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機構

台積電

Google

統一企業

華碩

實習職缺
實習期間
申請資格
薪資
2019暑期實習
1.科技領域:研究與發展、IC
實習期間須具備學生身
設計、營運製造、品質與可 國內大學2019年7月1日起
國外大學2019年4月1日起。
分，在學學生皆可申請 月薪
靠性等
2.其他領域:資訊工程、人力 (以上實際期間可彈性調整) ，碩博生將優先晉用。
資源、財務、法務、企業規
劃等
Google Taiwan 2019校園徵才Hiring Opportunities (Internship)
Software Engineer Summer Intern
- Currently pursuing BS, MS or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ated technical field, at a university.
- Expected to graduate in 2020.
- Experience with Data Structures or Algorithms.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um
- Currently enrolled in a BA/BS program, majoring, or intending to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closely
related field at a university.
- Currently in their second year of education.
Test Engineer Summer Intern
- Currently pursuing BS, MS or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or a related technical field, at a university.
- Expected to graduate in 2020.
- Programming experience developing test automation in Java or Python.
Hardware Engineer Summer Intern
- Currently pursuing BS, MS or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technical
field, returning to school or enrolled in another full-time degree program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ship.
碩士班學生 (徵求僑生或
投資人才實習計畫
對東南亞市場有興趣的 月薪
2018/10 ~ 2019/06(8個月) 同學)
時薪 150 元整（
行銷人才實習計畫
大學部學生 (不限科系)
含勞健保）
全國大專院校、研究所 時薪
【校園CEO實習計畫】
享勞保/餐費補
學生，不限科系、學
一年制
行銷助理、美編設計、業務
(2018/07/01~2019/06/30)
校、系級。實習期間皆 助、三節、生日
助理、社群行銷助理
需具備學生身分
等獎金。

申請/截止時間

2018/11/16-2019/4/8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線上填寫履歷自傳
https://tsmc.taleo.net/ca
reersection/tsmc_exti/jo
bdetail.ftl?job=1800004G
&lang=zh_TW

職缺刊登期間(Nov. 1, 2018
12:00 AM - Jan. 31, 2019 12:00
AM)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 is
1st of Apr, 2019 (we will
postpone or close the
application in advance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ur team will review
applications on a rolling basis
and it’s in your best interests
to apply early.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while we
consider your application.

https://events.withgoogl
e.com/googleoncampustaiwan-tech-recruitmenttalk-for2019/?fbclid=IwAR2CHe
QDBFnF3aVUx0VqEtDtX3
Hxle1ZetN07w8ajXHwjRH
HT_alwmKABm4

每年8-9月

至統一人力官網
(https://hr.pec.com.tw/)
填寫履歷

每年3-5月

上華碩人才招募網
http://hrrecruit.asus.com 點選
【校園CEO專區】

實習機構

中華電信

中油

聯發科技

台灣微軟

雄獅旅遊

實習職缺

中華電信研究院暑期工讀

實習期間

申請資格

107年7月2日至107年8月31日 大學或碩士班資訊、電
機通等相關科系 。
止。

石油煉製與石化製程：化
工、化學、工業化學、應用
化學、材料工程等相關科系
地球化學：地球科學、地
質、應用地質、化學、海洋 暑期
科學等相關科系
地球物理：地球科學、地
質、應用地質、海洋科學等
相關科系
Everyday Genius實習計劃(全
球)
硬體工程、軟體工程、系統
工程、演算法及架構、人力
資源與財務等。
https://www.mediatek.tw/ca
reers/internships
【未來生涯體驗計畫】
MOI行銷助理、OAI行政助
每年 7 月到隔年 6 月
理、TAI技術助理、RDI研發
助理

薪資

日薪

限定學校系所之大三學
生
(二年級及三年級學業成
實習津貼(一個
績平均75分以上，或名
月基本工資)
次在全班前三分之一，
且操性成績平均80分以
上者)

大學三年級或以上的學
生參加，學士、碩士及
博士生均可報名申請。

申請/截止時間

每年5-6月

每年約12月至次年3月

委請學校公開徵求，由
學校辦理初審推薦，每
科系推薦3名為限

依實習職缺而定

搜尋實習職缺
http://careers.mediatek.c
om/eREC/

大專院校在學生 (包含研
依勞基法規定給
究生、博士生) ，於實習
每年3-4月
付
期間 具備在校生資格。

一年：7月至隔年7月
20歲的成年禮
國內各大專院校在學學
https://recruit.liontravel.com 半年：7月至隔年1月(配合農
生
/job/trainee
曆年假調整)

月薪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一律採網路報名
(https://rmis.cht.com.tw/
portal/hrams/prelogin.js
p)，不受理現場與通訊
報名。

https://www.microsoft.c
om/taiwan/campus/activ
e.aspx
下載制式履歷表
https://recruit.liontravel.
com/job/trainee
寄至
internship@liontravel.co
m，註明「應徵雄獅集
團實習生-姓名」。

實習機構
台達電

實習職缺
實習期間
Summer Intern
理工系所：硬體/軟體/韌體/
2018/7/2-2018/8/31
機構/測試/資訊
商管系所：市場行銷/法務

友達光電

Golf學用接軌計畫

天下雜誌

天下雜誌群2018暑期實習計
畫
天下雜誌：數位企劃、社群
經營、調查研究員、「創新
學院」數位內容編輯、數位
廣告企劃、數位視覺設計、
影音助理、出版編輯助理
康健雜誌：專案執行、數位 2018/7/2～2018/8/31
視覺設計助理、行銷助理、
企劃助理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記
者
親子天下：營隊執行企劃、
記者、社群編輯、影音製作
企劃助理

2019/07-2019/08

中國信託

實習組別：法人金融、國際
2018/07/03(二) ~
金融、資本市場、個人金
融、風險管理、資訊管理、 2018/08/31(五)
投資事業、保險事業

台灣高鐵

大學生暑期體驗實習計畫

2018/7/2-2018/8/31，共計2
個月

申請資格
暑假升大四以上至碩士
班學生，碩博士生將優
先晉用

薪資
零用金

線上學習測驗通過+提交
月薪
履歷實習錄取

申請/截止時間
每年3-4月

透過104人力銀行投遞履
歷 或 郵寄個人履歷至
deltahr@deltaww.com

每年 3 - 5月為線上先修申請
完訓期間，5 - 6月可上傳履
歷申請企業實習。

http://golfentry.wdpclou
d.com/

大三(含)以上或研究所在 通過實習評核者
學學生，不限系所。
，按月核發實習 每年3-4月
津貼

大三以上或研究所學生
(含準碩士生)，科系不拘
GPA 3.7(含)以上；或平均
成績80分(含)以上
月薪
TOEIC 750分(含)以上或
JLPT N3(含)以上之同級成
績
在學升大三、升大四之
學生
運輸通信學科類
月薪
觀光服務學科類
企業管理相關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將申請文件email至
jobs@cw.com.tw，主旨
請註明「2018 intern_姓
名（實習雜誌別/職
務）」

每年4-5月

下載「2018年中信金控
暑期實習申請書」email
至
ba.summer.intern@ctbcb
ank.com主旨註明
「2018Intern+姓名」

每年4-6月

學校統一報名

實習機構

實習職缺
LINE FRESH暑期實習計劃(已
舉辦5屆/40位/轉正職4位)
每年8-13位
招募部門：Corporate
Business Team/Corporate
Business Team for LINE@
LINE Taiwan service/Marketing
台灣連線(股) Team/Communications
Team/Game Team/ TODAY
Team/Sticker Business
Team/Customer Care Team/
Service Planning Team/Pay
Team/E-Commerce
Team/Design Team
Summer Intern Program
•Business Management &
Development
•Research & Development
宏碁
•Human Resources
•Marketing
•Design
橘子關懷基金會－第6屆實
習生
遊戲橘子 │招募職缺│
《行銷企劃》兩名
《美術設計》一名
奧美廣告

實習期間

2018年7月2日至8月31日

申請資格

大三大四，或碩一碩二
應屆畢業生

薪資

比照正職薪資待
每年3-4月
遇

2018/07/02~08/31 (每週工作 海內外大學(含)以上之在
月薪
日為五天)
校生、應屆畢業生

時薪

2018/9/10~2019/02

暑假兩個月。確切日期依每
Project Team Terence 林宗緯
年時間表作適當調整。
紅領帶計畫
每年將錄取2-5名不等
2018 / 07 / 02實習開始

實習期間為升大四至研
究所學生。

申請/截止時間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
/cat_567909.html

每年2-3月

投遞履歷表至104人力銀
行宏碁暑期實習職缺

每年7月

填寫表單
https://gamaniacheerup.
typeform.com/to/m01Io
B

實習結束，經審
核通過者於結業
每年2-4月
時發給兩萬元整
獎助金。

http://www.ogilvy.com.t
w/terence/how.html#獎
助資格

實習機構

國泰集團

Yahoo

公視

實習職缺
國泰實習生計畫(各事業單
位職缺不同)
國泰金控、國泰人壽、國泰
7-8月
世華銀行、國泰產物保險、
國泰綜合證券、國泰投信、
國泰建設
2018 Yahoo!Summer Intern
計畫
Product Design Intern &
Research Intern

實習期間

2018/07/02 - 2018/08/31

上學期實習：每年9月至次年1月。實習至少三個月(含)以
上，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480小時。(須扣除用餐一小時)
下學期實習：每年2月至6月。實習至少三個月(含)以上，
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480小時。(須扣除用餐一小時)
暑期實習：每年7至8月。實習至少一個月(含)以上，實習
總時數不得低於160小時。(須扣除用餐一小時) 如因業務

申請資格

日薪

2019/2-6(週一~週五08:3017:30)

傳播相關科系大二至大
四或研究所在學學生為
主

大學四年級在學學生且
可配合全時段實習者

無薪
為實習學生於實
習期間辦理新台
幣一百萬元之團
體意外保險。

每年4-5月

月薪

大學四年級以上、研究
所同學
日薪
*每週可實習天數需超過
2天以上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請至下列網址登錄履歷
並依照下列步驟完成報
名：
(https://www.cathaybk.c
om.tw/cathaybk/about_r
ecruit.asp)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FAIpQLSeCM
SRAF1bDMsY1K33HH6xq
3zA6ftKxqm269Pwpa8CX
LWT0cQ/viewform

上學期實習：每年5-6月報名 僅接受學校統一報名
下學期實習：每年11-12月報 (學生經錄取後，將與校
名
方簽訂實習合約書)。
暑期實習：每年3-4月報名

無薪，實習作品
於「PeoPo公民
新聞報」播出， 即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
可獲每則1000元
獎勵金。

玉山銀行

理專週間實習生

申請/截止時間

國內外大學/碩士/博士在 比照正職薪資待
每年4月
遇
學學生都可申請

PeoPo 暑期實習營
以非傳播科系為主之大
• 七月暑期實習：從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7月25日止。
專院校生
• 八月暑期實習：從2019年8月5日起至2019年8月29日止。

大四實習計畫-金融服務人員

薪資

每年9-10月

學生只需在網路上填寫
相關資料，即可完成線
上報名。
https://www.peopo.org/
events/practice_student/
way_02.html
至玉山菁英甄選網站登
入個人履歷【菁英甄選
網站網址：
https://hr.esunfhc.com/R
ecruitment/Home/Accou
nt
線上甄選

實習機構

聯華電子

智冠科技

富邦

實習職缺

實習期間

申請資格

大四升碩一(預碩生) 、碩
博班等在學學生，電子/
電機/物理/化學/化工/材 實習津貼
料/光電等半導體相關系
所同學。

海內外暑期實習計畫

2018/07/02~2018/08/31

國際美術中心實習生

升大四或碩二在校學生
107年7月至108年6月，每周
擁有基礎繪畫能力
一至周四
熱衷遊戲美術設計

富邦講堂實習計畫

201 8年四 月～ 201 8年十二
月

薪資

申請/截止時間

每年3-5月

住宿(交通)津貼
5000元 / 月，享
每年3-4月
勞健保、實習證
書、午餐員工價

凡年滿18歲以上，30歲
以下，就讀國內外大專
本項實習屬無薪
院校與研究所之在學學
給之職前 訓練與 每年1-3月
生， 藝術、設計文化創
現場學習性質
意產業或其他相關系所
之在學生

申請方式/相關連結
●請至
http://hr.umc.com/stude
nt/ 投遞相關【暑期實習
生】職缺
●請於自傳中說明論文
或專題研究方向；預碩
生請於學歷欄位註明碩
士學歷。
●海外實習申請具備教
授推薦信函者優先處理
將個人履歷、自傳及美
術作品連結(動態影像亦
可)寄至email信箱：
zdart@zealotdigital.com.
tw
線上報名
寄至講堂信箱：
lecture@mail.fubonart.or
g.tw
主旨：2018 年度【富邦
講堂 】實習計畫報名 ｜
申請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