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昆山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承辦單位：昆山杰天諮詢有限公司

昆山美慎美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2019台灣大學院校學生
暑期赴昆山實習招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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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13:30-14:00 報到及入場

14:00-14:10 杰天諮詢有限公司陳文義董事長致詞

14:10-14:20 貴賓致詞

14:20-14:40 實習回顧與分享

14:40-15:10 2019年實習說明

15:10-16:00 Ｑ＆Ａ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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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簡介
昆山地處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是一座新興工商城市，也是一座

有著歷史文化深厚積澱的城市，多年位列“全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之首，在
台灣電電公會公佈的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評估中，昆山連續六年名列榜首。

昆山(Kunshan)，位於江蘇省東南部，是蘇州市下轄縣級市，昆山地處上
海與蘇州之間，北至東北與常熟、太倉兩市相連，東與上海嘉定、青浦兩區交界
，西與蘇州相城區、吳中區、蘇州工業園區接壤，南部水鄉古鎮周莊鎮與吳江區
毗鄰，通達浙江。

2010年9月，昆山與維也納、新加坡等5城市獲該年度聯合國人居獎。2016

年1月，昆山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評為首批"國家生態園林城市"。2018年入選全
國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100強、投資潛力100強，中國最佳縣級城市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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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簡介
昆山自秦代置婁縣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昆山是"百戲之祖"昆曲的發源

地。昆山文化屬吳越文化，昆山人屬江浙民系使用吳語。
這裡有"綽墩山、趙陵山、少卿山"三大古文化遺址；有"顧炎武、歸有光、

朱柏廬"三大先賢；有"周莊、千燈、錦溪"三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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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蘇州市昆山市

緊臨上海

昆山地理位置

昆山簡介

5



兩岸

人才交流

成立兩岸

高校聯盟

校企合作
專技人才

應屆畢業生

創業就業輔
導

優質教師

任教任職

諮詢

辦理兩岸

創意競賽

學校研發

成果轉化

職業證照認證

提升人才素質

昆山杰天諮詢有限公司

台資企業

主要經營業務:

兩岸人才交流

企業管理諮詢

技術推廣諮詢

創業訊息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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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美慎美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昆山美慎美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設立在昆山市祖沖之南路1699號昆
台兩岸青年創業園內。公司創建以來堅持以誠實守信為原則，秉承“以誠信
為本，創一流服務”的宗旨，從事以企業管理服務為主。涉及領域涵蓋企業
的經營決策、財務管理、人事管理、市場策劃，同時提供企業融資貸款、
專案投資、高級經理人總裁研修班等多位一體的專業管理培訓服務。主要
承辦國內外人才交流學習、各類經濟論壇和展會服務等活動。著力解決各
企業基層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短缺問題。幫助企業提升整個管理體系的能
力，減少企業管理成本，為顧客提供高品質和滿意的服務，贏得顧客的認
同與信賴，與之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公司陸續為來自企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科研院所、高等學府、社團
組織等社會各類機構的學員提供培訓服務和交流平臺。同時公司著力打造
一支擅於學習、不斷創新、技術領先、合作無間的團隊，創造以人為本和
體現貢獻的經營環境，領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相信您的信任和我們的創新精神將會帶來我們共同的成功。讓智慧的
新銳縱橫團隊照亮您的錦繡前程，讓我們真誠攜手，共創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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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度 學校家數 學生人數 企業家數 成果

2017 參加實習
的院校共
32所（其
中台灣院
校25所，
大陸院校7

所）

共有約150

位學生報
名，選出
了101位學
生參加實
習

共有25家企業提供
實習崗位（其中台
企6家，陸企19

家），企業類型涵
蓋新興產業、傳統
製造業、金融機構
等行業

台北科技大學齊
同學表現良好，
在緯創資通（昆
山）有限公司就
業

2018 參加實習
的院校共
39所（其
中台灣院
校34所，
大陸院校5

所）

共有約260

位學生報
名，選出
106位學生
參加實習

共有26個單位提供
實習崗位（19家企
業、7家行政事業
單位），涵蓋新興
產業、製造業、金
融機構，以及司法、
環保、社區服務等
基層實習崗位

政治大學簡同學、
中南大學何同學
及銘傳大學趙同
學表現良好，分
別在昆山六豐機
械工業有限公司
及昆山龍騰光電
有限公司就業

實習回顧與分享



實習期間安排學生參觀學習與交流活動，豐富學生實
習生活、增廣見聞，使同學們也能瞭解及感受大陸發
展變化，領略各地風土人情、歷史古跡，體會當地的
城市與環境。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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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要活動 合計

2017 共舉辦7場全體活動（包括昆
博會、精英周、南京尋根之
旅等）

合計共舉辦15

場活動

2018 共舉辦3場全體活動（包括音
樂會、南京行等）

並有各種社團
活動，例如籃
球，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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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上午舉行歡迎儀式、下午參觀杜克大學、晚上與企業代表晚宴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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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上午，參觀2017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昆山智
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博覽會。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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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下午參加2017中國昆山創業周的 “ 聚力創新 ·  同
創共贏 ” 海峽兩岸人才沙龍專場活動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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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3日至15日於南京參加2017台灣大學生江蘇實習就業特訓
營“青春分享匯”活動 ，同時參訪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夫子廟、
中山陵、總統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14

2017年7月25日昆山市副市長金銘至三家民營企業（昆山科森、江蘇
興易達、蘇州瑪雅）慰問實習學生，與學生交流談心。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15

2017年7月29日上午欣賞昆曲表演，幾位學生體驗了昆曲的妝容,經
由親身體驗，深刻地領會昆曲之美。
下午到“中國第一水鄉-周莊”，體驗江南古鎮的“小橋，流水，人家”

風貌。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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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5日昆山市委副書記、昆山市長杜小剛(現任書記)與學生進
行足球運動，展開了“零距離”的互動。賽後與實習生們交流分享足球
運動的趣事，關心實習生們在昆一個月以來的工作生活情況。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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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6日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到昆山，參觀學生宿舍，慰問學
生實習生活，學生們倍感親切。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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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9日邀請青創園的台灣創業青年漢升達專案總經理葉
俊紳先生、興易達副總經理朱群華先生、圈時代新材料朱俊彥先生
等7名兩岸創業青年和部分台青台幹，與40多位實習學生進行座談分
享。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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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4日至16日學校老師到昆山探視學生，實地考察學生在昆
山的實習情況，並與昆山各企業進行深度交流。8月15日老師與企業
座談,聽取廠商簡介、了解學生實習狀況及說明。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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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6日下午舉辦單車騎行圓夢之旅,行程共14公里,學生們熱情
參與。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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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1日舉行結業儀式，為昆山實習畫上圓滿的句點。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22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2018年7月27日至29日南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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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1日舉行結業儀式，為昆山實習畫上圓滿的句點。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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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其他活動，例如陶藝課、攝影和徵文大賽、慶生會等。

暑期實習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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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紀念冊



2019年暑期實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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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宏塑光電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台企) 10

自動化工程師(1)
模具設計工程師(2)
模流分析工程師(1)
專案工程師(1)
翻譯(1) 業助(1)
CQA(工程師)(1)
品保部工程部(2)

昆山厚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台企) 10

SAP ABAB開發(1)
行政(1) 財務(1) 銷售(1)
前制程生產儲幹(2)
中制程生產儲幹(2)
後制程生產儲幹(2)

昆山六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台企) 10

LF-儲備幹部(2)
LLM-儲備幹部(2)
LRDC-儲備幹部(2)
LPT-儲備幹部(2)
WLF(1)ZL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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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江蘇昆山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公司業務部(3)
國際業務部(2)
信用部卡部(2)
網路金融部(2)
個人金融部(1)

昆山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台企) 8
檢驗技術員(5)
人力資源(3)

緯創資通(昆山)有限公司(台企) 3
自動化工程師(1)
資料分析工程師(1)
軟體工程師(1)

漢達精密電子（昆山）有限公司(台企) 10

人力資源(4)
工業安全(2)
物流(3)
經營規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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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陸企) 20

人力資源中心助理(4)
行政中心行政助理(2)
市場開發中心專案管理、交貨管理助理(4)
資材中心採購助理(2)
產品開發中心工程師助理(2)
品質中心工程師助理(2)
自動化工程師助理(2)
醫療器械生產/工程助理(2)

江蘇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企) 3
業務(1)
產品設計(1)
產品設計(1)

昆山龍騰光電有限公司(台企) 5

新產品工程部研究員(1)
LED技術處研究員(1)
營運企劃專員(2)
電腦整合製造部組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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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江蘇水鄉周莊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國企) 15

景點部(4)
票務中心(4)
紙箱王(3)
商品公司(4)

昆山樂營體育發展有限公司(陸企) 15
營地管家(5)
生活老師(5)
活動教練(5)

昆山定穎電子有限公司(台企) 10

化工專業(4)
PQE(1)
物性分析(1)
出貨報告撰寫(2)
英文專業(1)
助理崗位(1)

福立旺精密機電(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台
企)

15
PE工程師(5)
ME工程師(5)
QE工程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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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仁寶資訊技術(昆山)有限公司(台企) 10 自動化本部(10)

環鴻電子（昆山）有限公司(台企) 9

設備與程式工程師(2)
制程工程師(1)
測試工程師(2)
電子工程設計(1)
光學開發(1)
測試開發工程師(2)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

公司投行業務部(1)
個人金融業務部(1)
網路金融部(2)
辦公室(1)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
客戶經理輔助(2)
大堂輔助(1)
國際業務輔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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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及職缺

單位名稱 人數 崗位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

國際結算(1)
營運操作(1)
零售信貸(1)
個金銷售(1)
公司業務(1)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客戶經理(1)
業務分析及產品設計(1)
戰略規劃(1)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 業務經營部門(5)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昆山市支行 5 客戶經理、業務管理(5)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3 客戶服務經理(3)

江蘇銀行昆山支行 3 小微客戶經理助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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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期間：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共2個月，
6月30日出發前往昆山，7月1日舉辦歡迎會，8月31

日舉辦歡送會，9月1日返台。

二、招生對象：大學院校三、四年級或研究所之台灣學
生，有意開拓國際視野，並先行累積就業經驗者。

三、實習名額：預計招收200名，採甄選方式，由企業遴
選學生。

四、實習單位：包含台資企業、陸資企業、國企。

五、錄取通知：預計於４月底公告遴選結果。

六、出發前將舉辧行前說明會(說明大陸相關習慣文化及
實習應注意與配合事項)。

2019暑期實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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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待遇及配合事項

1. 提供昆台往返機票 (需全程參與並繳交機票票根) 。

2. 實習期間由實習單位提供宿舍(水電費依各企業提供的管理規則
而定)。

3. 提供工作日午餐及交通卡100元人民幣/每人。

4. 提供每月不少於人民幣2,000元的實習補助津貼，由企業發放。

5. 崗位工作時間無特殊說明均為每星期5個工作日，每日8小時。

6. 提供人身意外險。

7. 企業可配合提供實習證明，學校若有規定格式請先提供。

8. 於實習結束最後一週(預計8/26)繳交實習報告。

9. 錄取者需參加6月份行前說明會。

10.需配合主辦方相關實習規定及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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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相關文件

繳交文件請提供電子檔

一、報名時需繳交文件(4月10日前)：

1.甄選推薦表(excel檔)，最多可填10個志願。

2.家長同意書

3.學生履歷表(word檔)

二、錄取後需繳交文件(5月17日前)：
1.學生證
2.體檢表(半年內)

3.護照(有效期限不能少於6個月)

4.台胞證(有效日期不能少於9/1返台時)

5.電子機票
6.役男短期出境證明(上網申請並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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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相關文件

三、機票票根：6/30去昆山時繳交正本，9/1返台提供電子檔

四、申請實習學分需繳交文件：

1.學校與企業實習合約(有既定格式者請於5月31日前提供)

2.實習證明(需要者請於5月31日前提出)

五、繳交實習報告 (word檔，8月26日前)    

檔名命名：學校名稱-學生姓名-文件名稱

舉例：政大-李大仁-履歷表

政大-李大仁-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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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推薦表-excel檔

一、報名時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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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同意書

一、報名時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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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履歷表-word檔

一、報名時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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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證 2.體檢表(半年內)

二、錄取後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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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胞證3.護照

二、錄取後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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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役男短期出境證明5.電子機票
ELECTRONIC TICKET

二、錄取後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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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票根

三、需繳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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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實習學分需繳交文件

1.實習合約 2.實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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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完畢需繳交實習報告

實習報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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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知與注意事項

1、學生赴昆山實習期間必須遵守當地法律法規。

2、務必遵從承辦單位、實習企業及實習單位的管理，儘快適
應新的環境及實習生活，認真完成工作任務，並參加假日
安排之活動。

3、提前熟悉簡體字及相關大陸地區用語。

4、不參與及討論相關政治議題。

5、注意事項:出發前請辦妥護照、台胞證、役男短期出境證
明，並提供體檢證明(6個月之內)。

4646



昆山委辦旅行社

47

協助代辦事項：
1.機票由旅行社統一處理。
2.如需辦理護照台胞證可洽八方行旅行社
或自行找其他旅行社辦理。

連絡人：八方行旅行社 楊妮蘭小姐

電話：02-66178222

傳真：2709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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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洽詢專線

沈姵甄專案經理

連絡電話：02-87926666分機273

Email：sheily@tee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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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寶資訊技術(昆山)有限公司

仁寶資訊技術(昆山)有限公司，屬臺灣上市公司--仁寶企業集團，坐落于
十大國家級衛生城市之一的江蘇省昆山市出口加工區。仁寶公司2007年在大
陸的營業額已超過1000億人民幣。仁寶集團憑著專業的經營團隊和堅強的研
發實力，由電腦周邊製造廠商，已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電腦資訊研發和
製造廠。

本公司為筆記型電腦的專業製造商，客戶包括HP、DELL、TOSHIBA、
聯想、HITACHI等國際知名公司，產品銷往全世界各地區。由於擁有專業的
經營團隊，高素質的研發人才，優異的採購與原料調度能力，仁寶電子以高
品質的信譽及迅速交貨的能力，深受世界主要客戶好評，未來將加速先端科
技的引進與應用研究，以延續高品質及高附加值商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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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丰金屬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六丰金屬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辦公室地址位於中國園林之城，人間天堂

蘇州，蘇州 江蘇省昆山開發區章基路西側，於2013年01月09日在蘇州工商局註冊
成立，註冊資本為1200萬元（萬元），在公司發展壯大的4年裡，我們始終為客
戶提供最好的產品、良好的技術支援、健全的售後服務，公司主要經營金屬，我
們有最好的產品和專業的銷售和技術團隊，我公司是蘇州其他科技服務業黃頁行
業內知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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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過持續穩健的發展，榮邦機械得到許多榮譽和稱號,例如: 被授予“高新技術企業”和
“科技研發機構”,”信用貫標企業”,”安全生產標準化企業”。我們積極自主研發新產品, 每年
我們都取得許多專利;也與客人共同開發，並取得”德國紅點獎”。

在社會責任方面，榮邦十分關注環保,節能減排,取得了碳標籤,被授予“綠色工廠”稱號。
榮邦也經常參加一些公益活動，包括紅十字會捐,地震捐款,資助貧困學生學費,探望並幫助孤
苦老人,並得到“愛心大使”的光榮稱號。

公司榮譽：新三板掛牌企業、江蘇省高新技術企業、江蘇省科技型中小企業、江蘇省
企業信用管理貫標企業、蘇州市自行車拖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昆山市科技研發機構、昆
山市企業技術中心、科技型中小企業。

榮邦機械（昆山）有限公司，是成立於1998年的台資企

業，專業生產兒童,寵物拖車，兒童,寵物推車，老人車及其他

相關產品。我們的產品符合每個市場的國際標準，例如歐洲市

場的TUV/GS和EN15918標準, 美國市場的ASTM1975標準和

日本市場的SG標準. 榮邦的願景是成為一家專業生產銷售關於

“行”產品的領頭工廠，提供給使用者“安全，舒適，健康，便

利，時尚,科技”的產品。保證提供超值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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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塑光電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其主要從事精密齒輪、接外掛程式、Note-Book、DVD等膠件之注塑成型、
組立加工DVD等系列產品。 為拓展市場及更好的服務品質給客戶，我司已架設
ERP系統及ISONet檔電子管制系統且全面運行中；品質保證系統依循ISO 9001：
2008版國際品質保證標準特制定品質手冊，並已通過ISO 9001：2008版國際認
證：2005年通過了ISO9001認證，2007年通過了ISO14001認證，2008年通過了
QC080000認證。

宏塑光電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創建於2002

年2月，位於昆山市陽澄湖溿，緊鄰上海。面積
40000平方米。2014年的公司營業額達到2.25

億。自1985年起,宏塑工業已在世界各地擴廠並
成為塑膠業界的佼佼者,不但對於產品設計、成
型、製造、印刷等制程都能精確地控管,更能掌
握客戶需求達成高品質的目標。 巨集塑工業為
了提供客戶更完整的服務，在台灣及大陸設立
七家能進行上下游垂直整合及推展國際行銷的
公司。



定穎電子(昆山)有限公司

定穎電子(昆山)有限公司，其註冊資本為5250萬美元，投資總額為6000

萬美元，廠房建築總面積58485平方米，分兩期工程投資，一期為32795平方
米，二期為25690平方米。

公司主要生產單雙面及多層印刷線路板（含柔性線路板），以及各類
BGA、MCM、FLIPCHIP及IC封裝板等新型電子元件和電子專用設備銷售自
產產品，為專業的印刷電路板(PCB)製造商。透過經營團隊和所有員工不懈的
努力和付出，為定穎電子帶來了源源不絕的成長動能，並發展與時俱進的營
運方針。

定穎電子持續厚植實力，20餘年來已發展成為資本額新臺幣28.1億(美金
9,400萬)，年營業額超過新臺幣100億(美金3.33億)的企業，擁有在臺灣桃園
市及大陸江蘇省昆山市兩個生產據點，定穎員工總數約6,300人。在印刷電路
板產業，定穎於2015年在臺灣排名15名，世界排名40名。

54

實習單位簡介

54



55

實習單位簡介

55

昆山厚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昆山厚聲電子是厚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1992年在大陸建立的工廠。厚聲電子1978年在

台灣新竹工業園創立，具有四十多年的高品質電阻專業生產歷史，為工業、電子製造業
(EMS)、技術研發中心(R&D Center)供貨，客戶包括海爾電子、韓國三星、 LG、巴西東芝
等，先後通過 ISO9001、ISO14000、TL9000、TS16949 國際認證體系認證。

厚聲在台灣、昆山、廈門、深圳與東南亞（泰國）擁有完善的電阻研發團隊、製造工廠
及遍佈全球的銷售團隊和行銷服務網路。已成為全球行業客戶的首選，且備受信賴的被動元
器件的重要供應商及首選合作夥伴。 集團旗下有四大著名品牌：ROYALOHM、UNIOHM、
FOSS、AEON，已成為全球行業客戶的首選，且備受被動元器件行業信賴的重要供應商及
首選合作夥伴。厚聲集團自成立之初的單一電阻製造商，逐步加長產業鏈，縱向拓展陶瓷原
材料及電子材料半成品，橫向涉足其他被動元器件，成為目前電阻月產600億隻，全球同行
排名第二。

公司人文：優化人員培養和晉升空間，設立“企業管理培訓生”計畫，全面完善的給予新
進員工快速瞭解厚聲、瞭解公司運作的發展動態。提供學習娛樂健身場所，建立閱讀室、健
身房，讓員工在業餘時間有自我提升的場所和勞逸結合的環境。提升住宿條件，提供員工空
調、網路齊全的2~3人房間，獨立衛生間、洗浴間，公寓式管理，完善員工的生活環境。團
隊建設，公司週期性舉辦以分公司為單位的迎新聚餐和生日聚餐，體現“老帶新、傳幫帶”，
凝聚員工向心力。



緯創資通(昆山)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於2001年，前身為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的研製

服務事業。是全球最大的ODM專業代工公司之一，致力於生產ICT產品(資訊通訊
技術產品) 。

緯創總部位於台灣，其分部和運營點遍及亞洲、歐洲及北美洲。緯創擁有雄
厚的技術基礎和豐富的產品研發經驗，其陣容完備的技術團隊可完成客戶交付的
產品研發任務。

緯創曾獲財星雜誌“全球500大企業” 、福布斯“全球2000大企業”等國際殊榮。

緯創資通致力於將我們的信念－「客尊、誠信、創新、卓越」融入到我們的
作業準則與日常行為上。此信念不僅可指導我們與客戶及廠商建立更好且全面的
合作夥伴關係，同時更以成為最佳雇主的目標來支援我們的所有同仁 。我們一直
對自己保持很高的期望，以達成商業夥伴、員工及所有股東與投資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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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是由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經審

批於1993年4月批准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公司占地200多畝，目前共有員工6000

多人。公司投資總額為20400萬美元、註冊資本為9600萬美元，是目前統一集團
在大陸投資規劃最大的企業之一。

公司廠區內環境優美，有完善的生活、工作條件，齊備的生活服務及安全等
配套設施。公司實力雄厚，管理完善，重視每一位員工能力的培養，提供公平的
發展機會，為每一位員工提供廣闊的個人能力展示舞臺，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

公司經營範圍：生產速食麵、非碳酸飲料、茶飲料、果汁飲料、乳製品、脫
水蔬菜、調味品、肉類深加工、果凍、糖果、冷凍調理食品、餅乾及烘焙食品、
穀類製品、麵粉為原料產品及各種以食品為主的其他產品、飲料食品相關的PET

瓶、瓶坯及其他塑膠製品等。

目前公司正處於快速發展期，真誠的歡迎每一位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與我們一起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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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龍騰光電有限公司
昆山龍騰光電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7月12日，位於國家級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光

電產業園內，總投資金額16億美元、註冊資本8.15億美元，其中51%由昆山國創投資
集團有限公司控股，至今已成為國內五代線規模化產能最大、最具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
業，同時控股昆山龍騰電子有限公司、彩優微電子（昆山）有限公司。

公司員工總數近4,000人，其中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比超過70%，並擁有
來自日本、臺灣專業技術精英及國內一大批產業研發、生產管理的人才，包括國家千人
計畫、何梁何利基金臺灣首位獲得者等，承擔各類省級和國家級重點專案近100項。

龍騰光電本著溝通、融合、傳承、創新、領先的理念，始終致力於自主技術的研發
和產學研合作，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方法，不斷創造企業自主智慧財產權，
已申請核心專利超過1,000件。同時，龍騰光電以較大的研發資金投入構建科研技術平
臺，先後建立了國家級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江蘇省（龍騰）平板顯示技術研究院、江蘇
省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江蘇省企業技術中心、江蘇省工業設計中
心等。並擔任江蘇省34家骨幹企業和國內著名高校聯合組建的“江蘇省平板顯示產業技
術創新戰略聯盟”首屆理事長單位，為振興我國民族TFT產業，龍騰國產化率始終領跑
於國內同業，目前原材料國產化採購比例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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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鴻電子（昆山）有限公司

環鴻電子（昆山）有限公司系日月光集團重要成員之一。環鴻電子（昆山）有
限公司是全球前20大電子設計與製造服務領導廠商，也是首家在大陸A股上市的台
資電子製造企業，全球目前在職員工約17000人。

環鴻電子以資訊、通訊、消費電子及汽車電子等高端電子產品ODM、JDM、
EMS為主，主要產品包括WiFiADSL、WiMAX、LED Lighting&Lnverter、
BarCode、Scanner、Disk Drive Assembly、網路記憶體、存儲晶片、數位音樂
播放機、指紋辨識器等.

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奉行“客戶至上、品質卓越”的宗旨，持續扮演全球高端
品牌的長期合作夥伴。在全球，我們擁有六大研發據點、六大製造基地及八個售後
服務中心，遍及亞歐美等多個國家. 2016年營收36億美金。

本公司提供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1.提供2人間宿舍，每間都配有獨立的盥洗台、
淋浴房和衛生間；2、宿舍區與公司緊密相連，有超市、食堂、小吃店、水果店、
KTV、娛樂廳等生活娛樂配套設施；3、公司設有閱覽室、網吧、籃球場、網球場、
健身房、羽毛球場、室內影院等休閒場所；4、公司為員工提供免費工作餐加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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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達精密電子(昆山)有限公司
漢達精密電子（昆山）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主要經營生產電腦主機殼

及其零部件；精密注塑模具、模具組件、模具加工及設計；銷售自產產品並提供
維修服務。

生產電腦零部件、橡膠製品、塑膠製品、電子產品及其零配件、醫療器具塑
膠殼、玩具及其相關配件、汽車零部件及配件；精密注塑模具、模具組件、模具
加工及設計；12.9級及以上高強度緊固件製造；蓄冷、蓄熱、節水、節能、環保
設備的技術開發、製造與綜合利用；銷售自產產品及相關技術配套服務並提供維
修服務。

漢達精密電子（昆山）有限公司位於出口加工區。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企業，
堅持“穩步發展、竟中求存、務實圖謀、執著大成”之企業發展策略。我們努力的
方向是為客戶創造價值！公司秉承“以人為本、和而不同”的企業發展理念，傾力
打造一個融合、 友愛、進取的發展環境，夯實公司跨越式發展的基礎。“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龍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和民
族精神精髓，這也是我們所推薦的企業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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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立旺精密機電（中國）股份有限公司
福立旺精密機電（中國）股份有限公司是專業精密金屬研發製造的高新技術

企業。 自1975年在臺灣肇基，福立旺設立於2006年，並在2010年整合在外企業，
並以“精密金屬製造整合、傳產智慧優化升級、創新設計開發”為戰略目標。

專業製造與設計各類高精密彈簧彈片、彎管折彎件、衝壓五金件、車制車削
車銑件、CNC金屬加工件、MIM粉末治金件、五金標準件、汽車配套金屬件及連
接器精密組裝零件等。具有近四十年的生產製造、品管管理及設計開發經驗與能
力，公司全面使用ERP系統管理，並已通過ISO9001、ISO14001、TS16949、
OHSAS18000品質體系。客戶涉及行業包含消費性電子業、商用工業用電子業、
自行車業、電動工具業、汽機車業、機動機械業、航空業等等。

主要客戶來自世界500強及行業領先企業，產品遍佈全球並廣泛用於汽車及
新能源電動零部件、IT及消費性電子零部件、精密電子連接器、電動及園林工具
行業、高端家用電器、自行車行業、航太電器、醫療行業及環保設備等。核心團
隊具備了近40年精密金屬製造與自主研發設計的經驗與能力，已取得多項專利證
書。全方位提供客戶專業的工程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專案開發、整合加工工藝，
打造一站式精密金屬製造研發中心平臺，成為客戶可信賴的事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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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精密金屬加工服務的高新技術企

業，專業主營金屬產品結構件的研發、設計、生產和銷售等業務，產品廣泛應用
於手機、電腦、醫療器械、新能源、汽車、數位視聽等重點應用領域，在產品研
發、模具開發、工藝流程設計、產品製造、品質管控等方面具有領先優勢和豐富
經驗。

科森一貫重視自主創新，始終將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不斷完善
自主創新體系，通過企業與高校共建工作站的方式，建有“江蘇省重點企業研發機
構”及多個研發平臺，積極嘗試與國內高校對接共同建立產學研及人才培養等合作
關係。公司擁有多項核心技術自主智慧財產權，各項技術處於國內領先、國際先
進水準。

十餘年裡，各項成果見證著我們的風雨歷程，開拓出銳意進取和不斷創新的
新境界，科森就精密加工的微創手術醫療器械及精密金屬結構件製造方面在國內
外享有很高的聲譽，已經積累了數量眾多的知名品牌客戶，穩定的客戶資源和口
碑，説明科森成為多家知名跨國公司的優質供應商。世界知名500強企業某醫療
集團授予公司 “2013年度全球供應商品質大獎”和 “2014年度醫療器械類品質大獎
第一名”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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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樂營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樂營教育的核心理念是通過創新的營地教育課程來培養中國6-18歲青少年的學習

能力、生活能力與生存能力，以此來拓寬他們的文化及教育視野。我們的教育宗旨即

“體驗式學習”，通過參加營地所提供的各類特色活動項目，包含了戶外、騎行、網球、

高爾夫球、騎馬、攀岩、和水上運動等，讓孩子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提高其自身的

溝通能力，生存能力，領導力，團隊協作力，不斷激發孩子們對學習、對生活的熱愛。

昆山樂營是蝸窩集團旗下專注於青少年營地教育與素質

培養的專業機構， 中國營地教育聯盟（CCEA）會員單位之

一。體育活動組織策劃；企業行銷策劃；文化交流活動策劃

（不含演出經紀）；市場行銷策劃；非醫療性心理諮詢（不

含診療服務）；非行政許可的商務資訊諮詢；企業管理諮詢；

電腦資訊技術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

術服務；展覽展示服務；市場調查；電腦軟體發展、銷售；

辦公用品、體育用品、旅遊紀念品的銷售；設計、製作、代

理、發佈國內各類廣告；餐飲管理、酒店管理。



64

實習單位簡介

64

江蘇水鄉周莊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周莊，是一座江南小鎮，有“中國第一水鄉”之譽，是

國家首批5A級景區。周莊位於蘇州昆山，是江南六大古鎮之

一，於2003年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周莊歷史悠久，是

典型的江南水鄉風貌，有獨特的人文景觀，是中國水鄉文化

和吳地方文化的瑰寶。周莊鎮60%以上的民居仍為明清建築，

僅0.47平方公里的古鎮有近百座古典宅院和60多個磚雕門樓，

周莊民居古風猶存，還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橋。景點有：

沈萬三故居、富安橋、雙橋、沈廳、怪樓、周莊八景等。

1988年，在機遇與挑戰中，江蘇水鄉周莊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應運而生。30年間，在公

司的建設下，周莊獲得了國家首批5A級景區、全球綠色城鎮、全球十大最美小鎮等諸多殊

榮。同時，在古鎮保護與管理、專案開發與建設、品牌推廣與市場行銷等方面，積累了豐

富經驗。目前，公司已發展為集景區、遊船、文創、演藝、酒店等多元化經營業務於一體

的集團公司，公司總人數達到800多人，擁有全資子公司7家，控股子公司4家，參股公司3

家。公司將致力於推動旅遊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做精、做深、做透古鎮旅遊。同時，積

極拓展鄉村旅遊開發和經營，探索培育潛力產品和專案，實現資本化運作戰略。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中國工商銀行(簡稱ICBC ，工行)成立於1984年1月1日。總行位於北京，是中

央管理的大型國有銀行，國家副部級單位。中國工商銀行的基本任務是依據國家的
法律和法規，通過國內外開展融資活動籌集社會資金，加強信貸資金管理，支援企
業生產和技術改造，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

主要業務：辦理人民幣存款、貸款；同業拆借業務；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承
兌、貼現、轉貼現；各類匯兌業務；代理兌付政府債券；代收代付業務；代理證券
資金清算業務（銀證轉帳）；保險兼業代理業務；代理政策性銀行、外國政府和國
際金融機構貸款業務；保管箱服務；發行金融債券；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證
券投資基金、企業年金託管業務；企業年金受託管理服務、年金帳戶管理服務；開
放式基金的註冊登記、認購、申購和贖回業務；資信調查、諮詢、見證業務；貸款
承諾；企業、個人財務顧問服務；組織或參加銀團貸款；外匯存款；外匯貸款；外
幣兌換；出口托收及進口代收；外匯票據承兌和貼現；外匯借款；外匯擔保；發行、
代理發行、買賣或代理買賣股票以外的外幣有價證券；自營、代客外匯買賣；外匯
金融衍生業務；銀行卡業務；電話銀行、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業務；辦理結匯、售
匯業務；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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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中國農業銀行（簡稱ABC，農行）成立於1951年。總行位於北京，是中央管
理的大型國有銀行， 國家副部級單位。中國農業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
部分，提供各種公司銀行和零售銀行產品和服務，同時開展金融市場業務及資產管
理業務，業務範圍還涵蓋投資銀行、基金管理、金融租賃、人壽保險等領域。

主要業務有：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承兌與貼
現；發行金融債券；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買賣、代理買賣外
匯；結匯、售匯；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代理資金清算；各類
匯兌業務；貸款承諾；組織或參加銀團貸款；外匯存款；外匯貸款；外匯匯款；外
匯借款；發行、代理發行、買賣或代理買賣股票以外的外幣有價證券；外匯票據承
兌和貼現；自營、代客外匯買賣；外幣兌換；外匯擔保；資信調查、諮詢、見證業
務；企業、個人財務顧問服務；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等監管部門批准的其
他業務；保險兼業代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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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交通銀行（簡稱BCM，交行或交通銀行）創始於1908年，是中國歷史最悠
久的銀行之一，也是近代中國的發鈔行之一。1987年4月1日，重新組建後的交
通銀行正式對外營業，成為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行設
在上海。2005年6月交通銀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2007年5月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
承兌與貼現；發行金融債券；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買賣政府
債券、金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買賣、代理買賣外匯；從事銀行卡業務；提
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代理收付款項業務；提供保管箱服務；經各監督管理部
門或者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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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城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鹿城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2009年正式對外營業，是由上市公司南
京銀行作為主發起人設立的一家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是蘇州市首家村鎮銀行。

自成立以來，我行以“打造全國一流社區銀行”為願景，以“服務三農、服務
小微企業、服務社區”為立行之本，立志真正成為“昆山自己的銀行”。存、貸
款以及資產規模連續多年在江蘇省村鎮銀行中保持排名第一。

目前,我行擁有董事會辦公室、授信審批部、風險合規部、計畫財務部、業
務管理部、審計稽核部、科技資訊部、營運管理部、金融市場部、綜合管理部、
資產保全部等11個部門；擁有營業部、張浦支行、城北支行、花橋支行、陸家
支行、周市支行、南星瀆支行、巴城支行等8家營業網點；此外還擁有個人貸
款中心、市場行銷部等專職行銷團隊，其他鄉鎮網點也在積極籌備之中。

68

實習單位簡介

68



昆山農村商業銀行
昆山農商銀行，是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成立的股份制金融機構

，成立於 2005 年 1 月 8 日。 多年來，昆山農商銀行致力於打造“客戶稱心、員
工安心、股東開心、監管放心”的精緻小型商業銀行，已成為昆山地區營業網點最
多、服務覆蓋面最廣的銀行。截至 2016 年 12 月，全行共有在編員工 1200 多人;

機構網點 54 家，其中昆山本地 44 家，省內異地10家;發起設立村鎮銀行1家。各
項存款達570.61億，各項貸款達 350.46 億元，資產總額達 817.62 億元。無論是
業務規模，還是盈利能力、抗風險水準，均位居江蘇農商銀行系統前列。

昆山農商銀行秉承“同心共創、財富共用”的服務理念，在市場和客戶中形成
了良好的口碑和形象。在《銀行家雜誌》公佈的 2015 年全球銀行 1000 強名單中
，昆山農商銀行名列 830 位，比 2014 年上升了 38 位。在中國銀行業協會發佈的
2016 年中國商業銀行穩健發展能力“陀螺”（GYROSCOPE）評價體系評價結果
中，昆山農商銀行躋身全國農村商業銀行綜合排名第十。昆山農商銀行風險監管
評級連續多年保持二級水準，是江蘇省農商行系統等級考核 5A 級單位,連續多年
獲得省市級“文明行業”、“銀行業百佳文明規範服務示範單位”及“昆山市效能建設
三服務滿意單位”等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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