一視同仁，職場文化、職場倫理也是職場實習
很重要的一環，謝謝。
(十一)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張庭如專業技術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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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公司實習的學生真的很優秀，因為公司這邊在跟學校談的時候我們便把他設
定為正式員工而非實習生，學生就跟我們一般正職員工享有的福利、薪資、待遇是一樣
的，當然考核模式也是一樣的，但因為是學生的身分，我們比一般員工多了關懷，就像
方才老師說的，除了自己的 LINE 群組，我們有一個類似小保母的站務人員加入他們的
群組，會隨時關注學生狀況、並跟學校老師溝通。我覺得海工學院院長他們都不錯，就
像是最近我們學生可能覺得老師教的他都聽不懂，我們就跟他說怎麼不直接跟老師反映，
學生說不敢講，我們就會透過實習小組人員去跟老師反映，老師就會主動跟學生溝通並
加強他的學習狀況，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滿良好的互動方式。
公司也很注重升遷，學生到我們這邊實習一陣子之後，HR 處長就會招開座談會，
先了解學生在公司的表現情形、有沒有需要公司協助的地方。我覺得公司就像方才老師
您這邊說的，一剛開始就把他當正職員工來看待，所以表現上比較不會有太大落差，那
還有一點，現在學生的觀念真的不太一樣，他通常不太會一個工作從頭做到退休這種想
法，原則上我們會打定他會在我們這邊 4 年，4 年內我們好好進行教學與學習，其中若
有學生具備領導特質或是技術質，會擇定優秀學生進行進階的培訓，在學生快畢業時，
會跟學生討論，因為他有領導特質，公司可能培養擔任儲備幹部或者轉職擔任專業技術
人員，以提供學生在公司的職涯規劃，使優秀學生可以留任。
另外，剛才所提到的公司申訴管道，可能我們公司規模比較大，所以我們的申訴管
道是很明暢的，學生新生訓練一進來的時候，我們就告訴他有哪些申訴管道，而且都有
很明確的 PPT 可以參考，公司的網站也很透明，可以匿名申訴，包含他可以跟直接跟
總經理、HR 申訴，另外由於公司廠區很多，每個廠區內會有一個實體信箱及 E-MAIL
的聯絡方式，所以管道是還蠻暢通的。至於性騷擾的部分，我們公司有成立性騷擾委員
會，那個層級就像校長您說的，我們一定拉高到廠長階才有辦法參加性平委員會，所以
學生在這邊可以完全放心。
最後，學生的部分我覺得還是麻煩學校，學生的工作態度、職場觀念的這個部分，
仍然需要多加強，比如學生請假，對我們而言是最頭痛的。像剛剛總經理說的，感冒可
能我們會撐一下再請假，但現在小孩子真的沒辦法，他很清楚知道請病假是我的權利，
勞基法很熟，30 天病假就是我的權利，公司可以拒絕他嗎？不行，因為這真的是學生
的權力，我們把他當正職員工，這就是勞基法對他的保障，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於工作
態度、出缺勤這個部分的要求，可能學校跟業界這邊要做一個互相溝通和配合，這是我
們比較困擾的一點，
(十二) 中鋼運通徐興隆駐埠船長：
首先非常感謝學校，由於地緣的關係，我們公司設在南部，所以我們公司主要的甲
級幹部、船員，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更高，都是高海科大的學生，包含我自己。我現在
大概管五、六百位船員，這五、六百可能有學長也有學弟，當然大家都是一家人。這麼
多年以來，學生的變化確實是很劇烈，我自己也帶過大陸的學生，他們從山溝子出來，
他上船做一個合同的實習生，回去就可以蓋房子了，我們做十年船長可能也買不起一棟
房子。所以大陸學生出來是拼命的，我們學生上來的工作表現差異其實還蠻大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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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這幾年，可以感受到同學的變化似乎是更劇烈的，因為社會價值觀的變遷、資訊
傳遞進步，現在我們新聞上看到最多的就是攝影機和行車紀錄器的畫面，就這些畫面最
多，或是在網路上 FACEBOOK 等資訊交流平台等，這些東西我們不能講說沒有用處，
不過可靠性可能非常低，因為包含太多個人偏見也無須負擔法律責任，但是我覺得這需
要向同學宣導。我們有很多像這樣子的案件，因為有學生發表反而會誤導最後整個事件
的調查。
我就針對會議大綱提出幾個看法，第一個：對於實習生於實習期間的各項工作表現
狀況為何？我想講的是，現在的小朋友滑手機滑的太頻繁了，碼頭當班也滑、航行當班
也滑，我們一艘幾十億的船在航行時，學生頻繁滑手機、屢勸不聽，一般船長不會讓他
分數不及格拿不到學分，雖然海上實習也沒有剛剛程總、張副理講的請假問題，因為他
畢竟就在船上請不了假，當然他請假不當班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說身體不舒服等，我們
當然是會允許的。但曾經遇到有一個同學，大副直接跟我講說，船長，這個實習生不行，
我叫他去梯口練習當班，他跟我講說他不要去那邊罰站，他認為當值是去那邊罰站。我
很納悶學生的想法，我們不能說這是吃不了苦，因為我們看現在的小朋友就像以前大人
在看我們那個時候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以我們的標準去衡量現在的學生，但
是我們是很希望可以整體提升素質，因為船員的市場是國際競爭市場，它跟我們國內企
業不太一樣，即使是國輪也可以用一定百分比的外籍船員，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讓同學切
身了解，他的競爭對手不只是在台灣這些海事院校的畢業生，還包括全世界海事院校的
畢業生、包括大陸、越南、菲律賓、柬埔寨這些相對薪資所得比較低的地方，薪資所得
低使得學生競爭力必須強，但是我們公司基於社會責任我們還是用了 95%以上的台灣船
員，大概是國內航運界僅見的，我們一樣每年都會提供一定數量的實習生名額給我們的
母校，當然不只是高海科大，海洋大學還有一些技職體系的產學專班。
另外針對第四點，如何讓校內實習生知曉公司的申訴管道？我想，最近的案子也讓
我們痛定思痛，為什麼在發生的當下沒有人把事情講出來，在我們公司行政方面當然必
須再去加強宣導，但是在學校這個部分應該要跟學生要很明確的告知，如果遭受職場霸
凌或是任何有關於對於你人格或者是在性方面有任何貶損的時候，應該第一時間就要講
出來，因為這個事情不會一開始就發生，他一定是漸進式的，因為加害人一直不停地去
踩受害人紅線，你不講，他就逐漸侵犯，所以同學一定要很堅決的 NO，如果第一時間
不說出來，我們就沒辦法提供協助，非常謝謝有這個機會依同討論這個議題，謝謝。
(十三) 呂校長學信：
今天知道其實很多校友基於對學校的感情，所以希望能拉拔學校學弟妹，剛聽到兩
位都是我們的校友，真的是感謝。學校端應該要檢討，面對這個大環境，教育就是要去
改變現在的問題，讓學生提早接觸社會、企業文化，每個企業其實都有他們的要求，在
學校老師不一定管的動，現在學校老師是被當成商品，可以是試用期還可以退貨，現在
是學期學到一半我說我不想修你 2/3 的學費得退費，學生休學的時候學校還很緊張，有
些問題還是得一步一步克服解決。今天的第四個問題，一個有制度的公司一定是很重視
申訴管道，但擔心學生不敢講，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會學校會進行宣導，讓學生能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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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說他在這方面是受到保護的，他可以勇敢講出來，學校以及企業界會善盡他的保護責
任。剛剛你們講的企業有企業責任、社會責任，學校也是一樣，我們也有社會責任，我
們也要跟在地產業連結培育人才，但真的經費很少，要做的事情很多，大環境下我們只
好盡力。說實在的，我不能夠說放棄但是盡力，那如同程總經理講的，他沒有放棄那我
怎麼可以放棄，現場還有其他老師，有些老師在學校教了很久也一定有些想法，趁這個
時候讓我們腦力激盪，開誠佈公討論，也請現場師長也可以給我們一些經驗。
(十四) 通識教育委員會陳榮斌主委：
今天非常感謝實習機構提供給學校這麼多的意見，微電的在職專班，白天在日月光
上班，晚上則到學校進修，我發現在職專班的學生有一個特質，他們比一般四技學生較
為成熟，不過可能在學習、基礎能力上就稍微弱些，在老師的立場，我們希望能提升學
生的基礎能力，透過課程慢慢累積能力，當然能力的養成也不是一蹴可幾的，不過產攜
班學生在學習態度和互動的過程都可以給予肯定，以上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十五) 海休系鄧昭彬組員：
這邊提供一點個人的淺見，是我到海休系這兩年辦理實習業務的分享，有關程總所
提部分，修習產學一貫學程的學生在系上都表現相對優秀，那他在大學前 3.5 年課業一
定完成該備條件才可報名產學一貫學程，我記得去年上半年產學一貫海休系也有一些學
生到貴公司實習，我印象中我們 7 個學生，其中 1 名到復興航空台北總公司；1 名到雄
獅旅行社高雄分公司，兩個學生表現都很優秀，我們也感謝業界給我們學生這麼多的學
習機會。僅提供一點小建議，不要把這麼多雞蛋放在 1 個籃子裡，因為我們系上學生會
到不同的公司。另外，訪視真的相當重要，會建議就是系上有機會可跟業主各別會談、
再跟學生私下會談，在學生個人會談的部分，可以讓學生知道，若業界這邊有不合理的
要求甚至是性騷、職安的問題，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反映，跟業主會談時，學生是不在現
場的，也可以給業主表示一下學生哪些表現是不 OK 的，可以當下趕快來處理，以避免
後續問題衍生，以上提供分享，謝謝。
(十六) 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今天很有收穫，那我們物流業可以區分為 2 類人才，我發現有一種叫文件操作，做
許多繁瑣的行政業務就叫文件操作，這是被動式的業務，不過這種工作很容易失業而且
缺很少；客服跟業務則是開發性業務，如果廠商信任生意就越來越多，這部份則難度很
高，我可能會把人員都集中在文件操作，然後客服跟業務就會比較少，我們就會請畢業
兩、三年較有工作歷練的再來培訓，所以在工作上我們會做區分。另外，我們可能還要
跟面試的學生溝通，希望能以畢業後能留任公司的學生為主要甄選對象，雖然有些學生
也很優秀，指派的工作目標也能達成，但是學生說畢業以後有其他的生涯規劃，這樣公
司的栽培便很可惜。在歐洲，許多業界要過去實習還得由學生付錢，公司才栽培，因此，
下次面試時我們會詢問，是否工作性質是否符合學生的興趣？可否接受公司的淘汰機制？
薪水是否比照正職員工？這就是與學生的協議。第二個部分是，現在的實習缺額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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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文件操作所有服務業都在做，但大都已電腦化取代人工，以前要用 10 個現在只要
5 個，所以就會沒有市場需求。導致學生想去的沒缺、不想去的卻一堆缺，這一塊對公
司來說蠻頭痛的，我今天所講的不只是海科大的學生，還包含其他學校實習學生的綜合
表現，透過今天的會議進行交流。
(十七) 張副校長始偉：
您是否與系主任談學校課程規劃要隨著時代需求、社會的產業需求變動呢？
(十八) 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學校老師都很好，這是我第三個家，他們清楚這個公司的行事作風，現在是學生可
能沒有想清楚，像這次系上只提供 9 個實習學生，昨天系主任跟我說高歐願意提供 2 個
實習職缺就好了，我跟系主任說公司可再提供，我們與系上關係真的很好。
(十九) 呂校長學信：
所以為什麼這時代會發展機器人，機器人沒有脾氣，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二十) 高歐運通公司程傳興總經理：
其實各位老師不用擔心，我很喜歡日本文化也決定投資日本，所以也在學習日本文
化企業經營，我也常常去日本出差。日本人已經有啃老族的名詞，就是我不用工作、我
只要做 part time、當派遣人員，要找正職還找不到。我們台灣的節奏跟日本差 3 到 5 年，
所以我跟我同事在聊新世代草莓族問題時，可能未來會找不到願意正職的年輕人。
(二十一) 呂校長學信：
的確日本發生問題，接著會在台灣發生，台灣發生後便成大陸發生，日本產生啃老
族、下流老人，台灣和大陸可能也會接續下去，少子化也是如此，日本北海道大學因為
少子化要解聘老師時，結果竟然校長被解聘。但是我們希望能正面迎對，把願意努力的
學生拉上來，所以為什麼社會會有 M 型社會，其實最後菁英可能比我們這個世代還要
強上許多倍。今天我想交流了許多業界經驗，系主任是推動實習的靈魂人物，我們盡力
而為，不能放棄。我們學校把實習就業輔導做為一級單位，張副校長本身也是校友，所
以他也很關心，最後謝謝各位，包括我們的校友、業界代表的指教，今天的會議到此，
謝謝。

肆、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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