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實習機構名稱 提供員 負責人 是否給 實習內容 徵求條件 媒合教 前往學生

行銷*2(總經

理室)

請準備作品集和自傳與系主任約時間

面試

設計*2(視覺

開發部)

設計組實習生需自備筆電

2.           艾得彼創意設

計有限公司

1人 李憲榮 無 帄面設計相

關實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守哲

3.           參冶創意有限

公司

1人 余宥叡 無 帄面設計相

關實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守哲 40527164-郭珮汶

4.           貫虹 1人 孫偉哲 無 帄面設計相

關實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守哲 40527136-謝立維

5.           鉅奇科技 3人 林郁芳 無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需細心、可協助公司活動進行 吳守哲

6.           翔鈴設計 1人 呂駿滕 無 商品攝影相

關實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實習生需自

備筆電

林雪雰 40527203-黃渝茹

7.           沐華國際美美

容股份有限公

1人 蔣佩蓉 無 文宣 海報 季

刊設計

活潑外向，能即時應對臨時案件、需

具備帄面設計相關軟體能力

賴岳興

8.           台二藝工坊有

限公司

8人 王錦成 無 文創商品包

裝、藝術設

計相關展覽

佈置

1.設計相關科系之學生2.工作地點:橋

頭

林育靚 40527119-杜昀庭

40527124-吳淞琪

40527127-顏怡婷

40527134-張方綺

40527140-黃惠靜

40527141-朱永晴

40527167-郭怡君

40527211-蘇骏騰

40527212-林靜宜

1.           昇宏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

4人 方瑜 無 吳守哲

107-1暑期實習廠商名單

(注意：欲前往實習的同學請先諮詢媒合教師(均為本系專任教師)，請教師提供實習廠商詳細資料，再

請同學與公司連繫並至公司或學校面試。)



9.           永翰科技有限

公司

2人 洪瑞良 無 3D列印、成

形製作、翻

模等設計工

1.本系/積極求知態度之學生

2.須經過育靚老師面試後，才能取得

資格

林育靚 40527103-李潔

10.       荷軒新藝空間 1人 洪宛君 無 1.協助佈撤

展

需面試 蘇小夢 40527216-陳玉芳

40527236-張碧華
11.       銀戀上府館 4人 陳鉊涵 無 協助店內事

務

1.  俱備基礎金工技術

2.  需面試

3.  地點:台南市

蘇小夢

12.       元亨文保存復 4人 阮若雅 無 木工製作 木器產品設計有興趣 吳志南 40527149-邱佳勳

40527139-郭歐妍
13.       品良設計工作

室

2人 賴昱良 無 1.   印刷監

工實習工

作

2.   平面設

計實習工

作

1.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2.    需要具有肯學習的態度。

3.    需要準備履歷與作品書審，

通過初選後再行面試。

4.    地點:高雄市苓雅區

黃郁升

14.       亞瑪薩國際有

限公司

2人 蔡佩杏 無 1.網路行

銷推廣平

面設計

1.    須具備電腦繪圖、帄面設計

能力

2.    對於網路行銷有心學習者

3.    需準備履歷面試

4.    工作地點：高雄鳥松

黃郁升 40327108-蘇琬茹

15.       柏拉斯商業攝

影有限公司

2人 汪學毅 無 1.     擔任

攝影助理

2.     協助

工作室相

關準備工

1.  須具備基本攝影技術

2.  有心學習商業攝影者

3.  須具備肯學習的態度

黃郁升 40527209-洪華胤



16.       回綠文創有限

公司

1人 林純敏

07-

7676118

無 電腦文書、

圖文設計、

窯燒玻璃創

作表現

電腦文書、電腦繪圖PS、設計素描 蔡獻友

17.       高雄市私立田

文筆美術短期

補習班

1人以上 田文筆 無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面試 張錦郎 40427049-鄭意如

40527128-潘韻如

40527135-吳羿臻

40527161-黃姿穎
18.       奧笛多媒體廣

告有限公司

1人 陳宏名 是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面試 張錦郎 40427134-陳愷芸

40412261-林舒瑈

40412260-鄭宇琇
19.       浪速設計製造

所

1人 黃元德 無 參與產品開

發與設計/機

具操作教學/

上機製作...

需帶作品集面試 張錦郎

20.       番薯糖婚禮藝

術

2人 林聖傑 無 影像後製與

拍攝現場

已修過基礎攝影的系上學生 張錦郎 40527247-黃雅靖

21.       活石生活有限

公司42797063

4人 張亦霖 無 文創商品設

計製作

面試 張錦郎 40527106-莊謹綺

40527107-王湘閔
22.       風禾草珠寶工

作室（Wind

grass）

2-3人 高國勝 無 玉石研磨、

課程安排、

金工（蠟

張錦郎 40427146-張巧宜

40527156-王碧嘉

40427110-歐舒瑀
23.       社團法人中華

職訓教育創新

發展學會

2人 李佳蓉 無 行銷設計及

政府相關委

託案件參與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具備行銷能力，市場分析

DM製作/ 行政能力

曹耀鈞 40427247-王敏倫

40527209鄭湘靜

24.       汎博國際企業

管理有限公司

1人 李佳蓉 無 行銷文案計

畫發想

DM製作

具備行銷能力，市場分析 曹耀鈞 曹老師回覆汎博來

信今年不錄取實習

生



26.       NIAS娛樂整合 1人 郭傑瑞 無 整合行銷業 整合行銷能力 曹耀鈞 40332160 劉守仁
27.       佳潓實業社 1人 蔡孟哲 無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彥霖

28.       亞提斯多媒體

有限公司

1人 吳清順 無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彥霖

29.       源旻形象設計 1人 葉驥良 無 設計相關實

習工作

需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彥霖 40527263-張博智

31.       京宴婚紗概念

館

2人 楊惇婷 無 門市部、禮

服部、攝影

部、美編部

面試 林雪雰 40527213-莊惇安

40527252-蔡子蕾

33.       清嘉室內裝潢

工程行

1人 林豊淼 是 將手繪設計

圖進電腦繪

面試 林雪雰 40527205-汪佩宜

創意桌遊設

計學習及遊

戲引導

活潑外向，口齒表達清晰 曹耀鈞25.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人 方如菁 無

無 文宣 海報 季

刊設計

需自備筆電 林雪雰 40527226-朱信昌

需自備筆電 林雪雰 40527256-林雅萱32.       添仁花板有限

公司

1人 李慶鴻 無 行銷規劃（

總經理室）

40527242-楊建明

40527254-林瑋婕

30.       魚之達人水產

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設計部

門

面議 陳雅琳



34.       宏達跨境電子

商務有限公司

2人 陳昌宗 無 設計行銷工

作

1熟悉Illustrator和Photoshop

2面試需帶作品集

3實習生需具備有筆電，筆電內要有設

計與行銷軟體

周嘉政 40527217-蔡欣倪

40527257-洪千儀

35.       上禾廣告有限

公司

2人 張秀慧 否 看板整體造

型設計

刻苦耐勞肯學習、需自備筆電 林雪雰 40525158-許菀玲

40527245-李昆霖
36.       將尊企業行 2-3人 史立偉 否 展覽前的道

具製作跟策

展前的佈置

有熱誠、需細心 李益成 40527210-張凱富

40527249-王松柏

37.       歐普廣告設計

股份有限公司

1人 王炳南 無 設計助理 有電繪基礎 吳志南 4057102-鄭安琪

38.       德昌印刷廠股

份有限公司

1人 林健賢 無 美編排版 積極、負責、大方 吳志南 40527126-黃柔雅

39.       高雄法國台北

婚紗

2人 連副總
0931811

747

無 造型設計與

美學設計

負責任有向心力 吳志南 40527108-賴羽柔

40527154-王婷萱

40.       翡麗婚紗攝影

有信公司

3人 錢禎 無 設計與攝影

實習相關工

作

面試 吳志南 40527133-李隆恩

40527152-盧品云

40527153-賴鈺潔
41.       范特囍手工婚

紗

1人 陳彥姍 無 了解公司運

作 設計與攝

影相關實習

面試 吳志南 40527122-黃韋筑

42.       薪峰企業有限

公司

2人 林一峰 無 數位設計排

版

努力大方、勤奮、具有電繪能力 吳志南 40527105-高稚欣

40527158-鍾奇芳
43.       天使夢工廠 2人 謝宜豐

0925710

769

有 婚禮布置設

計 背板大圖

設計 精品製

須具備操作繪圖軟體能力 吳志南 40527109-胡文成

44.       香遇花藝設計

公司

2人 陳建銘 無 協助布置婚

禮會場、婚

禮展場設

需具備基本攝影技術、DM設計 吳志南 40527131-謝佳媮

40527132-郭馨文



45.       雙廾婚紗攝影

公司

吳志南 40527120-張家瑄

40527121-謝佳祥
46.       宇桾企業有限

公司

吳志南 40527137-洪慈鴻

40527172-高詠傑
47.       睿德活動整合

公司

吳志南 40527117-李沅霖

40527129-邱涵怡
48.       達新傢俱行 吳志南 40527160-黃文彥
49.       亞橙視覺有限

公司
吳志南

40527113-吳悠綺

50.       財團法人敬典

文教基金會暑

期企業

系辦

40527138-范翊玲

40527148-徐郁欣

51.       中正路婚紗攝

影有限公司
吳志南

40527169-高芳琪

40530213-黃至萱
52.       翔宇航拍 林雪雰 40527221-黃景莛
53.       尼亞斯有限公

司
曹耀鈞

40332160-劉守仁

40427241-游庭芳
54.       爆炸毛頭與油

炸朱利
張錦郎

55.       高雄市立圖書

總館多元文化
張錦郎 40427161-葉煥晨

56.       樂誠創意有限

公司
1人 林怡怜 否 展場佈置、公司社群網路資料整理、設計專案協助需具備擔任設計助理之能力 林雪雰 40527233-楊靜雯

57.       一志廣告 1人 林雪雰 40527208-王君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