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赫比公司簡介 

赫比國際是全球領先的電子製造商，在上海、蘇州和世界各地有 20 多個

製造工廠。學生在上海集中培訓後，將被分配到上海附近製造工廠的不同崗

位上實訓，提供的崗位要求學生所學專業對口，以便學生在崗位實操階段確

有收穫。 

    研習期間表現優秀者，企業優先考慮入職錄用。今後如有意願，經過企業

考核，畢業後可到企業任職。誠邀大三以上的學生踴躍參與，特別是大四、

研二學生予以關注。 



2. 2018 赫比國際崗位需求 

需求資訊 崗位要求 

工廠 部門/科組 人數 職位 性別 學歷 專業 

SHTL QA 2 品質工程師 男 本科 機械/模具類 

SHTL TPM 3 
模具項目工程

師 

男 2 

女 1 
本科 機械/模具類 

Metal Engineering 2 
夾具設計工程

師 
不限 本科 機械/模具類相關專業 

Metal CNC 2 助理工程師 男 本科 機械類相關專業 

Metal IE 2 
IE 助理工程

師 
不限 本科 工業工程相關專業 

Metal Decoration 2 助理工程師 不限 本科 化學相關 

Metal Assembly 2 製程工程師 不限 本科 
機械類相關專業 

材料類相關專業 

Metal Tooling 2 
衝壓模具工程

師 
不限 本科 機械或模具相關專業 

Metal Stamping 2 製程工程師 男 本科 
模具設計類專業 

機械類相關專業 

Metal MM 1 採購 不限 本科 國際貿易/統計學/資訊管理 

Metal ITSS 1 IT工程師 男 本科 電腦應用相關專業 

Metal HR 1 
助理人力資源

專員 
不限 本科 人力資源管理相關專業 

Metal PMD 2 
助理項目工程

師 
不限 本科 機械工程或材料成型類 

Metal QA 3 CQE 不限 本科 
電子/機械/工業工程與品質管

理等相關 

SHH ENG 2 
夾具設計工程

師 
男 本科 工業工程/機械類 

SHH—AU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 

夾具設計工程

師 
男 本科 工業工程/機械類 

SHH MM 1 客服 不限 本科 英語/管理類 

SHH QA 6 
FA檢驗工程

師 
女 本科 機械類，模具類，材料類 

SHH MD 4 注塑工程師 男 本科 機械/模具類 

SHH FCL 1 FE 不限 本科 機械電子/機電一體化/電氣類 

SHH PM 4 PE工程師  不限 本科 工業工程/機械類 CIIC>=120 

SHH BENCH 1 助理工程師 男 本科 機械/模具類 



SHH CNC 1 助理工程師 男 本科 工業工程/機械類 

SHH SP&PP 2 助理工程師 男 本科 化工相關專業 

SHH ASSY 1 助理工程師 男 本科 工業工程/機械類 

Corp HR 1 培訓專員 不限 本科 

臺大、政大、清大、中央大學、

交大 

文科類，管理類 CIIC>=120 

Corp HR 1 招聘專員 不限 本科  

臺大、政大、清大、中央大學、

交大 

文科類，管理類 CIIC>=120 

Corp FIN 1 會計 不限 本科 
政大，成大會計專業

CIIC>=130 

Corp EHS 1 EHS 工程師 不限 本科 
安全工程/環境工程/化學工程

等專業 CIIC>=110 

Corp BD 1 業務執行 女 本科 

高應大(即將畢業)商務類、管

理類英文讀寫流暢，口語良

好,CIIC>=120 

Corp BD 1 業務執行 男 本科 

高應大(即將畢業)商務類、管

理類英文讀寫流暢，口語良

好,CIIC>=120 

Corp SCM 1 採購 不限 本科 

臺大、政大、清大、中央大學、

交大技術類專業為

主,CIIC>=110 

Corp IT 1 應用工程師 不限 本科 

臺大、政大、清大、交大、中

央大學、成功大學、臺科大,

工業 4.0 和 AI技術專業為主，

收集製造業市場應用資

訊,CIIC>=120 

 

 

 

 

 

 

 



3. 行前說明會的重要通知  

 時間：6月 23日下午兩點 

  地點：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請確認錄取的同學務必參加行前說明會。  

  1.請同學先去辦好臺胞證、護照、役男出境許可單 

  2.尚未繳交報名錶和家長同意書正本的同學，請於行前會當天交齊 

  3.準備 15000元，含來回機票、保險、車資，亦於行前會當天繳納 

 

4. 2018 研習日程安排 

  

行程安排 活動時間 

（暫訂） 

活動內容 

報到 7月 7日 接機。 

開營儀式 7月 8日 舉辦開營儀式 

實習 7月 9日——8月

2日 
到企業進行四週的研習 

假日活動 實習期間週末 主辦單位安排適量參訪聯誼活動，其餘

週末自由活動。 

歡送一刻 8月 3日 舉辦結業儀式 

返程 8月 4日 送機。 

 

 

 

 

 

 

 



5. 台灣大學生上海研習活動注意事項 

(1)主辦單位和支援企業給參與學生提供的住宿,交通,生活條件如何?  

    答： 

 1、出發當天學員自行到機場報到，由帶團老師統一帶隊到上海，由主辦方提

供接機大巴送學生到住宿地方。 

    2、只要是主辦方組織的團體活動，當天的活動費用都由主辦方提供。 

    3、研習期間到企業研習的交通費及工作日早晚餐、週末生活出行、個人日雜

費等由個人自理。 

    4、全程住宿由主辦方負責提供，工作日午餐由研習企業提供。 

    5、主辦單位和企業安排生活輔導員照管學生，幫助學生儘快熟悉上海的環境，

適應和融入上海的生活。 

 

 (2)學生報名錄取後個人需要繳納費用嗎？  

    答:  

  1、請在接到主辦單位錄取通知後，請向通知指定的工作人員繳納往返上海的

機票費和保險費（由主辦單位統一從航空公司購買團體票）。如因氣候或不可抗

力因素發生導致活動取消,主辦單位將扣除航空公司收取的機票作業費後將餘款

退還學生。 

    2、主辦單位公佈入選後而放棄資格者，由他人遞補。為保障其他報名者利益，

如入選後中途放棄者在 6月 10日（出票）前通知主辦單位，將退還扣除航空公

司收取的機票作業費後的餘款，6月 10日（出票）後報名款將不予退還。 

    3、家庭困難無力支付報名費的學生，可在報名時提出困難補助申請，並附上

經學校認證的困難生資格證明，主辦單位核準後將視情給困難生減免報名費。 

 

(3)學生在研習期間要注意什麼問題？  

    答:  

    1、學生必須服從企業和主辦單位的管理，按要求定期（每週）給企業和主辦

單位提交研習報告，並於活動結束前三天繳交個人研習心得報告一份至主辦單

位，至少 3,000字的電子文件(附研習照片)。 

    2、為保證出行安全，主辦單位將安排專人帶領同學集體進出上海。出發前往

上海之前，主辦單位會召開行前說明會，請留意相關通知並按時參加。不得有延

遲前往、脫隊或延遲返臺等情形。 

    3、請同學們聽從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和輔導老師的招呼和管理，個人有事及時

請假報告，不提非分不合理的要求，不得無故失聯或擅自外出活動，如擅自外出

發生問題責任請自負。主辦單位每晚 23:00 清點學生在位情況，23:00 後不得私

自外出。請同學們平時晚上和週末儘量結伴出遊，注意安全，外出請假，回來時

報告，保持通信暢通。 



    4、研習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將安排團體活動，如無特殊原因，必須按主辦單

位的要求參加活動，服從相關安排。 

    5、上海是一個底蘊深厚、充滿活力的國際化大都市，與台灣各界的交流源遠

流長。希望同學們踴躍分享自己在上海研習期間的發現、感悟和體會。主辦單位

設立徵稿活動，圖、文、視頻不限，中選者將刊登于媒體上，併發放獎金或優勝

獎品（具體標準以主辦單位官網和相關活動頁面發佈為準）。 

    6、主辦單位通過網路、微信、facebook 及時發佈活動通知，參加的同學請開

通微信(wechat)，接收關於活動的通知消息，保持通信聯絡。  

 

(4)主辦協辦單位處理學生護照及臺胞證嗎? 

    答: 

為提高效率，請學生家長在其居住所在地自行辦理護照及臺胞證。請注意役男兵

役問題，需網上事先申請。如果因為學生證件問題導致無法出行，相關責任敬請

自負。如需諮詢，請聯絡劉老師，聯繫電話：+886 956888538。 

 

(5)企業研習完後，如想到企業上班，企業會等待要服兵役的同學嗎？ 

  答: 

在研習其間表現良好，也獲得導師的認可，同學們可以跟你們的導師保持聯繫，

說明你們的情況，導師會協助你們與企業人力資源溝通服完兵役後進入企業的問

題。 

 

(6)研習活動要求： 

  1、學生必須服從企業和主辦單位的管理，按要求定期（每週）給企業和主

辦單位提交研習報告，並於活動結束前三天繳交個人研習心得報告一份至主辦單

位，至少 3,000字的電子文件(附研習照片)。 

 

  2、為保證出行安全，主辦單位將安排專人帶領同學集體進出上海。出發前

往上海之前，主辦單位會召開行前說明會，請留意相關通知並按時參加。不得有

延遲前往、脫隊或延遲返臺等情形。 

 

  3、請同學們聽從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和輔導老師的招呼和管理，個人有事及

時請假報告，不提非分不合理的要求，不得無故失聯或擅自外出活動，如擅自外

出發生問題責任請自負。主辦單位每晚 23:00 清點學生在位情況，23:00 後不得

私自外出。請同學們平時晚上和週末儘量結伴出遊，注意安全，外出請假，回來

時報告，保持通信暢通。 

 

  4、研習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將安排團體活動，如無特殊原因，必須按主辦

單位的要求參加活動，服從相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