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統計表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108 109.02.25~109.06.23 
(越南專班) 

福餐聯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和德

昌股份有限公司、青沐創意行銷

有限公司、相光科股份有限公

司、郁榮實業有限公司、鋐鐽企

業有限公司、黑木股份有限公

司…等 

專業實

習、進階

實習 
48 16,830 

108 109.02.01~109.07.31 
(學期實習)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神腦國

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爭鮮股份

有限公司、義美股份有限公司、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三商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酷聖石冰淇淋

股份有限公司、來來超商股份有

限公司、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分公

司、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

習、進階

實習 
61 55,730 

108 109.02.01~109.06.30 
(4.5個月)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亞銀

鈦鑄造有限公司、巧匠電動工具

行、祥群航空貨運股份有限公

司、得福有限公司、華新麗華股

份有限公司、耀鈞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鴻晟安全衛生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加殿機電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

習、就業

接軌實習 
14 10,680 

108 109.01.13~109.07.17 
(4.5個月)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

司、新展嘉企業有限公司、元捷

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樂利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方中宇

國際有限公司、超捷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夠麻吉股份有限公

司、 

就業接軌

實習 33 24,012 

108 
109.02.01~109.05.31 
(4.5個月) 
海外實習-汶萊 

Wang Sing Trading Co.、Simpor 
Pharma Sdn Bhd 

就業接軌

實習 6 4,896 

108 108.09.09~109.01.12 
(越南專班) 

福餐聯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昇恒

昌股份有限公司、和德昌股份有
專業實習 50 16,164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限公司 

108 108.08.01~109.01.31 
(學期實習)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富利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神腦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爭鮮股份有限公

司、義美股份有限公司、三商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家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互聯安睿資通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

習、進階

實習 
67 60,010 

108 108.09.01~109.01.31 
(4.5個月)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巧匠

電動工具行、祥群航空貨運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醫材國際有限公

司、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艾

德基客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文化

分公司、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 

專業實

習、 
就業接軌

實習 

14 10,920 

108 108.07.01~108.08.31 
(320小時) 

亞瑞特數位社群行銷有限公

司、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寶雅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皇宣緣國際貿

易股份有限公司、日藥本舖股份

有限公司、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人才天下有限公司、台

灣博報堂股份有限公司、惠康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全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摩

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商家

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屈臣氏個

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習

(暑)、進階

實務實習

(暑) 

81 28,591 

108 
108.07.01~108.08.31 
(320小時) 
海外實習-中國大陸 

深圳市多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孚諾信息科技服務中心(有限合

夥) 

專業實習

(暑)、進階

實務實習

(暑) 

2 720 

108 
108.07.01~108.08.31 
(320小時) 
海外實習-泰國、紐西蘭 

The Door Shed Ltd、Taiwan Food 
Kingdom Group Co.,Ltd 

專業實習

(暑)、進階

實務實習

(暑) 

7 2,880 

107 
108.01.14~108.07.31 
(4.5個月) 
海外實習-泰國、汶萊 

Wan Sing Trading Co.、Evergreen 
Laurel Hotel (Bangkok)、Klife 

就業接軌

實習 7 5,712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Technology Co., Ltd. 

107 
108.01.14~108.07.31 
(4.5個月)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義美股

份有限公司、耐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昇

恒昌股份有限公司、嘉里大榮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超捷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艾度活動整合行

銷有限公司…等 

就業接軌

實習 213 139,946 

107 
107.08.01~108.01.31 
(4.5個月)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

客、肯德基)、統一星巴克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

限公司、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漢堡

王)、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商

巧福)、盈嘉商行(7-11)、比內克

思創新產品開發有限公司、禾仲

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大予行銷顧

問有限公司…等 

就業接軌

實習 128 81,313 

107 
107.06.18~107.09.30 
(320小時) 

本草田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誼

源國際有限公司、山華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智慧雲管家股份有限公司、

凱盟實業有限公司、傳揚行銷廣

告股份有限公司、寶雅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品霈企業有

限公司、泰國凱播生活科技有限

公司、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星
巴克)、北京康捷空國際貨運代理

有限公司廈門分公司…等 

專業實習

(暑) 62 22,773 

106 
107.01.14~107.07.31 
(4.5個月) 

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藥本

舖股份有限公司、亞瑞特數位社

群行銷有限公司、晶宴生活創意

股份有限公司、凱勝國際運通有

限公司、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典

華婚訂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傳揚行銷廣告股份

有限公司、賀木堂股份有限公

就業接軌

實習 141 59,328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司、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等 

106 
106.08.01~107.01.31 
(4.5個月)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生

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信太科技

有限公司、游城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統一

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家城股份

有限公司、環球購物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等 

就業接軌

實習 68 55,062 

106 106.06.18~106.09.30 
(320小時)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三商家

購股份有限公司、主富服裝股份

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鴻菖股份有限公司、惠康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凱勝國際運通有限

公司、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亞

瑞特數位社群行銷有限公司、安

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習

(暑) 56 27,440 

105 

106.02.02~106.06.30 
(4.5個月) 
海外實習-新加坡、泰

國 

第一創新資源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樟宜機場免稅店 
就業接軌

實習 2 1,680 

105 106.01.14~106.07.31 
(4.5個月)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統一速達股

份有限公司、晶宴生活創意股份

有限公司、良實有限公司、台北

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典華婚

訂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板信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傳揚行

銷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代洋企業

有限公司…等 

就業接軌

實習 94 75,977 

105 105.09.01~106.01.31 
(4.5個月)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富利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生活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星巴克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

有限公司、三商行股份有限公

司、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大

予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元璽生醫

股份有限公司、摩曼頓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 

就業接軌

實習 45 28,441 

105 105.06.18~105.09.30 
(320小時)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三商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電通股份有限公

專業實習

(暑) 84 29,983.5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司、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傳

揚行銷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日藥

本舖股份有限公司…等 

104 105.1.15~105.7.31 
(4.5個月)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屈臣

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復

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

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泰國

際物流有限公司、台灣優衣庫有

限公司、可利航空貨運代理有限

公司、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賀木堂股份有限公司、艾度活動

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等 

業界就業

接軌實習 85 62,777 

104 104.6.19~104.9.11 
(320小時)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維京群

島商華敦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丹

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伯朗

咖啡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習

(暑) 68 26,950 

103 104.4.1~104.4.5 
第 25 屆台北國際美容化妝品展-
歐麗裘股份有限公司 

業界實習 11 440 

103 
104.2.1~104.8.31 
(4.5個月) 
海外實習-新加坡 

Bigcity Fashion Pte Ltd、BLVD 
PTE LTD( 西餐廳 ) 、 Nautical 
Concept International PTE 
LTD( 百 貨 公 司 鞋 櫃 ) 、 Berit 
International PTE LTD(韓式燒烤

店) 

業界就業

接軌實習 4 2,880 

103 104.2.1~104.8.31 
(4.5個月)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典華婚訂資

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鄉村

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禾頡物流有

限公司、億達船務有限公司、歐

麗裘股份有限公司、荷蘭商天遞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鼎新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復興航空運

輸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優達

斯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昇

恒昌股份有限公司、基創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等 

業界就業

接軌實習 61 43,920 

103 103.07.01~103.09.01 
(320小時) 

基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丹堤

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三商行

股份有限公司、異視行銷市場調

查股份有限公司…等 

專業實習

(暑) 
41 13,120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102 103.06.03~103.06.07 精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Com
putex英文

接待人員 
1 40 

102 
103.1.22~103.9.1 
(4.5個月) 
海外實習-新加坡 

Esprit Singapore Pte Ltd 業界實習 1 1,080 

102 
103.01.20~103.07.31 
(4.5個月)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博

康商行、巨稜工業有限公司、台

灣敦豪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優衣庫有限公司、君綺時尚診

所、上海鄉村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倍適得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翰林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宜

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三商行股

份有限公司、荷蘭商颯拉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私立北一文理短

期補習班、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

司、誠品股份有限公司、福祥軒

商行、傑報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

司、奧爾司工作室、頂茗飲料

店、天母洋蔥股份有限公司、基

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提拉米蘇

精緻蛋糕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紀

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禧朋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星聚點股份有

限公司、家興人力資源顧問有限

公司、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業界實習 49 38,926 

102 102.07.07~102.09.30 
(320小時) 

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三

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家購事業

部、(全家)淡碇企業社、復興航

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義鄉食

坊、(全家)明郁有限公司、台灣

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

公司、(全家)皇益有限公司、主

富服裝股份有限公司、富薡飲食

店、倍適得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鞋全家

福、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夏慕

尼板橋民生分公司、台灣優衣庫

有限公司、荷蘭商飒拉股份有限

業界實習 54 21,620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公司台灣分公司、伊凡斯國際事

業有限公司、頂茗飲料店、杏一

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提拉米

蘇精緻蛋糕有限公司、得利旺商

行、星聚點股份有限公司、御香

堂香行 

101 102.01.21~102.07.31 
(4.5 個月)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上聯國際

展覽有限公司、永泰商行、雲雀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神腦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寶島光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黑快馬股份有限

公司 

業界實習 17 10,832 

101 101.7.1~101.9.15 
(320 小時) 

宜誠資訊、必勝客、佐丹奴、三

商行(美廉社)、高韻實業 業界實習 8  4,280 

100 101.01.09~101.06.30 
(4.5 個月) 

萬泰物流、寶島光學、昇恒昌、

優勢客服、宜誠資訊、怡客咖

啡、台北金融大樓、宜家家居、

象藝創意 

業界實習 30 23,519 

100 100.06.27~100.9.15 
(320 小時) 

台北金融大樓、寶島光學科技、

宜誠資訊、台灣吉野家、中華民

國物流協會、特力和樂、台灣麥

當勞、三商行、台灣家樂褔、達

仲科技、東森數位科技…..等 21
家廠商 

業界實習 25 7,680 

99 100.05.31~ 100.06.04 2011 台北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16 640 

99 100.01.17~100.05.27 
(4.5 個月)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
名學生) 
光駿股份有限公司(1 名學生) 
誠泰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

司(2 名學生) 
慶業達股份有限公司(1 名學生) 

業界實習 5 3,040 

99 99.10.20~10.22 
泓順展會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國際電路板展、國際醫療

展 (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展覽服務 2 48 

99 99.10.13~10.15 
泓順展會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紡織展 展覽服務 9 216 

99 99.10.15~99.12.31 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生態導覽 1 256 

99 99.10.11~99.10.14 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 展覽服務 8 24 

99 99.09.01~100.01.31 
誠泰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

司 
文 件 製

作、客服 1 432 

99 99.07.01~99.08.31 
(320 小時暑假實習)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 名學生)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名學

生) 
誠泰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

文 件 製

作、客服 24 9,600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司(1 名學生) 
慶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1 名學

生)30*8*5*8 

98 99.6.1~99.6.5 

1. 黑金鋼(KINGBOX)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0 台北國際電

腦展)  
2. 泓順展會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台北國際電腦展) 
3.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10 台北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32 240 

98 98.9.27~98.9.30 2009 亞太消化醫學週會議 會議服務 3 72 

98 98.9.16~98.10.15 
台北縣政府環保局 
(台北縣 2009 低碳博覽會) 展覽服務 3 720 

97 98.7.15~98.8.28 
連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學生赴大陸台商實習) 

赴大陸台

商實習 2 688 

97 98.6.2~98.6.6 
黑金鋼(KINGBOX)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09 台北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12 270 

96 97.7.14-97.8.29 康軒文教物流中心 物流服務 17 5,440 

96 97.6.18-97.6.21 
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台北國際食品展) 展覽服務 5 160 

96 97.6.3-97.6.7 
黑金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台北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6 200 

96 97.1.21-97.2.21 康軒文教物流中心 物流服務 17 4,320 

96 96.10.3-96.10.5 
威力顧問公司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十年成果展

現系列國際研討會) 
會議服務 3 72 

96 96.8.14-96.8.15 
經濟部航太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2007 台北國際航太科技暨國防

工業展) 
會展服務 6 40 

96 96.8.1-96.8.2 

CSCMP 台灣圓桌會、台北市電

腦公會 
（2007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國際

高峰會議） 

會議服務 4 80 

95 96.7.1-96.8.20 宇柏資訊公司 資料處理 1 112 

95 96.7.24-96.7.29 
展盟展覽公司 
（2007 台北國際能源環保與水

科技展） 
展覽服務 6 280 

95 96.6.9-96.6.10 
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 
（2007 新竹科學城觀光旅遊展） 展覽服務 7 140 

95 96.6.5-96.6.8 
賀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2 80 

95 96.6.5-96.6.8 
黑金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國際電腦展） 展覽服務 2 80 



學年度 時間 企業名稱 實習內容 人數 小時數 

94 95.3-95.8 決策調查公司 電話訪問 20 200 

94 95.7.5-95.8.4 
美亞捷運股份公司 
(空運承攬業) 

文件製

作、客服 2 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