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學生參與生技產業實習一覽表 

109 學年度校外實習  (9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許俊賢、石育瑄  許世宜  109/7/1~8/31 

泉沂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淑惠  黃清龍  109/7/20~9/13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真儀  陳鳴泉  109/7/6~8/31 

台灣愛玉生技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游文碩  鄭至玉  109/7/6~8/31 

中研院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張繼堯老師實驗室  

陳師睿、楊韻榆  黃胤唐  109/6/29~8/28 

林新發養殖場  林柏毅  黃胤唐  109/7/6~8/30 

高雄市立圖書館李科永分館  林浚逸  蔡志明  109/7/6~8/31 

108 學年度校外實習  (44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  
鍾亞庭  許德賢  108/7/1~8/23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部  
吳育慧  黃清龍  108/7/1~8/23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廠  
楊少宏  黃清龍  108/7/1~8/23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周芷羽  黃清龍  108/7/1~8/23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來璟  張瑞璋  108/7/1~8/23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竣弘、邱巽、  

林睿婕  
蔡志明  108/7/1~8/23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  
賴憲鵬  蔡志明  108/7/1~8/31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晏于雅  鄭至玉  108/7/1~8/23 

台灣愛玉生技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鍾哲瑋、范姜瑩  

江佩暄  
蔡志明  108/7/1~8/23 

大成長城股份有限公司  林江泉、劉昌杰  林文文  108/7/1~8/3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葉秋明  張瑞璋  108/7/1~8/2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台南分局) 
黃靖婷  許德賢  108/7/1~8/31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  

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林玟嘉、李品柔  

鍾明璋  
黃胤唐  108/7/1~8/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  

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竹北試驗場  

彭鈺惠  黃胤唐  108/7/1~8/2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萬威翰  陳鳴泉  108/7/1~8/30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蕭盛鴻、林稚凱  陳鳴泉  108/7/1~8/31 

立川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李坤曄  黃清龍  108/7/1~8/23 

博士有機農場  王志唐  蔡志明  108/7/1~8/23 

野薑花有機生態教育農場  何友宜、林怡禎  林文文  108/7/1~8/23 

小瓢蟲有機農場  巫明芳  黃胤唐  108/7/1~8/23 

顏榮宏養殖場  王慎霖  許德賢  108/7/1~8/23 

民豐水稻秧苗場  黃品容  林文文  108/7/1~8/23 

高雄市立圖書館  

岡山文化中心分館  
孫紫旋  許世宜  108/7/1~8/31 

高雄市立圖書館仁武分館  林蕙君  許世宜  108/7/1~8/31 

高雄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  胡季平  許世宜  108/7/1~8/31 

高雄市圖書館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林浚逸  許世宜  108/7/1~8/31 

莓亞科技有限公司  洪浩恩  黃胤唐  108/7/1~8/30 

美特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張仕杰  林文文  108/7/1~8/31 

新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鄒永發  黃胤唐  108/7/1~8/30 

櫻桃庄海鮮創意料理  趙科翰  蔡志明  108/6/28~8/31 

璟騰工程有限公司  李稜芠  蔡志明  108/7/1~8/31 

永心鳳茶有限公司  

同盟營業所  
葉育儒、柯宇姍  鄭至玉  108/7/1~8/31 

宏林鐵板燒  程暐倫  蔡志明  108/7/1~8/31 

熊熊漢堡早午餐  許正昕  蔡志明  108/7/1~8/31 



波特嫚國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康世霖  黃胤唐  108/7/1~8/23 

107 學年度校外實習  (50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墾丁夏都飯店 
黃家嫻、林志佳 

蘇敬頡、羅房錦桹 
陳鳴泉 107/7/1~8/31 

高雄市圖書館右昌分館 賴慶祐、許雅蓁 林文文  107/7/1~8/31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彭升 陳鳴泉 107/7/2~8/31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陳嚮名 許德賢 107/7/1~8/3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育菁 蔡志明  107/7/1~8/31 

高雄市圖書館左新分館 楊昆翰 黃清龍 107/7/3~8/31 

燕巢農會芭樂產銷班第一班 

曾揚智、陳學廉 

陳文彬、曾子杰 

邱柏樺 

黃清龍 107/7/2~8/31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蘭玉辰、高芳儀 鄭至玉  107/7/2~8/31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世涵、謝怡貞 許德賢 107/7/2~8/31 

建志工業原料行 戴鈺璇 林文文  107/7/2~8/31 

飛揚運動用品 林思涵 林文文  107/7/2~8/31 

國泰醫院 
楊正傑、陳銘飛 

林家依 
黃胤唐  107/7/2~8/31 

白石森活休閒農場 袁繪珺  黃清龍 107/7/2~8/31 

統一超商 吳景隆  鄭至玉 107/7/2~8/31 

財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蘇怡真  許德賢 107/7/2~8/31 

小次郎冰店 王姝琪 林文文  107/7/2~8/31 

亞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翌涵  鄭至玉 107/7/2~8/31 

勗登養殖場 
王星寰、楊哲嘉 

熊韋傑 
黃胤唐 107/7/2~8/31 

宸容芳服飾店 葉佩珺 林文文  107/7/2~8/31 

保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蒼和 黃清龍  107/7/2~8/31 

順億鮪魚專賣店 劉家琦 林文文  107/7/2~8/3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賴俞諠 許德賢  107/7/2~8/31 

台灣宇部股份有限公司 洪悅慈 黃胤唐 107/7/2~8/31 



特生中心 林威宏 蔡志明  107/7/3~8/31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李思佳 黃清龍  107/7/2~8/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生物馴養組 
吳秉霖、葉汶瑄 陳鳴泉 107/7/2~8/31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亞琪、何秉謙 蔡志明 107/7/2~8/3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畹庭 張瑞璋  107/7/2~8/31 

107 學年度校外實習-寒假  (1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師睿  - 107/1/22~2/23 

106 學年度校外實習  (23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台北病理中心  
葉建宏、吳念庭  

魏澄熙  
黃清龍  106/7/3~8/25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賴宥辰  陳鳴泉  106/7/3~8/25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智淵、莊筑茵  鄭至玉  106/7/3~8/25 

財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林柏樺、廖珮婷  

陳捷方  
張瑞璋  106/7/3~8/25 

屏東縣檢驗中心  李芳昇  張瑞璋  106/7/3~8/25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徐右昕  許德賢  106/7/3~8/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鄭雨薇  陳鳴泉  106/7/3~9/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乃月  蔡志明  106/7/3~8/31 

中研院細生所  

張繼堯老師實驗室  
邱韋倫  張瑞璋  106/7/3~9/1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  

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蘇孝文、張靜如  

劉采汝、郭胤呈  
黃胤唐  106/7/3~8/25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欣儀、吳若萍  

魏柔比  
蔡志明  106/7/3~8/25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翁玉馨  黃胤唐  106/7/3~8/31 

恆安藥局生活館  劉子維  林文文  106/7/3~8/31 

106 年產學一貫實習  (3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盛年、李珮安  黃胤唐  106/2/20~6/23 



中研院細生所  

張繼堯老師實驗室  
許蕙齡  張瑞璋  106/2/20~6/23 

105 學年度校外實習  (25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廠  郭雅萍、林宜蓁  許世宜  105/7/4~8/26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分公司  

鄭鈞元、楊子瑩  

魏廷韋  
黃清龍  105/7/4~8/26 

台北病理中心  陳昀妍、王中慧  黃清龍  105/7/4~8/26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椿期  張瑞璋  105/7/4~8/31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李品萱、黃昌斌  

張韋甄  
陳鳴泉  105/7/4~8/26 

勗登養殖場  陳書賢、許敦閎  黃胤唐  105/7/4~8/2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台南分局) 
楊竣徨、温佩瑜  林文文  105/7/1~8/31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文傑、黃盛年  黃胤唐  105/7/4~8/26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  
李珮安  許德賢  105/7/1~8/31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家薇  張瑞璋  105/7/1~8/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昱安  陳鳴泉  105/7/4~9/2 

中研院細生所  

張繼堯老師實驗室  
許蕙齡  蔡志明  105/7/4~9/2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謝惠傑  張瑞璋  105/7/4~8/2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吳玟葶、黃路子薇  張瑞璋  105/7/4~8/26 

利泰化學原料儀器行  林士鈞  鄭至玉  105/7/1~8/31 

105 年產學一貫實習  (2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雲林縣麥寮鄉後安村 124 號  曾筱婷  黃胤唐  105/2/1~6/30 

104 學年度校外實習-寒假  (4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楊婷、林家薇 

陳昀妍、傅怡臻 
- 105/1/18~2/19 

104 學年度校外實習  (29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分公司  
劉家延  黃清龍 104/7/1~8/31 

台北病理中心  何昊謙、周仕凱  黃清龍 104/7/1~8/31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邱右喬 黃清龍 104/7/1~8/3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承燁 蔡志明 104/7/1~8/31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王家珉、王庭 陳鳴泉 104/7/1~8/31 

亞比多生技發展有限公司  
林以旋、葉子寧 

范皓翔 
許德賢  104/7/1~8/31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庭華 張瑞璋  104/7/1~8/31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沛洺 鄭至玉  104/7/1~8/31 

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羽琪、楊尚勳 張瑞璋  104/7/1~8/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李怡萱、劉芸瑜 張瑞璋  104/7/1~8/31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陳佩慈 張瑞璋  104/7/1~8/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  

葉盈慈、李得嘉 

林星宇、黃茵茵 
張瑞璋  104/7/1~8/31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廖贊淳、林芳逵 張瑞璋  104/7/1~7/3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南分

局) 
黃憲瑜 張瑞璋  104/7/1~8/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種苗改良繁殖場  
林沛汝、謝盈 林文文  104/7/1~8/31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鄭令虹 蔡志明 104/7/1~8/3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依羚 林文文  104/7/1~8/31 

劉氏鮮蝦養殖場  劉大安 黃胤唐  104/7/1~8/31 

103 學年度校外實習  (23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張彥文 蔡志明 103/7/1~8/29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分公司 
施弘宇 黃清龍 103/7/1~8/29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鄭沛林、黃士傑 

張翌瑩 
黃清龍 103/7/1~8/29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簡瑞珊、高秀鳳 

林郁琦 
黃清龍 103/7/1~8/29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珮君、陳梓蕎 林文文 103/7/1~8/2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王琪 許世宜 103/8/1~8/31 



(高雄分局) 

亞比多生技發展有限公司 陳致穎 張瑞璋 103/7/1~8/29 

勗登養殖場 簡政義、葉珊輔 黃胤唐 103/7/1~8/29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秋婷、黃濬德 張瑞璋 103/7/1~8/29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千閔、簡鈺真 

陳俊翰 
張瑞璋 103/7/1~8/29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徐煒婷 許德賢 103/7/1~8/2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王芷萱 張瑞璋 103/7/1~8/29 

芊卉國際園藝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正 許德賢 103/7/1~8/29 

王功農漁牧生產合作社 許啟翰 林文文 103/7/1~8/29 

102 學年度校外實習  (16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陳貴美、陳燕蓉 

黃聖翔 
鄭至玉 102/7/8~8/16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方馨頤、江羿蓁 

黃秀樺 

許德賢 

黃清龍 
102/7/8~8/16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林知諺、陳詩予 黃清龍 102/7/8~8/30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梁育臺 蔡志明 102/7/8~8/2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呂沛臻 張瑞璋 102/7/1~8/3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高雄分局) 
江欣玶 許世宜 102/7/1~7/31 

亞比多生技發展有限公司 詹椀喻、胡婷雅 張瑞璋 102/7/8~8/2 

勗登養殖場 
陳彥宏、黃永蒼 

趙凡霆 
黃胤唐 102/7/8~8/23 

101 學年度校外實習  (18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劉思婷、黃鈺婷 

蔡思伊 
鄭至玉 101/7/2~8/10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謝孟龍、賴家宏 

蔡欣萍 
黃清龍 101/7/2~8/10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莊涵文、蔡岳霖 

鄭佑禛 
許德賢 101/7/2~8/10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楊閔硯 黃胤唐 101/7/9~8/1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陳慧旻 許世宜 101/8/1~8/31 



(高雄分局)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宜惠 張瑞璋 101/7/2~8/3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佳霖、鍾佳晏 蔡志明 101/7/2~7/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映婷、廖盈菁 

鄭少屏、田以諾 
陳鳴泉 101/7/9~8/31 

100 學年度校外實習  (20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康文欣、柳佩君 

劉思吟 
鄭至玉 100/7/4~8/12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美淑 林文文 100/7/4~8/12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游舒媚、徐嘉蔚 黃清龍 100/7/4~8/12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敬宜、林珍妤 黃胤唐 100/7/4~8/12 

睿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政彥、藍兆偉 

唐博瑜 
許德賢 100/7/4~8/12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育維 林文文 100/7/4~7/2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高雄分局) 
張宇婷 許世宜 100/8/1~8/3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游雯茜 張瑞璋 100/7/4~7/29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冠領、郭佳穎 

劉美君 
蔡志明 100/7/4~7/29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熊瑋芸、陳志維 

張秩維 
陳鳴泉 100/7/4~8/26 

99 學年度校外實習  (12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睿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博瑜 黃胤唐 99/7/12~8/24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陳雅萍、程偉輔 黃清龍 99/7/12~8/24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連振麟、陳曉琪 

曹郁屏、丁文筑 
鄭至玉 99/7/5~8/17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溫欣茹、藍震宇 

吳玉璘 
許德賢 99/7/12~8/2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高雄分局) 
陳世宗 許世宜 99/7/1~8/27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徐舷馨 陳鳴泉 99/7/1~8/27 

98 學年度校外實習  (15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睿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信賢 黃胤唐 98/7/6~8/21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李思瑩、黃雅蘭 黃清龍 98/7/6~8/14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陳筱尹、張書維 

林佳伶 
鄭至玉 98/7/6~8/21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張文柔 蔡志明 98/7/1~7/31 

昇宏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淑涵、鍾佑妮 張瑞璋 98/7/1~7/3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李宜靜 許世宜 98/8/1~8/31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游景淳、蔡嘉煌 林文文 98/7/6~8/2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楊智明 陳鳴泉 98/7/1~7/31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邱聖子 黃清龍 98/1/12~2/1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張國峰 黃清龍 98/1/12~2/12 

97 學年度校外實習  (20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歐力文、林億承 蔡志明 97/7/7~8/31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謝舒萍、周俊傑 黃胤唐 97/7/7~8/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陳孝丞、劉琬婷 

張亦雯、黃楚朋 
林文文 97/7/7~8/31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白雅鈞、范修融 

范雅屏、張慧怡 

黃子恆 

鄭至玉 97/7/7~8/6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李奕儂、陳泓吉 許德賢 97/7/7~8/6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陳昱銓、曾筱庭 黃清龍 97/7/7~8/2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簡弘浚 許世宜 97/7/1~8/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陳婉婷 張瑞璋 97/7/7~8/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潘佳吟 陳鳴泉 97/7/1~8/29 

96 學年度校外實習  (9 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期間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泳芝、秦孟瑤 張瑞璋 97/1/21~2/22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陳怡君 蔡志明 97/1/21~2/22 



司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張耕銘、黃哲軍 鄭至玉 97/1/21~2/22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許敬婷、蔡佳倫 黃胤唐 97/1/21~2/22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陳怡帆、黃銘聖 黃清龍 97/1/21~2/22 

 

  



 

業界提供之實習場所及專業技術訓練 

實習場所 專業技術訓練 

益生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 核酸純化試劑開發 

2. 核酸產品品管流程 

3. 核酸增幅試劑開發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1. 肝炎 ELISA檢驗試劑組之製備 

2. 肝炎核酸檢驗試劑組之製備 

3. 檢驗試劑原料製備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1. 癌細胞之基因型分析 

2. 肝炎病毒定量及分型核酸檢驗 

3. 胃幽門桿菌核酸檢驗 

芮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細菌培養及核酸萃取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菌株培養、分生技術 

睿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單株抗體製備 

惠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生產、了解產品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食品檢驗 

亞比多生技發展有限公司 基因篩選、分子育種實驗 

勗登養殖場 室內、室外養殖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純化分析、發酵製程、品質管理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檢驗工作、驗證作業 

芊卉國際園藝股份有限公司 蝴蝶蘭組織培養 

王功農漁牧生產合作社 虱目魚養殖、飼料調配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子檢測試劑開發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質管制相關作業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浮游生物照養、標本典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乳酸桿菌之分離與鑑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1. 抗氧化活性測定 

2. 色素的抽取與分析 

3. 酵素催化游離脂肪酸甲基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