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暑期實習計劃招生簡章
Internship Admission of Fresenius Kabi Taiwan
公司簡介：
費森尤斯（Fresenius）是一家德商全球醫療保健集團，總部設立在德國巴登洪
堡（Bad Homburg），致力為全球提供最佳的醫療產品及服務。費森尤斯集團
創立於 1912 年，公司歷史可追溯到 1462 年。本集團是德國最大的藥廠和醫療
集團之一，為《財富》
（Fortune）雜誌評選出的全球前 500 大企業，更於 2020
年名列第 313 名。
其中，費森尤斯卡比（Fresenius Kabi）為集團旗下的跨國醫療保健事業體，
專精於注射劑、麻醉止痛、腫瘤製劑、輸注液和臨床營養治療等藥物及相關醫材
科技。費森尤斯卡比提供全方位治療產品，開發超過 100 種產品線，照顧危重
症病人和慢性病患。本事業體在歐洲的輸液治療和臨床營養領域居歐洲首位，在
亞太和拉丁美洲市場亦占據主導地位。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目前台灣有 110 位員工，分
布在台北、台中及高雄辦公室。台灣分公司是費森尤斯集團於 1998 年收購法瑪
西亞普強（Pharmacia Upjohn）臨床營養業務後建立的子公司，經營的業務
包括癌症用藥、靜脈注射營養劑、腸道營養品、代用血漿、延緩腎衰藥物及重症
醫療器材等。
本公司已於 2017 年 6 月份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為符合實施藥
品優良運銷規範（GDP）的公司，這個核准的內容包括我們台灣費森尤斯卡比
所有藥品（包括冷鏈產品）在台運銷管理流程的三大作業內容:
(1) 國外生產廠的產品合規引進 (2) 輸入 (3)供應運輸至醫療院所涵蓋的流程
管理，均按國際及主管機關 TFDA 之標準以達到保障及維護原有藥品的品質。
主要商品／服務項目：
癌症用藥、靜脈注射營養劑、腸道營養品、代用血漿、延緩腎衰藥物及重症醫療
儀器等。
經營理念：
費森尤斯卡比集團是一間專精於輸液、輸血和臨床營養治療領域的全球企業。我
們以優質的藥品、醫療儀器和服務，為重症及慢性病患者提供可靠的醫療保證。
我們致力於為醫護人員提供必備的藥品和技術，並幫助他們尋找應對難題的最佳

解決方案。我們的價值觀為：
- 客户至上，我們以客為尊
- 品質為先，我們追求卓越
- 正直誠信，我們值得信賴
- 合作共赢，我們齊心協力
- 堅持創新，我們致力完善
- 熱情承諾，我們關愛生命
歡迎優秀人才加入 Fresenius Kabi 這個大家庭及工作團隊！
員工人數：約 110 人 （台灣）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32 號 5 樓
電話：02-2326 2206 / 02-2326 2208
傳真：02-2755 1997
公司網址︰https://www.fresenius-kabi.com/tw
www.fresenius-kabi.com

一、 報名資格：凡大專院校藥學系、營養學系、護理學系或醫技系等 110 學
年度三年級、四年級學生或研究所非在職生 (暑假後升大三以上、至少完
成兩年大學學業即可報名)。
二、 招生對象：本實習計劃將安排在西藥、醫療儀器、臨床營養、延緩腎臟衰
竭藥物及法規事務部門實作學習。
三、 實習期間：2021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7 日
四、 報名辦法：
本公司除了寄發簡章給相關大專院校系所，有意參加本實習計劃的學生也
可至本公司網頁查詢或將報名文件寄至 fktw.hr@fresenius-kabi.com
五、 報名文件︰
5-1: 學校或教授推薦函至少一份（格式各校自訂）。
5-2: 完整填寫報名表。
5-3: 簽署簡章所附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告知暨同意書。
5-4: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5-5: 個人履歷含自傳。
六、 報名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以 Email 寄出所需文件之電子檔案
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七、 遴選作業：
7-1: 初選：經由本公司書面審查報名文件篩選個人發展和學習計畫能與
公司理念契合的學生參加面試，初選合格名單將於 5 月中旬
前以 Email 通知。
7-2: 面試：由本公司擇日舉辦面試，擇優錄取 6 位實習生並分發至適合
實習之類別與部門。
遴選作業將視本屆參加與報名狀況斟酌調整。

八、 錄取公告：
8-1: 錄取名單將於 6 月 11 日前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個人並寄發報到
通知單與實習確認書。
8-2：獲錄取實習生應在時限內以 Email 方式繳回實習確認書，確認參
加本次實習計劃。
九、 實習內容及規範：
實習內容及規範
9-1: 報到日：8 月 2 日上午 9:00 攜帶報到通知單、學生證正本與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至本公司報到。
9-2: 實習期間：預計 8 月 2 日起至 8 月 27 日止，將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9-3: 本公司將指派一輔導老師負責該生日常之實習狀況並協助完成實習
期間的評核與期末審查。
9-4﹕休業：實習生如於實習期間，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完成全程實習，
應一週前向本公司人力資源處辦理休業，經由雙方訪談後呈
報本公司總理核准。凡中途休業者，恕不發給實習分數、證
明和結業證書。
9-5: 實習期間，本公司將提供實習津貼共 NT$6,000.9-6: 實習生之權利義務：
本公司雖安排每實習生有一輔導老師，然而其日常工作亦須執行。
因此實習生除了學輔導老師所交付之工作外，在單位的同事也可能
是指導者，期待實習生能主動詢問、協助觀察並大方提出／分享
自己的觀點，對於交辦的事務也能正確及仔細完成，相信定能在
實習過程中體驗、學習和成長。
此外，實習生應保持熱忱、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參與日常交辦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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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期間接觸之單位客戶營業機密、智
慧財產負有保義務，即使結束亦負有保密義務，即使結束亦應遵守。
實習生應於每週一以 Email 方式繳交前一週的學習心得報告給
輔導老師與各部門主管，並可透過學習心得報告了解和關懷實習生
的學習狀況與需要協助之事項。

實習生期末成果發表：實習生成果發表將會在 8 月份擇日舉行，
實習生成果發表報告時間以三十分鐘為限，本公司將邀請總經理、
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部門主管參加成果發表。
十、結業式：實習結業式舉辦時間為最後一週擇日行，實習期間表現優異將有機
會透過計畫培育加入本公司成為正式員工。
凡全勤參與實習，無故意不到或遲早退等異常狀況之實習生得於結
業式領取證書；凡實習期間無故缺勤三次即取消實習資格。

聯絡方式: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公司
人力資源處處長：Joanna Peng 彭小姐
Joanna Peng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Fresenius Kabi Taiwan Ltd.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5/F, No. 32 RenAi Road, Section 3
DaAn District (10653) Taipei, Taiwan
DID 專線 +886-2-2326-2206
M.+886 963 785 190
F. +886-2-2755-1997
fktw.hr@fresenius-kabi.com

或
人力資源處專員：Tiffany Chang 張小姐
Tiffany Chang
Human Resources Specialist (Trainee)
Fresenius Kabi Taiwan Ltd.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5/F, No. 32 RenAi Road, Section 3
DaAn District (10653) Taipei, Taiwan
DID 專線 +886-2-2326-2208
F. +886-2-2755-1997
Tiffany_CY.Chang@fresenius-kab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