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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1 次 

時間：

03/18~03/22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我實習的場所是在機械系研究生們的辦公室，所以裡面全部都是

學長，雖然剛開始進去會緊張，但是學長們人都很好所以學會與

他們相處後，可以從他們那邊學到很多關於自動化的知識。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這周實習老師給我一個任務，要我想挖土機換斗器的安全插銷要

怎麼以機械原理不用人力的方式裝上，傳統的安全插銷都要先以

人力拆下，換完挖斗後再裝上，但因為步驟很麻煩很多工人都會

選擇不裝，而導致挖斗在使用上會有隨時掉落的風險。我有思考

很多種方法，但是以油壓或是自動裝置會增加成本，也有不能對

應市場上原本挖土機的規格而行不通。 

解決方法 我到網路上搜尋了很多關於不同廠牌的換斗器看看別的公司怎麼

解決這個問題，國外也有很多不同設計的換斗器，但價格都很

高，我想這是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一吧。 

照片 

 



 

120 

 
 

 



 

1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2 次 

時間：

03/25~03/29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這周延續上周的主題，老師也有給我看相關的資訊，挖土機長時

間都會在惡劣的環境下進行運作，所以使用棘輪裝置或是手拉

環、彈簧這些結構會有鬆脫的疑慮，或是泥土將插銷卡住而拆不

下來的可能性，所以希望我以現有換斗器上的機械結構或是自動

裝置去做發想。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由於我原本是電機系，所以對於機械結構的概念不是了解的很詳

細，對於換斗器我要先去了解它的作動方式。 

解決方法 我以日常生活會用到的事物去做聯想，找尋類似的設計，例如 sd

卡槽的設計，如果將換斗器兩邊鋼板挖出溝槽，運作時安全鐵柱

跟著移動，當換斗器連接上挖斗時鐵柱會自動卡柱，而不需要人

力去做安裝的動作。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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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3 次 

時間：

04/08~04/12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這週老師讓我學習 ABB 機械手臂的軟體，老師給我 3 本書讓我

先自己摸索，有問題隨時可以問老師或是研究室裡的學長。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機械手臂的軟體很多功能都不是很了解，所

以照著書本的內容下去慢慢學習。 

解決方法 從書本裡找尋功能的意思或作用，詢問老師或學長。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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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4 次 

時間：

04/22~04/26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這週一樣在學習機械手臂的軟體，軟體的使用上比較像在設計規

劃產線，而不是直接使用示教器操作實際的手臂。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很多功能都不是很熟悉，要讓手臂移動必須先新建布局，再來看

手臂的工作範圍去把物件放在工作範圍內，這些都要清楚了解手

臂運作的原理。 

解決方法 根據 ABB 手臂的書下去練習，可以多去看網路上的影片瞭手手臂

是如何運作的，也可以在網路上找相關資料或是問老師。 

照片 

 

 



 

126 

 

 

 

 



 

12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5 次 

時間：

04/29~05/03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在這周我已經可以讓手臂依照指定的路線移動了，雖然只是簡單

的繞桌子一圈，但是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希望真正使用機械手臂

時也可以做到。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可以讓手臂照著路線移動後，其他的教學需要有教學模組，但是

書本沒有附，所以要自己做出類似的情境，裡面包含很多工具或

手臂的組件都要想辦法用出來。 

解決方法 到網路上找了很多軟體相關的應用或模組慢慢做出一個類似產線

的情境，再讓手臂工作照著路線規劃移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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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6 次 

時間：

05/06~05/10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做無人搬運車，目前沒有人再使用，因為老

師那邊有一台使用麥克納姆輪做的小車，老師給我車子和附的檔

案讓我先研究看看能不能讓它動起來。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因為車子是中國大陸做的，附的軟體解壓縮後全部都變成亂碼，

所以我必須先想辦法讓裡面的檔案看得懂，才可以了解這台車的

馬達機構以及控制的方法。 

解決方法 我到網路上找尋將亂碼變回去的方法，後來有成功找到，到電腦

控制台將系統的地區改成中文(簡體，中國)再重新開機，因為原

本解壓縮出來的檔案已經是亂碼了，所以要再重新解壓縮，之後

就可以成功看到裡面的內容了，雖然是簡體的，但是閱讀上沒有

太大的困難。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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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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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7 次 

時間：05/13~05/17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可以成功看到車子附的資料後，我先研究這台車子的組成，控

制方面有一快馬達驅動模組和 STM32F103RC 的控制板，主要構

造是用鋁擠型組裝而成再加上電池和四顆有編碼器的馬達。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由於我不知道 STM32F103RC 這塊控制板是用什麼軟體寫的，寫

的方法是什麼，附的資料裡面有原本就寫好的程式碼，所以我

要先找出軟體看裡面的程式是不是可以修改還是要改用 arduino

或是樹莓派這類的控制板。 

解決方法 去搜尋 STM32F103RC 這塊控制板的相關資料，還好網路上有滿

多教學的文章，還有在 YOUTUBE 上找到完整的教學影片，所以

有成功下載 MDK這個開放式軟體，看看原本的程式怎麼寫。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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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跨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三 手機：  

次數:第 8 次 

時間：

05/13~05/17 

實習廠商： 
PBL – 智慧製造研究

中心 

實習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 

與反思 

使用軟體看到車子原本的控制程式後，我詢問老師是要用原本的

控制板還是要換成 arduino，老師覺得換成 arduino 比較好，因

為原本程式的控制內容有很多特定的程式語法，換成 arduino 會

比較容易研究。 

實習所遇到

的困難 

由於原本的馬達有一塊驅動模組，上面的接線端子是特定的規

格，要讓他接到 arduino 要知道每個端子對應的功能是什麼，所

以要先找出驅動板的原理圖。 

解決方法 在車子附送的資料裡有找到驅動板的原理圖，但因為我對電子了

解的不是很深，所以我問老師這些端子的作用以及接到 arduino

的方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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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果及心得 

    剛開始實習的前兩週老師讓我研究挖土機的換斗器，因為老師那邊有接產

學合作案，主要內容就是現今市面上的換斗器在使用時幾乎都沒在裝安全插銷。主

要是因為換斗器就是為了快速換挖斗而裝的，但是在換挖斗之前必須先把安全插銷

拆下，拆下後再做更換挖斗的動作，換完新的挖斗後要再把安全插銷裝上，但是這

個動作必須要花費許多時間以及人力，而且換斗器上會有泥土或砂石之類的東西造

成安全插銷不好拆下，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裝安全插銷。不裝安全插銷有

可能會造成挖斗掉落的情形，換斗器是使用油壓來做開關的動作，如果油壓管有破

洞漏油或是油壓裝置故障都會導致挖斗掉落而造成砸到人的危險因素。有在工地工

作或看過工地工作情況的人應該都知道有時候工人會使用挖土機吊掛東西，底下一

定會有人接應，如果沒裝安全插銷而導致挖斗掉落的話很有可能會造成人員的傷

亡，老師讓我想想將安全插銷改成其他安全裝置的方法，我研究了很多不同廠牌的

換斗器，也有想出幾種解決方法，雖然最後沒有採用我想出的方法，但是我覺得我

學到了很多東西，包括現今社會上使用的機具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危險因素，還有工

業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週開始老師給我 ABB 機械手臂的書籍和軟體，讓我學習 ABB 機械手臂軟體

的使用，軟體的使用上比較接近是在規劃產線，也可以在軟體上寫好路線讓手臂運

作，或是使用軟體裡面的示教器操作手臂移動模擬實際的運作情形。我在高中時學

的職類是機電整合，所以對這方面比較有興趣，不過可以的話還是想要操作實際的

機械手臂，讓它運作看看，軟體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因為實際操作也不可能所有

的程式都使用示教器寫，一定要用軟體先模擬出實際的場景，還有手臂的運作，也

可以讓在軟體裡面寫好的移動路線、工作方式套用到實體的手臂上面，這才是控制

機械手臂的主要方法。 

    後來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研究 AVG 車，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AVG 車是什麼，查了

之後才知道是無人搬運車。我覺得無人搬運車也是自動化領域很重要的一部份，所

以跟老師說好我要研究看看，老師那邊有一台大陸做的車子，一開始看到讓我感到

最特別的是它的輪子看起來跟一般的輪子不一樣，經過老師介紹後我才知道那個是

麥克納姆倫，這個輪子可以做全方位的移動。車子原本就已經有寫好程式在裡面

了，但是只能透過手機遙控，而且動起來也不是很順暢，所以老師讓我先研究看看

要用原本的控制板下去控制，還是換成用 arduino 來控制，經過研究那塊控制板以

及裡面的程式後，最後還是決定改用 arduino 來控制。原本我想說要用 arduino 自

己的軟體來寫程式，後來老師說用 LabVIEW 這個軟體來寫，這個軟體是用圖控加拉

線的方式來寫，跟一般的寫程式語言比較不一樣，它比較偏向邏輯方面，了解每個

圖示的意思去做不同的接線方式，就可以寫出各種各樣的程式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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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3_次 

時間：10/7~10/11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這週延續上週的主題將手臂做尺寸上的修改，在下方新增

感測器的固定卡榫 

實習所遇困難 

尺寸的修改讓我把草圖整個重新畫過，應該有更好的修改

方式，在想如何固定感測器方面改了很多次，因為手臂要

用 3D 列印而且材質是軟性的，所以在設計上要考量到能不

能印出來。 

解決方法 

量測感測器尺寸，多嘗試幾種固定的方式，3D列印的經度

不能到太精細，所以要考慮到誤差值的設定，不然會導致

感測器裝不進去或是印製時印不出來，也要考慮到充氣時

感測器會移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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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4_次 

時間：10/14~10/18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將前兩週所畫的圖轉成 STL 檔再使用 3D 列印軟體設定參數

印製下來 

實習所遇困難 

3D 列印的軟體裡面有很多參數，大部分是照之前學長所使

用的參數下去設定，但是還是有很多參數我不太懂，所以

第一次列印是由老師所教導，之後我也有印出來，不過還

是會有縫隙產生，因為是要用氣壓控制，有縫隙就會導致

手臂不穩定，所以要多去做修改。 

解決方法 

根據不同的材料要去做溫度上的變化，可以到網路上查最

適合的參數設定，到後來還是會有縫隙，所以使用快乾下

去固定讓氣體不會跑出來。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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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5_次 

時間：10/21~10/25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

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學習使用 Labview 這套軟體，Labview 這套軟體是圖形化程

式，在邏輯方面要非常清楚與我之前所學過的軟體非常不

同。 

實習所遇困難 

介面是英文的，對於英文能力較差的我使用起來比較吃

力，剛開始要去學習程式如何架構，迴圈的使用方法，如

何結束程式。  

解決方法 

增強自己的英文能力，透過老師給的簡報一步步下去學

習，老師會先示範基本的迴圈架構，要去了解程式是如何

下去跑動的，怎樣的條件能讓程式到自己的要求。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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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6_次 

時間：10/28~11/1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使用 Labview 做溫度轉換模擬結合圖表方便觀察，溫度使

用亂數隨機產生 

實習所遇困難 

溫度轉換上要先了解轉換的公式，然後依照 Labview 裡面

所提供的功能將公式帶出來，在判斷多少溫度要亮甚麼燈

上面比較難，要想如何觸發和觸發前後的狀態。 

解決方法 

在整個程式資料是如何跑動要很清楚，有些功能還不會使

用，像是顏色如何設定、圖表顯示多筆資料等等，可以到

網路上找相關的範例程式，邏輯要清楚否則觸發的燈號或

顏色可能會錯亂。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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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7_次 

時間：11/4~11/8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使用 Labview 做水塔模擬練習，將水塔 1 的水轉移到水塔 2

或水塔 2的水轉回水塔 1，結合跑馬燈與進度條做流向判斷 

實習所遇困難 

這次的練習比之前的還要複雜許多，因為基本上是以加減

乘除加上判斷 Ture or False 來達成，所以要想辦法使水

位可以一點一點地跑而不是瞬間完成，跑馬燈方面也要可

以依照水流動方向順向跑或逆向跑。 

解決方法 

學習不同迴圈的使用方法，要清楚知道如何使迴圈運作或

停止，水位大於等於的判斷式要寫好，跑馬燈要學習陣列

與暫存器的使用。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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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一)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8_次 

時間：11/11~11/15 

實習廠商：PBL中心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實習地點：學校

EM328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鄭秦亦 

實習心得與反思 
11/24 要考 Labview CLAD 證照，所以這週開始準備學科內

容 

實習所遇困難 

題庫有中文與英文，先從中文開始準備，英文方面透過

Google 與軟體交互比對來閱讀，趁著這個機會也讓自己多

學習英文的單字文法。 

解決方法 

由於英文能力較差，所以至少將中文題庫背熟，考試也是

以中文下去考，所以英文題庫作為輔助用，可以使用軟體

做出題目上的內容實際操作看看，多上網找相關資料理解

整個軟體的運作模式。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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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1_次 

時間：3/3~3/6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了解太陽能電廠完成後的樣子 

2. 學習太陽能如何發電 

3. 學習看串併迴路圖 

太陽能電廠整體運作: 

光電板DC 箱逆變器AC 箱KWH 箱或高壓站台電併接

點(受電箱) 

實習所遇困難 

對於太陽能這一塊其實自己完全沒有基礎，所有東西都要

從頭學起，剛好在公司附近就有幾個案場，所以有機會可

以直接到現場學習。 

解決方法 
因為沒有基礎，所以要更加努力的去學習，下班後有空也

可以多上網查相關的資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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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2_次 

時間：3/9~3/13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逆變器出現異常，學習判斷故障原因 

2. 基礎座施作防水漆 

3. 學習操作空拍機 

4. 學習使用測距輪 

實習所遇困難 

公司有遠端監控系統可以去看每個案場有無正常發電，剛

好遇到南科案場出現逆變器異常，跟著學長一步一步量測

電壓判斷是哪邊照造成問題，最後確定是逆變器故障，通

報逆變器廠商做保固內維修。 

解決方法 

在大太陽下要做好水分的補充，身體狀況要自己注意小心

不要中暑。 

很多東西沒接觸過，學長在講解時要認真聽，盡量一次就

學會，量測電壓時要小心。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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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3_次 

時間：3/16~3/20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學習撰寫同意書 

2. 學習查詢饋線 

3. 建造中的案場觀摩 

4. 驗收光電板壓塊與下鎖螺絲扭力值 

實習所遇困難 

饋線是案場評估很重要的一部份，必須要有饋線才能將發

出來的電併入台電的電網，將電賣給台電也就是將電送到

台電做使用。 

光電板固定完成第一顆螺絲打緊後，要驗收扭力值，不鏽

鋼螺絲必須達 13N-m才符合我們公司所制定的標準。 

解決方法 

學習使用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容量查詢系統查詢相關地址

附近有沒有饋線，容量是否足夠。 

學校的案場光電板一般都是做在屋頂上，到屋頂上必須要

做好安全防護，自身安全要非常小心。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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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4_次 

時間：3/23~3/27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學習平鋪式與棚架式差別 

2. 學習看平鋪式支架圖說，將支架數量和螺絲數量與廠商

的 BOM表做核對 

3. 製作告示牌 

實習所遇困難 

根據不同的場地會使用不同的方式規劃光電板如何安裝，

平鋪式是用在鐵皮浪板上，棚架式則是使用鋼構做基礎。 

看支架圖說需要有一定的想像力，去想像出整個支架與光

電板的擺放方式與排布。 

解決方法 

一般水泥地會用棚架式也就是鋼構下去做規劃，鐵皮浪板

就要看建物本身的情況下去做考量，也要考慮日照位置，

因為台灣是在北半球，所以光電板一定都會朝向南邊傾斜

來獲取更好的發電效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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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6_次 

時間：4/6~4/10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3. 學習如何計算線槽尺寸 

4. 學習如何計算電纜線徑 

5. 學習使用低阻計量測接地阻值 

實習所遇困難 

計算線槽尺寸需要先看這個迴路的線徑是多少、有幾條

線，再套用公式下去算，電纜截面積必須少於線槽截面積

的 20%。 

計算電纜線徑要用到電工法規，我並沒有讀過，所以這方

面必須重新學習。 

解決方法 

一些規範都要去看電工法規是如何規定的，所以有空就要

多翻電工法規，才能知道這些線徑、線槽是如何設計出來

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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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7_次 

時間：4/13~4/17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整理不同料商的訂購單與訂購紀錄 

2. 整理發電量資訊 

實習所遇困難 

一些五金料單和螺絲尺寸分很多種非常複雜，以前完全沒

有碰過這些 1” 2” 4 分 6 分基本上都是英制，也有一些

會用到公制的，要知道哪些是日常口語要轉換成統一的表

單非常困難。 

Excel 和 google 試算表有些功能不相同，公式也不夠熟

悉，要多使用。 

解決方法 

找英制 公制換算尺寸對照表上面有稱呼是最好的，去了解

每種英制規格換算成幾公分，由小到大分別如何標示。 

Excel 和 google 試算表要多使用，因為要讓公司的人都可

以開啟與編輯，會比較常使用 google 試算表，要去知道有

什麼公式可以比較快速地完成作業時間。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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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未來學院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二)  實習工作紀錄 

姓名：  年級：四 手機：  

次數：第_8_次 

時間：4/20~4/24 

實習廠商： 

德睿旭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地點：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

三舍 232號 

學程指導老師：程敬閏               實習企業指導員：吳秉鍾 

實習心得與反思 

1. 掌握兩個案場的每日施工進度 

2. 到案場了解現場有無狀況 

3. 案場有無按照規定施工 

4. 缺失改善拍照 

實習所遇困難 

因為公司在台南，這兩個案場分別在新竹和通霄，所以不

會每天都去現場，必須和各包商現場負責人溝通協調掌握

現場狀況，有去現場的話人際關係也都要打好，以後做事

才會比較順利。 

解決方法 

多學習如何溝通協調，說話的態度語氣等要尊重，有去現

場也可以請師傅們喝飲料，若案場有些狀況要請工班配合

才會比較好配合。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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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果及心得  

這一次的實習跟我以往的實習比起來非常不一樣，以往我去的實習都比較偏向

機械、自動化等方面，這一次的實習比較偏向工程類，雖然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學到的東西也完全不一樣，卻是我覺得最有趣也最有挑戰性的一次實習，從案場的

評估、設計、現場建造到日後的維運都能夠學到。 

對於太陽能這一塊我完全沒有基礎，只能從頭開始學起，對於電力系統的部分

因為本身就是學電機相關領域，所以學習上有比較快一些，但是土木設計鋼構規劃

等等在學習上就比較吃力了，因為之前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剛開始進公司就是

從機電圖說開始學起，學習去看整個案場的電氣規劃，去了解太陽能是如何發電，

發出來的電如何賣給台電。一般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太陽板所發出的電是直流

電，直流電會先送到 DC 箱，一個 DC 箱裡通常會有 4~5 串，一串就是 18~23 片模組

串在一起，DC 箱裡 3 串會做一個併聯，如果只有 4 串的話就是 2 串做一個併聯，併

聯後會把電送到逆變器，逆變器的功用就是將直流電轉換為交流電，轉換為後將電

送到 AC 箱，AC 箱裡會有每台逆變器的無熔絲開關，經過無熔絲開關併聯後再把電

送到 KWH 箱或高壓站，最後會把線接到台電的受電箱，送過去的電就是買給台電

了，整個太陽能電廠電力系統的運作流程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般大型的太陽能電廠太陽能板都會傾斜一邊，除非是那種平舖在屋頂上的會

根據屋頂來做傾斜，這是因為太陽會直接照射赤道，所以太陽在赤道上正中午時會

在正上方沒錯，而台灣位於北半球，所以我們一般所認知的中午太陽會在正方其實

是錯誤的，台灣的東升西落太陽都是偏向南邊，所以太陽能板的角度也會往南邊傾

斜去做設計，來換取更高的日射量更多的發電時數。根據不同的場地太陽能板底下

的支撐也要做不同的設計，一般 RC 水泥都是使用棚架式也就是鋼構做支架，而鐵皮

浪板可以用平鋪式或棚架式兩種方式設計，平鋪式的支架會用鎂鋁鋅做材料，鋼構

外面要做熱浸鍍鋅處理來達到防鏽的效果。RC 水泥植筋完做拉拔測試，我們公司設

計都會設計到能夠承受 3000kg 的力量，這樣才能夠達到抗風、抗震的能力，畢竟一

個案場都要能夠發電 20 年，所以我們所使用的材料設計規範等都會很嚴格，我們在

基礎的成本上投注的都比別的公司多上不少。 

從一開始對太陽能完全不了解到現在知道了整個運作的模式，真的是學到了很

多新的知識，公司讓我監督協調的兩個案場，其中一個也快要完成了，能夠看到整

個案場一步一步的蓋起來真的非常有成就感，雖然我們建造工程是外包給機電公司

和鋼構公司，但是我們自己也要清楚的知道相關的規範內容，這樣才能夠去分辨現

場到底有沒有按圖施工做的對不對，對於太陽能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雖然

公司給的實習合約是到九月底，但是我相信這份工作我在畢業後合約到期後還會繼

續的做下去，希望自己能永無止境的去學習不同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