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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公司名稱：奧爾資訊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Auer Media & Entertainment Corp.

•創立時間：2001年

•員工人數： 150人左右。

•公司網址： http://www.auer.com.tw/

•公司地址

北：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85號32樓

高：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02號23樓

http://www.auer.com.tw/


奧爾資訊成立於2001年，擁有多年的手機遊戲開發經驗，為台灣少數具備代理發
行與獨立開發能力的手機遊戲商。曾開發多款下載超過百萬級別的項目，如《右
腦運動會》、《3D可愛夾娃娃機》。

➢2014年6月上市首款全自製手機RPG遊戲《真神》，同年被LINE GAME Taiwan
遴選為台灣首款全自製手遊聯運遊戲，更名為《仙書紀》。同時也於2014年成功
成為台灣首款以百萬美元級別授權至大陸發行之台灣手遊《天之劫》。

➢2015年全新手機遊戲《仙劍客棧》，也已於9月在中國區發行，11月正式於台
港澳三地同步發行！

➢遊戲代理發行實力亦備受肯定，代表作如經典手遊MMO《世界online》日本
大廠COLOPL《秘寶探偵》、台灣小說改編之《秦時明月》，以及近期的
《Hortensia SAGA蒼之騎士團》均創佳績。

➢2016年，奧爾資訊在國產手機遊戲市場將有多款產品陸續上市，對於手機遊戲
自主研發我們仍然會堅持下去，期待把台灣軟實力帶往全球的舞台。

公司簡介



歷史沿革

2001

Auer
成立於台北

2003

MMS/RBT
Content Provider

2005

品牌『e7Play』誕生。
獨家與Yahoo合作手機圖鈴下載

2006

遊戲開發部門成立於高雄

2007

Legend of Ancient
首款自製Java手機遊戲開發完成

2008

Nokia TW Music Service

2011 2012

遊戲營運事業處成立
Open小將海島物語
勁舞甜心
燃燒吧！右腦運動會(夏季篇)
PK投籃機
元素騎士 Online 3D ARPG
榮獲遊戲之星Game Star Award
國外代理行動遊戲第一名 (2013)
世界online MMORPG  
長線巨作，台灣月流水過千萬

2013

真神Online TCG+ RPG
首款台灣國產開發的手機網遊，並推廣至中
國/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
秦時明月 TCG+ RPG
知名IP結合，創下臺灣原生文本最高遊戲授
權金的歷史門檻

20152014

封神 Online TCG
首款聯合開發的手機網遊，並授權
至韓國發行(Neowiz)
代理台港澳區秘寶探偵(Colopl)

3D豪華推幣機
夢幻魚魚水族箱
燃燒吧！右腦運動會！
夜市撈魚祭

3D可愛夾娃娃機全球突破三百萬次下載
極上豪華麻將: 兩岸移動應用Android平台
組設計大賽銀獎

全力轉向遊戲自製
多個項目產品同時進行開
發，展現實力
海上萬事屋/天之劫(仙書
紀)/天使帝國/仙劍客棧
/ProjectSW
與中華電信合作策略合作
共同發行遊戲與行銷推廣

大宇
資訊

加值服務業務獨立
成立新公司奧創

大宇攜手奧爾
打造IP市場

開發百款以上
的Java Game

SEGA

2009

蒼龍寶石
首款iOS遊戲，並進軍海外市場
與 KEMCO, Sockets(Japan)合作
Java Games (Over 100 Contents)

2010

2016

天使帝國-幻獸之月
翻轉童話
Dawnbreak曙光(數位
內容產品獎)

2017

Q2: 神殿戰記
Q3: Project W



獲獎記錄

2006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年度創新獎(蒼神錄)
2006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最佳手機遊戲獎(蒼神錄)
2006 中國互聯網捉魚網►年度玩家最期待KJAVA單機遊戲獎(蒼神錄)
2007 中國國家應用軟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最佳音樂效果獎(蒼神錄)
2007 中國國家應用軟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最佳美術設計獎(蒼神錄)
2007 中國互聯網捉魚網►金魚獎最佳RPG單機遊戲(蒼神錄)
2007 中國互聯網捉魚網►金魚獎十大最受歡迎手機單機遊戲(蒼神錄)
2007 移動遊戲產業聯盟►手機遊戲金遊獎最佳畫面遊戲(蒼神錄2)
2008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金牌(OPEN小將冒險小富翁)
2008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銅牌(戰三國-赤陵)
2008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最佳手機遊戲獎(OPEN小將冒險小富翁)
2008 年度金翎獎最佳手機單機遊戲(蒼神錄外傳-崙吾紀)
2009 年度韓國Mobile Content Award台灣首次進入總決賽
2009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最佳手機遊戲類銅牌(新牧場物語)
2009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最佳手機遊戲獎(蒼神錄2-真龍覺醒)
2010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最佳手機遊戲獎(蒼龍寶石iPhone)
2010 中國互聯網協會及台北市電腦公會首屆海峽兩岸互動數位內容設計大賽

►移動應用Android設計銀獎(極上豪華麻將)
2011 Samsung創意應用程式開發比賽 bada應用程式開發第一名►極上豪華麻將
2011 Samsung星光大賽 bada類最受歡迎獎►夜市撈魚祭
2011 數位時代App Next應用程式創新大賽Android類年度最佳App►Open小將航海王國online
2011 兩岸行動應用設計大賽 Android移動應用大獎►Open小將航海王國online
2011 遠傳APP星光大賞最佳消磨時光APP►夜市撈魚祭
2011 遠傳APP星光大賞最佳簡介►燃燒吧!右腦運動會
2011 遊戲金像獎年度行動遊戲銀牌►3D可愛夾娃娃機
2013 CCMG Award手機遊戲App大賽「PK投籃機」►最佳手機遊戲App三獎
2013 Game Star遊戲之星「燃燒吧！右腦的運動會夏季篇」►國內自製行動(益智棋牌) 銀獎
2015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Game Star 遊戲之星選拔►2015年最佳手機遊戲獎(LINE仙書紀)
2016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 ►2016年數位遊戲類獎(DawnBreak 曙光)



公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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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方案

寒暑假、學期實習

其他長期產學交流合作計畫



學生實習-寒暑假實習、學期間實習

• 用人單位提出需求
與規劃

• 與校方聯繫

• 配合學校舉行說明
會

• 取得學生資料

• 進行面試

• 簽訂實習合約

實習前

• 新人訓練

• 工作輔導

• 邀請老師與學生以
及單位主管進行實
習狀況訪視與會談

實習中

說明：配合學校提供企業實習名額，讓學生與團隊一起參與專案的開發或運
營，學生可藉此機會更早一步接觸到產業實際運作的真實情況。

時間：配合學校之寒假(1~2月)暑假(7~8月)期間與上下學期(9~12月、3~6
月)辦理，簽約期通常會提早開始日約一至兩月進行

• 用人單位評估實習成
果

• 出勤統計並提供實習
證明

• 實習狀況良好轉任正
職人員

• 若無機會轉任正職之
優秀人才，將標記後
登錄HR資料庫

• 配合學校進行就業博
覽會

實習結束

方案說明



經驗分享講座-業界演講、經驗分享座談

• 確定對象系所/人數
/日期/時間

• 針對系所準備內容

• 針對推廣產品準備
資料與禮品

• Promote code最
好，可以幫助dau

演講前

• 介紹公司沿革/企業
文化

• 介紹產品

• 互動送產品主題之
小禮物

• 可觀察表現傑出/樂
於互動之同學

• 展現公司深耕台灣
自製手機遊戲的努
力與決心

演講中

說明：由管理處至學校進行公司介紹、產品介紹、手機遊戲開發與就業準
備等相關說明，增加學生對產業的了解，並提供學生就業準備資訊，更可
介紹公司產品並宣揚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提升企業形象。同時可與教授
進行討論，增進雙方彼此了解與認識，尋求下次合作之機會。

時間：學校提出需求，學期中(9~12月、3~6月)安排，時間約為兩小時左右。

• 演講後幫助學校與
企業更了解彼此

• 與學校/老師保持良
好互動與聯繫

• 視雙方需求洽談進
一步合作機會

• 配合學校進行就業
博覽會

演講後

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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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校

區域 學校 地點 科系

南
區

1 高苑科技大學 高雄 資訊傳播系/多媒體動畫遊戲
2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3 嘉南藥理 高雄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4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5 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 數位媒體設計所
6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7 實踐大學 高雄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北
區

1 龍華科技大學 桃園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2 世新大學 台北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3 中國科技大學 台北、新竹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4 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 資訊工程系
5 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 互動設計系
6 政治大學 台北 (語言相關系所)
7 淡江大學 台北 (語言相關系所)
8 東吳大學 台北 (語言相關系所)
9 文化大學 台北 (語言相關系所)



期待與您合作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