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造船工程系初階實務課程 

船廠經營管理校外船廠見習規劃書 
 

一、 參訪主題：國內大型造船廠參訪 

二、 參訪目的： 

甲、 藉由國內最大造船公司的參訪活動，瞭解船廠現況，引發學生對造船產業興趣，強

化進入造船界意願。 

乙、 參訪設備規模與技術均居於全國領先地位的船廠，能建立學生一個先進船舶設計生

產流程及船廠經營管理的整體概念。 

三、 參訪地點：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四、 參訪日期：99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三） 

五、 參與學生：修習『船廠經營管理』課程之同學，計 90 人。 

六、 集合時間及地點：99 年 10 月 13 日中午 12 時 40 分於學校大門口。 

七、 出發時間：99 年 10 月 13 日中午午 12 時 50 分準時出發，逾時不候。 

八、 分組名單： 

甲、 第一組：47 人 

(領隊、工作人員及學生林志勲等 4人搭乘陳老師車，其餘同學搭乘遊覽車) 

領隊老師：陳宏鐘老師 

工作人員：吳重緯、林素如 

班代：971235129 李昌民 

組員：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71232127 王錫旋 971235101 陳秋瀚 971235102 黃丞鋒 971235103 張景皓 

971235105 陳欣鴻 971235108 林琦翔 971235109 盧維羿 971235110 方基祥 

971235112 陳柔綿 971235114 陳威成 971235117 陳許雅玟 971235119 謝慧娟 

971235120 張淯鈞 971235122 陳琳 971235123 蔡誌紘 971235125 林均宥 

971235126 古浩妏 971235128 高志綸 971235130 劉建麟 971235134 溫子昂 

971235135 周克俊 971235136 黃建樺 971235137 陳淯鈴 971235138 胡鈞瑋 

971235141 陳育賢 971235142 蔡旻輯 971235143 方上銘 971235144 吳冠儒 

971235145 徐兆麟 971235146 宋思漢 971235147 陳建銘 971235148 呂侑璋 

971235149 邱世明 971235152 孫瑀壎 971235153 劉士平 971235154 王咨凱 

971235155 陳駿逸 971235157 劉家銘 971235158 段鈞焱 971235159 藍浩齊 

972235001 沈建宏 972235004 施銘豐 961235253 林志勲   

 



乙、 第二組：48 人 

(領隊、工作人員及學生黃尚勇謝昀達、林鵬原等 5人搭乘洪助理車，其餘搭乘遊覽車) 

領隊老師：羅光閔老師 

工作人員：洪郁淳 

班代：971235227 邱星湧 

組員：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971235201 賴柏升 971235203 程建源 971235206 鄭裕欣 971235207 吳瑋祥 

971235208 劉昆炫 971235209 吳健瑋 971235210 趙柏洵 971235211 李姿瑩 

971235212 謝繼緯 971235213 王鈺鳴 971235214 徐嘉駿 971235215 張喬舜 

971235216 呂秉軒 971235217 王正翰 971235218 林正隆 971235220 謝豐懋 

971235222 陳慈儀 971235223 吳顯駿 971235225 阮氏緣 971235226 洪雅軒 

971235228 歐祐瑲 971235229 施孝元 971235230 何震威 971235231 蔡孟勳 

971235232 錢保岑 971235233 吳明濠 971235236 趙偉銘 971235237 王德函 

971235239 薛力豪 971235240 施伯融 971235241 林倚楷 971235242 陳彥博 

971235244 王挺宇 971235247 謝博翔 971235248 黃鼎傑 971235250 陳文偉 

971235251 王建文 971235252 胡博翔 971235254 黃琦評 971235255 梁智豪 

971235256 龔家慶 971235257 李昆龍 971235258 黃尚勇 971235259 謝昀達 

971235260 林鵬原       

九、 注意事項： 

甲、 本次活動為『船廠經營管理』課程校外參訪，所有修習之同學均需全程參加。未出

席參訪者該次成績以零分計，參加未交報告者（含紙本或電子檔者）該次成績以 3

分計。 

乙、 活動中，請聽從隨隊老師及班代的指揮，以團動活動為主，不可有個人隨意脫隊活

動的行為，並請確實遵守集合時間。 

丙、 在活動中如有身體不適請立即報告隨隊老師或班代。請攜帶健保卡及個人所需用藥。 

丁、 請確認車次及遊覽車車牌號碼，以免搭錯車。 

戊、 因本校參訪同學較多，台船無法提供適量工程帽，請攜帶『安全帽』以為維同學安

全。 

己、 服裝請穿著整齊端莊，著長褲及運動鞋為宜。 

庚、 本次參訪參與同學均辦理 200 萬意外保險及 3萬醫療險。 

十、 船廠見習報告繳交及上傳方式： 

甲、 繳交方法：以檔案格式 ftp 方式上傳，並以 A4 紙本輸出繳交。紙本彩色、黑白不限。 

乙、 繳交期限：船廠參訪後次週上課前上傳檔案，紙本於參訪次週上課進入時繳交。 

丙、 書寫方法：以 word 單一檔案方式書寫 1,000 字以上，要有封面，內容儘量以圖文併

陳方式書寫。 

丁、 傳檔網址：ftp://casd.nkmu.edu.tw/。帳號：ShipYardVisit，密碼：1235。 

戊、 上傳檔名：目錄為第 1次船廠見習，檔名為『見習次數_學號_中文姓名.doc』。 

己、 保密方式：為確保不被抄襲或竄改刪除，只准上傳，不得下載、修改或刪除。 

庚、 檔案修改：有修改必要時，請以檔名加上版別後再上傳，如『見習次數_學號_中文

姓名_2.doc』 

辛、 善意提醒：報告每人寫一份，一定要自己寫，抄襲視同作弊，後果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