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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Media泛傳媒 

PHOTOU影流文創有限公司

一隻怪獸股份有限公司 

日商台灣英創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名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全方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米塔國際餐旅事業集團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康健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城市國際有限公司 

逗寶國際有限公司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奧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漢記股份有限公司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金甌女中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淡江大學

慈濟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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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Media泛傳媒 
 

－The Best Way to Gain Knowledge！ 
Pan Media是台灣最大的新媒體集團， 旗下擁有科學、科技、娛樂等產

業之垂直媒體，透過整合性的數位媒體服務，提供最佳的行銷效益。此外，  

PanMedia每年更辦理台灣最大、最多元的知識會展-泛知識節，為知識產業的第

一品牌。 

1. PanSci 泛科學（pansci.asia）是國內科學最大的科學社群及知識社群行

銷的領導品牌。 

2. PanX 泛科技 (panx.asia)  聚焦全方位科技發展、創新創業、產業應用、

科技生活，將科技對未來的影響做最深入、最完整的覆蓋。 

3. Punchline 娛樂重擊（punchline.asia)是台灣影視音娛樂產業介接新科技

媒體的垂直媒體，在創新的變動中媒合娛樂產業的新模式。 同時經營流

行音樂主題站 Taiwan Beats(taiwanbeats.punchline.asia)。 

如果您主動積極、負責、想了解新媒體，習慣或正在培養「解決問題」的思

考方式，PanMedia提供一個嶄新的新創實習機會。 

實習好精彩 

實習好精彩 

PanMedia期待招募具有創新、積極以及主動解決問題特質的實習生，在實習

期間由專案同仁擔任實習生導師，一對一體驗其業務項目、執行流程，並從中學

習完整的專案實務操作方式。 

因重視實習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公司除不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外，還有機會讓

實習生免費參加公司及合作廠商舉辦的科技／科學講座、展覽，並取得知識性活

動的第一手資訊，擴展職場上各種知識涵養；還可體驗新創公司的多元文化，並

同時觀察不同部門及專案的運作與型態，深入體驗職場文化。 

合作好給力 

PanMedia參與TYS於今年首辦職場鮮體驗活動，提供暑期體驗職缺，錄取三名職

場體驗生，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對就業市場的了解，並提

供友善實習環境與輔導人的協助。 

 

1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PHOTOU影流文創有限公司 
 

－PHOTOU.cc 全方位的商業影像服務提供者！ 
運動、旅遊及影像是PHOTOU核心，提供各類影像拍攝服務，到影像銷售、

影像行銷、運動旅遊、相關影像專案系統設計，為攝影師、活動主辦單位、運動

選手及商業影像需求者提供最完善的影像服務，為產業不斷注入創新及科技的能

量，讓影像可以創造最大價值。 

實習好精彩 

PHOTOU的實習適合熱愛創新、挑戰、運動、旅遊、攝影、行銷、活動、系

統開發的伙伴加入！ 

PHOTOU一直認為學生應該趁年輕了解人生的的方向，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

態度，具備勇於追求夢想的勇氣，因此，PHOTOU設計了實習計劃，透過培養實

習生的過程瞭解工作態度及個性，再以各項工作的交付及教導，觀察實習生成長

狀況，提供不藏私的實務引導。 

比起能視實習生的觀念與態度，鼓勵實習生主動嘗試，並具有從錯誤中學習

的能力，期待想加入PHOTOU的學生必須能長期參與並投入時間，於實習期間每

週至少需工作3-4天，才能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對焦與執行的指導。 

PHOTOU相信先學習培養自己的價值才能獲得對等的成果，因此對實習生的

輔導除了提供完善的教學、實務經驗引導外，還會讓實習生有實務操練的機會，

並依據貢獻及參與度的計算獎學金制度，PHOTOU重視實習生的成長，表現良好

的實習生將提供正職的工作機會，以吸引員工長期合作。 
 

合作好給力 

PHOTOU影流文創參與TYS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活動，提供實習職缺，協助

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對就業市場的了解，以及參與職場體驗實

習保衛戰，由創辦人暨執行長簡瑞男擔任講師，主講企業達人傳授履歷撰寫秘技，

協助青年提昇履歷自傳撰寫技巧，並於TYS辦理的菁英實習生培訓計畫專案中錄

取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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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怪獸股份有限公司 
 

－輕易、直接、面對面的產生交集與觸互動。 
一隻怪獸是年輕、熱情、有創意的新創公司，所開發出的手機遊戲《怪獸社

區》，讓玩家利用手機即可在現實生活中直接進行冒險，並且建立真實的遊戲社

群與玩家面對面的組隊或對戰，在冒險遊戲的同時進而與同好們見面互動認識新

朋友。一隻怪獸也正致力於開發相關的適地性社群APP，歡迎創新、熱情、認真

負責、喜愛冒險的夥伴，一同熱血的航向大創業時代！ 

一隻怪獸的核心主張以開發手機實境互動遊戲為主體，著重於玩家在真實世

界的冒險樂趣，致力於讓「整個城市 都是我們的遊戲世界」。 

《怪獸社區》APP STORE 下載連結http://bit.ly/Monster-hood-iOS-share 

實習好精彩 

一隻怪獸期待能找尋有熱情、創新思維、勇於挑戰特質的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將會有輔導人協

助實習生瞭解實務工作，培養專業能力外，更期待能加值溝通即與他人合作的軟實力，讓實習

生於在學期間即具有職場適應力。 

而在遊戲公司實習最具吸引力的就是有可能因為實習表現良好而獲贈遊戲寶

石，此外，還可能獲得企業推薦函及正式留任的機會。 

合作好給力 

一隻怪獸參與TYS多場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活動，提供大專以上在學生實習

及青年就業機會，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提升對就業市場的

了解。 

日商台灣英創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享受工作，享受人生！ 

為日商專業人力介紹公司，提供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人力資源服務，創造

“享受工作，享受人生”的社會。 

TEMPGROUP集團自1973年於日本創業以來，一直以「創造工作機會、提高

個人價值、積極貢獻社會」為公司理念，服務了許多希望就業的人才，提供了各

種工作的機遇。 隨著事業版圖的全球化，海外據點也跟著擴大。針對台灣市場，

2007年成立了TEMPSTAFF台灣。 

藉著在國內外廣泛的成立據點，可以同時提供在地型人才服務與全球型人才

服務的「綜合性人才服務企業」這個角色，對企業的發展提出貢獻。 

實習好精彩 

實習主要以培訓未來公司人才為目標，鎖定畢業後有意轉正職的大四生為主

要招募對象，於寒假進行招募，期待透過半年實習培訓出適合的人才。實習期間

將會提供日商禮儀文化研修及教育訓練，讓實習生對各產業及職務具一定的基礎

瞭解；此外，輔導人將透過OJT訓練，期待實習生能在工作現場以具體方式瞭解

並實踐工作內容，提升專業能力。 

合作好給力 

台灣英創支持TYS職場體驗實習活動，除提供在學生的實習機會，特別釋出

針對大四在學生於寒假實習為主的實習機會，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

能力，與對就業市場的了解，及在實習生畢業後可轉為正職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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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名唐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每個活動及展覽的成功，取決於它為目標群所創造的體驗。

(We Build Experience-創造體驗) 

名唐展覽集團於2002年創辦，是以亞洲為基地的營銷服務綜合公司，為不同

品牌提供一系列創新點子。在亞洲地區的四大業務包括：活動企劃、展覽專案、

數碼營銷及主建項目。 

集團分別在北京、大連、廣州、香港、澳門、孟買、新德里、上海、新加坡

和台北辦事處吸納超過380名專才，致力為主辦機構、國家展團、參展商及觀眾

提供一個高水準及全方位的服務！ 

實習好精彩 

名唐提供給在學生的實習機會以實習期間半年為主，希望實習生在實習期間

能完整執行業務，對工作內容有完整性的學習。實習方式主要會以專案策劃、執

行及實務操作為主，並讓實習生在小組活動合作中培養溝通協調能力， 輔導人在

實習期間並佐以指導，如在實習期間表現優異，將有留任轉為正職的機會。 
 

合作好給力 

名唐積極參與TYS辦理職場體驗實習活動，提供暑期及年度實習職缺，協助

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對就業市場的了解。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 

－Look Good、Feel Great！ 

屈臣氏集團於1841年在香港創立， 1987年進軍台灣，目前全台總店數已超

過500家，會員人數將近500萬人，提供超過2萬項商品，每月服務顧客超過700 萬

人次！ 

屈臣氏主要販售三大類商品 : 美麗 ( Beauty)、健康 ( Health) 及個人用品

(Personal Care)，店內配置有專業的藥師及美容顧問、熱心的服務人員，以友善、

專業、關懷的品牌DNA，提供顧客最方便、齊全、專業的個人藥妝商品購物選擇，

使顧客每天都能LOOK GOOD, FEEL GREAT。 

【台灣屈臣氏獲獎紀錄】 

◆ 2009-2015「亞洲一千最佳品牌調查」，連續7年榮獲亞洲第一藥妝品牌殊榮 

◆ 2015 Cheers雜誌「新世代最嚮往100大企業」 

◆ 2016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連鎖藥妝店/藥局第一名 

◆ 2016經理人雜誌「亞洲影響力品牌」 

◆ 2005~2016 Top 100 Brands in Taiwan by Campaign Magazine 
 

實習好精彩 

為了延攬更多在學人才，屈臣氏依據實習生需求，提供學期與學年制的實習，

大四實習生還可以彈性選擇時薪制或月薪制的方式進行實習，除店長與資深同仁

在門市提供實體培訓外，另搭配線上學習課程，透過不同管道讓實習生能加速熟

悉職務內容。表現良好者，除有機會留任外，亦有機會參加管理職培訓，以邁進

主管職為目標。 

 

 
 

實習招募影片【聽聽店長想什麼】 

（連結如右） 
 

合作好給力 

屈臣氏參與TYS活動不遺餘力，除了在徵才博覽會廣開正職與實習職缺， 亦

樂於分享實習制度豐碩的成果，及提供建議及回饋，給予TYS職場體驗實習深厚

的陪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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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因為永慶．更加圓滿 
永慶成立於1988年，專注本業，堅持創新，這廿多年來，因應趨勢潮流及消

費者需求，持續推出創新服務，為消費者實現圓滿成家，更帶動台灣房仲產業轉

型升級。 

創立之初，永慶就推動「新式仲介」變革，以一樓「店面式經營」及「收取

固定服務報酬」，讓消費者有多一點保障，又推動「法制仲介」，建議政府訂定

法規來規範相關經營，讓消費者獲得保障及經紀人更專業且有紀律。 

永慶率先看到e化契機，推出網路影音看屋、拖曳式地圖、公開成交行情等

一系列的e化服務，更建置了iPad行動服務平台，隨時隨地服務客戶，透過 

「i+智慧經紀人」再升級計畫，運用累積20多年的雲端房產資料庫，提供精準完

整的房產資訊。在努力創新服務模式之餘，永慶也不斷改變並提升經紀人的定位。 

在孫慶餘董事長的帶領下，永慶立下了10年成長25倍的傳奇，成員突破1 萬

3千名，全台更有超過1100家門市，穩居臺灣房仲界的龍頭地位。 

實習好精彩 

透過參與業務執行的方式進行實務操作，從中培養溝通協調的能力；實習過

程中也可以與同儕或學長姐交流與分享，此外公司也會安排固定餐敘，提供實習

生與主管及前輩討論工作狀況的機會。若實習期間表現良好，也有意願轉任正職，

會是優先評估錄用的考量。 

吸引人的是永慶還提供免費的舒壓按摩，也有提供部門聚餐津貼、多元社團

任你選，也有提供國內外旅遊獎勵。 

合作好給力 

永慶房屋提供多樣化實習職缺，讓學生能在就業前奠定不動產相關知能， 

提升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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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熱愛生命、追求卓越、創造未來 
MPM教育集團成立於 1989 年，以「熱愛生命、追求卓越、創造未來」為共

同努力的經營理念，希望為下一代營造更完整更正確的教育環境。 

MPM教育集團的團隊來自各方專業人才的多元組合，在各界專家教授們的

顧問與領導之下，更是MPM數學走在教育先驅的原動力。 

自 1996 年，MPM數學開始延伸到全球的角落，目前在美國、加拿大、新 

加坡、香港等多個國家，MPM教育集團輔導成功的加盟分校已超過 5000 家。 
 

不斷的充實自身內涵、研究發展、定期舉辦教師研習，希望帶動一股向上提

昇的力量，讓孩子藉由 MPM 的教育，激發自己的潛能，創造獨立自我的思考能

力，成就非凡的未來。 

身處於教育企業界，極力縱橫所有的先進資源，豐富灌溉教育的苗圃，深耕

教育範疇，跑在教育最前端，紮根現在、贏向未來。 

 

實習好精彩 

每年度寒暑假皆會開放實習機會，實習期間以半年為主，實習期間將會由所

屬部門主管與同仁協助工作內容的講述與指導，再透過實際工作的進行，一起討

論問題、合作或獨立完成所交付之工作項目內容，如表現優異者將有留任機會。 

期待招募對教育、教學有熱忱及相關科系的實習生，提供實習生學以致用的

機會，期待能發揮科系專業並累積職場經驗，而全方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也能透

過實習制度培育出新一代優質教育人才，為下一代打造更好的教育模式及環境。 

合作好給力 

全方位資訊積極參與TYS所辦理之職場體驗實習，多次透過參與博覽會招募實習生，用心提供教育

領域人才育成制度，讓對於教學有熱忱與嚮往的青年學子得以透過實習提前累積領域知能及實務經

驗，為職涯發展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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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塔國際餐旅事業集團 
 

－專業。自信。熱忱 
『米塔國際餐旅事業集團』前身為集客餐飲，創立於1993年，至今已邁入第

23年，近年來正逐漸轉型，發展更多元且豐富的餐飲市場。至去年為止，旗下共

有十大連鎖餐飲品牌，已於全臺拓展超過50多家分店之規模，預計於2018 年擴大

展店至100家分店！ 

多元化的品牌風格更廣獲消費者好評與推薦，除了首創品牌集客人間茶館，

近年再創立備受矚目的美食新品牌：米塔義式廚房、米塔手感烘培、米塔飲品專

賣、洋朵義式廚坊、千荷田東方人間鍋物、洋朵庭園餐廳、洋城義大利餐廳、洋

城自助石頭火鍋及芙甜法式點心坊。此外，為了徹底控制產品的品質，因此於汐

止成立工廠－中央廚房、麵包工坊與蛋糕工坊，亦更進一步拓展大宗烘焙與西點

市場。 

實習好精彩 

米塔重視每一位未來要一同成長、打拼的事業夥伴，實習期間米塔除輔導人

提供實習指導外，將另外為實習生組成「實習夥伴 line群組」、「實習夥伴專

線」，讓實習生在工作上與生活中皆有互相依靠的夥伴，並於每年期中舉辦座談

活動與期末結業活動，凝聚實習生的向心力，可見米塔對育才留才之用心， 因此

從民國100年迄今，米塔已有5名店長與10多名幹部為產學實習合作留任的畢業生。 

想進入米塔實習有兩種方式，如為學校規定之實習學分者，則配合學校規定

時間，於寒暑假或學期間進行半年至一年的職場實習；如無實習學分需求者，則

期待實習生能在學期間每月排班至少80小時，寒暑假期間以正職月休8天的方式

實習。如因實習結束需返校就學或服兵役，後憑實習結業證書回任實習期間年資

累積。 

合作好給力 

米塔在實習職缺釋出上，除了提供前線餐飲服務相關職缺，同時開放後勤招

募等人資職缺讓同學可以有多元選擇；亦積極參與職場體驗實習高峰會及聯繫會

報，與TYS合作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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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家樂福) 
 

－家家快樂又幸福 
家樂福於1959年創立於法國巴黎，目前版圖遍及三大洲12個國家，全球約 

36萬名員工。我們有多種不同形態的店，如量販店、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多管

道零售等，共超過10,000家店舖。 

1987年家樂福與統一企業合資成立家福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開立台灣也是

亞洲第一家分店，這些年間，台灣家樂褔以穩健的步伐開拓市場，目前全國店數

已超過65家。在量販業的經營上受到顧客持續的肯定，經中立的第三者市調結果

顯示：「量販業的最低價品牌就是家樂福」，而這些成果則來自於擁有完整的訓

練體系，及健全的經營管理機制。對於顧客的用心，也獲得多方的肯定。 

實習好精彩 

秉持「邁向家樂福，為你的人生加值」之信念，給予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多元

輔導方式，期待實習生能紮實專業與服務知(技)能，為自己未來職涯加值。 

實習期間主要以「系統性職能培育制度」、「業務執行實務學習」及「團體

交流分享」提供輔導，讓實習生以師徒制的方式循序漸進地學習職務知能、實務

操作能力及溝通協調力，另以社群、餐敘方式建立同事情誼。此外，實習生同享

公司一切福利，如員工旅遊、健康檢查、秋季烤肉、全國運動會、園遊會等等。

表現優異者，除一般教育訓練課程外，公司還會提供完整的儲備幹部培訓計畫，

提早為你的職涯規劃目標，更具市場競爭力。 

合作好給力 

家樂福支持TYS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並參與TYS於今年首辦的職場鮮體驗

活動，除提供大專院校在學生實習機會，亦釋出高中畢業生的職場體驗職缺，並

錄取職場體驗生，協助青年朋友提前累積實務經驗，以及熟悉產業發展與文化，

提升未來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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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康健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好在康健」幫助我們的客戶擁有更健康、更幸福、更有保 

障的未來！ 
康健人壽直屬於美國信諾（ Cigna） 保險集團國際個人保險事業體， 於 

1989年在台設立。康健人壽領先同業，一直穩居臺灣電話行銷保險市場的領導地

位，2011年正式升格為子公司並持續深耕市場。 

透過專業且充滿熱忱的團隊，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創新健康保障及便利優質

服務。此外，康健人壽更積極推廣健康意識；透過健康調查、提供數位健康平臺

與健康相關資訊等方式關心民眾的生理、心理及財務健康，一起邁向全方位的康

健生活。 

幸福職場．優質環境．政府認證： 

2013& 2014 連續2年榮獲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幸福企業獎」 

2014 獲得衛福部「健康職場認證 - 啟動」標章 

2015 榮獲「保險業企業加薪優良標竿企業」 

榮獲臺北市勞動局肯定，獲頒「點實成金 相習成風」獎牌 

「健康職場認證」升等為「促進」標章 

2016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健康職場促進標章」

獲得保險信望愛獎「最佳社會責任獎」 

榮獲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 

實習好精彩 

康健人壽致力培養具潛質之優秀校園人才，自2012年起實施「企業實習生計

畫」，每年提供實習機會，讓優秀人才提早為職涯發展做準備。 

實習生除了協助專案執行、行政支援和實習成果心得分享外，還安排實習生

與高階主管進行互動交流，創立了FB社團，讓實習生有互相交流及拓展人脈的平

台。實習時間以6個月為主，每週到班3天，提供優渥日薪，表現優異者， 優先考

量錄用正職。如為當屆實習生成功轉任正職者，公司提供獎學金。 
 

合作好給力 

國際康健人壽積極參與TYS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提供財務、精算、營運、

行銷傳播、法務和人資等實習職缺，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

對就業市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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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活城市國際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品質、舒適、安全、流行時尚、環保的歐美城市自行車

與設計配件，帶領台灣消費者將自行車融入生活美學中。 

悠活城市國際， 創立於2010 年， 專業代理引進「歐、美城市自行車」與

「時尚生活配件」外，同時也積極推廣「荷蘭、丹麥城市自行車文化」。藉由設

計展、攝影展、演講分享、異業合作、試乘會、百貨公司快閃櫃等方式，讓更多

人喜歡上騎自行車的自由感受與美好生活。2015年底成立自有通路 

「VELO CITY 城市自行車 生活概念店」，受邀進駐SOGO敦化精品館5樓、 

2016年2月底受邀參與「2016 Velo-City Global 全球城市自行車論壇」、4月受邀

進駐誠品生活新板店。 

悠活獨家代理許多國際知名品牌，  包括120 年歷史的荷蘭國寶「Royal 

Dutch Gazelle 荷蘭皇家自行車」、德國超跑工藝「Schindelhauer 新德豪爾」、

鋼鐵人小勞伯道尼代言的美國平價精品「LINUS 時尚都會自行車」、歐洲皇室

御用「Bobike 荷蘭自行車安全座椅」⋯等；希望透過結合設計美學與創新時尚

的自行車產品，改善生活與環境品質。 

實習好精彩 

若熱愛自行車文化，未來有意願投入自行車產業，加入新創的悠活城市公司

將可學習到更多不同的經驗，有更多的創意空間、彈性思考，實習生將不再是大

公司裡的一顆螺絲釘，將獲得更廣、更快、更深層的職場體驗。 

依據每位實習生的個人需求，提供彈性化為期3、6、12個月的實習計畫， 

多人共同提供輔導，讓實習生學習職務相關知能以及協調與溝通能力，從做中學

習實務技能，提升職場實戰力。針對實習期間表現優秀者，後續也將提供留任機

會。 
 

合作好給力 

悠活城市參與TYS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活動不遺餘力，提供設計和行銷等多

元實習職缺，讓青年朋友更了解相關產業訊息並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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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寶國際有限公司 
 

－顛覆傳統的育兒思維，讓育兒也能時尚、優雅， 
從甜蜜的負擔昇華成無比的幸福。 

2013年，經歷世界末日後歷劫歸來，因為夥伴一句＂You have nothing to 

lose！＂，讓一群仗著年輕氣盛的Kidult創立了逗寶國際。 
 

逗寶認為最珍貴的就是你的腦袋：裝到滿出來的那些天馬行空的創意、恨不

得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好的那股自信、有著無可救藥的樂觀。 

逗寶是結合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之互聯網為主之產業，以創立時尚育兒新文

化為願景，創造與寶寶的美好時光為企業使命。在短時間內快速擴大企業規模，

掌握的不僅是獨特的商業佈局，更進一步要求每個細節的完善與精緻，這是逗寶

過去兩年多最真實的寫照。 

實習好精彩 

逗寶提供為期1年的實習機會，將所有實習生皆視為正職人員，給予正職的

任務與教育訓練，另設置輔導人帶領制度，由高階主管與正式員工共同輔導，讓

每個實習生都能在完整的機制中快速成長。如果對新創公司有興趣，加入逗寶一

定能體驗新創公司特有的熱情與朝氣，實習期間可能還有獨立負責行銷專案的機

會， 保證能快速學習、獲益良多！此外，逗寶也有留任制度，只要表現優異、具

有熱忱，都將有轉任為正職的機會。 

 

合作好給力 

逗寶參與TYS辦理之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活動，提供行銷企劃、社群行銷和

品牌行銷等實習職缺，及支持TYS青年職場體驗實習計畫，並錄取實習生， 提供

友善實習環境與輔導人等實習措施，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認知與態

度的建立。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i-Life 
萊爾富便利商店為光泉關係企業，是第一家國人自營的便利商店連鎖系統，

於民國七十九年成立，十數年來萊爾富以「鄉土情－世界觀」的經營理念，在美

日系統便利商店林立的市場中，開發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萊爾富便利商店全年無休、明亮的燈光照亮每個街頭巷尾，我們服膺熱忱、

積極、嚴謹、創新的經營理念，不斷引進國內外優良商品，致力於為顧客追求優

質的生活；並且貢獻通路力量，協助公益團體、配合各項公共服務事業，讓萊爾

富透過商品販售服務，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和便利生活不可或缺的幫手。 

熱忱－以人為先、以顧客為本的服務精神。

積極－勤奮務實、勇於任事的工作精神。 

嚴謹－誠懇樸實、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 

創新－不斷思考以求提供最新、最好、最快的服務和產品給顧客。 

實習好精彩 

萊爾富歡迎各科系學生參與，提供寒暑假期間的實習機會，希望透過每週5

天每日8小時的密集實習，培養實習生快速熟悉門市人員的知(技)能，透過師徒制

方式指導實習生顧客服務、賣場經營、商品管理、門市營運每一環節的實務操作

方式，累積實習生職場經驗，具有留用制度，如表現良好者將有機會轉為正職。 

合作好給力 

萊爾富支持TYS辦理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以及TYS於今年首辦的職場鮮體驗活動不遺

餘力，協助青年朋友提早探索職涯發展，並了解職場倫理及態度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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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旅遊．全球服務．全年無休
Enjoy Lion Enrich Life 

秉持著「Lion, Enriching Life」理念，自1985年以來，雄獅走在世界變化浪

潮前端，由傳統旅遊服務業，導入網路虛擬通路，發展引領業界的資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結合眾多實體門市之通路綜效，

透由360度整合行銷規劃，推廣全方位產品線，成為國內最大旅遊品牌。 

在精進蛻變的過程中，陸續成立雄獅旅遊、雄獅資訊／數碼科技及雄獅通運

等公司。再以旅遊為根基，逐漸往生活層面發展，朝著成為全球華人旅遊生活服

務品牌為目標而邁進，於是發展傑森全球整合行銷、欣傳媒等行銷事業， 建構出

提供全方位生活休閒產業服務之雄獅集團。在此，誠摯歡迎各界菁英踴躍加入，

一同開創旅遊休閒世紀的新未來！ 

 

實習好精彩 

實習申請時間為4~5月，實習期間可選擇暑期或期中實習。實習方式以部門

為單位，以師徒制之方式一對一帶領，或小組專案方式讓實習生參與學習， 此外

也提供完整培訓課程，包含新人訓練及專業訓練。 

設有留任制度，若實習生有意願留任，將會視實習表現進行留任評估。 

合作好給力 

雄獅旅行社參與TYS辦理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活動，提供OP、直售、管企

本部和產品企劃等實習職缺，協助青年朋友及早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實務經驗，

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 

奧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ood people good event 
奧創的工作，就是要解決不該由顧客自己解決的問題，並幫助顧客順利的進

行活動。 

實習好精彩 

奧創協助客戶舉辦品牌活動，拓產品牌能見度，此外接受委託客戶類型多元，

透過實習可接觸各式品牌以及類型不同的活動，充分激發你的創意！也會從不同

的專案，協助進行不定期的個別輔導，讓你做中學，學中做！ 

此外提供穩定的實習時間，上班時間為每週兩天、固定每天8小時，實習期

間可持續6個月。實習期間表現優異，還有續留任正職的機會。 

合作好給力 

奧創支持TYS所舉辦的實習博覽會，提供友善的實習輔導措施，鼓勵青年朋

友及早接觸職場環境，與培養實務經驗和累積職場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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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就生命，分享眾生 
誠品自1989年由台北仁愛路圓環的人文藝術書店開始，至今已27年。誠品堅

持人文、藝術、創意、生活的經營理念，憑藉著專業、獨特品味、多元通路、和

文化創意活動平台的整合經營能力及創新經營模式，成為一涵蓋書店、商場、畫

廊、展演、餐飲、網路、物流等以文化活動為基底的複合式文創平台，運用「人、

活動、空間、商品、服務」為核心元素，成功構建多元的活動、多元的空間、多

元的文化，以及多元精采的市民參與。誠品長久以來持續深耕台灣在地人文，堅

持營造優雅人文及心靈探索的空間環境，獨具一格的設計美學，更讓誠品成為華

人世界的指標性文創品牌。 

27年來，誠品將文化意涵注入不同的產業和空間，每年有超過5000場的藝文

表演活動在臺、港、陸45處誠品場域內發生，來自世界各地1.8億人次匯聚於此，

與誠品共同創作了正能量、有氣質的獨特場所精神。 
 

實習好精彩 

實習輔導制度採師徒制，透過線上學習，再以實務方式進行操作；實習學生

上班時間彈性，每天工作時數約4∼8小時，預計每周實習五天，實習期間為 

6∼12個月。 
 

此外實習期間享有與正式員工相同福利，於誠品商場、書店等處購物皆有優

惠，此外還有借閱書籍福利，傳承誠品鼓勵閱讀的風氣！ 

實習期間表現良好之實習生，畢業後還有優先錄取正職的機會唷！ 

漢記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堅持以紮實美味的口感，平實的價格，親切專業的
服務，提供最道地的北方美食及精緻火鍋 

【關於朱記餡餅粥】 

第一代負責人朱老先生為大陸遷臺的軍人，在臺灣退休後，開了朱記創始店，

用道地的大陸北方口味美食，在臺北打響了朱記餡餅粥店的名號。後由軍中袍澤

楊老先生接手繼續經營，時至今日已由楊家第二代接手，注入創新理念並轉型經

營模式，以嶄新的店中店概念於各大百貨公司設店，從大臺北到桃竹地區共開立

十八家門店，未來將持續展店。 

【關於一五一食，時尚鮮鍋】 

2014年，成立第二品牌『一五一食，時尚鮮鍋』。希望能透過五種美味又讓

人記憶的湯底，提供給顧客即使一人亦可享用的美味。 

實習好精彩 
 

漢記除了於實習部門會透過實習生輔導，從實習生工作內容給予回饋外， 

於人資部也會配置專員不定期訪視實習生工作狀況，以關心實習生的工作及職場

人際互動狀況；此外專員也會是實習生與主管間的溝通橋樑，協助實習生更能適

應職場生活。 

實習期間，透過培訓加強實習生對於餐飲服務工作的了解，也訓練專業的技

能；實習結束後，實習部門會主動進行評估，邀請表現優秀的實習生加入漢記的

餐飲團隊！ 
 

合作好給力 

誠品自103年與TYS簽署合作備忘錄，參與TYS所舉辦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

會，提供完整且友善的實習職場環境與實習計畫，協助青年及早培養職場能力與

實務經驗，落實理念與實務的密切結合，探索未來的職涯方向。 

合作好給力 

漢記與TYS合作以來，積極參與TYS所舉辦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與記者會，釋出多元的實習職缺，

提供青年朋友多方選擇，以鼓勵青年朋友探索職涯興趣，協助及早培養職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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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Make people happy 
COLD STONE CREAMERY 創造歡樂體驗的冰淇淋專家 

 

【風靡世界 創新與時尚 全新概念冰淇淋體驗店】 
 

源自於美國，憑著新鮮現作的優質冰淇淋，加上1200萬種的創新客製化口味，

已讓Cold Stone Creamery被喻為是”世界上最無與倫比的冰淇淋體驗”與最受全

球矚目的創新體驗服務。 

實習好精彩 

實習時間彈性制，每天排班時間為4∼8小時，為維護勞動權益，雙週排班不

超過80小時，並且會在依據當時勞動法令彈性調整，維護實習生勞動權益！ 而實

習期間則是期待可以半年到一年以上為主唷！實習期間表現良好，都可以申請提

報轉為正職。 

酷聖石在意顧客的感受，也期待透過歡樂氛圍的傳遞，讓每一位顧客都感到

歡樂，所以在實習過程中，門市總監會親自輔導實習生，透過一連串完整的教育

訓練，並透過認證，讓每位參與酷聖石的夥伴都可學習到酷聖石的精神以及專業！ 

酷聖石另有完整的訓練課程，包涵新進學習訓練（教室課程／實作課程訓練

／管理員課程）、晉升訓練（娛樂經理課程），也會每年定期舉辦在職訓練，每

季也都有舉辦CREAMERY TALK（關心夥伴交流時刻）。 
 

合作好給力 

酷聖石與TYS合作以來，參與TYS所舉辦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與記者會，

並參與TYS今年首辦的職場鮮體驗活動，並錄取職場體驗生，協助青年朋友及早

培養職場工作的能力，與鼓勵青年朋友探索職涯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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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最寵愛女性的公司」 

「成為全臺灣最寵愛女性的公司！」幸福就是戰國策對妳許下的承諾。 
 

誰說女人職場能力不及男人！在戰國策，女性也能證明「男人能做，女人也

行」，展現女戰士般衝鋒陷陣的衝勁；在戰國策，每個女人都能散發自信美麗；

在戰國策，女人可以得到更多掌聲與機會，戰國策讓每個付出都能被看見。 

戰國策用所有機會肯定妳的付出，鼓勵女性同仁勇敢追尋夢想，在戰國策的

日子，將被無限寵愛、被呵護，我們期望能在戰國策找到最真的自己！如同一顆

未經切割的鑽石，即將在戰國策寫下幸福的一頁，期待將妳最好的那面挖掘啟發，

以大放異彩。對於戰國策而言，值得享受如公主般尊榮的寵愛，因為值得妳擁有！ 
 

實習好精彩 

戰國策重視員工教育訓練及發展，定期會舉辦內部及外部訓練，每年也會為

公司同仁舉辦1227小時以上的外部付費式教育訓練。實習期間也會協助實習生進

行新進同仁教育訓練，並由公司主管或是培訓講師擔任教育訓練。 

實習時間為每天8小時、每週4天，實習期間為12個月。 

合作好給力 

戰國策與TYS合作以來，參與TYS所舉辦的職場體驗實習博覽會，提供完善

的實習輔導措施與多元的實習職缺，鼓勵青年朋友及早探索職涯發展，與培養實

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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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傳揚中華文化，促進跨領域創新，與時精進，邁向國際！ 

中國文化大學－現有12個學院，包括文學、外語、理學、法學、社會科學、

農學、工學、商學、新聞傳播、藝術、環境設計及教育等學術領域，大學部62系

組學位學程、碩士班44所組學位學程、博士班11所，是一所科系多元、完備的綜

合性大學；不僅可讓學生選擇專長研讀，更可為興趣廣博的青年學子，提供跨領

域的學習機會。 

實習好精彩 

文化大學採行多元化實習，擴大整合校內外實習資源與管道，更完善建立各

系所學生校外實習制度，並且持續推動與校友企業簽訂實習合作。且進一步規劃

實習專區平台，建立公開的實習管道與全校實習相關法規專區。落實執行完備且

安全的實習流程，深化實習追蹤輔導。依據學生實習階段需求，分為實習前、中、

後三階段，分別導入職涯輔導資源。更邀請實習合作機構主管舉辦職前訓練，教

導學生適應實習環境，協助學生掌握正確工作態度與方法及企業所重視的核心職

能。 
 

合作好給力 

文化大學以多元化實習的特色，重視校內、外實習資源與管道的開拓， 積極

協助學校師生認識校外職涯輔導、就業服務資源，為在校生到畢業生，建立與政

府資源的友善連結及早期認識，自TYS成立至今，積極持續保持高度互動，參與

TYS活動包含開幕記者會、聯繫會報；多次帶領學生參訪TYS，了解職涯相關資

源，並鼓勵學生於博覽會中進行服務學習體驗職場工作，讓學生於在校期間培養

職場能力，畢業後懂得繼續善用政府資源獲得相關協助，用心規劃並不斷落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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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 
 

－教學卓越‧產學鏈結！ 
中國科技大學創校51年辦學績效卓越，歷次評鑑均名列全國前茅，95~105 

年連續11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獎助金額近4億元；此項

經費有效融整教學研究資源，提升本校教師專業職能，充實專業教室圖儀設備，

全面提高教學品質。榮獲2014年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評價，排名私立科技校院

全國第4名；本校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在專業能力、工作態度、穩定度及上進

心等四方面均達90%以上，符合職場需求。教學方面，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結合

的教學模式，透過產學合作的建立，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菁英人才。構建「證

照路徑圖」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培育學生專業證照能力。國際交流方面，與美國、

日本、印尼等國家的多所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學生出國進修可申請獎助學

金，並與美國MSU（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合辦跨國雙聯碩士、「3+1」

雙聯學士學位，學生於本校大學部就讀前三年、大四赴美國MSU就讀一年，即可

取得本校與美國MSU兩校頒發的學士學位證書。 

實習好精彩 

為達成務實致用的辦學目標，中國科大非常重視校外實習課程的推動，建構

健全的校外實習制度和教師推動實習相關獎勵辦法，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校外實

習。在學校的重視和各系的積極推動下，103~104學年共開設143門校外實習課程，

參與學生2764人次，參與教師363人次，參與實習機構1,001家次，實習時數共

1,569,780小時。 

合作好給力 

中國科技大學自TYS成立迄今持續保持互動，參與開幕記者會、聯繫會報；

帶領學生至TYS職涯導覽，並將TYS資源帶入校園，鼓勵學生善用。校方秉持著

學校重視校外實習課程的推動精神，積極協助學校師生認識校外職涯輔導、就業

服務資源資源，建立與政府資源的友善連結，提昇學子未來職場就業能力的認識

與準備，用心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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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甌女中 
 

－校訓 誠、樸、勤、毅 
金甌女中是一所人文薈萃的優質女中。多年來強調語言特色，有堅強的外師

陣容，多元的國際教育。近年來，有感於東南亞文化在台蓬勃發展，和亞洲語文

中心合作，開設東協十國語言課程，獲得廣大好評。我們也強調學生一定要有語

言能力，甚至是多國語言能力。特地宣導１＋１＋１語言，第一個１是一定要有

英文能力，第二個１是日韓選一種，第三個１是東協十國任一語言。我們深信，

只要多一種語言，就會多一個機會。立足金甌女中，跨越全世界！ 

實習好精彩 

金甌女中職業類科教學活潑，教學能與業界結合： 

1.觀光科會到各知名飯店見習飯店經營管理。 

2.商業經營科理論與實務相結合，除了在課堂上加入投資理財的課程外， 更

到台灣證券交易所參觀，融合所學。而會計課程則至會計師事務所研習，

讓學生了解實務作帳與理論的區別，從做中學，了解財務管理的重要性。 

3.應用日文科則參觀桃園國際機場，希望運用機場所能提供之即時資源、讓

學生擴大自我視野。 

4.應用英文科更將英文生活化及實用化，會帶領學生至財團法人台北市 基

督教救世傳播協會，了解錄音、錄影空中英語教室&大家說英語的拍攝

與錄製。 

藉由職場體驗，讓學生在專業技能上能更加磨練，與理論互相搭配，訓練出

屬於金甌女孩獨有的專業素養。 

合作好給力 

金甌女中著重學生外語發展與職場體驗，學生透過實習提早體驗業界工作環

境，接軌課業與工作體驗，更有完善的高三職涯導師，協助學生畢業前對於自身

特質、未來發展有較清晰的輪廓，利於未來升學或就業上的選擇。TYS透過校園

宣導進入金甌女中，雙方有更密切的合作、激盪出職涯輔導上的火花， 為學生提

供更好的職涯發展與實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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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新時代的首選！企業最愛、國家最要！一系列完善的職涯輔
導與實習機制，提升學生就業職能及核心能力 

國立臺北大學藉由系統性、整合性、全面啟動學生職涯發展輔導機制， 以

期提升學生就業力，並促進學生適性發展未來職業生涯。學生從入學至畢業，本

校透過系統性的資源整合為同學們進行在校期間的全程輔導，包括「探索」、

「養成」、「強化」、「接軌」等四階段的輔導體系，以引導學生適時探索並規

劃未來的職涯發展。 

除此之外，經由詳實的畢業生流向調查，掌握畢業生學以致用、薪資水準、

職涯發展動態等資訊，深入分析數據背後的重要訊息，並回饋至各系所的課程設

計，進行課程與教學方式的優化及改善，使學生能因應職場最新發展趨勢。 
 

實習好精彩 

為讓學生了解實際工作概況，培養多元專業能力，國立臺北大學依據專業規

畫、產業界需求，開設多元實習活動與課程，實習學分課程在102至105學年度累

計開設190門實習課程，修課共有4,232人次。包含以下特色實習：(1)海外職場實

習 (2)高階主管特助實習 (3)創新策展實習。除安排學生至國內企業、銀行、會計

師事務所、法院、議會等機構進行實習或見習。自102年起提供美國、新加坡、越

南、香港及大陸等地區海外職場實習機會，且提供補助以減輕學生在海外實習期

間之經濟壓力。而自104年度尚邀請政府機關及業界菁英人士擔任職涯導師，讓學

生能將在校所學專業知識與實務結合，縮短產學差距。自104年度起透過策展創新

工作坊，提供系列培訓課程，輔導學生開發創意所長，參與企業活動規劃執行，

接軌專業與實務，增進產業了解。 

合作好給力 

國立臺北大學持續與TYS互動，帶領師生前來TYS參訪，透過TYS完整的職

涯導覽及團體職涯諮詢，協助學生認識職場與個人優勢，也透過一對一的專業職

涯諮詢，為個人奠定良好的職涯規劃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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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利基百餘年歷史資產，陶塑志業菁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共設有3個學院（分別為教育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及理學

院）及18個系所，除傳承師資培育目標外，各系所以發展特色品牌，著重培育社

會所需專業實務人才，如：教育行政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規劃人員、諮商心理專

業人才、都市規劃人才、景觀規劃人才、文化創意產業企劃人才、文化創意管理

與行銷人才、使用者介面/使用者經驗設計師、系統應用整合程式設計師、科普活

動企劃師等。目前，畢業校友十餘萬人，遍布海內外，於教育、文史、藝術、法

政、財經各界，均卓然有成。 

實習好精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全面推動產業實習，並結合多元學習活動、職涯發

展資源，拓展學生專業實務觸角，此外，各系所均擁有專屬具職涯發展領域專業

之職涯導師，協助學生進行個人職涯興趣探索、提升專業知能及增加與產業鏈結

的機會。 

產業實習實施方式分為課程型校外實習、非課程型校外實習兩大型式，可彈

性配合業界實際需求進行校外實習。而多元化的實習合作機構來源，讓本校學生

更能擇其所愛，愛其所擇！根據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的意見調查表顯示：校外實習

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整體表現滿意度高達92.2%! 實習合作機構認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生具主動積極、團隊精神佳、創意思考等人格特質，整體工作表現深獲企

業肯定。未來將繼續發揮創意創新、以變應變和追求卓越之精神， 培育富有教育

心、師範品之專業實務人才。 

合作好給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秉持著人文關懷與創新理念，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宗

旨，積極推動學生至產業實習；以張新仁校長為首積極與臺北市就業服務處結合，

推展學生就業準備資源、鼓勵學生善用TYS實習平台與參加TYS各類活動，雙方

多次密切交流，結合校方對學生職涯規劃的重視與TYS於學生職涯輔導的實務經

驗，共創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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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的綜合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多年來孕育出許多優質的教師及校長，在國內教育具有舉

足輕重的影響力。近年來已轉型為綜合型大學，重新將「師範」詮釋為「職場為

師、處世為範」，除持續培育杏壇良師之外，更積極培養各行各業的產業菁師；

藉著科技與人文藝術雙重優勢，發展全人教育，以培育人文與科學跨領域的未來

人才 

實習好精彩 

臺師大體認實習為強化學職轉換能力的重要一環，全校教學與行政體系皆致

力於統整校內外實習資源，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中心專責推動，透

過職場實習補助與成果回饋、就業大師平台、實習說明會與前輩經驗分享等機制，

鼓勵系所推動實習課程及提供學生多元的實習機會。 

臺師大實習課程之規劃，皆依系所專業特色，制定學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

透過課程地圖與職涯發展進路圖，提供學生職涯發展及選課參考；課程設計並以

符合產業趨勢、國際化、多元就業、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等「實務化職能」為導向，

以降低學用落差，培育具備即戰力的職場人才。 

對於學生實習的輔導，採授課教師與職場導師雙軌輔導機制，由授課教師教

導相關專業知識，職場導師提供實習現場的指導，並透過定期訪視機制，觀察學

生實習情形及進行意見交流。實習結束時，除職場導師進行學生實習成果質與量

的雙重評量外，並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透過分享與回饋，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實

習。 

合作好給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積極帶領學生參與實習與職場接軌，舉凡師資培育、授課

教師與職場導師雙軌輔導機制都顯示出學校培育學生實習的用心。自TYS成立三

年來該校熱烈出席TYS活動，並鼓勵同學使用TYS實習媒合平台。參與開幕記者

會、聯繫會報，及職場體驗博覽會，心輔系老師帶領師資培育班同學參訪TYS，

以深入了解校外職涯諮詢管道與多元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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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淡江創立於公元1950年，是國內創校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學，在前賢俊秀的

努力耕耘下，歷經四個波段建設，以樸實剛毅的學風、博學審問的辦學理念和明

辨篤行的治學態度為根基，孕育淡江文化內涵，從淡水五虎崗發展到宜蘭林美山，

茁壯為擁有4個校園、8個學院、18個博士班、46個碩士班、24個碩士在職專班、

52個學系組以及27,000多名學生的綜合大學。自創校以來，秉持國際、資訊及未

來三化政策，致力於專業、通識、課外活動的三環課程，深耕學生「全球視野、

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

八大基本素養，從基礎課程中融會貫通，透過學程組合跨領域訓練，藉社團服務

學習中開啟動能，點燃淡江人的創造力、想像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造就具備專

業才能、德智兼修、中西融貫的卓越人才。本校在65年辦學績效的厚實基礎下，

屢創佳績。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擁有WHO健康安全校園認證；是第一所連續

3屆榮獲企業環保獎的大學，獲頒「榮譽企業環保獎」榮耀；並獲教育部「學校實

驗室安全衛生績優」首獎；更獲得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殊

榮，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校。此外，連續19年在Cheers 雜誌「台灣 2000大企業

最愛大學生」調查中蟬聯私立大學第一；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中（WRWU），屢次

列為臺灣唯一進入全球前500大的私立大學。本校發展與時俱進，承啟淡江文化，

運用藍海思維，實踐全面品質管理，精進教師潛能，活絡學術交流，深化教學研

究，強化學生學習，善用產學聯盟，朝向國際競爭、跨界整合、雲端應用服務的

趨勢邁進，務期在詭譎環境中勝出。發揮馬太效應，培育頂尖人才，躍進國際平

臺，開創卓越格局，重塑創新多元價值，締造成功循環圈，期使成為世界一流優

質精緻的綜合大學。 

合作好給力 

淡江大學「以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為使命，

在職涯輔導功能以「職涯探索、職場認知、職能提升、職場轉銜」為四大主軸提

供該校學生服務」。除參與TYS聯繫會報、帶領學生參訪TYS了解職涯相關資源，

於TYS辦理之研討會中，職涯輔導組吳玲組長更熱心分享「從學校角度談該校職

涯輔導工作推行現況」主題，隨處可見學校用心辦學、積極培育輔導學子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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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培植「專業有力、人文有品」的Ａ+ 
慈濟大學著重專業與人文之人才培育，為使學生對未來就業規劃更加明確，

各系均有計劃地讓學生從課程、見習、到實習，一步步引導學生找尋自己的興趣、

評量自己的能力，最後規劃自己的實習和未來生涯。實習課程之安排，冀能引領

學生運用平時校內課程習得之專業知識，至相關單位實地參與觀察、實務操作與

服務為學習導向，貼近職場向具有經驗之前輩請益學習，補強所學專業之經驗及

技能，以作為未來生涯規劃之參考與依據。 

實習好精彩 

慈濟大學除落實與強化學生在地實習成效外，更善用國際姐妹校及慈濟基金

會豐富的海外資源，推動海外實習(見習)方案，補助每名學生至多2萬元國際交通

費，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此外，慈大也積極與慈濟海

內外志業體簽訂人才培育計畫，提供各項獎助學金(學雜費、住宿費、膳食費及零

用金)，共同培育全球慈濟志業人才。學生畢業後可優先安排至慈濟志業體服務，

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合作好給力 

慈濟大學為東部學府，系統性的培育學生從課程、見習、到實習，運用所學

專業能力未來順利接軌於業界工作，校方更搭配外國姊妹校資源，提供學生海外

實習(見習)方案，可謂於推動職場實習體驗上不遺餘力。校方與TYS簽署合作備

忘錄，希望透過雙方的合作，能更具體的開展職涯規劃與實習活動，並針對居住

北部學生協助了解TYS資訊，讓同學在校、畢業後能有就近尋求職涯資源之處。

105年，師資培育中心及中學教師培訓班學生與TYS交流互動、了解 

TYS資源、各類職涯活動及業務發展，期望未來進入學校擔任教師的同學們， 能

像灑播種子般傳播專業知識與善用TYS職涯發展各項資源於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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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優質名校 美麗校園 
這是一所充滿「適性揚才」教育理念的學校，來到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這個美

麗校園的孩子們，在校園中就可遠眺關渡平原，從河的這端，到出海口的那端，

孩子的未來似乎就如同眼前的景色變得寬廣與炫麗。 

實習好精彩 

每年都有許多學生被安排到到日本、新加坡及澳洲實習，單單105年度就有

76位學生到海外實習，國外的廠家甚至提供學生出國機票、簽證及住宿，實習期

間的薪資都比國內的基本工資高出許多，學校也依學生在海外實習的時間換算18-

20學分，也就是說學生在海外實習不僅能賺取學費，同學也能取得畢業所需的學

分。海外實習充滿著新奇與驚訝，也期待學生加入。 

如果不想出國的學生也可以到國內知名企業實習，合作的企業包括BMW 汽

車、捷安特、士林電機、東元電機、華碩、英業達、全聯實業、國賓大飯店、昇

恆昌、遠百、誠品、鼎泰豐、大豐電視、新竹物流、義美、台灣大哥大、統一等

等都有多年的合作經驗，105年合作的企業家數已高達322家，來到城市科大的學

生畢業前都已先在職場卡位，畢業後就直接轉銜就業，開創職場嶄新的未來！ 
 

合作好給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自TYS成立至今，積極持續與TYS保持高度互動，包含參與

開幕記者會、職涯導覽及聯繫會報。校方不僅重視學生職涯發展、積極推動校外

企業實習，更結合政府職涯輔導、就業服務資源，讓教師及學生於校內培養職場

能力，畢業後可以善用政府資源友善連結，用心推動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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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及國際觀的醫事專業人才 

臺北醫學大學以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及國際觀之醫事專業人

才」為教育宗旨，發展「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的研究型大學」為標的，

秉持「人文、服務、卓越、全球化、永續」之核心價值，朝邁向具高品質的國際

一流醫學大學而努力。因此在教育上對於學生的專業醫學知識、人格特質與態度，

更為謹重嚴毅，期許為國家、社會及產業培育更具服務熱忱的健康照護人才！ 

實習好精彩 

臺北醫學大學雖為培育醫療專業人才之醫學大學，但對學生職涯發展與就業

軟實力的養成亦非常重視，為促進學用合一，除專業課程實習外，亦與各不同領

域廠商及機構合作，提供暑期實習職缺，讓學生擁有多元職場體驗，增進個人視

野也藉親身參與中提升就業軟實力。校方除了規劃「遇見實習，預見未來」實習

週活動，提供學生國內與國外暑期實習，實習內容豐富，獲得學生熱情迴響，也

因各參與廠商及相關單位協助使活動更臻完美，期許北醫學生能找到適合自己專

長與興趣之實習工作！ 

合作好給力 

臺北醫學大學注重學生專業教育養成與實務學習，並有完善的產學推動制度

與穩健的產學合作基礎，培育學生於公私立醫療院所與企業單位所需人才。臺北

醫學大學與TYS雙邊互動，協助校內不同系所同學更多的實習機會與職涯探索，

校方更透過校內管道與網頁宣導TYS活動及各類訊息。北醫學生經職場體驗實習

博覽會進入企業實習，另外，亦有同學參與TYS舉辦之菁英實習培訓計畫及職涯

探索營，學習態度主動積極，同學也回饋參與過程深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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