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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體驗：二個月的企業實習、創

新創業培訓課程，讓沒有任何中國經

驗的同學也有足夠的時間瞭解並融入

企業運作、當地生活。

就業轉正：大部分職缺皆可爭取轉正，

如果有心前往北京發展，是最佳的就

業跳板！

因地制宜：第一關面試將於台北進行，

不用怕花了機票錢飛過去在當地空等，

錄取後Skyline將有專人協助落地租房、

生活事宜。

費用精實：此專案錄取後收取新台幣

一萬元之行政費用，部份職缺如轉正

成功則另收取年薪3%之媒合費用。

Skyline國際機會平台上線以來，不

斷摸索、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幫助台

灣同學走向國際。依據調查，我們

決定推出直接與就業相結合的「海

外實習」！有別於中國實習專案，

翼氪計畫是與知名集團36氪-旗

下氪空間合作，帶領台灣青年直

接深入中國創業一線戰場！

計畫包含實習就業機會、精品課程

培訓、知名地標參訪等。課程包含

雙創認知、領導力、自我管理、創

始人分享等實操乾貨。導師來自哈

佛商學院、頂尖投資人、創業公司

高管、氪空間知名創業校友富比世

30U30創始人等產業精英。



報名與甄選方式

4-5月 1. 填寫【適性調查】

2. 填寫正式報名表

5-6月線上書審

部分職缺需提供作品集，請

欲申請同學及早準備。

Skyline線上書審

第一關面試將於六月初開始

進行，每週審核、安排面試，

排完職缺志願序後只需面試

一次，部分職缺須於線上進

行第二關面試。

台北線下面試

六月底七月初將於台北舉辦

行前說明會，協助各位實習

生做好準備，並約定時程協

助實習生於當地之相關安排。

說明會與行前準備

專案時程

2018年7月6日出發，8月31日回台，為期約兩個月。

報名資格

2018年就讀大三（含暑假後升大三）以上在校之大學、碩博士生，或畢業三年內者。已經有企業實習相關經驗者優先錄取。

各企業職缺需求依公布資訊為主。

報名頁面

適性調查 https://skyline.tw/activity/KrSpace2018internPre

正式報名 https://skyline.tw/activity/KrSpace2018intern

https://skyline.tw/activity/KrSpace2018internPre
https://skyline.tw/activity/KrSpace2018intern


規範

與

注意

事項

$15,000
(來回)

$10,000~15,000
(月)

$15,000
(月)

機票、住宿、津貼

來回機票

此專案費用不包含來回機

票，可為同學代為處理或

自行購買，機票價格大約

為新台幣15,000元。

住宿費用

將協助實習生共同找尋當

地家庭式房源，依據房型

不同，每月住宿費用大約

為新台幣15,000元。

1. 本專案係依據學生報名資料與實習機構

需求，由主辦單位與企業共同審查、媒

合分發，並非經報名、面試即入選，是

否可轉正係由企業於實習結束後判斷。

2. 確認錄取而臨時放棄者，則由他人遞補。

為保障其他報名者利益，入選後而放棄

者，行政費一律不予退還。

3. 完成實習後，Skyline得訪問其參與心得，

主辦單位保有對實習同學心得發表的權

力。

4. 錄取者須自行辦妥護照、台胞證等證件。

逾期或資料繳交不全者，視同放棄資格

及相關權益。

5. 此專案同學所需負擔之基本費用，除錄

取後之行政費用($10,000)外，其餘開銷

有：

(1) 個人來回機票約$15,000

(2) 個人住宿費用每月約$15,000 

(3) 個人伙食開銷每月約$10,000

以實習兩個月計算，扣除實習津貼每月

至少$10,000，約等於新台幣四萬元，

即可爭取到無與倫比的夏天與經歷！

行政&媒合費用

此計畫之費用為新台幣一

萬元，實習後將協助轉正，

若成功且稅後月薪每月超

過九千人民幣，則另外收

取年薪3%之媒合費。

實習津貼

每間企業依照不同職位、

學歷與工作內容將給予津

貼，部分企業額外提供食

宿補貼。



企業與職缺資訊(陸續更新)



職缺總表

公司名稱 類別 職稱名稱 人數 實習津貼 轉正

紀源資本 人資行政 HR部門實習生 1 150元/天 否

險峰長青 財務投資 投資實習生 4 200元/天 否

創世資本 財務投資 投資實習生 2 100/天 是

OK區塊鏈投行 財務投資 投資研究實習生 3 150元/天 是

氪空間 財務投資 創投事業部專案實習生 3 100/天 是

憶年共享相冊 行銷企劃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2 2,500元/月 是

驀然認知

工程開發 深度學習研究員 2 3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演算法工程師 2 3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語音辨識工程師 2 300元/天 是

心知天氣
工程開發 前端開發工程師 2 200/天 是

工程開發 後端開發工程師 3 200/天 是

智能一點 行銷企劃 產品經理 10 200/天 是

芝麻掌櫃
行銷企劃 產品經理實習生 2 200/天 是

工程開發 前端開發工程師 1 200/天 是



職缺總表

公司名稱 類別 職稱名稱 人數 實習津貼 轉正

幻視互動

工程開發 圖形/視覺演算法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嵌入式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硬體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U3d視覺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視覺設計 UI交互設計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視覺設計 工業設計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光學研發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三維圖形與遊戲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客戶端應用開發工程師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BD商務拓展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VR銷售專員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策劃專員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1 學士150元/天、碩士200元/天 是



職缺總表

公司名稱 類別 職稱名稱 人數 實習津貼 轉正

微瑞科技
行銷企劃 資訊部門實習生 2 3,000元/月 是

行銷企劃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1 3,000元/月 是

黑鏡子科技

行銷企劃 NGP市場運營助理 5 1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ADR客戶發展代表 2 100元/天 是

行銷企劃 產品助理 1 100元/天 是

視覺設計 視覺設計助理 1 1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Swift工程師助理 1 1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Java/Scala工程師助理 1 100元/天 是

工程開發 前端工程師 Ember 1 100元/天 是

馴鹿巧克力 行銷企劃 市場部門實習生 1 1,000/月 是



紀源資本
紀源資本的創立緣起於用同一個團隊管理中國和美國兩個市場的獨特想法——這樣的

團隊才能夠具有真正的全球化視野。事實上，我們的團隊正在全天候的工作著，美國辦

公室結束一天的工作的時候正是中國辦公室開始工作之時。在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科技市

場的科技、互聯網、移動、硬體、雲端和SaaS等領域積累的17年豐富經驗讓紀源資本

在尋找和判斷市場的下一個風口時獨具慧眼。

自創立以來，紀源資本採取了用同一個國際團隊管理中美兩個投資市場的模式，專注於

擴展期投資，支援剛進入規模化發展並需要擴展期資本説明其實現增長的團隊，資金規

模集中在500萬-2500萬美元之間。

投資案例：小米、世紀互聯、Airbnb、阿里巴巴、攜程、滴滴出行、Flipboard、Grab、

Keep、musical.ly、slack、Square、途家、小紅書、優酷。



紀源資本實習津貼為150/天(人民幣)。

1. 支持talent mapping工作的進行

2. 各細分行業人才地圖繪製

3. 高端人才導入與創業者轉化

4. 行業動態追蹤彙整

HR部門實習生 x1

1. 金融、資訊科技相關系所優先。
2. 踏實靠譜，溝通能力好，具互聯網思維。
3. 可閱讀大量英文文獻，並精准梳理並提出見解。
4. 細心且具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
5. 熟練基礎辦公軟體。



險峰長青
險峰長青K2VC（原險峰華興）始創於2010年，專注於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科技類項

目的早期投資。

作為系統化運作的機構天使，險峰長青通過高效直接的決策、柔和長遠的投資條款以及

持續有力的投後支援特別是招聘及市場服務，幫助創業者成長並帶領企業高速發展。同

時，險峰長青整合外部各項資源及投資企業服務專案，為創業者提供全面周到的“專屬

創業大禮包”，並孵化高品質創業服務機構“小飯桌”，免費為創業者提供培訓、課程、

FA等各種幫助。

投資案例：分期樂、墨跡天氣、有緣、找鋼、美柚、蜜芽、FOTOABLE、諾康達、團車、

聚美優品。



險峰長青實習津貼為200/天(人民幣)。

1. 做投資經理的得力幫手，搜尋優質項目資源並參與項目訪

談，一條龍式完成項目材料的梳理整理、製作以及資料分

析統計。

2. 根據投資經理的要求，協助定期收集行業情況，同時關注

專案的跟進情況。

3. 積極開動你的大腦，幫助主管拓展專案獲取管道；日常工

作少不了整理專案情況和更新內部資料庫，要的就是細心

勤快。

4. 協助進行行業研究，打Cold Call。

投資實習生 x4

1. VC、FA、投行、諮詢等相關行業實習經歷者優先。
2. 社團負責人優先。
3. 各大創新創業競賽得獎者優先。



創世資本
創世資本成立於2017年，是由朱懷陽、孫澤宇創立的專注區塊鏈行業

的專業投行和風險投資機構，致力於發現最優質的區塊鏈項目，並提供

長期綜合幫助。

投資案例：深腦鏈DBC、IOS、AELF、JEX、Game.com、ProChain、

銳角雲、人人坊、AAAChain應用聯盟鏈、HOTchain熱度鏈、標准共

識等項目。



創世資本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1. 做投資經理的得力幫手，搜尋優質項目資源並參與項目訪

談，一條龍式完成項目材料的梳理整理、製作以及資料分

析統計。

2. 根據投資經理的要求，協助定期收集行業情況，同時關注

專案的跟進情況。

3. 積極開動你的大腦，幫助主管拓展專案獲取管道。

投資實習生 x2

1. VC、FA、投行、諮詢等相關行業實習經歷者優先。
2. 社團負責人優先。
3. 各大創新創業競賽得獎者優先。



OK區塊鏈投行
OK集團旗下投資機構，OK集團投入一億美金的項目啟動資金，與業內

頂級的加密基金深度合作，為區塊鏈化的優質項目提供充足的資本支持。

作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數字資產交易平臺之一，超過5年沈澱的專業區

塊鏈技術公司，擁有行業內資深的媒體、運營資源。信仰區塊鏈的核心

思想，希望可以在技術改變世界的道路上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OK區塊鏈投行 實習津貼為150/天(人民幣)。

1. 區塊鏈領域投資分析，形成行業報告。

2. 全球區塊鏈專案sourcing、約談評估，形成投資意見。

投資研究實習生 x3

1. VC、FA、投行、諮詢等相關行業實習經歷者優先。
2. 對區塊鏈技術及投資領域有積累有獨立思考能力。
3. 資訊相關科系優先。



氪空間

為36氪集團子公司，專為創業者提供眾創空間服務。截至2015

年底，氪空間已經服務101家互聯網企業，這些企業在入駐氪

空間後獲得下輪融資的比例高達97%。

氪空間的快速發展受到了資本青睞。2016年1月，氪空間從36

氪母公司拆分獨立運營，完成A輪融資。2017年11月，氪空間

完成Pre-B輪6億元融資，估值已超過10億美元，成為中國聯合

辦公領域第一家獨角獸公司。



氪空間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1. 協助專案經理推進重點專案，主要包括：翼氪計畫

Kreative S 、全球創新領袖培養營、中國拉美創新年系列

活動、氪空間初創專案孵化等。

2. 協助部門進行孵化專案篩選與跟進，協助進行投資人對接

等創投服務。

3. 積極配合部門創投活動。

4. 中美、兩岸等海外合作方的維護，能主動開拓一定海外資

源，推進專案國際化。

創投事業部專案實習生 x3

1. 文字功底好、英語水準高、溝通能力強
2. 有一定創投行業瞭解
3. 熱情積極、有悟性、自主學習能力強



憶年共享相冊（B輪）

憶年是一款相冊備份工具，致力於用共用照片的方式來珍藏照片，使用者可以在App

上傳、下載、導入照片，除了共用照片、相冊外，還可以添加文字、照片、聲音、

紅包等內容，旗下微信小程式還增加了例如拼圖、行業真相、閱後即焚等功能。

融資情況：憶年從2017年12月開始，到2018年3月半年時間內連續進行三輪融資，

融資數千萬人民幣，其中B輪和C輪單輪融資額超千萬，投資機構包括36氪、真格基

金等。憶年獲得各大投資機構的支持是自身潛力的體現，也是創新思維和時代的體

現。

團隊情況：創始人黃衍博具有多年相關領域從業經驗，對於行業脈絡和發展前景都

有細緻入微的把握，相信憶年在他的帶領下能夠殺出重圍，行業領先。



憶年共享相冊 實習津貼為2,500/月(人民幣)。

1. 負責憶年用戶運營的推文撰寫和編輯。

2. 微博、相冊內圖文編輯。

3. 負責微信用戶群日常客服管理工作。

4. 其他日常工作事務。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x2

1. 有社群經營經驗，會寫文案和編輯排版優先。
2. 能夠把握時下熱點和年輕人喜歡的事物，文風輕鬆活潑。
3. 會ps等基本圖片編輯。
4. 工作有責任心。



驀然認知 Mor（A輪）
驀然認知是一家智慧交互決策引擎研發商、2016 TC北京創業大賽的15強項目，旗下擁

有MorUI、MorBot、MorKnowledge三大產品特徵，基於認知計算、自然語言理解技

術，為使用者提供信號處理、語音辨識、語音理解和服務自動對接的一站式交互決策引

擎，適用於智慧家居、智慧語音車載系統等應用場景。

融資情況：在成立之初，它便由經緯中國投資 200 萬美金的天使輪，隔年由經緯中國、

襄禾資本、源碼資本完成A輪融資。

團隊情況：CEO戴帥湘為前百度主任架構師，曾長期擔任百度Query理解方向負責人，

曾榮獲百度語義技術的最高獎，2010年提出“Query改寫模型”給百度搜尋引擎技術帶

來了搜索相關性和廣告收入均大幅提升，在自然語言處理、語義搜索、自動問題求解等

領域內有20多項專利技術。



1. 瞭解常用機器學習、資料採擷或
nlp模型演算法，熟悉更佳

2. 至少熟練使用一門程式設計語言
(c/c++ 等 ) 和 指 令 碼 語 言
(python等)

3. 熟悉常用資料結構和演算法，有
較 強 的 實 現 能 力 ， 有
ACM/ICPC競賽經驗者優先

4. 具有統計或資料採擷背景，並對
機器學習演算法和理論有較深入
的研究優先

5. 有問答/知識圖譜等領域專案經
驗者優先

6. 有深度學習應用經驗者優先

深度學習研究員 x2
1. 從事DL的相關工作的技術開發和

優化

2. 從事QA問答，閒聊，話術生成等

技術研發

1. 有自然語言處理/資訊檢索/機器
學習/資料採擷/數學之一的專業
背景或相關項目經歷

2. 資料結構基礎扎實，瞭解常用演
算法

3. 熟悉 C++程式設計語言，或能
儘快上手

4. 熟悉 Li 開發環境，熟練使用
至少一種指令碼語言 he /a /
h / e

5. 善於思考，有較強的分析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

6. 踏實，上進，有較強的溝通協作
能力。

演算法工程師 x2
1. 負責演算法研發工作，對話交互

演算法優化，包括但不限於對話

跟蹤、意圖分析、 計算策略優化

等

2. 負責相關演算法應用

1. 具備扎實的數學基礎，數學推導能力，
數位信號處理理論和實際經驗。

2. 精通 C/C++，能快速實現和驗證各種
算法。

語音辨識工程師 x2
1. 負責音頻處理演算法，如降噪、抗混響、

自動增益、回聲消除、麥克風陣列等 演

算法的研究。

2. 負責各種聲學模型演算法的設計與實現，

如喚醒、命令詞、語音辨識等

3. 負責將各類音訊演算法用 c 語言實現。

驀然認知Mor 實習津貼為300/天(人民幣) 。



心知天氣（A輪）
心知科技是一家氣象大數據和商業智慧服務提供者，主要產品包括實現資料高速分發的

資料介面Weather Data API、即時推送預警的Weather Trigger，以及將底層海量資料

視覺化的Weather Insights產品。

融資情況：2018四月宣佈完成數千萬元A輪融資，成為資本領投、金沙江創投跟投，資

金將主要用於研發和市場擴展。此前，心知科技曾獲得了信天創投600萬元天使輪投資。

團隊情況：CEO吳飛曾任微軟美國資料視覺化產品經理、微軟中國Office產品經理。團

隊成員分別畢業于德國科隆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加拿大Wilfrid Laurier大學，來自微軟、

京東、滴滴、Frog Design等公司。



熟悉主流前後端技術棧

前端開發工程師 x2

後端開發工程師 x3

參與資料視覺化分析平臺的前端開發

參與資料視覺化分析平臺的後端開發

心知天氣 實習津貼為200/天(人民幣) 。

熟悉主流前後端技術棧



智能一點（PreA+輪）
北京智慧一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智慧導購的AI公司。其自主研發的蘿蔔塔

（ROBOTA）智慧交互推薦系統，是業內第一家基於自然語言交互和個性化推薦技術搭

建的AI平臺。該系統主要通過SaaS模式服務垂直領域企業，通過機器自主學習和人機協

同的方式，並基於使用者意圖的對話模型，結合行業知識圖譜，提高售前導購的轉化和

複購，幫助企業以低門檻、高效率、個性化的方式，建立與消費者的深層次互動。

融資情況：2018年二月獲得1400萬人民幣PreA+融資，同德資產領投、K11跟投。曾於

2017年1月獲得120萬人民幣種子輪融資、3月600萬人民幣天使輪融資，由洪泰基金、

洪泰智造工廠領投，創新谷Innovalley跟投。

團隊情況：CEO胡雲華為西安交通大學博士，歷任微軟亞洲研究院副研究員，阿里集團

阿里媽媽事業部演算法團隊主管。一直從事搜索、資料採擷、大規模廣告點擊率即時預

測、個性化推薦等工作。



智能一點 實習津貼為200/天(人民幣)。

1. 參與對話機器人的知識庫梳理

2. 參與對話機器人流程設計

3. 參與數據標注及語料管理

4. 協調算法、工程推動對話機器人的實現

5. 參與對話機器人的效果評估與優化反覆運算

產品經理實習生 x10

1. 在校期間有社團、學生會領導經驗者優先。
2. 擁有優秀的文字表達能力，有較大閱讀量者優先考慮。
3. 擁有優秀的邏輯思維能力、理解能力，善於抓住重點。
4. 有創新思維、對用戶體驗敏感。
5. 學習能力強，適應力強，有進取心和耐心。



芝麻掌櫃（PreA輪）

芝麻掌櫃是一個農村電商平臺，該平臺通過訂單比價分發系統獲取線下便利店管

道和物流配送網路，搭建農村快消品流通管道，為縣城、鄉鎮、村的中小超市便

利店提供一站式訂貨服務，產品包含休閒食品、方便速食、調味品、米麵糧油等。

融資情況：已獲得頂級風險投資基金「則厚投資」千萬美金的投資，該頂級風投

基金曾成功投資多家市值達百億美金的公司，確保有強大的資金支持。

團隊情況：創始人靳朝燁在美團工作4年先後輪崗銷售、產品、技術部，後負責美

團酒店、周邊游內部探索創業項目，是美團旅遊周邊游產品線負責人。



1. 精通 HTML、CSS、JavaScript 開發，具備扎實的基本功

2. 熟練使用 Vue 技術棧（Vue + VueRouter + Vuex）為

佳，熟悉其他主流 MVVM 框架（React / AngularJs 等）

亦可

3. 熟悉 ES6、Webpack、Sass 等技術

4. 熟悉 HTTP 協議，熟悉常見的跨域、跨流覽器問題

5. 對 Web 新技術有濃厚的興趣，具備快速學習和持續學習

的能力

6. 熟悉 Linux、Git、WebStorm/PhpStorm 等開發平臺和

工具

7. 有服務端開發經驗者優先（Java / PHP / Node.js 等）

8. 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性格樂觀，能積極面對壓力

產品經理實習生 x2 前端開發工程師 x1
1. 負責公司移動端產品規劃及產品發展方向的

整體把握，不斷提升購買流程和轉化率

2. 基於對使用者和產品的瞭解，升級產品運營

工具，並與技術人員進行溝通確認需求，跟

進執行

3. 負責產品的內外部調研、使用者資料分析，

輸出對應的提升方案

芝麻掌櫃 實習津貼為200/天(人民幣) 。

1. 一年以上互聯網產品運營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18年畢業應屆生亦可。

2. 關注和研究行業熱點，有自己的認知

3. 追求極致的用戶體驗，有專案管理經驗

4. 執行力強、溝通協調能力強，分析能力強，有
較好的文字功底。交互設計經驗加分，電商經
驗加分，運營經驗加分。



幻視互動 Magicast（天使輪）
幻視互動是一家MR/AR/VR系統級解決方案提供商，自主研發的MR混合現實結合

了自由曲面光學和波導光學等新興的近眼顯示光學技術（NEDOptic），是混合現

實（MR）和增強現實（AR）領域全新的系統平臺，其技術讓真實和虛擬世界彙

聚在一個混合的增強的現實數字世界中，旨在實現自然交互，應用於跟蹤檢測、

文字識別、人臉識別、手勢識別等使用情景中。

融資情況：2017年由立元創投、華旦天使投資、賽富投資基金、北京華夏幻視科

技中心完成天使輪投資。

團隊情況：董事長兼CEO杜晶有9年智慧硬體、光電消費電子產品研發、產品管理

和供應鏈管理經驗，曾服務於暴風科技和aigo愛國者。副總裁馬雲曾服務於

FESCO 8年，任高級經理，HRBP與獵頭專家。



1. 掌握Linux上的系統程式設計。

2. 掌握C，C++語言，對JAVA有一定瞭解優先。

3. 熟悉I2C/SPI/SDIO/MIPI/USB等多種通信協議。

4. 熟悉ARM架構、bootloader及腳本開發，熟悉Linux架構、

定制、驅動開發優先。

5. 熟悉各種感測器（動作姿態、環境資料等）、WIFI & BLE/BT

模組、音訊降噪DSP等相關模組者優先。

6. 具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工作認真負責，

積極主動。

7. 在校期間參加過相關電子機械競賽優先。

圖形/視覺演算法工程師實習生 x1 嵌入式工程師實習生 x1

1. 研究開發機器視覺及其他相關演算法，完成演算法的驗證，

以及演算法文檔的整理。

2. 增強現實/混合現實技術開發，場景、物體的幾何與材質建模

與演算法實現。

3. 研究公司安排的其他演算法的研究和文檔整理。

1. 熟悉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優化理論、數位影像處理、機器
視覺相關基礎知識，具備閱讀和實現電腦圖形學與視覺論文
演算法能力（e.g. SIGGRAPH/ICCV/CVPR）。

2. 熟練使用一門主流程式設計語言（MATLAB、C/C++、
Python等），並有圖像和機器視覺相關演算法的實踐經驗。

3. 能閱讀英文文獻，撰寫演算法文檔，能清晰明瞭的梳理演算
法原理和執行詳細過程。

4. 有CV/SLAM等的項目經歷，閱讀過相關代碼，對以下環節
有較好的理解，包括：相機姿態解算和跟蹤，三維重建(3d
reconstruction)，點雲處理，bundle adjustment的優化，
多感測器融合等經驗優先。

5. 優秀的數學基礎和解決問題能力，能夠較好的對問題提出數
學模型級相關經驗優先。

6. 對演算法的複雜度有較好的理解，懂得根據問題的需要調整
演算法以達到即時性速度要求並有相關經驗優先。

1. 完成硬體底層驅動開發，對接安卓應用層聯調。

2. 參與系統方案設計。

3. 協力廠商功能演算法引入、評估、移植與優化。

4. 產品說明與實驗報告等規範化文檔的撰寫。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資訊工程相關系所優先。

2. 有Unity3D遊戲用戶端實際開發經驗。

3. 熟悉Unity3D引擎架構設計，熟練使用Unity3D製作場景、UI

及腳本。

4. 熟悉C4D,PS,AE等軟件。

5. 精通C#/Java/C++中至少一種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語言。

6. 熟練掌握遊戲開發中常用的資料結構和算法。

7. 思維活躍，具有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和溝通、抗壓能力。

硬體工程師實習生 x1 U3d視覺工程師實習生 x1

1. 智能硬體產品原理圖及PCB layout。

2. 物料選型、電路調試優化。

3. 開發測試文檔撰寫輸出。

1. 電子、通信、電腦、自動化相關專業。
2. 完成產品硬體方案設計、器件選型、詳細設計、

電路調試及驗證優化等工作。
3. 熟悉數位電路設計原理。
4. 熟悉PADS、Cadence、Altium designer等

電路設計軟體，有多層PCB layout經驗優先。
5. 熟悉ARM微處理器，有FPGA開發經驗優先。
6. 較強的理解能力、學習能力、動手操作能力，

熱衷於硬體設計，享受設計的成就感。

1. 使用Unity3D引擎製作體感互動、手勢互動、虛擬實境、增強

現實等展覽展示互動項目。

2. 根據開發進度和任務分配，完成相應模組軟體的設計、開發、

程式設計任務。

3. 進行程式單元、功能的測試，查出軟體存在的缺陷並保證其

品質。

4. 進行編制專案文檔和品質記錄的工作。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工業設計系所優先。

2. 具備通用的審美能力。

3. 手繪能力強，熟練運用設計軟體（PS\AI\CAD

\ proE\SW\Rhino） 。

4. 責任心強，擁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溝通能
力和表達能力。

5. 富有創新精神，並能夠充分表達想法。

UI交互設計工程師實習生 x1 工業設計工程師實習生 x1

1. 負責參與公司產品及官網、移動端的視覺使用者研究、設

計趨勢分析。

2. 主導設定產品的整體視覺風格和UI設計。

3. 負責為日常的運營活動及功能維護提供設計支持。

4. 負責參與設計體驗、優化。

1. 交互設計、藝術設計、工業設計等系所優先。
2. 熟練掌握設計崗位相關的專業軟體工具（如

PhotoShop，sketch、Axure等）。
3. 熟悉互聯網、互聯網產品，熟悉 iOS 或

Android等主流平臺的設計規範，對視覺設計
和交互設計有一定的見解。

4. 具有敏銳的設計洞察，把握設計趨勢，結合產
品特性，提出創新的設計策略。

1. 負責公司的產品外觀設計，根據公司需求，能夠獨

立完成產品設計工作。

2. 負責為日常的運營活動及功能維護提供設計支持。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計算機圖形相關專業，有遊戲和三維圖形產品
開發專案經驗

2. 良好扎實的電腦圖形學基礎，優秀的程式設計
設計能力

3. 熟悉至少一種繪製和遊戲引擎

4. 有three.js/ javascript 程式設計經驗優先

光學研發工程師實習生 x1 三維圖形與遊戲工程師實習生 x1

1. 負責光學產品整體光學系統建立和優化。

2. 分析現有產品的特性，逐步實現產品光學性能的提升。

3. 建光學實驗平臺，進行相關實驗。

4. 開發過程中負責可行性實驗、分析光學系統誤差及相關的光

學測試以及驗證工作，提供測試報告並提出相應的改進意見。

5. 針對光電結合設計和測試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供多種解決

方案/思路。

1. 光學、物理學、材料學相關專業。
2. 對基礎光學，尤其是幾何光學有深刻透徹的理解並

有相關項目經驗。
3. 熟練掌握Code V, Light Tools, Trace Pro等軟體，

並有能力運用軟體自帶的巨集語言進行編程。
4. 參與過數字投影、照明光學產品、光路光柵設計優

先。
5. 具有較強的分析問題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6. 有自由曲面光學和波導光學的設計經驗的優先。

1. 負責MR混合現實交互產品設計與開發。

2. 負責相關應用程式設計與開發。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對AR/VR、科技等技術應用，和移動互聯網有濃厚興

趣。

2. 具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具備較強的溝通能力與人際

交往公關能力。

3. 思路清晰，良好的溝通技巧和外聯能力，善於發現和

總結問題，具備極強的執行力。

客戶端應用開發工程師實習生 x1 BD商務拓展實習生 x1

1. 負責MR混合現實/AR增強現實交互產品用戶端應用的設計與

開發

2. 負責相關應用程式新功能的設計與開發

3. 各類工具開發，優化開發流程

4. 保證代碼品質與運行效率，持續進行項目功能優化與代碼調

優。

1. 熟練掌握3D圖形學和相關數學知識，熟悉渲染管線
和Shader。

2. 有遊戲、用戶端應用開發經驗優先。
3. 熟悉Unity3D/three.js等，有完整專案開發經驗優

先。
4. 熟練掌握C/C++/c#/lua程式設計語言，資料結構和

算法。
5. 熟悉iOS/Android開發工具和相關開發測試工具。
6. 有AR增強現實應用開發經驗優先。
7. 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創新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1. 根據公司發展需要，協助展開BD運營並實施AR/VR

商務拓展計畫。挖掘整合推廣資源、潛在合作對象，

完成AR/VR業務接入並爭取項目實施，協助完成項

目落地和推廣工作針對各類合作管道、行業展開資

源合作或創新性的異業合作，負責相關的商務合作

管道開拓和維護

2. 搜集相關的市場訊息並進行分析判斷，尋找更多潛

在合作機會。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新聞傳播、廣告、行銷、中文或相關系所優先。

2. 較強的選題策劃與撰稿能力, 邏輯清晰、文筆流暢，

對科技行業有獨特見解。

3. 掌握一定圖片處理軟體技能。

4. 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溝通協調能力。

5. 有較強的市場敏銳度，喜歡新科技，對AR/VR有濃厚

興趣，富有激情和創意； 為人樂觀、責任心強、具有

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能承受較工作壓力。

VR銷售專員實習生 x1 策劃專員實習生 x1

1. 負責銷售管道開拓和管理，獲取虛擬實境VR產品等智慧硬

體產品訂單。

2. 負責與客戶的商務合作談判，快速拓展客戶，達成回款目

標。

3. 負責展會及招商活動中客戶的開拓與收集，解決客戶問題

並提供相應行業解決方案。

1. 普通話流利，形象氣質好，有較好英語能力的
優先考慮，有團隊意識。

2. 有過數碼、手機、智慧硬體產品市場銷售及管
道拓展的實戰經驗。

3. 對VR虛擬實境/AR增強現實等新科技產品有極
大興趣，有志於從事新型科技行業。

4. 肯吃苦、為人正直，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1. 負責策劃和撰寫公司業務宣傳文案及新聞稿，擅長

挖掘行業新聞和輿論熱點。

2. 負責運營公司相關新媒體平臺，包括但不限於官網、

自媒體和電商平臺等。

3. 根據公司的發展戰略規劃整合行銷活動資源，協助

策劃並執行公司業務線上線下活動方案。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1. 有互聯網電商相關運營經驗。

2. 熟悉電商平臺後臺相關規則和運營操作流程。

3. 熟悉各平臺活動的運營以及售後機客服流程管理。

4. 有較強的資訊收集、分析、歸納和學習能力，有較廣的知

識基礎，熟悉AR/VR行業優先。

5. 善於溝通，有較強的親和力。

6. 較強的責任感和團隊合作精神，勇於挑戰，可以承受較大

壓力。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x1 電商運營實習生 x1

1. 負責運營官方微信公眾號、微博、Instagram、Twitter、

抖音等平臺，撰寫、整合、製作有價值有趣味的新媒體稿

件。

2. 收集、研究行業及網路熱點話題，結合新媒體特性，對平

臺內容進行即時調整和更新。

3. 負責新媒體互動活動的組織策劃和執行以及H5文案撰寫。

負責完成新媒體日常資料統計、分析，增長粉絲量。

1. 新聞、廣告、行銷、語言類等相關專業。
2. 在校期間有相關文案、內容類別策劃經驗。
3. 具有較強的新聞、熱點敏敢性，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及文字組

織能力。
4. 網感好，創意優，執行力強，有良好的策略思考能力並能獨

立撰寫方案及拍攝短視頻類內容。
5. 掌握一定圖片處理軟體技能。
6. 知識面廣，思維活躍，工作主動，有責任感，能承受較大的

工作壓力。
7. 有微博和微信運營成功案例者優先。
8. 良好團隊合作精神，較強的執行力，獨立思考能力 ，觀察

力和應變能力。
9. 對AR/VR以及其他新興科技具有濃厚興趣，以及強烈好奇

心。有志於從事AR行業相關新媒體策劃及運營工作。

1. 負責國內外電商平臺的運營、推廣、優化。

2. 負責制定相關行銷活動策劃方案，對各項行銷策劃活動進

行實施、跟進。

3. 電商平臺關係維護，負責提高企業店鋪點擊率、流覽量和

轉化率。

4. 對數字敏感，有較強的資料分析能力，對各項資料作出專

業的分析。

5. 對競爭對手網店的資料獲取、評估、分析。

6. 承擔客服相關工作。

幻視互動 實習津貼為學士150/天、碩士200/天(人民幣)。



微瑞科技 Swie.io
微瑞科技 (Swie.io)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提供全自動柔性化（個性化定制）

SMT貼片智慧製造的公司。我們通過工業4.0平臺底層技術，為工業製造廠商提供

定制化PCBA（電子元器件貼片焊接）生產解決方案。我們可使柔性化產線生產成

本降低8倍，同等時間約束下將產量提升6倍。同時我們的開源硬體平臺可讓普通

客戶（哪怕是7歲的孩童）也能生產出定制化的智慧硬體。目前，全球除我們之外

的PCBA貼片柔性生產工廠只能滿足低端需求或提供半自動化柔性生產方案。目前

在中國、德國設有公司，客戶遍佈全球30多個國家。

團隊情況：CEO翟宇佳畢業自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擁有4個碩士學位，此前創建的

晶片公司曾被矽谷上市公司以2000萬美元收購。聯合創始人華禕曾任中石油ERP

架構師，而CTO陳斌曾任中國聯通軟體研究院副院長。



1. 良好的溝通和合作能力，喜歡與不同類型的客戶交流。

2. 有自我要求和提升的目標，富有責任心。

3. 一定的銷售能力，具備獨立的處事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夠承受較大

的工作壓力，事業心強，積極樂觀，善於學習，願意接受挑戰。

4. 普通話標準，懂英文和粵語更佳，衣著得體，語言組織，表達能力

強，形象好，氣質佳優先。

5. 懂得應用Word，Excel 和熟悉簡單修圖軟體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優先。

資訊部門實習生 x1 新媒體運營實習生 x1

1. 參與對話機器人的知識庫梳理。

2. 參與對話機器人流程設計。

3. 參與數據標注及語料管理。

4. 協調算法、工程推動對話機器人的實現。

5. 參與對話機器人的效果評估與優化反覆運算。

1. 在校期間有社團、學生會領導經驗者優先。
2. 擁有優秀的文字表達能力，有較大閱讀量者優先考

慮。
3. 擁有優秀的邏輯思維能力、理解能力，善於抓住重

點。
4. 有創新思維、對用戶體驗敏感。
5. 學習能力強，適應力強，有進取心和耐心。

1. 負責策劃和執行市場部的線下品牌推廣和銷售活動

2. 根據公司市場定位，協助尋找契合的商務合作夥伴，挖掘和拓

展新合作管道

3. 協助客戶開拓、維護與商務洽談，以及公司市場開拓和品牌宣

傳

4. 協助各銷售管道平臺發貨和訂單系統，銷售資料和統計

5. 協助庫存管理，定期盤庫，即時更新並保證庫存數量真實準確

6. 負責搜集新客戶的資料並進行溝通，開發新客戶；負責公司產

品的市場開拓與銷售工作，執行並完成公司產品年度銷售計畫

7. 維護老客戶的業務，挖掘客戶的潛力；定期與合作客戶 進行溝

通，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為客戶提供主動、熱情、滿意、

周到的服務。執行並完成公司產品年度銷售計畫

微瑞科技 實習津貼為3,000/月(人民幣)。



黑鏡子科技（咚噠）
咚噠是一個精准匹配適合孩子的看顧和興趣素質教育服務平臺，致力於隨時隨地，

為孩子安排精彩的課外托教服務。連接年輕的家庭和兒童教育服務者，透過高效

的SaaS服務，建立孩子特徵和服務者特點的資料模型，配合地點、場地和課程回

饋等維度，使雙方的需求匹配更精准。另一方面為服務者/機構提供便捷的場地和

技能共用，日程、服務及老師和學生管理等，讓兒童教育服務經營簡單高效。

團隊情況：CEO李響畢業自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電腦碩士，資料倉儲與挖掘方

向；曾任Bytefusion Pty.Ltd（澳洲）位元組融合資料公司聯合創始人&COO，研

發基礎場景和文本的時尚購物搜尋引擎Mega wardrobe（雲衣櫥）；曾任Seera

Pty.Ltd （澳洲）大資料人力資源測評產品經理；三甲醫療資訊主管，擔任ICT

Business Analysis，帶領團隊構建大型醫療資訊系統。



NGP市場運營助理 x5

市場運營方向 Marketing - NGP（New Graduate Program）

品牌？定位？商業情報？

溝通？談判？量化分析？

還是寫個PPT？

成為增長的外部驅動者，把握自己的興趣與人格特質，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與運營配合貫穿，協作產品設計與工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用心琢磨，我們將

參與到Black Mirror Tech在教育和醫療兩個領域的行銷內容、品牌、使用者運營、商業分析、內容運營、策劃及銷售、商務拓展及PR等多種工作角色中。因

為NGP就是為了給實習生迅速找到自己適合的通道而準備的。我們期望在每個模組，你都能有真正的歷練。

真誠和創新融入在血液中，處事靈活，反應靈敏，時刻
保持著好奇。
細膩入微地思考問題，嚴謹，也懂得欣賞細節。
洞悉問題的本質，把握優先次序，節奏掌握在我們自己
手中。
熱情和耐心讓我們可以快速融入不同的環境，我們是快
樂的分子。

要求
1. 熱愛互聯網產品，充滿好奇心；樂於傾聽卻也善於

表達；抗打擊能力；
2. 優秀的Research能力。優秀的創造力、想像力、嚴

謹的邏輯思維與系統分析能力；
3. 突出的文字組織和溝通能力。

黑鏡子科技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專業偏好
1. 編劇、新聞、中文，需要具備扎實的文字功底；
2. 商科類、管理類或經濟金融類等相關專業，需具具備

市場運營和商業邏輯，及case分析的能力；
3. 社會學、哲學、心理學類等相關專業，需要具備社會

認知，使用者及市場調研分析的方法論等。
4. 醫療、統計、教育等相關專業，需要具有專業知識或

工具優勢；

技能能力加分項
1. 文字狂熱愛好者
2. 腦洞如黑洞的蛇精病
3. 社交媒體達人
4. 優秀的辦公軟體
5. 英文閱讀能力



ADR客戶發展代表 x2

市場運營方向 Marketing - NGP （New Graduate Program）

以Account Dev Representative的銷售增長，構建T型人才

銷售是一門科學與藝術的工夫

從事務到業務，能者居之

專業偏好
1. 商科類、管理類或經濟金融類等相關專業，需具具備

市場運營和商業邏輯，及case分析的能力；
2. 醫療、統計、教育等相關專業，需要具有專業知識或

工具優勢；

技能能力加分項
1. 看著就讓人喜歡
2. 優秀的辦公軟體
3. 英文閱讀能力

真誠和創新融入在血液中，處事靈活，反應靈敏，時刻
保持著好奇。
細膩入微地思考問題，嚴謹，也懂得欣賞細節。
洞悉問題的本質，把握優先次序，節奏掌握在我們自己
手中。
熱情和耐心讓我們可以快速融入不同的環境，我們是快
樂的分子。
用心、動腦愛琢磨；細緻、嚴謹有邏輯；臉皮有點厚

要求
1. 熱愛互聯網產品，充滿好奇心；樂於傾聽卻也善於

表達；抗打擊能力；
2. 優秀的Research能力。優秀的創造力、想像力、嚴

謹的邏輯思維與系統分析能力；
3. 突出的文字組織和溝通能力。

黑鏡子科技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產品助理 x1

產品設計方向 Product - NGP（New Graduate Program）

要求不是一般的高，請帶著你的努力來面試。你得問問你自己，“你做產品的野心是否足以支撐你的自律？”

你還得問問你自己，“哪裡才是你的top of the world”

如果平衡不了你的小確幸生活與艱苦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恐怕並不適合。

記住，你選擇的是Passion，是一個熱愛的城市和一個有期望的行業。

如果你過關，你可能從任何事情開始，產品只是我們自我價值體現的一個名稱符號。

專業偏好
1. 設計類相關專業，需具備紮實設計功底和美學基礎；
2. 資訊類相關專業，需要具備代碼或資料能力的優勢；
3. 商科類、管理類或經濟金融類等相關專業，需具具備

市場運營和商業邏輯，及case分析的能力；
4. 社會學、哲學、心理學類等相關專業，需要具備社會

認知，使用者及市場調研分析的方法論等。
5. 市場、廣告、傳播等相關專業，需要具備傳播和行銷

的相關技能和知識。

技能能力加分項
1. 優秀的各種辦公軟體，工具洪荒使用之力
2. 英文閱讀能力

直覺和感知力，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重要能量。
崇尚簡潔，是為了解決複雜的問題。
同時我們學習控制和溝通的技巧，最後，通過卓越的洞
察力，發現事物的本質，把握解決問題的關鍵核心。
我們精心設計每一步，牽引用戶在不知不覺中從A到B。

要求
1. 熱愛互聯網產品，充滿好奇心；樂於傾聽卻也善於

表達；抗打擊能力；
2. 優秀的Research能力。優秀的創造力、想像力、嚴

謹的邏輯思維與系統分析能力；
3. 突出的文字組織和溝通能力。

黑鏡子科技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視覺設計助理 x1

視覺設計 Design - NGP（New Graduate Program）

審美國際化藝術家？？還是能充分理解溝通的設計師？？

其實更重要的是你想要什麼？ 手上有活，心裡有譜。無論是VI還是UI你都能跟上腳步。

關鍵是和大家一起琢磨真正有價值的表達張力。

設計正在逐漸變得模組化，成為一種可反覆運算推進的語言。

別放棄自己天馬行空的心。

設計工具得心應手

要求
1. 熱愛互聯網產品，充滿好奇心；樂於傾聽卻也善於

表達；抗打擊能力；
2. 優秀的Research能力。優秀的創造力、想像力、嚴

謹的邏輯思維與系統分析能力；
3. 突出的文字組織和溝通能力。

專業偏好
1. 設計類相關專業，需具備扎實設計功底和美學基礎

技能能力加分項
1. 審美很重要
2. 真心喜歡設計
3. 手繪
4. 溝通很重要
5. 優秀的辦公軟件
6. 英文閱讀能力

黑鏡子科技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Swift工程師助理 x1；Java/Scala工程師助理 x1；前端工程師 Ember x1

技術研發方向 Technology - NGP（New Graduate Program）

程序猿寶寶們的成長之地，目標是“移動端”-“全棧前後端”-“數據工程師”-“架構師”。

能過得來筆試，那說明你很不錯。

非常兇悍的培養，不適應就別來。

如果過了關，希望你能留下與大家改變世界。參與到Black Mirror Tech 在教育和醫療的兩個應用領域，做有趣的，專業的事兒。

耐心，堅韌不拔，我們探知根本的原理。
思考和學習組成最大的與眾不同。
節奏很重要，而運動和派對可以找到靈感。
我們是問題的終結者。

要求
1. 熱愛coding，充滿好奇心。
2. 優秀的Research能力。
3. 強大的電腦基礎知識卓越的資料結構，設計模式知

識技能。
4. 有能力在自己的舒適區之外快速學習獲得新的成長。
5. 展示在校期間的項目經歷或自己的代碼。

專業偏好
1. 電腦相關專業。
2. 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相關專業。

技能能力加分項
1. 紮實的資料結構和coding能力。
2. 英文閱讀能力

黑鏡子科技 實習津貼為100/天(人民幣)。



馴鹿巧克力 Deershop

馴鹿巧克力是一個手工巧克力品牌，主要為使用者提供巧克力定制等服務。產品

共分為經典、方塊牛奶巧克力、產區黑巧克力、牛奶黑巧克力、慢火烘焙巧克力

和Truffles松露黑巧克力六個系列，主要通過京東、一號店、ENJOY等平臺進行銷

售，並與花店和進口超市合作，進行線下售賣。

團隊情況：CEO丁帥擁有超過21年從產品經理至品牌建設的全系統作業經驗。畢

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先後就職于康師傅控股糕餅事業群華東區主管，三元牛奶

產品群總監，八喜霜淇淋市場總監，奧美北京事業群總監，服務紅牛、伊利、蒙

牛、金六福、中糧等品牌長達8年。聯合創始人葉剛則曾任奧美廣告創意總監。



馴鹿巧克力實習津貼為1000/月(人民幣)。

1. 負責策劃和執行市場部的線下品牌推廣和銷售活動

2. 根據公司市場定位，協助尋找契合的商務合作夥伴，挖掘和拓展新

合作管道

3. 協助客戶開拓、維護與商務洽談，以及公司市場開拓和品牌宣傳

4. 協助各銷售管道平臺發貨和訂單系統，銷售資料和統計

5. 協助庫存管理，定期盤庫，即時更新並保證庫存數量真實準確

6. 負責搜集新客戶的資料並進行溝通，開發新客戶；負責公司產品的

市場開拓與銷售工作，執行並完成公司產品年度銷售計畫

7. 維護老客戶的業務，挖掘客戶的潛力；定期與合作客戶 進行溝通，

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為客戶提供主動、熱情、滿意、周到的

服務 。執行並完成公司產品年度銷售計畫

市場部門實習生 x1

1. 良好的溝通和合作能力，喜歡與不同類型的客戶交流；
2. 有自我要求和提升的目標，富有責任心；
3. 一定的銷售能力，具備獨立的處事能力和分析能力，
4. 普通話標準，懂英文和粵語更佳，衣著得體，語言組織，表達能力強，形象好，

氣質佳優先。
5. 懂得應用Word，Excel 和熟悉簡單修圖軟體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

優先。



如果你沒去過北京，希望第

一次就可以深度體驗當地上

班族的作息、最接地氣的生

活，你該報名！

如果你希望到海外發展，而

且希望可以把實習當試用期

順利轉為正職，你該報名！

如果你即將到中國交換，希

望可以透過提早過去實習瞭

解當地市場，順便找尋開學

後的實習機會，你該報名！

現在就報名！

Skyline國際機會平台

• 聯絡電話：(02)2921-3223

• 專案信箱： tower@skyline.tw

•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kylineTalents/

It’s 
about time.

聯絡資訊



如果你覺得，
你不只是實習生等級…

如果你已經有幾年工作經驗，想要越級打怪、直面正職競爭，

那也歡迎你直接於【報名動機】欄位清楚標註「只面正職」，

（有意透過實習轉正者請照常填寫，不須額外處理）

如果通過審核，也將為你媒合至企業HR進行正職審核！

Skyline，

地表上最挺青年的國際機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