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名稱
尼克森微電子股份有限公

產業別
IC設計相關業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相關業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_總公司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總公司)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_總公司_國泰金控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_總公司_國泰金控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老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老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IC設計相關業
IC設計相關業

企業名單參考：《天下》雜誌「2017《天下》兩千大調查」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及各企業官方網站
職稱
英語能力需求
業務推廣秘書
TOEIC900以上
英語聽說讀寫流利 Fluent in
Legal office─Legal Counsel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Taipei/Hsinchu
(IBT 95、TOEIC 800分以上或
其他證明)
IBT 100、IELTS 7、TOEIC 730
法務助理
分以上
英語聽說讀寫流利(IBT 95、
法務專員/法務助理 (台北/新竹)
TOEIC 800分以上或其他證明)
擅長英文，具TOEIC相關證照
客服助理(約聘，竹科)
尤佳
工程類--採購工程師(中科)
TOEIC 700分以上
中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佳(TOEIC
外站高階主管秘書
750)
行政類--採購管理師(中科)
TOEIC 700分以上
人力資源管理師(招募)
諳英文(TOEIC 700分以上)

人身保險業

媒體關係暨企業溝通室 專員/主任

人身保險業

專案管理人員

人身保險業

通路企劃人員(台南)

人身保險業

新產業研究/企劃人員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顧問服務業 【RS1】新華營運處-業務專員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裕隆集團總管理處_裕隆經
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總管理處_裕隆經
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國際地產股份有限公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
公司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TOEIC 550 以上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佳(TOEIC
700分以上或相等語文能力證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具
TOEIC證照佳)
具TOEIC 750分以上

工商顧問服務業 法務人員

多益700分以上

工商顧問服務業 客服中心接待員(台南老爺行旅)
工商顧問服務業 櫃檯接待員(台南老爺行旅)

工商顧問服務業 行銷推廣人員

日文檢定N3或TOEIC 600分以
TOEIC 700分或日語二級以上
TOEIC分數500分以上或其他英
文檢測相當之分數證明
(TOFEL ITP450以上或CBT140
以上或IBT50以上)
需具備TOEIC 850分以上之證

工商顧問服務業 集團法務基層主管(總管理處)

多益成績800分以上

工商顧問服務業 資深法務人員(總管理處)

TOEIC:750

不動產經營業 法務部產調專員
化學原料及其製
化妝品CK部業務員
品批發業
化學原料及其製
化妝品CS部業務員
品批發業

多益700分以上

化學原料製造業 人力資源人員

TOEIC 650分以上(一年內證書)

化學原料製造業 採購人員

大學(含) 或以上畢業 ; TOEIC
750+

化學原料製造業 廠務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IC

化學原料製造業 技服工程師-中壢
化學原料製造業 品保工程師-屏南

TOEIC 750分以上
TOEIC 750分以上

請檢附相當於TOEIC 400分或
日語N4以上之測驗成績證明
請檢附相當於TOEIC 400分以
上之英語測驗成績證明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原料製造業 醫藥處 品保部 法規課工程師

多益600以上

化學原料製造業 招募管理師

多益700分以上
TOEIC 分數750分以上, 具備英
文口說之溝通能力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原料製造業 法務專員

DECATHLON法商迪卡儂_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文教╱育樂用品 Purchaser and supplier Management 供
具備證照：TOEIC
零售業
應商管理師
他電子零組件相
PM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關業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CHPT_中華精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HPT_中華精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東應化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石化關係企業)

半導體製造業

國外業務開發副理

具備證照：TOEIC

半導體製造業

業務副理

具備證照：TOEIC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採購專員/採購高級專員
設備工程師(測試)
(Sr.) SiP R&D Engineer
(SMT/Molding/Dispensing/Flip Chip)
(歐美區-美國)客戶關係管理專責經
理

Toeic : 500以上
具備證照：TOEIC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TOEIC550+
TOEIC 700分

半導體製造業

CEI 客戶工程整合工程師

英文聽、說流利 (Toeic 700以
上)尤佳。

半導體製造業

行政類-成本管理師

多益需500分以上

半導體製造業

法務類-智權專案工程師(高雄)

TOEIC 550分以上

半導體製造業

客服管理師（歐美組）

TOEIC 600以上佳

半導體製造業

研發品保(資深)工程師(Design Quality Business fluent English
Engineering)
proficiency, TOEIC 600+

半導體製造業

採購管理師-高雄廠

擁有TOEIC 600分者為佳

半導體製造業

進出口管理師-高雄廠

擁有TOEIC 550分者為佳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QS品質系統品保工程師(宜蘭廠)
SPC/MES品保工程師-W02(利澤廠)

半導體製造業

【銅鑼】半導體分析工程師

TOEIC 700分以上
TOEIC多益800分以上尤佳
會日文尤佳(N3或相同程度以
上)或英語(TOEIC 500以上或相
同程度以上)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半導體製造業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半導體製造業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半導體製造業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Big Data Visualization Engineer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or TOEIC 600 and above

CMP設備工程師

TOEIC > 450

DRAM Product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

TOEIC > 500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美光(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
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美商
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半導體製造業

PHOTO Equipment
Engineer(Experienced)

Fluent in English, TOEIC score of
500 points or more

半導體製造業

Process Data Analysis EngineerTaichung

English TOEIC score of 500
points or more

半導體製造業

資深軟體工程師IT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TOEIC 650 and above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半導體製造業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_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至上集團_至上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_KLA-Tencor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_KLA-Tencor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

華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alton Advanced
Engineering, Inc.)

半導體製造業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Customer Engineer (iTeam) 全球客戶
Scored TOEIC higher than 550
支援設備工程師
Customer Engineer 客戶支援設備工程
Scored TOEIC higher than 550
師 - 應屆畢業生優先 (Location:
Scored TOEIC higher than 800
Customer Support Technical Trainer 技
with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術訓練中心講師 - Location: Hsinchu
presentation skills in English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er 數位教
TOEIC: 800以上
學設計師- Location: Hsinchu
Material Planner 物管生管專員 Scored TOEIC higher than 800
Location: Tainan
Supplier Engineer 供應商品質指導工
Scored TOEIC higher than 550
程師 - Location: Hsinchu
具備英文溝通能力(有TOEIC證
韌軟體研發工程師
明者佳)及寫作能力
RF通訊產品工程師(竹東中興廠）
TOEIC 400
生管工程師(竹東中興廠)
TOEIC成績500分以上
研發替代役：測試研發工程師
英文 Toeic 500分以上
常日班設備工程師(竹東中興廠）
具備證照：TOEIC
行銷業務營管類 - 消費產品推廣工 具英文書信與會議主持能力
程師
(TOEIC>=600)
品保工程師
TOEIC>550
櫃枱接待人員
TOEIC600分
HR Specialist
具備證照：TOEFL、TOEIC
(Learning&Development)_人力資源訓
HR Specialist(Staffing)_ 人力資源招募
具備證照：TOEFL、TOEIC
任用專員(新竹)
【桃園廠】業務營業管理師（無經
TOEIC over 650 will be plus.
驗可）
業務銷售暨產品管理工程師/光電事
具備證照：TOEIC
業部/LCM產品組/(工作地點:新竹)
採購專員

具英文能力 (Toeic 600以上)

綠色產品維護(GP)工程師-半導體事
業中心(IC)
PM(專案管理)技術工程師
PM(專案管理)技術儲備幹部
品保儲備幹部
品管儲備幹部
封裝製程儲備幹部

多益成績550分以上者尤佳(面
試時含英文筆試及口說面試)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TCI
CO., Ltd)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測試設備儲備幹部
資深品保工程師
資深品管工程師
製造儲備幹部
可靠度(RA)專案主管-新竹區展業廠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5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多益650以上 可與國外
半導體製造業 品保客服高級工程師-高雄南六廠
客戶會議佳
台灣玻璃工業股
英文TOEIC分數須達650分以
工業設計人員(品牌部)
份有限公司
上。
民航
品保工程師
英文TOEIC成績600分(含)以上
民航
航機檢驗工程師
英文TOEIC成績600分(含)以上
民航
採購事務員
英語TOEIC 750分(含)以上
民航
ERP系統開發維護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語言條件：*TOEIC 550分以上
或其他英檢認證同級者如下：
民航
人事行政室管理員 (人事總務類)
*TOEFL(PBT475、CBT152、
IBT63)分以上
民航
企劃營運處/運航企劃助理專員
TOEIC成績需700分以上
民航
法保處/法務主管
TOEIC 700分以上尤佳
民航
法保處/法務專員
TOEIC檢定800分以上尤佳
民航
區塊鏈事業群/專案助理
TOEIC:800分以上
須具備TOEIC成績450分以上之
民航
機務處/飛修部裝配科/飛機修護人員
一年內有效證明
生化科技研發業 文件管理師【國際法務部】

英文多益700以上加分

生化科技研發業 功效食品研發工程師

多益綠色證照(以上)

生化科技研發業

功效食品研發工程師【外派美國QODM實驗室】

生化科技研發業 法務管理師
生化科技研發業 品質稽核專員【品質稽核部】
生化科技研發業 專案管理師
生化科技研發業 專案管理師【全球業務中心】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

國外業務專員(龍潭)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祥茂光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隆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法務管理師
生產設備工程師

光電產業

產品專案管理師（PM）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海外廠儲備主管(機能材料事業部)
元件產品客戶服務工程師
專利工程師/專利管理師
IPD 事業部-日文業務主任/副理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

品質系統稽核工程師(台南/竹南)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榮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品質專案工程師(台南)
日本SHARP專案人才
CQE品保工程師(銅鑼廠)
主管秘書(苑裡廠)
書記-行政人員(歐美區)

聯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

採購管理師

多益金色證照
多益850分以上
需具備英文能力 (TOEIC: 650
分以上)
英文能力中上程度 ( TOEIC:
650 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TOEIC需達700分以上)
TOEIC 750分或日文3級檢定尤
具TOEIC成績者尤佳
TOEIC 800 and above, fluent in
English speaking & writing
多益500分以上
具TOEIC>500分
TOEIC 700分以上
550以上者佳
具備證照：TOEFL、TOEIC、
JLPT N2、BJT商務日語能力
TOEIC >500
TOEIC測驗成績達600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
TOEIC 600分
Toeic-500分以上者尤佳
TOEIC 500分以上或英文聽/說/
讀/寫流利者佳

聯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聯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聯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_YoungOptics Inc.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_YoungOptics Inc.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松下多層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電產業
光學器材製造業

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司
(南電)

印刷電路板製造
品保工程師(QA)
業(PCB)

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司
(南電)

印刷電路板製造
產銷專案管理師(生管)
業(PCB)

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司
(南電)

印刷電路板製造
製程工程師(桃園)
業(PCB)

相互股份有限公司
相互股份有限公司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
司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客服工程師
專案管理師
法規專員

TOEIC 700分以上
限TOEIC 600以上
具備Toeic成績600以上
TOEIC英文能力檢定750分以上

光學器材製造業 人力資源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IC

光學器材製造業 精密量測工程師(I1712007)

具備證照：TOEIC

光學器材製造業 藥事法規專員
印刷電路板製造
採購管理師
業(PCB)

TOEIC 600
有日語N2以上或多益600分證
照者佳
具外語能力證照者,如TOEIC、
TOEFL、日語檢定級數者,優先
錄取
具外語能力證照者,如TOEIC、
TOEFL、日語檢定級數者,優先
錄取
具外語能力證照者,如TOEIC、
TOEFL、日語檢定級數者,優先
錄取

印刷電路板製造
品保工程師
業(PCB)
印刷電路板製造
品質經理
業(PCB)
印刷電路板製造
可靠度工程師
業(PCB)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製造業
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製造業
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製造業

多益至少700以上
TOEIC 550分以上，英文書信
與口語具中等程度，需直接對
應美系客戶

海外儲備幹部

TOEIC 600分以上

業務專員

TOEIC、TOEFL

研發工程師★☆★無經驗可(宜蘭廠) Toeic認證550分以上優先錄取
法務高級專員

多益成績 750 以上 者佳

人資管理人員(頭份)

TOEIC 500以上

企劃主管/特助(集團總部)

具備證照：TOEIC

【日本語語⇒英語翻訳/校正】東京
正社員募集
多媒體相關業 中翻英CSR翻譯師
多媒體相關業 兼職中英雙向機械類文件翻譯師
多媒體相關業 兼職中翻英法律類翻譯師
多媒體相關業 Android軟體開發工程師
Android軟體開發工程師(工作地點：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媒體相關業
台南)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媒體相關業 Outsourcing PM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多媒體相關業 SHOPEE APP - Software Automation
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多媒體相關業 SHOPEE APP - Software Manual Test
【總部】商品TEAM 生雜助理採購
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批發零售業
專員
【總部】商品TEAM 衣料助理採購
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批發零售業
專員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批發零售業 財務企劃專員
多媒體相關業

多益600以上

TOEIC 850点
TOEIC 900以上
TOEIC 850分以上
TOEIC 900以上
有TOEIC資格認證尤佳
其他條件：有TOEIC認證尤佳
TOEIC分數750
TOEIC 600分以上(plus)
TOEIC 600分以上(plus)
日文檢定能力須達2級若無英
文多益成績須達750分為佳
日文檢定能力須達2級若無英
文多益成績須達750分為佳
TOEIC 600

DAISO_台灣大創百貨股份
百貨相關業
有限公司

日文儲備幹部(台北)

【學生實習計畫】採購實習生(內湖
具備證照：TOEIC
總公司)
具備多益檢定500分以上或日
顧客服務員_禮賓接待組(旗艦店)
文檢定四級以上尤佳
具外語能力(TOEIC 700分以上
儲備人才(SUPER STAR)
，或日語一級)
高階主管秘書(總公司)
具備證照：TOEIC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相關業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相關業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相關業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
KENDA建大輪胎_建大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 YouBike_巨大機械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 YouBike_巨大機械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 YouBike_巨大機械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相關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
自行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控制相關業 國外行銷業務助理(台中廠)

DHL_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
快遞服務業
司

產品開發專案人員
集團 HR實習生/工讀生
集團 人資專員
集團 法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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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製造商_國瑞汽車 汽車及其零件製
生管工程師
股份有限公司
造業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
司
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安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安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昭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昭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昭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TOEIC需550分以上 日文檢定
最低需為N1

具備TOEIC 700以上者佳
語程度TOEIC 700分以上或同
等水準
因工作涉及大量全球溝通, 英
語程度至少在TOEIC 800分以
語言能力: 英文程度要求
TOEIC 800分或TOEFL 95分以
TOEIC 550分以上或JLPT-N3以
上尤佳
語文條件：TOEIC 500
需日文JLPT檢定N4以上或
TOEIC 600分以上(面試時需附
檢定合格文件證明)

海外服務業務管理師

TOEIC:700分以上

商品企劃研究員

英文溝通能力佳(TOEIC 500分)

製程工程師

英文TOEIC 350分

IT系統開發工程師

英文能力：聽說讀寫 / TOEIC
500分以上

國外業務專員

英語TOEIC600以上

英語成績：大學英語四六級考
汽車及其零件製
廈門廠-雷達信號處理演算法工程師 試－六級425分以上，或多益
造業
Toeic 550以上
英語成績：大學英語四六級考
汽車及其零件製
廈門廠-雷達應用演算法工程師
試(大陸)－六級425分以上，或
造業
多益Toeic 550以上
汽車及其零件製
國貿祕書-總管理處 (頂湖)
TOEIC 790分以上優先考量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採購工程師(MB)-訂製品及研發事業
多益300分以上
造業
處 (五股)
汽車及其零件製
外派品質主管
具備證照：TOEFL、TOEIC
造業
日文需具有JLPT N2以上證照
汽車及其零件製
外派業務人員
，英文則備TOEIC、TOEFL或
造業
GMAT/GRE等相關分數參考
汽車及其零件製
外銷業務專員
備TOEIC、TOEFL分數參考佳
造業
TOEIC 600分以上，具備英文
汽車及其零件製
人力資源發展課課長
口說能力（和外籍主管進行英
造業
文對答）
汽車及其零件製
英語說寫中上程度（TOEIC
開發採購管理師
造業
500分以上）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_華創車電技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_華創車電技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_華創車電技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_華創車電技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CARMAX_車美仕股份有限
公司
汎德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_納智捷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育樂用品製造業
育樂用品製造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薪酬管理課長

TOEIC 600分以上

HyBrid系統發展工程師(華創)

英文程度TOEIC 450分以上

人力資源管理師(華創)

TOEIC 450分以上

工業工程類(華創)
試作生管工程師(華創)

英文程度需達TOEIC 450分以
上
英文程度需達TOEIC 450分以
上

VOME Project Engineer 新車開發設備
具備證照：TOEIC
導入工程師 (約聘)
國外業務人員

TOEIC測驗700分以上

大陸事業營運管理專員

應徵者需檢附TOEIC600分以上
成績單

汽車用品工業設計及企劃

TOEIC 650分以上

汽車用品開發與品質工程師

英文(TOEIC 600分以上)或具備
日文溝通能力者優先考慮

汽車影音主機專案主管

具備證照：TOEIC

車用內外裝品開發工程師

TOEIC 605分以上尤佳

海外行銷專員

英文流利(TOEIC750分以上)

商品企劃暨專案管理師

TOEIC 650分以上或日檢JLPT
N2以上

創新商品企劃

TOEIC 650分以上

管理企劃專員

TOEIC 605以上尤佳

影音產品開發工程師

TOEIC 650分以上

鏡頭影像商品開發工程師

TOEIC 605分以上

售後服務部儲備管理人員

TOEIC 600分以上

品牌管理師II(納智捷)

Toeic 500以上

產品專案PM(複材大陸龍眼廠)
業務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FL、TOEIC
TOEIC分數需達750以上

Legal Counsel/ Senior Legal Counsel

精通英文(Toeic 900分以上)

PM-Central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英文精通 (TOEIC 800分以上)
WT菁英- Fulfillment-Buyer (VSR)

具Toeic-500分以上

WT菁英-Sales 國內業務

英文能力佳 (TOEIC 650分或
TOEFL 90分以上)

WT菁英-VSR採購管理師

具Toeic-500分以上

WT菁英-供應鏈&資料分析師(IEVBA)

英文能力佳 (TOEIC 650分或
TOEFL 90分以上)

WT菁英-供應鏈管理

英文能力佳 (TOEIC 600以上)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文曄集團_文曄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
中租控股_中租迪和股份有
限公司
中租控股_中租迪和股份有
限公司
上品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金屬中心_財團法人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
金屬中心_財團法人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
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劍麟股份有限公司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開曼群島商綠河股份
有限公司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YKK股份有限公司_台
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半導體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汽機車相關
業
其他金融及輔助
業
其他金融及輔助
業
其他金融及輔助
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WT菁英計畫-財務/會計

TOEIC 650分或TOEFL 90分以
上

WT菁英-營運專員/管理師/助理

TOEIC500以上

WT菁英-營運專案企劃管理師\專員 英文能力佳 (TOEIC 650分或
(IE)
TOEFL 90分以上)
【台中】封裝製程技術經(副)理

TOEIC 500分以上佳

【彰化】品管(DQE)工程師

具TOEIC尤佳

產品行政專員

需具備TOEIC550分以上證照

人力資源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FL、TOEIC

薪資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FL、TOEIC

TOYOTA行銷企劃專員

英文Toeic 800分以上者佳

TOYOTA售後服務行銷企劃高級專
員

英文TOEIC 650分以上者為佳

TOYOTA商品企劃專員

英文TOEIC 800分以上

TOYOTA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專員

英文TOEIC 750分以上者佳

物流改善企劃人員

英文TOEIC 700分以上者佳

精實物流企劃人員

英文TOEIC 700分以上者佳

中租控股2017亞太MA (中租控股儲
備幹部徵才計畫)

多益成績750分(含)以上

人力資源人員

TOEIC 650分

國際人力資源人員

TOEIC 850分

業務行政助理

TOEIC 600分以上

RK-機構工程師(咖啡機產品)

語文能力: TOEIC 500分以上

國際法務人員

多益850分以上

人資專員

TOEIC 600分以上

[廣盛/越盛廠]_金屬材料研發應用工 多益成績達500分，請面試前
程師 (挑戰年薪百萬)
提供成績單
廠務部行政助理

多益450分以上

高階主管幕僚

具備證照：TOEIC

其他相關製造業 業務專員
其他相關製造業 氣體運用技術銷售工程師
其他紡織製品製
企劃營業部營業助理
造業

具備證照：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
TOEIC 600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

ICL_Autonomous Vehicle System &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其他專業／科學
Software Technical Manager/Technical
研究院
及技術業
Deputy Manager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工研院 _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英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專業／科學
及技術業
其他教育服務業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其他教育服務業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誠徵誠徵專案管
理人員

其他組織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中國端子電業股份有限公
司
LG_臺灣樂金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運輸工具及
零件製造修配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業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其他電子零組件
司 _DELTA ELECTRONICS 相關業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其他電子零組件
司 _DELTA ELECTRONICS 相關業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其他電子零組件
司 _DELTA ELECTRONICS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業

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_法務人員

Proof of TOEIC English test of
650 or better (exempt for those
with college degree or work
experience in an English speaking
TOEIC 650分

工研院產服中心_創新創業實務研究
TOEIC 650分
員
工研院產服中心_業務經理/業務人
TOEIC 850分
員
請檢附相當於TOEIC 650分之
工研院資通所_推廣規劃師
英語測驗成績證明
工研院電光系統所_透明顯示技術開
TOEIC 650分
發經理
工研院電光系統所_顯示互動系統服
TOEIC 650分
務設計工程師
工研院綠能所_能源政策研究員

TOEIC 650分

工研院機械所_產業智機化計畫研究
TOEIC 650分
員
研發替代役-工研院服科中心-演算法
TOEIC 650分
開發工程師
院部_業務管理師

TOEIC 900分

產服中心_專案計劃管理人員

請檢附相當於TOEIC 650分之
英語測驗成績證明

產經中心_產業分析師

TOEIC 650分

綠能所_能源政策分析研究員

TOEIC 650分

機械所-韌體工程師

TOEIC 650分

Engoo文案編輯助理-學生實習

Project Officer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英文業務專員

TOEIC至少需800分以上
檢附相當於TOEIC 750分之英
語測驗成績證明(具英語系國
家學歷或英語系國家正式工作
經歷者可免)
需具英語流暢溝通能力(多益
測驗750以上)

國外採購

TOEIC 600分、日文N2證照

HRD Sr. Specialist

TOEIC score is 700 and above.

廠務設備部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Global Training Senior/Principal
Specialist_Corp. (內湖)

TOEIC >= 750 or equal level

資深招募專員(內湖)

TOEIC 800以上

網頁與多媒體設計專員-IABG(桃園
三廠)

TOEIC 650+

龍潭廠-採購人員

TOEIC:600以上

業務助理

多益600分以上者尤佳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貿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其他電信及通訊
相關業
其他機械製造修
配業
其他機械製造修
配業

EP工控週邊_專案管理師

英文能力TOEIC 700以上或同
等級英文檢定證書

PM_DRAM 產品專員／副理

TOEIC score is 900 and above

法務專員

多益成績600分以上尤佳

品保_DQE高級工程師

英文聽說中等、讀寫精通，或
者多益500分以上

CQE品保資深工程師

英文程度TOEIC 650分以上佳

DQE客服工程師

TOEIC成績650分以上，或英文
聽說讀寫流利者佳
英文溝通能力中上，或TOEIC
500以上者佳

生產規劃專員(生管)
採購專員/管理師

需具備 TOEIC 785 分以上證照

品保工程師(SQE)

TOEIC :500以上

Sensor研發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尤佳

業務專員(高薪聘請)

TOEIC:600分以上

(總部)儲備幹部

具備證照：TOEIC

行銷企畫專員(國外企劃類)

TOEIC800以上

產品開發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瓦城 / 非常泰 / 1010 湘 / 大
心 / 十食湘_瓦城泰統股份 其他餐飲業
有限公司

行銷副理/主任

具備證照：TOEIC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餐飲業

空間設計/規劃 主任

漢堡王_家城股份有限公司
Paktor_新加坡商拍拖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VoiceTube_紅點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歐卡森林網路行銷有限公
司
台灣先智專利商標事務所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
泰運法律事務所
惇安法律事務所
理律法律事務所

其他餐飲業
其它軟體及網路
相關業
其它軟體及網路
相關業
其它軟體及網路
相關業
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

訓練專員

具日文N1證照 或 TOEIC 850分
以上
多益600分以上

英文翻譯人員

具備證照：TOEFL、TOEIC

日文編輯

英文多益850以上

行政助理

TOEIC 800分以上

國外部行政專員
智權管理師(國外部)
商標法律行政助理
實習律師
日文助理 (台北所)

眾博法律事務所

法律服務業

資深律師

鈞威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慧盈國際專利事務所
同開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土地銀行
台灣土地銀行

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
空調水機電工程
業
金控銀行業
金控銀行業

法務人員
專利師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金控銀行業

法務人員

多益成績600分以上
TOEIC成績700分以上為佳
TOEIC 850分以上
多益成績需900分以上
TOEIC、JLPT N1
TOEFL iBT 100分以上或TOEIC
800分以上
多益700分以上佳
多益800分以上
Good at English skill.
TOEIC:700+
多益(TOEIC)達350+以上
多益(TOEIC)達750+以上
須「英語」聽、說、讀、寫俱
佳，並英語能力須達相當
TOEIC 700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聯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OPPO Taiwan_薩摩亞商新
茂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應用工程師
一般金融人員
大中華地區法遵人員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元大金控) (元大證券)
(元大銀行)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長亨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長亨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長亨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
司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金控銀行業
金控銀行業
金控銀行業
金控銀行業
金控銀行業

儲備派外人員-專員(九職等)
CMA計畫幹部
一般行員
信用風險模型開發人員
儲備菁英人員

多益800分以上
TOEIC 750分
多益(TOEIC)達550分以上
多益(TOEIC)達785分以上
多益(TOEIC)達785分以上

金融控股業

元大金控MA-2018儲備幹部計畫

英文說寫流利， TOEIC 750分
以上

投資管理總處-交易及投資管理人員 英文能力證明，如TOEIC 800
(國外股權收益部)
分以上優先考慮
金融控股業
投資管理總處-法令遵循人員
多益800分優先考慮
金屬加工用機械
具備中等以上英文能力（
助理品保工程師
製造修配業
TOEIC 600以上)
金屬加工用機械
具備中等以上英文能力(TOEIC
航太研發工程師-製程工程師
製造修配業
650以上)
金屬加工用機械
具備中等以上英文能力(TOEIC
航太研發工程師-機構設計
製造修配業
650以上)佳
金屬加工用機械
生管人員(浙江嘉興)
TOEIC須達500分
製造修配業
金屬加工用機械
採購人員(浙江嘉興)
TOEIC 須達500分
製造修配業
金屬加工用機械
品保工程師
TOEIC 550 以上佳
製造修配業
金屬加工用機械
特殊製程工程師
TOEIC 550 以上佳
製造修配業
金屬加工用機械
中等英文讀、寫能力 (TOEIC
產品開發工程師 (醫療器材)
製造修配業
600分以上同等實力)
金屬結構及建築
【中鋼結構-高雄燕巢資訊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組件製造業
建築工程業
翻譯人員
多益750分以上
建築及工程技術
法務主管/法務專員
TOEIC 7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品牌專員
TOEIC須達 700 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建造部＿安衛環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建造部_電機建造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建造部＿機械建造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消防設計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專案合約管理師
TOEIC 75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專案成本工程師
TOEIC 600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專案材料控制工程師
TOEIC 600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專案時程工程師
TOEIC 600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軟體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電機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機械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服務業
金融控股業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玻璃及玻璃製品 Learning & Development
製造業
Specialist_Tucheng (土城)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製造業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聯發科技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聯華電子

科技製造業

聯華電子

科技製造業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科技製造業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科技製造業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科技製造業

專案合約管理師(高雄三民)
Environmental Senior Engineer
合約管理師

英文能力佳。(TOEIC成績650
分)
TOEIC score of 550 or above is
required.
能英文說寫閱讀流利。(
TOEIC 650分以上)

專案工程師(Project Engineer，PE)

語言：多益檢定500分以上

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PM)

語言：多益檢定500分以上

採購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資訊軟體工程師

TOEIC 500分以上

Contract_Administration Specialist ( ER
TOEIC of 400 is preferred
員工關係)
Contract_Procurement analyst (TC or
Capability on English (TOEIC
TP)
score: above 550 is plus)
Contract_T&D Specialist

TOEIC of 400 is preferred

Contract_Training & Development
Specialist

Intermediate level of English,
TOEIC 550 above is preferred
Good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OEIC 550 is a plus
Fluent English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TOEIC
>650)

ER Specialist

台中廠護士
硬體、軟韌體及機構工程師
市場研究儲備幹部(BA-MA)
研發替代役-軟/硬體、機構研發工程
專案管理儲備幹部(PM-MA)
創新研發儲備幹部(EA-MA)
雲端運用伺服器採購主管/專員/工程
師(Sourcer)
新產品創意儲備幹部(CA-MA)
新鮮人-其他-採購管理師
新鮮人-專案-專案管理師
儲備幹部
主任/資深招募管理師

TOEIC>500

TOEIC 600分
TOEIC 850 或多益說170
TOEIC 450
TOEIC 800
TOEIC 600
多益700分以上(具國外學位者
為850分以上)
TOEIC 700
英文能力佳(TOEIC 750+)
能以英語獨立溝通(TOEIC
TOEIC 880
TOEIC 800
TOEIC測驗(聽力/閱讀)B1級以
業務工程師(聯電新事業單位)_竹東
上。
環境保護工程師_竹科
英文必須TOEIC 500 分以上
Good command of both written
4G-LTE/5G 通訊軟體資深工程師(內
and spoken English (TOEIC 600
湖/新竹)
scores up)
必須具有良好英文能力，熟練
Material PM 專員/資深專員(深圳)
聽、說、讀、寫，TOEIC 700
分以上
smartphone機構產品工程師 （深圳/ 英語能力:口語中上,TOEIC 600
鄭州）
分以上
人資行政專員 (約聘)
TOEIC 500分以上
人資招募專員
英文 TOEIC 800分以上
多媒體設計人員
TOEIC 600分以上
行政助理(約聘)/土城
英文TOEIC成績500分以上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奇士美化粧品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奇士美化粧品股份有
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
份有限公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
份有限公司

科技製造業

高雄軟體園區 - 櫃檯行政人員(派遣)

科技製造業

高雄軟體園區- IT工程師

科技製造業

教育訓練專員

科技製造業

機構設計工程師

美容／美體業

商品法規暨藥師專員

美容／美體業

商品開發專員

英文聽說能力中等(例如TOEIC
500分以上)
TOEIC 550分以上者佳
英文佳(TOEIC 850分以上或口
說流利)
英語能力:口語中上,TOEIC 600
分以上
多益成績 735分以上

食品什貨零售業 廠務助理

英語TOEIC 770以上 或 日語能
力(JLPT N2以上)
具備證照：TOEIC

倉儲業

作業效能企劃分析人員

多益認證700以上

倉儲業

儲運企劃人員

多益認證700以上

(總公司)集團人資發展部 訓練發展
專員

中等英語聽讀能力，約TOEIC
600分之程度—具備英語能力
會讓您在工作時更順暢開心

旅遊服務業

國際領隊 (短程線)

TOEIC 500分以上

旅遊服務業

票券業務

具「TOEIC600分」或「JLPT
N2」以上者優先面試

旅遊服務業

航空公司總代理-客運/貨運部OP專
員 (台北總公司)

持有TOEIC證照，優先考慮

旅館業

客務部-櫃檯接待員

旅館業

夜間櫃檯-禮賓接待員

旅館業

客務部-禮賓接待員

旅館業

業務部-預約中心專員

美麗信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旅館業

西餐廳副理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
飯店

旅館業

高階主管秘書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旅館業

台北國賓-櫃檯接待員

新竹喜來登飯店
漢來大飯店

旅館業
旅館業

營收管理專員/助理
漢來飯店-三溫暖服務員

福華大飯店

旅館業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訂席專員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海運
海運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業務人員Chartering
業務人員OP
【汽車電子事業部】日文專案管理
日文N2 與TOEIC 550以上
專員-視覺安全(高雄)
【汽車電子事業部】專案管理專員- 英文流利，能對應外國客戶
車身控制(常州)
(TOEIC 700優先)

六福旅遊集團_六福開發股
旅遊服務業
份有限公司
可樂旅遊_康福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
可樂旅遊_康福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
店股份有限公司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文N3以上或英文TOEIC 550
以上
需TOEIC 450分以上 或 日文N4
等級以上
具多益450分以上或日語N3等
級以上外語能力
英文多益450分以上或日文 N3
級以上
TOEIC 730分以上者；日語三
級以上者，另增加獎勵金
TOEIC850分以上
具備語言日文N2及多益600分
以上
TOEIC多益500分以上
多益TOEIC成績達300分以上
TOEIC 550分以上(說寫流利者
佳)
具備證照：TOEIC
具備證照：TOEIC

Human Capital Supervisor / Manager

TOEIC 700分以上

校園平台及管道經營

英文TOEIC 700分以上

駐廠護理師(高雄)

Toeic 500分以上尤佳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富智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鴻海集團)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紙相關製造業
紙相關製造業
紙相關製造業

產品管理師/專案管理師

具備證照：TOEIC

PM

TOEIC 600 above is preferred.

QK-設計驗證工程師(工作地點：南
京東路/深坑)

具備證照：TOEIC

專案管理(多媒體產品)

TOEIC 750以上

NPI工程師

TOEIC 400分以上

法務專員

TOEIC 700分以上

採購管理師

TOEIC500以上

【DQA】Consumer Trial Engineer(土
Toeic 650 points or more
城)
工業電腦 IPC_海外業務開發
具備證照：TOEIC、JLPT N1
(Business Development)(歐洲或美洲或
品保(QA)工程師

具備證照：TOEIC

行政助理(NBD)

請檢附TOEIC成績

儲備幹部

具備證照：TOEIC

(HR) Overseas人力資源管理師/主任
管理師

須精通英文 (TOEIC 800/
TOEFL iBT 90 )

(Mobile)軟體專案工程師

TOEIC 550以上尤佳

法務主管

多益成績800分以上

人力資源資深專員

TOEIC 600分以上

人才開發專員

英文 TOEIC 700分以上

人資專案經理(海外)

TOEIC 750分以上,精通英文聽
說讀寫

薪酬福利專員

TOEIC 550分以上

企業績效管理師（大陸全區）
國外業務專員
產品設計工程師（大陸全區）

TOEIC 800分以上
至少TOEIC 750以上
TOEIC 800分以上

紙相關製造業

原物料管理師（高雄大樹）

TOEIC600分以上

海宏實業有限公司

紡織成衣業

網路行銷業務助理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紡織成衣業
紡織成衣業
紡織成衣業
紡織成衣業
紡織成衣業

日文專長營業人員(派駐越南)
高階主管專案助理
暑期學生實習─技術設計助理
暑期學生實習─商品開發部
國際行銷企劃專員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運輸輔助業 貨服代理人員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詮欣股份有限公司
嘉捷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嘉捷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輝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專用生產機械製
ISO文管人員
造修配業
專用生產機械製
人力資源主管
造修配業

具備英文能力TOEIC
700/TOEFL 75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者
具備證照：TOEIC
TOEIC分數至少680(含)以上
TOEIC分數至少680(含)以上
TOEIC 750分以上
具有TOEIC 550分(含)以上之成
績
具備證照：TOEIC
英文 toeic 550以上或相關證照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專業服務業

【一般行政組】接待秘書-821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專業服務業

【稅務投資部】工讀生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專業服務業

【策略行銷組】中級/高級專員-611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審計部】秘書
風險管理系統分析師
顧問服務-秘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專業服務業

FAS財務顧問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專業服務業

行政類-經理(活動策劃)
行政類-資深專員(數位行銷)
法律類-商務律師
查帳/審計人員/稅務人員
稅務類-專員/資深專員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日商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
日商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
日商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
日商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東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東電化股份有限公司
(TDK)
台灣東電化股份有限公司
(TDK)
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雷科股份有限公司
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陽明海運集團_好好國際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陽明海運集團_好好國際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合勤企業集團_合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英文能力佳，TOEIC 550分以
上。若有考取TOEIC，請提供
成績單
TOEIC 700分以上
精通英文(TOEIC 800分以上若
有TOEIC成績請提供)
TOEIC800分以上
TOEIC 700分以上
TOEIC 600
Business level English: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EIC 740 above)
TOEIC 650分以上水準尤佳
英文能力須具備TOEIC 750以
英文能力須具備TOEIC 650分
TOEIC 750
TOEIC 785

清潔用品製造業 【日商花王】通路行銷企劃

需TOEIC 600分以上

清潔用品製造業 行銷企劃專員(市場分析相關)

TOEIC 780以上

清潔用品製造業 品牌管理/品牌企劃/商品管理

TOEIC 780以上

清潔用品製造業 研究員(研究開發)

TOEIC 600以上

產物保險業

2017年8月擴大招募，專案人財

產物保險業

專案儲備人財

產物保險業

再保人員

產物保險業
船舶及其零件製
造修配業
船舶及其零件製
造修配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
造業

核保儲訓人員(再保險部)

具英文一定程度(TOEIC 650分
以上)
具英文一定程度(TOEIC 650分
以上)或是日文檢定N2以上尤
佳並另有獎勵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佳(相當
TOEIC/700分以上)
TOEIC 650以上

生管專員

TOEIC達450分

結構工程師

TOEIC達450分

綠色產品/助理專員

需英文溝通能力-TOEIC 600分
以上

品保管理

具備證照：TOEIC

採購管理(Sourcer)

具備證照：TOEIC、JLPT N1

Customer Support Engineer

具備證照：TOEIC

貨運承攬業

業務代表/業務專員

多益英文檢定500分以上尤佳

貨運承攬業

資深關務人員

TOEIC 500分以上

研發工程師(電鍍)-台北廠
國外(英語)採購助理(雷科-高雄)

通訊機械器材相
Zyxel_COE Product Line Manager
關業

英文能力須等同TOEIC 500分
以上
具英語能力 (TOEIC分數650分
以上)

Fluent English conversation
(Toeic 700 at least)

(H)海外子公司監理高級專員/資深專
TOEIC 800分以上英文能力
員
TOEIC 550以上英文能力者尤
(M)測試工程師
佳

奧美廣告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通訊機械器材相
關業
媒體文化業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媒體文化業

外文圖書採購專員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媒體文化業

採購服務部 進出口管理人員
資訊工程、環境工程、資訊管理、
會計
空分課長(越鋼專案-越南河靜)
建築工程師
消防工程師
財務管理幕僚人員
採購人員
產銷人員
電機人員
廢水課長(越鋼專案-越南河靜)
機械人員
機電工程師
公司稅務依規委外服務 組員 - Staff
Level (Payroll Service)
高資產稅務諮詢服務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智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冠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製造業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服務業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服務業

(Q)OQC工程師

TOEIC 550以上尤佳

(Q)SQE資深工程師

TOEIC 550分以上尤佳

Product Line Manager – Enterprise
TOEIC 680分以上英文能力
Indoor Solutions(南港)
Product Line Manager – WiFi Outdoor
TOEIC 680分以上英文能力
Solutions(南港)
英文須達TOEIC 650分以上程
Product Line Manager (Industrial PC)
度
TOEIC 650分以上英文能力尤
Product Line Manager (Power Supply)
佳
英文須達TOEIC 650分以上程
Product Line Manager (Switch/AP)
度
Sustaining PM

TOEIC 650分以上英文能力

商業設計平面包裝工程師

Toeic 400分以上尤佳

產品行銷經理

TOEIC 650分以上英文能力

產品規劃高級專員

TOEIC 550分以上者佳

產品規劃專案經理

TOEIC 550分以上者佳

[107年研發替代役] D1R130-軟體工
程師

TOEIC 550

技術文件撰寫師(Technical Writer)

TOEIC 850↑

翻譯工讀生/專員/工程師(全職/兼職 外語程度: TOEIC: 730分(含以
均可)
上)
(中和) Product Marketing

Toeic 650分尤佳

長期工讀生(消費產業客戶)

TOEIC 700
英文聽說讀寫佳，TOEIC檢定
750分以上，具備與供應商洽
談能力
TOEIC 700以上者佳
TOEIC 550
多益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85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55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英文能力佳,能進行英文書信
往來 (TOEIC 600~700以上佳)
TOEIC: 600以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Taiwan)_普華商務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Taiwan)_普華商務法

會計服務業

客戶經營專案管理師

會計服務業

律師

會計服務業
會計服務業

實習律師
資深專員(工商登記)

會計服務業

人資類-專員(績效管理與報表分析)

會計服務業

人資類-資深專員

資料儲存媒體製
EC電商業務助理
造及複製業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O365 Frontline Support Engineer (CSS
資訊網路業
(Microsoft)
約聘人員)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Support Enginner-Cloud Platform(約聘
資訊網路業
(Microsoft)
人員)
宏達電 HTC Corporation_宏
(RD S/W) Vive - Software QA Engineer
資訊網路業
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J00537
宏達電 HTC Corporation_宏
資訊網路業
Field Trial Test Engineer
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宏達電 HTC Corporation_宏
資訊網路業
櫃台接待人員
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十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Android 軟體研發專案管理師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Marketing PM - 產品故事設計師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Robot軟體研發專案管理師
Senior Technical market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manager
Territory Product Manager(Asia, Open
Platform)
Territory Product Manager(Phone
product line)
UI Designer(網通產品)
ZenTalk論壇社群行銷與粉絲運營專
可靠度工程師
用戶服務關係管理專員
用戶產品服務工程師
全球技術服務工程師(ZenCare)
全球運籌管理師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服務產品銷售專員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資訊網路業

客訴及顧客滿意度專案管理師
海外子公司財務會計管理師
產品助理(網路及無線設備)
產品經理 (IoT/IPC)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產品經理(NB)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華碩電腦

資訊網路業

業務管理師(亞太區)
資深產品企劃專案經理 (Network
Security/ Wireless/Smart Home)
運籌管理師(亞太區)

Country PM(Vietnam, Thailand,
Malaysia, Indonesia, Cambodia,
Global Product Marketing (ROG
Gaming Motherboard)

TOEIC 800
TOEFL101 / TOEIC 850分以上
尤佳
TOEFL106 / TOEIC 90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英文能力須具備TOEIC 700分
以上
英文能力須具備TOEIC 700分
以上
須具英文讀、寫能力，TOEIC
500以上者尤佳
TOEIC 600 or higher
TOEIC test score 650 will be a
plus
TOEIC with score 650+ will be
plus
TOEIC 650
TOEIC 600
英文程度TOEIC 750以上（聽
說讀寫流利）
TOEIC 800分以上
Good communic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EIC
流利英文，需具備相關證明文
件 (TOEIC/TOFEL)
具TOEIC認證佳
TOEIC 980 above
英文程度須 Toeic 850以上 (聽
說讀寫精通)
TOEIC成績800分以上
TOEFL、TOEIC Bridge
TOEIC 800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
TOEIC 400
TOEIC 400
多益650分以上
TOEIC 750分以上
TOEIC 750程度以上，英文聽
說讀寫流利者尤佳
多益800分以上
多益700以上
英文中等以上(TOEIC 500 以
TOEIC 700分以上
多益800分以上，英文聽說讀
寫流利
英文中等以上(TOEIC 700分)
Toeic 800以上
TOEIC 700分以上

中華航空

運輸交通業

CPL民間機師/民航機師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運輸交通業
運輸交通業
運輸交通業
運輸交通業
運輸交通業
運輸交通業

一等補給員
永續發展(CSR)管理師
全職營運員(高雄)
空服員
修護人員
時薪營運員(高雄)

中華航空

運輸交通業

退役空軍

中華航空

運輸交通業

華航培訓機師

中華航空

運輸交通業

環境管理師

長榮航空

運輸交通業

一般飛航員

長榮航空

運輸交通業

培訓飛航學員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GARMIN_台灣國際航電股
份有限公司
GARMIN_台灣國際航電股
份有限公司
台林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業
電力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業
電力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業
電力機械器材製
造修配業

【BD】FA產品外銷FAE工程師

應試時須具備2年內有效之英
文檢定成績證明文件，如：
多益(TOEIC) 650分(聽力300分)
以上；
托福(TOEFL) ITP 503 / iBT
71(聽力19)以上
TOEIC 650分以上
TOEIC 550分以上
TOEIC 65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TOEIC 450分以上
TOEIC 600分以上
應試時須具備2年內有效之英
文檢定成績證明文件，如：
多益(TOEIC) 600分(聽力300分)
以上；
托福(TOEFL) ITP 480 / iBT
64(聽力18)以上
應試時須具備2年內有效之英
文檢定成績證明文件，如：
多益(TOEIC)750分(聽力400分/
閱讀350分)以上及多益口說與
寫作測驗成績單；
托福(TOEFL)iBT 83分(聽力21)
以上
TOEIC 550分以上
2年內報考，650分以上之多益
成績單正本及多益口說測驗
140分以上與寫作測驗140分以
上成績正本(軍退考生免繳)
2年內報考、650分以上之多益
成績單正本及多益口說測驗
140分以上與寫作測驗140分以
上成績正本
TOEIC 600分以上

【BD】低壓開關產品外銷企劃工程
多益 600分以上
師（台北）
資訊管理師 (台北總公司)

具備證照：TOEIC

投資經理(東元集團)

TOEIC 800分以上尤佳

電池製造業

品質系統工程師

多益700分以上

電信相關業

亞太供應鏈部_維修服務規劃高級管
Toeic 700 at least
理師_林口

電信相關業

品保部_可靠度工程師_林口

TOEIC 500+

電信相關業
電信相關業

技術文件管理師
亞太供應鏈部_物料規劃高級管理師
亞太研發中心_電子工程 Engineering
PjM _Marine-林口 / PND-汐止
軟體工程師
業務行政專員
醫療業務專員/主管

具備證照：TOEFL、TOEIC
Toeic 650 is needed

電信相關業
電信相關業
電信相關業
電信相關業

TOEIC 700 or above
TOEIC 700+
TOEIC 800分以上
TOEIC 450 分以上

Inventec_英業達股份有限公
司
Inventec_英業達股份有限公
司
Inventec_英業達股份有限公
司
Inventec_英業達股份有限公
司
Inventec_英業達股份有限公
司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松下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松下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松下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谷崧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碩集團_和碩聯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和碩集團_和碩聯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和碩集團_和碩聯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和碩集團_和碩聯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NB]專案管理專員(士林)
[NB]產品安規工程師(士林)
[Server]IQC 品保工程師(桃園)
法務資深專員(士林)

具備證照：TOEIC
須具備TOEIC 500 分以上的英
文讀寫溝通能力
英文能力中等以上 , TOEIC
500以上為佳
英文TOEIC 750以上

TOEIC 550以上,具英文溝通能
力
NB軟體應用工程師(桃園)-近林口長 英文能力中上(TOEIC 700以上
庚
佳)
產銷運籌專員(大溪)

儲備幹部(昆山/成都)

Toeic有650分以上

【研發替代役】表面處理工程師

TOEIC 500以上尤佳

工程類-品保工程師/助理工程師

TOEIC 550以上尤佳

生產管理師

日文溝通能力佳(日語N2程度
以上)/或英語能力多益測驗650

倉儲管理人員-儲備幹部

英文程度約TOEIC350分以上

商品企劃開發人員

TOEIC 450以上尤佳

《產品-PM》產品高級(資深)專員
Product Manager

須精通英文，TOEIC至少750分
以上

健康管理師

TOEIC多益測驗550分以上

UX / UI視覺設計師

TOEIC多益測驗600分以上

包裝結構設計師

具基本英文聽讀寫能力，請檢
附TOEIC成績。

通路伺服器資深產品專員 Senior
Product Specialist_4648

具備證照：TOEFL、TOEIC

資深數位行銷企劃/主管

TOEIC多益測驗700分以上尤佳

資深藝術指導

TOEIC多益測驗600分以上

行動通訊產品專案管理人員

英文能力：TOEIC 800分以上

產品規劃經理(PM)

TOEIC 700

NPI PM

具流利英文能力 (TOEIC :700)

研發專案工程師
研發專案經理
專案經理_7053

擔任公司研發單位和客戶之間
的溝通窗口(TOEIC 500分以上)
有獨立自主的英語溝通能力
(建議TOEIC分數750分以上)尤
有獨立自主的英語溝通能力
(建議TOEIC分數750分以上)尤

AE工程專員(昆山)

TOEIC成績500分以上

機構工程專員(昆山)

TOEIC成績500分以上

系統管理師(QA 苗栗)

TOEIC 650分以上尤佳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金士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遠東金士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產品企劃類-DRAM產品規劃行銷主
管
產品企劃類-DRAM營運管理專案主
管/資深管理師
產品企劃類-工業應用產品規劃行銷
專案主管/資深管理師

英文溝通能力(TOEIC : 700分
以上)
英文溝通能力(TOEIC : 700分
以上)
英文溝通能力(TOEIC : 700分
以上)

專案工程師

多益550分以上

業務專員

TOEIC 700 or above

ODM_PP_Product Planning

具備證照：TOEIC

2018暑期學生實習--QE品質工程師
電腦及其週邊設
英文能力：約當TOEIC 750分
(產品品質測試驗證與維修技能:限電
備製造業
以上者
子/電機/資訊科系)
電腦及其週邊設
英文能力：約當TOEIC 750分
2018暑期學生實習--人力資源管理師
備製造業
以上者
電腦及其週邊設
Software Engineer 軟體工程師
TOEIC : 550+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行銷專員(技術資源)
Toeic 600分以上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BD-MA 健康醫療產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品行銷企劃儲備幹部
TOEIC 850以上，TOEIC SW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BD-MA 新事業分析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發展儲備幹部
TOEIC 850以上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HW-EA AR光學設計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儲備幹部
TOEIC 650以上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HW-EA 雲端AI數位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電路設計儲備幹部
TOEIC 650以上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SW-EA AI軟硬體整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合產品研發儲備幹部
TOEIC 800以上，TOEIC SW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年儲備幹部SW-EA 雲端AI演算 流利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備製造業
法儲備幹部
TOEIC 650以上
電腦及其週邊設
須能夠以英語獨立溝通，
專案管理工程師(上海松江)
備製造業
TOEIC成績達650分以上水準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新鮮人專區】海外儲備幹部TOEIC大於500分
備製造業
Hot bar工程師(工作地:大陸昆山市)
電腦及其週邊設 【2018新鮮人專區】海外儲備幹部TOEIC大於500分
備製造業
SMT自動化工程師(工作地:大陸昆山
Fluency in English (spoken and
電腦及其週邊設
Enterprise Storage PM
written), and TOEIC 650 or above
備製造業
is preferred
電腦及其週邊設
Fluent English is required,
NB NPI PM
備製造業
TOEIC: above 650
電腦及其週邊設
語言要求:英文聽說讀寫佳
PCC (product control & coordination)
備製造業
(TOEIC 650分以上)
電腦及其週邊設 Server On-Site產品經理, Server OnTOEIC 800 and above
備製造業
Site Product Manager
Fluency in English (spoken and
電腦及其週邊設
Server產品經理 Product Manager
written), and TOEIC 650 or above
備製造業
is preferred
Fluency in English (spoken and
電腦及其週邊設
Service Project Manager
written), and TOEIC 700 or above
備製造業
is preferred
電腦及其週邊設
Fluent English is required,
Sustaining PM
備製造業
TOEIC: above 70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備製造業
鎧勝控股_日冠金屬股份有 電腦及其週邊設
限公司
備製造業
EPSON子公司_捷修網股份 電腦系統整合服
有限公司
務業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電腦系統整合服
司
務業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電腦系統整合服
司
務業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電腦系統整合服
司
務業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電腦系統整合服
司
務業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電腦系統整合服
司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務業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SW PM
招募任用主任/副理
招募管理師

English 說、寫、讀 流利
(TOEIC : 750分以上)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TOEIC 600
分以上)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TOEIC 650
分以上)

招聘經理/副理(工作地：廣東中山)

外語要求：TOEIC 500分以上

培訓發展經理/副理

外語要求：TOEIC 600分以上

教育訓練管理師

多益600分以上

產品協調管理師-PCC(內湖)

TOEIC 450分以上

海外儲備幹部(上海松江/浙江嘉善)

英文TOEIC-600分

產品管理企劃專員

多益400分以上

全球服務專案專員

TOEIC成績800分以上佳

法務人員

TOEIC 650分以上

法務主管

英文TOEIC 800分以上。日文
JLPT N1加分。

法務專員

英文TOEIC 650分以上

經營品質推進專員

英文TOEIC成績600分以上、日
文JLPT N4以上

IIoT Solution Dept. - Product Manager

Language: TOEIC 730 at least

Language: 英文聽、說、讀、
電腦系統整合服 【Moxa技術菁英培育計畫】系統技
寫流利, TOEIC: 730 分〈含〉
務業
術服務工程師 <正職或研替- GCS>
以上者
電腦系統整合服
法務專案副理
TOEIC 800 above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設備連網產品-產品工程師
Language: TOEIC 730 at least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設備連網產品-產品行銷高級工程師 Language: TOEIC 730 at least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工業物聯網資料擷取與控制產品-產
TOEIC 850以上
務業
品及專案管理工程師
電腦系統整合服
Language: Fluent in English
全球軌道市場Project Manager
務業
(TOEIC 730 or above)
電腦系統整合服
設備連網產品-產品行銷專案主任
Language: TOEIC score > 760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Licenses:
嵌入式電腦-產品行銷高級工程師
務業
TOEIC: 730 at least
電腦系統整合服 Marcom Specialist/Manager 行銷專員/
TOEIC 800 以上
務業
經理
電腦系統整合服
TOEIC成績500分以上或
弱電(智慧建築)工程師
務業
TOEFL(IBT)同級(必備)
電腦系統整合服
製程安全管理(PSM)工程師
TOEIC 550+
務業
電腦系統整合服
製程優化工程師
TOEIC 550+
務業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騰創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加坡商鈦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資策會_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
資策會_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

電腦系統整合服
務業
電腦軟體服務業
電腦軟體服務業
電腦軟體服務業

2018精誠資訊『菁英儲備幹部』
SMA
資訊工程師 (MES)
資訊工程師 (研發組)
資訊工程師(系統整合)

電腦軟體服務業 產品管理師 PM Specialist/Manager

多益英語測驗（TOEIC）750分
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多益分數400分(含)以上
多益成績400分以上
英文程度中等(約TOEIC 650以
上)
英文讀寫能力強，TOEIC 多益
成績 900 分

網站內容英文編輯 Web Content
Specialist
【MIC】人文科技組-展覽企劃執行
電腦軟體服務業
多益550分以上
專員(約聘)
電腦軟體服務業

電腦軟體服務業 行政助理工讀生

多益750分以上尤佳

網際網路相關業 跨境電商視覺設計
網際網路相關業 網頁視覺設計

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佳 (有
TOEIC證照為佳)
TOEIC 750 以上
TOEIC成績550分以上或同等能
力證明
TOEIC成績七百分以上優先考
慮
TOEIC成績七百分以上優先考
慮
英文程度需要 Toeic 700以上
英文程度需要 Toeic 700以上

網際網路相關業 電子商務主管特助

TOEIC成績860以上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軟體服務業 國際商務專員 (歐美線)

聯羿科技有限公司
晟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PChome Online_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公司
PChome Online_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公司
京奇電商服務有限公司
京奇電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Yahoo!奇摩)

電腦軟體服務業 新聞專業編輯人員
精密儀器相關製
NC程式工程師
造業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2018暑期學生實習--PM專案管理師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華碩雲端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日商三菱日聯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台新金控_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銀行_玉山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_人力資源部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希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希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際網路相關業
網際網路相關業

AI 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專員(英
文)(台北)
平台發展部/平台營運課-營運專員
(台北)
拓銷部/商品引進二課-行銷業務專
(台北)
總經理室/商務合作處-遊戲商務專員
(台北)
資深行銷管理師
法務暨產品經理

證券及期貨業

基金行政人員

Toeic 500以上

銀行業

法務人員【預約應徵】

具備證照：IELTS、TOEIC

銀行業

法務催理專員

多益650分以上

銀行業

Assistant Manager, HRM

銀行業

〔資訊〕連管工程師

銀行業

洗錢防制人員

銀行業

【個金】培訓規劃專業人員(教育發 基本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展部-企金)
，TOEIC 550分

銀行業

法令遵循主管

具備證照：TOEIC

數位內容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中英教材編譯
中英教材編譯-學生實習

TOEIC 900 (含)以上
TOEIC 900 (含)以上

網際網路相關業 產品企劃(B0202)
網際網路相關業 營管專員(B0202)

英文能力：約當TOEIC 750分
以上者
【證照限制】TOEIC 860 分以
上
【證照限制】 TOEIC佳
【證照限制】 TOEIC. TOEFL
IBT
【證照限制】 TOEIC、JLPT
N1
具備證照：TOEIC
TOEIC 750分以上

Proficiency in Japanese(N1) or
English(TOEIC 800)
英文溝通能力佳(說、聽、
讀、寫)，TOEIC分數700分以
多益750分

希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
遠龍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內容產業
鞋類製造業
鞋類製造業
鞋類製造業
鞋類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
司

儲配／運輸物流
管理員-船務/排艙(66碼頭)
業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儲配／運輸物流
流通儲備幹部菁英培育
業

語文能力:TOEIC 600以上

檢測技術服務

智慧機械工程師(台北)

具備證照：TOEIC

股務專員

語言證明:TOEIC 500分以上

專案經理

TOEIC成績至少500分以上

部門秘書

TOEIC： 400分以上

操作工程師(儲備幹部)

多益成績500分以上

PMC_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
究發展中心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健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日文教材編譯
工程類-化工工程師
工程類-開發工程師
專案_專案管理管理師(台中)
業務_開發工程師(彰化)
【上海廠】歐美系車廠 OE 業務代

橡膠製品製造業 【廈門廠】總務儲備管理師
橡膠製品製造業 外銷營業人員
橡膠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鋼鐵基本工業
鋼鐵基本工業

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
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
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
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
織布業

印度廠 實習生-學生實習
行銷企劃專員
業務助理
國貿業務
專案管理師(台北)
業務助理

駐外翻譯行政專員 (派駐: 非洲)

TOEIC 900 (含)以上
TOEIC 550+
TOEIC需700分以上
Toeic 600 分以上者尤佳
TOEIC需700分以上
TOEIC 800分以上
需具備英文溝通能力(TOEIC
550以上)
需具TOEIC 750分以上之語言
能力
TOEIC 700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JLPT N1
具備證照：TOEIC
TOEIC 700以上
TOEIC 550分(含)以上
TOEIC 500分以上
英文 聽/說/讀/寫 能力需中等
以上(TOEIC 需500分以上)，須
能與外籍船員溝通

具備證照：TOEIC
語学（TOEIC 700点以上者、
織布業
國外業務主辦- 日本線布料業務
日本語検定合格、TES試験サ
ポートあり）
Good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醫療生技業
Associate Market Access Director
in English (TOEIC 800)
醫療生技業
Pricing Affairs Specialist
TOEIC above 550
醫療生技業
專業醫藥代表
TOEIC: 550
醫療器材製造業 宜蘭研發法規專員
多益700分以上佳
英文讀寫佳，歡迎多益850以
醫療器材製造業 醫療器材產品法規專員
上新鮮人
醫療器材製造業 醫療設備部-業務工程師(南區)
TOEIC 550分以上
(International Sales) Special Assistant / Fluent in both written & spoken
醫療器材製造業
General Manager Room Specialist-MG English.(TOEIC 700+ preferred)
英文能力佳者優先錄取(請註
醫療器材製造業 (研發類)醫材法規認證工程師-RAS 明TOEIC分數)，面試須以英文
自我介紹四分鐘。
需可有效運用英語滿足社交及
(專案整合類)總經理室國際事務專員
醫療器材製造業
工作所需，措詞恰當，表達流
/特助
暢。(TOEIC 700以上)
需可有效運用英語滿足社交及
醫療器材製造業 (專案類)專案主任-PM
工作所需，措詞恰當，表達流
暢。(TOEIC 600以上; 750 以上
(資安類)資訊安全專案副理/專案主 英語能力聽說讀寫需中等以上
醫療器材製造業
任-RO
(TOEIC 600以上)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器材製造業 睡眠技師 (臨床專員)
大樹連鎖藥局_大樹醫藥股 藥品／化妝品及
採購主管
份有限公司
清潔用品零售業
藥品／化妝品及
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資生堂專業美髮>品牌行銷專員
清潔用品零售業
藥品／化妝品及
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分析人員
清潔用品零售業
藥品／化妝品及
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訓練/專案管理人員
清潔用品零售業
藥品／化妝品及
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開架品牌/產品行銷人員
清潔用品零售業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藥品製造業
資深臨床研究專員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藥品製造業
臨床研究專員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針劑廠 Plant Engineer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製程安全工程師
食品、藥物法規查驗登記 (非法律法
台灣荃新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務職缺 .須與印度人溝通)
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醫院事業專員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藥品製造業
藥品原料採購人員(採購一課)
司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
藥品製造業
Intern - Marketing (學生實習)
公司台灣分公司
楊森藥廠_嬌生股份有限公
[Janssen] Commercial Excellence
藥品製造業
司
Specialist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茶湯會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製造業
藥品製造業
飲料店業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飲料製造業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飲料製造業
飲料製造業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飲料製造業

多益550分以上尤佳
具備證照：TOEIC
英文聽說讀寫佳 (TOEIC 750以
上)
TOEIC 800分以上
英文能力聽說讀寫精通,
TOEIC 700以上
精通英文(TOEIC 800以上)
TOEIC>750
TOEIC>750
TOEIC 成績600分以上
TOEIC 500分以上
TOEIC 700分以上
TOEIC 550以上
具有TOEIC、TOEFL、國際貿
易等認證尤佳
TOEIC: 700 and above
TOEIC > 700

Good written and spoke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EIC
Score≧ 750)
Senior Regulatory Affairs Specialist
多益700分以上
Senior Public Affair and Policy Manager TOEIC 800 and above
業務主管
Toeic 700分以上
具備證照：TOEIC、JLPT
N1、JLPT N2英文(TOEIC650以
接待人員(桃園機場貴賓室)
上)或日文(N2以上)，具語文檢
定證明，可申請語言津貼
行銷企劃人員
具備證照：TOEIC
研發人員
多益成績550分以上
英文多益成績730分以上(藍色
經營企劃人員
或金色證書)或JLPT N3以上程
Regulatory Affairs Specialist

具備證照：TOEFL、IELTS、
TOEIC

Lady M_亞茜有限公司

餐館業

品牌經理Brand manager

三井日本料理餐廳有限公
司_三井餐飲事業集團

餐館業

【總管理處】國外資深採購專員(歐 TOEIC 730分(含)以上，且英文
美線)
口語流利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餐館業

區經理-爭鮮定食8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餐館業

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老爺_老爺大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晶華國際酒店
晶華國際酒店
晶華國際酒店
晶華國際酒店
雄獅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

餐館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TOEIC 600分以上
需具備TOEFL達600或是TOEIC
專案經理-總管理處
達800分以上
Special Assistant to Restaurant Manager 具備證照：TOEFL、TOEIC
品牌部-企畫襄理
TOEIC 750
訓練部-教育訓練專員
TOEIC 650
採購部-資深採購管理師
TOEIC 800

觀光餐飲業

櫃台禮賓接待(新竹老爺酒店)

650-750,英語能力佳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觀光餐飲業

Across Regent 實習度假徵才活動
餐廳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櫃台人員
同業業務代表 新竹
同業業務代表Indoor(中壢)
專業領隊(美加線、歐洲線)
專業領隊(紐澳線、中東地區)

TOEIC 700
多益口說 90
多益口說 190
多益口說 140
TOEIC 600
TOEIC 600
TOEIC 600
TOEIC 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