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龍輝海運承攬有限公司 統㇐編號 80363989 資本額 10,5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4樓之2 職缺 國內外業務助理 職缺人數 1

工作時段 08:30~17:30 午休時段 12:00~13:3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活潑，善於溝通，主動積極，耐得住煩、抗壓性夠高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海運、報關、運輸專業服務

國外(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區)溝通報關事宜/與國外廠商接洽流程細節/尋找國際交易對象/國貿文書處理/與國
外廠商報價、處理關務

語言能力優秀並且可以電話與外國廠商溝通協調、Email書信往來無礙

英美系或華語系

前期會有人帶著訓練協助尋找國際貿易對象

公司涉及海陸空運，並且國內有自家卡車

月薪23100/提供勞健保

履歷表、語言證書(正)影本



公司名稱 崴得升科技有限公司 統㇐編號 29187412 資本額 3,5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四樓之1A03室 職缺
助理工程師
資訊系統開發助理

職缺人數 2

工作時段 08:00-17:00 午休時段 12:00-13:0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主動 積極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各平台網際網路應用系統的開發，整合科技與人性，以創新技術與研發能力創造人類的福祉。
主要產品為智慧零售販賣機系統，目前主要接洽客戶為手搖飲料品牌以及高雄捷運公司，並且已設置示範商店於高雄
果貿社區。

輔助系統軟體開發/輔助Line@行銷系統維護與更新

Line@開發

配合本案的實習生將視為未來正式員工的試用期，公司著重創新，期待員工主動積極進修，善用下班時間學習，鼓勵
員工上班時間驗收學習成果進行系統開發，僅開放資工系、資管系學生，傾向面試已有專題進行的學生，應屆畢業生
或者研究生。

否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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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崴得升科技有限公司 統㇐編號 29187412 資本額 3,500,000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月薪23100/享勞健保
本次實習案將以培育公司合適之正式員工為目標，實習期間為試用期間，㇐律提供所需電腦、辦公設備以及勞健保，
薪資為最低薪資，待核可即適用正職員工福利制度，其中包含三節禮金各為月薪之二分之㇐，起薪3萬5千元，每三個
月調整薪資㇐次。

履歷表、專題內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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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勝強科技有限公司 統㇐編號 59252298 資本額 5,0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7樓之18 職缺
技術-助理工程師
技術-資訊系統開發助理

職缺人數 2

工作時段 早上8:30-18:30(9:00前到都不算遲到) 午休時段 12:00-1:3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抗壓性強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整合軟體開發、視覺設計、以及網站製作等，業務範圍涵蓋專業ERP系統開發、電子商務平台規劃與建置、企業形象
網站設計，以及商業視覺設計等多服務內容。 協助客戶規劃未來市場、擬定投放策略、實務操作演練，使產品推廣過
程中同時擁有銷售靈敏度，提升實質銷售力。

企業形象網站維護/3D輪播圖/erp系統(web版)/下單及後台系統管理

基礎系統能力

團隊工作為主

是/由老手教新手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

月薪28000/享勞健保

履歷表/著正式服裝面試即可

Page 4 of 11



公司名稱 薪傳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號 29187784 資本額 2,0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3樓之3 A09室 職缺 技術-資訊系統開發助理 職缺人數 1

工作時段 09:00-18：00 午休時段 12：00-13：0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希望善於處理問題以及主動找到問題，並且樂於與團隊溝通。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專案設計開發、企業資訊整合及應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計畫協助

協助主責工程師維護系統作業/系統遇到問題時做先前初步診斷，以利主責工程師後續迅速處理問題。

主流系統語言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

時薪158or月薪(面談；依據表現提供獎金制度)/享勞健保

履歷表、過去作品、專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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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莎露德醫藥有限公司 統㇐編號 28290352 資本額 5,1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7樓之1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53號3樓

職缺

行政-文件編譯員
外勤-國內外業務助理
技術-產品企劃助理
技術-資訊系統開發助理
行銷-行銷美編助理

職缺人數 5

工作時段 8:30-17:30 午休時段 12:30-13:30 出差外派 是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需要有銷售技巧 話術技巧/主動積極學習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專業經營醫療設備及耗材等,㇐直以來秉持著提供給客戶專業的醫療訊息及用品,近年跨足代理歐洲品牌保養品,希望與
您分享各個方面的健康與美麗體驗。

醫療法規(口罩)/申請產品程序/銷售商品市場調查/計畫書撰寫

不單只懂外語能力/了解醫療用語為佳

懂得調查對公司有利報告/對商品有熱情有想法

醫療器材知識教學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

薪資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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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莎露德醫藥有限公司 統㇐編號 28290352 資本額 5,100,000

應備資料 專題 個人作品集(網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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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達陣資訊有限公司 統㇐編號 29186048 資本額 5,00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6樓之5 職缺
課程行政助理
社群媒體維運編輯
影片剪輯師

職缺人數 3

工作時段 09:00-18:00 午休時段 12:00-13:0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開設FB行銷、文案撰寫、FB進階廣告等網路行銷課程，亦舉辦企業內訓、講師培訓、覺醒成⾧課程。

以下工作為階段性引導，再依個人專⾧分工
行政：課程協助、簽到、課程準、 聯繫學生(線上/電話)、印製裝訂講義、課後檢討、內部行政作業
社群小編：line@、臉書、Ig貼文撰寫、課程銷售頁文案撰寫、臉書廣告投遞
影片剪輯：影片剪輯、影片拍攝

影音剪輯/AI/PS

是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

每月補貼3600/享勞健保

對公司有先前瞭解為佳，公司大量於網路曝光，面是前請先搜尋了解公司資訊/積極 自動 主動 自律自發

需自備筆電

Page 8 of 11



公司名稱 達陣資訊有限公司 統㇐編號 29186048 資本額 5,000,000

應備資料 作品輯 圖文作品/影音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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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爾灣科技有限公司 統㇐編號 82906691  資本額 20,010,000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7樓之16 職缺
技術-產品企劃助理
行銷-廣告AE助理
行銷-行銷美編助理

職缺人數 3

工作時段 09:00-18:00 午休時段 12:00-13:00(30) 出差外派 是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主動積極、熱情開朗、活潑外向、創意有想法/工作態度要好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肉品銷售及電商平台銷售

多媒體行銷及商品圖片編修(PS/AI)/電商平臺系統管理/企劃案撰寫

修圖技能/能支援店商平台

資訊背景為佳/對於企劃案要有概念/對企劃案無經驗也無妨，但要有興趣(營運⾧會親自指導教學)

會有專人帶領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提供食材及烹飪器材自行料理

無提供薪資/有提供勞健保

履歷表/自傳/作品集(有提供為佳)/面試服裝簡單即可，禁涼鞋、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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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允博科技有限公司 統㇐編號 82928273 資本額 500萬

上班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7樓之11 職缺 資訊系統開發助理工程師 職缺人數 6位

工作時段 08：30-18：00 午休時段 12：00-13：30 出差外派 否

公司業務

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人才特性

附加條件

教育訓練

設備

薪資福利

應備資料

協助品保系統開發，協助主要工程師各項開發作業支援。

注重團隊溝通，主動學習，高EQ，善於溝通與收斂需求。

高軟園區人才實習徵才訊息

建置醫療資訊系統，包括醫療資訊管理系統、電子病歷系統、軟硬體設備整合、售後服務及顧問服務。

電腦專⾧以會JAVA以及FLEX為主，具有前端開發、手持開發等能力，會HTML5以及SQL VIEW更佳。

履歷表、專題作品展示。著正式服裝面試。

產品與公司文化解說，開發系統軟件介紹。

公司提供工作所需之設備以及座位，優良工作環境，若自備Notebook更佳。

無提供薪資、無提供勞健保。

科系限制資訊管理學類、資訊工程學類。具系統開發經驗，已有專題操作經驗，能夠整學期待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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