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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68 號 

實習地點 汐止廠 實習部門 總管理處/人力資源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 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人力資源、

商管、心理

相關科系 

1.負責汐止例行開課

(新人訓練/一般課程)

協助： 

-教材彙整上傳 

-系統開班/通知寄發 

1 時薪 160 元 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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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訓練相關設計： 

-線上教材影片剪輯

後製 

-宣傳美編設計 

3.專案業務支援工作目

標 

1.認識人力資源教育訓

練基礎業務 

2.支援各項文宣設計，

以吸引同仁目光參與學

習活動 

工作安排計畫： 

1-2M：熟悉新人訓業務 

3-4M：熟悉訓練系統功

能 

5-6M：熟悉訓練基礎開

課相關行政業務 

職缺名稱 
總管理處/人力資源部人才發

展課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一周須至少配合 3-4 天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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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 號 

實習地點 汐止遠雄 U-Town 實習部門 Research&Development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 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科系不限 

目標是把使用人工智慧

辨別車外環境的技術導

入機台 

內容有： 

1. 測試資料的準備及

1 時薪 225 元 學士/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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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2. 計算模型的開發與

驗證 

3. 機台導入的實作※

工作目標 

近程： 如同一般新人，

由指導員帶領下先熟悉

環境以及團隊開發的節

奏為主，安排小規模的

輔助工作來上手 

中程： 能夠與正式員工

合作進行大量的演算法

及模型的開發，也能與

團隊進行技術上的交流

及討論，並且進行在產

品上的驗證 

遠程： 表現良好的狀況

下期待可以變成正式員

工加入團隊 

※工作計畫 

0-4 周： 環境架設、基

本訓練、工具使用及合

作開發的課程 

5-10 周： 相關資料的

處理，選定目標進行功

能的討論及設計 

11-37 周： 模型訓練、

最佳化及微調 

38-44 周： 產品導入相

關工作 

職缺名稱 
Research&Development Core 

Tech(Software)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一周須至少配合 3-4 天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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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林口廠 實習部門 System validation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科系不限 

1. 執行測試計畫驗證

機台功能. 

2. 執行產品測試, 層

別歸納測試結果與報

告. 

3 月薪 25000元 學士/碩士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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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異常反饋與處理. 

4. 測試機台架設, 執

行自動化測試. 

5. 與硬體/軟體測試工

程師密切合作，提升測

試項目有效性.W1-W4 : 

熟習內部操作系統，並

指派資深同仁帶領. 

W5-W8: 測 試 車 載 系

統，確保可正式上手並

能獨立作業, 歸納測試

結果及報告. 

W9- W24: 自動化能力

培養, 程式使用教學, 

並可獨立建立 

職缺名稱 
System validation 驗證測試

支援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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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實習地點 汐止遠雄 U-Town 實習部門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不拘 

例行性業務：(1)手冊及

行銷內容上資料庫 (2)

新產品的資料整理 (3)

資料庫維護 (4)手冊檔

案發行 (5)手冊上傳

1 月薪 25000元 學士以上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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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c 

專業相關實務：英文與

東南亞語言對翻工作目

標 

※短期目標：熟悉資料

庫的使用與更新，以及

手冊的發行流程 

※長期目標：翻譯資料

的新增與維護，進一步

接觸手冊的製作 

工作安排計畫 

9~2 月：資料庫的維護

與手冊的發行/上傳 

3~8 月：視情況加入手

冊的製作相關工作 

職缺名稱 

User Experience 

DesignTechnical writing & 

localization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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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68 號/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汐止廠/林口廠 實習部門 製造工程處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不拘 

自動化設備  & 治具的

驗證。 

自動化設備  & 治具的

文件，包含:驗證文件，

SOP，異常排除，保養維

3 月薪 29000元 學士/碩士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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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部件壽命週期，備

品準備。工作目標: 

※近程目標：認識廠內

的自動化設備與各類治

具。 

※中程目標：了解自動

化設備與各類治具的相

關驗證項目 & 與文件

的建立。 

※遠程目標：若實習期

間表現良好，有機會成

為助理工程師 or 工程

師。 

工作安排計劃 : 

0-0.5 month : 熟悉內

部流程及工作內容所需

相關資訊，並指派資深

同仁帶領。 

0.5 month –  6 

months : 協助執行工

作內容項目。 

職缺名稱 
製造工程處製程發展與優化部

-自動化課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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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68 號 

實習地點 汐止廠 實習部門 亞洲行銷與業務支援處/行銷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休閒運動管

理、行銷管

理、商管、

企管系為佳 

一般例行事務性工作: 

台灣區 Fitness / Golf 

活動規劃與執行 

專業相關實務工作: 台

灣區 Fitness / Golf 發

1 月薪 29000元 大學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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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劃、線上線下活動

專案企劃*近程目標: 

了解品牌文化 

*中程目標: 獨立進行

台灣區 Fitness / Golf 

活動規劃與執行 

*遠程目標: 獨立進行

台灣區 Fitness / Golf 

線上線下活動專案企劃 

工作安排計畫: 

0-2 週: 學習品牌文化 

2-6 週: 活動規劃操作

及成效分析 

6-12週: 線上線下活動

專案企劃 

職缺名稱 

亞洲行銷與業務支援處/行銷

部 Marketing 

Planning(Fitness/Golf)_實

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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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林口廠 實習部門 製造工程處/新產品導入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商管/工業工

程系 

跟催材料檢驗入庫進度 

跟催產線的工單進度 

工程樣品的確認 

協助完成日報 

一般性資料更新處理作

2 月薪 29000元 學士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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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0-2 週:  教育訓練 

2-10週: 跟催材料檢驗

入庫進度 

           跟催產線

的工單進度 

           工程樣品

的確認 

           協助完成

日報 

           一般性資

料更新處理作業 

10-12 週: 配合開發進

度, 規劃生產作業流程 

 

職缺名稱 
製造工程處/新產品導入部

PID生產管理課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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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林口廠 實習部門 Marketing & Sales/Marketing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及通訊

產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

戶外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

產品，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

術、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 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

台！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商管相關科

系 

- Collect a broad 

range of market 

intelligence 

including Automotive 

industry trend, 

1 月薪 29000 元 學士/碩士 



2 
 

technologies, and 

help consolidate 

into the materials 

required. 

- Help translate 

product requirements 

into English or 

Chinese.In this 

intern, you will 

learn to - 

1. Gain an insight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cluding 

the marke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 

2. Understand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 

Automotive 

electronics field. 

3. Grasp the 

latest market 

information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s and 

practice strategic 

thinking to realize 

customer 

satisfaction. 

職缺名稱 

Marketing & 

Sales/MarketingMarketing_

暑期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3 
 

 



1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實習地點 汐止遠雄 U-Town 實習部門 總管理處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商管 相關學

系 

- 前台訪客接待服

務 

- 郵務收發管理 

- 訂餐服務 

- 費用請款 

1 月薪 25000元 學士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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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節換鈔協助 

- 尾牙活動支援 -

 前台訪客接待服

務，熟悉電話轉接操作

及訪客服務流程 

- 訂餐系統操作，瞭

解同仁需求提供多樣化

選擇餐點 

- GPO 系統操作，熟

悉收、送件流程 

- 熟悉 EB、PR 系統

操作 

職缺名稱 總管理處行政總務部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1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林口廠 實習部門 採購及供應商管理處/採購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商學院相關

科系 

一般例行事務性工作：

主要工作為外包組裝工

單的物料分析，負責拆

出組裝工單所需要的物

料、並分析各物料的狀

2 月薪 29000元 學士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2 

 

態，包括跟催產線的生

產進度、倉庫的發料進

度、外包廠的組裝進

度......等。 

專業相關工作：協助採

購追蹤或調整組裝廠的

排程，監控交期的變

化。工作目標 

近程目標：理解並孰悉

ERP flow 及帳料管理邏

輯。 

中程目標：與採購合作

管理工單排程，建立物

料控管作業機制。 

遠程目標：勝任採購工

作並可獨立完成前端

sourcing至後端下單買

料之作業。 

工作安排計畫 

0~3 週：孰悉內部工作

流程及系統工具 

3~8 週：由 mentor 帶

領，實地演練工單追蹤

及管理 

8~24 週：與各採購合作

工單料況管理，追蹤需

求變化 

職缺名稱 
採購及供應商管理處/採購部

機構採購課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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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68 號 

實習地點 汐止廠 實習部門 亞洲行銷與業務支援處/行銷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視覺傳達、

工業設計、

休閒運動管

理、行銷管

理為佳 

一般例行事務性工作: 

Social media 經營 

專業相關實務工作 : 

Social media 發展規

劃、線上活動專案企

1 月薪 29000元 大學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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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Social 素材設計 

*近程目標: 了解品牌

文化 

*中程目標: 獨立進行

社群平台與軟體操作及

成效分析 

*遠程目標: 獨立進行

社群平台經營規劃 

工作安排計畫: 

0-2 週: 學習品牌文化 

2-6 週: 學習社群平台

與軟體操作及成效分析 

6-12週: 社群平台經營

規劃 

職缺名稱 

亞洲行銷與業務支援處/行銷

部 Marketing 

Planning(Garmin Sports)_實

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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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GARMIN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高民環 統一編號 23527104 

聯絡人 Claire Wu / Emma Liao 職稱 管理師 

聯絡人電話 (03)3187-099 分機 4958035 E-mail 
emma.liao@garmin.com 

claire.wu@garmin.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70 號 

實習地點 林口廠 實習部門 GMS部 

公司簡介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龍頭！致力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通訊產

品之研發、製造與銷售。擁有完整且多樣化產品線，包含航空、航海、車用、戶外

休閒、運動健身五大領域，橫跨智慧型手機應用、穿戴式裝置和運動攝影等產品，

過去數年更榮獲富比士評選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一，為世界領導品牌！ 

    面對快速變動市場，我們積極推動產品與技術的創新！擁有各項技術整合能

力，包含 GPS 晶片組軟/硬體核心、GPS 產品開發、電子地圖技術、無線電傳輸、

行動電視、慣性導航、語音合成及辨識、數位路況廣播、自動駕駛、液晶模組技術、

智慧型手機導航軟體及伺服器應用等，成就傲視全球的 GPS產品。 

    歡迎加入 GARMIN！我們近年深耕臺灣發展亞洲研發中心，將持續擴大研發團

隊規模，期待更多學界技術能量及研發人才加入！在 GARMIN，您有機會與世界各

國頂尖人才合作，跨文化經驗將提升您的視野與實力，歡迎您一同站上世界舞台！

定位您新未來！ 

甄選方式 □筆試  ■面試 □其他: 

實習時間  實習工作段 早班:08:00~17:00 

輪班 
■否 工作  時  做  休   

□是  
加班時間 

□否 

■是(工作有需求才需加班) 

類別 

□學期中實習(18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期實習(18~20 週共 720~800 小時) 

□寒/暑假實習(4 週共 160 小時)    ■全學年實習(36~40 週共 1440~1600 小時) 

□暑假實習(8 週共 320 小時)       □夜四技就業      □畢業就業 

系別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獎助學金 需求條件或專長 

視覺傳達、

工業設計、

休閒運動管

理、行銷管

理為佳 

協助文件中心審核文件

之工作 透過此瞭解公

司各種流程 

協助管理系統建立所需

進行之工作,了解管理

1 月薪 29000元 大學 

mailto:emma.liao@gar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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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運作近程目標:

透過審核文件了解流

程,並接觸各種不同管

理系統 

中程目標:以特定之管

理 系 統 如 車 用

IATF16949, ISO13485, 

ISO14064等搭配相關之

流程 

               如

IATF16949 與 C06(製

造)之關聯,ISO13485與

C02(產品研發啟動)來

確定期望專精的領域 

               並 重

點分配相關之任務予以

獨立完成 

遠程目標:各種管理系

統與流程皆有其相關之

單位可供持續精進學

習,可做為各單位人才

的搖籃 

職缺名稱 GMS部 QMS課_實習生 職缺連結 https://bit.ly/2ZUhcw9 

備註 
此職缺為長期實習(半年以上優先考量)，一周須進辦公室五天，時間無法配合者，

請勿投遞 

公司福利 

交通接駁車 伙食津貼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請上官網
瀏覽更多
福利 

＊資料填寫完成請E-mail: rogerliu@staff.1111.com.tw ，謝謝~

https://bit.ly/2ZUhc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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