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科技大學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實習期間： 110 年 8月 2日至 110 年 8月 31日止 

 

編號  

公司名稱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陳小雅 統一編號 77112233 

聯絡人 林雅筑 職稱 經理 

聯絡電話 ( 04 )7123456 傳真  

公司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3之 7號 

E-mail Abc456789@gmail.com 

公司簡介 
成立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主要生產感應馬達，針對不同客戶群設計製造相

關所應用之設備。 

營業項目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械設備製造業 

年營業額 十億 員工人數 10人 

膳宿狀況 提供午餐 休假方式 週休二日 

轉帳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事先開戶 □是 ■否 

工作項目 製圖、CNC操作 薪 資 30000 

需求條件 刻苦耐勞、認真負責 

實習機會 

來    源 

□廠商申請              □         老師推薦 

■ 黃大明 學生申請      □其它              

 



列印⽇期:110-06-11 

經濟部商⼯登記公⽰資料查詢服務

Line  複製連結

公司基本資料

統⼀編號 16427677  

公司狀況 廢⽌ (092年05⽉12⽇ 經授中字 第09234684490號)
公司名稱 八卦⼭企業有限公司
章程所訂外文公司名稱
資本總額(元) 1,000,000

代表⼈姓名
公司所在地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中⼭路⼆段九⼀七號  電⼦地圖 
登記機關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核准設立⽇期 087年04⽉15⽇
最後核准變更⽇期 092年05⽉12⽇
停業⽇期(起)
停業⽇期(迄) 089年08⽉19⽇

所營事業資料

C303010  不織布業。 
C304010  其他織品製造業（花邊、畫布、織襪、⽑⼱、床單、⼿套、睡袋 
  　、布⽦）。
F104010  布匹批發業。 

公司已廢⽌ ，依公司法第83條規定，清算⼈之就任、解任等均應向法院聲報；依⺠法第42條第1項
規定，清算中之公司，係屬法院監督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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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  

學  生  企  業  實  習  申  請  書  
 

*姓   名：          黃大明               班    級：        自動四甲          

*學   號：        108409200              *聯絡電話：      0912345678         

*實習輔導老師：        林美麗        

*實習機構名稱：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機 構 地 址：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3之 7號                                 

*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號：  77112233                                            

聯   絡   人：         林雅筑           職   稱：          經理              

*聯 絡 電 話：     ( 04 )7123456         傳   真：                           

*實習起迄日期： 110 年   08  月   02  日   至     110  年   08  月   31  日止  

實 習 部 門：                                                              

主要實習項目說明： 1.          製圖          2.          CNC操作           

3.        車床操作         4.                             

 

 

 

                         

 

＊ 以上實習機構資料，若填寫不實未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標準者，本人願意重新實習。 

 

 

學生：         黃大明         簽章 110 年 6 月 10 日 

   

負責人私章 單位印章 



 

 附件十八-1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業界實習家長同意書 
                     編號： 

茲同意（學生姓名） 黃大明 參加建國科技大學工程學

院 自動化工程 系與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合辦之

業界實習，並願與學校、企業合作督導學生在企業實習期間之

學習。 

實習期間本人子弟願配合學校有關之實習規定，並

願意服從學校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導，如

有任何違規，本人子弟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罰，

本人無異議。  

  

時間:自 110 年 8 月 2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 

               

此致 

建國科技大學 

 

家長簽章： 黃曉銘                （簽名並蓋章） 

家長電話/手機：0987654321  

學生簽名：黃大明 

科系班級：日四技自動化工程系三年甲班 

學    號：108409200 

學生電話/手機：0912345678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備註：家長簽章須家長本人親自簽名及蓋章，不得偽造，否則依校規處分 

 

附件三 



 

建國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工作型) 

立合約書人：建國科技大學(學校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單位全銜，以下簡稱乙方) 

黃大明(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茲就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企業實習相關事宜，叁方同意訂立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第一條 乙方同意提供壹名實習機會，供丙方進行 

■「產業實習2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2學分，實習時數至多160小

時。 

□「業界實習訓練研修4學分」、「業界實習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習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業界實務能力研修4學分」、「業界實務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務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第二條 甲方於實習前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並編定校外實習注意需知，

提供實習生參考。實習期間內應定期指定專人至丙方實習地點，進行輔導並提供考核資

料供乙方針對丙方進行評核。學生實習訪視工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若

實習地點為海外及大陸地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決。學

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第三條 甲方應督導丙方於企業實習期間接受乙方指揮監督，從事各項實習：  

一、 實習地點：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二、 實習時間：自中華民國110年8月2日至110年8月31日。 

三、 實習項目：製圖、CNC操作…等。 

四、 實習薪資： 

(一)薪資以月薪計，每個月給付新臺幣     30000      元。 

(二)薪資以時薪計，每小時給付新臺幣              元。 

   (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五、 實習津貼計算方式、作息、排班、休假及因作業必須之加班，皆依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外籍生每週實習與工讀時數合計至多40小時。經甲方、乙方及丙方叁方協議後，得調整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以符企業實習訓練需求。 

第四條 為維護實習學生的權益，由甲方為丙方加保團體意外險，保額2 0 0 萬(最高理賠金額)。 



 

實習學生報到時，乙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金提繳。(不得低於勞動基準

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第五條 若丙方為未成年人，甲方應先取得丙方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方得至乙方機構進行實習。 

第六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各項膳食及住宿均由丙方自理，或依雙方協議行之。 

第七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應克盡善良員工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

努力學習，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丙方應依乙方相關規定接受乙方議處。 

第八條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或實習學生違反職場工作規定外，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實習

訓練。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訓練時，得經甲乙丙三方合意後，本契約方可終止。 

第九條 本合約書自叁方簽訂日起生效，至企業實習期滿時，失其效力。 

第十條 如因本契約發生爭議，叁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調修訂之。 

第十二條 本契約一式叁份，叁方各執乙份為憑。   

立契約人： 

甲方：建國科技大學 

代表人：江金山 

地址：彰化市介壽北路 1 號 

 

乙方：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人：陳小雅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丙方： 黃大明(需親自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 N123456789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中華民國  110年 6月 10日 



 

建國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工作型) 

立合約書人：建國科技大學(學校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單位全銜，以下簡稱乙方) 

黃大明(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茲就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企業實習相關事宜，叁方同意訂立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第一條 乙方同意提供壹名實習機會，供丙方進行 

■「產業實習2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2學分，實習時數至多160小

時。 

□「業界實習訓練研修4學分」、「業界實習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習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業界實務能力研修4學分」、「業界實務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務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第二條 甲方於實習前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並編定校外實習注意需知，

提供實習生參考。實習期間內應定期指定專人至丙方實習地點，進行輔導並提供考核資

料供乙方針對丙方進行評核。學生實習訪視工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若

實習地點為海外及大陸地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決。學

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第三條 甲方應督導丙方於企業實習期間接受乙方指揮監督，從事各項實習：  

一、 實習地點：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二、 實習時間：自中華民國110年8月2日至110年8月31日。 

三、 實習項目：製圖、CNC操作…等。 

四、 實習薪資： 

(一)薪資以月薪計，每個月給付新臺幣     30000      元。 

(二)薪資以時薪計，每小時給付新臺幣              元。 

   (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五、 實習津貼計算方式、作息、排班、休假及因作業必須之加班，皆依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外籍生每週實習與工讀時數合計至多40小時。經甲方、乙方及丙方叁方協議後，得調整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以符企業實習訓練需求。 

第四條 為維護實習學生的權益，由甲方為丙方加保團體意外險，保額2 0 0 萬(最高理賠金額)。 



 

實習學生報到時，乙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金提繳。(不得低於勞動基準

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第五條 若丙方為未成年人，甲方應先取得丙方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方得至乙方機構進行實習。 

第六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各項膳食及住宿均由丙方自理，或依雙方協議行之。 

第七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應克盡善良員工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

努力學習，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丙方應依乙方相關規定接受乙方議處。 

第八條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或實習學生違反職場工作規定外，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實習

訓練。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訓練時，得經甲乙丙三方合意後，本契約方可終止。 

第九條 本合約書自叁方簽訂日起生效，至企業實習期滿時，失其效力。 

第十條 如因本契約發生爭議，叁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調修訂之。 

第十二條 本契約一式叁份，叁方各執乙份為憑。   

立契約人： 

甲方：建國科技大學 

代表人：江金山 

地址：彰化市介壽北路 1 號 

 

乙方：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人：陳小雅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丙方： 黃大明(需親自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 N123456789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中華民國  110年 6月 10日 



 

建國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工作型) 

立合約書人：建國科技大學(學校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事業單位全銜，以下簡稱乙方) 

黃大明(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茲就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企業實習相關事宜，叁方同意訂立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第一條 乙方同意提供壹名實習機會，供丙方進行 

■「產業實習2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2學分，實習時數至多160小

時。 

□「業界實習訓練研修4學分」、「業界實習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習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業界實務能力研修4學分」、「業界實務報告研修2學分」、「業界實務成果研修3

學分」之學期選修課程(以下簡稱選修課程)共9學分，實習時數至多720小時。 

第二條 甲方於實習前舉辦實習說明會，說明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並編定校外實習注意需知，

提供實習生參考。實習期間內應定期指定專人至丙方實習地點，進行輔導並提供考核資

料供乙方針對丙方進行評核。學生實習訪視工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若

實習地點為海外及大陸地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決。學

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第三條 甲方應督導丙方於企業實習期間接受乙方指揮監督，從事各項實習：  

一、 實習地點：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二、 實習時間：自中華民國110年8月2日至110年8月31日。 

三、 實習項目：製圖、CNC操作…等。 

四、 實習薪資： 

(一)薪資以月薪計，每個月給付新臺幣     30000      元。 

(二)薪資以時薪計，每小時給付新臺幣              元。 

   (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五、 實習津貼計算方式、作息、排班、休假及因作業必須之加班，皆依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外籍生每週實習與工讀時數合計至多40小時。經甲方、乙方及丙方叁方協議後，得調整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以符企業實習訓練需求。 

第四條 為維護實習學生的權益，由甲方為丙方加保團體意外險，保額2 0 0 萬(最高理賠金額)。 



 

實習學生報到時，乙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金提繳。(不得低於勞動基準

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第五條 若丙方為未成年人，甲方應先取得丙方之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方得至乙方機構進行實習。 

第六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各項膳食及住宿均由丙方自理，或依雙方協議行之。 

第七條 丙方於乙方機構實習訓練期間，應克盡善良員工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

努力學習，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丙方應依乙方相關規定接受乙方議處。 

第八條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或實習學生違反職場工作規定外，乙方不得自行中途停止實習

訓練。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訓練時，得經甲乙丙三方合意後，本契約方可終止。 

第九條 本合約書自叁方簽訂日起生效，至企業實習期滿時，失其效力。 

第十條 如因本契約發生爭議，叁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調修訂之。 

第十二條 本契約一式叁份，叁方各執乙份為憑。   

立契約人： 

甲方：建國科技大學 

代表人：江金山 

地址：彰化市介壽北路 1 號 

 

乙方：八卦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人：陳小雅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丙方： 黃大明(需親自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 N123456789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中華民國  110年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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