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環球科技大學00系 

00實習報告 

班級:00 

姓名:00

學號:00

實習單位:00公司 

輔導老師:00 

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20  日 



2 

目錄 

一、 簡介................................................................................................................ 3 

1-1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展沿革與簡介..................................................... 3 

1-2 實習單位組織圖............................................................................................. 5 

1-3 部門介紹及人力編制..................................................................................... 6 

二、 在職訓練........................................................................................................ 8 

2-1 在實習前頇具備的認知................................................................................. 8 

2-2 實習單位的訓練課程................................................................................... 19 

2-3 環境與設備介紹........................................................................................... 20 

2-4 分配內容....................................................................................................... 28 

三、經營管理 ............................................................................................................. 36 

3-1 主管管理模式探討....................................................................................... 36 

3-2 公司與員工互動關係檢討........................................................................... 37 

3-3 產品行銷方式............................................................................................... 40 

四、個案研究 ............................................................................................................. 44 

4-1 問題發生過程............................................................................................... 44 

4-2 處理方式....................................................................................................... 45 

4-3 結果............................................................................................................... 46 

4-4 如果時間倒流，會做出什麼更好的方式處理........................................... 47 

五、反思...................................................................................................................... 48 

5-1 校外實習對自己未來職場工作的選擇及生涯規畫的影響....................... 48 

5-2 反省檢討，心得感想................................................................................... 49 

 

 

 

 

 

 

 

 

 

 

 

 

 

 

 



3 

一、 簡介 

1-1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展沿革與簡介

自然、健康、有機是貿立一貫秉持的精神。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 1983年成立以來，便不間斷的專注於動物營養上的研

究與應用； 

在動物營養的領域上，目前已建立起 5個專業平台： 

有機礦物質合成 

微生物發酵 

營養配方設計 

功能性營養劑生產 

國際貿易業務 

一直以來，貿立的信念即是帶給客戶更多：更多的價值與收益。 

隨著全球食品安全消費意識的抬頭，限制抗生素在動物生產上的使用，已然形成

健康消費主流及生產者的挑戰。 

1983-02 創立於台北縣，生產有機微量元素系列產品。 

1996-06 綜合有機礦物質（礦元）開發成功上市。 

1983-02 創立於台北縣（現新北市），生產有機微量元素系列產品。 

1996-06 綜合有機礦物質（礦元）開發成功上市。 

2007-03 功能性胺基酸蛋白（百福德、百福美）魚粉取代物開發成功上市。 

2007-11 遷至雲林縣斗六市新廠，擴大營業。 

2007-12 通過 ISO 9001:2000及 HACCP:2003。 

2008-06 有機酸（佳味酸）開發成功上市。 

2009-02 ISO9001 順利轉換為 2008 年最新版本 

2009-03 獲得經濟部工業局「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補助（以植物蛋白做為功

能性胜蛋白產品之開發－尚讚益菌蛋白）。 

2009-07 濃縮精料（核心料）開發成功上市。 

2010-03 尚讚益菌蛋白開發成功上市。 

2010-07 獲得經濟部工業局「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補助（甲硫胺酸鉻生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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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提升與產品開發－佳健美）。 

2011-03 參加 VIV Bangkok展覽。 

2011-05 與美國阿肯色大學及 PVG公司簽訂技術轉移合作計畫。 

2011-07 液劑產品線上線。 

2011-08 益腸寶（仔豬保護劑）開發成功上市。 

2011-09 參加中央畜產會舉辦家禽保健及防疫研討會。 

2012-11 舉辦與嘉同慶系列活動－家禽健康與免疫研討會。 

2013-01 獲得農委會「農業業界專科計畫」補助（功效穩定劑型維生素開發應

用）。 

2013-05 益維寶（液劑）開發成功上市。 

2013-06 牛隻產品開發成功上市。 

2014-08 獲得經濟部研發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貿立實業業務推廣

與客戶創新服務模式) 。 

2014-12 舉辦新優質蛋白原料與天然物保健營養研討會。 

2015-05 獲得農委會「科技農企業多元創新提案計畫」補助(創新品牌價值提昇

開發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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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實習單位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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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部門介紹及人力編制

1. 管理部:

負責統整公司管理部內各單位大大小小所需事務，及定期與各單位主管開會

討論及改進問題。

採購-負責公司內部原物料採買及公司所需之器具購買

行政-負責統計各單位實施之紀錄及資料統整，以利會計做資金統編

會計-負責公司內部金錢的出入，頇與其他單位配合統整工作事務

人力資源-負責公司各單位人力分配及招募新進人員之訓練

2. 品質管制部:

負責管理品質管制部的各項生產及運作順利，統整各項問題進行研發討論已

達公司產品最高品質

化驗室-負責檢驗商品是否合乎各項含量標準，及檢測原物料是否含有危害

物質，以利產品順利生產。

微生物室-負責各項微生物的生產、培養，保存及數量控制。

研發室-負責研發新產品及客戶各項配方需求及更改。

3. 工務部:

負責廠內機器故障的時候，需有專業的技術排除故障原因，否則產品將無法

生產，導致無法如期交貨。

工務與安全作業組-負責廠內機械及公用器具正常運作

4. 廠務部:

負責管理生產作業組及倉儲管理組的工作正常運作及人員控管的各項管

制。

生產作業組-負責維持公司產品第一生產線的正常運作，需大量人力維持機

械對產品的品質要求。

倉儲管理組-負責倉庫儲存管理及產品產量控制，以利客戶針對商品有需求

時，順利如期交貨。

5. 業務部:

負責向國內的相關產業推銷商品，同時業務人員需具備獸醫相關知識或需相

關科系畢業。

產品銷售-負責向國內相關事業業者推銷及販賣公司內部之優良產品，頇了

解相關業者的各項需求，以利推銷及向業者解釋、指導本公司相關產品使用

獲得最大效益

向各業者接取商品訂單，並回報公司加以製作及生產，以為公司帶來更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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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6. 國際貿易部:

負責海外銷售產品，以及從國外進口相關原物料替公司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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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職訓練 

2-1 在實習前頇具備的認知

(一) 雞隻養殖過程

雞隻的功能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產蛋用的雞隻，第二種是肉用的雞隻，那我們來

了解雞怎麼養殖，生長過程是什麼情況，還有蛋雞、肉雞需要的基本飼料及營養

素。 

蛋雞主要生長流程: 

0~5週:需要吃蛋小雞的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麩皮、豆餅、魚粉、骨粉。因

為這個時期的小雞骨骼發育高達 85%，所以需要補充鈣質，來促進骨骼發育的完

整。。 

1.選種 2.配種 3.種蛋收集 4.貯存

7.系譜登記6.雌雄鑑別5.系統孵化

10.產蛋

（17～40週齡） 

9.育成

（6～16週齡） 

8.育雛

（0～5週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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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週:需要吃蛋中雞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豆餅、葵花籽粕、魚粉、骨粉、

食鹽。因為這個時期的雞最需要補充營養，例如說葵花籽粕中含有大量纖維質的

殼，氨基酸的含量比豆粕低且不平衡，特別是賴氨酸，但是蛋氨酸的含量高於豆

粕。 

17~40週:需要吃蛋大雞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麩皮、豆餅、魚粉、骨粉、貝

粉。這個時期需要注重產蛋的品質，例如說經過生物活化技術處理的貝殼粉膜對

大腸桿菌有極強的抗菌和殺菌作用，另外對沙門氏菌、黃色葡萄糖菌也有顯著效。

不僅具有高性能的抗菌性，而且具有防腐、防扁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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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雞主要生長流程: 

前 10 天:小雞需要吃肉雛雞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豆粕、磷酸氫鈣、石粉、食

鹽、油。這個時期的小雛雞，最注重”營養”，例如說豆粕的粗蛋白質含量高達 30

～50%，是動物主要的蛋白質飼料之一 

中間 20天:雞需要吃肉中雞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豆粕、菜粕、磷酸氫鈣、石

粉、食鹽、油。這個時候的雞，最注重”長骨髓”，例如說菜粕中含有豐富的賴

氨酸，常量和微量元素，其中鈣、硒、鐵、鎂、錳、鋅的含量比豆粕高，磷含量

是豆粕的 2倍，同時它還含有豐富的含硫氨基酸，這正是豆粕所缺少的，所以它

和豆粕合用時可以起平衡和互補作用。 

1.選種 2.配種

4.雌雄鑑別
5.育雛

（前 10天） 

3.孵化

6.育成

（中間 20天） 

7.達到適合販

賣體重 

（最後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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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15天:雞需要吃肉大雞飼料，營養成分為玉米、豆粕、魚粉、菜粕、棉粕、

磷酸氫鈣、石粉、食鹽、油。這個時候的雞隻，最著重於”長肉增重”，例如說

棉粕籽仁含油量可達 35-45%，含蛋白質 3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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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飼料市場趨勢

飼料是指向動物提供能量、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礦物元素等營養物質的有機

或無機化合物，或各種營養物質或部分營養物質與多種非營養性有機和無機化合

物的混合物 

蛋雞供應廠商及產品 

福壽實業，它們的飼料品質都是有經過認證的， 

例如說 ISO 9001、TQF、ISO 22000、HACCP、FSSC 22000 等國際品質認證。 

福壽實業產品: 

蛋小雞(0~5週) 

飼料成分:  

玉米 62%，麩皮 10%，豆餅 17%，魚粉 9%，骨粉 2%。 

這些成分都是維持雞隻基礎營養，還有添加骨粉，骨粉有助於小雞長骨骼 



13 

蛋中雞(6~16週)  

飼料成分:  

玉米 66%，豆餅 18%，葵花籽粕 11%，魚粉 3%，骨粉 1.5%，食鹽 0.5%。  

跟蛋小雞這個產品的成分比較起來多了葵花籽粕，因為這個時期的雞隻正

需求長營養。 

蛋大雞產蛋期飼料(17~40週) 

飼料成分: 

玉米 68%，麩皮 6%，豆餅 8%，魚粉 10%，骨粉 2%，貝粉 6%。  

跟蛋中雞這個產品的成分比較起來多了貝粉，因為這個時期的雞隻正處於

產蛋期，所以為了顧及蛋的品質，添加含鈣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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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雞供應廠商及產品 

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它們是主打安全、健康且注重生態環境的公司，他們也積

極研究，有益牲畜的健康跟國人的健康，吃下去的牲畜不會對人體帶來副作用。 

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肉雛雞的飼料配方(前 10天) 

成分:玉米 55.3%，豆粕 38%，磷酸氫鈣 1.4%，石粉 1%，食鹽 0.3%，油 3%。 

這個飼料是維持雞生命的基本營養素，這個時期需要的是長營養，例如說玉米中

含有較多的粗纖維，比精米、精面高 4-10倍。玉米中還含有大量鎂，鎂可加強

腸壁蠕動，促進機體廢物的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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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中雞的飼料配方 

成分:玉米 57.2%，豆粕 31.5%，菜粕 5%，磷酸氫鈣 1.3%，石粉 1.2%，食鹽 0.3%，

油 2.5% 

這個時期雞隻需要的營養素比較著重於長骨髓，例如說菜粕中含有豐富的賴氨酸，

常量和微量元素，其中鈣、硒、鐵、鎂、錳、鋅的含量比豆粕高，磷含量是豆粕

的 2倍，同時它還含有豐富的含硫氨基酸，這正是豆粕所缺少的，所以它和豆粕

合用時可以起平衡和互補作用。 

肉大雞的飼料配方 

成分:玉米 60.7%，豆粕 21%，魚粉 2%，菜粕 4.5%，棉粕 5%，磷酸氫鈣 1.3%，石

粉 1.2%，食鹽 0.3%，油 3%。 

這個時期的雞隻比較著重於長肉的部分，與肉中雞飼料不同的是，棉粕籽仁含油

量可達 35-45%，含蛋白質 3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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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飼料添加劑市場趨勢

因為如果只有單純飼料飼養，飼養過程影響雞生病的會有以下因素: 

營養因素：飼料營養不平衡、養分不足、缺水等。 

病原感染因素：病毒、細菌、黴漿菌、黴菌、寄生蟲等。 

雞體本身的狀況：雞齡、性別、營養狀況、免疫程度、代謝狀況及適應能力。 

所以才會衍生出”飼料添加劑”來輔助只吃飼料所缺乏的營養素。 

添加劑分營養物質添加劑和非營養物質添加劑兩大類。前一類有胺基酸、維生素、

微量元素等；後一類是生長促進劑，主要是用來刺激動物生長，提高飼料利用率

及改善動物健康狀況。此類添加劑包括抗生素、激素。此外，還有驅蟲保健劑、

抗氧化劑和中草藥保健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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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雞: 

如果說蛋雞在養成的過程只吃飼料的話，下蛋後最需補充的元素是鈣，因為那會

影響到下次下蛋蛋的品質，所以市面上才會有”飼料添加劑”的出現。例如說:

浣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飼料添加劑-雞專用”。 

肉雞: 

肉雞的部分就是提高肉品價值、風味及口感、提高育成率。例如說: 台建生技公

司的”藻胜寶™天然微藻蛋白營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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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規劃

我要去的公司是”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他是一間飼料添加劑的廠商，在面

試的時候，主管告訴我負責的是品質管理部的微生物室，工作內容就是培養菌種、

繼代菌種、協助氣舉式發酵槽的使用。 

我希望我能在這間公司學習到在菌種培養過程中不會造成的汙染技術，還有氣舉

式發酵槽的使用，因為我知道發酵槽的使用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可能在培養

過程會問題百出，希望自己能摸索出一些解決方式，讓自己能在業界收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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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實習單位的訓練課程

項次 訓練課程 重點 注意事項 

1 雞隻用途(圖一) 蛋用、肉用 每種品種的雞的

用途都不一樣 

2 愛拔益加的養殖

(圖二) 

飲水器的水溫 至少要有 16度 

3 母雞的飼養程序

(圖三) 

通常變換 12-16

日齡 

將飼料轉成高質

量、平衡的育成

飼料 

(圖一、雞隻用途) (圖二、愛拔益加的養殖) 

(圖三、母雞的飼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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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境與設備介紹

公司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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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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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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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習的微生物室平面圖 

(微生物室後門設備) 

(微生物室前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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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這是我實習的微生物室 圖六、這是實驗室後面的環境，因為實   

驗室比較小，所以有些機器會放在外面 

圖七、研發辦公室， 圖八、研發辦公室的樣子 

是我們實習生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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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化驗室的環境 圖十、化驗室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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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介紹 

圖十一、氣舉式發酵槽: 圖十二、水循環冷卻機(左)、空氣幫浦(右) 

用來培養菌種，試驗菌種不同濃度    (左):因為槽體攪拌會產熱，還有一 

的營養成分、培養時間、饋料時間     些外在環境因素會影響到溫度， 

是最為理想的 所以需要一個冷卻循環來達到維持一定 

溫度 

(右):因為是好氧菌，所以打無菌的空氣 

進去 

圖十三、無菌操作台: 圖十四、恆溫震盪培養箱: 

操作微生物需要在裡面操作， 可以選擇 SPEED模式讓他搖晃， 

以防外在空氣的汙染 適合來養好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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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高壓高溫滅菌釜: 圖十六、吊車: 

培養基都頇經過此機器滅菌， 是用來吊起發酵槽進入滅菌釜， 

121度，20分鐘 因為發酵槽的槽體極重 

圖十七、冰箱: 圖十八、顯微鏡: 

用來暫存即將要使用的微生物， 用來觀察革蘭氏染色後的菌 

這台是用來放麴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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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配內容

項次 工作名稱 工作內容 反思 

1 清洗器具 

(圖十九~圖三十) 

器具清洗 器具如果沒清洗

的話，下次要使用

的就會不乾淨無

法使用，實驗無法

進習 

2 劃菌 

(圖三十一~圖四

十九) 

三區劃菌 要為種菌作繼代

動作，不然菌種活

性會變差甚至走

入凋零期，產品會

無法生產 

清洗器具 

圖十九、把試管內的廢棄物倒掉 圖二十、把試管放入桶子內 

圖二十一、將清潔劑倒入桶子內 圖二十二、加入清水淹過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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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將桶子放入超音波震盪器中  圖二十四、啟動開關，震盪 30分鐘 

圖二十五、震盪完畢關掉電源， 圖二十六、用試管刷刷洗試管 

並取出裝有試管的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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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倒掉試管刷洗過的泡泡   圖二十八、用清水將泡泡沖淨 

圖二十九、盛裝一次水 圖三十、用一次水潤洗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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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菌 

圖三十一、拿取種菌 圖三十二、用 70%酒精消毒雙手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種菌要放入無菌操作台前需

將噴灑於手的酒精均勻抹開徹底消毒 要噴灑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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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圖三十六、手部再次以酒精消毒 

將噴灑酒精的種菌放入無菌操作台中 

圖三十七、取出要用繼代所對應的培養基 圖三十八、酒精燈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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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接種環過火(需燒紅) 圖四十、菌種開蓋前過火 

圖四十一、菌種開蓋後過火 圖四十二、將剛剛消毒過的接種環 

去沾取種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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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打開培養基 圖四十四、開始三區劃線 

圖四十五、三區劃線完， 圖四十六、將酒精燈火源熄滅 

接種環需要再次過火(需燒紅)再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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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剪取石蠟膜 圖四十八、用石蠟膜封好培養皿 

圖四十九、放入培養箱(37度) 



36 

三、經營管理 

3-1 主管管理模式探討(領導風格、組織氣氛)

我的主管是明慧學姊是我們學校研究所的研究生，在來到這間公司實習之前

就有認識了。 

我進到公司的時候，明慧學姊對我很照顧，例如說，我一開始的時候都還不

認識大家，她就帶我到她們的辦公室一一的去認識同事。 

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我都會到飯廳的飲水機裝水，遇到同事我們都會打招

呼，同事之間的相處都很融洽，在公司有時候我們都會訂飲料來喝，有時候

肚子餓同事也都會拿一些小餅乾給我吃，同事對我們實習生都很照顧。 

在工作上有一次早上我要配固態培養基的時候，我那次忘了添加 agar，我

也沒有去注意到，我下午去學校出差，學姊打電話來說，培養皿上的培養基

怎麼還沒有變固態的，我就說我中午之前就配好了，應該要凝固了。 

但是後來發現我忘了加 agar，學姊沒有責怪我，反而是說要在配方表上註

記一下，然後重配置就好了。 

我覺得在這間公司實習，我感覺到同事之間是沒有交惡的，反而都是會有耐

心的去教導我們該注意哪些地方，還有教我們實驗材料的配置方式，如果有

不懂的地方都可以去問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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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司與員工互動關係檢討

公司福利 

圖五十、三節禮金(中秋節禮金) 

當下領到中秋節禮金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公司也有給實習生，這樣代表

公司也是有把實習生算在員工的一份子，公司是很團結的。 

圖五十一、中秋節發放每個員工一人一箱的柚子(包含實習生) 

這個是董事長家裡種的，給客戶跟員工一人一箱柚子，祝我們中秋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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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公司慶祝十週年慶感恩餐會的菜單 

我覺得這個菜單很有趣，從第一道菜到最後一道菜的第一個字，整個連接起

來就是”貿立股份實業有限公司十週年慶”，而且這個外燴的菜都很好吃。 

圖五十三、十週年慶感恩餐會的樣子 

大學實習期間，可以有幸參加到公司十週年慶，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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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心力的表現 

圖五十四、十週年慶的時候，全體員工穿著制服在公司門前進行大合照，我覺得

這是一個公司”團體”的表現，因為大家都是在為這間公司服務，缺少了一位的

員工的話，等同於一個機器裡少了一顆螺絲，例如說，廠務部搬重物如果需要兩

個人，缺少一位員工的話，一定只有一個人要搬重物，對身體的腰部是個負擔。 

如果是品管部，不管是哪間實驗是缺少一個人都不行，因為每個人的專長不同，

負責的區域也不同，這樣有可能會對檢驗、研發和生產部門帶來連帶影響。 

每個部門都是環環相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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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產品行銷方式

產品特色 

圖五十五、尚讚益菌蛋白: 

1. 含理想比例的胺基酸，利用率 90%以上，可有效增加瘦肉率與提高屠宰率。

2. 應用生物發酵科技，含豐富促進生長及強化免疫因子，促進豬隻健康及發

育。

3. 含多種消化酵素，有效促進消化作用，提昇飼料利用效率，減低臭味及排泄

物量。

4. 應用生化科技，調整有機微量元素含量，有效促進體內的營養代謝利用。

5. 具有提升豬隻食慾的特殊芳香成分，有效提高豬隻採食量，促進生長。

6. 不含組織胺、肌胃糜爛素及避開沙門氏菌、大腸桿菌等雜菌汙染，去除不良

品質魚粉所引起的毛病。亦即具備魚粉的優點，去除魚粉的缺點。

7. 經濟部工業局輔導開發成功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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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六、酚多精: 

1. 酚多精含有多種植物精油，能針對呼吸道症狀有效加以緩解，具解熱、去痰

及抗菌等多種協同功能，有效提升家禽免疫，增加獲利

2. 酚多精主要成分由薄荷、尤加利、麝香草等精油組合而成，並搭配漢方植物

萃取物(板藍根、貴葉連翹)，來達到其最佳的協同效果。



42 

消費者可以透過的管道買到商品 

圖五十七、公司的網頁 

對公司的產品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公司的網頁先看產品介紹，想要購買的話，可

以到網頁上的聯絡客服上填寫聯絡資訊，會有業務專人為您服務，因為飼料添加

劑農委會有規定說，動物用藥不能在網路上販售，所以公司販售產品都是透過業

務去販售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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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行銷方式 

圖五十八、十週年慶的時候將產品擺放出來，讓客戶們在參觀的時候，可以一一

去了解產品的項目及功效，那我們公司的業務也會在一旁幫客戶解說，看客戶的

需求在哪邊並幫他們找產品。 



44 

四、個案研究 

4-1 問題發生過程

圖五十九、這張圖片是我在血清瓶養的乳酸菌，但是汙染了，這是要大量生產產

品的種菌，需要先經過 500ml的血清瓶養，再由 1000ml 的血清瓶養，因為菌不

能一次在太大量的培養基裡面養，營養過多反而會讓菌長得不好，所以要慢慢的

由小的體積慢慢的放大，才不會造成種菌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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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處理方式

血清瓶裡要生產產品的乳酸菌汙染了，只能再從備用的種菌裡面再拿出來培養，

不然沒辦法繼續生產，那些都是純菌，不能有雜菌，我們在製備尚讚益菌蛋白通

常要花費一個禮拜的養菌時間，我們保險的方式是要提早 8-10天開始製備，第

一天都要配置培養基，滅菌釜只有一台，所以滅的數量有限，我們都會先把液態

的培養基配好到血清瓶，再分批拿去滅菌，這些動作就要花一天的時間。 

然而在培養的期間，如果有發現汙染的話，我們就會拿備用的培養基，再接菌，

放入培養箱震盪培養，以確保趕得上生產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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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結果

我們有多配培養基所以才有辦法如期趕上生產的時間，如果沒趕上的話會很麻煩，

要先跟廠務部聯絡延後製作，廠務部要跟業務聯絡，叫業務跟客戶延期交貨，也

要跟貨運公司說來載貨的日期，而且廠務部也很麻煩，因為他們每個月都會先排

好產品的生產時間，無疑的都會打亂大家的行程，所以在培養菌主的時候，都需

要多做好一些防範措施避免上述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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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果時間倒流，會做出什麼更好的方式處理

首先，要拿種菌的時候要先檢查種菌是不是有汙染，或著有可能汙染的因素存在

的種菌，然後要挑活性佳的種菌，不能挑即將接近凋零期的種菌。 

在種菌進入無菌操作台的時候，用 70%酒精徹底消毒，但是不能噴的太濕會滴水

那樣，那反而會增加汙染的風險，手的部分，需要先用洗手乳清洗，擦乾再攀灑

70%酒精消毒雙手，種菌需要接種到血清瓶裡面培養，滅完菌裝有培養基的血清

瓶要進入無菌操作台也要先用 70%酒精噴灑消毒，接種還要去接取種菌之前，要

徹底過火燒紅，待冷卻才能去挖種菌，不然種菌會被燙死，血清瓶要開蓋錢，要

把蓋子過火，確保雜菌不存在，開蓋後，蓋子裡面也要過火，瓶口也要過火，才

能去接菌，接完菌，瓶口要過火，蓋子也要過火，再拿出無菌操作台，以石蠟膜

封蓋子，要注意的是，蓋子不能完全鎖死，因為乳酸菌培養過程會產生氣體，防

止爆開，但是也不能轉太鬆，否則容易增加汙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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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思 

5-1校外實習對自己未來職場工作的選擇及生涯規

畫的影響 

職場工作選擇 

經過學校安排的校外實習，我選擇了飼料精料廠做為實習地點，我負責的是微生

物的部分，我覺得我畢業後還是會想要踏入這個產業，因為高中我讀的是食品加

工科，那高中的時候其實我就有接觸過微生物，我覺得微生物是一個神奇的生物，

因為肉眼看不出來有微生物的存在，需要用顯微鏡去觀察，培養過後的微生物會

形成菌落，肉眼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覺得乳酸菌也很有趣，因為它經過發酵過後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風味，不管在食

品上，飼料精料上都會變得很香，反而不像黴菌的臭味刺鼻。 

職涯規劃 

我覺得其實自己在微生物這方面的知識並沒有很充足，我需要再讀書在增進自己

對微生物的了解及作用，網路上有很多文獻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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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反省檢討，心得感想

實習前我原本預期的是微生物檢驗的方面，事實上我都是在培養菌種、繼代菌

種。 

我覺得這次實習收穫最多的是有關於發酵槽方面的使用，因為發酵槽不是一個簡

單操作的儀器，而且每種菌種所對應的轉速跟空氣流量都不一樣，有可能轉速太

高反而會造成剪切作用讓菌種死光光。 

有一次公司那附近的電線桿被撞毀，導致停電，那時候我們還在使用發酵槽，因

為沒有發電機，所以造成發酵槽運轉停擺，枯草桿菌是會產生膜的菌，那枯草桿

菌只要產膜，我們要測菌數就不會準確，所幸停電 1個小時就恢復供電，所以那

次實驗才沒有毀掉。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希望來實習前就能學到發酵槽的使用，因為發酵槽不是使

用個 1次就能完全學會的儀器，每次遇到的狀況可能都不同，遇到問題才能摸索

解決方式。 

在校所學到的，拿到業界最有用的是，革蘭氏染色，因為有時候純菌培養過後的

型態，可能跟我們認知的是不同的，拿去革蘭氏染色，確保是否都還是純菌，因

為種菌不能去汙染到，如果汙染到會很麻煩，雖然我們都會甘油冷凍保存種菌，

但是公司沒有負 80度的冰箱，所以都要小心翼翼的去使用種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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