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置實習企業合作機構一覽表 

106.12.31 更新 

系所 編號 企業名稱 網頁 來源 

心輔系 1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居家照顧事業處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就輔組自辦參訪 

心輔系 2 標竿學院 http://www.aspireacademy.com/ 名人就業講座       

心輔系 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科 
http://www.tpech.gov.taipei/ct.asp?xItem=142575&CtNode=14

169&mp=109201  
系所調查 

心輔系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七 D 病房 
http://www.tpech.gov.taipei/ct.asp?xItem=142575&CtNode=14

169&mp=109201  
系所調查 

心輔系 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http://www.tpech.gov.taipei/ct.asp?xItem=135611&CtNode=14

491&mp=109151  
系所調查 

心輔系 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精神科 http://www.tpech.gov.taipei/mp.asp?mp=109161  系所調查 

心輔系 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 http://www.tpech.gov.taipei/mp.asp?mp=109181  系所調查 

心輔系 8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 http://www.tyvh.gov.tw/  系所調查 

心輔系 9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http://www.ntc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406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0 高雄醫學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科 http://www.kmuh.org.tw/www/psychia/welcome.html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1 亞東紀念醫院家醫科暨青少年健康中心 http://depart.femh.org.tw/family/teen/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2 亞東醫院精神科自殺防治中心 
http://www.femh.org.tw/epaperadmin/viewarticle.aspx?ID=434

3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3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心理諮商中心 http://www.pmf.org.tw/pmf/inform/newtaipei/cthyh.htm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4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精神科 http://www.skh.org.tw/DEPalienism/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5 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http://www.mmh.org.tw/taitam/sudc/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6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健康與家庭關係促進協會(隨

心沐語諮商所) 

http://www.twtacf.org.tw/ 

http://twtacf-counseling.blogspot.tw/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7 臺北市國際社區服務文教基金會 http://www.communitycenter.org.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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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系 18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http://www.huaijen.org.tw/  系所調查 

心輔系 19 中崙諮商中心 http://www.counseling.com.tw/  系所調查 

心輔系 20 漱心坊心理治療所 http://www.okmood.com/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 荒野保護協會 http://www.sow.org.tw/index.do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 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 http://www.ywca-taipei.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http://www.tecofound.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http://www.pts.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 Yahoo! 奇摩 http://tw.yahoo.com/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 空中英語教室 http://digichannel.go2school.com.tw/default.asp  

系所調查 

社教系 8 香港商亞太星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tartv.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9 
新力博德曼音樂 sony music 台灣索尼音樂娛樂

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onymusic.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0 台北市立圖書館 http://www.tpml.edu.tw/MP_104021.html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1 年代電視台新聞部 http://news.eracom.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2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 http://www.mjtaiwan.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3 緯來電視台 http://www.videoland.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4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http://www.twrf.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5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http://www.cksmh.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www.nmns.edu.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7 國立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h.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8 國立教育資料館 http://data.nioerar.edu.tw/mp3.html  

系所調查 

社教系 19 台北市立社教館 http://www.tmseh.taipei.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0 桃園縣中壢市文化圖書管理所 http://elib.junglicity.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1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http://www.liteoncf.org.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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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系 22 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3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http://www.ner.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4 太乙廣告行銷公司 http://www.topwin.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5 PPAPER 雜誌社 http://www.ppaper.net/ch/client/ind_m.php?upid=2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6 警察廣播電台 http://www.prs.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7 麗台育樂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麗台運動報 http://www.ltsports.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8 中國廣播公司 http://www.bcc.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29 瑞士商普羅設計公司 www.process.ch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0 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1 龍應台文教基金會 http://www.civictaipei.org/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2 正聲廣播公司 http://www.csbc.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3 Kiss radio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iss.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4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http://web.redcross.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5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http://www.cces.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7 中國時報社 http://news.chinatimes.com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8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http://www.xycc.org.tw/xycc/modules/news/  

系所調查 

社教系 39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http://www.ntsec.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0 安德網路行銷公司 http://www.odot.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1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居家照顧事業處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就輔組自辦參訪 

社教系 42 台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http://www.btcc.org.tw/btcc/  

企業參訪 

社教系 43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http://www.nstm.gov.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4 桃園市立圖書館 http://library.taocity.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5 國立台中圖書館 http://www.ntl.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6 新竹市文化局 http://www.hcccb.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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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系 4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http://www.consumers.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8 力譔堂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taiwan.com.tw/_tw/00index/index.html  

系所調查 

社教系 49 非常廟藝文空間 http://www.vtartsalon.com/site/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 http://web.mtc.ntnu.edu.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1 中視全球資訊網 http://beta.ctv.com.tw/opencms/index.jsp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2 Upaper 捷運報 http://reading.udn.com/upaper/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3 聯太公關 http://www.unistyle.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4 時尚玩家周刊 http://www.supertaste.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5 中國時報編輯部 http://www.chinatimes.com/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6 職業棒球雜誌 http://www.cpbl.com.tw/magzine/mag_dir.asp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7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http://www.peopo.org/cesroc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8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http://www.jtf.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59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http://www.tpml.edu.tw/ct.asp?mp=104021&xItem=1140308&Ct

Node=33629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0 中國廣播公司 http://www.bcc.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1 TVBS http://www1.tvbs.com.tw/tvbs2011/tvbs/?d=201238113912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2 經典公關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pexpr.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3 國立教育廣播公司 http://www.ner.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4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家庭成

長軒 
http://blog.roodo.com/mfesc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5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http://www.hfec.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6 國立台灣博物館 http://www.ntm.gov.tw/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7 賴世雄智網文教機構 http://www.peterlai.com.tw/html/contact.html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8 社團法人台東縣外籍配偶協會 http://www.tcfsa.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69 桃園縣中壢社區大學 http://www.jlcc.org.tw/ 

系所調查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www.csr-taiwan.com.tw/_tw/00index/index.html
http://www.vtartsalon.com/site/
http://web.mtc.ntnu.edu.tw/
http://beta.ctv.com.tw/opencms/index.jsp
http://reading.udn.com/upaper/
http://www.unistyle.com.tw/
http://www.supertaste.com.tw/
http://www.chinatimes.com/
http://www.cpbl.com.tw/magzine/mag_dir.asp
http://www.peopo.org/cesroc
http://www.jtf.org.tw/
http://www.tpml.edu.tw/ct.asp?mp=104021&xItem=1140308&CtNode=33629
http://www.tpml.edu.tw/ct.asp?mp=104021&xItem=1140308&CtNode=33629
http://www.bcc.com.tw/
http://www1.tvbs.com.tw/tvbs2011/tvbs/?d=201238113912
http://www.apexpr.com.tw/
http://www.ner.gov.tw/
http://blog.roodo.com/mfesc
http://www.hfec.org.tw/
http://www.ntm.gov.tw/tw/index.aspx
http://www.peterlai.com.tw/html/contact.html
http://www.tcfsa.org.tw/
http://www.jlcc.org.tw/


社教系 70 新北市立圖書館 http://www.tphcc.gov.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1 客家電視台 http://www.hakkatv.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2 如果兒童劇團 http://www.ifkids.com.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3 板橋社區大學 http://pccu.org.tw/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4 得勝者教育協會 http://www.champ.org.tw/index.php/main/  

系所調查 

社教系 75 長庚養生文化村 http://www1.cgmh.org.tw/cgv/index.htm 企業參訪 

社教系 76 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 http://glassmuseum.moc.gov.tw/index.htm 企業參訪 

社教系 77 聯合報 http://www.udngroup.com/2c/index.jsp 名人就業講座 

社教系 78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 http://www.ceoclub.org.tw/ 名人就業講座 

社教系 79 大誌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http://www.bigissue.tw/about 名人就業講座 

社教系 80 空中美語 http://www.english4u.net/web/default.aspx 名人就業講座 

社教系 81 雙連安養中心 http://www.sleh.org.tw/ 企業參訪 

社教系 82 八煙高厝社區  企業參訪 

社教系 83 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http://www.luchoulee.org.tw/web/index.php# 名人就業講座 

社教系 84 中國電視公司 新聞部 http://www.ctv.com.tw/opencms/index.jsp 延攬業師 

社教系 85 荒野保護協會 https://www.sow.org.tw/  

延攬業師 

社教系 86 臺北市立美術館 www.tfam.museum/ 企業參訪 

社教系 87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http://www.nmmst.gov.tw/chhtml/default 企業參訪 

社教系 88 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http://www.luchoulee.org.tw/web/index.php 名人講座 

社教系 89 新竹市文化局 http://www.hcccb.gov.tw/ 企業參訪 

社教系 90 
The one 南園人文客棧(華言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園店) http://nanyuan.theonestyle.com/ 企業參訪 

社教系 91 
The one 南園人文客棧(華言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園店) http://nanyuan.theonestyle.com/ 企業參訪 

社教系 92 宜蘭縣史館 
http://yihistory.e-

land.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33&pageID=6829 
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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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1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http://www.wsses.tp.edu.tw/default.asp  

企業參訪 

特教系 2 國立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中心 http://rcat.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 愛盟基金會 http://www.lcf.org.tw/home    

人發系 2 桃園家庭教育中心 http://family.tyc.edu.tw/    

人發系 3 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http://gov.family.tnc.edu.tw/    

人發系 4 臺灣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ttp://blog.roodo.com/tcfle    

人發系 5 台北縣志願服務暨婦女資源中心 http://www.vwrc.org.tw/    

人發系 6 鞋子劇團 http://www.wretch.cc/blog/annshoes    

人發系 7 吉利托兒所 http://www.healthygrow.org/jili.htm    

人發系 8 成長托兒所仁愛園 http://www.healthygrow.org/zin.htm    

人發系 9 三之三國際文教機構 http://www.3-3edu.com.tw/index.htm   

人發系 10 何嘉仁文教機構 http://www.hess.com.tw/tw/    

人發系 11 蘇荷兒童美術館 http://www.artart.com.tw/    

人發系 12 凱斯托兒所 www.catsschool.com.tw    

人發系 13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http://www.caterpillar.org.tw/html/front/bin/home.phtml    

人發系 14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www.edunet.taipei.gov.tw    

人發系 15 健寶園芳和園教育中心 www.gymboree.com.tw    

人發系 16 童心園 http://www.weplay.com.tw/    

人發系 17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http://www.o-puppet.com.tw/   

人發系 18 財團法人亞東紀念醫院 http://www.femh.org.tw/mainpage/index.aspx    

人發系 19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http://www.eck.org.tw/    

人發系 20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http://www.ntuh.gov.tw/default.aspx    

人發系 21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醫院 http://www.skh.org.tw/    

人發系 22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http://www.wanfang.gov.tw/    

人發系 23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http://www.cgh.org.tw/tw/index.html    

http://www.wsses.tp.edu.tw/default.asp
http://rcat.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lcf.org.tw/home
http://family.tyc.edu.tw/
http://gov.family.tnc.edu.tw/
http://blog.roodo.com/tcfle
http://www.vwrc.org.tw/
http://www.wretch.cc/blog/annshoes
http://www.healthygrow.org/jili.htm
http://www.healthygrow.org/zin.htm
http://www.3-3edu.com.tw/index.htm
http://www.hess.com.tw/tw/
http://www.artart.com.tw/
http://www.catsschool.com.tw/
http://www.caterpillar.org.tw/html/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http://www.gymboree.com.tw/
http://www.weplay.com.tw/
http://www.o-puppet.com.tw/
http://www.femh.org.tw/mainpage/index.aspx
http://www.eck.org.tw/
http://www.ntuh.gov.tw/default.aspx
http://www.skh.org.tw/
http://www.wanfa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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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系 24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http://sijhih.cgh.org.tw/tw/index.html    

人發系 25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www.tpech.gov.tw    

人發系 26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http://home.chgh.org.tw/    

人發系 27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http://www.shh.org.tw/com_default.aspx    

人發系 28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http://www.cthyh.org.tw/    

人發系 29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http://www.tzuchi.com.tw/tzuchi/    

人發系 30 馬偕紀念醫院 http://www.mmh.org.tw/    

人發系 31 三軍總醫院 www.tsgh.ndmctsgh.edu.tw/    

人發系 32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http://www.tmch.org.tw/   

人發系 33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http://www.tahsda.org.tw/    

人發系 34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

醫院 
http://www.vghtpe.gov.tw/    

人發系 35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新莊) http://www.ptph.doh.gov.tw/    

人發系 36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http://www.kln.doh.gov.tw/    

人發系 37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http://www.tygh.doh.gov.tw    

人發系 3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http://www.cgmh.org.tw/index.htm    

人發系 39 敏盛醫院 http://www.e-ms.com.tw/ServletController   

人發系 40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新竹分院 http://hsinchu.cgh.org.tw/tw/index.html    

人發系 41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http://www.weigong.org.tw/index.php   

人發系 42 台中榮總 http://www.vghtc.gov.tw/portal/index_public.jsp    

人發系 43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http://www.cch.org.tw/home.aspx   

人發系 44 成大醫院營養部 http://www.ncku.edu.tw/~dons/    

人發系 45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http://www.chimei.org.tw/    

人發系 46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http://www.kmhk.kmu.edu.tw/index.asp    

人發系 4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http://www.kmu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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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系 4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

醫院 
http://cms03p.vghks.gov.tw/Chinese/MainSite/    

人發系 49 屏東基督教醫院 http://www.ptch.org.tw/main/index.htm    

人發系 50 花蓮慈濟醫院 http://www.tzuchi.com.tw    

人發系 51 花蓮門諾醫院 http://www.mch.org.tw/Default.aspx    

人發系 52 國軍松山總醫院 http://807.mnd.gov.tw/    

人發系 53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http://www.knh.org.tw/   

人發系 54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http://www.mmh.org.tw/    

人發系 55 永豐餘 http://www.yfy.com/  

企業講座 

人發系 56 統一麵包 http://www.uni-bread.com.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57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ni-president.com.tw/   

人發系 58 永豐餘消費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fycpg.com/   

人發系 59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www.everrich.com.tw   

人發系 60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 www.chick.com.tw   

人發系 61 YWCA 基督教女青年會 www.ywca-taipei.org.tw    

人發系 62 蘇荷兒童美術館 www.artart.com.tw    

人發系 63 精英國際教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elite.myweb.hinet.net/    

人發系 64 傳統藝術中心 www.ncfta.gov.tw/    

人發系 65 廣興農場 www.pigs.com.tw   

人發系 66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www.liteoncf.org.tw    

人發系 67 台北蒙特梭利幼稚園信義園 www.montessori.org.tw    

人發系 68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www.bookzone.com.tw   

人發系 69 何嘉仁國際文教集團 www.hess.com.tw/tw   

人發系 70 童心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weplay.com.tw    

人發系 71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clat.com.tw/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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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系 72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居家照顧事業處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就輔組自辦參訪 

人發系 73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北辦事

處 
http://www.ccf.org.tw/news/1000407.htm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74 偉全實業織廠 http://web.wisher.com.tw/wisher/ 企業參訪 

人發系 75 學學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xuexue.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76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quaker.com.tw/company_about1.asp  

企業參訪 

人發系 77 手信坊有限公司 http://www.3ssf.com.tw/index.php 

企業參訪 

人發系 78 新北市私立三之三托兒所 http://sunkids.topschool.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79 新佳美幼稚園 http://www.jiamei.org.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0 
輔仁大學理工外語民生學院生活應用科學系附

設托兒所(輔幼) 
http://www.kg.fju.edu.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1 台北市私立愛德幼稚園 http://www.idel.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2 法務部附設員工子女托兒所 http://www.woby.com.tw/baby3/Main.asp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3 三民托兒所 http://www.sanminkid.com.tw/cetacean/front/bin/home.phtml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4 台北市私立寶血幼稚園 http://pbk.topschool.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5 正義托兒所 http://www.zy.tp.edu.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6 財團法人基督教愛盟家庭文教基金會 http://www.lcf.org.tw/web/767966/fathers-powerstation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7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http://www.family.org.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8 Good TV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 http://www.goodtv.tv/default.phtml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89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市私立伯大尼兒少家園 http://bethany.org.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90 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http://family.tyc.edu.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91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index.asp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92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wrp.womenweb.org.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人發系 93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http://www.kuos.com/museum/  

企業參訪 

人發系 94 臺灣馬術治療中心 http://www.thrct.org.tw/ 

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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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系 95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世光教養院 http://www.shihguang.org.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96 益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nutrition.com.tw/enu/page 名人就業講座 

人發系 9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姐妹會 http://tasat.blogspot.tw/ 名人就業講座 

人發系 98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yu.com.tw/Aboutus.htm 企業參訪 

人發系 99 展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eeding.com.tw/ 名人就業講座 

人發系 100 傳愛傳播公司 http://lovefamily.porg.tw/?act=siteIndex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1 台師大家庭教育中心 http://www.cfe.ntnu.edu.tw/Page1.aspx?CDE=PGE6010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2 芬蘭多元文化協會家庭中心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3 紡織業拓展會 http://www.textiles.org.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4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 http://www.owltale.org.tw/ap/index.aspx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5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leezen.com.tw/store.php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6 光寶文教基金會 http://liteoncf.org.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7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http://www.rainbowkids.org.tw/WordPress/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8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http://www.cosmiccare.org/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09 基督教校園福音團契 https://cef.eoffering.org.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0 豐原醫院 http://www.fyh.mohw.gov.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1 陽明醫院 http://www.ymhospital.com.tw/nym/web/main.php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2 台中慈濟醫院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3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http://www.stm.org.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4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http://806.mnd.gov.tw/  企業參訪 

人發系 115 和信醫院 http://www.kfsyscc.org/  企業參訪 

公領系 1 福智文教基金會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  

企業參訪 

公領系 2 台灣麥當勞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cdonalds.com.tw/  

企業參訪 

公領系 3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  

企業參訪 

公領系 4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acebook.com/Jabez.INC 名人就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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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領系 5 學學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xuexue.tw/ 

企業參訪 

公領系 6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http://news.ner.gov.tw/ 企業參訪 

公領系 7 中國青年救國團 http://www.cyc.org.tw/ 企業參訪 

公領系 8 外展教育基金會 http://www.obtaiwan.org/ 企業參訪 

公領系 9 客家電視 http://www.hakkatv.org.tw/ 企業參訪 

復諮所 1 美麗境界社區復健中心 http://blog.yam.com/beautifulmind  

系所填表 

復諮所 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ap/index.aspx 名人就業講座 

環教所 1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新聞部 http://www.pts.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 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 http://earthpassengers.org/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 金門國家公園 http://www.kmnp.gov.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 二格山自然中心 http://www.tfsc.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 http://fushan.tfri.gov.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 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http://taibif.org.tw/?tid=426  

系所調查 

環教所 7 澎湖自然學友之家 http://203.68.253.156/scient/  

系所調查 

環教所 8 關渡自然公園 http://your.gd-park.org.tw/ind/modules/sections/  

系所調查 

環教所 9 基隆市政府海洋發展局 http://www.klcg.gov.tw/economy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0 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 http://luodong.forest.gov.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1 921 地震教育園區 http://www.921emt.edu.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2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 http://www.tepu.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3 觀樹教育基金會 http://www.kskk.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4 臺北市立動物園 http://newweb.zoo.gov.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5 荒野保護協會 http://www.sow.org.tw/index.do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6 石門鄉阿里磅生態農場 http://www.albefarm.idv.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7 新竹林管處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http://fable0204.pixnet.net/blog  

系所調查 

環教所 18 生態關懷者協會 http://www.tesa.org.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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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所 19 財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http://www.wbst.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0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http://w3.sdec.ntpc.edu.tw/bin/home.php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八里焚化廠 http://www.epd.ntpc.gov.tw/_file/1150/SG/31637/D.html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2 板橋區清潔隊執行中心 http://ecolife.epa.gov.tw/blog/c1000101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3 飛牛牧場 http://www.flyingcowranch.com.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4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http://www.mns.my/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5 健福有機農場 http://jforganic.blogspot.com/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6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http://www.e-info.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7 臺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研究發展組 http://w3.sdec.ntpc.edu.tw/bin/home.php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8 耕莘文教基金會 http://www.tiencf.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29 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0 臺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教育推廣組 http://w3.sdec.ntpc.edu.tw/bin/home.php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1 社團法人臺灣認養地圖協會 http://www.meetpets.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2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http://www.eeft.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3 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 http://www.edu.tw/environmental/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4 臺北縣汐止夢想文教基金會 http://www.dreamcommunity.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5 武功國小附幼 http://tw.class.urlifelinks.com/class/?csid=css000000016897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6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http://luodong-nec.blogspot.com/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7 馬來西亞吉蘭丹中華獨立學校 http://www.chhskel.edu.my/v2/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8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http://www.envi.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39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http://www.kuroshio.org.tw/index.php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0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http://www.huf.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1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hirdnature.com.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2 
財團法人臺北縣私立秀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http://www.swf-tw.org/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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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所 43 海龜印符有限公司 http://higu.info/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4 中華鯨豚協會 http://www.whale.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5 社團法人臺北縣知識重建促進會永和社區大學 http://www.community-univ.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6 千里步道籌劃中心 http://www.tmitrail.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47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tarokonp@taroko.gov.tw 

企業參訪 

環教所 48 布洛灣管理站 tarokonp@taroko.gov.tw 

企業參訪 

環教所 49 福山植物園 http://fushan.tfri.gov.tw/  

企業參訪 

環教所 50 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 http://nature.goto307.com.tw/ 企業參訪 

環教所 51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index.aspx 企業參訪 

環教所 52 石碇屋頂魚菜水耕實驗場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3 左營洲仔濕地 http://pwb.kcg.gov.tw/chouchaiwetlandpark/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4 棉樂悅事工坊 
https://www.facebook.com/Loveladypads/?__mref=message_bu

bble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5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自來水園區 http://waterpark.water.taipei/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6 台中市大甲溪生態環境維護協會 http://sixstar.moc.gov.tw/blog/tachiastream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7 景澤創意有限公司 http://visionunion.wixsite.com/vision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8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http://www.feitsui.gov.taipei/  系所調查 

環教所 59 友達光電（股）公司 http://auo.com.tw/?sn=17&lang=zh-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0 士林官邸/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https://www.7stareco.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1 台灣生態登山學校 http://www.mtschool.org/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2 環境友善種子公司 http://www.friendlyseed.com.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3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http://www.wet.org.tw/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4 社團法人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5 臺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http://togoartmuseum.blogspot.tw/p/blog-page_13.html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6 曾文水庫 http://www.wrasb.gov.tw/TSENGWEN/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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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所 67 台江國家公園 http://www.tjnp.gov.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8 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http://163.26.52.242/~private/  系所調查 

環教所 69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http://cec.tesri.gov.tw/blackfaced/  系所調查 

工教系 1 太沃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www.mpi-design.com 

系所調查 

工教系 2 興仕聯實業有限公司 www.arch-world.com.tw 

系所調查 

工教系 3 智易科技 http://www.arcadyan.com/english/home/home.asp  

系所調查 

工教系 4 恩智浦半導體 http://www.tw.nxp.com/#/homepage  

系所調查 

工教系 5 Gamma Interplast LTD. 
http://www.thaitambon.com/tambon/tesmedesc.asp?ID=130304&

SME=0361013458 

系所調查 

工教系 6 國維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rwells.com.tw/  

系所調查 

工教系 7 崧浩電器 
http://www.trade-

taiwan.org/WebSiteTemp/a1.asp?v_id=84912001  

系所調查 

工教系 8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公司新屋廠 
http://www.yfy.com/_chinese/02our_business/02index.aspx?EmpI

D=12 
企業參訪 

應華系 1 資策會創研所 http://www.ideas.iii.org.tw/  

系所調查 

應華系 2 陸鋒科技 http://www.5qchannel.com/  

系所調查 

應華系 3 臺灣知識庫 http://www.tkb.com.tw/web/index.jsp  

系所調查 

應華系 4 中文妙方 http://www.chinesecubes.com/index/language/zh 系所調查 

應華系 5 康軒文教集團 http://www.knsh.com.tw/ 

系所調查 

應華系 6 僑務委員會 http://www.ocac.gov.tw/ 延攬業師 

應華系 7 艾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myet.com 名人就業講座 

應華系 8 
蘭亭苑華語中心(菁英國際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language-center.com.tw/ 系所調查 

應華系 9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http://www.tmichinese.com/ 系所調查 

應華系 10 Tutor Ming http://www.tutorming.com/ 系所調查 

應華系 11 敦煌書局 http://www.cavesbooks.com.tw/EC/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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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 1 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http://www.chuanhwa.com.tw/about_us.html  

系所調查 

地理系 3 國家太空中心 http://www.nspo.org.tw/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ceci.com.tw/  

企業參訪 

地理系 5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http://www.ysnp.gov.tw/  

就業求職講座 

地理系 6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陳勇泰 http://www.nht.com.tw/ 企業參訪 

地理系 7 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  企業參訪 

地理系 8 都市里人  師資延攬 

地理系 9 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sinc.com.tw 師資延攬 

地理系 10 經典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classic.web66.com.tw/ 師資延攬 

地理系 11 西京淡水河文化藝術發展組織  師資延攬 

地理系 12 原禾國際規劃設計公司  名人講座 

地理系 13 老圃造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ldfarmer.com.tw/home/ 名人講座 

地理系 14 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ClassicDesign.TW 名人講座 

地理系 15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lab.com.tw/ 延攬產業 

地理系 16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http://www.eeft.org.tw/home 延攬產業 

地理系 17 築境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延攬產業 

地理系 18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gs.com.tw/ 延攬產業 

地理系 19 群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eoforce.com.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0 研鼎崧圖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yourlife.com/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1 瑞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ichitech.com.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2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strongco.url.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3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研究專題中心 http://gis.rchss.sinica.edu.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ncdr.nat.gov.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5 彰化縣田中地政事務所 http://www.tj-land.gov.tw/default.asp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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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 26 宸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mct.com.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7 互動國際數位 http://www.idtech.com.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8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inotech.org.tw/zh/  系所調查 

地理系 29 築璟都市更新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ccur53765623/  系所調查 

地理系 30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http://www.hsr.gov.tw/  系所調查 

地理系 31 政威資訊顧問有限公司  系所調查 

地理系 32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系所調查 

地理系 3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 WPP 傳播集團 Group M http://groupm.com/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2 威兆行銷企業有限公司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3 亞太飯店 http://www.aphotel.com.tw/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4 晶華酒店 http://www.grandformosa.com.tw   

休旅所 5 礁溪老爺飯店 http://www.hrjhotel.com.tw/main.php   

休旅所 6 T.G.I. Friday’s http://www.tgifridays.com.tw    

休旅所 7 瑞春醬油有限公司 http://www.rueichun.com.tw/ 

企業參訪 

休旅所 8 中華航空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 

企業講座 

休旅所 9 集思會展事業群 http://www.gisgroup.com/  

企業講座 

休旅所 10 學昇麗緻會館 http://www.studentup.tw/ 

企業參訪 

休旅所 11 台灣麥當勞 http://www.mcdonalds.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2 中國人壽 http://www.chinalife.com.tw/web2006/index.html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3 蜡藝彩繪館 http://www.lucky-art.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4 宜蘭餅發明館 http://i-cake.diy.org.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5 溪和食品 http://fish.diy.org.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6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wpalace.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7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http://www.kagaya.com.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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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旅所 18 中華航空公司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 

系所調查 

休旅所 19 統茂旅館集團 http://www.toongmao.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20 Lamigo 那米哥宴會廣場 http://www.lamigo-wedding.com.tw/about.php 

系所調查 

休旅所 21 Lamigo 那米哥休閒會館 http://www.lamigoclub.com.tw/health/front.html  

系所調查 

休旅所 22 三井餐飲事業集團 http://www.mitsuitaipei.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休旅所 23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anpai.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休旅所 24 寒舍艾美酒店 http://www.lemeridien-taipei.com/ 

企業拜訪與調查 

休旅所 25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http://www.tva.org.tw/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26 台灣氣球博物館 http://www.prolloon.com.tw/ 

企業參訪 

休旅所 27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http://www.mutou-wood.com/ 

企業參訪 

休旅所 28 彰濱秀傳 http://www.cbshow.org.tw/changbin/  

企業參訪 

休旅所 29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公司 http://www.formosafuncoast.com.tw/  

企業參訪 

休旅所 30 麗加園邸酒店 http://www.lichia.com.tw/  

企業參訪 

休旅所 31 雄獅旅遊 http://www.liontravel.com/  

企業參訪 

休旅所 32 尚鼎興業有限公司-Primo 義大利餐廳 http://www.mr-cheese.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33 Coffee M http://tw.myblog.yahoo.com/coffee-m/ 

系所調查 

休旅所 34 摩斯漢堡 http://www.mos.com.tw/   

休旅所 35 臺北寒舍艾美酒店 http://www.lemeridien-taipei.com/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36 WPP 傳播集團 Group M sandra.yu@groupm.com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37 老爺管理顧問公司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38 巨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iant-bicycles.com/zh-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39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engtay.com/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0 勝利體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ictorsport.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1 中國人壽 http://www.chinalife.com.tw/web2006/index.html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42 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http://ass.this.net.tw/  

名人就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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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旅所 43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http://www.ehrhotel.com/ 名人就業講座 

休旅所 44 屏東縣原住民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  企業參訪 

休旅所 45 天成飯店 http://www.cosmos-hotel.com.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6 蘇珊經典烘培 https://www.facebook.com/cake3333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7 悍創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rossports.com/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8 欣葉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inyeh.com.tw/content/ZH/index.aspx 系所調查 

休旅所 49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http://sports.gov.taipei/ 系所調查 

休旅所 50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http://www.archery.org.tw/ 系所調查 

休旅所 51 悅暉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hiifly.com/index2.php 系所調查 

休旅所 52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http://www.southgarden.com.tw/ 系所調查 

設計系 1 BBDO 黃禾廣告 http://www.bbdo.com/worldwide  

系所調查 

設計系 2 長瑩國際紙業公司 http://www.cnjpaper.com 

系所調查 

設計系 3 臺灣電通廣告 http://www.dentsu.com.tw  

系所調查 

設計系 4 藍本設計公司 http://www.blueprint.com.tw  

系所調查 

設計系 5 美可特設計公司 http://www.victad.com.tw  

系所調查 

設計系 6 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fp.com.tw 系所調查 

設計系 7 歐普廣告設計公司 http://www.upcreate.com.tw/ 企業參訪 

設計系 8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ding.com.tw/ 企業參訪 

圖傳系 1 in89 豪華數位影院 www.in89.com.tw 

系所調查 

圖傳系 2 中央印製廠 www.cepp.gov.tw  

系所調查 

圖傳系 3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www.tzuchiculture.org.tw 

系所調查 

圖傳系 4 英傑特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ink-jet.com.tw/   

圖傳系 5 富迪印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dy.com.tw/ 企業參訪 

圖傳系 6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http://1064861.u-nov.com/ 企業參訪 

圖傳系 7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color.net/ 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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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傳系 8 太極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igimax.com.tw/ 企業參訪 

圖傳系 9 三立電視台 http://www.settv.com.tw/ 企業參訪 

圖傳系 10 台北市議員  名人就業講座 

圖傳系 11 9x9.tv http://www.9x9.tv/ 名人就業講座 

圖傳系 12 華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istart.artinatang.com/# 名人就業講座 

圖傳系 13 廣緹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圖傳系 14 奧美公共關係顧問(股)有限公司 http://ogilvypr.pixnet.net/blog  

名人就業講座 

表藝所 1 1111 人力銀行 www.1111.com.tw 

企業講座 

表藝所 2 十三行博物館 www.sshm.tpc.gov.tw    

表藝所 3 臺灣留蘭香公司 http://www.wrigley.com.tw/ 就業求職講座 

表藝所 4 表演 36 房 http://pas36.tw/ 企業參訪 

表藝所 5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http://www.o-puppet.com.tw/ 

企業參訪 

表藝所 6 全民大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ticketbuster?fref=ts 系所調查 

表藝所 7 果核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goaheadmusic.tw 系所調查 

表藝所 8 角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cmusic.com.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 億康生物科技公司 http://tw.genetex.com/  

企業參訪 

生科系 2 國家衛生研究院 www.nhri.org.tw  

企業參訪 

生科系 3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http://www.ccpg.com.tw/chinese/04_about/01_detail.aspx?ID=2 企業參訪 

生科系 4 臺灣昆蟲館 http://insectweb.org/insecttw/ 名人講座 

生科系 5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http://www.ntsec.gov.tw/ 名人講座 

生科系 6 德盛安聯投信 http://www.allianzgi.com.tw/ 名人就業講座 

生科系 7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http://www.actionip.com/business.php?CompanyNo=1 系所調查 

生科系 8 寶騰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http://powernature.com.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9 東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t-promd.com/home.asp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0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http://www.nbic.org.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http://ogilvypr.pixnet.net/blog
http://www.1111.com.tw/
http://www.sshm.tpc.gov.tw/
http://www.o-pupp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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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 11 台灣昆蟲館 (保育類野生動物管理計畫制定) http://www.taiwan.insectweb.org/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2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http://www.eeft.org.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3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http://www.nmmba.gov.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4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5 中研院生化所 http://www.ibc.sinica.edu.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www.nmns.edu.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7 中研院生醫所 http://www.ibms.sinica.edu.tw/big5/index-v2.php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8 中研院生化所 http://www.ibc.sinica.edu.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19 屏科大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0 中研院細生所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1 中研院分生所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2 中研院植物多樣性中心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3 中研院植微所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4 Gilishark conservation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5 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6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http://biodiv.sinica.edu.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7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http://www.dcb.org.tw/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8 納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anoplustech.com/  系所調查 

生科系 29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 https://tesri.tesri.gov.tw/show_index.php  系所調查 

生科系 30 永齡健康基金會 http://www.ylhealth.org/  系所調查 

生科系 31 台北市立動物園 http://www.zoo.gov.taipei/  系所調查 

體育系 1 力捷整合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simsport.com 

系所調查 

體育系 2 必爾斯藍基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ike.com.tw 系所調查 

體育系 3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照顧事業處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就輔組自辦參訪 

體育系 4 中正運動中心 http://www.jjsports.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
http://biodiv.sinica.edu.tw/
http://www.dc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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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5 松山運動中心 http://www.sssc.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6 奇思企業有限公司 http://www.topgirl.com.tw/index.php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7 蓬勃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http://www.integrationsports.com/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8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http://www.ctba.org.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9 久奈司企業社 http://jnice.shop2000.com.tw/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10 WorldGym 世界健身中心 http://www.worldgymtaiwan.com/chinese/01_about/01_about.php  

企業拜訪與調查 

體育系 11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http://www.cvtc.org.tw/ 企業參訪 

體育系 12 勞工衛生安全研究所 http://www.iosh.gov.tw/  

企業參訪 

體育系 13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http://www1.cgmh.org.tw/branch/hel/ 企業參訪 

體育系 14 台灣耐基商業有限公司 http://www.nike.com.tw 延攬業師 

體育系 15 Costco Taiwan www.costco.com.tw/ 名人就業 

體育系 16 臺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 http://www.obtaiwan.org/ 企業參訪 

衛教系 1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照顧事業處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就輔組自辦參訪 

衛教系 2 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美生中心 https://www.hotaidev.com.tw/  系所調查 

衛教系 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社區健康發展中心 

https://www.femh.org.tw/mainpage/index.aspx  
系所調查 

衛教系 4 Mini Cook食育生活工作室 http://www.minicook.tw/  系所調查 

衛教系 5 愛林醫療機構 http://www.ilinfamily.com.tw/  系所調查 

衛教系 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健檢中心 http://www.tpech.gov.taipei/ct.asp?xItem=2009885&CtNode=1

4716&mp=109161  
系所調查 

資工系 1 太極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igimax.com.tw/flash_c/Home_F_C.html  

系所調查 

資工系 2 倍力資訊 http://www.mpinfo.com.tw/  

系所調查 

資工系 3 創惟科技 http://www.genesyslogic.com/  

系所調查 

資工系 4 週可思(股)公司 http://zoaks.com 名人就業 

企管學程 1 華碩 http://tw.asus.com/ 

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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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學程 2 臺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orealtaiwan.com.tw/_zh/_tw/index.aspx?  

企業參訪 

企管學程 3 手信坊創意和菓子 http://www.3ssf.com.tw/index.php 

企業參訪 

企管學程 4 法藍瓷 http://www.franzcollection.com.tw/tw/start  

企業參訪 

東亞學系 1 華陶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meinstead.com.tw 

企業參訪 

東亞學系 2 
英國董氏全球金融公司(上海阿思列夫非開挖工

程有限公司) 
 名人講座 

東亞學系 3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ranzcollection.com.tw 企業參訪 

全經所 1 雄獅旅遊 http://www.liontravel.com/  

企業參訪 

機電系 1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DNL) http://www.ndl.narl.org.tw/web/index.html  

企業參訪 

機電系 2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mirdc.org.tw/ 

企業參訪 

機電系 3 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ayye.com.tw/index-c.html 企業參訪 

機電系 4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公司新屋廠 
http://www.yfy.com/_chinese/02our_business/02index.aspx?EmpI

D=12 
企業參訪 

機電系 5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ht.com.tw/ 企業參訪 

機電系 6 天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mada.com.tw/ 企業參訪 

機電系 7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http://www.nsrrc.org.tw/ 企業參訪 

教育系 1 南投縣教育處 http://www.ntct.edu.tw/bin/home.php 系所調查 

教育系 2 人本教育基金會 http://hef.yam.org.tw/index01.htm 系所調查 

教育系 3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http://www.ner.gov.tw/ 系所調查 

教育系 4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http://www.ntch.edu.tw/ 系所調查 

教育系 5 民治行政中心  系所調查 

教育系 6 龍潭圖書館 http://fw.longtan.gov.tw/library.html 系所調查 

教育系 7 新北市圖書館新莊分館 
http://www.tphcc.gov.tw/MainPortal/htmlcnt/1000ef6e26b24d28b

1495c4e53a910d1 
系所調查 

教育系 8 豐原漆藝館 http://fy71.org.tw/71/ 系所調查 

教育系 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www.nmns.edu.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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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10 澳門旅遊學院 http://www.ift.edu.mo/TW/IFT/Home/Index/43 系所調查 

教育系 11 澳門藝術博物館 http://www.mam.gov.mo/main.asp?language=1 系所調查 

英語系 1 中華航空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 名人就業講座 

英語系 2 
空中英語教室_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

播協會 
http://www.ortv.com 延攬業師 

英語系 3 文鶴出版社 http://www.crane.com.tw/ec99/default.asp 延攬業師 

華語系 1 普誠科技 http://www.princeton.com.tw/ 名人就業講座 

管研所 1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廠) http://www.gigabyte.tw/ 企業參訪 

管研所 2 手信坊創意和菓子 http://www.3ssf.com.tw/index.php 

企業參訪 

科技系 1 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 http://www.iosh.gov.tw/ 企業參訪 

科技系 2 木匠兄妹木藝坊 http://1222494296862.tw66.com.tw/ 企業參訪 

科技系 3 標竿學院 http://www.aspireacademy.com/ 名人就業講座 

科技系 4 潛水飽台灣家庭式料理  名人就業講座 

科技系 5 趨勢科技 http://www.trendmicro.tw/tw/index.html 名人就業講座 

科技系 6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展示館  企業參訪 

社工所 1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http://www.twrf.org.tw/ 名人就業講座 

社工所 2 台北市大安區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goo.gl/mjPNTpcontent_copy  系所調查 

社工所 3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http://www.tiwa.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4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http://www.fact.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5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https://www.children.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6 台灣世界展望會 https://www.worldvision.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7 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中正少輔組 https://goo.gl/t9rQ28  系所調查 

社工所 8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http://www.gfm.org.tw/cht/index.php?  系所調查 

社工所 9 臺北市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http://www.mamamiya.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0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http://www.youthrights.org.tw/  系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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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所 11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https://www.goh.org.tw/tc/index.asp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2 台北市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 http://zselder.blogspot.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3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http://www.new-thing.org/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4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http://www.i-link.org.tw/index.php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5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http://www.napcu.org.tw/index.html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6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https://www.ntuh.gov.tw/ntuh_chinese.aspx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7 亞東醫院 https://www.femh.org.tw/mainpage/index.aspx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8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 http://www.cs.org.tw/DefaultA.aspx?rand=6364875435638493

27  
系所調查 

社工所 1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http://www.redheart.org.tw/  系所調查 

社工所 20 社團法人台北市恩加貧困家庭協會 http://www.enjia.org.tw/  系所調查 

應電系 1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公司新屋廠 
http://www.yfy.com/_chinese/02our_business/02index.aspx?EmpI

D=12 
企業參訪 

應電系 2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陳勇泰 http://www.nht.com.tw/ 企業參訪 

臺史所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th.gov.tw/ 系所調查 

臺史所 2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中心 http://www.digital.ntu.edu.tw/ 系所調查 

臺史所 3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http://portal.airiti.com/modules/tinyd0/ 系所調查 

臺史所 4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ico.com.tw/ 系所調查 

大傳所 1 Cheers 雜誌 http://www.cheers.com.tw/ 系所調查 

大傳所 2 原住民族電視台 http://www.titv.org.tw/ 系所調查 

大傳所 3 ESPNSTAR www.espnstar.com.tw/ 系所調查 

大傳所 4 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newtalk.tw/ 系所調查 

大傳所 5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tv.com.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大傳所 6 公共電視 http://www.pts.org.tw/ 名人就業講座 

音樂系 1 功學社 http://www.khsmusic.com.tw/khs/newf.htm 系所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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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 2 河合鋼琴 http://www.kawai.com.tw/ 系所填報 

音樂系 3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http://www.ntch.edu.tw/front/index 系所填報 

歐文所 1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http://www.taipeiculture.org.tw/ 名人就業講座 

歐文所 2 麻粒國際文化試驗股份有限公司  名人就業講座 

美術系 1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eco.com.tw 

東元合作案 

國文系 1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04.com.tw/ 麥向成功專案 

國文系 2 國語日報社 http://www.mdnkids.com/ 名人就業講座 

國文系 3 中國時報編輯部  系所調查 

國文系 4 自由時報影藝中心  系所調查 

國文系 5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系所調查 

國文系 6 旅讀中國雜誌社  系所調查 

國文系 7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系所調查 

國文系 8 文訊雜誌社  系所調查 

人資所 1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04.com.tw/ 麥向成功專案 

人資所 2 揚明光學(股)有限公司 http://www.youngoptics.com/chinese/ 職涯銜接準備 

歷史系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延攬業師 

地科系 1 台灣中油公司 http://www.cpc.com.tw/big5/home/index.asp  

系所調查 

翻譯所 1 萬象翻譯公司 http://www.linguitronics.com/index.html  

系所調查 

臺文系 1 商業周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 延攬業師 

臺文系 2 紀州庵文學森林 http://www.kishuan.org.tw/home/ 延攬業師 

臺文系 3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ookrep.com.tw  延攬業師 

臺文系 4 量子創意影音有限公司 http://www.qtmedia.com.tw  系所調查 

臺文系 5 財團法人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http://www.tgb.org.tw  系所調查 

臺文系 6 台灣水企劃整合有限公司 http://www.taiwanshui.com.tw/  系所調查 

臺文系 7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http://taipei-legend.blogspot.tw/  系所調查 

http://www.teco.com.tw/
http://www.npm.gov.tw/
http://www.cpc.com.tw/big5/home/index.asp
http://www.linguitronics.com/index.html
http://www.qtmedia.com.tw/
http://www.tgb.org.tw/
http://www.taiwanshui.com.tw/
http://taipei-legend.blogspot.tw/


圖資所 1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ico.com.tw/ 系所調查 

圖資所 2 飛資得企業集團 http://www.flysheet.com.tw/ 系所調查 

圖資所 3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yweb.com.tw/mp.asp?mp=1 系所調查 

圖資所 4 智慧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c-smart.com.tw/ 系所調查 

圖資所 5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http://www.sris.com.tw/ 系所調查 

圖資所 6 澳大利亞商思維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系所調查 

圖資所 7 龍捲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ornado.com.tw/ 系所調查 

圖資所 8 鉑特資訊有限公司 http://www.libbest.com/default_t.html 系所調查 

化學系 1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http://w3.sunten.com.tw/ 系所調查 

科教所 1 國立臺灣博物館 http://www.ntm.gov.tw/tw/index.aspx 系所調查 

海環所 1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http://www.rcec.sinica.edu.tw/ 系所調查 

資教所 1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cschool.com.tw/ 系所調查 

資教所 2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inpo.com.tw/chineseT/ 系所調查 

資教所 3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lcomp.com.tw/ 系所調查 

資教所 4 鄭博文教育集團 http://www.bornwin.com.tw/ 系所調查 

資教所 5 王耀教育機構 http://www.wangyaomath.com/ 系所調查 

數學系 1 逸奇科技 http://www.ancad.com.tw/ 系所調查 

數學系 2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home/ 系所調查 

藝術所 1 國立故宮博物館 http://www.npm.gov.tw/zh-TW/ 系所調查 

藝術所 2 台北市立美術館 http://www.tfam.museum/index.aspx?ddlLang=zh-tw 系所調查 

藝術所 3 國立臺灣美術館 https://www.ntmofa.gov.tw/ 系所調查 

藝術所 4 高雄市立美術館 http://www.kmfa.gov.tw/home01.aspx?ID=1 系所調查 

藝術所 5 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h.gov.tw/zh-tw/Home.aspx 系所調查 

藝術所 6 台北當代美術館 http://www.mocataipei.org.tw/ 系所調查 

政治所 1 外交部 www.mofa.gov.tw/ 系所調查 

http://www.mofa.gov.tw/


政治所 2 立法院 www.ly.gov.tw/innerIndex.action  系所調查 

政治所 3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www.tmseh.taipei.gov.tw/  系所調查 

政治所 4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 www.fhkma.org.tw/  系所調查 

政治所 5 中華領袖菁英交流協會 http://www.acel.org.tw/ 系所調查 

光電所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NDL) 

http://www.ndl.narl.org.tw/web/index.html  系所調查 

光電所 2 磁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gqu.com/  系所調查 

民音所 1 臺北市立國樂團 http://www.tco.taipei.gov.tw/ 系所調查 

民音所 
2 

TCO 學院國樂團 http://www.tco.taipei.gov.tw/ct.asp?xItem=1794477&ctNode=168

81&mp=119041 

系所調查 

民音所 
3 

TCO 市民國樂團 http://www.tco.taipei.gov.tw/ct.asp?xItem=160149&ctNode=1688

1&mp=119041 

系所調查 

民音所 4 臺灣國樂團 http://nco.ncfta.gov.tw/home 系所調查 

物理系 1 友達光電 https://auo.com/zh-TW 系所調查 

物理系 2 納諾科技 http://www.nanoplustech.com/ 系所調查 

物理系 3 富邦人壽 https://www.fubon.com/life/home/index.htm 系所調查 

 

◎ 編號欄位為各系所最新累計合作之實習機構總間數。 

◎ 本表單提供各系所查詢目前合作之實習機構，若貴系所有新增或尚未建檔之資料，敬請至師培處就輔中心網頁下載「實習企業資料建置調查表」

填報更新資料後擲回就業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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