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4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公告事項： 

一、 本處提供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度暑期實習計畫，

敬請相關系所依所屬領域特性評估其合適性及專業相關程

度。 

二、 實習資訊及注意事項： 

 報名資格：大三(含)以上之在學學生(含碩士班)。 

 實習名額：共計8名(各部1名)。 

 實習福利：(1) 提供實習津貼每月23,100元。 (2)實習期間

提供免費宿舍予三義總公司實習生，新店實習生住宿需自

理。(3)實習期間可自由報名公司所開設的課程或活動。 

三、 請有意申請同學於108年5月17日(五)將「裕隆日產暑期實

習申請書(含自傳)」，以電子郵件寄至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王先生 chia-kai.wang@yulon-nissan.com.tw，並於信

件標題註明【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申請人姓名申請裕隆日

產2019暑期實習】，逾期不予受理。 

四、 檢附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招募 DM、招生簡章、

申請書供參，如須電子檔請逕至「研發處網頁→校外實習

專區→實習機會資訊」下載。 

五、 如有問題或疑慮請洽研發處謝小姐(#1451)。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裕隆日產汽車管理部

實習單位：行銷部、零件服務部、技術中心、資訊中心、生產技術室、採購部、

管理部、 INFINITI事業部

實習期間： 一 五 為止，將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實習名額： 名 各部 名

工作地點：苗栗三義總公司 名、新北市新店辦公室(1名)、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 五

資格條件：

大三含以上之在學學生含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即將進入職場者請勿報名。

歡迎理工、商管學院、電機、資訊、社會科學、文學院等相關系所學生報名。

需由就讀學校之系所教師推薦。

分以上請提供近二年成績證明。

應徵方式：

請填妥附件申請表格「裕隆日產實習申請書含自傳」， 至

，信件標題：

「 大學 王小明申請裕隆日產 暑期實習」符合資格者將安排面談。

面談日期： 一 五 將另行通知 面談地點：苗栗三義

報到日期： 一

聯絡人：管理部人力資源科王嘉愷

裕隆日產汽車 年暑期實習計畫

時時創新，刻刻用心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暑期實習計劃招生簡章 

 

公司簡介： 

裕隆日產汽車公司為台灣裕隆汽車公司與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共同投

資設立，主要負責營運 NISSAN與 INFINITI品牌在台灣的商品企劃、

研發設計、行銷企劃、服務企劃等業務，是一家汽車研發銷售公司。

在台灣市場拓展上，透過持續不斷的創新為顧客帶來更高的價值，矢

志成為汽車產業「產品創新」與「服務創新」的標竿企業。 

裕日車除了與 NISSAN 技術母廠擁有深厚之合作關係，並在中國大陸

發展更多具投資價值的新事業，歡迎未來有志從事汽車業的同學加入

裕日暑期實習計劃，上車挑戰自我！ 

 

員工人數：約 450人  

公司地址：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伯公坑 39之 2號  

工作時間：08:00-16:45  

公司網址︰ http://new.nissan.com.tw/nissan/brand/about-us 

電話：037-875881 

傳真：037-871506 

 

ㄧ、報名資格： 

1. 大三(含)以上之在學學生(含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即將進入職場者

請勿報名。 

2. 歡迎理工、商管學院、電機、資訊、社會科學、文學院等相關系所

學生報名。 

3. 需由就讀學校之系所教師推薦。  

4. TOEIC 600分以上(請提供近二年成績證明)。 

 

二、實習單位： 

http://new.nissan.com.tw/nissan/brand/about-us


 

 

 

 

1. 苗栗三義總公司：行銷部、零件服務部、技術中心、資訊中

心、生產技術室、採購部、管理部。 

2. 新北市新店辦公室：INFINITI事業部。 

三、實習期間： 

2019/7/1(ㄧ) ~ 8/30(五) 為止，將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四、實習名額： 

8名(各部 1名)。 

五、報名期間： 

自即日起~ 5/17(五) 為止，請填妥附件「裕隆日產暑期實習申

請書(含自傳)」，E-mail至 chia-kai.wang@yulon-

nissan.com.tw，信件標題：「XX大學 – 王小明申請裕隆日產

2019暑期實習」逾期不予受理，符合資格者將安排面談。 

六、面談日期： 

2019/5/20(ㄧ) ~ 5/31(五)，將另行通知實際日期。 

(面談地點：苗栗三義) 

七、實習規範： 

 (一) 實習計劃： 

1. 本公司將指派一名專業同仁擔任褓姆，協助學生擬訂實習計

劃，並將計劃書回饋給指導老師，讓校方理解同學在企業之

具體學習內容。 

2. 實習生應於每週五繳交當週的學習報告給褓姆、主管、老師、

人資，以利掌握學習狀況與需協助之事項。 

 (二) 實習福利：  

1. 實習期間提供實習津貼每月 NT$23,100元整。  

2. 實習期間提供免費宿舍予三義總公司實習生，新店實習生住

宿需自理。 

3. 實習期間可自由報名本公司所開設的課程或活動。 

(三) 實習義務：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1. 實習生應保持熱忱、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參與交辦任務，將實習

作為進入職場的體驗並虛心學習，期待透過實習體驗任務和

團隊合作建立實務經驗。 

2. 實習期間接觸之單位客戶營業機密、智慧財產負有保密義務，

即使實習結束亦應遵守。 

3. 實習成果發表將會在 8 月底擇日舉行，發表報告時間以十分

鐘為限，本公司將邀請高階主管、實習部門主管、褓姆參加成

果發表。 

4. 實習期間表現優異將有優先錄取權成為本公司正式員工。 

(四) 實習終止： 

1. 實習生若因個人因素須中斷實習計畫，應於一週前向本公司

人資單位提出終止程序，並通知校方指導老師。 

2. 若實習生表現不如預期，本公司保留實習終止的權利。 

3. 凡中途終止實習者均不發給實習證書。 

 

 聯絡方式：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裕日汽車管理部人資 王嘉愷 管理師 

TEL 037-875881 EXT 1642 

E-mail：chia-kai.wang@yulon-nissan.com.tw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mailto:monica.liu@yulon-nissan.com.tw


應徵部門 申請日期

姓   名 血型

身份證字

號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身高 cm 體重 kg

E-MAIL 手機

電

話

電

話

關係
電

話

年 月 年 月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月薪 年薪

年 月 年 月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服務單位

推薦教授 E-mail 電話

推薦理由

休閒嗜好 個人專長

簽名

教授及系所推薦

稱謂

起~迄

系所蓋章

肆業畢業夜校日校

通訊住址

學歷 科系學校名稱

工作經歷

年/月~年/月

起~迄

起

社團經歷

社團名稱 擔任職務

姓名 年齡 職業 服務單位

薪資直屬主管

姓名/職稱
職稱

家庭狀況

離職原因

起~迄

學歷

公司名稱

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019 暑期實習申請書

    未婚        已婚

    其他：
（請貼兩吋照片）

訖

           年           月        日

   男          女

緊急連絡人

個人資料

戶籍住址

兵役：     役畢          未役           免、補、國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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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019 暑期實習申請書

自　　　　傳

申請人簽名： 

備註：請填妥後 e-mail至  chia-kai.wang@yulon-nissan.com.tw，並於通知面試後繳交書面資料(含推薦教授之

簽名及系所蓋章)。

請務必寫明為何要申請裕日暑期實習計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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