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2 學期實習心得-臺灣日通 

運輸 4A  00568036 林金璇 

 

    在臺灣日通為期一年的實習中，上半年我在物流部倉庫的進貨組、出貨

組與網購 EC組，熟習辦公室生活與學習倉庫的作業方式，下半年到了客服

CS組以及最後一站的汽車貨運事業部。 

    這個部門最特別的是以牛奶迴圈的方式運作，傳統模式中每個供應商都

會派自己的車送貨，這樣的運送方式對一間有數十家供應商的公司來說實在

太麻煩且缺乏效率，所以將供應商分組排定路線，委由日通至供應商提貨再

統一送至客戶端，就是牛奶迴圈的運作方式，這個名字真的是從送牛奶的工

人發想來的。在汽車貨運事業部，我的工作大部分是更新運行看板，每 30

分鐘更新一次每輛車的進度，協助運行人員追蹤車輛是否延遲。 

 

 

 

 

 

 

 

 

    我覺得輪調是日通實習比較不同的部分，一開始面試時便會詢問實習生

在空運部、海運部與物流部之間的志願序以及為什麼，公司人資會依照情況

盡量安排，我也很榮幸進入我有興趣的物流部實習。 

輪調優點： 

① 可以觀察到各組在單位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組之間如何互相幫助，讓整

體大家一起完成目標。 

② 對於該單位的運作方式可以快速達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輪調缺點： 

① 待在各組學習的時間有些短，有時候因此不太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需

組/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物流部倉庫進貨組

物流部倉庫進貨組

物流部倉庫EC組

物流部倉庫CS組

汽車貨運事業部



要自己詢問前輩，看看是否有可以幫忙的部分。 

    綜合來說，我認為以輪調作為實習的方式對於實習生學習公司的大方

向相當有幫助，例如：公司作業方式、產業工作模式…，透過觀察企業的

做事方式、部門的習慣、各式各樣的人，能學到的都是不同於學校生活的

經驗，日通也經常會舉辦實習生的教育訓練，關於職涯規劃、問好問題的

訣竅等新鮮人會苦腦的問題…，如果學弟妹大四想走出學校看看業界，推

薦大家選一間跟自己興趣相符的公司，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 

 

 

 

 

 

 

 

 

 

 

 

 

 

 

 

 

 

 

 

 

 

 

 

 

 

 

 



 

 

 

 



運輸 4A  00568040 張芸瑄 

這學期很榮幸能到道勤工程顧問公司當實習生，我的工作主要是完成學姊

交付的任務，從準備交通量調查的器材到模擬路口服務水準皆有涉獵。剛開始

實習時，有些無法適應公司的快節奏和工作內容，才發現在學校所學和實際的

應用有相當大的落差：課堂上所學都是一個大方向的概念，而實務上卻是每個

細節都須仔細模擬，因為規劃成果是會真真實實地影響周遭人們的生活。 

在工作漸漸上手之後，學姊便讓我嘗試從頭撰寫桃園汙水管線汰換工程的

交通維持計畫報告書，雖然剛開始時對報告書的架構完全沒有概念，但幸好有

學姊仔細的指導，教我從道路現況開始寫起，說明路寬、車道分配等等，並將

交通量調查資料輸入 Synchro 程式，模擬出現況及施工期間的路口服務水準，

再利用上述結果說明施工可能造成的交通衝擊，最後闡述為了降低衝擊而制定

出的交通維持方案(例如：車輛改道)。在學姊不厭其煩地幫我修正錯誤下，終於

完成了我的第一份交維報告書，將送印完成的報告書拿在手裡時，內心感動不

已外更是有莫大的成就感。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案子便是高美濕地周邊路口的時制計畫優化。從最

初步的交通量調查，到使用 Synchro 程式優化時制都有參與，雖然在使用

Synchro 模擬時花了很長時間才掌握到要領，但看到成果時仍十分有成就感。這

次經驗讓我深刻的了解，一份交通改善計畫從無到有的過程，更體會到那十分

之一的辛勞。 

在實習期間，常常因為對工作的不熟悉而出錯，進而造成學姊們的困擾，

真的很感謝學姊們的包容和耐心的教導。雖然在也許是學生生活的最後半年提

前踏入職場，實習時也有辛苦的地方，但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選擇

實習，這半年的經驗讓我得以稍稍一窺業界的運作方式，也給自己時間想清楚

未來是否真要踏入這個產業，這些都是沒有實習過就無法體會的寶貴經驗。 

 

 

 

 

 

 

 

 

 

 

 

 

 



實習心得-儀衡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輸 4A 00568031 巫鎧宇 

 

 儀衡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是專於交通數據分析與鋪面檢測分析的工

程顧問公司。在交通數據分析部分，以國道高速公路動態地磅戰系統的規劃與

設計相關業務為主，近期於國道三號岡山地磅站建置與測試動態地磅站系統；

在鋪面檢測分析部分，致力於國內各機場跑滑道鋪面、各級公路鋪面的檢測作

業，道面檢測項目分別有三種：連續式抗滑檢測設備(Grip Tester)、落重式撓

度檢測儀(PRIMAX 3000、PRIMA100 PFWD)、鋪面平坦度檢測設備(雷射慣性式平

坦儀、步進式平坦儀 Walking Profiler)，共五種儀器設備提供不同項目與規

模的道面檢測。 

 二月初進入公司開始，主要是認識公司各項業務工作以及檢測儀器的基本

操作，由於剛進公司對於道面檢測不甚熟悉，協理王博士請我協助整理之前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的機場跑滑道的檢測資料，主要

是以 EXCEL表格的整理為主，自認對於 EXCEL軟體不甚擅長的我，剛開始的確

有些不上手，但後來逐漸熟悉並且能找到適合的資料整理技巧與函數應用，對

於我在 EXCEL的基本操作方面逐漸熟悉，也對於公司於機場跑滑道檢測業務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 

 三月開始，公司有承包到中央與各縣市政府的工程標案，其中我負責的是

以雷射慣性式平坦儀進行鋪面平坦度檢測，利用雷射測距儀裝置於車輛前保險

桿上並與車內的資料截取主機連接，裝設於前輪軌跡處，雷射測距儀接收道路

剖面資料後，立即將資料傳入主機中；而主機同時連接加速度規、車輛里程計

以及筆記型電腦，即可於車輛行駛中獲得國際糙度指標(IRI)，此指標為國際通

用之道路平坦度指標。由於檢測作業中車輛必須保持一定速度且不可急煞，否

則會影響到數據的準確性，因此白天的上下班時間的車流量就不適合進行檢測

作業，因此作業時間為夜間為宜。 

 隨著三月的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的檢測任務陸續結束，協理蔡博

士請我協助動態地磅站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同樣是使用 EXCEL整理動態地磅站

的各項數據，並以繪製圖表(折線圖)分析動態地磅站啟用前後的大貨車與聯結

車交通量的變化，以圖表的變動推估動態地磅站的優勢。 

 

 

 

 

 

 



新竹物流實習報告             王愈茜 

實習報到的第一天，結束完一些基本的報到程序後就開始上工，但其實

因為蘆洲倉算很新的倉，故在人力面及機械化面都還未完全固定及成熟，大部

分的事項都以人力完成，從入庫到揀貨、驗貨到包貨皆以人力為主，也因為皆

使用人力，故一旦當天的出貨量大，則就免不了加班的命運。後來公司也有想

辦法要提升我們作業的效率與績效，故在揀貨過程中有加入一些電腦的部分來

協助我們揀貨，利用原本既有的入庫方法-HHT(公司人員都稱為''機子'')(如圖

1)，這是一台跟智慧型手機十分相似的的機器，只是多了紅外線可以掃描條

碼，揀貨的單子有分成總表(圖 10)及明細表(圖 4.)，而搭配這台 HHT 是用總

表，當當天的單子是以多品項為主時，就會用這個方法來進行揀貨作業，如此

一來可省去作業員在輕料架上下跑及分貨的時間，只需將總表上的貨品全部揀

齊後交給負責二挑的人員，二挑的人員只需用 HHT 先掃描揀貨總表上的條碼後

再分別掃描各貨品條碼，依 HHT 螢幕顯示的位置去分類即可，相對於以往的肉

眼去分貨的速度提升不少。 

而近幾個禮拜開始，蘆洲倉陸陸續續新進了幾個新廠商，代表每日出貨

量也隨之增加，但可用的人力卻無增加，導致每天都與時間在賽跑，一家廠商

的出貨時間能縮短就要縮短，代表作業員的工作效率也須隨之提升且出錯率要

降低，雖然同樣是揀貨、驗貨和包貨，但是每個廠商卻又有不同的細節要注

意，特別是包貨時需要注意的事情又差最多，像傑仕登就必須塞氣泡紙進箱子

保護貨品、不同通路要用其專屬的箱子裝。 

除了出貨外，還有品管的部分，品管人員須戴上手套避免在檢查貨品期

間由下手印在商品上，算出每板要抽樣幾箱後，再依所規定的不良率去推出樣

品最多能有幾個不良品，而要成為不良品也有其不同的標準，如凹凸點面積大

小、烤漆脫落或不良面積，這次剛好是抽檢保溫瓶，除了保溫瓶本身外，就連

說明書也需檢查，因所要銷售的地區不同，裡面的用字就需不同。 



而加工的部份，目前接觸到的大多為半成品加工、貼標，雖是看似簡單

的貼標動作，但因人力進行重複性的動作，反而可能受精神狀況影響導致出錯

率會提升。  







 

   

 

 

 

 



 

 



陽明海運實習心得            
運輸 4B 吳任晴 

00568132 

 

在陽明實習的日子漸漸進入尾聲，對熟悉的同事、工作有點小不捨，快一

年的時間裡，我學習到了很多，除了工作上、海運知識上，職場生活也是我從

未接觸過的，這一年的歷練讓我有所成長。 

我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積極主動，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遇到問題立

即提出來；要懂得調適心情，有些工作內容重複、單調，要抱持著來學習的心

情，從中找到值得學習的地方；善用資源也很重要，公司中的訓練課程很豐

富，都是能增加自己知識的方法，用閒暇的時間多多充實自我；最後，多方嘗

試，不論是工作上、或是社團活動，多多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擴展自己的交

友人脈。 

給想要進入陽明實習的學弟妹建議，英文在船公司中是一個基本能力，無

論是在什麼部門，很多書信、電話須要靠英文溝通，沒有人會特別解釋或教我

們，所以努力學習英文對進入船公司大有幫助。相對的，海運知識方面也很重

要，雖然進入公司會有許多新人訓練，前輩們也都願意從基礎教起，但海運的

知識背景可以讓我們更快熟悉工作，並把所學融會貫通。 

這一年來我學到很多學校中無法學到的經驗，收穫了很多，從一開始單純

對船公司有所憧憬，到現在對海運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且確立了繼續在船

公司發展的目標，期望我能發揮在大學期間的所學，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長更

遠。 

 

 

 

 

 

 

 

 

 

 

 

 

 

 



 

 

實習心得 



00568134 陳安琪 

實習單位:超捷國際物流高雄分公司 文件人員 

實習的日子飛快地來到下半年，待在超捷的日子也在倒數著。經歷了半年多的

日子，每天都過著愉快的生活，和同事之間的相處也更加融洽。當然實務上的

學習，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會遇到更多的事務並且經歷越多，就更開拓自身對海

運運輸的認識。虛心地向同事們學習，慢慢地靠自己解決客人提出的問題。很

感謝超捷的同事們，從來都熱心地、耐心地教導我。讓我在實務操作的過程中

得到經驗，一點一滴累積成自己的實力。我認為文件這份工作最初的入門要點

是細心，當基本技能例如:KEY 單等等錯誤率低時，再來就是學習如何替公司把

關利益、做好服務，像是與同行、報關行、客人維持良好關係，注意船期的挑

選，如何安排船期才能為公司帶來利益又能符合客戶對船期的要求。很感謝教

導我的 OP，從來都不吝嗇傳授我文件以外的工作知識。從出貨物品的規定(危

險品審核)到賣價與成本間的關係，給客人的 SHIPPING ORDER 應如何挑選有利

的船班。在下半年裡，接觸到更多的 CASE，將其中遇過的問題都吸收成為我的

知識，經歷的越多讓我在面對新 CASE 時能更順利的完成。很感謝學校與公司提

供實習機會，讓我們可以真正接觸到客人、報關行、同行，操作貨物出口。有

了實習的經驗，在實務上、知識上我想都會得到大幅的成長。對於承攬業有興

趣的學弟妹們，很推薦超捷給你們，可以學習到很多又有愉快的工作環境。 

 

 

 

 

 

 

 

 

 

 

 

 

 

 

 

 

 

 



1082 校外實習期末心得報告 

 

  從到華岡報到的日子算起，已經將近三個月了，時間比我想得還要快，一

開始在看實習職缺的時候，就先鎖定業務部了，除了一直很想體驗業務的生活

以外，能夠學習到東西，業績壓力又不會太大，也只有實習生才有這個機會。

當初面試我的就是我現在的上司，報到後才發現我進的並不是華岡，而是這位

上司領頭新設的子公司嘉航。進去的前兩個禮拜每天都在上課，上司也會安排

考試，學習的內容與學校教的有重疊，卻又有更多的實務討論解說，我也在這

兩個禮拜的課程中學會了很多，包含一開始的貿易條件，明明在必修課有學過

的東西，來到嘉航之後才知道原來有更深的含意在，貿易條件最重要的除了費

用跟風險的歸屬，對我們承攬業來說，也象徵著客戶需要負擔哪一個費用，我

們需要服務到哪裡，這跟之後的業務開發連結起來，我才瞭解了其中的奧妙，

比如說聽到客人說是出口 FOB，就等於是國外客人決定貨代，我們無法提供服

務給他們，同理，如果碰上 EXWORK 或者 DDU 的條件，就要去跟國外代理詢

問當地費用及當地卡車拖車費，隨著貿易條件的不同，我們需要注意的細項也

不一樣。 

  接著在上司的要求下，我和另外兩個同期快速的記住了全球許多基本港的

位址和名稱，甚至不誇張的說，東南亞跟美國東西岸內陸點，只要是重要城市

都得記起來，這是為了培養業務的專業度，當在開發或者是跟客戶連絡的過程

班級：運輸 4A 

學號：00568041 

姓名：范詩涵 



中，客戶提出了港口，自己若不能快速反應是哪一州哪個區域，很容易讓對方

不信任你，像美國等地在報價中需要加上傳輸費，有些地區要加收緊急燃油附

加費，這都是可以成為跟客戶聊天溝通的話題，加深對方對彼此的好感。 

  兩個禮拜後，我們正式開始開發，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撥打第一通電話前那

個緊張感，我已經事先寫好說詞，可是客戶的回答不會照本宣科，我還是有很

多機會會暴露我的青澀，但隨著開發的通數增加，我也逐漸習以為常，現在已

經不會怯場，只不過目前承攬這塊僧多粥少，開發的結果不是太好，但碰到這

種狀況除了加多開發的電話量也別無他法，就像前輩說的，這行就是運氣運氣

跟堅持，才剛開發兩個月，實在不能輕言放棄，尤其又碰到肺炎疫情，進出口

貨量大減，讓開發又變得更困難。 

  老實說一開始真的很挫折，有些客戶在電話中真的十分不客氣，掛電話

的，冷嘲熱諷的，很常讓自己陷入低潮，客戶某些光怪陸離的要求也讓人不禁

抱怨，但這就是職場，我想除了體會這個職業的工作內容，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讓我學習這些吧，明白學校與社會的差異。 

  雖然很辛苦，但我很幸運自己來到了嘉航，這裡的環境跟氛圍真的很好，

上司不會因為我們是實習生就愛理不理，也同樣希望我們能真的做出成績，把

我們當成正職一樣正視，前輩對於我們各種奇葩的問題也都很耐心教導，雖然

目前真的沒甚麼成績，但我還是想要盡力去努力看看，也很感謝我來到的是嘉

航，才能學到那麼多，而不是只是跑外務影印文件的實習生。 



校外實習心得 

    自從 2/3 日進入華崗集團的實習生活開始，第一次體會到上班族的生活，

每天規律的作息、穿著制服西裝筆挺，彷彿自己已經真真正正的「出社會」。 

    打從報到面試踏進公司那一天起，我感受到強烈的商務氣息。面試我的面

試官，正好就是往後日子裡帶領我們業務團隊進攻客戶的上司。令人意外的

是，我們被分配到了一個剛剛成立不久的新公司嘉航，令我們彼此更增添了一

份革命情感。前兩周的時間裡不外乎就是拿著世界地圖把國家地區以及港口背

熟，再者就是把貿易條件一條一條的抄寫、背誦。好在大學期間原本就有上過

相似的課程，學習一些專有名詞、專業術語時才不會那麼恐慌，但是在實務上

更深入了解運輸物流上的各個小細節，甚至是更加融會貫通。讀了運輸科學系

四年，我了解到 FORWARDER 這個行業的運作模式。但是實際成為

FORWARDER 業務時，又有了更深刻的見解。 

    剛開始主要是上課程，了解各個港口的特色、收費以及注意事項，更重要

的是，我們能如何提供服務給客人。經過前兩周的業務教育以及大大小小的考

試之後，我們開始打開發電話。由於我是個不太愛講電話的人，第一通電話拿

來時真的很緊張，甚至是聲音都在顫抖。但是最開心的事莫過於自己突破自己

懼怕的事物，甚至有明顯感覺到在這段時間裡自己在電話中的話術技巧越來越

精進。 

    再來值得說的是我第一次拜訪客戶的經驗，那是一家從大陸進口家具原料

班級：運輸 4B 

學號：00568104 

姓名：高祖原 



的客人，他們公司位於鶯歌。我隻身開車前往，一路上都很緊張，再去拜訪之

前還準備了很多該客人進口港口、內陸運輸等一大堆相關資料，深怕在見到客

人時難掩身上濃濃的「菜味」。幸好當天拜訪很順利，與客人聊了將近一個小

時，相談甚歡，甚至很享受那種與人交談的感覺，讓我驚覺自己似乎也有那麼

一點當業務的天分。恰巧在拜訪的時間點看到他們公司門口正在卸一個剛進口

的貨櫃，我也看到了卸貨櫃流程，在那次拜訪經驗收穫良多。 

    大家都說做海運承攬業業務很辛苦，在自己真正成為時，確實感受到滿滿

的挫折感，不論是被掛電話，業績壓力，都常常讓人有想放棄的念頭。但是我

覺得自己很幸運，身邊有兩個同期與我進來的同事，我們一起相互督促學習，

一起分攤被掛電話時的滿肚子委屈，一起成長。這段實習日子過得飛快，轉眼

間就過了一大半了，真的很充實。認識了很多人，好多好多的初體驗，甚至是

讓我對於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了更積極的幫助。很感謝學校提供這麼難得的機會

讓我體驗業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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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工作內容 (108.7.1-109.6.30) 

 

 

  

主管每週按照船的結關

日期分配工作 

客戶最晚在結關當日上

傳提單草稿至系統 

直航：Emerald、Eagle 

 

至中國轉至母船：Hua Hang, 

New Mingzhou 

美線規定： 

1.須入燻艙(Fumagation)條款 

2.單位不得為 Buddle,Piece 

3.不可出現 C/O,Ditto 字樣 

依各國的代號傳輸，若傳輸後因人

為、自然因素要修正提單時，需發

EMC(Error Manifest Correcter) 

告知總部 

超過 10個日曆天未領需加收 5% 

的費用、刷單後要修正內容須收取 

文件費 1700元、更改費 420元 

客戶提出分單、拆單要求 

(若當日無法上傳須收取處理費用) 

檢查是否有不得秀出之

字詞或單位，製作提單 

於指定日期上傳所負責

之船班的艙單資料給總

部(瑞士日內瓦)確認 

 

 

 

 

 

客戶核對無誤後於船開

日(On board Date)刷

出提單通知客人領單 



文件部作業流程-----檢視封條核對檔案 

以往負責的同仁於船隻開航後須經由高雄港務作業的人員所傳送之

封條報告逐一人工核對船隻是否有訂單封條錯誤，可能為文件人願

打字時錯誤、海關查驗封條等情形。今年開始公司改以系統自行檢

驗的方式，負責人員只需查看報告結果即可，省時省力。 

一、文件部同仁依分配之所負責船隻，調閱封條的 Excel檔案 

 

(公司封條檢視系統) 



文件部作業流程(客戶端)-----檢視後通知相關同仁 

二、報告中會顯示封條不符的訂單(若皆正確，系統則不顯示) 

 

(以與實際信件之為例，範例中無錯誤之封條) 

三、若有封條錯誤，即時告知負責該訂單之同仁 

 

(以實際信件為例，提醒負責同仁更正封條) 

四、完成檢視後，歸檔供日後查驗使用 

 



電放(telex release)-----告知目的港 

 

 

電放 :  提供客戶在貨到港，來不及領單的時候用 

1.目的港：各國、各港口電放均有不同規定，須從之 

2.卸貨港、目的地的註明(卸貨港不一定是目的地) 

3.受貨人(Consignee)的詳細資料 

4.註記 Prepaid or Collect 

5.回收三張正本 + 電放切結書 + 託運人背書 

6.發送電文至目的港進口人員，電放作業即完成 

 



實習心得 

 

(地中海航運員工旅遊) 

  在公司實習也已經進入下半年，逐漸熟悉公司作業的流程、相關部門的連結

性、獨立作業的任務也都能及時處理。在和同事們相處上也變得更為熱絡，時

常討論對文件處理的看法，公司也開始安排我與正職員工們一同參加由總公司

規劃的學習課程，和上海、青島、廣州的同事們相互學習公司在不同分公司的

作業流程、相關法規、閒暇時刻也和來自各地的同事們交流娛樂、生活方面的

訊息，感受到了跨國企業的氛圍，各分公司彼此連結的關係。 

  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公司於過年後接實施輪班制，分為在公司和家裡

上班兩組，彼此相互合作，文件部門也設置了職務代理的分配模式，在家裡上

班的同仁無法解決的工作會由當日在公司的職代協助處理，因此下半年的工作

也稍稍的增加一點繁忙，卻讓大家提升了工作處理的效率。 

  我仍會繼續努力完成一整年的實習工作，並有始有終結束本學年的任務。 



實習心得 

姓名：陳正桓 

學號：00552101 

系別：運輸科學系 4A  

 

 我企業實習的公司是東立物流，是一家以車輛物流為主的公司，服務包括成車物

流服務、成車裝卸作業、捆包物流業務等等。而我主要負責的項目則是 QCC，也就是所

謂的品質管理圈。 

 什麼是 QCC？QCC是為解決工作問題，突破工作績效，自動自發的合成一個 6-10

人左右的小團體，進行分析工作障礙以達到業績加強及改善之目標。是企業品質文化

養成的主要手段之一。 

QCC的推動是由公司上層給予基層員工資源與引導，讓全員自主參加而由下至上，

能夠讓問題意識共有化，關係意識的形成，改善意識的提升，讓員工們加強互相溝通

的能力，增進上下層的意見交流，提升人與組織的聯繫和提升工作的質量，最終能夠

創造出有活力、明亮的職場，讓企業與員工都能永續發展。 

 起初我對 QCC的認識十分陌生，因為在學校課程中，並沒有提及過相關的品質管

理方法或概念。在我完全沒有頭緒時，公司的主管很有耐心的教導我這方面的知識，

也給了我很多與 QCC相關的文件檔案供我任意參考，才開始對這個項目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和了解。但由於武漢肺炎疫情逐漸升溫，QCC活動方式也不得不減少聚會，更改員

工內部討論方式以及電子化課程，隨著時間推進，QCC活動也逐漸回到正軌。 

 除此之外，我也負責教育訓練，一方面協助新到職的同仁完成公司規定的以及各

單位必修的電子課程及測驗，好讓新人更了解他們的工作，一方面則是與公司前輩和

職安專員調查哪些公司業務或工程需要專業證照或是需要學習新的技能好讓作業能夠

更順利。在庶務工作上，需要文具的訂購、物品的請購、寫業聯單、發布公告和幫長

官申請名片等等，雖然我負責的內容不多也不難但我依然認真完成，。 

 總結來說，能夠到企業實習是我大學四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事，在實習的過程

中，可以學到學校沒教的事，也能增廣見聞，認識不同的人和事，訓練工作的社交手

腕以及態度，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原本對汽車沒有太大興趣的我，也漸漸會開始看不

同的廠商和車款。藉著這個機會感謝所有幫助我的各位老師、學長、長官、同事和朋

友，謝謝他們長久以來衷心的教導，令我的大學生活過得更加精彩。 

 

  

 

 

 

 

 

 

 

 

 

 

 



00568117 魏麒軒 運輸 4B 長榮航空松山機場實習心得 

 

 

   實習生涯轉眼間 10 個月也過去了，似乎也慢慢習慣了機場工作的步調、輪

班的生活，其實整體來說，能夠在這樣一間大公司工作，對於即將踏入社會的

新鮮人來說真的是相當寶貴的經驗，雖然我們只是實習生，但公司對於我們的

工作內容卻是持續讓我們嘗試新的事物跟挑戰，讓還是新鮮人的我們也能夠像

正職一樣的坐在櫃檯位客人劃位服務，還有在登機門奔波協助客人，讓我們能

夠更加體會到機場地勤的工作內容。身為大企業的員工，不管是在哪間公司，

其實都存在著所謂的學長姐制的職場倫理，我們也不能像在學校一樣太輕鬆隨

便，做人處事該有的禮貌也不能忘，這裡的學長姐們也很熱心，樂意幫你解決

問題。其實在航空公司實習除了讓我們體驗到了輪班的工作性質外， 也是一個

可以磨練自己的好機會，回想自己跟當初剛進公司時的生澀模樣，著實進步了

不少，從一開始面對客人時地不善言詞，我們也慢慢地能夠獨當一面解決一些

難題，面對客人的處理方式也變得游刃游餘，一年兩個月的時間說長不長，但

卻可以讓你獲益良多。小時候總覺得航空業看起來光鮮亮麗、福利優渥，但實

際上，卻忽略了背後辛苦的一面，當我們真正參與其中，才知道一切有多少辛

酸辛苦，培養好的 EQ 也成了這一次實習幫助我進步的地方，每天面對不同形

形色色的客人懂得調適自己的心情與壓力也是很重要的課題。很可惜今年因為

疫情的關係，實習的計畫也提早結束了，在這樣十年一見的經濟衝擊下，也看

到一家大企業，和員工們是如何艱難地度過這一切，只能說出了社會一切真的

都變得很現實，也幸好有實習的經驗能夠讓我提早體驗社會的運作，希望也可

以帶著這些經驗，幫助我在未來不管是求職還是升學的階段上都能更加的順

利！ 

 

 

 

 

 

 

 

 

 

 

 

 

 



長榮航空實習心得 
運輸系 4B 00568107 徐丞賢 

 

  從進公司到現在也九個月了，逐漸從經驗及錯誤中學習，成為一個

獨立自主的地勤。在職場上經過淬煉，是長榮航空給了我如此珍貴的機

會，能讓我在百人之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名出色的地勤實習生。 

  在松山機場這幾個月來，我真的學到很多，不論是從工作上、或是

學長姐身上，我都從中獲得許多體悟，對我的人生旅途上有了更多考量

及思考的空間。 

  這段時間裡，對我的人生意義最重大的，莫過於人與人之間的人生

交流。面對不同的旅客，與不同的學長姐聊天，聽取來自不同環境的人

們的聲音，感受不同的想法及觀念，對我而言，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了。 

  因為有了這項實習，我認識許多來自不同工作環境的人們，從之間

的談話中，我學習到更多以前從沒想過沒做過的事，讓我對未來充滿期

待。舉例來說，有位專門辦團的導遊姐姐，在跟她聊天的過程中，知道

她之前在紐西蘭打工度假，告訴我工作簽證怎麼辦理，工作怎麼找，薪

水大概多少之類的問題她都一清二楚地與我分享。另一位常飛廈門的阿

姨，她在那邊的大學擔任講師，每個禮拜都要飛去上課，主要授課內容

是各國文化風情特色。她跟我說，在兩地工作那麼久，她覺得內地的學

生比台灣學生認真很多，也比較會與教授交流。 

  在這份工作，也認識了許多學長姐，告訴我們他們過去的工作經驗

及生活環境，讓我漸漸了解整個社會的運作方式，也漸漸對未來的路有

更明確的方向。真的很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長榮航空實習而

獲得大量經驗及目標。 

 

 

 

 

 

 

 

 

 

 

 



下學習校外實習心得報告 
運輸 4B 00568123 顏鏡峰 

    不知不覺實習也已經快接近尾聲了,由一開始的手足無措轉變到後來

的處變不驚,還記得一開始的時候,假如遇到客人詢問,都會很慌張不知道該

如何回答,永遠是那一句:「不好意思,請稍等一下,我幫您做詢問」,到後面

大部分的時間都能夠準確地回答給客人,雖然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而導致

實習提早結束了,卻也慶幸當初自己能選擇來這邊實習,其中學到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抗壓性」,不得不說其實在機場工作每天常常需要在高

壓的環境下工作,不管是要面對從:客人、主管、時間上來的壓力,客人的話

基本上就是蠻沒有耐心的,常常客人比較多,他們等的稍為久一點,自己又不

願意去使用自助報到機器時,常常火氣就上來了,不是在排隊的人龍裡咆嘯,

不然就是輪到他時在櫃檯大吵大鬧,彷彿其他在等待的客人就不是人一樣,

面對這種客人一開始我都蠻受挫的,有種掃到颱風尾的感覺,但隨著時間久

了,經驗多了,也比較知道要如何面對處理及調適自己的心情.主管的話就是

有時候人比較多時會出來巡場,有時需要同時面對客人,但又要回答主管,剛

開始會有點手足無措,忙不過來,後來就比較好了,最後是時間的壓力,由於

每架飛機都有一個表定的起飛時間,也就造成不管旅客人數多寡,在這段時

間都務必完成所有的作業! 

    第二件事是:「危機處理」,有時在櫃檯辦理報到手續時會遇到比較少

見的護照或簽證,這時務必要加以確認,卻認其都符合資格後才能放行,雖然

有時會沒注意到,這時要如何挽救自己的疏失就很重要了,又或者是面對情

緒比較失控的旅客該如何應對進退,而不使旅客的情緒更加失控,這都是需

要時間去學習、訓練的! 

    第三件事是:「態度」,也是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件,雖然但後來不管是

程序或者是職責範圍內該做的事情都算是蠻熟悉了,但永遠都要保持一個

學習的心態,不要驕傲自滿,認為自己都會了,這時往往容易出包犯錯!每天

都從事差不多的事情,要如何保持住熱情也是蠻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在長榮航空實習接近九個月的心得,也很謝謝系上有跟公

司簽約,讓我們不只是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而是真正能到職場親自體會,正所

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讓我學習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長榮航空校外實習心得 

運輸 4B 00568127 李筆捷 

在長榮的實習時間也漸漸有半年了，很快便迎來了下學期的實

習，由於當初是簽 14 個月的約，理所當然沒有寒假可以放，當作提

早體驗出社會的感覺；由於機場又是輪值單位，在國定假日沒有辦

法大家都休假，所以這次是由大家抽籤決定過年期間誰可以放假回

家，由於我沒抽到籤，所以這也是活了二十二年第一次在外地過

年，算是蠻特別的經驗。 

而在下半年讓我感受最為深刻的，大概便是武漢肺炎疫情對於

航空業的影響了，農曆年初時，疫情在對岸盛行，航班數尚未開始

減少，但身處和外國接觸的第一線，在值勤時仍須隨時配戴口罩，

必要時也可以戴上手套為旅客服務；但隨著疫情逐漸加溫，台灣和

各國相繼出現案例，防疫的等級往上升一階，在登機門值勤時前會

確實替旅客量測體溫，若發現發燒情況的旅客便會要求拒載，而飛

機執行完每趟勤務時，機內也會先消毒二十分鐘再為下一趟航程作

整理，所以防疫這方面我認為長榮是做得非常嚴謹的。 

但松山機場畢竟是個小機場，航線簡單固定，僅往來中國、日



本、韓國三地，在三國各自爆發疫情後，航班也漸漸被取消或是降

低航班頻率，如中國僅剩上海虹橋機場和廈門高崎機場兩口岸是松

山機場可以飛的、日本飛往羽田機場的班次由一日兩班減至一日一

班，並改由小飛機執飛、而韓國金浦機場則是在四月底前皆暫停航

班；此一減少，讓松山的業務大大降低，最慘時一天僅有一班飛機

需要劃位，機場門可羅雀，造成各家航空業人力過剩、鉅額虧損，

也導致長榮航空這屆實習生於四月便提早結束這次的實習。 

不僅是航空產業和護照簽證的知識，抑或是與人溝通應對的技

巧，從一開始的生疏，到後來可以泰然自若的面對客人，我想這些

都是我來長榮學習到的寶貴經驗，也和同期實習生們、學長姐們建

立了深厚的情誼，縱使原本時長 14 個月的實習，提前在第 10 個月

結束了，心中不免惋惜，但也無可奈何，就將這段時間當作在畢業

前的充電，在這期間好好充實自己並檢視學習過的課程，並開始規

畫自己未來的方向，期許能從事自己感興趣的行業並對自己負責！ 

 

 

 

 

 

 

 



1082 學期實習心得報告     張詠晴 

  實習很快就到了第二學期了，而這一學期也經歷了很多變故，因

為 2019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俗稱武漢肺炎)的爆發，各行各業都面

臨到很嚴重的危機，尤其是航空業。 

  一開始，武漢封城，漸漸地，很多城市甚至到國家也實施鎖國政

策，造成很多航線都減少航班或是直接停飛，也因此航空業現正面

臨第四次大衰退。這段特別時期，長榮把所有在松山機場上班的人

分成兩個組別，這兩個組的班上班時間完全錯開，為了就是不讓我

們有交叉感染的風險。這個班表維持了大概一個月後，我們聽到一

些風聲說我們可能只會做到三月底。果不其然，隔天督導和排班人

就叫我們把特休和之前留的假都放一放，再過大概兩天後，就收到

行政發出來的信，請我們在最後工作日把東西歸還，並填好表單，

並且將自己的個人物品收一收，這時候才真正意識到我們的實習生

涯真的結束了。 

  第一次我就錯過投長榮履歷的時機，在截止日的隔天才發現，正

當我已經開始在面試其他家實習機會的時候，立榮航空也開放了實

習的名額，我就想說那就投投看好了，結果就這樣誤打誤撞進了長

榮體系，也開始了我夢寐以求的航空業生活。這九個月，說短不

短，說長不長。很榮幸我能被分到松山機場，這裡真的就像一個小



家庭般，認識到很多學長姐，在我們有問題的時候都很樂意幫助我

們解惑，也很願意跟我們打成一片，甚至還一起出去玩，生活起居

他們都一手包辦，只要帶著快樂的心就好了。 

  在這裡，很謝謝長榮選擇我當他們的實習生，讓我學習到第一線

人員不為人知的辛酸，不論是遇到講不聽的客人還是想要貪小便宜

的，身為服務業就只能以微笑作回應。當然也有很善良的客人，在

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叫我們慢慢來，甚至也會跟我們說辛苦了。

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辛苦，我們也許不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但是

只要抱持將心比心的心態就夠了，互相體諒對方。 

 

 

 

 

 

 

 

 

 

 

 

 

 

 

 

 

 

 



校外實習心得 

姓名:蔡雅晴 班級:4B 學號:00568126 

實習公司:三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謝系上老師的努力，替同學們爭取到公司實習的機會，讓我們

可以提早接觸到公司的實務操作，了解在職場上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和態

度，也讓我了解課本理論及實務操作的差別。 

初來三維的一兩個禮拜，對於公司的業務相當不熟悉，幸好有已經來

實習半年的同學曾詩雅幫忙我熟悉公司，一開始由於老闆尚未歸國，公司

裡的同事也不知道我應該由誰來帶，因此同事分別請我做一些雜事，例如:

將問卷調查結果以 Excel表格呈現、計算公車到站時刻及彙整停車場場址

附近的停車需求等，等到老闆回來公司開始分派我加入一些專案小組。 

我分別加入 108年度高雄市計程車服務品質評鑑暨營運情形調查委託

服務案、嘉義市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系統規畫及評估研究案的小組，但是

嘉義縣 DRTS的案子由於剛結束期中報告，沒有什麼任務量，一開始的工作

量全部都來自於高雄市計程車評鑑的案子，因為我到公司報到的時間正逢

這個案子進入提送期末報告書的時程，我開始被主管交辦一些文書工作以

及和計程車業者聯繫告知座談會的時間，座談會當天，我除了要拍攝照片

外還要擔任會議記錄，實在有點分身乏術，回到公司後，要將專家學者說

的話，彙整成一個表格以供主管查閱，幸好主管都有提點我應該怎麼做，

我才順利完成這項工作。 

結束座談會後，馬不停蹄地聯繫各家計程車業者企業訪視的時間，這

其間有遇到好說話的業者也有說一兩句就掛斷的業者，這對於職場新鮮人

的我來說，實在有點鬱悶，但是最後都有順利確認訪視時間。 

到了企業訪視當天，隨行的專家學者有成大的廖俊雄教授、警大周文

生教授、台灣消保協會徐邦瀚執行長以及交通大隊的邱警官，在他們評鑑



計程車業者的同時，我才得知計程車原來還有無線電台以及衛星派遣的派

遣系統的分別和合作社、車行及車隊的分別，經過這次的企業訪視，讓我

更了解計程車這個產業。 

結束企業訪視後，我開始撰寫期末報告書的一部份，我先是將乘車調

查以及企業訪視的分數統計分析，做成長條圖及雷達圖，在這期間我對於

Excel的熟悉度急遽地上升，主管有給我 106年度同樣的報告書以供我參

考撰寫，我主要撰寫乘車調查及企業訪視的部分，內容就是寫哪一家業者

得幾分、項目得分平均多少分、標準差多少、應加強哪些部分，結束這項

工作後，主管將他負責的部分與我寫的部分整合起來，主管交代我將整個

文章從頭到尾慢慢看有沒有錯字以及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這項任務也讓我

對於 WORD及論文格式的熟悉度增加，提交完計程車評鑑的期末報告後，工

作量也急速銳減，其他主管分派我去校正候車亭的公車時刻表，這是項非

常繁瑣的工作也是無止盡的，後來老闆說其實不用校正，因為不確定會不

會設立公車站牌，我也就此停止了這項工作。 

後來為因應蔡英文總統的大南方計畫，老闆請我與其他同事將屏南的

交通發展計畫做一個統整，提案給屏東縣政府的交通管理科科長過目，在

此項工作中，需要有條理的詳述為何要做此項建設、經費需求以及能夠帶

來何種效益，在此期間跟許多人要了很多資料，讓我學習如何與窗口負責

人說話的藝術。 

以上就是我截至 109年 4月 8日的實習心得，非常感謝公司的同事都

十分友善地教導我，不會因為我什麼都不會而對我冷眼看待，在這邊的工

作氛圍非常棒，希望能夠在這裡持續精進自身的能力，未來在交通運輸領

域成為獨當一面的專業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