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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職缺簡介 

 

檸檬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核心能力來自團隊在數位廣告上的經驗與專業。因此把數位廣告

的ADX廣告交換的概念實現於網紅平台，另外也與代理商廣告公司合

作白牌的DSP廣告系統，以及網紅經紀公司合作SSP的MCN經紀人系

統。已經成功串起整個網紅廣告生態，平台上線台灣與日本兩個國

家。2019年獲得TIEC前進矽谷計畫，以及美國SOSV矽谷加速器投

資。官網：www.matchnow.co 
 

 

台時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於2005起與Magazines International 香港 & 泰國成為關係企業。是很

多國內外著名中英文出版品訂閱總代理，其中有大家所熟知的《TIME

》美國時代雜誌 (紙本&數位版)，近期獲得《讀者文摘》台灣區訂閱總

代理，還包含國內外期刊訂閱服務。同時也擁有很多世界知名童書&數

位雜誌授權發行，至今於亞洲地區服務的讀者高達600,000。延伸對訂

戶服務理念，於2017完成台時購物網站建置，目標是推薦更多優質商

品回饋訂戶的支持。官網：https://www.mimart.com.tw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助理

x1 

1. 與網紅溝通聯繫 

2. 執行網紅專案 

3. 文案與文章撰寫 

商管科系大三大四 每周20小時 基本時薪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網路內容

行銷助理

x1 

網站SEO文案撰寫

一天產出約產出2篇 

科系年級不限，有網站SEO文

案撰寫經驗佳，英文全民英檢

中高級或多益600分以上 

2021/01-06 

每周16小時 
基本時薪 

http://www.matchnow.co/
https://www.mimart.com.tw/


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第一家智慧型機器人品牌研發設計

製造公司，由具備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研發能量十多年經驗的團隊

組成， 成功創立BeRobot品牌獲得金氏世界紀錄、經濟部新創

事業獎、經濟部產業創新成果表揚獎、金點設計獎、國家品質保

證金像獎，為台灣設計與台灣製造博得無數掌聲。辦以來始終秉

持客戶至上、穩健踏實、擁抱世界、愛護地球、培育人才、共創

未來，持續研發最前端科技與最創新產品技術，以滿足各種需

求。官網：www.BeRobot.com 
 

 
豐拾貨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於2014，主要業務為台灣總代理Bread&Boxers，並且販售

相關時尚選物，產品選物的理念—時尚、環保、設計。Funselect 希

望能為消費者的消費旅程多規劃一些，不僅只有購買，是將生活品

味都放選物初衷內。曾經代理過的品牌有 memobottle、RGB、

Apto 等。Funselect 高質感的選貨品味深受國內精品通路肯定，也

持續關注世界一流並且新奇的物件，將最好的呈現在消費者眼前。

透過長期選物的經驗，讓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體驗到驚喜、和打造

獨特具專屬品味專屬物件給消費者。官網：www.funselect.com.tw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助理

實習生x3 

1. 行銷推廣公司產品 

2. 舉辦線上活動 

3. 招募客戶 

大三大四研究所、不限科系 

加分：擁有任何外語讀寫能

力 

公司面議任職期間 

每周16小時 

基本時薪或

抽成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助理

實習生

x1-2 

1. 社群經營 

2. 部落格撰寫 

3. CRM規劃 

擁有商管、廣告、新聞 

相關背景系所，大四生 

英文全民英檢中高級 

或多益600分以上 

2021/01-06 

每周至少16小時 
時薪$160 

http://www.berobot.com/
http://www.funselect.com.tw/


博楨策展製作有限公司 
 

 

國際藝術及娛樂類售票型展覽策展製作、公司與產品行銷營業顧

問、企劃活動與執行、公關與品牌策劃與執行。地點為：台北市

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佶達有限公司 
佶達成立八年來，一直致力於經營電子商務及各大電商平台通路

，六年前開始投入品牌電商經營，目前旗下電商品牌有Olivia無

鋼圈內衣、VF現貨倉庫、佶之屋、木森雅居…等。近年也開始

跨足經營新媒體行銷操作，如KOL社群行銷、群眾募資、團購通

路…等。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企劃行銷 

x2 

1. 社群媒體的經營 

2. 品牌形象的塑造 

3. 行銷活動的設計與執行 

4. 線上銷售規劃 

無限定，希望以對烘焙

食物的行銷經營有興趣

者優先 

語言能力：精通英文、

中文、台語 

2021/01-06 

每周16小時 
基本時薪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1. 網站行

銷企劃業

務x2 

2. 社群行

銷企劃x1 

1. 協助各網站平台商品上下架作

業、庫存調整 

2. 各平台系統操作與維護 

3. 協助業務活動發想推廣及鋪設 

4. 具商品文案撰寫能力 

5. 具備社群經營技巧、社群相關

規劃 

科系年級不限 

語言能力：精通英

文、中文 

公司面議任職期間 

每周24小時 
基本時薪 



興濠企業有限公司 
「WIWI溫感衣」堅持全程100%採用MIT優質工法。在布料方面，選

用國內首屈一指纖維大廠的機能原紗，並配合代工國際機能服的織布

及染整技術，生產出一捆捆的成品布。在成衣製作方面，從設計、打

版、裁剪、車縫、修剪線頭、整燙到包裝，皆經由老師傅們的匠心巧

手，以百貨專櫃級的細緻做工，用心做出一件件最「台」的溫感衣。 

官網：www.wiwi.com.tw 
 

 
以熙國際品牌顧問公司 

以熙國際的企業使命是協助中小企業主以及創業家建立品牌定位與策

略。深信品牌的形象豎立與國際化商務思維才是解決企業經營問題的

根本。提供客製化的品牌顧問策略諮商以及優化營銷通路的企業內訓

與商務概念學，同時精進客戶的商用英文能力來全面提升職場競爭力

，幫助企業與創業家走往正確的道路，成為兼具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

的商管人才。官網：https://www.easeeglobe.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2 

客服行政

實習生x2 

1.行銷文案 

2.客服行政 

3.包裝出貨 

科系年級不限 
2021/01-12 

每周20-30小時 

月薪：

$24,000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多媒體行

銷實習生

x1 

1. 影片剪輯 

2. 社群營運 

3. 線下活動企劃 

科系年級不限 

語言能力：精通英文、中文 

2021/01-06 

每周24小時 
基本時薪 

http://www.wiwi.com.tw/
https://www.easeeglobe.com/


 

i3fresh 愛上新鮮 

 

2013年開站，透過網路社群行銷 60天突破一千萬營業額，2019年

愛上新鮮年營收達7億元，會員人數突破100萬人，希望能透過愛上

新鮮帶起「淨食文化」，進而改變產業鏈，為台灣食安盡一份心

力。官網：https://i3fresh.tw/ 
 

 

 
原味時代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Winnie與Miranda攜手創辦了「原味時代」。秉持著「做

給自己家人吃的」的心態來準備每一份餐點，在食材上我們選擇台

灣在地食材，天然烹煮，少油少鹽，並且與專業營養師計算人體所

需要的均衡營養去調配出健康調控餐，為的就是要讓每個人能夠以

最安心、簡單、快速的方法享用到健康的餐點。 

官網：https://www.yuanflavor.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3 

1. 社群行銷管理 

2.行銷素材製作 

3. 報表數字整理分析 

4. 網路基礎克服 

科系年級不限 
2021/01-06 

每周24小時 
基本時薪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1 

1.行銷企劃  

2.影音內容規劃與

剪輯 

傳播相關科系，年級不限 
2021/01-06 

每周16小時 
基本時薪 

https://i3fresh.tw/
https://www.yuanflavor.com/


 

自然呼吸法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族群(8-90歲)只要有痠痛、身體恢復能力下降都能來不痛痛。我們

融合各種中西手法放鬆肌肉/筋膜，能使運動、工作、活動更輕鬆，身

體良好恢復。所有技術都是透過親身經歷的學習，找到真實有效能啟

動每個人身體自癒能力的方法，最終讓身體恢復平衡。官網：

https://www.fasciapro.work/ 
 

 

 
台灣真美公關行銷公司 

以「分享台灣在地文化」為主的公司，我們希望透過影片拍攝的

方式，讓更多的人可以透過鏡頭、角度看到台灣不一樣的美，也

讓更多人知道台灣真美，真美台灣。目前提供露營車租賃服務，

有別於傳統定點式露營，打造說走就走、說玩就玩、隨心所欲的

新露營模式。以及與相關企業台灣守護文創，一起參與宗教盛事 

- 台北北門南鯤鯓代天府，鯤鯓王平安鹽祭。將台灣的宗教之美

，一同透過鏡頭、網路，發揚光大。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2 

1. 行銷推廣 

2. 廣告投放 

3. 活動推廣 

4. CRM建立 

科系年級不限 

接受部分在家工作 

2021/01-06 

每周28小時以上 
基本時薪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3 

1. 社群經營  

2. 行銷企劃 

3. 露營車旅遊 

4. 宗教文化 

5. 影像拍攝、剪輯 

科系年級不限 
2021 寒假 

每周20小時 
基本時薪 

https://www.fasciapro.work/


吉尼寶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一個專為寶寶設計的品牌-「酷咕鴨 KU.KU Duckbill」誕生，

幕後推手是吉尼寶貝總經理 李冠麟領導開發團隊，從此將吉尼寶貝帶

入新的里程碑。酷咕鴨的設計理念，著重在產品品質與設計感，並以

寶寶的健康為優先，採用天然安全的材料，開發出許多深得媽媽喜愛

的產品，在全台灣各大連鎖通路平台架設酷咕鴨專區，並成功打入東

南亞、歐美等外銷市場，成為國際知名品牌。官網：

www.kukuduckbill.com 
 

 

高任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6年的傳產公司，業務為政府水電標案，有自己的室內設計補習

班、系統櫥櫃工廠，在二代的接手下，希望能數位轉型和創立一

個水電師傅與地方創生的教育和媒合平台，朝著SDGs目標努

力。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

生x1 
電商產品企劃 廣告設計科系相關，年級不限 

2021/01-06 

公司面議上班期間 
基本時薪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1. 人資助理實習生  

2. 行銷實習生 

3. 貿易助理實習生 

4. 標案企劃助理實

習生 

對應相關類別所需

相關內容 

科系年級不限 

對工程室內裝修設

計或地方創生 

有興趣者 

2021/01-06 

每周16小時以上 

時薪

$170-200 

依照能力 

http://www.kukuduckbill.com/


奇跡數位內容有限公司 

我們是於2018年公司轉型電商業務，主要是居家衣襪類與運動

衣物相關類別的商品。Miracle Collection 於2020年在日本和台

灣建立，以販售自行車相關的優質產品的網站。Collection日本

台灣公司的創辦人，在台灣和日本之間已經從事數年的公路車

騎行活動。因此，為了聯繫日本和台灣的自行車文化。官網：

https://tw.miracle-collection.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網站商品美

編實習生x1 

服裝設計實

習生x1 

1. 商品圖片美編，網站視覺構思 

2. 商品上架助理，商品(運動衣類) 

3. 圖案設計構思 

大四 

視覺設計或電商設

計相關科系或服裝

相關科系 

語言能力：英文、

日文 

(提供證明) 

 

2021/寒假 

 一週2-3天

(13:00~18:00) 

基本時薪 

https://tw.miracle-collection.com/


源天然股份有限公司 

源天然以「本源於天然」的理念落實在農業四生，立足於台東池上的

縱谷間，以推廣聯合國里山倡議為核心，以生態服務型企業為基礎，

發展部落社區共同生產的互助模式從，最偏遠的池上振興部落出發前

往比利時勇得二星獎項，讓天生天養的好米-黑纖米TM，得以在國際

發光。這不僅僅是源天然的榮耀，也是整個振興部落的驕傲。越在地

，躍國際。官網：www.orice.cc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企劃

實習生

x1-2 

1.負責行銷企劃案的撰

寫、規劃，籌備、執行

公司對外的行銷活動與

媒體活動（如：展覽、

促銷活動），並對其效

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2.進行產業競爭分析及

市場調查分析。 

3.建立、分析現有顧客

與潛在顧客資料，並發

展客戶維繫方案。 

4.建立、推廣、經營與管

理現有品牌、產品以及

公司整體的形象，並負

責相關文宣資料的規劃

與製作。 

5. 會員管理與經營，電

子報內容規劃及發送。  

6. 跨領域溝通協調、協

助創意發想。 

7. 異業合作開發（網路

媒體、KOL/網紅合

作）。 

 

科系年級不

限 

想在台東 

發展者佳 

2021/寒假 

每周20小時

以上 

時薪$180 

 

http://www.orice.cc/


 

吾思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吾思傳媒是從台灣出發，亞洲首創以性別與女性意識為核心的倡議型

媒體社群，每週接觸超過百萬用戶，橫跨 226 個國家，連結超過 

15,000 個城市。秉持實驗創新的精神，注重公司與個人的共同成長，

同時透過媒體社群服務矩陣，致力為使用者建立需要場景，創造新的

產業機會。官網：https://womany.net/ 
 
 

 
  

崗位

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電子

商務

實習

生x1 

1. 進行產業競爭和市場調查分析 

2. 協助產品開發規劃與執行 

3. 協助產品銷售策略規劃與執行 

4. 協助產品報表數據整理與覆盤 

大四以上 

社群溝通、產品創意、

數字思維、高度細心、

能從複雜事物中理出邏

輯、以人為本 

加分條件： 

有設計/產品打造相關背

景，或是客服/物流經/第

二語言 

2021/01-06 

每周24小時以上 

月薪$ 24,000 以上 

依工作時間按比例

計算 

https://womany.net/


PettoFund 群眾實現美好毛孩生活 

 

我們是PettoFund - 致力於透過群眾力量，實現更多毛孩家庭美好生

活。專注在「寵物新創產品研發＆群眾募資」與「公益群眾運動＆集

資」兩大版圖。台灣募資已結束，即將在美國Kickstarter募資，希望成

為寵物產業台灣之光。官網：www.pettofund.com.tw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國際社群

行銷實習

生 x1 

代表PettoFund , 與獸醫師/訓練師/營養師/合

作夥伴，進行活動策劃與執行，每一個月，

將定期舉辦【獸醫相談室】系列&寵物訓練

課程，身為毛大使，將負責「尋找合適講師/

場地/活動流程/招生」。 負責「美國募資專

案-Kickstarter」社群企劃與執行，將手把手

建立PettoFund於國際站的官網建置、內容創

作、專案執行、媒體網紅... 美國募資專案

Kickstarter 預計將於1/30~5/30完成。 

 

於2個品牌社團「Petaum Taiwan 會員體驗

專區」&「PettoFund 讓毛孩愛上喝水，喝到

乾淨健康好水開發計畫」中擔當「社群大

使」，將透過月企劃，產出有趣而引人注目

的社群規劃與活動，塑造良好社群氣氛並塑

造毛友用戶投入熱情於社群互動。 經營IG - 

@petaum.tw & @pettofund，為兩個IG帳號

建立周更新與品牌月企劃聯動，將與社群正

職同事與設計師同事遠端共做，實現社群月

目標＆季度目標增長。 

大二以上 

有實習 

工作經驗 

 

語言能力： 

精通英文聽

說讀寫/美國

就讀亦可 

2021/01-06 

每週 10、 

20、30、40 

小時 

遠端工作 

$165-180 

http://www.pettofund.com.tw/


 
 

雲彩軒有限公司 

起源於家的雲彩軒，希望和大家分享台灣，讓顧客有家的感覺提供

「文化感與設計感兼具的商品｣，生活用品、文具用品、食品等，以平

實的價格、多樣化的選擇、貼心的服務，創造生活中的回憶。屬於台

灣的生活雜貨品牌透過融入文化，以台灣在地的素材和技術，與現代

生活結合並創新，製作出實用具有質感的日常生活用品。官網：

https://www.cloudhues.com.tw/ 
 

親子天下 

身為天下雜誌集團下一員的親子天下起源於雜誌媒體和書籍出版，經過

多年發展以及在數位上的投入，目前是華人圈影響力最大的教育教養品

牌，也是最值得信賴的親子社群平台。從線上（online）到實體（offline

），分齡分眾供應親子家庭最體貼合身的優質內容、活動、產品與服

務。而親子天下Shopping奠基於親子天下的品牌與社群動員力，在網站

上銷售嚴選童書、教育書、玩教具、課程活動等，是台灣著名的教育類

垂直電商之首。官網：shopping.parenting.com.tw 

 

崗位

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

實習

生x1 

1. 行銷企劃案規劃及執行 

2. 社群網絡(FB、部落格)經營效益評估 

3. 線上、線下活動規劃及執行 

4. 電商平台的經營及操作(商品上/下架及

後台操作)  

5.活動文案、Banner製作 

6.異業合作&廣告交換  

 

1. 具電商相關經驗者優

先  

2. 態度積極、想法新

穎、具創新能力 

語言能力： 

日文(提供證明) 

 

2021/01-06 

每周20小時 

以上 

月薪$ 25,200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社群行銷、

影音企劃製

作、電商設

計美編實習

生x1 

1.社群行銷專案  

2.影音（直播 PODCAST等）企

劃製作 

3.電商網頁與行銷素材設計製作 

科系年級不限 

對網路行銷有熱情和

相關專業能力 

2021/01-06 

每周8小時 

基本時薪 

或按 

專案計酬 

https://www.cloudhues.com.tw/
http://shopping.parenting.com.tw/


BiiLab 

BiiLabs is dedicated in developing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ra, including 

smart mobility and energy management, and more. Its core 

technologies assis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to solve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trust, security, growth and 

efficiency for our clients. BiiLabs aims to be a leading technology 

provider in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world. Website：biilabs.io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1. 財務實行生x1 

2. 精熟區塊鏈技術實

習生x1  

3. 對產業研究有興趣

實習生x1 

行銷實習生： 
1. 撰寫 Business Plan 中

的行銷策略 2. 協助行銷部

門推廣、或行銷 

技術實習生 ： 
1.  撰寫 Business Plan 中

的技術分析  

2. 與 RD 團隊協作形塑產

品 

產業分析實習生： 
1. 協助 Business Plan 產

業分析撰寫 

2. 負責 Ground Research  

經驗或科系需與實習

內容高度相關 

歡迎非台灣人申請 

語言能力： 

英文流利書寫 

（因需要寫英文 BP）

以及商務溝通 

 

即日起至2021/03 

一週至少 18 Hr 

需則至少一天來

台北辦公室 

10天適用

期只給基

本補貼，

過試用期

後會有實

習津貼 

http://biilabs.io/


老虎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FIT的主要產品是運動及美容場館的SaaS工具平台，我們提供

線上預約、支付、POS、CRM、數據分析、數位行銷功能，是場

館及工作室的All-in-one ，IT解決方案。 我們的業務範圍已經遍

佈台灣各地數百個店家，多數來自於新開的運動健身館、工作室

，店家規模小至個人工作室，大到連鎖品牌、國民運動中心等，

我們目標是成為健身及美容產業內SaaS工具的第一品牌。 

官網：17fit.com 
 

 
尚諺群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事務所創辦團隊希望可以縮小專業服務業與實際服務需求者之間溝通

的距離，致力於以非會計人也能理解的方式與客戶溝通，幫助創業者

更能掌握公司之會計及稅務狀況，並以一個對外橋樑及新創團隊保護

者的角色，成為新創事業的最佳夥伴。官網：http://syancpa.com/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行銷實習生

x1 

數位行銷企劃提案及執行： 包

含但不限於內容行銷(主要工作

內容)、影片製作(次要工作內

容)、活動支援 

科系年級不限 

必須靈活思考、快速

學習能力 

且具有清楚的中文語

言及文字表達能力 

隨時 

每周24小時以上 
基本薪資 

崗位類別 崗位職責 任職要求 實習時間 實習津貼 

帳務實習

生x1 

1. 協助帳務處理 

2. 協助主管交辦事

項 

大四會計系或財稅系 

(未拿到其他事務所offer者) 

英文全民英檢中高級 

或多益500分以上 

2021/01-06 

周一到五 

月薪： 

$26,000 

http://17fit.com/
http://syancpa.com/


附錄、主辦單位介紹 

TeSA 台灣電子商務暨創業聯誼會 

於 2014 年 9 月成立，為臺灣電商教育領導品牌，專門開設數位行銷領域的課程，包括 FB 系

列、Google 系列、LINE 系列等等，希望透過有效、有趣、實戰的系列課程，為臺灣電子商務

界盡一份心力，培養電商領域專業人才。TeSA 更以【電商大學】系列課程享譽臺灣電商教育

界，【電商大學】為以實作、實戰為特色的系列課程，在課程中提供預算讓學員實際投放廣

告。過去 13 屆共有超過 700 位學員畢業，為電商業界培育了無數專業人才。為了創造更深度

的資源鏈結，TeSA 電商經營部落格集結電商經營所需的重要知識與電子商務趨勢。此外，

TeSA 也擁有臺灣最大的電商社群，FB 社團「 TeSA台灣電子商務暨創業聯誼會 」，共擁有

超過 6 萬位會員。 

Skyline 國際機會平台 

Skyline是台灣國際人才的加速器，自2017年成立以來，致力於透過海外機會的匯流和國際移

動經驗的分享，持續協助台灣青年與國際建立連結。目前，Skyline已在官網上架囊括超過八

十個國家、來自五百多家機構單位，所推動辦理的1500+各類海外機會資訊。同步，亦曾以

「逐浪世代」、「逐浪迴歸」為題，舉辦超過二十場線下講座活動，邀請在海外工作的各路好

手，來分享在國際移動的真實經驗和心法，讓台灣青年在遇到機會時能有意識的把握資源、創

造可能！  

此外，為了協助青年在啟程前往海外發展前，能有更多的產業及職涯經驗。Skyline在2019年

末，啟動了副品牌：地平線。作為「天際線」的Skyline，主打串流各類國際機會資訊，比較

偏向 從「空中」提供資訊給青年；而地平線Horizon則是從「地面」結合線上資訊，打造台灣

青年行動社群，致力於協助台灣青年在地發展，串聯台灣本地的資源，透過講座、小聚、課

程、培訓計畫的形式，強化台灣青年的發展。包含有的類型為《行動者小聚》、《新創者

們》、《未來職業世代》等策劃。 

2020，是充滿變化與挑戰的年度，為了賦能更多的夥伴，Skyline發起了「飛行導師」計畫，

邀請海外工作者擔任導師，用更聚焦的方式提供青年一個解疑與釐清的管道，讓新世代的台灣

青年，在瞭解自己的問題所在後，進而更清楚知道自己在全球移動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關鍵能

力，去面對各種未來及可能。 



同時，為協助企業培育海外佈局的專業人才，Skyline也開始與不同的機構合作，在台灣推動

各類人才育成計畫。包括：2020的上半年，Skyline與來自日本、著力打造國際紡織產業生態

圈的Ruleless Studio攜手合作，以「從地方傳統產業到全球化的思維轉變」為題，共同發起「

Vega TalentProgram─2020 國際紡織人育成計畫」，邀請有意願投入深耕產業的青年共同加

入。 

Skyline相信跟世界交會的方式有很多，透過各種形式的國際參與，成為跨國人才不是遙不可

及的夢想。我們期望建立一個具有互助精神的國際人才社群，提升台灣人才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和競爭力。我們將會持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