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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教師心得報告 
 
一、實習計畫領域：國際企業管理、行銷與物流等相關領域 
 
二、計畫目的： 
1、將學校所學國際貿易與國際行銷相關知識與技能運用在實際職場。 
2、藉由在先進英語系國家見習機會增進英語能力。  
3、瞭解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之異同。  
4、培養國際觀點，擴大視野。 
 
三、實習國家：美國 
 
四、實習單位名稱與國際聲譽： 
1、美國 PQI US Corporations 國際企業管理 
2、美國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Fremont, C.A. 
 
五、預期實習效果： 
1、對個人而言，增加國際觀與英語能力。  
2、有益於本系未來推展國際化。  
3、對學弟妹具有示範之學習效果。 
 
六、赴海外實習時，計畫主持人擔任之角色及工作內容 
1. 計劃總主持與督導。以及每日領隊實習與從事解說工作，評估其工作態度與責

任感。 
2. 針對與 USA-PQI 公司與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國際合作的範圍與

方式舉行一連串相關協調，並整合內容意見。 
3. 安排實習學生的行程與計畫的報告撰寫。 
 
七、教師心得報告 
      一直以來本系即積極尋求國際企業合作與姊妹校學術交流為主要的辦學任

務之一，本系為配合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的推廣及學生國際化的能力，有 2 位學

生前往美國北加州 PQI 公司與西北理工大學 NPU 進行海外研習，學生對這種國際

交流活動的反應良好，藉由此次機會，學生能從文化、經濟、社會等不同觀點來

看國際企業與大學在美國與台灣的差異，進而能成為具文化敏感性和國際觀的國

貿人員。實習活動心得簡介本次海外研習於 6月 28 日出發至 7月 29 日返國，共

計 31 天，其間活動包括參與 PQI 實習及 NPU 的課堂學習。 

1. PQI實習： 

一如前述，「放眼國際，展望未來」是中臺國企系的精神標語。為讓學生有

國際觀，並將所學與世界接軌，更為能將理論與實務融合在一起，故安排PQ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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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海外實習國際企業管理並開拓全球化的視野，以提昇學生日後的國際競爭力與

成就感。 

  學生此次實習除增加企業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觀點外，並對國際物流與供應鏈

管理有深刻的印象，並親自參與倉儲流程包裝標籤之實作，已為學生達到海外實

習的機會與提升外語能力為目的，尤其在海外公司學習到國際企業的管理方式，

了解外國公司的作業流程與處理方法，更增加學生學以致用的國際競爭的能力。 

2. NPU課堂學習 

課堂學習有一科：產品創新與研發創意管理。此科讓壆生有新的體認，對學

生來說是新的科目因為要到四年級才會上到，在美國第一堂課即教導公司永續發

展的職責，他們的教法很有趣，特別於課堂上描述同學的工作經驗，再要求學生

根據所教導的內容檢視他們的角色，讓學生能藉由每個故事親自了解產品創新與

研發創的重要性。另外，這門課還強調了國際管理的觀點來看公司的資源及制度，

學生也因為看了這些資料，對台灣和美國的公司產品設計差異有更深入的體會。 

在這三十天中，學生不僅是經歷美國公司的實際實習和大學教育的體驗，更

體驗不一樣的生活形態。美國同事或同學已我們成為朋友，經常利用閒暇時間帶

我們去參與當地的休閒活動、去吃當當地好吃食物。而我們本身居住的地方就是

個小型國際村，學生也在那學習和不同文化的人相處，增加文化敏感度。  

計畫執行成效與心得  

這次30天的海外研習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去體驗台灣的科技大學教育和公

司實務與美國的差別，也經由這些差異來反思自己的不足，進而激勵自己要更努

力。學生透過上班與上課及與同事、同學間的互動，對美國公司與教育的認識，

有很多不同層面的看法，整體而言，這次的海外研習是一個成功的經驗，學生也

表示非常滿意。根據滿意度問卷的結果，這次的研習讓學生的觀察能力及批判能

力都有很大的進步。更重要的是，他們的眼界提升了，看事情的角度也寬廣了，

期望這群學生將來都會是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生力軍。 

 學生海外實習報告 

FB3A 學生：蔡環祺（F09612045）總心得報告 

    剛開始到海外實習時心情非常緊張，踏進國際勁永股份有限公司(PQI)的大門

口，開始了我的首次企業實習，一開始先瞭解公司主要銷售的產品以及公司簡介，

之後進入倉儲管理與物流實習。 

    實習一開始，先了解公司本身、內部人員以及主要工作內容，接著就正式進

入實際操作的部分了。在這裡，我們每天都有著不一樣的工作，例如：學習如何

包裝，瞭解各種不同的商品條碼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包裝數量的不同，銷售區域

也會有所不同。然後，實際瞭解各種單據的填寫方式，運用平時上課所學的知識

相互對照，能更加清楚單據的內容。 

    實習的期間，與內部人員相互交流，藉此瞭解公司主要的銷售地區，以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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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過程等等。然而，在彼此的互動之間，能增加自己對公司的瞭解，與內部人員

建立良好關係，以及更加清楚產品的內容及銷售。 

    實習的最後，我學到了許多不同的知識及經驗，也瞭解產品內件的配置，及

記憶體的程式是如何設計等。體驗了許多過去所沒有的經歷，並且增加了自己的

英語能力和視野，明白各個地區都有著不同的特性，需求也各有不同。藉由這次

的海外實習機會，多增進自己的國際視野，以及瞭解公司各部門的主要工作。因

此，這一次的海外實習，讓我有了不一樣的體驗，也增加了許多不同的知識及經

驗。 

FB3A 學生：柳映如（F09612033）總心得報告 

第一天到PQI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Jack先介紹公司的簡介，在1997

年由呂采妮小姐成立，全球專業儲存記憶大廠於 2002 年在台灣正式掛牌上櫃且於

2003 年成功轉上市。勁永國際並於海外成立子公司以自有品牌 PQI 在國際市場打

響名號，其海外子公司遍及美國、荷蘭、日本、香港及中國大陸等地，。經營範

圍涵蓋四大專業領域，包含記憶體模組(DRAM Module)、快閃記憶卡(Flash 

Cards)、多媒體消費性電子產品(Multi-Media)以及工業市場儲存裝置

(DiskOnModule)等系列產品。勁永國際現為全球前十大專業記憶體模組及前十大

快閃記憶體領導廠商。 

我們在物流部門，做實習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在包裝，有接處的是電腦裡

的記憶卡、我們平常所見的 USB，我們所用的容量包含有 16G、8G、和 4G，而電

腦裡的記憶卡是 2G 和 1 G，而在對話中所得知這些記憶卡和 USB 都是大量銷到南

美洲和記憶卡上的標示都有他的含意，標示著製造日期和容量。由於現在是淡季

所以幫忙整理了一些文書資料，看到一些我們在學校所學的國際貿易裡看到的單

據，讓我有種熟悉的感覺，可以把平日所學的，拿出來應用，讓自己有更深的印

象。有一次做的讓我印象最深，原來電腦裡的記憶卡也能美化，不再只單一片記

憶卡。來到了 PQI 一定要讓自已對記憶卡有更深一步的認識，所以就開口問一位

越南的工程師，什麼是 RAM(Random Access Memory)和 FLASH，打破了我舊的知識，

原來以為 Flash 只是軟體，但他是記憶卡裡的硬體，而 RAM 之前就知道他是電源

一關，記憶卡內的內容就會跟著消失，但看到 USB 裡面的溝造，就更了解了。 

這也要最感謝我們的主任、Jack、Tony、Linda、Kevin 和 An，讓我在這

個月在 PQI 學了很多，也認識了很多人，開拓了我的人際關係，學習了如何與人

相處、溝通。 

 學生海外上課學習報告 

FB3A 學生：蔡環祺（F09612045）總心得報告 

這次除了到美國 pqi 實習之外，還到西北理工大學（NPU）上課，剛開始的第

一堂課其實感覺非常的緊張，擔心聽不懂上課內容還有無法適應上課環境等問

題，但是，實際上開始上課之後，我覺得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雖然還是不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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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是很懂，但是，上了幾次之後，漸漸得懂得上課的內容，也覺得上課的互動

很有趣，這次還有機會可以聽到他們的期末上台報告，他們的報告方式和台灣大

多數的學生簡報方式不太一樣，台灣學生報告完後通常只有老師會問問題，台下

的學生通常都不會提問題，但是，在美國，學生們會對報告提出問題，然後共同

討論，我覺得這樣很有趣，也很值得學習，如果將來我們的報告方式和他們一樣，

也許進步的空間會更大。真得很開心能到 NPU 上課，這讓我學到了一些不同於以

往的知識，也可以增加自己英文聽力和口說能力，我覺得這次的機會真得是很有

意義，也非常有趣。 

在 NPU 裡面我學到了產品的設計、發展、市場區隔等，每個單元都有許多不

同的重點，老師在進入上課內容前，總是會先拿出幾篇與上課內容相關的新聞文

章，與學生們共同討論，最後切入正題，我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可以讓我們一方

面接觸與課程相關的時事內容，一方面可以讓我們更加瞭解課程內容，這樣對於

課程的吸收很有幫助，每次的上課都很讓人期待，舉例說明讓我更加瞭解該單元

的重點，很高興有機會能到 NPU 上課，希望將來還有機會到美國增廣見聞，我覺

得這次的上課讓我獲益良多。 

FB3A 學生：柳映如（F09612033）總心得報告 

美國西北理工大學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NPU) 地處譽

為世界高科技發源地的加州矽谷地區的佛利蒙市 (Fremont)，是美國國家教育部

和加州教育廳認可的高等學府，是全美大學甄選委員會 (ACICS) 入選之會員。NPU

是中國國家教育部所認可推薦的美國大學，也是臺灣教育部認可之美國大學之一。 

第一次在美國體驗他們上課方式，讓我覺得好特別。第一是 Jack 老師每次都

會帶報紙跟學生說這個星期在產業裡的時事，最常提到的就是 APPLE INC 這家公

司，例如說:現在 Apple inc 要推出一種用手機就可以玩像 x-box 遊戲，而且影

像更真實，他是用鏡頭去帶現實的世界!，第二學生在分組討論時，都可以說出是

同學會在報告結束時發問，發表人也可以很迅速的回答，沒有報告的人也很了解

這家公司，也加入討論，第三是這次聽了四組同學都是報告 APPLE INC，          

但他們的內容主題都不同，第四同學上課可以帶筆記型電腦，可隨時查尋相關資

料。 

第一次上 NPU 的創意管理課，全程用英文上課，幸好是台灣人的講師，說話

的速度比外國人還要慢一點，所以英文我大概大約還是可以聽的懂，但是聽的還

是很吃力，這是要加強的地方。 

 海外實習學生成員名單 

□老師 

學生 

蔡環祺 S223877703 國企系／三 國際企業管理  

□老師 

學生 

柳映如 B222664164 國企系／三 國際企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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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計畫課程表 

2010 海外實習預定行程暨課程表 

實習地點：1、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分公司（PQI US CO.） 

2、美國加州西北工大學（North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預定行（課）程 日期 星

期 

學習目標 

早 午 晚 

備註欄 

 

6.28 一 出發：臺灣桃園 美國舊金山（由於經過國際換日線，故到達美國時間也為 6月 28

日） 

搭乘

UA838 航

空 10:00 

a.m. 

6.29 二 PQI US CO 實習 認識 PQI US CO 路

程 

第一日拜會及 PQI 

US CO 實習 
調整時差  

6.30 三 NPU 學習 認識至 NPU 西北理

工大學路程 

認識 Fremont 及拜

訪 NPU 

NPU 旁聽(Dr. Jack 

Kuo) 

簽訂姊

妹校 MOU

及討論

3+2 或

2+2 學

制 

7.01 四 PQI US CO 實習 實習工作介紹與分

配、安排 

至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7.02 五 認識舊金山灣區 學坐地鐵（BART） 認識舊金山 唐人街 

購物 

 

7.03 六 認識舊金山灣區 舊金山一日遊 舊金山一日遊 舊金山一日遊  

7.04 日 認識美國國慶 觀看美國花車遊行 參與美國慶祝活動 金門大橋煙火秀  

7.05 一 名校尋禮 參觀名校史丹福 U. 參觀名校柏克萊 U. 探尋美國夜景與食

物 

 

7.06 二 PQI US CO 實習 St. Jose 活動 至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7.07 三 NPU 學習 Google 參訪 撰寫學習日誌 NPU 旁聽(Dr. Jack 

Kuo) 

 

7.08 四 PQI US CO 實習 Fremont 參訪 至 PQI US CO 實習 前往優勝美地國家

公園 
 

7.09 五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探幽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前往仙境雷大湖  

7.10 六 探訪仙境及賭城 雷大湖觀光 前往賭城：雷諾 雷諾  

7.11 日 參觀首府沙加緬度 沙加緬度 舊金山 返回 Fremont  

7.12 一 拜訪舊金山台北辦

事處 

拜訪舊金山台北辦

事處 

舊金山 明日實習討論準備  

7.13 二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至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7.14 三 NPU 學習 整理工作及學習心

德 

撰寫學習日誌 NPU 旁聽(Dr. Jack 

Kuo) 
 

7.15 四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學習日誌 至 PQI US CO 實習 前往加拿大或佛州  

7.16 五 17 –Mile Drive 17 –Mile Drive 17 –Mile Drive 17 –Mile Drive  

7.17 六 Hearst Castle Hearst Castle Hearst Castle Hearst Castle  

7.18 日 Huntington . 

Observatory 

Huntington . 

Observatory 

Huntington . 

Observatory 

Huntington .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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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一 回 Fremont, CA 返回 Fremont 返回 Fremont 返回 Fremont  

7.20 二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至 PQI US CO 實習 撰寫工作日誌  

7.21 三 NPU 學習 Fremont 撰寫學習日誌 NPU 旁聽(Dr. Jack 

Kuo) 
 

7.22 四 PQI 實習 撰寫學習日誌 至 PQI US CO 實習 前往洛杉磯（L.A.）  

7.23 五 太平洋風光欣賞 洛杉磯旅遊 洛杉磯旅遊 洛杉磯旅遊  

7.24 六 洛杉磯旅遊 洛杉磯旅遊 洛杉磯旅遊 洛杉磯旅遊  

7.25 日 回 Fremont 回北加州 至 Fremont 撰寫工作日誌  

7.26 一 探尋舊金山灣區 撰寫工作總心得 撰寫學習總心得 舊金山灣區再一遊  

7.27 二 道謝&告別 至 PQI US CO. & NPU

道謝告別 

Go Shopping again 打包行囊 PQI US 

CO 實習

結束＆

NPU 學習

結束 

7.28 三 本日回臺灣：美國舊金山國際機場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搭乘

UA853 航

空 11:45 

p.m. 

7.29 四 由於經過國際換日線，故到達臺灣時間為 7月 29 日或其他 20:45 抵

臺灣桃

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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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督導評量紀錄表 

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訪視紀錄表 

單 位 職 別 姓  名 代 號 

國際企業系 助理教授 王耀毅 101954 

訪 視 日 期   99 年  7  月  15 日 

訪 視 實 習 機 構 
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QI  
US CO.) 

訪視單位
主管簽章

 

受訪視實習學生 蔡環祺、柳映如 

工 作 報 告 

或 

訪 視 報 告 

一、實施流程： 

1. 參觀學生實習職場。 

2. 單獨與實習學生座談，瞭解學生實習內容、出勤狀況、疑難解答。 

3. 座談結束後，與pqi美國總裁Jacky及顧問Jack Kuo會談，除瞭解主管

對學生實習狀況的看法外，亦與之溝通學生面臨的問題並提供建議。

 

二、實施成效評估與建議 

1. 教師訪視時，學生反應本實習不但學到實務知識，亦可增進人際關係，

唯英文能力有待加強，故整體而言成效良好。 

2. 協助國際物流倉庫與現場檢貨包裝業務與資料整理，實習1個月已大致

清楚國際企業管理與物流倉儲工作內容。與部門主管及同事相處很

好，有不了解的地方主管及同事也都會耐心指導。 

3. 業者對學生表現評語： 

(1)非常乖巧，主動學習。 

(2)交辦事項完成，會主動詢問有無需要幫忙。 

4.建議： 

(1)要主動學習，多從旁觀察，學習管理概念。 

(2)遇問題多請教主管及同事，但要注意他們是否正在忙。 

(3)雖不需穿制服但仍要注意服裝儀容。 

(4)實習結束後有空常打電話問候。 

 

 

指 導 老 師  系主任  

註：請主任簽名後，影本送至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天機教學大樓 21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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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學生績效評估 
中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實習評分表 

 

實習學生姓名：蔡環祺 學號：F09612045 

實習機構全銜：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QI) 

機構實習督導：Jack Kuo 

實習期間：   99 年   6  月   29   日至   99  年  7   月  28   日 

評分項目及評價： 

項目 評價 

1.平均每週實習請假日數。 ■0天 □1-2 天  □3-4 天  □5 天以上 

2.平均每週實習遲到早退次數。 ■0次  □1-3 次  □4-6 次  □7 次以上 

3.學習及工作態度 ■非常積極  □積極  □普通  □不積極  □極不積極 

4.專業知識與技術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5.人際關係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6.溝通與協調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7.其他有助瞭解學生實習情況之說明 (如學生的優點或待改進之處，請說明) 

  

備註： 
90 分以上：非常傑出     85–89 分：很優良 

80- 84 分：優良       70–79 分：普通 

60- 69 分：不良       ＜60 分：極差  

實習分數 (100 分為滿分，60 分以下為不及格)：    95      分 

對本系之建議： 

 

機構指導人員簽章：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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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實習評分表 

 

實習學生姓名：柳映如 學號：F09612033 

實習機構全銜：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QI) 

機構實習督導：Jack Kuo 

實習期間：   99 年   6  月   29   日至   99  年  7   月  28   日 

評分項目及評價： 

項目 評價 

1.平均每週實習請假日數。 ■0天 □1-2 天  □3-4 天  □5 天以上 

2.平均每週實習遲到早退次數。 ■0次  □1-3 次  □4-6 次  □7 次以上 

3.學習及工作態度 ■非常積極  □積極  □普通  □不積極  □極不積極 

4.專業知識與技術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5.人際關係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6.溝通與協調 ■非常優良  □優良  □普通  □不理想  □極不理想 

7.其他有助瞭解學生實習情況之說明 (如學生的優點或待改進之處，請說明) 

  

備註： 
90 分以上：非常傑出     85–89 分：很優良 

80- 84 分：優良       70–79 分：普通 

60- 69 分：不良       ＜60 分：極差  

實習分數 (100 分為滿分，60 分以下為不及格)：    95      分 

對本系之建議： 

 

機構指導人員簽章：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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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學生專業課程日誌 

FB3A 學生：蔡環祺（F09612045）＆ FB3A 學生：柳映如（F09612033） 

美國西北理工大學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NPU) 地處譽為世界高科技

發源地的加州矽谷地區的佛利蒙市 (Fremont)，是美國國家教育部和加州教育廳認可的高等學

府，是全美大學甄選委員會 (ACICS) 入選之會員。NPU 是中國國家教育部所認可推薦的美國大

學，也是臺灣教育部認可之美國大學之一。 

第一次在美國體驗他們上課方式，讓我覺得好特別。第一是 Jack 老師每次都會帶報紙跟

學生說這個星期在產業裡的時事，最常提到的就是 APPLE INC 這家公司，例如說:現在 Apple inc 

要推出一種用手機就可以玩像 x-box 遊戲，而且影像更真實，他是用鏡頭去帶現實的世界!，第

二學生在分組討論時，都可以說出是同學會在報告結束時發問，發表人也可以很迅速的回答，

沒有報告的人也很了解這家公司，也加入討論，第三是這次聽了四組同學都是報告 APPLE INC，

但他們的內容主題都不同，第四同學上課可以帶筆記型電腦，可隨時查尋相關資料。 

第一次上 NPU 的創意管理課，全程用英文上課，幸好是台灣人的講師，說話的速度比外國

人還要慢一點，所以英文我大概大約還是可以聽的懂，但是聽的還是很吃力，這是要加強的地

方。 

 海外實習學生實習日誌 

FB3A 學生：蔡環祺（F09612045） 

6/28(熟悉工作地點&調時差) 

台灣時間六月二十八號早上十點搭上飛機，美國時間六月二十八號下午三點抵達舊金山國際機

場，進入海關，被問了一堆問題，還好順利的通過了，領了行李，先到租車處拿車，接著前往

我們的旅館 Check in，之後，熟悉附近環境，及調整時差。 

 

6/29(實習) 

早上先到 pqi 附近瞭解路線，接著進入公司，今天先大致瞭解公司的簡介，公司主要產品有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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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硬碟、隨身碟、記憶體等，美國公司主要銷售地區是南美洲，產品主要在中國大陸或台灣製

造，然後在美國包裝再銷售。簡單地與內部員工相互認識，瞭解工作內容，接著進入倉儲管理

與物流實習。 

 

6/30(認識 NPU) 

由於這一週是 NPU(西北理工大學)的期中考週，因此，先認識 NPU 的上課環境，瞭解上課教室

的位置、學校主要辦公室的位置等。美國的西北理工大學位於加州佛特蒙市，學校特別重視高

科技之創新，採用具有特色之目標導向的教育模式為其重要依據。 

 

7/1(實習) 

今天的實習，主要是瞭解記憶體及包裝，記憶體的包裝及標籤都有它的意義，比如說：1G 和 2G

的標籤就會有所不同，而記憶體的標籤方式也有一定的規定，會標示出記憶體容量、製作日期

等，視每個地區的需求不同，而給予不同產品。美國 pqi 公司的主要銷售地區是在南美洲，大

部分的產品都是從中國或台灣進口加工再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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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坐地鐵) 

今天學習如何坐地鐵，先到地鐵站買票，那裡都是自動售票機，不懂要如何買票，最後買了來

回票，坐上地鐵到 POWELL，那裡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四處都有街頭藝人的表演，城市也很漂亮，

然後第一次坐 Cable Car，買票的方式可以上車補票或櫃檯買票，而且票也有分單程票、月票

等，然後沿路欣賞風景，接著到 PIRE 39，海景很美，到處都讓我覺得很新奇、很有趣。 

 

7/3(認識舊金山) 

今天前往舊金山最著名的金門大橋，舊金山的路每條都很陡，總是要開到盡頭才會知道下一條

路是什麼？金門大橋坐落於舊金山市的北邊，在大霧、強風、岩石和巨浪的包圍下，建造大橋

曾被認為是不可能的任務。現在這座紅色大橋橫跨青山碧水間，不僅是舊金山的代表建築，也

在全世界人們的心中建立無可取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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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美國國慶) 

在美國把這一天稱作為“獨立紀念日＂。獨立紀念日在美國被看作是一個自由和獨立國家的生

日。這一天是紀念當時的大陸會議於 1776 年 7 月 4 日在費城通過正式採用獨立宣言的歷史大

事，這個文件是宣佈北美英屬 13 個殖民地脫離英帝國統治的宣言。一般美國人在這一天用遊

行、戶外活動、烤肉、音樂會、演講、展覽、燃放煙火等各種不同的方式來體現人們的愛國熱

誠，歡度這個假日。 

 
7/5(參觀史丹佛大學&柏克萊大學) 

今天去參觀美國最有名的兩間大學，史丹佛大學是一間私立學校，並且是美國最好的私立學校

之一，校園非常美麗，校地也非常的大，有許多名人都是從這間學校中畢業的，可見得這間學

校真的是非常傑出，但要想念這間學校，首先就必須要有足夠的金錢，接著就是要非常努力以

及一定程度的聰明智慧。然而柏克萊大學不同於史丹佛大學，它是一間公立學校，它造就了許

多成功的人士，並且是造就最多諾貝爾得主的學校。有人說到美國一定要拜訪這兩間名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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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等於沒到過美國，很有趣的是，雖說它們是學校，但卻也是個觀光勝地。 

 

7/6(實習) 

今天的工作，我們主要是瞭解訂單、購貨單、售貨單等等的單據製作，每個單據的編制都不太

一樣，在學習單據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同時運用在學校所學的知識，並且實際接觸，瞭解

差異。在這裡可以接觸到許多課堂所學的知識並且實際運用，從中瞭解不同之處，也可以增長

知識，我覺得很有趣，而且也很有意義。 

7/7(GOOGLE 參訪&NPU 上課) 

原本預定要到 Google 參訪，但由於認識的工程師已離職，就取消了這趟行程。我們去了圖書館

及附近圖書館的公園，他們的圖書館藏書非常的多，各類書籍都有，有些人一待就是一整天。

晚上到西北理工大學上課，第一次上課感覺非常緊張，全程英語授課，剛開始其實聽得有點吃

力，不是很懂，但我還滿喜歡這種上課氣氛的，學生一有問題就會直接發問，與老師之間的討

論也很熱絡，這在台灣，要看見這種上課情形似乎少之又少，像這樣上課的方式，可以讓自己

更加瞭解課程內容，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真的很棒。 

 
7/8(實習) 

今天的工作內容，瞭解單據製作以及記憶體的標示，接觸的單據越來越多，就越瞭解該如何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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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其中的差別，而記憶體的標示，也因為有實際的接觸，而瞭解標示上的內容及差異。今天

有多瞭解了另一種顯示卡的記憶體 DDR2，DDR2 顯示卡是把 DDR 顯示卡的 2bit Prefetch (2 位

預取) 技術昇級為 4 bit Prefetch (4 位預取) 機制，且 DDR2 顯示卡的 DRAM 核心可並行顯示，

每次處理 4個資料而非 DDR 顯示卡的 2 個資料，這樣 DDR2 顯示卡便實現了在每個時鐘週期處

理 4bit 資料，比傳統 DDR 顯示卡處理的 2bit 資料提高了一倍。 

7/9(優勝美地) 

前往優勝美地的路彎彎曲曲的，但那裡空氣非常的好，氣候宜人，到處都樹木林立，享受森林

浴的感覺，走在路上偶爾會看見松鼠的蹤跡，而附近都會有警告標語，那裡有點像是小型的野

生動物園，有鹿、有松鼠、有許多的野生動物，據說偶爾也會看見熊，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還有

三個巨大的世界爺（巨杉）樹林，千年古木參天，蔚為奇觀。 

 

7/10(仙境雷大湖&雷諾賭場) 

由於時間的因素，所以我們就沒有去雷大湖及雷諾賭場了。因此，這一天我們依然是停留在優

勝美地，昨天是以優勝美地的南邊為主，金天主要是前往優勝美地的西邊，那裡非常的特別，

有瀑布也有樹林，到處都好美，而且小松鼠都不怕生，隨處可見，到處都是很美的大自然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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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參觀首府沙加緬度) 

今天從優勝美地回 Fremont，由於路途遙遠，所以，就沒去參訪首府沙加緬度，但在回程的途

中經過一個很可愛的小鎮，它的名字是 Angle town，隨處可見青蛙的產品、圖畫，詢問當地人

為什麼這裡都是青蛙？他們解釋：因為馬克吐溫曾經在那裏住過八十幾天，並且寫了一本有關

青蛙的書，而這本書是以馬克吐溫的本名發表的，而且這個小鎮每年都有一個青蛙季，因此才

會以青蛙作為他們的象徵。很有趣的故事，很可愛的小鎮，離開這個小鎮，我們回到了 Fremont，

結束一天的行程。 

 
7/12(前往舊金山辦事處) 

今天前往美國舊金山辦事處，途中似乎走錯路，因此，找尋不到辦事處的地方。所以，我們來

到了之前曾來過的 Powell，參觀了舊金山的市政中心，去了唐人街，好多的中國店家，好熟悉

的中文字，很難想像這地方是在美國。結束一天的行程之後，坐 BART 回 Fremont，然後在坐公

車回旅館。 

7/13(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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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工作又多瞭解了一些東西，例如 Flash 是什麼？主要作用在哪裡？還有 DDR 的功能，主

要用於哪些地方等，像 Flash 它主要是在記憶體裡，結合控制器，關機時記憶並不會消失，但

是 DDR 主要是應用在電腦上，關機時記憶就會一起消失。在這裡工作很有趣，能了解許多書本

上所沒有的，也能實際運用所學的知識，真的很有收穫。 

 

7/14(NPU 上課) 

今天去上課，大概是漸漸習慣這裡的上課模式，也習慣英文教學，所以今天的課聽起來變得簡

單許多，也較清楚明白上課內容，老師在上課時會先以時事和同學討論，而後進入上課內容。

上課真的很有趣，老師上課有時會拋個問題給學生，然後學生們就會開始提出自己的意見，最

後老師在將答案統整之後，給一個完整的答案。所以，在這裡上課真的很棒，也很有趣。 

 

7/15(實習) 

今天的實習主要是幫產品貼標籤，標籤的黏貼也有區別，有的是貼橫的，有的是貼直的，不同

的產品貼法都不同，而標籤也有所差別。今天還學習封裝產品，使用機器，將產品擺放好，送

入壓製、封裝，最後成品就完成了。我覺得每項工作的好特別，同時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學習經

驗及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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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探訪 17-Mile Drive) 

今天要前往 17-Mile Drive，沿路看海景，覺得很美就停下腳步，拍幾張照片，然後，繼續前

進，進入 17-Mile Drive，聽說這裡是靠海最近的地方，但今天的天氣並沒有很好，霧氣太重，

以至於海、空連成一線的景色並沒有看見，所以趕到有點失望，後來抵達 Hearst Castle，卻

因為已經超過參觀時間，只好明天再去了。 

 

7/17(Hearst Castle) 

一早就前往 Hearst Castle，坐上他們的觀光車，進入城堡裡，好漂亮的一個地方，據說這裡

原本是私人住宅，後來住宅的主人提供給一般人觀光之用。參觀完城堡，接著看一段古堡的小

影片，結束觀光行程。Hearst Castle 於 1947 年完工，位於美國加州，是有史以來最豪華的私

人住宅，是上個世紀 20 年代美國傳媒巨人威廉·藍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的私人城堡。曾經是英國首相邱吉爾、影星克拉克·蓋博、葛麗泰·嘉寶、劇作家蕭

伯納受邀作客的地方，十年之後赫氏企業捐給加州州政府管理，是美國 5000 個歷史博物館中最

大的博物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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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Huntington & Observatory) 

接下來到 Huntington，裡面有許多小區塊，像日本花園、中國花園、沙漠區等，每個區塊都有

它的特色，很特別也很漂亮。參觀完之後，我們前往 Griffith Park 的天文台，看了一場電

影＂water is life＂，接著開始參觀天文台。 

 

7/19(回 Fremont) 

結束了三天的假期，回到 Fremont，然後到附近的商場看看，這裡的商場還滿大的，賣的東西

五花八門，即使花一整天在裡面逛街似乎都不成問題。賣場裡有些店家會有一兩個會講中文，

若你對產品有所疑問，但怕聽不懂英文，這時講中文的店員就會出面解說給你聽，我覺得這樣

的服務真的好貼心，而且有人講解比較不會買錯東西。 

7/20(實習) 

今天要去 pqi 實習，然而今天的工作是幫產品貼標籤及包裝，一開始真的很不熟練，貼的速度

及包裝的速度都很慢，但大概是因為實習一段時間了，接觸久了，現在貼標籤的速度已經快要

可以和裡面的臨時工相比了。而且，因為實習了一段時間，和裡面的員工也漸漸的熟絡，偶爾

會互相交談，也可以提出一些疑問，他們都很樂意的幫我解答，所以，每次的實習都會有一些

小小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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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NPU 上課) 

今天的課前半節是老師上課，接下來是學生的報告時間，學習國外學生報告的方式，跟我們真

的有些許的差異，他們報告完後會有提問時間，老師和學生都會提問，台上的學生就必須回答。

但我們在台灣的上台報告方式，一般都是報告完後，老師提問，然後台下的學生是絕對不會提

出問題的，這或許就是最大的差異。在相互問答的過程中，可以瞭解報告者究竟對自己所研究

的題目是否了解，而不只是隨便敷衍了事地完成這份報告，我覺得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報告方

式，讓自己更加進步。 

 
7/22(實習) 

今天的實習，還是幫忙貼產品的標籤以及包裝，產品標籤不同包裝就不同，現在只要看到標籤

上的標示，就能知道它要如何包裝，這或許就是進步吧！因為剛開始只知道傻傻的照著做，但

卻完全不懂，但現在同樣的工作做久了，就會瞭解它的內容，然後變得更加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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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洛杉磯之遊:迪士尼) 

今天前往 Disneyland，首先買票進場，然後開始選定目標，開始一個一個的玩，還有許多的表

演節目，幾乎每個都去看，有些表演真的很有趣，下午的人偶遊行，好壯觀好熱鬧，而閉館前

的煙火秀真的好漂亮，也好精采，第一次在遊樂園玩到這麼晚，不過，迪士尼真的太大了，一

天真的玩不完，只能在同一個區域，沒有辦法一天玩兩個區域，如果在有機會到迪士尼，一定

要多安排幾天假期，才能將它全部玩遍。 

 

7/24(洛杉磯之遊:環球影城) 

今天的目的地是環球影城，這裡也有許多好玩好看的東西，印象最深刻的是鬼屋，其他地區的

鬼屋大部分就都是佈景嚇人，但這裡的鬼屋不僅佈景嚇人，裡面還有工作人員扮鬼嚇人，以前

去鬼屋從沒被嚇過，但這次真的被嚇到了。然後，在這裡也玩了許多遊樂設施，看了許多影片

和表演，真的都很有趣，還可以體驗拍片情境，但這裡閉館時間比較早，所以還是有些地方沒

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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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回 Fremont) 

今天回到 Fremont，中午和在 pqi 認識的 Kevin 一家人一起去逛街，然後，下午到另一個地方

繼續逛，晚上就和 Kevin 他們去吃飯，好正統的美國食物，整間餐館裡只有我們不是當地人，

吃飽飯後，回到旅館寫工作日誌，然後，結束今天的行程。 

7/26(舊金山彎曲一日遊) 

今天去賣場買了些小東西和禮物，買巧克力是最有趣的事情，店裡有裝到滿只要一定的金錢，

所以，就決定動手買了，努力的塞，塞得滿滿的，拿給店員算錢，沒想到店員竟然說還可以再

放個兩片，讓我再多拿兩片放進去，好有趣，感覺就像是不怕我們裝太多，只怕我們裝不夠。

禮物買好之後，就完成了今天的任務，接著就會到旅館休息了。 

7/27(實習&道別；shopping) 

早上再去一次賣場，購買一些要帶回家的紀念品，然後下午去實習，今天是實習的最後一天，

今天的工作是包裝產品，現在對工作是越來越熟練了，速度也越來越快，在結束工作之後，分

送給照顧我們的人一些小禮物，並且感謝大家這一個月來的照顧，然後結束這最後一天的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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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回家) 

今天一早前往舊金山國際機場，準備回到台灣，十一點的飛機，坐上飛機滿心期待回到久違的

家，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已經是 7/29 晚上九點了，拿著行李回家去。結束了一個月的美國行程，

真得好累，但收穫良多，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到美國去實習。 

FB3A 學生：柳映如（F09612033） 

6/28 出發日(星期一) 

清晨 5點坐著統聯到桃園機場，到了桃園機場才知道要到日本的成田機場轉機。因為我們的經

濟艙的位子真的很小，可以下來休息一下。在日本時間五點我們終於起飛到舊金山。第一個面

對英文的地方就讓我信心被打擊!就是海關。他一定是看我們第一次去、單身、又是自助旅行，

所以問了很多問題。例如說:你們的關係是什麼?你是跟團體來嗎?你計劃要到那裡旅遊?只有要

在 Fremont 還有沒有要去那裡?你帶多少錢來?現金帶多少、有信用卡嗎?信用卡是那家公司?要

在舊金山停留多久?…等。我們有些聽不太懂，又不敢亂答，所以答的有點遲鈍....。但海關還

算蠻有耐心的，一個一個慢慢說，還舉例給我們聽。可是有時覺得他臉有點臭那時，就超緊張

的拉~超害怕他會把我們帶到小房間尋問，然後把我們送回台灣。這樣整個計劃和準備都會泡湯

了。幸好~海關先生人很好讓我們過了。 

但...沒有這麼好運，又有一個行李的人員，又問我們東西。這行李的人員感覺就是看我們好欺

負，固意要找查的! 

問:你們是一起的嗎? 

回:是。 

問:你們要在這裡多久，都在同一個地方嗎? 

回:我們要在這裡一個月，都在同一個地方。 

問:(一臉懷疑的)叫我們把護照拿出來。 

回:(傻眼了，只好乖乖拿出來給他看) 

問:又再一次問我們說真的是在 FREMONT 停留一個月嗎? 

回:要去洛杉磯 

問:那為什麼剛說沒有?(有點生氣的口氣) 

回:因為那是計劃中的事，不一定會去。 

聽完這才終於放我們走。 

這個結束後，真的覺得自己的英文真的很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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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實習日(星期二) 

我們早上先去探路，但也沒有很順利，沒找到在那裡，所以我們又回來用 GOOGLE 的地圖，找

一下。GOOGLE 的地圖真的是超好用的東西，給他一個讚!開始實習囉!第一天到 PQI 實習，Jack

先介紹公司的簡介，，在 1997 年由呂采妮小姐成立，全球專業儲存記憶大廠於 2002 年在台灣

正式掛牌上櫃且於 2003 年成功轉上市。勁永國際並於海外成立子公司以自有品牌 PQI 在國際市

場打響名號，其海外子公司遍及美國、荷蘭、日本、香港及中國大陸等地，。經營範圍涵蓋四

大專業領域，包含記憶體模組(DRAM Module)、快閃記憶卡(Flash Cards)、多媒體消費性電子

產品(Multi-Media)以及工業市場儲存裝置(DiskOnModule)等系列產品。勁永國際現為全球前十

大專業記憶體模組及前十大快閃記憶體領導廠商。 

 
這是我們第一次拜訪公司，穿著是較正式的服裝! 

 

6/30(星期三)  

因於這周是 NPU 的期中考，我們不方便過去，但我們早上還是先去探路，離我們的飯店都很近，

走路不太遠，約 20 至 30 分就可以到了。美國西北理工大學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NPU) 地處譽為世界高科技發源地的加州矽谷地區的佛利蒙市 (Fremont)，是美國

國家教育部和加州教育廳認可的高等學府，是全美大學甄選委員會 (ACICS) 入選之會員。NPU

是中國國家教育部所認可推薦的美國大學，也是臺灣教育部認可之美國大學之一。  



 25

 

 

 

 

 

 

 

 

 

 

 

 

 

7/1(星期四)實習日 

我們在物流部門，做實習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在包裝，今天接處的是電腦裡的記憶卡，它的

容量分別是 2G 和 1 G。我覺得實習都是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但可以訓練你與人的交流，和

同事們互動的關係，這是進入職場很重要的一環! 

7/2(星期五) 

到了這裡一定要體驗他們的大眾運輸所以我們坐了 Bart(類似台灣的捷運)，要去那邊的話，要

先坐公車，可是這裡的公車很難等，它 40 分才會有一班，所以這裡的人會說「這裡沒有車，就

等於沒有腳。」再來到 POWELL 站下車，耳朵一定要注意聽，因為他們沒有像台灣有跑馬燈，很

容易就會坐過站。出站後，就可以看到 Cable car 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這一趟是 5塊美金，

如果你有要玩久一點的，就可以去買三天 20 元，任你坐~~這裡的人真的好熱心哦~只要你敢問，

或者你一臉疑惑，他們都會熱心的過來幫你~所以不用怕，只要開口就對了! 

7/3(星期六) 

GOLDEN GATE BRIDGE(金門大橋)在 San Francisco 一年中大概只有 65 天會下雨，其他的都是

在晴天!但金門大橋都是藏在雲中。Golden Gate Bridge 是美國舊金山市的標誌性建築，它跨

越聯接舊金山灣和太平洋的金門海峽，南連舊金山的北端，北通加州馬林縣。金門大橋橋墩跨

距 1280.2 米，是世界上第一座跨距千米以上的懸索橋，寬 27.5 米，雙向 6車道，橋身呈褐紅

色，金門大橋擁有世界第四高的橋塔，高達 227.4 米，全橋總長 2,737.4 米。金門大橋橋身的

顏色為國際橘，因為建築師艾爾文莫羅認為此色既和周邊環境協調，又可使大橋在金門海峽常

見的大霧中醒目。由於這座大橋新穎的結構和超凡脫俗的外觀，它被國際橋樑工程界廣泛地認

為是美的典範，被美國建築工程師協會評為現代的世界奇跡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上鏡的大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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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星期日) 

美國國慶日也稱為美國獨立日（英語：Independence Day）是為紀念在 1776 年 7 月 4 日於大陸

會議中宣佈獨立宣言所成立的節日。就另外一層意義來說，美國獨立日也可以說是美國的國慶

日。全美各地都會展開各式各樣的慶祝活動，而在有「大天空之州」(Big Sky Country)之稱的

蒙大拿州，除了有北邊連接加拿大邊界的「冰河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及南邊

連接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一如往昔地恭迎貴客之外，

州內的各個著名景點，如利文斯頓，紅客棧，丘竇，白魚鎮，烏鴉郡等地，也都有飛蠅釣，牛

仔競技大會，挖掘恐龍化石，藝術季饗宴，印地安烏鴉慶典等熱鬧的活動，期待遊客的參與和

分享。 

7/5(星期一) 

史丹佛大學，本來很想去他的圖書館總管看，可是學校就是太大了，走也走不到。史丹佛大學，

是位於美國的一所私立研究大學，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傑出的大學之一。它位於加利福尼亞州的

史丹佛市，臨近舊金山。史丹佛大學於 1891 年由鐵路富豪利蘭丹建立，擁有的資產屬於世界大

學中最大的之一。它佔地 35 平方公里，是美國面積第二大的大學。 

 

 

 

 

 

 

 

 

 

 

 

 

7/6(星期二) 

由於現在是淡季所以幫忙整理了一些文書資料，看到一些我們在學校所學的國際貿易裡看到的

單據，讓我有種熟悉的感覺，可以把平日所學的，拿出來應用，讓自己有更深的印象。 

7/7(星期三) 

原本預定要到 Google 參訪，但由於認識的工程師已離職，就取消了這趟行程。 

第一次上 NPU 的創意管理的課，而且是全英文的。準備了英文自我介紹，這也是第一次在這麼

多學生面前，用英文介紹。幸好是台灣人的講師，說話的速度比外國人還要慢一點，所以英文

我大概大約還是可以聽的懂，但是聽的還是很吃力，這是要加強的地方。 

7/8(星期四) 

今天所做的讓我印象最深，原來電腦裡的記憶卡也能美化，不再只單一片記憶卡。來到了 PQI

一定要讓自已對記憶卡有更深一步的認識，所以就開口問一位越南的工程師，什麼是

RAM(Random Access Memory)和 FLASH，打破了我舊的知識，原來以為 Flash 只是軟體，但它也

是記憶卡裡的硬體，而 RAM 之前就知道他是電源一關，記憶卡內的內容就會跟著消失，但看到

USB 裡面的溝造，就有更深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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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星期五) 

今天早上要在 comfort inn check out 時才發現我們每天都多給了小費，原來都加在住宿費裡

了…所以大家以後記得要先確認是否有加小費了。不然跟我們一樣都多給了，而且還不少，有

5塊美金的小費耶! 在去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之前先到了 JAMESTOWN 的鐵路博物館是一個廢墟的

鐵路，放了一些火車在那展覽。 JAMESTOWN 真的是很小城鎮，只有一條街，也可以成為一個小

鎮~這邊都是賣古董為主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真的離 Fremont 好遠哦~開車要 3個小時半…今天先

去一個瀑布，明天再玩遍整個優聖美地囉!  

 

 

 

 

 

 

 

 

 

 

 

 

7/10(星期六) 

由於時間的因素，所以我們就沒有去雷大湖及雷諾賭場了。因此，這一天我們依然是停留在優

勝美地。優勝美地國家公園（英文：Yosemite National Park, 當地部份華文傳媒譯作「優山

美地國家公園」）是美國西部參觀人數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與大峽谷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

園齊名，位於加利福尼亞州東部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西班牙語：下雪的山)上。新娘面

紗瀑布(Bridalveil Fall)，這個瀑布的水不大，朦朦朧朧的像一塊新娘面紗一般懸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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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行程:美國的 Yosemite 優聖美地(主要道路:岩石、瀑布) Yosemite 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我

們在那拍照都覺的背景是假的，我們好像是用剪貼放上去的。今天才走一條路，就玩了一整天，

本來還打算中部和南部都要玩透透~  

 

晚餐!我們期待很久的，台灣料理 DIY!主廚:主任、副主廚:Celine 和擺盤:Amy 

菜單:奶油抄蛋、大白菜炒培根、炒高麗菜、白菜蛋花湯和白飯焢肉(這是主任最期待的菜，但

有點失敗了，因為它超鹹的，不小心買到醃好的還給它放了很多醬油，還不小心放了奶精!) 

 
廚具:電子瓦斯爐、迷你平底鍋、迷你湯鍋、 

牛排刀(是我們菜刀，切菜、切培根、切水果和切猪肉但超難切的，主任切的超幸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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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壺(我真的要說，咖啡壺真是好用的小東西，可以拿來泡麵也可以打蛋) 

經過二個小時的大作戰，看上去還是可口~ 

 

7/11(星期日) 

今天從優勝美地回 Fremont，由於路途遙遠，所以，就沒去參訪首府沙加緬度。 

今天行程:哥倫比亞觀光區和回到舊金山 

哥倫比亞觀光區是一個古代的美國城市，那的建築都比較復古，這保齡球夠復古了吧~打完還要

自己動手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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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星期一) 

今天到舊金山的 City Hall(市政廳)，其實我們上次已經去過一次了，只是坐 cable car 經過，

今天是真的用雙腳走了一遍!走在路上才真的覺得不是很安全，因為有很多的黑人，感覺怪怪

的，不然就是在跟你討錢!更倒楣的是遇到假聊天真要錢!今天我跟 Amy 一起在百貨公司樓下吃

飯，找到一家日式料理店感覺還不錯就進去了，在吃的時後，還不覺得有什麼，就看到旁邊有

二個男生在吃飯，之後主任來了，有一個男生開始問主任說你們從那裡來?來這裡旅遊啊~他們

是舊金山大學的學藝術的學生。說完之後就開始問你有沒有東西可以吃，但主任說他主要的目

的是要跟你要錢。叫我們不要跟他說話，他跟我們說話就假裝聽不懂!之後主任到處走走，他們

也一直坐在那裡一直看我們吃飯的感覺，害我們吃的超有壓力的!再來他們就再去跟著主任說

話，主任也不理他們，就說聽不懂。之後他們又回到我們旁邊，我連看都不敢看，只用餘光看，

還不錯麻~有買東西來吃啊!可是到最後問主任後，才知道他們是在垃圾桶裡翻出來吃的。從那

刻後，我就覺得美國不再是我想像的那樣美好，美好指的是每個人都很有友善，對你沒有惡意，

很熱心的幫助你。 

 

7/13(星期二) 

倉儲管理的意義:倉儲管理即針對倉庫儲存業務活動之管理。倉儲管理不僅要求妥善保管，

如各種物料分類堆置整齊，更應確保料帳之一致性，提供採購及計畫管制之運用，使能有效規

劃採購之項目時機與數量，並能及時清理不適用之困廢料，減低物料費用，達成有效之供應。 

 倉儲為企業活動中，「物」的流動過程中之重要調節中樞，因為它必須及時供應生產所需的

原料及器具之支援，使生產活動順遂。不良的倉儲管理將導致人力、物力、財力之巨大損失。

因此，良好的倉儲管理，必須具備下列功能: 

1、節省人力、設備及時間。 

2、空間能有效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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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護儲存物料之良好品質。 

4、維護儲存物料數量之正確性。 

5、倉儲位置及通道有效率的規劃，提昇物料進出速度。 

6、具危險性之物料，能有效的隔離，並有適當之保護裝置。 

7/14(星期三) 

Jack 老師每次一上課就會拿報紙，說一些有關這門課的新聞。例如說:現在 Apple inc 要推出

一種用手機就可以玩像 x-box 遊戲，而且影像更真實，他是用鏡頭去帶現實的世界!因為是全程

英文所以有點半聽半懂的，不清楚請見諒!這也太第二次上課就感覺沒有那麼吃力了，而且還聽

的懂，有跟我們上課有類似的地方。 

7/15(星期四) 

倉儲作業之進貨入庫作業 

當有存貨品項要入庫時，入庫進貨管理員即可依據通知單據上預定入庫日期，做入庫作業

排程、入庫站臺排程，而後於商品入庫當日，當貨品進入時做入庫資料查核、入庫品檢，查核

入庫貨品是否與採購單內容一致，當品項或數量不符時即做適當的修正或處理，並將入庫資料

登錄建檔。入庫管理員可依一定方式指定卸貨及棧板堆疊。對於由客戶處退回的商品，退貨品

的入庫亦經過退貨品檢、分類處理而後登錄入庫。 

 一般商品入庫堆疊於棧板之後有兩種作業方式，一為商品入庫上架，儲放於儲架上，等候

出庫，需求時再予以出貨。商品入庫上架由電腦鏑管理人員依照倉庫區域規劃管理原則或商品

生命周期等因素來指定儲放位置，或於商品入庫之後登錄其儲放位置，以便於日後的存貨管理

或出貨查詢。另一種方式即為直接出庫，此時管理人員依照出貨要求，將貨品送往指定的出貨

碼頭或暫時存放地點。在入庫搬運的過程中由管理人員選用搬運工具、調派工作人員、並做工

具、人員的工作時程安排。 

7/16(星期五) 

今天行程:前往 LA(洛杉磯) 我們到了最美麗的 17 里海岸線，只能說今天的能見度很低!還花了

9塊美金，看霧!終於千里迢迢到了 HEARST CASTLE，但最後一班公車，以經開上去了。請明天

早上 9點來排隊吧~開始找住的飯店了，一開出來，看到有 MOTEL 6，哇~好開心~進去問看看還

有沒有房間~主任派我去問，好拉~來了，一定要多說英文才會進步啊~哇~我都會說耶!也聽的懂!

但最後他問我你是單人嗎?我就跟他說對!但錯了!我忘記還有 Amy 跟我一起住，所以出來一點小

差錯! Motel 6 也是黑名單飯店!房間和大廳都沒有無線網路，房間裡也沒有冰箱、熱水壺、吹

風機和洗髮乳!有早餐，但要自費，它只給你免費的咖啡。 

7/17(星期六) 

為了不要讓費時間，所以我們一早就前往 HEARST CASTLE，坐上他們的觀光車，進入城堡裡。

聽說這本來是私人住宅，後來主人提供給一般人觀光。而且他這裡還有提供各國語言的介紹書。

是免費提供的，但你要主動跟服務人員拿。赫斯特城堡是由報業大亨威廉·倫道夫·赫斯特在加

利福尼亞州 San Simeon 附近濱海的一座小山上建立，位於洛杉磯和舊金山之間。該城堡於 1919

年開始規劃建設，在赫斯特去世後的 1957 年建成完工，今天已經成為當地獨特的地標型建築

群。城堡建設的地址位於威廉·赫斯特的父親喬治·赫斯特所經營的農莊上(1865 年購入，共 160

平方千米)。小赫斯特的童年也曾在這裡度過。當 1919 年小赫斯特的母親菲比·赫斯特去世時，

這塊莊園已經擴充為方圓一千平方千米的農場。小赫斯特從母親處繼承了這處遺產。同時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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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的改造性建設也開始進行，一直持續到 1947 年，由於赫斯特健康惡化而搬出後停止了建設。

舊金山建築師 Julia Morgan 負責幾乎所有的建築設計。 

7/18(星期日) 

The Huntington Garden(亨廷頓花園) 

它是一個私人，非盈利性機構，成立於 1919 年亨廷頓，他是一個商人打造了一個特殊的金融

帝國，包括鐵路公司，公用事業，房地產持有南加州。亨廷頓還一個人的視野 - 具有特殊興趣

的書籍，藝術，和花園。在他的一生中，他積累的核心之一，最好的研究型圖書館在世界上，

建立了輝煌的藝術收藏品，並建立一個數組植物園與植物地理分佈範圍從一個遍布全球。  

Griffith observatory(格里菲斯天文台) 

格里菲斯天文台是在洛杉磯，加利福尼亞州 ， 美國 。 坐在朝南的斜坡在洛杉磯好萊塢山的

格里菲斯公園 ，它的命令，以期在洛杉磯盆地 ，包括洛杉磯市中心向東南， 好萊塢到南部和

太平洋的西南部。 該觀測站是著名的旅遊景點，廣泛數組空間 -與科學有關的展覽。 

7/19(星期一) 

今天行程:回 San Francisco 從洛杉磯開車到舊金山要 7個小時，都可以走台灣半圈了!我們輪

流開，不然主任會太累。從一個地方回到 San Francisco 那就代表離回台灣的時間越近了，又

回到我的第二個家 comfort inn，還是這裡最好，便宜又舒服，回到這看到我們可愛的飯店經

理，他很厲害!可以看著我的卡唸出我的名字，發音還可以很正確! 

7/20(星期二)  

揀貨作業:在物流中心內部作業中花費人力最，且成本最高的就是揀貨作業。根據統計，一件商

品最後售價的 30%是來自於物流的成本費用。而從物流的成本結構分析得知，其中揀貨成本約

佔了 40%，此外揀貨作業之直接相關人力的投入，亦約佔了整個物流中心投入人力的 50%左右;

而在整體物流中心的作業時間當中，花在揀貨的時間亦佔了大約 30%~40%。由此觀之，不論從

成本、人力，或者是時間的角度來分析，都顯示了揀貨作業的重要性。所謂「揀貨」，係是在

正確的數量下選擇正確的貨品，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迅速、正確的集結客戶的訂購內容，以縮短

客戶從下單到收取貨品的週期時間，同時能降低其相關的作業成本。因此物流中心必須規劃及

導入一套適當的揀貨系統與設備，並作好合理的揀作業管理。 

7/21(星期三) 今天 NPU 上課，聽到他們報告，在聽完之後就覺得中西方的學生有不一樣的地

方，第一是同學會在報告結束時發問，發表人也可以很迅速的回答，第二是同學上課可以帶筆

記型電腦，可隨時查尋相關資料，第三這次聽了四組同學都是報告 APPLE INC，但他們的內容

主題都不同。 

7/22(星期四) 

揀貨作業之主要設備 

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在歐美一般稱為 PTL(Pick-To-Light or Put-To-Light)system，在日

本稱之為 CAPS(Computer Aided Picking System)或者 DPS(Digital Picking System)。其主要

是由主控電腦來控制一組安裝在貨架儲位上的電子裝置，藉由燈號與顯示板上數字的顯示，以

引導揀貨人員正確、快速的揀取貨品。 

7/23(星期五) 

今天行程:迪士尼一日遊。 

一天根本不夠!每個都要排上半個小時以上，怎麼可能一天可以玩完呢?我也要跟一位美國的老

伯伯一樣來玩 200 次。來到美國才更覺得我自己真的是個很健談的人，連排隊也可以跟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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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他們人真的好 Nice，可以跟你拍照、告訴你那裡有好玩的就是美國的老伯伯跟我說晚上

有水舞，一定要去問人正確的時間然後去看!所以我連看了二次，這樣才值回票價。 

7/24(星期六) 

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 

以電影式主題樂園聞名洛杉磯的環球影城，不但有許多宛如電影場景重現的遊樂項目，與環球

影城比鄰而居的 City Walk，各商店、餐廳、電影院都以色彩鮮明、造型活潑的巨型招牌吸引

遊客，讓遊客一踏進環球影城，立即享受視覺感官的強烈刺激。為了擴大片廠的需要，影界巨

擘 Carl Laemmle 於 1915 年，將他的影廠從好萊塢遷至占地更大的現址，並設計了「環球影城

之旅」，25 年來帶領許多遊客參觀拍片過程，直到 1964 年改用目前園中使用的電車(Backlot 

Tram Tour)，繼續帶各國參觀者前往各知名場景。 

 

7/25(星期日) 

今天回到 Fremont，中午和在 PQI 認識的 Kevin 一家人一起去 Costco 和 Valley Fair 逛街，晚

上就和 Kevin 他們去吃飯，我們出了一個難題，說想吃美國正統的食物，真的考倒他們了，最

後我們到了 Rok 石板餐庭是在一個不知名的小鎮，第一次吃石板料理，好特別哦!他是先給你大

約一分熟的牛肉，再給你一個石板，看你想要幾分熟都可以，大約用個 6~7 分熟就可以吃，而

且要馬上吃，不然冷掉口感就不好了，熱熱的口感超好吃的!!整間餐館裡只有我們不是當地人。  

7/26(星期一) 

Twin Peaks Park (雙峰公園)是舊金山的最高點! 

海拔 281 米的雙子峰是舊金山市內的兩個制高點，主要是兩個離得很近的山峰，兩邊環繞

著 8字型的公路。這里的山頂觀景台因為沒有茂密的大樹遮擋，所以可以欣賞到 360 度舊金山

美景。從峰上俯視，繁華的舊金山市景和整個海灣的景色全都盡收眼底，尤其是夜晚的時候，

景色絕佳：市場街直直伸入海灣，舊金山全城在山腳下蜿蜒排開，海灣大橋和金門大橋也是清

晰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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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星期二) 

今天跟 PQI 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和 NPU 西北理工大學的校長和老師告別，西北理工大

學的校長請我們到 Pacific Buffet 用餐。 

一起去聚餐有 Jack、主任、西北理工大學校長、環祺、Jennifer、映如和 Judie 

 

 

 

 

 

 

 

 

 

 

 

 

 

 

 

 

 

在 PQI 留下和影，中間是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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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越南工程師 An。 

7/28(回家) 

今天一早前往舊金山國際機場，準備回到台灣，十一點的飛機，坐上飛機滿心期待回到久違的

家，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已經是 7/29 晚上九點了，拿著行李回家去。結束了一個月的美國行程。

這次出來實習，收穫真的好多，覺得最多是英文的會話能力，因為每天都在學英文，這比在台

灣學英文進步的速度快很多。 

最後要謝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可以到美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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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學生問卷調查 
中臺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潛在雇主對實習生學習與服務表現之滿意度調查問卷 

敬愛的主管：您好！ 

    為瞭解 98 學年度國際企業系實習生在  貴機構的學習與服務表現情況，以提供作為本

系新的學年度持續改進課程和教學之重要參考準據，特進行此次調查。請  您撥冗協助，於

收到本調查問卷後一週內填妥，並以 E-mail（yywang1954@ctust.edu.tw）回傳或傳真

（04-2239-9940）回覆。期待  您的寶貴意見，再次感謝  您的熱心指教。如有填答本問卷

的相關問題，請逕洽 0928-994199 王耀毅老師，謝謝您! 

敬祝  營運昌盛、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敬上

                                2010 年 07 月 27 日

一、填答者的基本資料(每一實習單位一份) 

  1.貴機構名稱：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QI US CO）  

2.產業別：□醫療保健服務業 □教育與研究機構 □工商服務業 ■高科技 □商業 

□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休閒觀光餐飲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公共行政業 

□百貨零售 □製造業 □營造業 □其它                           

  3.貴機構所在縣市：□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海外:美國  

  4.貴機構規模(資本額)：□100 萬以下(含) □100~500 萬 □500~1000 萬 ■1000 萬以上 

□其他                                 □員工人數:     人 

  5.實習生之實習單位:   PQI USA CO.                

6.填答者姓名：   Jack Kuo               性別：■男□女； 年齡： 54       

7.填答者職稱：   Constant                      

8.聯絡電話：   510-651-7281       及 E-mail：                    

9.填答日期：   07/2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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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您依照本校實習生的表現，提供適當的評價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 

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一）專業知能方面      

1.具備的專業知識符合工作需求 □ □ □ ■ □ 
2.能將專業知識應用於工作實務 □ □ □ ■ □ 
3.具備多元的知能 □ □ □ ■ □ 

（二）實習(工作)表現方面      

1.實習(工作)效率 □ □ □ □ ■ 

2.重視團隊合作 □ □ □ □ ■ 

3.服務態度 □ □ □ □ ■ 
4.出勤狀況 □ □ □ □ ■ 
5.人際關係的處理能力 □ □ □ □ ■ 

（三）技能與技巧      

1.表達與溝通能力 □ □ □ ■ □ 
2.電腦運用能力 □ □ □ □ ■ 
3.創意思考能力 □ □ □ ■ □ 
4.外語能力 □ □ □ ■ □ 
5.獨立思考與分析能力（含解決問題能力） □ □ □ □ ■ 

（四）其他      

1.參與學習的意願 □ □ □ □ ■ 

2.學習的可塑性 □ □ □ □ ■ 

3.情緒穩定度 □ □ □ □ ■ 

4.抗壓性 □ □ □ □ ■ 

（五）雇用意願度 
非常 

不願意
不願意 普通 願意 

非常 

願意 

1.日後雇用本校在貴單位實習學生的意願度 □ □ □ ■ □ 

三、相關意見或建議 

若對於本校實習生的表現，還有其他寶貴意見，以及對本校培育專業人才的建議，敬請
不吝提出： 
 
 
 
------------------------------------------------------------------------------------------------------------ 

**填寫完畢，再次感謝  您的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