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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 

為爭取臺師大學生就業機會及提供企業徵才管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

處職涯發展中心針對全校各系所之特色與核心能力，規劃以就業博覽會為主軸，涵

蓋徵才面試活動、企業參訪、履歷撰寫技巧、模擬面試等職涯系列活動，期望邀請

相關產業之企業蒞校共同參與，藉以協助本校學生認識職場與適性就業，並促成企

業網羅所需人才，以達產學合作、共創未來的願景。 

 

二、活動對象 

 本校學生、校友，以及臺灣大學聯盟(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學生。本校大學部  

   應屆畢業生約1,600人、碩士班約1,000人。 

 參展企業及機構。 

 

三、活動時程 

 就業博覽會：2020/3/11(三)10:00-16:00 

 徵才面試活動：2020/3/12(四)-10/30(五) 

 企業參訪：2020/4/7(二)-2020/5/29(五) 

 

四、活動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各學院與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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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內容與形式 

(一) 就業博覽會 

邀請各家企業蒞校設攤，進行公司簡介、職缺介紹與人才招募等活動。 

日期 2020年 3月 11日 (星期三) 

時段 上午 10時 00分至下午 16時 00分 

地點 校本部 日光大道 

徵才攤

位配備 

(1) 攤位x1 

(2) 折疊桌x1 

(3) 座椅x2 

(4) 攤位牌x1 (企業名稱)W100cm xH40cm 

(5) 職缺海報(企業提供內容) x1 

(6) 接地線插座x1 

(7) 便當與瓶裝水(2-4個) 

(8) 校園無線網路 

文宣 

(1) 請提供企業logo、簡介(300字內)、徵才職缺。 

(2) 實體宣傳：校園內宮燈旗、關東旗、logo宣傳旗、外牆海報、大型看

板、系所公布欄海報、活動手冊宣傳等。 

(3) 數位宣傳：EDM、中心網頁、臉書、就業大師平台與職涯資源網

Banner廣告輪播等。 

企業報

名說明 

(1) 每家企業須提供3個以上職缺，採先登記先審核，額滿為止。報名網

址：https://reurl.cc/nVm2Ml 

(2) 採收費制，每攤位費用為 NTD12,000，可於2020/3/12-10/30週間免費舉

行一場徵才面試活動，須於活動前2個月前提出申請。 

(3) 填寫網路報名表單，經審核通過後，將以Email通知結果，收到報名成

功確認信後，於7個工作日內繳款，方完成報名動作。 

(4) 已繳費之企業，如因故退出活動，欲申請退費，請於2019年12月31日

前以書面或郵件方式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5) 本校保留決定企業(廠商)參與之權利。 

(6) 企業攤位之位置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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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配

合事項 

(1) 配合主辦單位公告之佈置時間及報到時間。 

(2) 攤位布置依規定辦理，若有額外需求請事先提出申請。 

(3) 就博會當日企業廠商須至少派一名人力全程參與，並不得先行撤場。 

(4) 無提供停車位 (有校內付費停車場、校外民營停車場、路邊停車格)。 

(5) 活動前後無提供物品寄放服務。 

LOGO/

影片檔

案繳交

說明 

報名參加就業博覽會之企業，請於2020/01/31(五)前傳至本中心信箱(dops

@deps.ntnu.edu.tw)，以利主辦單位印刷與數位宣傳使用，規格說明如下： 

(1)企業LOGO請提供AI檔案或解析度300dpi以上的圖檔。 

(2)企業提供60秒內的影片檔，檔案格式請提供*.mp4或*.wmv檔。 

場地及 

宣傳參

考 

  

日光大道設攤實況 

 

日光大道位置圖 

  

mailto:dops@deps.ntnu.edu.tw
mailto:dops@de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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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參訪 

由本校職涯發展中心帶領學生前往企業所在地進行實地參訪，內容涵蓋企業徵才說

明，並依企業安排，增加職場環境參觀、工作情形觀摩或實地體驗活動等。 

日期 2020年 4月 7日(二)－2020年 5月 29日(五) 

時段 下午 14時 00分至 17時 00分，實際參訪約 2小時（不含車程） 

地點 企業辦公室或廠區(新竹以南暫時無法辦理) 

參加

人數 
35-70人 

文宣 
(1) 請提供企業logo、簡介(300字內)、徵才職缺或實習計畫、校友資訊等。 

(2) 宣傳：系所/校內公布欄海報、EDM、職涯發展中心網頁、臉書等。 

備註 

(1) 本校自行負擔車資及學生保險。 

(2) 本校協助活動報名。 

(3) 4/1-4/6為校際活動與春假，恕不辦理。 

4/13-4/17為期中考週，前一週與當週不建議辦理。 

照片

參考 

 

※參加就博會企業，即免費辦理一場。 

六、摸彩獎品贊助 

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誠摯邀請企業贊助本活動，若贊助金額達 1萬元（含）以上，

將於 2020就博會徵才專刊內頁提供 A4單面彩色企業形象廣告。 

廣告內容請自行排版設計，最晚於 2020/01/31(五)前提供圖檔，如廣告內容有疑義，

本中心保有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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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兩年參與就博會之企業廠商 

 

■ 2019年 未來大門 無限可能 

 

■ 2018年 職場迎薪 SHOW 敲響夢想鐘 

 

  



附件 臺師大在校生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         系所連結：https://reurl.cc/aleW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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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台灣微軟、法務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等 

台灣萊雅、精英公關、雄獅、星宇航空、東方線上、

迪卡儂、信義房屋、三商美邦人壽、國家教育研究院

等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公共電視、馬偕紀念醫院、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法務

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等 

台積電、台灣微軟、宏達國際電子、美敦力、匯豐銀

行、台中商業銀行、日商恩沛、廈門航空、台北捷

運、桃園捷運、亞東醫院、羅東聖母醫院等 

社會教育學系 

台灣微軟、華碩、奧美廣告、悠遊卡公司、JR東日本

創造旅遊、MOXA艾智科技、寬邑室內裝修設、友睿

資訊、雲云科技、經典工程顧問、吾思傳媒、奧爾資

訊、南山人壽、公部門文教機構等 

精英公關、遠見天下、動腦雜誌、日本產經新聞、動

緯來電視、東森新聞雲、財訊、Yourator、新加坡商鈦

坦科技、長榮航空、中華航空、昇恆昌、增你強電

子、億光電子、國眾電腦、禾伸堂生技、台北榮總、

賞霖創意廣告、台中歌劇院等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精萃公關、亞東紀念醫院、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天主教新店耕莘醫院、芮宜運動醫學肌力訓練中心等 

默沙東藥廠、台灣阿斯特捷利康、臺安醫院、耕莘醫

院、台北榮總、和信醫院、聯安醫院、佳捷生技、恆

安照護集團、台灣虎航、IBM、網路家庭、艾訊、中

興電工、統一速達、富邦人壽等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光寶文教基金會、信誼基金會、奇哥、儒鴻公司、紡

拓會、三之三親子餐廳、蘇荷兒童美術館、好消息電

視台、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等 

和碩聯合科技、威剛科技、美商蘋果電子、緯創資

通、文曄科技、儒鴻、群環科技、達冠科技、廣明電

腦、台南老爺行旅、國泰商旅、長榮桂冠酒店、聯合

報、非凡電視台、信義房屋、日商恩沛、藝珂人事等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視電視台、合隆毛廠、財訊雜誌社、韓商艾康朋、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 

華南銀行、玉山銀行、聯邦銀行、精英公關、儒鴻、

欣興電子、長榮航空、中華航空、宜得利家居、納智

捷汽車、翰林出版社、台灣中油、台灣電力、精英人

力資源等 

特殊教育學系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社工科、學校特教機構等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中華賓士、正茂生物科

技、宜康復健科診所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教

育

學

院 

復健諮商研究所 
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身障職業重建中心、育

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等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馬偕醫院、仁濟社區復健中心、

心路基金會、方舟生態藝術有限公司等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107學年度新增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海內外圖書館 台達電、宏碁、神通資訊、凌網科技、商智資訊、飛

資得系統科技、奧美廣告、中租能源、怡和會計師事

務所等 

資訊教育研究所 

台灣微軟 緯創資通、宏達國際電子、中華電信、華碩、正新工

業、中佑資訊、旭暉應用材料、台灣大哥大、萬潤科

技、聯華食品等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系 

台灣微軟、精誠資訊、台灣虎航、全聯實業、遠通電

收、錩新科技、雄獅旅行社、君悅酒店、國泰人壽、

麥肯廣告、台灣析數資訊科技、中華電信學院、大陸

建設、三立電視、富邦人壽、中國人壽、鼎漢國際工

程顧問、寰宇文教機構、財信雜誌、資拓宏宇國際、

德信證券投資顧問、緯創軟件、電通國華、創意家行

銷、八百金公司、日勝生集團、日太實業、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采威國際資訊、亞洲指標數位行

銷顧問等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凱基證券、玉山銀行、三

井住友銀行、中信金控、元大期貨、UBS瑞銀集團、

台新、顧德證券、國泰人壽、太古汽車、雅詩蘭黛、

台灣萊雅、雀巢、嬌聯、特力集團、特力集團、台灣

康寧、亞馬遜、台化紡織、鴻海、仁寶、台塑石化、

台灣豐田機械、騰訊、陽明海運、新加坡航空、星宇

航空、卡達航空、博客來、巨思文化、台北數位廣告

集團、資策會等 

管理研究所 

桃園新創之星比賽第一名及第二名 

精誠資訊、安布思沛台灣、元大證券、元大期貨、永

豐期貨、華南永昌證券等實習 

兆豐商業銀行、群益期貨、台新銀行、永豐銀行、玉

山銀行、永豐銀、上海商業銀行、第一銀行、南山人

壽、台新、英商埃科(金融)、凱基證券、統一證券、台

中銀證券、新加坡競舞電競、正文科技、精誠資訊、

南亞塑膠、鴻海、台達電子、台灣電通、無印良品、

力濟實業等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研華科技、漂亮家居雜誌等 SAP匯豐銀行、兆豐銀行、中租迪和、新光銀行、中

國信託、國泰人壽、台灣萊雅、安永諮詢服務、鼎新

電腦、BenQ、台灣夏普、聯強國際、統一企業、和泰

汽車、英業達、大億自動化機械、笠豐食品、台灣電

力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文

學

院 

國文學系 

聯合報、商業週刊、天下雜誌、北投文物館、萬卷

樓、旅讀中國雜誌、文訊、公共電視等 

遠流出版、三民書局、康軒文教、台達電子、聯強國

際、艾鳴網路遊戲、鼎新電腦、長榮航空、中華航

空、新加坡航空、信義房屋、元大證券、民視等 

英語學系 

建置「Cool English線上英語學習平臺」 

Central Marketing Group、外交部禮賓處、公共電視國

際部、法務部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等實習 

長榮航空、酷遊天、萬豪酒店、台北東方文華酒店、

太古商用汽車、IKEA、商業週刊、智威湯遜、先勢公

關、碩泰公關、三民書局、龍騰文化、鴻海、

KPMG、台塑生醫、理律法律事務所、第一銀行、微

星科技、立信電子、關貿網路、宇正精密科技、合勤

科技等 

歷史學系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正紀念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等 

華藝數位、河洛遊戲、廣立興業、台灣電競、富邦金

控、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三民書局、康軒文教等 

地理學系 

教育部「108年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金獎 

群琁地理資訊、誠益科技、宸訊科技、瑞竣科技、經

典工程顧問、群立科技、九福科技、達雲科技、北極

星測驗科技臺灣世曦、政威資訊顧問、研鼎智能、中

興工程顧問、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內政部營建署、中央氣象局等實習 

長榮航空、新加坡航空、群立科技、瑞竣科技、威旭

數位媒體、資拓宏宇、辰城科技、資拓宏宇國際、工

研院、自強工程顧問、瑞竣科技、方達科技、臺灣金

融科技、立晶空間資訊、台灣電力、誠品、龍騰文化

等 

臺灣語文學系 

公共電視、魔幻時刻電影、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李

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

館等 

長榮航空、民視、公共電視、拓人教育、國泰證券、

神腦國際、敦煌書局、華膳空廚、奇異果文創等 

翻譯研究所 
集思國際會議顧問、周大觀基金會等 集思會展事業群、天下雜誌、台灣赫斯特媒體、國泰

世華銀行、兆洋資訊等 

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頑石創意等 勝綸法律事務所、人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冊有限

公司、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家檔案局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國

社

學

院 

華語文教學系大學部 

公共電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紐西蘭 Willowbank 

School、美國小樹苗國際學校、Paint Branch Elementary 

School、爾灣中文學校等 

科林儀器、美商蘋果、華碩電腦、中華電信、宏達國

際電子、長榮航空、卡塔爾航空、鼎泰豐、華藝數位

學術出版、龐帝數位資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等 

東亞學系(含政治研究所) 

台灣微軟實習 日商瑞穗銀行、風傳媒、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亞洲

航空(AirAsia X)、澳門航空、公主郵輪、台灣虎航

空、韓國觀光公社、JTB台灣旅行社、日本菸草產業

株式會社、自由時報、安布思沛行銷、PChome、艾

訊、台灣電力、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泰金控等 

大眾傳播研究所 

王道銀行、公共電視等 台灣電通、精萃公關、動腦雜誌、天下雜誌、商業週

刊、民視、TVBS、華視、台視、東森、三立、中時、

聯合報、敦煌書局、中華資安國際、Yahoo、Apple、

友訊科技、全聯、日盛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國

泰世華銀行、台灣電力公司等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台灣科思創、中菲行國際物流、國泰世華銀行、台灣

羅伯特博世、一零四資訊科技、古卓諮詢、永德福汽

車、新加坡商第一企劃行銷、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Deloitte德勤、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台新銀行、臺灣證券交易所、鴻海、正崴集團-永崴投

控、頎邦科技、聯詠科技、台達電子、晶元光電、威

剛科技、啟基科技、景碩科技、冠捷科技、台灣諾基

亞、英諾娃資訊科技、迪芬尼聲學科技、力旺電子、

3M、美商百瑞精鼎、iKala、Kkbox、正新橡膠工業、

寶成國際、特力集團、聯華食品、雄獅旅遊等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臺大醫院、馬偕紀念醫院、榮總醫院、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三軍總醫院、健順養護中心、安德烈食物

銀行、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紅心字會、中華民

國自閉症基金會心慈善基金會、台灣癌症基金會、陽

光基金會、公部門相關社福機構等 

台大醫院社會工作室、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台北榮總

桃園分院、耕莘醫院、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國

泰世華銀行、雲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等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德國歐洲資訊中心、德國大使館、英國鐵橋谷國際文

化遺產研究中心、法國曼恩羅瓦河大區工商管理協會

等 

遠見文化、智泉國際事業、微星科技、華碩、雄獅旅

遊、德安國際、聯合報、國泰航空、藝術家雜誌、中

衛發展中心文化創意組、台中歌劇院、財團法人台灣

觀光協會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理

學

院 

數學系 

  百瑞精鼎、緯創資通、台積電、訊舟科技、矽拓科

技、功典資訊、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優派國

際、中山科學院、敦捷光電、凱基投顧、南山人壽精

算部、中國人壽 IFRS模型開發部等 

物理學系 

友達光電、納諾科技、富邦人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等 

台積電、聯華電子、日月光、美光記憶體、聯發科

技、世界先進、友達光電、全新光電、眾智光電、晶

元光電、和碩聯合科技、譜光儀器、欣興電子、力成

科技、碩網資訊、技嘉科技、精誠資訊、仁寶電腦、

穩懋半導體、閎康科技、功典資訊、汎銓科技、精材

科技、永擎電子、日商 IT Future、富邦產物、將群專

利事務所、台灣電力、工研院、中研院等 

化學系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台灣杜邦、花王（台灣）、台灣浩鼎、台灣神隆、中

化合成生技、太景生物科技、醣基生醫、健喬信元醫

藥生技、生達化學製藥、新旭生技、茂晶生技、台灣

動藥、心悅生醫、安成國際藥業、長春人造樹脂、台

灣化學纖維、新光合纖、台聚、台灣康寧、南亞塑

膠、明基材料、長興材料、台光電子、華邦電子、南

亞科技、景碩科技、台積電、台灣美光、聯華電子、

旺宏電子、日月光、和碩聯合科技、欣興電子、友達

光電、隆達電子、元太科技、SGS、中研院、國家衛

生研究院等 

生技醫藥產業碩士學位學

程 

107學年度新增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

士學位學程 

107學年度新增  

地球科學系(含海洋環境

科技研究所) 

臺灣中油探採研究所、吉歐工程、中興工程顧問、工

業技術研究院、海洋科技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

中央氣象局、國家實驗研究院等 

環科工程顧問、台灣水泥、中華紙漿、玉山銀行、群

聯電子、台灣美光、緯穎科技、聯想集團、三貝德數

位文創、台灣中油、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豐

宇鑽井工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工研院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資訊工程學系 

2018「第 21屆國際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3金、4

銀、2銅 

台灣微軟、先進微機電系統等實習 

華碩、聯發科、趨勢科技、台灣微軟、NVIDIA、智易

科技、台達電、和碩聯合科技、定揚科技、鴻海、宏

碁、義隆電子、德律科技、訊連科技、美商康普、美

商安邁、光寶科技、瑞昱半導體、創惟科技、意藍資

訊、聯詠科技、友達光電、盛群半導體、廣達、仁

寶、佳能企業、LINE、香港商雅虎資訊、正文科技、

群暉科技、微星科技、康舒科技、西柏科技、奇卓科

技、鑫澤數碼、金冠科技、鴻揚科技、新加坡商鈦坦

科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全景軟體、玉山銀

行、國泰人壽資訊部、合作金庫、富邦證券、中華電

信、長榮集團、KKTIX、資策會、中科院、工研院等 

科學教育研究所   遠流出版、趣創者國際實驗教育團體、世一文化事業

等 

環境教育研究所 

資誠永續發展、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臺灣

產業促進會、公部門環境相關機構等 

日月光半導體、瑞儀光電、台灣電力、元星物流、城

鄉潮間帶有限公司、國家教育研究院、荒野保護協

會、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人禾環境倫理發展

基金會等 

生命科學系 

慧智基因、臺灣基康、合度精密生物科技、中央研究

院、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學處、萬國律師事務所、遠

碩専利師事務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動物園等 

台北榮總、耕莘醫院、國光生技、義美、永騰生技、

仲恩生醫科技、重鵬生技、台灣菸酒、瑞正科技、長

春化工、台灣東應化、盟基生物科技、吉亞生技、保

瑞爾生技、昶安科技、安捷飛航訓練中心、台灣大哥

大、遠傳電信、野聲環境生態顧問、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研院、工研院等 

營養科學學位學程（學士

／碩士） 

臺大醫院、聯合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台北慈

濟醫院、振興醫院、三軍總醫院、和信醫院、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衛福部桃園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敏

盛綜合醫院、為恭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成大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榮

總/屏東分院/台南分院、花蓮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等 

萊森思生物科技、又鑫生物科技、新加坡商艾益生公

司、台北榮總、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三軍總醫院

營養部、振興醫院、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科

技

學

院 

工業教育學系 

第 45屆國際技能競賽「汽車板金」、「汽車技術」銀

牌 

賓航賓士汽車、華冠通訊、三緯國際立體列印、金寶

電子工業、全徽道安、睿能創意營銷等實習 

仁寶、廣達、、台達電、和碩聯合科技、世界先進、

緯創資通、欣興電子、台灣國際航電、旭德科技、英

業達、慧榮科技、致茂電子、光寶、賓航賓士、漢翔

航空工業、飛利浦照明、裕電能源、群光電能、盛星

動力、磐儀科技、泰創工程、中國石油、展躍光電、

竣穩環保、亞諾法生技、屈臣氏、樂購蝦皮、迪卡

儂、台視、台北捷運、裕隆、和泰興業、中部汽車、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台灣銀行、

兆豐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法商安盛

保險集團等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大學部) 

2018「建行盃第四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

賽」銀獎 

台灣微軟、安格科技、奧爾資訊多媒體、志邦企業、

季達職涯諮詢等實習 

鴻海、戴爾電腦、日月光、台積電、台達電子、華

碩、宏碁、四零四科技、光寶、中美矽晶、台灣特斯

拉、gogoro、東元電機、中華電信、欣興電子、微星

科技、鼎新電腦、全國電子、台塑企業、和泰興、明

門實業、遠銀國際租賃、美商通用磨坊、萬海航運、

特力集團、台灣威富品牌、台灣萊雅、富邦證券/銀

行、國泰世華、富邦金控、國票綜合證券、元大證

券、新光銀行、統一綜合證券、法國巴黎人壽、資誠

會計師事務所、台灣宅配通、樂購蝦皮、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台北萬豪酒店、台灣電力、工研院等 

圖文傳播學系 

2019新北校園廣告人首獎 

LINE、三立電視、太乙廣告行銷、TVBS聯利媒體、

中央印製廠、天下雜誌、中國時報、聯合報、沈氏藝

術印刷、紅藍彩藝印刷、三沐整合行銷、大腕影像、

宏林跨媒體整合行銷、伽瑪蕾光設計創意、夢想動

畫、比歐力、達達電視電影事業、非常廟藝文空間、

鑫科國際行銷顧問、愛動畫等實習 

TVBS、中央印製廠、遠見天下雜誌、城邦文化、巨思

文化、三立電視、中時媒體集團、台北 101、長榮航

空、台積電、精誠資訊、台灣大哥大、臺灣國際航

電、Yahoo、中華電信、資策會、光寶科技、中強光電

摩根投資、香港商一加科技、碩天科技、JT Morgan、

華成鋼模、華南銀行、臺灣菸酒、灃聚展覽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機電工程學系 2019新北校園廣告人首獎 

Gogoro實習 

台積電、世界先進、京元電子、日月光、ASML、華

碩、台達電、中強光電、頎邦科技、德律科技、和

碩、四零四科技、緯創、聯華電子、宏碁、廣達、穩

懋半導體、先進微機電系統、虎門科技、友達光電、

群創光電、達方電子、南亞科技、超豐電子、宏達國

際電子、虹光精密工業、群聯電子、神基科技、元太

科技、臺灣國際航電、仁寶、大銀微系統、力晶科

技、志聖工業、太平洋電線電纜、長榮航太/航空、中

華航空、桃園捷運、中科創達、工研院、中科院等 

電機工程學系 

RoboCup2019第 3名、2019 FIRA世界盃人型機器人

大賽第一名 

2018 IROS人型機器人應用挑戰賽第一名 

2018 FIRA RoboWorldCup 1金、4銀、3銅 

台灣微軟實習 

聯發科技、台達電、NVIDIA、德州儀器、智原科技、

緯創資通、聯詠科技、瑞昱、鴻海、茂達電子、英業

達、美達科技、益華電腦、創惟科技、中磊電子、由

田新技司、仁寶、大立光、宏達國際電子、和碩、揚

智科技、光寶、祥碩科技、廣聯科技、毅聲科技、正

文科技、中科院、工研院等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 

107學年度新增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所 

工研院、食品工業研究所、女鍋創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台積電、和碩聯合科技、同欣電子、中磊電子、微星

科技、欣興電子、友達光電、群創科技、華碩、隆達

電子、致茂電子、旺宏電子、聯華電子、晶元光電、

億光電子、文曄科技、晶元光電、凌巨科技、鉅晶電

子、國家奈米實驗室等 

音

樂

學

院 

音樂學系 

法國 BUFFET盃單簧管競賽第二名臺灣國樂團

（NCO）第 5屆《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賽第一名

雄獅旅行社實習 

長榮交響樂團、中光電智能雲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兩廳院、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誠品、迪卡儂、真

善美音樂學苑等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所 

國泰人壽團體保險部、Spotlites Arts Company 

SummerHall等 

台中歌劇院、果陀劇團、IBM、外貿協會、台郡科

技、卡優新聞網等 

民族音樂研究所 
  磬石數位媒體、對不隊電影、君如藝術文教、臺灣音

樂館等 



 

學

院 
系所 競賽/實習機構 畢業生任職企業(2018年與 2019年調查資料) 

運

休

學

院 

體育學系 

競泰事業、公共電視、墾丁凱撒大飯店、南港運動中

心、新莊國民運動中心、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等 

豐泰企業、迪卡儂、World Gym、全真瑜珈健身、智

林體育台、杏一醫療、台塑生醫、馬偕醫院、長榮航

空、統一超商、遠傳電信、富邦人壽、合作金庫、長

佳機電、麥當勞、康軒文教事業、商業發展研究院等 

運動競技學系 

  World Gym、Curves可爾姿、和碩聯合科技、儒鴻企

業、捷思整合行銷、牧德科技、新芯電子、台灣電

力、達欣工程、金門酒廠等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

所 

國泰商旅、海霸王、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萬豪

酒店、六福萬怡酒店、W Hotel、寒舍艾美酒店、嘉登

會展管理顧問、嘉登會展管理顧問、美麗信花園酒

店、ALOFT 中山 北投店、桃園大溪笠復威斯汀渡假飯

店、新竹豐邑喜來登酒店、集思會展事業群、墓軒飯

店、欣葉食藝軒 101餐廳、PappaRich、乾杯集團等 

集思國際會議顧問、長榮航空、台北大倉久和飯店、

精鍊公關、特力集團、豐泰企業、IMG、雄獅旅行

社、天成飯店、可樂旅遊、誠品生活、六福旅遊集

團、台南老爺行旅、寶悍運動平台、國泰商旅、台灣

通用磨坊、迪卡儂、Google、宏達國際電子、京城商

業銀行、中國信託、台北觀光協會等 

藝

術

學

院 

美術學系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等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君梵三宅一生、雄獅

鉛筆廠(雄獅文具)、尚齊品牌設計、鑫囍國際、蔡國強

工作室 Cai studio、台北市時裝協會、雲林縣螺陽文教

基金會、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中研院歷史文物

陳列館、桃園市立美術館、新北巿立十三行博物館、

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等 

設計學系 

第 45屆國際技能競賽「平面設計技術類」金牌 

水越設計、研華科技、漂亮家居雜誌、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八維智能、美林藝術文創、七月文

化、得奕泰、大緒室內裝修設計等實習 

台灣電通、大深廣告設計、電通國華、聯廣傳播集

團、承品室內裝修設計、拾墨室內裝修設計工程、經

緯廣告科技、森奕空間藝術工程、鑫囍國際、歐普設

計、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華碩、鴻海、仁寶電腦、阿

里巴巴、日商艾鳴網路遊戲、星宇航空、冠軍磁磚、

綠的國際企業、台隆手創、鴻佰科技、新東陽、天仁

茶業、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國泰人壽、佰研生化科

技、美瑞豐生醫、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產品部等 

藝術史研究所 
  果陀劇團、故宮、工研院、台中歌劇院、亞洲當代藝

術空間、朱銘美術館、采邑文化、威鋒數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