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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1號 

員工人數 2100人 資本額 216億 成立時間 1988年 6月 

企業簡介 群益金融集團為推動證券國際化業務需要，證券金融事業體系各項業務隨著
市場成長而迅速擴充，並於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朝向亞太地區大型投資銀行
之目標邁進。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涵蓋國內外上市上櫃、公司理財、固定收益、股票經紀、自營業務、衍生性
金融商品、股務代理、財富管理、期貨經紀、保險規劃與諮詢，以及提供專
業投資資訊等多元化的業務 

福利制度 1.週休二日 
2.年終獎金 
3.節慶獎金(非業務人員)/業績獎金(業務人員)  
4.教育訓練(員工教育訓練費補助/金融專題講座/E-learning系統) 
5.專業證照獎勵金 
6.家庭日(如：登山健行活動) 
7.完善的升遷制度 
8.團體保險 (壽險、意外險、意外醫療險) 
9.定期員工健康檢查 
10.視障按摩服務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理財經紀人 １.經紀業務受託買賣： 

接受客戶之國內外股票、期貨、選擇權、權
證以及 ETF 等商品之交易受託買賣與各項
相關服務。 
２.財富管理信託業務推介： 
提供客戶資產配置、理財諮詢、保險規劃以
及基金投資等業務推介與服務。 

全職 15 臺北市中山
區 南京東路
2 段 71 號 9
樓 

   



6 

○2 白金漢國際美語 

企業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 83號 

員工人數 30人 資本額  成立時間  

企業簡介 白金漢國際美語創建於 2004年 5 月迄今，引進全美語母語教學模式，
全盤移植美國國小教學系統，與美國當地小學同步學習，成為臺灣區
真正全美語母語教學的先行者，將台灣美語教育帶進一個全新的發展
領域。本校希望透過訓練人才具有正確的教育理念、前端的教學能力、
將教學理論落實在課堂上，進而進階學習到校務、教務管理和招生企
劃等能力，以期未來能夠在教育領域上，不僅成為專業的美語老師，
更可以有機會及能力晉升管理階層。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ESL全美語課程 
1.美國小學旗艦班 
2.國際兒童美語班 
3.全美語幼兒美語班 
4.全民英檢初級班 
5.全民英檢中級班 
6.國小安親課輔班 
7.資優數學班 

福利制度 享勞/健/保 
員工制服 
三節禮品 
完整的教育訓練 
順暢的升遷管道 
特休/年假 
結婚禮金 
生育津貼 
同仁子女就讀本機構，享有優惠 
提供同仁專業素養訓練，協助同仁發展個人工作生涯 
不定期聚餐、員工旅遊 
年終績效獎金 
海外就業機會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美語老師 
月薪：
28,000-32,000 

1. ESL 美語課程教學 
2.美語教學教務相關工作及行政支
援工作. 

3.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0 新北市  三重區 
重陽路四段 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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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利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23575)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 132巷 2號 1樓 

員工人數 30人 資本額 5000萬 成立時間 1988年 12月 

企業簡介 比利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8 年，主要以供應被動元件為主，以
產品領先及市場 需求為行銷與品保導向，使客戶一次購足為目標，本公司
以追求卓越，秉持著智慧、經驗、誠信等三大經營理念，致力於和我們的
合作夥伴建立互惠雙贏的關係， 一起隨著市場脈動，不斷成長茁壯。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全系列的被動零件服務 
PASSIVE COMPONENT  一般被動零件、 
INDUCTOR  SERIES  ( SMD / DIP )  電感系列、 
TRANSISTOR  SERIES  電晶體系列、 
PROTECTOR COMPONENT  保護零件 
LED  SERIES  發光二極體、WIRELESS  SERIES  無線系列 
LED Driver IC LED驅動 IC、Humidity Sensor 濕度感測器 
RESISTOR  SERIES  ( SMD  / DIP )  電阻系列 
DIODE  SERIES  ( SMD / DIP )  二極體系列 
CRYSTAL  SERIES  石英震盪器系列 
RF射頻元件 

福利制度 上班時間:08:30~17:30 
休假制度:周休二日 
福利制度:勞保、健保 (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勞退金提撥、團體保險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倉管 1.倉庫理貨、撿料、收料、包裝 、搬運 
2.拆箱點料、倉儲整理 
3.產品入庫.出庫作業 
4.產品進貨作業(ERP) 
5.有物流經驗者佳 

全職 

 

1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會計助理 
 

1 收發、記錄及彙整交易產生之原始憑證，
並登錄至會計系統製作傳票 
2.處理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付款項帳務。 
3.處理客戶應收款項帳務 
4.會計及財務所有相關之工作.需懂基本會
計基礎 
5.處理其他一般會計帳務和總務工作 
6.做事細心，反應快，會 EXCEL 
7.需自備機車 

全職 1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業務助理 似電話業務，須報價及處理訂單、回覆交
期、安排出貨、作承認書、整理客戶要的樣
品。 

全職 3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國外業務-助理 處理客戶申請的樣品、製作承認書。 
處理客戶訂單(欠料詢貨，催貨)、回覆交期。 
製作出貨單、出貨標籤。 

全職 1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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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助理 1.負責商品採購及採購開發工作。 
2.協助採購單的查詢及下單的工作。 
3.整理、核對 進貨。 
4.申請客戶要的樣品 
5.更改系統價格等 
6.英文需中等 
(採購助理職務，會先從業務部助理的工作
先學起) 

全職 1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業務人員 客戶維繫與新客戶、新市場開發 
拜訪客戶推銷產品，負責業務接洽，產品報
價、需自備汽車 

全職 2 新北市中和區
景新街 132 巷
2 號 1F 

  



10 

○4 長流機構 

企業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63號 B1 

員工人數 未提供 資本額 100萬 成立時間 1951 

企業簡介 長流機構 1951（Chanliu Art Group 前身為新光美術班 ) 由臺灣前輩畫

家黃鷗波、知名書畫鑑定家黃承志共同創立。目前旗下有四個主要事業─

─「長 流美術館」、「長流大中華文教藝術基金會」、「藝流國際拍賣」及「新

光國際」。 [簡介] 1973 年，「長流畫廊」創立於台灣台北。2003 年後擴

大轉型，陸續於臺北、桃園兩處建立 美術館，並分化出藝術拍賣、藝術鑑

定顧問、等相關企業。 長流機構主要創辦人黃承志，乃台灣重要前輩畫家

黃鷗波之子，本身亦為當代權威書畫鑑定 家兼收藏家，以其獨到的藝術目

光及品味，領導長流從事研究鑑定與推廣等專業顧問服務。美術館藏品以

華 人古今藝術最為豐富，尤有諸多中國歷代大師珍貴作品。 長流機構為

臺灣藝術產業發展思進，為提供藝術愛好者展覽及藝市新訊，1990 年發行

月刊《長流藝聞》，至今已出版 271 期。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策展、文化交流、博覽會、拍賣服務、空間設計、市場諮詢、藝術產業調

查、圖書出版、文化資產研究 

福利制度 勞保、健保、週休二日、勞退提撥金 獎 金 類：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禮
品 娛 樂 類：員工電影、自強活動、慶生會、尾牙 補 助 類：生育補助 其  
他：員工在職教育訓練、良好升遷制度 1.生日禮金（品） 2.中秋節禮金
（品）、端午節禮金（品） 3.其他禮金（視特殊表現，不定期發放） 4.春
節會餐 5.春節摸彩 6.團康活動（ex:藝文欣賞、聚餐、員工旅遊...等，
休閒娛樂活動） 7.※年終獎金※ 全額公司提撥:評估公司盈餘獲利狀況、
個人考績及各類出缺勤ˊ表現，作為發放標準 8.公司專案福利(年資獎金/
中秋節獎金/端午節獎金/婚、喪喜慶津貼/生產津貼/育兒津貼)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財務部 主辦會計 執行項目： 
會計及財務相關行政事務 
工作內容： 
1.依照企業或組織內部行政流程，處理一般
行政庶務 
2.接聽電話、登打單據傳票、總務管理 
3.協助辦理會計及財務處理的行政事務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 人 臺北市大安區 
金山南路二段 

編輯部-文編人員 執行項目： 
刊物雜誌編輯，賞析文案撰寫 
工作內容： 
1.因應各類活動撰寫文案、藝術品賞析 
2.協助編輯刊物雜誌、拍賣圖錄 
3.協助專案規畫執行、簡報製作 
4.聯繫外部廠商進行發包溝通 

全職 2 人 臺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二段63
號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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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聽電話及活動接待支援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編輯部-設計編輯 執行項目： 
圖錄雜誌文宣設計、美術編輯 
工作內容： 
1.因應各類活動設計相關文宣 
2.協助編輯藝文類雜誌、拍賣圖錄 
3.公司網站維護與更新 
4.接聽電話及活動接待支援 
5.聯繫接洽印刷相關廠商做報價評估 
6.圖檔編修 
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人 臺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二段63
號 B1 

倉儲部 藝術品管
理人員 

1.驗收物流貨物(藝術品)、清點盤存作業。 
2.從事物流貨物(藝術品)、重整、包裝作業。 
3.執行作業區環境整理、清潔維護作業。 
4.進行商品(藝術品)建檔入倉、交期、送貨、
調度安排等相關工作。 
5.進行商品(藝術品)佈卸展、展場安全維護管
理及佈置。 
6.ERP 鼎新庫存管理系統 key in、打單。 
7.建置物流(藝術品)作業管控點及制定相關
之管理報表。 
二、藝術品相關資料研究管理 
1.藝術品簽名、年代、款識等相關資料辨識
能力。 
2.圖錄、文宣相關內容之藝術品明細校對。 
3.藝術品及藝術家市場相關資料蒐集、研究。 
三、藝術品攝影、修圖 
四、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人 臺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二段63
號 B1 

客服部 接待人員 執行項目： 
行政業務與客戶接待 
工作內容： 
1.公司行政業務執行 
2.客戶接待與問題處理 
3.協助拍賣會規劃與執行 
4.支援各部門與展覽事務  
5.藝術作品導覽說明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人 臺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二段63
號 B1 

   



12 

○5 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110號 17F 

員工人數 560人 資本額 3億 成立時間 1993年 10月 

企業簡介 一個舒適漂亮的的環境，讓我們工作起來更有勁，生活的品味從每天開始學習!!
在這裡上班可以學會擺設、以及不同風格的居家飾品，還可以學會銷售、介紹居
家生活的商品。 
生活工場是台灣自創品牌，以生活雜貨專賣連鎖店為主力，也會生產開發優質的
居家商品，率先打造居家時尚，經營生活買學，一路已經陪伴我們 20多年。 
我們給各職務同仁提供有系統的教育訓練，包括新人訓練、證照課程、在職訓練、
各類講座，適才適所，循序漸進增加工作專業能力，成為服務業的專才。並提供
予員工豐富獎金(EX:三節獎金、業績獎金、年終獎金等)，目前全台門市已達 80
間，未來還將展店 10家以上全新門市，升遷管道通暢。☀創造分享生活的每一
刻，歡迎你成為我們的夥伴吧☀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以生活雜貨專賣連鎖店為主力,生產開發優質的生活居家商品 

福利制度 【獎金】  
1.生日禮金/年節贈禮  
2.績效獎金  
3.員工購物優惠  
4.年終尾牙聚餐  
5.員工介紹獎金  
 

【各項補助】  
1.結婚補助  
2.生育補助  
3.子女教育補助學金  
4.喪葬補助  
5.災害補助  
6.年度健康檢查  
7.外語檢定證照獎勵金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門市人員 1.親切並專業的介紹及銷售產品。 

2.協助顧客結帳及精緻包裝。 
3.店內風格商品陳列，展現品牌特色。 
4.維持買場清潔與管理，創造優質購物空間。 
5.友善傾聽顧客的意見，提供貼心的服務，
以吸引顧客再次回訪。 

全職 10 大台北地區各門
市,可由公司官網
查詢離家或離校
較近之門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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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企業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72號 10樓 

員工人數 190人 資本額  成立時間  

企業簡介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係立本會計師事務所（成立於民國 37年）及台灣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成立於民國 59年）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一日合併成立；並於民國
八十一年七月，成立台中所；民國九十年二月，成立高雄所。 
 
BDOTaiwan現在含會計師及專業職員近二百多人。為提昇對顧客之服務水準與協助
其確保競爭優勢，本所向來積極致力於人力資源之培訓、跨國事業之拓展及運用
科技知識整合之力量，持續領先同業，並於民國八十一年加入國際性事務所 BDO
建立合作關係，成為結盟之會員事務所。 
 
BDOInternational係於 1963年由歐美數大會計師行組成，至今於世界 144個國家
或地區約有 1,200家會員事務所，其合夥人及職員總數共超過 56,000名，總部設
於比利時布魯塞爾。 
 
本事務所擁有專業化服務經驗、全球化服務網路、優秀化人力資源，足以提供客
戶最專業、最迅速、最高品質的服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查核簽證、企管諮詢、工商登記 

福利制度 1.可彈性上下班 2.年度旅遊補助 3.三節獎金 4.享健勞保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查帳員 -台
北總所 

1.辦理查核簽證相關事務。 
2.專案查核。 

 

全職 10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
東路 2 段 72 號 10
樓 

會計.稅務暨
薪資委外服
務專員－台
北總所 (外
商組) 

1.會計帳務處理 
2.薪工計算 
3.獨立收發國外信件及回覆 
4.稅務諮詢 

全職 3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
東路 2 段 72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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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綿春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92號 10樓 

員工人數 360人 資本額 5億 1350萬 成立時間 76年 1月 

企業簡介 綿春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年 3月，公司資本額為五億一千三百

九十五萬元，為顯昱關係企業於台灣地區彙集織造、染整與進出口營銷貿易

之主要成員，公司設立於台北市內湖區，並於桃園一帶擁有織造，染整，物

流等各個生產廠區。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服務項目 布料 

福利制度 三大節日獎金、年終獎金、開放工作升遷管道、年度依績效做薪資調整、公

司旅遊、同仁在職訓練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產品開發(企
劃)助理 

1.協助產品開發部門產品彙整、分類、歸檔
與管理 
2.後續產品推廣企劃 
3.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
路一段 392 號 10
樓 

系統助理工程
師 

1.系統日常與異常處理 
2.系統需求與擴充規劃 
3.資料庫維護處理 
4.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
路一段 392 號 10
樓 

業務助理 1.訂單處理相關事務 
2.接洽成衣廠郵件溝通和出貨安排 
3.客製化報表 & 應收帳款 & 客訴處理 
4.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
路一段 392 號 10
樓 

助理檢驗員 1.布料檢測事宜 
2.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
路一段 392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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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28號 

員工人數 17,000人 資本額 24億 6千萬 成立時間 1977年 

企業簡介 儒鴻企業成立於民國 66年，迄 102/8月資本額新台幣 24.6億元，全球員工
約 14,000人，為一致力研發、發展垂直整合的跨國企業，主要產品為圓編
彈性針織布料及機能性成衣。營運以台灣為接單、研發運籌中心，銷售市場
以美歐為主，生產基地則分散於台灣、大陸、越南、柬埔寨、及賴索托等地。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針織布,針織成衣 

福利制度 獎金: 
年終獎金、三節禮金、勞動節獎金、
生日禮金 
◆ 保險類 
勞保、健保、意外險、職災保險 
◆ 休閒類 
部門聚餐、慶生會、社團活動、員工
專用健身房 
◆ 制度類 
完整的教育訓練、順暢的升遷管道 
◆ 設備類 
員工宿舍、員工交通車、員工餐廳 

◆ 請 /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特休/年假、女性同仁生理
假 
◆ 其他 
健康檢查、配發公務機汽車 
◆ 補助類 
結婚禮金、生育津貼、社團補助、員
工進修補助、住院慰問金、退職金提
撥、公務電話通話費補助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外銷紡織品業
務助理 

1.外銷紡織品跟單。 
2.國外訂單聯繫。 
3.國內接單處理。 
4.主副料採購。 
5.樣品開發。 

全職 15 新北市五股區五
權路 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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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源興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78 號 5 樓 

員工人數 250 人 資本額 1億 1500萬 成立時間 1962 年 

企業簡介 成立於 1962 年,專業從事於「收縮包裝機械與材料」製造與販售,已通過 

ISO/CE 等認證,積極拓展大陸及國際市場。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包裝機械、塑膠相關製品。 

福利制度 春節、端午、中秋三節禮品、五一員工摸彩聚餐、享勞健保制度健全、婚、
喪喜金、員工團體活動 
補助、旅遊補助、提供公司制服、工作鞋、交通補助。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外銷業務助理 
(台北) 

負責外銷業務 全職 3 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四段 
278 號 5 樓 

美工設計人員
(桃一廠) 

具彩色印刷平面設計經驗 
月薪 28,000 元 至 42,000 元 

全職 2 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四段 
278 號 5 樓 

國內業務人員 
(桃園廠區) 

開發客戶 
具駕照、有企圖心，需配合出外勤 
月薪 32,000 元 至 40,000 元 

全職 2 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四段 
278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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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特內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50號 6樓-3 

員工人數 74人 資本額 5500萬元 成立時間 1996年 06月 

企業簡介 『1995年幾位身負遠大夢想的年輕人，於淡水開設一間整合企業內部資
訊管理之工作室，並於隔年正式成立英特內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在 Java
專業領域研究 20餘年，逐漸開發出 DreamMaker貼近人性化之雲端工
具，並延伸以公司治理 e化為主之管理人員的 HR及管理事務的
SMART-Maker系統，在近幾年更研發出符合時代需求的 iApp行動開發工
具及食品安全雲平台，在各業界也建立出良好的口碑。如今，在這個日
新月異的時代，英特內將要延續『運用科技工具,協助客戶創新商業模
式與服務』的願景，共邀擁有抱負且富含創意、熱情、夢想的伙伴們加
入英特內，一同用你我的不平凡成就非凡。』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D-Maker、S-HR、SMART Maker、iApp、食品安全雲 

福利制度 ■教育訓練制度: 
新人訓練在職訓練,讀書會,內訓,外訓(依職務享有金額補助) 
■休假: 
年休假(依勞基法享有 )生日假(滿三年員工享有 ) 
■福利活動: 
春遊(滿五年員工攜伴一人免費 )國內或國外員工旅遊(滿五年員工攜
眷屬一人享有優惠)每月慶生會 ,每年健康檢查 ,耶誕大餐活動(滿五
年員工攜伴一人免費) 
■獎勵: 
住房津貼(因工作無法在原生家庭住宿之單身員工每月補助 )證照津貼
(考取公司規定證照，享有一年獎勵)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專案助理 協助專案需求訪談，文件撰寫，系統測試，

系統上線 
全職 1 新北市中和

區 建 一 路
150 號 6 樓
-3 

工程師 主要負責軟體、網頁程式(Servlet)開發、測
試與問題查修與解決 
1.專業團隊以 Java 語言開發 Swing,Web 
Base 的程式，透過專案的訓練，提升專業能
力，可往產品研發的方向發展 
2.工作方式均為 Team Work，可學習並獲得
最多最有效的資訊 
3.可多方面學習各種產品、產業商業邏輯
(domain know how)。 

全職 3 新北市中和
區 建 一 路
150 號 6 樓
-3 

業務人員 1.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以達成業績目
標。 
2.拜訪客戶系統展示，維繫穩定客戶關係。 

全職 3 新北市中和
區 建 一 路
150 號 6 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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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344號 8樓 

員工人數 250人 資本額 8000萬 成立時間 74年 6月 

企業簡介 文中資訊於民國七十四年由總裁「陳振芳」先生發起設立，總公司設於
台北市復興北路三四四號八樓，以提供客戶套裝化、行業別應用軟體系
統、及電腦作業環境規劃架設，軟硬體有效結合，使用戶電腦化得到最
完整的服務，至今，公司成立已三十三年。 
三十多年來承蒙市場各界用戶的支持，使得文中能在穩定之中不斷的創
新/進步/求發展，陸續成立了台北營業處、桃園分公司、新竹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台南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以上各服務據點完全由文中獨
自出資設立，聘用軟硬體服務人員，在統一的組織、管理架構下，為廣
大的客戶群提供最高品質的產品及最優質的售後服務，是一般以經銷模
式行銷服務的軟體公司所無法比擬的。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 MERP管理布政使： 
產品最齊全、財務模組、庫存模組、貿易模組、生管模組、稅務系統模
組、電子發票系統、eWMIS 進銷存、智慧警示系統、動態倉儲管理涵蓋
面廣是企業電腦化最佳選擇。 
2. NHRS人力資源管理： 
從員工人事異動管理、勞健保及所得稅管理、計算遲到全勤加班請假、
非固定薪資及獎金的發放、每月撥發薪資及金融機構轉帳、到全年度扣
繳申報作業，整合電子簽核、智慧手機 APP，所有您工作上所需要的，
在文中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中，您將享受到物超所值的便利！ 
3. APOS連鎖加盟總部系統： 
文中資訊 POS_ERP 自動化整合方案，是專為餐飲業、烘焙業等連鎖加盟
總部設計的 ERP系統，從門市叫貨、總部生產/採購、撿貨配送、前店後
廠用料稽核、財務管理、成本分析，一氣呵成，可為 POS 總部系統化的
最佳幫手。 
4. WSTP會計師工作輔助幫手： 
文中稅務申報系統是業界領導品牌，市占率第一。從營業稅、暫繳到結
算申報，專業好用。各類所得結轉會計總帳，可與兩稅合一申報系統連
線作業分階成本計算，可同時計算原物料耗用成本及人工、製造費用，
讓製造成本分攤更為簡單方便全套系統整合勾稽功能，並提供異常勾稽
表。 
5. WBEC營業成本會計輔助幫手： 
本軟體適用於營造業、工程業、建設業及會計師稅務代理人，提供營造
業、建設業完整稅報帳冊、工程成本、建物成本…等會計報表。 
6. NTF財稅簽證系統： 
文中的財稅簽證系統適合大中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不論原始科目來源
為何，透過資料轉入即可直接進行查核作業，提供科目對應作業，可自
動對應，順利產生財、稅簽各式報表，透過流程圖的指引，架工作底稿
最輕鬆，迅速完成財、稅簽報告書。 
7. 電腦硬體及網路規畫設計： 
依軟體系統作業需求 

福利制度 獎金福利：全勤獎金、年節獎金、員工分紅、員工生日禮金 各項績效獎
金 
休假福利：週休二日、男性員工陪產假、生理假 
保險福利：勞保、健保、員工團保 
娛樂福利：國內旅遊、員工定期聚餐 
津貼福利：員工結婚津貼、生育津貼、員工在職教育訓練、員工退休規
劃（包括退休金及退休後之福利等）、喪葬津貼 
其他福利：【薪酬制度】【福利措施】【學習發展】【職涯發展】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會計軟體訓練 一、負責公司長期客戶之客服工作。 全職 1 臺北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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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台北) (1)教育訓練、(2)上線輔導、(3)電話解答、(4)
拜訪與上課。 
二、具商用軟體客服或事務所經驗者佳,需有
耐心與靈活特質,電腦具基礎。 
三、公司提供完整的培訓計劃及教育訓練 
四、具完整人事、考勤、薪資作業經驗者 

山區復興
北 路 344
號 11 樓 

ASP.net(C#)
程式設計師
(台北) 
 

1.開發前後台商用套裝網站應用系統。 
2.因應網路與行動商務發展，持續關注與引
用新的網站架構與雲端技術。 
公司有超過上千家合約客戶，財務狀況穩健
可靠，除了專注現有產品持續提升外，也同
時尋求任何創新與突破的可能，歡迎有志者
一同打拼。 

全職 1 台北市中山
區復興北路
344號 8 樓 

ERP程式設計
師(台北) 
 

公司提供 Delphi 與 ERP 系統完整培訓，主
要職務內容如下所列： 
1.開發、維護 ERP 商用軟體系統(Delphi)及
其他附屬系統(C#) 
2.開發、維護行動裝置 App(Delphi XE8) 
3.其他交辦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中
山區台北
市中山區
復興北路
344號 8樓 

電腦維修工程
師(台北) 
 

負責客戶硬體叫修.服務.保養及公司軟體產
品安裝.服務支援.轄區客戶經營等工作。 
1.電腦維修 
2.網路架設 
3.資安工程 
4.硬體銷售 

全職 
 

1 臺北市中
山區台北
市中山區
復興北路
344 號 11
樓 

會計軟體訓練
師(新竹) 

1.負責公司長期客戶之客服工作 (教育訓
練、上線輔導、電話解答、拜訪與上課、促
約及再銷售)。 
2.以內勤工作為主，但不定時須外勤(希望純
內勤工作者勿試)。  
3.套裝商軟客層廣泛，需自信有服務精神與
高度耐性者。  
4.工作穩定有發展潛力(學習、團隊、效率、
客服)。 

全職 1 新竹市  北
區  和平路
142號 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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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服務業前 50大企業) 

企業地址 新北市 林口區 東林里宏昌街 1號 

員工人數 650 人 資本額 3 億 6000 萬元 成立時間 78年 

企業簡介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78 年，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FamilyMart)之關係企業，同時也是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之頂尖業者。在
『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服務理念下，以科學化的管理與綿密的倉儲配
送網絡，滿足客戶低成本與高品質之服務需求。      本公司一向以
全方位綜合型供應鏈管理服務業者自許，不但擁有『常溫、恆溫、冷藏、
冷凍』四大溫層完善之物流技術；更構築七處物流中心，包含林口、大溪
及八德、台中(烏日)、雲林(虎尾)、高雄(岡山)及花蓮(吉安)，在完整之
軟、硬體支援下，提供客戶適時、適量、適地之最佳後勤支援。   随著
穩健的經營，自 2003年起，年年名列天下雜誌百大服務業；在 2010年，
年度營業額在 200億以上，在倉儲運輸業中排名前三名；同時為驗證作業
品質，在 2010年領同業之先，取得 HACCP及 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
理系統雙認證。近年，隨著中國大陸之崛起，本公司也提供知名企業完整
之物流技術支援服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服務項目 1.整合性物流管理服務 (1)訂單處理、商品採購、倉儲管理、理貨作業 (2)
流通加工、配送服務、逆物流作業、物流服務之顧問輔導  
2.商流開發 3.情報處理 

福利制度 【獎金/禮品類】 三節禮券、生日禮券、績效獎金 【保險類】 勞保、健
保、員工團保、退休金提撥 【休閒類】 部門聚餐、生日慶生會、社團、
團體活動、年終尾牙摸彩、家庭日親子活動 【請 / 休假制度】 特別休假、
家庭照顧假、女性同仁生理假、男性同仁陪產假 【補助類】 婚喪喜慶補
助、進修補助、員工教育獎助學金、子女教育獎助學金、國內、外旅遊補
助 【其他】 員工停車位、年度健康檢查、完整之教育訓練、順暢之升遷
管道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綜合企劃專
員 

1. 產業動態蒐集及彙整  
2. 經營分析與改善推進  
3. 策略管理循環推動  
4. 研發專案推進  
5. 專案控管與追蹤 

全職 2 新北市 林口
區 宏昌街一
號 

物流企劃專
員 

1. 物流作業流程規劃 。 
2. 作業成本分析 。 
3. 公司業務專案規劃。 

全職 1 新北市 林口
區 宏昌街一
號 

儲備幹部 1. 通往物流公司菁英主管捷徑，提供完整
儲備幹部培訓計畫。 
2. 大學畢業，科系不限，對物流作業興趣
者佳 
3. 活潑、熱情、勇於挑戰自我，願接受物
流基層輪調培訓 
4. 協助現場動線管理、工作分派、客戶服
務，攜手達成全國跨產業物流公司整合者 

全職 4 新北市  林口
區  宏昌街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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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新金控 

企業地址 106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18號 17樓 

員工人數 8000人 

企業簡介 台新金控創立於 2002年 2月 18日，旗下涵蓋銀行、證券、資產管理及創
投等子公司。 
願景為讓客戶認同與肯定我們是穩健成長且值得信賴的金融機構；透過優
質的服務(service excellence)與創新(innovation)，讓我們與客戶一起
成功，承諾永無休止的創新，以致力於達到客戶及股東財務的成功為自我
期許，並跟隨市場環境的變化調整最適宜的營運方向。台新年輕且充滿了
活力，也樂於學習成長。全行秉持著 ICIC的精神：誠信〈Integrity〉、承
諾〈Commitment〉、創新〈Innova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不斷地
求進步。哪些時候應該改變，我們就變；什麼地方需要創新，我們就改革，
也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快的步伐因應這個快速變動的時代。關於未來，我們
擬訂了三年策略，以期能在整體發展上表現得更加出色，然而，要成就大
事業，必先有好的人才，於是我們成立『台新大學』，就是希望能夠讓人才
匯集於台新、成長於台新、發揮於台新。如果您贊同我們的經營理念，樂
於接受挑戰，對未來同樣有一個美麗的願景，歡迎您加入台新大家庭，與
我們一起再創高峰！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銀行、票券、信用卡、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創投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與金融業務相關之事業。 

福利制度 ※台新行員專屬福利※ 
【員工優惠方案】 
•行員房屋貸款 
•行員信用貸款 
•行員換匯 
•理財商品 
【團體保險】 
•定期壽險/意外險 
•醫療險、傷害醫療險、防癌險 
【職福會】 
•結婚、喪葬、生育、住院、社團、子女教育福利 
•三節禮金 
•生日及旅遊補助 
【婚喪慶弔】 
•結婚補助 
•喪葬補助 
【教育訓練補助】 
•外語及電腦進修 
【其它】 
•久任獎勵(依年資) 
•健康檢查 
•飯店住宿優惠、特惠店家、每月團購訊息、payeasy 特約優惠、藝術
基金會課程優惠 
•台新圖書館、台新樂活舒壓坊(按摩)、授乳室 
•活動類：登山健行活動、球類競賽、愛心義賣、電影賞析 
•員工生活服務方案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法金助理客
戶關係經理
人(ARM) 

1.協助 RM 開發潛在客戶，並適時推動各項新
產品之銷售業務。 
2.撰寫徵授信報告。 
3.撥款及一般帳務處理。 
4.放款系統建檔與維護。 

2 全職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四段
1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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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受RM培訓課程及甄試，可取得升任RM
資格。 

銀行新鮮人
培訓計劃 

1.數位金融-品牌推廣專員  
2.消金業務新鮮人  
3.電話客服新鮮人  
4.電話理財新鮮人  
5.儲備理財專員 

5 全職 台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四段
1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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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2號 

員工人數 約 1700人 成立時間 89年 

企業簡介 ★亞太電信成立於 2000年,整合寬頻固網、寬頻行動通信與寬頻網際網路等
三大寬頻事業的終極目標。★「Gt 智慧生活」鴻海集團投資的亞太電信所推
出之品牌識別,提供『行動、寬頻、數位』等資通訊與軟硬體整合產品及服
務;「Gt智慧生活」承諾消費者『價值多一些,花費少一點,幸福永遠早一步』。
Gt所代表的就是 Good Time,G字形象由 8演譯,象徵科技進步而擁有的 8大
美好生活願景,帶有圓融和諧之意;也像一個眼球,象徵舉目所及大小屏幕所
形成之“眼球經濟”,與鴻海集團所引領的 8大智慧生活及 11屏幕核心策略
呼應。分別是讓消費者永遠都能享受幸福時刻(Good Time)、不論何時何地
總是跟你在一起的好夥伴(GetTogether),以及整合軟硬體創新科技提供最
好的解決方案與服務(Great Technology)!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公司為綜合性電信服務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市內網路、長途網路、國際網路、
第三代行動電話以及第二類電信等服務。 

福利制度 依公司規定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續約客服人員 
月薪：
25001-30000 

1.大專以上。 
2.具備基本電腦使用知識。 

全職 10 臺北市 內湖
區 內湖路 1
段 123號 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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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摩斯漢堡(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6-1號 8樓 

員工人數 5400人 資本額 3.2億 成立時間 79年 11月 

企業簡介 MOS BURGER為日本第一品牌，經營理念：「貢獻人類、貢獻社會」。 
●名列日本顧客滿意度最高的企業前茅。 
●日本外食產業之首。 
●現有亞洲近 2000家店，跨足台灣、新加坡、泰國、香港、印尼、大陸、
澳洲、韓國…等地。 
●我們在台灣隸屬於東元集團服務業事業群，現有員工數約五千人。 
●2011年 12月正式加入上櫃公司行列。 
●目前積極拓展大陸、澳洲地區事業的階段。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摩斯漢堡 

福利制度 1.薪資：面議，通過職能檢核測驗(控
制、值班等皆通過)，公司會給予晉
升及調薪(約 6個月) 
2.全勤獎金：每月 1000元 
3.分紅獎金：每月/年(依各店達成目
標狀況) 
4.年終獎金:每年(依公司規定) 
5.生日/端午/中秋禮金 
6.享勞健保 
7.僱主意外險 
8.供膳宿：全職同仁可享用門市餐飲 
(每日額度 200元為限)，兼職同仁工
作時段員工餐飲優惠（特定餐點 5
折）；供宿(僅提供外縣市至大台北工
作者；南投日月潭及清境免費供宿。) 

9.提撥退休金：每月(投保薪資等
級的 6%) 
10.婚/喪補助 
11.生育津貼 
12.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13.住院慰問金 
14.健康檢查 
15.提供員工制服 
16.關係企業家電享員工優惠價 
17.員工旅遊補助金(依服務年資
規定給予補助) 
18.語文進修補助 
19.員工持股信託 
20.區域津貼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營運儲備幹部 
月薪：
25001-30000 

1.營運現場各大工作站流程熟悉與管理 
2.商品知識與食品安全概念的認識與執
行 
3.溫馨顧客服務 
4.食材/包材/器具進貨與管理 
5.營運財務控管 
6.人員領導與管理 

全職 20 台北市中山
區松江路
156-1 號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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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耐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38號 4樓 

員工人數 80-100人 資本額 3600萬 成立時間 2000年 4 月 

企業簡介 耐德科技成立於 2000年，於 2002年 7月成立”SHOPPING99女性購物網
站，並在隔年成為國內年輕女性到訪率最高的購物網站，公司文化輕鬆活
潑開放，是一個注重團隊合作與員工成長的年輕電子商務企業，員工平均
年齡不到 30歲！成立以來，SHOPPING99快速成長且創新求變，目前積極
拓展海外跨境電商事業，展望全球市場，目標成為亞洲年輕女性的首選購
物網站！同時不斷挑戰各種創新網路行銷模式與管道，不斷突破現有模
式，創造業績高成長，邀請熱愛網路、創新思考且勇於接受挑戰的您，加
入 SHOPPING99的團隊，一同成為未來電子商務潮流的一員！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跨國購物網站：WWW.SHOPPING99.COM 
依產品線區分，SHOPPING99 旗下成立 PRETTY99 美妝保養館，FASHION99
服飾包包館，WOMAN99女人專屬館，LIFE99創意生活館，Buty99抒壓 SPA
館，提供網路消費者一個便利，豐富的購物空間。 

福利制度 我們尊重每一位員工的性格與特質，創造開放年輕的工作環境，讓員工能
在工作中不斷累積實力與自信。我們不僅提供全方位貼心的照顧保障、完
整的教育訓練及清楚的升遷管道與職涯規劃，並提供跨上國際舞台的機
會，讓員工能與公司的一同成長茁壯，跨入世界的舞台！勞保、健保、生
日禮金、週休二日、特別休假。 
1.員工員購福利 
2.業界名師教育訓練 
3.每月免費舒壓按摩 
4.不定期創意茶點下午茶 
5.後勤單位如部門 KPI達標且公司有盈餘就可領三節績效獎金 
6.業務職人員，每月依業績如有達標就可領業績獎金 
7.年度海內外員工旅遊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社群活動粉絲
團小編 

1.社群粉絲團經營&營運(文案撰寫為英文，
歡迎無經驗者) 

2.喜歡與粉絲互動，發想粉絲團活動 
3.協助商品影片拍攝 
4.協助部門主管交辦事項 
5.有機會與外國網紅合作 

全職 2 
臺北市萬華
區開封街 2
段 22號 2樓 

【行企部】社
群行銷專員 

1.FACEBOOK 粉絲團經營開發&維運  
2.大小社群活動企劃與執行  
3.各大社群、部落格、論壇等議題操作  
4.廣告文案撰寫、廣告美圖製作  
5.販售商品試用分享與拍攝製圖  
6.部門相關事務協助、主管交代事務  
7.擅長影音拍攝者...優先錄取(手機 APP 拍
攝.錄影機拍攝皆可)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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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部】商
品 PM助理 

1.協助海內外商品調撥作業  
2.商品採購、進貨等相關作業聯繫  
3.商品庫存調控  
4.協助網站商品上下架  
5.網站後台操作與資料更新  
6.協助處理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臺北市萬華
區開封街 2
段 22號 2樓 

【外銷部】社
群廣告行銷專
員 

1.FB廣告投放操作 (歡迎無經驗者)  
2.FB廣告圖片、影片企劃發想  
3.歡迎對社群經營(FB、LINE、IG 等)、社群
分析、行銷創意或技巧等專業訓練有興趣者  
4.有廣告投放操作經驗者，優先面試  
5..英文中等以上尤佳  
6.具數據分析能力尤佳 

全職 2 
臺北市萬華
區開封街 2
段 22號 2樓 

【商品部】
PM助理 

1.協助商品開發相關庶務、連繫工作  
(1)銷售報表整理與分析  
(2)廠商連繫、採購、進貨相關作業處理  
(3)內部協調溝通作業  
(4)網站後台相關作業操作與資料更新  
(5)協助行銷活動執行  
2.客戶及內部聯繫  
3.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程式開發
部】程式開發
工程師 

1.台灣、跨國網站開發維護  
2.台灣、跨國後台開發維護  
3.社群平台 API系統串接  
4.跨國 ERP 系統撰寫  
5.能接觸跨國金流、物流系統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系統整合
部】購物網站
系統工程師 
 

1.ERP 系統架構設計及串接  
2.外部系統整合、串接  
3.需研讀英文原文規格書及說明文件  
4.具基礎會計知識尤佳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行銷部】
Facebook 
廣告行銷專員 

1.社群媒體廣告圖文企劃  
2.社群媒體廣告投放操作  
3.會電腦的 PS 或相關修圖或繪圖軟體  
4.有在使用 Facebook, line, instagram 等
社群媒體，並對社群經營、分析、行銷之創
意或技巧等專業訓練有興趣者  
5.具數據分析能力，數理、資管相關科系佳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管理部】會
計專員 

1.會計、成本、稅務相關工作  
2.日常會計事項  
3.會計報表及分析  
4.其他專案及主管交辦事項  
※未來發展性  
1.供應商產業廣泛，帳務處理多元，且充滿
樂趣  
2.可學習跨國帳務領域  
3.創新的 ERP 系統作業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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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財
務專員 

1.負責資金調度及現金管理  
2.科目餘額明細表、銀行往來報表  
3.執行外匯交易及評估報表維護  
4.審核請款單、傳票入帳及收付款沖帳  
5.應收帳款核對、應付帳款、報表編製  
6.其他財務專案及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臺北市 中正
區  博愛路
38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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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 114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16號 10樓 

員工人數 293人 資本額 10億 1100萬 成立時間 87年 04月 

企業簡介 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87年創業之初，即以成為
「TheICTSolutionProvider專業資訊應用服務供應商」角色自期，旨在
提供企業網路與系統整合建置之全方位解决方案，著重專案導入過程中
之前期系統規劃、中期整合建置、後期諮詢服務等三階段目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是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品牌】：本公司代理的軟硬體產品均為全球知名品牌，如 Cisco、IBM、
Oracle、Citrix、Dell、SAP、EMC及 Hitachi 等產品線。【技術】：本公
司擁有強大的網路與系統技術支援團隊，不斷地研究各品牌產品間相互
搭配之整合效能，以最專業的技術來提昇產品附加價值。 

福利制度 1.每週上班五天(固定週休二日)、採人性化管理 
2.享勞保、健保、團保(公司負擔 100％)、勞退提撥 
3.各類教育訓練課程安排(內訓/外訓) 
4.國內外旅遊補助、年終尾牙活動、不定期舉辦各類講座及活動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硬體系統工
程師【SISG】 

1.Linux、UNIX、x86Server 組裝測試/安裝
設定/故障排除/系統維護/技術支援. 
2.SAN、NASStorage、TapeLibrary 組裝測
試/安裝設定/故障排除/系統維護/技術支援. 

全職 2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系統工程師
(G) 

內部工作 
1.Dell 設備還貨檢(Server,Storage,PC,NB) 
2.Dell 設備出貨前組裝及作業系統安裝
(Server,PC,NB) 
3.電話回覆客戶及業務問題 
4.協助客戶向 Dell 原廠報修 
5.客戶報修案件追蹤 
6.技術文件製作 
 
外部工作 
1.Dell 硬體設備安裝設定及故障排除
(Server,Storage,PC,NB) 
2.作業系統安裝設定及故障排除
(Windows&Linux) 
3.系統服務建置及移轉
(AD,File,WSUS,ExchangeServer) 
4.高可用度環境建置(MicrosoftCluster) 
5.虛擬化環境建置(VMware&Hyper-V) 
6.虛擬桌面環境建置
(VMwareHorizonView) 
7.維護客戶定期保養及技術諮詢 

全職 3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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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專員 1.負責系統使用者的問題排除及操作諮詢 
2.系統帳號的建立與維護 
3.協助程式測試及撰寫系統相關文件 
4.一般行政資訊助理事務/文書工作 
5.主管交辦工作事項 
6.無經驗可,有學習意願及責任心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行銷專員 1.資訊產品類研討會行銷活動之企劃案撰寫
/規劃/執行/結案 
2.具平面或數位媒體經驗為佳 (新聞稿發
佈、數位廣告刊登規劃) 
3.廣告及文宣品製作及採訪。 
4.具社群媒體經營、網站規劃與製作之經驗
為佳 
5.跨部門溝通、協調之良好溝通能力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技術部助理 產品活動電話邀約、文件與合約送簽、電腦
文書製作、郵務處理、設備寄送、協助檔案
歸檔、教育訓練資料彙整與通知、ERP 操作、
其他交辦工作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系統工程師
【IIIG】 

1.負責 IT 設備的電話技術諮詢服務。 
2.負責客戶端的 IT 設備安裝建置。 
3.負責客戶端的 IT 設備故障排除。 
4.負責客戶端的 IT 設備教育訓練。 
5.負責客戶端的 IT 設備維護服務。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助理系統工
程師【IIIG】 

1.負責 IT 設備的技術諮詢服務。 
2.負責公司內的組裝拆組技術支援服務。 
3.負責客戶的電話技術支援服務。 

全職 1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 516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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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凱基商業銀行 

企業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25號 10樓 

員工人數 2200人 成立時間  

企業簡介 凱基銀行的核心理念「We Care 專注為您」，是以客戶為中心、提供最優質
的金融服務為己任。主要營業項目涵蓋存放款、信用卡、財富管理、消費
金融、企業金融、金融交易及外匯等商業銀行業務。因應全球金融科技及
數位時代新趨勢，凱基銀行積極推出各類型創新金融科技產品與服務，以
提供客戶快速便捷、無遠弗屆的全方位銀行服務。未來並將結合母公司開
發金控海外業務利基及據點優勢，於大中華及東南亞等海外區域設置分支
機構，發展財富管理及企業金融的業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涵蓋存放款、信用卡、財富管理、消費金融、企業金融、金融交易及外匯
等商業銀行業務。 

福利制度 1. 保障年薪制度及具市場競爭力的業績獎金制度 
2. 員工優惠存款利率、員工優惠房貸利率 
3. 員工本人、直系親屬生日假 
4. 年度員工生日禮 
5. 提供完善的團保內容 
6. 定期免費員工健康檢查 
7. 職工福利(部門員工活動、結婚、生育、社團...等等補助)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客服專員 1. 線上協助客戶問題處理、提供銀行業務諮詢
服務。 
2. 公司活動或專案的配合執行。 
3. 客戶意見反應與蒐集。 
4. 推薦適合的產品或服務予客戶、提升顧客滿
意度。 

全職 3 新北市中和
區 景 平 路
188 號 

儲備理專 提供理財諮詢服務 
推廣全方位金融產品 
建立良好客戶關係 

全職 10 台北市松山
區南京東路
五段 125號
10 樓 

分行服務專員
(櫃員)_全省 

1. 客戶臨櫃交易作業、客戶銀行服務申請及行
政事務處理。 
2. 客提供客戶銀行相關服務，維護並深耕分行
客戶往來關係，提升客戶滿意度。 
3. 金融商品跨售：發掘客戶需求，提供適合客
戶之商品跨售。 

全職 5 臺北市  松
山區  南京
東 路 五 段
1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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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個人金融事業群) 

企業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7號 20號 

員工人數 全行共 2466人 資本額 152億 成立時間 1992年 1月 

企業簡介 自 1992年成立至今，遠銀藉由併購 AIG友邦信用卡、廣豐銀行及 ING集
團在台成立之安智證券後，正式邁入中大型商業銀行規模，近年來更積極
架構 E&M化的服務平台，朝大中華專業精緻金融服務公司的願景邁進，為
客戶、股東及員工創造最大價值。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個人金融業務 

福利制度 勞/健/團保、退休金、員工優惠存款/貸款、員工持股信託、特別激勵獎
金/年終獎金/員工紅利、有薪特休、陪產假、健康檢查、旅遊津貼、生日
禮金、生育津貼、優質教育訓練課程、健康社團活動、免費參加國際英語
社團…等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大台北地區分
行櫃檯存匯人
員 

負責櫃台各項存匯作業及相關金融商品推廣 
全職 10 臺北市大台

北地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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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匯聯會計師事務所 

企業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76 號 7 樓 

員工人數 16 人 成立時間 91 年 06 月 

企業簡介 會計師事務所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 會計師查核簽證業務服務 
2. 一般與特殊會計簿記業務服務 
3. 一般與特殊公司行號等設立業務 

福利制度 1. 符合勞基法、健保法及新制退修金條例等規定保險及退修金提撥 
2. 不定期員工生日聚餐及員工旅遊活動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記帳/查帳員 帳務處理、稅務簽證、財務報表簽證、工商

登記等 
全職 3 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四段
176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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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 456號 

員工人數 9000人 資本額 2億 成立時間 1972年 

企業簡介 信源企業為成衣製造商，為國際知名品牌零售商製造各種機能性的休閒運
動服飾，代工品牌如：Lululemon、Under Armour等，詳細介紹請見信源
企業網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主要產品：運動休閒服飾及泳裝。服務項目：信源企業在成衣製造方面具
有專業技術，服裝布料採用功能性面料，如萊卡、人造纖維、高彈性纖維、
經編布等，以及各種環保布料，如有機布料、回收布料等。 

福利制度 信源企業非常重視挑選與留任優秀人才。除了提供一個友善和互相扶持的
工作環境、專業發展培訓和成長的機會外，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個具有高度
競爭力的薪酬結構，以獎勵有卓越表現的同仁。 
● 薪酬條件優於市場水準 ● 年終獎金 ● 節慶及生日禮金● 績效獎金 
● 駐外供食、宿 ● 員工健檢 ● 團體保險 ● 共識營活動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成衣主副料採
購專員 

1.成衣主料及副料採購、追蹤及確認交期 
2.依訂單安排生產的進度, 追蹤主副料交期 
3.主副料與出貨相關事項追蹤及相關異常問
題處理 
4.主副料廠商帳單檢核及預付款請款作業 

全職 2 臺北市內湖區
行善路 456號 

成衣業務專員 1.成衣款式開發、訂單處理、系統資料建置
與維護。 
2.成衣大貨訂單相關業務端作業 follow-up。 

全職 2 臺北市  內湖
區行善路 456
號 

成衣 IE 專員 1.負責成衣各種工段工序分析，工時標準設
定 
2.做工簡化研究 
3.各種工段效率提升方案研究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2 國外 亞洲 越
南  實際地點
依公司管理之
需而定 

成衣品管專員 1. 負責成衣 QA&QC(檢驗、管理)相關事項
之規劃、培訓與管理。 
2. 負責日常成衣製程及成品品質管理。 
3. 客戶驗貨溝通。 

全職 2 國外 亞洲 越
南  實際地點
依公司管理之
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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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永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企業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 2段 23號 5樓 

員工人數 28人 成立時間 80年 4月 

企業簡介 創立於 1991年，成員包括一群專業、熱忱的會計師及專業人士，以財稅會計
之專業諮詢輔導為服務重心，透過專業化服務經驗、優秀化人力資源，協助
企業建立健全的財務體質，達到財務資源最佳運用。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 審計服務：一般性簽證、特殊目的簽證、移轉訂價報告、會計/稅法/企業
經營及法規之諮詢 

2. 會計服務：會計帳務處理、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營所稅申報、代購統
一發票及代理申報營業稅 

3. 稅務服務：租稅規劃、租稅獎勵申請、稅務行政救濟、大陸投資稅務服務、
常年稅務顧問服務 

4. 工商服務：一般國內工商登記事項、公司解散/註銷/清算、大陸地區投資
申請/申報服務 

福利制度 1.健全的保險規劃及休假制度 
(1)勞保、健保、勞退、團保 
(2)出國出差期間，為您投保旅行平安
險(含意外險及意外醫療險) 
2.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多元活動 
(1)部門聚餐 
(2)定期健康檢查 
(3)國內外員工旅遊 
(4)忙季結束後的大型同樂餐會 
(5)年終尾牙 
(6)新春團拜 
(7)完整的新人教育訓練、員工在職訓
練及個人專業課程訓練 

3.多重的獎勵、激勵與補助方案 
(1)生日禮券 
(2)中秋節禮品 
(3)婚喪/生育/住院禮金或慰問金 
(4)同仁轉介紹獎金 
4.多面向的其他貼心措施 
(1)忙季時無限量之各式飲品供應 
(2)獨立機房及內部網路建置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審計查帳人員 1. 一般公司財務報表之查核工作 

2. 稅務報表之查核工作 
3. 細心謹慎，能配合小組工作 

全職 2 臺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 2 段 23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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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5號 

員工人數 8000人 資本額 1018億 成立時間 1992 年 02

月 

企業簡介 玉山銀行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金融菁英，以決心「經營一家最好的銀行」
於 1992年創立。2002 年成立玉山金控，並持續為提供顧客全方位的優質服
務與品牌承諾而努力。在第 3個 10年玉山以「深耕台灣、布局亞洲」作為
重要的策略發展主軸。因應不斷襲來的新科技潮流，玉山銀行持續秉持「創
造顧客最佳體驗」的核心理念，以資訊科技驅動 BANK3.0時代的來臨，藉
以打造兼具客製化、主動式、虛實整合（O2O）與跨境金流的 BANK3.0服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本國銀行(641211) 
人身保險代理(655114) 
其他財產保險(652099) 

福利制度 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 
行員貸款優惠 
行員持股信託 
年終獎金、紅利 
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補助 
團保、勞保、健保 
比照或優於勞基法的人力資源制度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金融服務人員 
月薪：30001 以上 

1.大學以上商管相關科系畢，個性活潑外
向，認真細心負責，人際關係佳，對存匯櫃
檯行銷與顧客服務充滿熱情。  
2.負責分行存匯櫃檯作業。 
3.工作地點為玉山銀行全省各分行。 
4.需接受玉山銀行完整紮實的培育計畫。 
5.享金融業薪資福利(勞保、健保、團保、行
員優惠存款、貸款、員工旅遊、員工儲蓄信
託等) 

全職 8 臺北市  松山
區  民生東路
三段 1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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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02號 3樓 

員工人數 2299人 資本額 18.56億 成立時間 1989年 3月 

企業簡介 萊爾富便利商店為光泉關係企業，是第一家國人自營的便利商店連鎖系
統，於民國七十八年成立，十數年來萊爾富以「鄉土情-世界觀的經營理
念，在美日系統便利商店林立的市場中，開發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在 2004 年已開店突破 1000 店，未來展店速度預計穩健成長。萊爾富便
利商店全年無休、明亮的燈光照亮每個街頭巷尾，我們秉持熱忱、積極、
嚴謹、創新的經營理念，不斷引進國內外優良商品，致力於為顧客追求
優質的生活；並且貢獻通路力量，協助公益團體、配合各項公共服務事
業，讓萊爾富透過商品販售服務，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和便利生活不可或
缺的幫手。 熱忱-以人為先、以顧客為本的服務精神。嚴謹-誠懇樸實、
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積極-勤奮務實、勇於任事的工作精神。創新-不
斷思考以求提供最新最好最快的服務和產品給顧客。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商品販售、代收代付、宅配郵寄……等 

福利制度 享勞健保、勞退提撥、三節禮金、年度旅遊津貼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數位商務人員 1.便利商店數位金流服務、專案開發與營運

規劃 
2.結合現金及各種支付工具、會員點數、紅
利兌換等數位金融工具，提出行銷活動規
劃、執行與分析 
3.能獨立作業，具內部活動控管、外部業務
提案能力。 
4.歡迎有志 O2O、電子商務領域的朋友加
入。 

全職 10 臺北市內湖
區 瑞 光 路
502 號 3 樓 

行銷企劃人員 1.行銷方案發想與接洽，企劃執行及跨部門
進度控管（如：年度活動、公關活動、節慶
活動、通路活動、產品推廣活動、公司形象
活動及企業品牌活動） 
2.負責活動企劃案的發想與撰寫。 
3.負責活動現場的統籌、監督管理與執行。 
4.負責公司刊物及行銷刊物的企劃。 
5.負責公司行銷商品企劃。 
6.實體及虛擬通路媒體計畫及管理 
7.蒐集市場情報，共同擬定行銷策略 

全職 10 臺北市內湖
區  瑞光路
502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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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雄獅旅遊集團 

企業地址 臺北市 內湖區 石潭路 151號 

員工人數 3350人 資本額 8億 成立時間  

企業簡介 秉持著「Lion, Enriching Life」理念，自 1985年以來，雄獅走在世界
變化浪潮前端，由傳統旅遊服務業，導入網路虛擬通路，發展引領業界
的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結合眾
多實體門市之通路綜效，透由 360度整合行銷規劃，推廣全方位產品線，
成為國內最大旅遊品牌。 此外，首創以門市融合當地人文風情，成為獨
具特色的複合式人文空間。以嚴選優質咖啡香為媒介，搭配美感設計之
空間氛圍，透由旅遊講座傳遞文化知識，並結合社群發展垂直深耕，要
帶動旅遊文化的時尚新風潮，成為城市裡旅行文化的精華薈萃中心。雄
獅從文創、設計、空間等各個面向，不斷展現深層文化底蘊的力量，逐
步朝向文化創意、生活產業之路邁進。 在我們精進蛻變的過程中，陸續
成立雄獅旅遊、雄獅資訊／數碼科技及雄獅通運等公司。再以旅遊為根
基，逐漸往生活層面發展，朝著成為全球華人旅遊生活服務品牌為目標
而邁進，於是發展傑森全球整合行銷、欣傳媒等行銷事業，建構出提供
全方位生活休閒產業服務之雄獅集團。在此，誠摯歡迎各界菁英踴躍加
入，一同開創旅遊休閒世紀的新未來！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有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有 

服務項目 1. 國內外團體旅遊行程規劃 
2. 國內外機票.訂房.自由行 
3. 企業獎勵旅遊專案行程規劃 
4. 代理全球航空票務 
5. 代理航空公司國外自由行 
6. 各國簽證代辦 
7. 各項旅遊諮詢服務 
8. 產品、通路&網路行銷、大型活動、媒體公關、媒體代理、影像製作、
網站建置、廣告設計 

福利制度 1. 具競爭力的薪資水準、養成計畫、激勵獎金與績優同仁紅利分享計畫 
2. 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公司全額補助百萬保額團體保險 
3. 多樣聯誼社團（登山社、攝影社、瑜珈社、插花社、游泳社、羽球社
等） 
4. 年度員工旅遊補助、員工優惠價國內外旅遊 
5. 結婚生育禮金、三節節金、年終獎金 
6. 完整線上教學（e-Learning）課程及海外派駐機會 
7. AA+級辦公大樓，交通方便環境卓越(上下班接駁車) 
8. 提供企業按摩減壓服務 
9. 環境時尚的優質員工餐廳 & Lion Café 
10. 完整教育訓練課程(基礎訓練、專業訓練) 
11. 管理、行銷、產品、業務等多元職缺提供完善學習機會 
12. 晉升管道暢通、擁有國內外輪調機會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遊程規劃師 
月薪：依企業
規定
25K-31K，獎
金另計 

1. 旅遊產品元件資料蒐集、研發、包裝、行
銷管理與消費者市場分析。 
2. 旅遊行程規劃及商品開發勘查、價格談
判、洽談簽約。 
3. 供應商資源管理及危機處理能力。 
4. 控管航空公司團體機位，機票報價。 

全職 5 臺北市 內湖
區  石潭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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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件成本管理。 
6. 部門間聯繫溝通。 
7. 具外語能力尤佳。 

經營企劃 
月薪：30001
以上 

一、策略展開： 
1.協助分析與評估集團事業發展經營環境  
2.協助管理與推動發展行動方案 
二、流程梳理: 
1.協助流程分析與建立管理系統 
2.協助導入高階共識並規劃執行之 
3.協助流程合理化與 e 化 
4.協助營運體系持續強化競爭力 
三、知識管理： 
1.管理組織知識 
2.鑑別關鍵策略經營知識 
3.知識獲取與保存 
4.協助經營知識社群經驗  
5.協助建構集團知識網絡 
四、制度規章： 
1.執行公司品質與流程規範 
2.維護與營運公司管理系統 

全職 3 臺北市 內湖
區  石潭路
151 號 

   



39 

○26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25號 3樓 

員工人數 4700人 資本額 540億 成立時間 85年  6 月 

企業簡介 元大證券為國內首批證券公司之一，多年來已為華人最大券商，始終秉持著
為投資大眾「掌握先機、創造財富、誠信服務、保障權益」的經營理念努力。
在求新求變、群策群力的企業文化驅策下，早已成為台灣證券業的翹楚。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是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證券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商及信託業 

福利制度 ◎具激勵性及市場競爭力之薪獎制度 
◎勞保、健保及團體保險(定期壽險、意外險及醫療險) 
◎結婚、生育、子女教育、喪葬等各項補助 
◎三節節金 
◎員工持股信託補助 
◎定期員工健康檢查 
◎員工社團活動 
◎員工優惠貸款與金融服務 
◎尾牙活動 
◎多元豐富的員工教育訓練與派外進修 
◎福委會特約商店優惠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工務 負責分公司機電維修、資訊處理與總務行政
作業 

全職 3 1.桃園市蘆竹區
中正路 311 號 3
樓 
2.桃園市桃園區
成功路一段 32
號 9 樓 
3.臺南市善化區
大成路 281 號 

後線人員 負責證券商後檯開戶 /信用 /集保 /交割
/KEYIN 工作 

全職 4 1.新北市板橋區
三民路二段 40
號 2 樓 
2.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三段 111
號 2 樓 
3.雲林縣斗六市
文化路29號3樓
嘉義市林森西路
173 號 3 樓 

股務代理部 -工
讀生 

1.總機客服業務 
2.櫃檯業務支援 
3.股東申請核件與轉交 
4.郵件寄送 
5.資料歸檔整理 

工讀 10 臺北市大同區承
德路三段 2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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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柯旅天閣股份有限公司(天閣酒店) 

企業地址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297號 

員工人數 250人 資本額 3億 5000萬 成立時間  

企業簡介 近年來休閒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影響所及的是旅館業的精緻化，THETango天
閣酒店就是因應這個趨勢而成。地處絕佳生活機能、交通樞紐地利之便；全
館的設施以房客舒適度為設計初衷，靜謐而幽雅的簡約風格；褪去館外 
繁鬧景致，臨門一隔，時尚生活可遠可近。THETango天閣酒店將陸續朝專 
業旅館前進，陸續在台北、台中、及大中華區拓展飯店及休閒旅館。歡迎您
加入我們，朝更專業的商旅服務邁進!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THETango 天閣酒店其現代時尚的低調奢華風，在業界中引領項背。客房設計
高雅寬敞，各式設備新穎完善。客房內皆備有多功能商務桌椅，些許浴室設
有大型 spa浴池，另有大理石面材淋浴間及蒸氣室，並有房客專用的交誼 
廳，每日供應自助式早餐，傍晚及清晨備有飲料與點心，並供應咖啡或茶。
此外，還設有專用商務中心及會議室，舉行會議的設備一應俱全。 

福利制度 實習生享有福利制度: 
勞保 
健保 
員工團保 
完整的教育訓練 
女性同仁生理假 
員工餐每日一餐 
交通津貼 
聚餐 
實習成績優越者保留正職名額，畢業後可直接報到無須面試 
正職享有福利制度: 
公司每日免費供餐 
提供制服及換洗服務 
享團保、勞保、健保及勞退 
員工活動 
三節獎金及年終獎金 
享連鎖飯店的住宿優惠 
完備的訓練系統，管理人員訓練及專業知識訓練  
內部晉升制度：凡任職滿一年以上之同仁皆有資格申請內部昇等。 
績效獎金 
特休/年假 
生日假 
陪產假 
產檢假 
女性同仁生理假 
家庭照顧假 
健康檢查 
結婚禮金 
員工進修補助 
旅遊補助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禮 賓 管 家
(Tangoinn 基河
館) 

1.顧客接待、服務流程、各單位工作執行等，
需配合輪值大夜班及各單位輪調訓練。 
2.英文或日文能力佳(檢附英文或日文檢定證

全職 8 臺北市士林區基
河路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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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3.喜好分享旅遊經驗給來自國內外旅人能力
者。 
4.服務每一位旅人們在 Tangoinn 停留休憩
旅遊期間的一切。 

酒店餐飲服務員 上班時段 06:40-14:40 
1.顧客服務帶位/點餐/送餐/收桌 
2.維持環境品質清潔 
3.餐點陳列擺設 
4.內外場餐期運作 

全職 6 台北中山區、松
山區、信義區 

禮 賓 管 家
(Tangoinn 西門
館) 

1.顧客接待、服務流程、各單位工作執行等，
需配合輪值大夜班及各單位輪調訓練。 
2.英文或日文能力佳(檢附英文或日文檢定證
書) 
3.喜好分享旅遊經驗給來自國內外旅人能力
者。 
4.服務每一位旅人們在 Tangoinn 停留休憩
旅遊期間的一切。 

全職 8 臺北市萬華區昆
明街 96 巷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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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聯夏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22號六樓 

員工人數 187 資本額 2.2億 成立時間 93年 3月 

企業簡介 聯夏提供優質且多元的食品製造內容與服務，並創造優質、便利、符合環保健康
的產品，期許成為台灣最受歡迎的領導品牌。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是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調理食品、製造及銷售 
2.豆類食品製造及銷售 
3.創立自有品牌 
4.為國內大型餐飲及鮮食公司代工 

福利制度 1.福利制度: 
獎金福利：年薪、另外依績效考核發放三節獎金 ． 
職工福利：員工體檢、員工生日禮金、員工撫恤金（含婚、喪、喜、慶）。 ． 
休假福利：依勞基法規定之假期。 ． 
保險福利：勞保、健保、員工團保、退休金福利。  

2.完善退休制度  
3.教育訓練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產品企劃專員 1.新產品行銷企畫案之撰寫、規畫與執行 
2.舊產品改良規劃及進度控管，並與業務端討
論產品促銷和活動 
3.品牌、產品及公司整體形象的建立與管理 
4.廣告效益評估、FB社群經營 
5.市場分析及競品資訊的蒐集 
6.具有美編經驗者佳，協調性佳、團體工作配
合度高 

全職 2 臺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一段 22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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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68號 8樓 

員工人數 450人 資本額 5 億元 成立時間 2009年 3月 

企業簡介 我們於 2011 年 11 月 1 日開站，深化社群互動，整合新聞、資訊、知識和
娛樂的訊息大平台，呈現具有溫度的新聞內容，以規模化、社群化、及真
誠信賴為經營理念，並在 2016年成就 5個第一名：  
※觸及率第一：根據 ComScore 數據，以 80.4％的觸及率，勇奪新聞類網
站第一名！ 
※網站排名第一：數位時代「2016網路服務流量 100強」大調查，榮獲新
聞類網站第一名！ 
※直播表現第一：每週直播產量已達 15小時；最高同時線上人數 3.5萬人！ 
※粉絲黏著第一：透過有「人情味」的操作，粉絲團黏著度遠勝於競業!
臉書粉絲數破千萬！  
※前瞻創新第一：榮獲 Google 2016年「前瞻性大獎」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新聞圖文資料庫  
2.數位影片資料庫  
3.新聞圖文授權服務  
4.網路廣告服務  
5.電子商務服務  

6.行銷宣傳活動服務  
7.社群操作服務  
8.APP系統開發服務  
9.網路直播節目 

福利制度 ◆獎金/禮品類：1.季獎金 2.年終
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
保 
◆休閒類：1.慶生會 2.寵物日 3.
其他大型員工福利活動  
◆制度類：1.介紹獎金  

◆ 請 / 休假制度：1.週休二日 2.
特休/年假 3.陪產假 4.家庭照顧假 
5.女性同仁生理假 6.育嬰假 
◆ 補助類：1.三節禮金 2.生日禮金 
3.結婚禮金 4.生育津貼 5.住院慰問
金 6.急難救助金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新聞部娛樂中
心－【動娛樂】
影音剪輯企劃
編輯 

1.娛樂新聞【動】起來！有想法、會剪輯，
能把娛樂現場或資料變成活潑有趣的動態影
音。 
2.具有影音剪輯、編修、後製能力，有視覺
設計能力佳。 
3.具網路、娛樂、新聞影音相關經驗者佳。 
4.個性積極主動、執行動作迅速、具備良好
溝通合作能力。 
5.喜歡並熟悉娛樂影劇相關新聞與人事物，
也喜歡運用影音玩娛樂新聞。 

全職 2 臺北市南港
區重陽路 72
號 

新聞部社群中
心－社群編輯 

1. 新聞稿撰寫、粉絲團操作。 
2. 熱愛閱讀各類型丶軟硬性新聞。 
3. 樂於與網友互動交流。 
4. 具基本影像處理、多媒體簡報製作能力。 

全職 1 臺北市南港
區重陽路 72
號 

新聞部時尚消
費中心-時尚
助理編輯 

1.協助撰寫時尚相關外電、網路新聞 
2.文字通順，抓得住哏 
3.具備影音剪輯能力者加分 
4.其他主管交代庶務 

工讀 1 臺北市南港
區重陽路 72
號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1d993485-d1ae-41db-ad14-491af02f0771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1d993485-d1ae-41db-ad14-491af02f0771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1d993485-d1ae-41db-ad14-491af02f0771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1d993485-d1ae-41db-ad14-491af02f0771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f4be4e31-c0b3-471e-aa4f-554bdfc4edf4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f4be4e31-c0b3-471e-aa4f-554bdfc4edf4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f4be4e31-c0b3-471e-aa4f-554bdfc4ed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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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週至少排班 3 天，週末可上班者加分 
6.此為工讀生職缺，歡迎研究所學生、大四
學生加入 

資訊部 - 爬
蟲與數據分析
工讀生 

• 根據能力專長興趣，分配到程式的修錯改
進，前後端網站開發，DevOps 改善 CIDI，
爬蟲維護改善，資料處理等。 
• 行政庶務，可能會有資料的人工檢查，標
籤，評分。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歡迎投遞履歷。 

工讀 1 臺北市南港
區重陽路 72
號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65c0d88d-3f35-4d98-be73-d5d765f8cbc3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65c0d88d-3f35-4d98-be73-d5d765f8cbc3
http://get.ntub.edu.tw/Job/DetailView?Job_id=65c0d88d-3f35-4d98-be73-d5d765f8c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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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食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紅豆食府餐飲集團) 

企業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號 11樓 

員工人數 220人 資本額 2000萬 成立時間 1999年 

企業簡介 「紅豆食府」自 1999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以細選食材、精緻口感，
呈現道地美味的上海風味中華料理，提供消費者優質的飲食享受，是
台灣上海料理首選品牌。 旗下分店皆位於台灣一線百貨公司，交通便
利，室內採用現代美學設計風格，完善的空間規劃，提供顧客舒適典
雅的用餐環境與彈性多元的包廂選擇，除了家庭友人聚餐，也是許多
公司行號與知名人士指定宴會之餐廳。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提供精緻上海佳餚、各式禮盒、婚宴等大型宴會服務。 

福利制度 獎金福利：全勤獎金、每月業績獎金、員工生日禮券、年終獎金、年
節禮券、年節禮品  
保險福利：勞保、健保、團體保險、公司勞退金提撥  
餐飲福利：現場員工用膳免費、旗下各式品牌用餐折扣、不定期員工
聚餐（如：春酒等）  
衣著福利：員工制服（含兼職人員）  
健康福利：員工年度體檢  
補助福利：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員工及眷屬喪葬補助、專業證
照補助  
教育訓練：新進同仁教育訓練、晉升教育訓練、主管店務訓練、品牌
輪調式訓練  
本公司提供了完善的溝通管道和升遷考核，並有健全的福利及教育訓
練，只要肯用心學習，這是一展長才的好機會。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基層菁英主管培
訓計畫 

1.規劃餐廳內外場作業流程 
2.人員的選用及訓練 
3.監督餐廳內外場工作人員 
4.餐廳其他事項管理 
5.與客戶溝通 
6.危機處理 
7.協助公司推動改革創新之策略及
經營目標至各部門 

全職 5 臺北市松山區復
興北路 167 號 11
樓 

外場正職人員 1.佈置及清理餐桌 
2.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 
3.將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餐飲問
題，必要時提供建議 
4.記錄顧客所點菜餚，並通知廚房或
內場做餐送餐 
5.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的服務 
6.送單點單收銀 
7.遞送帳單，請顧客付款或簽字 

全職 9 天母店 :臺北市士
林區 中山北路六
段 77 號 8 樓 
站前店:臺北市 大
安區敦化南路二
段 203 號 B2 
南港車站店 :臺北
市南港區忠孝東
路七段 369 號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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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111-6號 9樓 

員工人數 340人 資本額 721,814,470 成立時間 1996年 

企業簡介 為強固型平板電腦和手持式裝置之專業廠商，也是強固型電腦產業之領航
者。產品廣泛應用於航太、船舶、軍警、物聯網、交通運輸、車廠維修檢
測、醫療、石化、和製程控制等利基產業。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是 

服務項目 1.強固型手持設備及平板電腦 2.工業電腦及嵌入式系統 3.軍規/船舶等
級產品 4.車載電腦系列產品 5.工業液晶螢幕 

福利制度 ◆ 獎金/禮品類 1.年終獎金 2.三節獎金/禮品 
◆ 保險類 1.員工團保 2.意外險 3.職災保險 
◆ 休閒類 1.國內旅遊 2.部門聚餐 3.社團活動 
◆ 制度類 1.完整的教育訓練 2.順暢的升遷管道 
◆ 設備類 1.員工休憩室 2.哺乳室 
◆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 2.特休/年假 3.家庭照顧假 4.女性同仁
生理假 
◆ 其他 1.每年健康檢查 
◆ 補助類 1.結婚禮金 2.生育津貼 3.社團補助 4.停車費補助 5.住院慰
問金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EIP/ERP 程式設計
師 

1.公司官網設計及維護  
2.公司 EIP 網站設計及維護 
3.網頁程式以 ASP, ASP.NET 為主  
4.需熟悉 SQL 
5.會 AWS，Azure 尤佳 

全職 
1 人 新北市  三重

區  興 德 路
111-6 號 9 樓 

網頁設計師 1.熟悉 HTML5, CSS, RWD, JavaScript 網
頁技術。 
2.設計與製作公司形象、視覺設計與網站視
覺規畫。 
3.與程式設計等相關人員配合，並協同開發
網站。 
4.設計電子報與用戶端互動平台，並進行維
護。 

全職 1 人 新北市  三重
區  興 德 路
111-6 號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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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歐付寶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2號 5樓 D棟 

員工人數 150人 資本額 10億 成立時間 2011年 

企業簡介 為金管會核准之第一家專業專營電子支付公司，也是目前台灣業者中專業
專營最具規模之開放性電子支付平台。 已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央
銀行有關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相關行為，業務內容包含提供客戶就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入或匯出
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提供收款方客戶就在臺無住所境外自然人於我國境
內利用境外機構支付帳戶進行實體通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入之代理收付服務
以及提供客戶或接受客戶委託就前二項服務所產生款項匯入或匯出，辦理
結匯及外幣匯款服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1.為最完善之電子支付交易履約保證平台 
2.提供最多元化且國際性之付款/代收方式 

福利制度 1. 勞保、健保、退休金提撥。 
2. 年終獎金、全勤獎金、端午和中秋獎金等健全獎金制度。 
3. 配合業務需要而延長下班時間，有加班費可申請。 
4. 新鮮研磨的咖啡。 
5. 豐富的零食選擇。 
6. 教育訓練補助費用。 
7. 部門聚餐補助費用。 
8. 享有公司每月提供 OMG的紅利點數。 
9. 其他福比照一般公司企業。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PHP 工程師 1.以 PHP/MySQL 環境，維護現行網站系統 
2.熟 PHP 相關技術及程式撰寫 
3.熟 MySQL 資料庫管理 
4.系統規劃及維護管理 

全職 1 人 臺北市  南港
區  三 重 路
19-2 號 5 樓, 
D棟 

Internet 程式設計
師 

1.建置與開發網站前後台。 
2.資料庫建置與規劃。 
3.金流系統開發串接。 
4.瞭解.net MVC (C#)及 MS SQL。 
5.瞭解 HTML、JavaScript、CSS、AJAX 等 
Web 相關開發技術。 
6.廠商問題回覆。 
 

全職 3 人 臺北市  南港
區  三 重 路
19-2 號 5 樓, 
D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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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台北中安扶輪社 

企業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43號 10樓 

員工人數 未提供 資本額 未提供 成立時間 未提供 

企業簡介 未提供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無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否 

服務項目 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之價
值；及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福利制度 1.保險福利： 勞保、健保 
2.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3.其他： 無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執行秘書 

 

社團行政庶務、帳務管理、活動規劃及執行 

 

全職 1 人 臺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143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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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協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 土城區 中興路 15號 

員工人數 200人 資本額 6000萬元 成立時間 64年 

企業簡介 協人創立於 1975年，為汽車零件之專業製造廠商，秉持務實、專業的精神

以及對於高品質的追求，協人不斷精進協同開發以及生產製造的能力，並

榮獲全台唯三間經車廠認可的電鍍技術認證，並與國外汽車大廠長期技術

合作，維持頂尖技術。在追逐企業成長的同時，亦把環境永續發展以及顧

客需求是為我們的使命，因而提升製造效率，以符合國際證照的規範，並

順利取得 ISO14001以及 ISO/TS16949。 協人以高品質的產品在台灣深耕

後，亦穩健地開拓海外事業版圖，於 10年前到大陸發展，分別於杭州以及

福州設立廠區，並與車廠客戶維持合作關係，今為知名車廠東南、裕隆以

及中華的長期夥伴。協人在放眼全球之際，需要優秀、有熱忱且願意團隊

合作的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是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服務項目 1.各種塑膠模及塑膠五金零件製造業務 2.五金、機械、車輛、器材、塑膠

成品買賣業務 3.加工裝配業務 4.加工製造買賣業務 5.進出口貿易業務 

6.代理國內外廠商投標報價經銷業務 

福利制度 ◆ 獎金/禮品類 1.年終獎金 2.期中獎金 3.生日禮金 

◆ 休閒類 1.國內公司旅遊 2.部門聚餐 3.員工慶生 4.團康活動(尾牙、

不定期舉辦小活動) 

◆ 制度類 1.員工制服(滿三個月後提供) 2.午餐由公司免費提供精緻餐盒 

3.出差誤餐費 4.內部/外部 教育訓練 

◆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 2.婚假/喪假/病假/事假/公假/特別休假/

產假，依照勞基法與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3.陪產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 

◆ 補助類 1.個人旅遊補助 2.住院慰問金 2.婚喪喜慶補助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會計背景儲備幹部 1.從生管物流之訂單,銷貨,回饋驗收到到串
接彙總為應收數量帳管理 
2.業務產品開發接單之憑證基本資料系統管
理 
3.各單位成本計算 
4.其他專案改善與執行 
說明: 
本職務隸屬於總經理室。 
從物流生管實習，熟悉公司產品﹑製程，培
養人際關係。 

全職 
2 新北市  土城

區 中興路 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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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源誥國際有限公司 

企業地址 新北市 土城區 中興路 15號 

員工人數 200人 資本額 1000000 成立時間 104年 

企業簡介 金源誥國際有限公司 (JYG) 成立於 2015年 2月，為專業產業研究及企管
諮詢顧問公司，擁有豐富的化工與醫藥領域市場研究經驗。提供市場潛力
評估，供應鏈分析，產品定位分析，競爭力分析，企業對標，海外投資評
估以及新產品上市評估等。服務市場範圍涵蓋台灣，大中華區，日本，韓
國，東南亞等國家。我們的客戶主要為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及 Fortune 500
大企業。 另外，我們也代理中國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CNCIC)，負責各
項業務如下: - 大中華地區市場研究，產業分析專案服務 - 全球/中國化
工產業數據資料庫 - 中國化工信息，China Chemical Reporter等期刊 - 
專業化工展 (包括 ICIF，電子化學品展會，肥料展，水處理等) - 化工專
業法規諮詢與案例說明服務，化學品註冊服務等 CNCIC 是多家企業長期配
合的產業顧問公司，每年推出的五年計畫解讀，已經成為多家企業制定戰
略方案之參考指標。 

有無海外據點或分公司 否 企業是否上市或上櫃  

服務項目 1. 客制化 B2B 市場研究，產業分析顧問服務 2. 化工專業法規諮詢與案例
說明服務，化學品註冊服務等，協助廠商申請登記新化學物質 3. 中國化
工信息，China Chemical Reporter等期刊 4. 專業化工展 (包括 ICIF，
電子化學品展會，肥料展，水處理等) 5. 專業化工數據庫 

福利制度 勞健保，勞退。 周休二日。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職缺 人數 工作地點 

行銷企劃助理 

月薪：
25001-30000 

1.協助業務團隊規劃及改進行銷計劃  
2.協助相關資料收集，市場趨勢需求收集分
析  
3.協助文案文字發想  
4.負責廠商，合作或供應商聯繫  
5.處理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全職 
1 臺北市 大安

區 忠孝東路
四段183號8
樓之 5 

Market Research 
Manager 

月薪：30001 以上 

1. Perform market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projects within budget and time.  

2. Tasks include secondary research, field 
interview, report writing,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staff and subcontractors to 
complete assigned research work 

3. KPI: - Ensure report is delivered in time with 
satisfactory quality  
- Manage client expectations and client 
liaison 
- Perform presentation to seni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eam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 Assist in busines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post-project follow up activities 
- Assist in professional chemical seminar 
organization, client liaison, professional 
article submission to petrochemical related 
publications and journals 

4. Other projects assigned by Supervisor upon 
job requirement 

全職 
1 臺北市 大安

區 忠孝東路
四段183號8
樓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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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支持北商大學 2018 年線上就業博覽會活動！ 

本手冊編輯日期為 107 年 3 月 30 日，各企業及職缺內容如有異

動，請以線上就博平台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