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68144 運輸 4B 洪啟程 

 

 在季鈞的實習結束了，5 個月似乎很長，實際上卻意外地快。當初選擇實習

的目的有三個，一是想換個環境改變生活型態，二是累積工作經驗，三則是測試

學校所學是否有用。結果而言三項目標都達成了。 最初早上 7 點起床的通

勤生活對在學校生活不規律的我而言相當痛苦，到公司不時打瞌睡，後來也漸漸

的習慣了這種生活。工作加上通勤時間，我明顯感受到正職上班族一天的空閒時

間並不多，何況現今多數公司採用的責任制，常常放假也沒辦法休息(看到同事

的實例)。 

 隨著習慣通勤上班的生活，一邊幫忙處理文件，或整理參考資料，我學到了

工作上必備的觀念，比如說檔案整理的重要性、提問要整理具體，同時感覺到對

於 word、excel 等作業軟體的嫻熟度仍不構，時常達不到想要的效果。顧問公司

在處理文件格式是滿重要的一環，因為除了報告書，各種文件在合作單位間交換

的同時反覆修改是家常便飯。我經手的計程車實車測試路線亦經過數次大改，後

來認知到文件的修改甚至原執行方針的變更都不足為奇，所以需要留存並整理持

續修訂的各個版本。 

 在實習期間我跟著帶我的陳科宏大哥，一次不缺的出席計程車計費表案的工

作會議，並處理會議紀錄。研究所的研究與顧問公司的研究相比，研究所的研究

不一定能實用，而顧問公司的研究常是為了直接使用而做。實用與否在精細度上

就有很大的差別，以計費表案舉例來說，乘車證明的規劃，甚至要仔細到各個項

目的排列順序、字型字體大小、紙張大小，工作會議裡常常花費不少時間討論類

似的細節。計費表案算是較特殊的研究案，除牽涉到換表上路，更是交通部與經

濟部的跨部會合作。通過會議上觀察，大致上理解政府部門行事講求權責並依法

行政，且跨部會之間合作不易。開會其實是門學問，照理說會議是作為溝通的平

台之一，有些人並不會在會上表達真正的意見，反而要透過私下協商。會議上的

發言真真假假，必須了解其立場環境，才能推測出真意。 

 另外從和同事之間的交流之間收穫很多。實際體驗上班生活，大略計算每天

所需的花費，發現從初出社會的最低薪資扣掉後所剩不多，詢問同事後他們向我

分享了詳細分割閒錢用途、嘗試投資的方法。遇到不同的情況，同事也會教導對

應的處理方式，例如承辦人來電希望公司幫忙「多」做某某事，他們告訴我必須

熟悉合約或時常翻閱合約，對於合約外的額外要求，可以不接受也不拒絕(不明

確表態)，也就是可幫可不幫，因為合約外的事項屬於「服務」。 

 感謝公司同事 5 個月以來友善相待，並且耐心的教導我各種做法或概念，令

這次的實習值回票價。 

實習心得 



統昶實習心得     運輸科學系 2A   00068018   裘忠亮 

在統昶實習是我的第一次工作經驗，我終於體認到爸媽的辛苦，賺錢

真的很難，剛進去實習我第一個學到的就是要忍耐，因為每個員工都

很急，急著在六點理完幾萬支的商品，所以新人在裡面更受煎熬，老

手不僅沒時間教你，有時還會惡言相向，但是也不能怪罪他們，畢竟

一個走道就有幾千支商品要哩，顧著新人一分鐘等於自己失去好幾次

的理貨，所以這時惡言來也只能忍耐，在一旁邊看邊學，慢慢吸收，

一點一滴的成長，這次的實習並沒有和大學所學的有很大關聯，大部

分時間還是在付出勞力和體力，雖然累，但是全力以赴的這半年讓我

成長不少，我體認到大學生的寶貴和快樂，以前天天想著賺大錢，但

當實際工作時，眼前出現的只是三明治和便利商店的商品時，就發現

賺錢真的很無聊，學生永遠是最幸福的，可以讀自己想讀的書、做自

己的事，讓我體會到把握當下的價值，也啟發我對未來的另一種看法，

我想以後找工作還是要付出智力才比較有價值，雖然說機會是給有準

備的人，但是若一開始起跑點就不同，那我應該不會選擇從統昶起跑，

雖然統昶是一家制度完善，有一定水準和規模的公司，可是我認為人

生不只如此，一輩子還是要多出去闖盪，不能以此為樂，在統昶實習

讓我了解社會上的另一種生活方式，但我不認為自己只有這點程度，

只經得起這班考驗，未來的我要更向一層樓發展，突破自己的極限，

努力編織出另一個美好人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實習心得 
 

 

 

 

 

實習地點:台中華岡 

實習學生:徐于凱 

實習時間:103.8.1~103.12.31 

 

 

 

 

 

 

中      華      民      國      12      月 

     



八月初的時候覺得自己很蠢,錯過一個離家很近的台

北華岡面試,隻身前往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台中華岡,但

說真的,我並不後悔,反而很感謝,因為認識一群感情

很好的同事,也很樂意幫助新人的同事,讓我在陌生環

境中不陌生,彷彿是在熱情的擁抱下逐漸感受到他們

的溫度;適應環境後就是成長的開始,從一開始的打雜,

訂便當,碎紙中從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成為一

名幫公司 CALL客戶的業務,雖然還未成功,但過程中

學得更是可貴,說話方式,說話語氣,說話內容每一樣

馬虎不得,適時的謙卑,會讓人覺得好親近相處,用對

的語詞說話,客戶能接受度自然較高,最後談吐內容豐

富需要努力歷練,我想這也是我們大學生正需要的, 

• 努力變成一個有話題的人  

• 努力變成一個不可取代的人  

• 變成一個懂得進退得宜.處事圓融穩重的人  

從前總覺得賺錢很簡單,茶還伸手飯來張口,直至自己

成為實習生,才真正了解賺錢很辛苦與生活的不易,最

後我想謝謝台中華岡的薛總,員工聚餐,員工旅遊等等

有趣的活動,都把這位小實習生帶出去真的非常感動,

也謝謝各位運輸系推動實習課程的老師們,此課程帶

給我的成長相當顯著,並具有學習的高價值!!謝謝您

辛苦了   
 

 

 

 

 

 

 

 

 

 



運輸科學系 1031 校外實習-期末心得報告 

班級:運輸 4A 

姓名:賴怡帆 

學號:00068030 

心得: 

  我於 7/1 至 12/31 到華岡船務實習，並於中東線擔任業務，一開始從中東航線

的國家與港口開始認識，並開始熟讀一些所需的貿易與進出口知識，等到基本的

知識了解以後，便開始以電話開發客戶，招攬生意，剛開始開發的時候並不容易，

因為所開發到的客戶，不一定是出口中東航線的港口，甚至是我根本不知道在哪

裡的港口，所以慢慢的連大陸、亞洲、美洲、歐洲的國家與港口也慢慢的熟悉，

經過幾個月的開發，除了世界地理變好了，更了解了船務的這一區塊，每個地區

都有不同的報價方式，根據市場的賣價，和客人交涉的方式也不一樣，當承攬業

者的好處是，可以認識很多的產業，不同的產業輸出的地區不同，貨物的性質不

同，相對的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透過每一次的報價，都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

舉例來說:我有個客人是從日本出大型機械到墨西哥，想要做 TO DOOR 的條件或

者 CIF 條件，但此案件中，因為墨西哥當地風俗民情的關係，就不建議客人做 TO 

DOOR，因為風險非常的高，有可能被偷、被搶劫甚至是司機被殺。另一個案子:

客人是從台灣出貨到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的信用比較不好，所以有可能會有不

付款的情況產生，所以我們都會等到客人收到巴基斯坦的費用後，才出貨。除了

了解這些東西還不夠，在拜訪客戶的時候還要跟客戶閒聊，要怎麼拉近與客戶的

距離，讓他對你有一定的信任，除了本身的經驗，專業的知識更不能少，除此之

外，要加強業務本身的服務，當競爭對手價錢也不錯也很專業的時候，要做出鑑

別度，就是差別在售後服務，如何讓客人習慣沒有你的服務，非你的團隊不可，

甚至是可以帶著客人走的業務，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用心與努力。 

 

 

 

 

 

 

 

 

 

 

 

 

 



華岡實習心得 

運輸 4B 00068113 周致賢 

  

一開始，來到華岡實習在我的計畫之外，因為我還有通識課沒修完，於是我

選擇去麗娜輪實習。面試通過了、也通知錄取了，但 6 月中卻臨時通知我們因為

沒有船員證，不能去實習，令我非常錯愕，因為之後的計畫全被打亂，雖然系上

通知我華岡可以讓我們補面試，但我感覺系上好像也沒有很積極的要幫我們處理

這件事，包括華岡假如不錄取，那我們已經安排好的實習規劃怎麼辦？另外就是

我已經在基隆跟房東續約大四一整年的租約，卻因為實習內容不一樣，導致我必

須違約，這些都要我們自己處理。因此希望系上忽略的這一塊，在之後與企業間

的實習合作細節能更加完善。尤其是因為沒有船員證而不能實習這件事，這表示

在選擇合作的企業這一步就錯了，他們應該找商船系的學生而不是我們，希望之

後在評估合作的企業能更加謹慎，不要再出現相同的遺憾了。 

 來到華岡大陸航線處，前三個月在學香港出口文件的散貨，線上的姊姊們跟

主管都非常有耐心的教我，但一開始要吸收比較困難，雖然大部分的名詞上課都

有聽過，但實務操作起來有點吃力，所以我的建議是：以後的實習生進公司前，

部門內部可以有個職前訓練，包括一些普遍的觀念、航線的特性、知道公司營運

的方向，在真正開始操作文件時會比較快適應。 

 後三個月我學的是進口文件，這部分我比較快上手，因為跟出口很像，只是

很多是相反的而已。在實習的這半年間，能夠進口跟出口都學到，我覺得非常充

實，很幸運能夠遇到一個非常親切的主管，在我吸收速度比較慢時耐心的跟我講

解，很多觀念都是他慢慢教給我的，非常感謝他的教導。 

 最後，我覺得實習一年會對我們幫助比較大，可惜我必須回去修學分，像我

是大三下才聽學長姐們說可以實習，就稍微晚了一點，因此我想建議系上，在學

弟妹大一大二時就可以告訴他們大四時系上會提供實習名額，讓他們決定要不要

即早修完通識及學分，大四時可以有一整年的實習規劃，才不會像我們這屆，要

實習的人數不到 10 個，有點可惜了，因為實習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校外實習心得 

實習公司：華岡船務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航線：歐洲線 

實習時間：2014/07/01~2014/12/31 

實習學生：00068007 陳璿 

實習心得： 

  剛開始的我，只懂的書本裡的知識，完成不知道怎麼靈活運用，FOB、CIF、

SHIPPING ORDER、提單、正本、電放，這些在課本上我們都知道理論的東西，但

是如何運用及他背後的含意，是我進華岡之後才漸漸明白……。 

  回想到剛開始一進華岡的自己，就覺得自己成長很多，從原本什麼都不會，

連電話都不會打，到現在已經可以跟客人聊天，可以自己處理事情，就覺得好不

可以思議…。 

  在實習階段，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有 B 班靜茹的陪伴，讓我沒有像其他航

線那樣孤單徬徨無助，而我們的主管也很照顧我們，一開始會幫我們上課，跟我

們說一些工作上的用語及幫我們稍稍與實際操作連結，也會跟我們聊天，讓彼此

知道目前學生都在學什麼，以及我們實習生該具備什麼等，讓我們在實習時還可

以充實自己，而且因為在歐洲線實習，歐洲線仿效歐洲文化，在每個星期五下午

都有下午茶，算是在歐洲線的小確幸，額外的 BONUS 喔~ 

  然而，在實習階段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順遂，在我剛來不久的之後，我犯了一

個大忌──我把運費成本傳給了客戶，雖然航線的姊姊們人都很好，沒有責備我，

但是也讓我也讓我上了一課：因為我一時疏忽的關係導致最重要的成本被客人知

道，這樣未來業務會被客人質疑是否又有多賺利潤，導致公司無法賺錢的後果…。

經過這件事之後，讓我更加注意每一個小細節，做事更加細心。到了現在已經上

手接 4 間船公司，每個禮拜獨立操作的程度。而在這途中，一直讓我很感謝的是

我遇到了一位很願意傳授我的文件姊姊，他很願意從頭開始慢慢教我，教我一些

觀念，也傳授我一些小技巧，讓我越來越上手，動作越來越快，讓我脫離加班的

慘劇。 

  回顧到現在，很開心也很幸運可以待在華岡歐洲線實習！雖然因為自己的生

涯規劃，很可惜沒有要繼續實習，但是在這半年，著實讓我成長很多，不僅是更

了解承攬業的工作內容，更重要的是讓我預先學習到就業的生活常態及工作態度

的重要！ 

 

 

 

 

 

 



1031 校外實習期末心得報告 

           實習公司：華岡集團 

 

 

 
 
 

 

          科系：運輸科學系 

          年級：4B 

          姓名：陳冠廷 

          學號：00068122 

 

 



心得： 
  這次藉由系上的機會，讓我在大四的上學期到華岡集團來實習、與體

驗出社會後的工作辛苦。在還沒實習前，我們總是單純地背上課老師所

教給我們的專業知識，並不知道這些知識和社會的工作會有何關聯，而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也慢慢地了解運輸承攬業的工作性質了。 

   在華岡裡，我是被分配到美洲線來學習，擔任美洲線文件的職位，

航線上的每一位同事與主管都對我相當親切，也很有耐心地教我在這一

個工作崗位上，該做的所有流程。「文件」這個職位對一開始進入公司

的我來說，真的是相當不容易的工作，因為我是屬於一個相當粗心的人，

在實習的一開始，我感到非常的挫折，常常遺漏掉該注意的小細節，而

造成其他同事的困擾。但每次我犯錯，線上的同事們都不會指責我，反

而是告訴我做事情的方法，讓我去降低自己的錯誤率，久而久之，我也

慢慢的上手，不用再詢問同事，都能靠自己完成自己份內要做的事了。 

    與航線的同事相處時，他們總是很關心我們，令我最感動的是，在

實習即將結束時，我不小心受了嚴重的腳傷，有兩個星期多的時間我都

需要到醫院復健，沒辦法到公司上班，而在我請假的期間，航線上的主

管雖然很忙，但都會打電話關心我的腳的狀況，都會擔心我腳的傷勢，

同事們也都會告知我哪裡的醫生比較好，讓我能比較快康復，真的讓我

相當感謝！ 

    在華岡這半年的實習期間，讓我學習到了許多東西，除了運輸承攬

業的工作性質與實質上的操作外，更讓我學到了做事情的方法，如何在

有限的時間內，做出最大的產能，這真的讓我受益良多。謝謝系上讓我

有此機會可以到華岡集團來實習。 

 

 

 

 

 

 

 

 

 

 

 

 

 

 



校外實習心得 
實習公司：華岡船務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航線：歐洲線 

實習時間：2014/07/01~2014/12/31 

實習學生：00068107 林靜茹 

實習心得： 

  當其他人在享受著大四最後的暑假時，而我選擇申請了系上的實習課程

提早踏入了職場的生活，即便在提槍上陣前做了許多的心理準備，試圖緩

和許多不安夾帶著雀躍的心情，實習的前一晚仍像小學生遠足般的難以入

眠，太陽緩緩從天際那端升起，站在公司大門口的我鼓足了勇氣踏出了第

一步。 

  明亮日光燈和寬闊的辦公室是我對這公司得第一印象，還未緩過神來時，

電話和人聲不絕的從四面八方響起，像是沒有人注意到有陌生的臉孔進入

般聚精會神的在自己的工作上，看著屬於自己的座位和電腦，內心對未來

有許多想像，殊不知黃粱一夢，沒多久便打碎我的想像。看著發下來的文

件，我和隔壁的陳璿交換個眼神，看到彼此眼中的茫然，電子郵件如雪片

般的飛來、響個不停的電話，更多的是看不懂得筆記，第一周的震撼教育

讓人難以想像未來六個月的生活。中因夾雜的資料，並不是看不懂每一個

字的意思，而是看著資料卻不知從何下手，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筆

記本上記錄著滿滿的提單做法，以及注意事項，記錄著這六個月以來的心

路歷程。 

  從一開始的手忙腳亂，到逐漸上手，其中經歷了許多客人的抱怨以及質

疑，也曾經因為出錯而感到難過，在實習的過程中所學的遠遠超乎我的想

像，人與人的應對進退、善意的謊言以及部分的堅持，和同事間的互相合

作，更重要的是做事的細心與耐心，更讓我佩服的是一間公司的運作是靠

著這麼多來來去去的人互相合作建立起來的，雖然實習的時間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都讓我對這個行業有更多的體悟，不論未來畢業後從是甚麼樣

的職業，也都如現在一樣從完全的生手慢慢的自我栽培、成長，能夠有這

次的機會在畢業前就先體驗職場生活，真的是受用無窮的經驗。 

   

   

 

 

 



校外實習心得 

姓名：廖謝堃 系級:：運輸 4A 學號：00068017 

實習公司：華岡船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船代處 

 

  升上大四這年，因為必修課程都已修習完畢，我選擇了實習，希望能從實習

過程中多了解海運的相關知識與實務操作經驗，提前體驗職場上班族的生活，進

而在入社會前先累積一些歷練；經過報名申請、面試等流程，最後我到了華岡-

船代處實習。 

  相較其他同學在公司內各部門以貨物承攬業為主，我所實習的部門是扮演一

個’船務代理’的角色，因此我接觸了更多船公司等不同位置上的操作模式及概念，

學習了很多很多。我剛進公司實習時，完全就是一張白紙，一切都要從頭學起，

對於學校教的海運專業知識雖有印象但都不專精，因此實習前我很緊張，但在實

習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最困難的不是缺乏專業背景知識，而是學習臨危不亂、

有條理的處理每件事。畢竟書本上的文字和實務操作有很大一段差距，專業知識

只要肯讀其實很快就能彌補起來，但做事的經驗跟方法卻是要自己花時間不斷的

去摸索累積，不斷在錯誤與請教他人當中，持續進步提升自我。 

  這半年來的實習經歷，除了工作職務上的學習，我想我在心理層面素質上也

有顯著的提升，回想七月剛進來時，得知部門內有位操作小姐即將臨盆，他積極

的教導我他所負責的所有工作，以應付他產假不在公司的這段期間；到了八月中

旬某個週末，從主管那得知他生產的消息，聽到當下第一反應當然是開心的祝賀，

但一會兒回過神來卻萬般焦慮，因為那意味著我下週起就得一人獨立作業，其實

一個半月的時間對我而言太短，而且帶我的小姐實在離開的太急，畢竟我的經驗

不足，工作上的調度不夠靈活，出錯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部門賠錢，以致於我剛

接手的前幾週相當吃力，壓力也相當大；幸好我很幸運部門裡的同事都願意耐心

的從旁提點、教導我，公事之餘對我也相當關心，就這樣跌跌撞撞度過了天天加

班的兩個月，我覺得自己在抗壓性和實務操作上都有大幅的進步；每天要和船東、

分公司、櫃場，甚至客戶接洽，且每一航次的船都可能有不同的狀況發生，每當

遇到陌生的情況我都需要請教主管該怎麼做，而他們選擇用從旁輔助的方式，讓

我自己去執行各種狀況的處理；半年下來，出口操作的職務大部分的流程我已經

有辦法能獨力完成，儘管還是不夠熟練，最多只能說是半成品，但這已讓我從中

得到很多成就感、明顯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回首過去這六個月超過一百八十個日子，時間過得飛快卻漫長；飛快，想起

七月一號第一次進公司、第一次坐上自己的座位還記憶猶新，漫長，這段辛苦充

實的日子，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戰。直到今天想起，心中有種奇妙的感覺不知如何

形容，覺得這段時間自己做了好多事情，卻又感覺什麼都沒做…，不過可以確定

的是現在的我跟半年前截然不同，不論是做事的能力跟態度皆是，慶幸當初自己

選擇實習才能有這種收穫，也衷心感謝華岡給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