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實習地址 主要銷售市場 產品與服務項目 產業類型 

薩加瑪奇克事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台灣 文藝服務業 文藝服務業 

太雅裝璜工程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 147 巷 5 號

5 樓之 13 
台灣 裝璜及相關工程 裝璜業 

駿日太陽能企業社 雲林縣斗六市久安路 267 號 台灣 太陽能 能源技術服務業 

益禎通信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馬偕紀念醫院) 
台灣 

通訊傳播設備（電話、手機除外）批

發、市區電力及電信線路工程 
電信工程業 

協仲精機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樹潭街 14-1 號 台灣  CNC 銑床.傳統銑床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濁水溪藝術舞蹈團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76 號 全球 樂團、舞團 
音樂與表演藝術

產業 

台漆線漆藝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22 巷 25

之 1 號 3 樓 
台灣 建築整體塗裝 特殊塗料施作 



元精精密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和港路 778 號 台灣 研磨加工 
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業 

樂勤體能創意工作室 雲林縣斗六市北平路 168 號 台灣 訓練及教育輔助服務 運動產業 

瀧德銀旅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430 號 台灣 民宿 服務業 

順太立能源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二路 303 巷 3

號 1 樓 
台灣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水電工程 

敏銳自動化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94 巷 71 弄

155 號 
台灣 

專用機.裝配機與各式自動化機械設計製

造,緊固件組合機,螺帽光學篩選機....等 
自動控制相關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

分署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 號 台灣 就業服務 服務業 

綠房子精品店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 78 號 台灣 流行服飾 服務業 

立可達電器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友忠路 780 號 台灣 各大品牌的空調設備及家電販售 
家庭電器/設備用

品零售 



快活慢行 Hi iHUB 
台南市南區新昌里樹林街二段 420

號 
台灣 其他住宿服務業 其他住宿服務業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

存研究中心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1 號 台灣 

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維護技術研究、文

化資產保存修復技術之基礎及應用研

究、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諮詢及支援、

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技術之國際合作交

流、文化資產保存修復人才之育成事

項、其他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研究事

項 

文化資產保存研

究 

Trimitra 

JI.Raaya Rangkas Cilande Km. 4 

Kawasan Industri Buditcxindo 

Desa Tunti, Kec. Jawilan, Serang 

42177, Indonesia 

印尼 CNC 及相關自動化操作 製造業 

林煥盛修復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46 巷 3 號 台灣 文化資產維護 文化資產維護 



騏璣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台灣 

APP 服務、網站服務、網路行銷、平面

媒體、系統建置、網購平台、合作專

案、MyLife 我的生活平台、Linker 商

店街聯盟  

網際網路相關業 

原梧文化創意工作室 嘉義市西區貴州街 35 號 台灣 家居設計與製造 家居設計與製造 

點將燈光音響工作室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661 號 台灣 舞台效果燈光規劃設計與音響工程 舞台效果 

匯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二段 33 號 台灣 車輛之銷售、維修 汽車零售業 

雲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路 157 巷 76 弄 台灣 雲端服務 製造業 

茂佳隆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豐興路 68 號 台灣 紙品加工 紙袋製造 

閎森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成功東路 285

號 1 樓 
台灣 其他廣告服務、印刷 一般廣告服務業 

敬園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棒球 8 街 17 號 台灣 國內外展覽及藝術品展售 藝文相關業 

雲林縣體育會健力委員會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600 號  台灣 學校體育及社會體育 運動產業 



萬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遼里鳳林三路 30

號 
台灣 

自動化流程整廠設備(結構、桶槽、氣

輸、集塵、計量、包裝、輸送)設計與製

造 

機械製造業 

叁影創意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台灣 遊戲及電影模型，VR 等 3DCG 製作 電影發行／製片 

雲禾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智慧

農業園區研究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三段 123 號產學研大樓 5 樓 503

室 

台灣 農業服務 農業服務業 

台瑋企業社 雲林縣斗南鎮苓德路 20 號 台灣 工業機械 、工具機 、切削工具機 
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 

善水堂 雲林縣斗六市龍潭北路 6 號 台灣 食品與飲料 食品與飲料公司 

籟音多媒體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 3 段 215

號地下室 
台灣 

有聲出版業 、一般廣告服務業 、藝文

服務業 、音樂展演空間業 、租賃

業 、攝影業 

有聲出版業 、一

般廣告服務業 、

藝文服務業 、音



樂展演空間業 、

租賃業 、攝影業 

UE"S Makeup Studio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三段 1363 號 台灣 美妝服務 
美妝、美髮專業

工作室  

茗超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新厝路 148 巷 63 號  台灣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 
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 

逃亡計畫藝術工作室 
臺中市中區綠川西街 115 號 5 之

10 
台灣 

藝文服務業 演藝活動業 音樂展演空間

業  

藝文服務業 演藝

活動業 音樂展演

空間業  

山達機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溝心路 51 之 6 號 台灣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 
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 

艾蒂兒美容工作室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755 號 6 樓

之 2 
台灣 美容╱美體業 美容╱美體業  



愷菈應用材料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 號 5

樓 
台灣 銀黏土生產、應用、銷售 

文創／藝術服

務、首飾／貴金

屬批發、百貨相

關  

狐狸車業 きつね技研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 219 巷 46

號 
台灣 機車保養、買賣、維修 

機車修車行機車

維修行 

正河源機械配件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路 231 巷 15 號  台灣及部份外銷 機械配件相關買賣及製造 
 金屬加工用機械

製造修配業 

台灣東利多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42

號 902 室 
台灣 日式連鎖餐飲業  日式連鎖餐飲業  

亞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 864 巷 30 號  台灣及部份外銷 系統櫥櫃專業製造 

櫥櫃和工作檯商

店 · 家具 · 設計

與時尚  



台灣家具產業協會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315 巷

50 號  
台灣 

研究教育、典藏展覽、文化推廣及設計

創新 
非營利組織 

永新資訊社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 174 號 台灣 電腦相關軟件與硬件處理 資訊相關 

晉笙營造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南興街 14 號 台灣 營造-土木工程  其他營造業 

哲毅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82 號 3 樓  台灣 休閒服務 休閒服務  

展茂水電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里國民路 291

號 1 樓 
台灣 

大樓、住宅、學校的水電、消防、發電

機的維修安裝與安檢 
空調/水機電工程 

中鋼焊材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 99 號  台灣及部份外銷 

各型 MAG 銲機、脈波式 MIG 銲機、鋁

合金銲接用 MIG 銲機  電離子銲機、

切割機、銲接自走台車  美、日各式先

進電熔渣銲銲接設備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振添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延平路 58 之

2 號 
台灣及東南亞 房屋居家 、建材 、水泥製品 

水泥及水泥製品

批發  

風尚人文咖啡館-斗六店 雲林縣斗南鎮民生南路 192 號 台灣 餐飲 餐飲業 



捷和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安區福住里南北七路 88

巷 1 號  
台灣 板材加工 板材加工 

尚昱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666-5 號  台灣 汽車維修保養  汽車維修保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 號  台灣 服務業 

區域職業訓練、

技能檢定、就業

服務與跨國勞動

力之綜合規劃、

推廣及執行。 

新酉藝品設計  
嘉義縣水上鄉三和村新和庄 13-25

號  
台灣、大陸 百貨購物 、藝品 、藝品 藝品 

小和農村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平和一街 119

號  
台灣 餐廳、民宿 服務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

屬機械管機電整合班 
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 號  台灣 就業促進研習 服務業 



祥柏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公館路 117 號 2 樓 台灣 不動產投資開發、興建及租售 不動產投資開發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

分署 

桃園市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

路 851 號  
台灣 就業服務 服務業 

無印良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 3F 日本、大陸、台灣 生活居家品、衣料 服務業 

NET 主富服裝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297 號  台灣 服飾、家居、配件 服務業 

桂林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 103 號  台灣 社區總體營造、地方創生事業 非營利組織 

私立多思英語短期補習班  雲林縣斗六市五權街 78 號  
國小三年級生至高中

三年級生 
英語教學 教育類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59 全國及部分海外 

家族頻道：《三立台灣台》、《三立都

會台》、《三立新聞台》、《三立財經

台》、《三立國際台》、《MTV》 

電視業 

迎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285 號

25F 
大中華地區 

OpenStack、Kubernetes、 Ceph 及

SDS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SDN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電腦軟體服務業 



SDDC (Software- Defined 

Datacenter) 等相關技術與系統環境整

合 

矩匠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530 號 全球 高速主軸、加工中心主軸 
金屬加工用機械

製造修配業 

關東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2 號 6

樓 雲林縣都六是科加路 27 號 
全球 

1.高純度蝕刻製程化學品 2.高純度微影

製程化學品 3.試藥(一般、特殊用途、

生化學用) 

化學原料製造業 

敬園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棒球 8 街 17 號 台灣 國內外展覽及藝術品展售 藝文相關業 

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 
全球 

精密 vise 夾具、檢測量規、花崗石機台

結構件 

其它金屬相關製

造業 

高鼎機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1 路 35 號  全球 合成樹酯、化工原料、聚氨酯膠力製造 化學原料製造業 

復興航空輸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 號

8 樓  
全球 提供機票買賣、客貨運輸項目 服務業 



耿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2 路 60 號  全球 
貼標機、套標機、填充機等自動包裝機

台設備之設計及製造 

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業 

美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23 巷 22 號  全球 

無線充電行動電、超薄穿戴式揚聲器、

Hybird消躁耳機、OLED顯示螢幕藍芽

耳機近場通訊(NFC)藍芽揚聲器、醫療

健保耳機及輔助器 

電子製造業  

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正南路 214 號 全球 

TOYOTA 豐田汽車、中古車、LEZOS

凌志汽車之買賣、維修以及維護修理用

汽車零件之買賣 

服務業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南六

路 3 號 
全球 針扎不織布、鞋材質補強針扎不織布 不織布業 

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3 號 全球 精密汽車傳動零件組的製造業領導品牌 
機械設備製造修

配業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 12 號  全球 精密汽車傳動零件組的製造業領導品牌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活工

場)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112

號 17 樓  
全球 

以生活雜貨專賣連鎖店為主力、生產開

發優質的生活居家商品 
服務業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61

號 12 樓 
全球 

1 消費型機種(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平板電腦)之基本輸入軟體(BIOS) 2.

伺服器機種之基本輸入軟體(BIOS) 3.鑲

入式基本輸入軟體(BIOS) 4.Android解

決方案/Linux 專業技術 5.所有系統韌體

的附加價值技術 

電腦軟體服務業 

沅碁電光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竹崎鄉灣橋村 268 巷

27 號  
全球 太陽能光電系統、資訊軟體 其他零售業 

全勤流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東林里宏昌接 1 號 1

樓  
全球 1.訂單處理 2.商品整理 3.倉儲管理 服務業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仁愛街 398 號  全球 
3C 電腦、平板、手機外殼與內購件-鎂/

鋁/鋅合金、不銹鋼、纖維及塑膠件產品 

鋁或鋁合金粗製

品 製造業 

大銀微系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6 號  
全球 

專業研發生產各系列線性馬達、馬達驅

動器、線性致動器、磁性尺量測系統以

及線性馬達為核心之高速精密定位平台 

其他機械製造修

配業  

土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 
全球 

射出成形系統、自動化系統、食品機械

系統、配套零件統等相關設備 
機械器具零售業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市精密機械園區

精科路 7 號  
全球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工業機器人、醫

療設備 
精密機械業 

泰億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南投市南崗工業區自

強二路 23 號  
全球 

高級自行車 ODM 廠商，外銷歐美地

區，產品涵蓋登山車、跑車、前後避震

車、三鐵、電動車、摺疊車到表演車等

自行車相關產品 

汽機車及自行車

相關業 



合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1 號(精密科學園區)  
全球 工具機之帶鋸機與圓鋸機 

金屬加工用機械

製造修配業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

道二段 239 號 
全球 

主機板、顯示卡、筆記型電腦、桌上型

電腦、電腦周邊產品、印刷電路板、手

持通訊產品 

電腦製造業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二路 6 號 
全球 飲料代工 製造業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苗栗縣竹南鎮 188

號 
全球 電子產品 

IC 封裝/測試相關

業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桃園縣大園鄉航勤南

路 15 號 
全球 航空運輸 服務業 

越南星志責任有限公司(CNC

加工) 
雲林縣斗六市越南(海防) 全球 

汽機車零配件、機械及電子零配件、餐

廚具 

鋁或鋁合金粗製

品製造業 

聯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鞋業)  雲林縣斗六市越南(海防) 全球 鞋製品 服務業 



93 師咖啡 雲林縣斗六市泰國(曼谷)  泰國 餐飲 服務業 

Emerald(醫療器材)  雲林縣斗六市泰國(曼谷)  全球 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及用品

製造業 

台驊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精誠路 14 號  全球 物流產業 服務業 

承億汽車企業社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二段 176 路  
臺灣 汽車修護 服務業 

宇榮高爾夫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斗六市科工八

路 5 號 
臺灣 體育用品 體育用品製造業 

A&J 美語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市宏德街 49 號

3 樓 
臺灣 教育培訓 服務業 

森銘寶工程行  
彰化縣埔鹽鄉彰化縣埔鹽鄉埔菜路

一巷 7-2 號  
臺灣 整合性機器人資訊技術與專業. 服務 製造業 

台灣田野工場 
嘉義縣民雄鄉嘉義市維新路 134

巷 17 號 
臺灣 環境改造 服務業 



天然製作所 
臺南市仁德區台南市仁德區德洋路

41 巷 36 號 A1 棟 
臺灣 家具 製造業 

光特拉國際企業社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755 號 6 樓

之 2 南投縣草屯鄉博愛路 1035 號 
臺灣 自行車及自行車零件批發 批發及零售業 

私立新格文理短期補習班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 233 號 臺灣 英語教學 服務業 

翔音音樂工作室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 11 巷 6 號 臺灣 
場地出租、中小型外場設備出租承包、

錄音後製、樂器教學 
服務業 

信服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 385 號 臺灣 為精密加工零件 OEM 的製造及出口 製造業 

英棒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5 巷 2 弄

13 號 
臺灣 整合性機器人資訊技術與專業服務 製造業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一段 31 巷

6 號 
全球 

生產精密軸承螺帽及精密小螺桿等機械

零件 
製造業 

王宗鄰木工坊 
臺南市西港區中山路 117 巷 8 號

隔壁 
臺灣 木工設計製作、木工教學 DIY 製造業 



東領企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 110-1 號 臺灣 捕蟲器具相關產品 製造業 

陳皇寶藏 雲林縣梅山鄉健康街 246 號 臺灣 傢俱、燈飾、複合媒材等設計製作 製造業 

年弘電機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民有街 30 號 臺灣、上海 生產客製化磁力設備和磁鐵 製造業 

巔島實業社 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 7-4 號 臺灣 產品設計業 服務業 

興達刀鋪 臺南市安平區港仔里平生路 22 號 臺灣 鋼材二次加工業 製造業 

漢山藝軒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 599 號 臺灣 

傳統漆器創作、木器產品塗裝開發設

計、漆器文化創意產品設計、漆灰地材

料研究、漆器修護 

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