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0-1期】職缺發布日：2017/10/1-10/15

為服務即將畢業的社會新鮮人、求職者與轉職者，本會彙整相關
職缺資訊定期出刊。詳細職缺資訊請參閱各大人力銀行網站。

104人力銀行 1111人力銀行 518人力銀行 yes123求職網

https://www.104.com.tw/
https://www.1111.com.tw/
https://www.518.com.tw/
https://www.yes123.com.tw/admin/index.asp


採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證照最新職缺

【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111 桃園市
靚美貿易有限公司

(HOT好車大聯盟靚美
汽車)

行政業務助理

(內勤職務)
月薪3萬

TQC+ 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10/01

1111 高雄市
源結工具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繪圖員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_AutoCAD、TQC+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_AutoCAD、TQC電腦
輔助平面製圖

_AutoCAD 2D

2017/10/01

1111 台中市
金和鋼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CNC工程師

TQC+ 工程製圖專業人
員 2017/10/01

1111 台北市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文書處理_Word
2017/10/02

1111 桃園市 長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CAD繪圖員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_AutoCAD 2D
2017/10/02

1111 新北市 淯群機械有限公司
機構設計工程
師35k-60k

TQC+ 工程圖學與機械
製圖、TQC專業機械設
計工程師

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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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 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111 台中市
今日食品機械有限公
司

機械設計工程師

(獨立作業薪4.5起)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
2017/10/02

104 台北市
可取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企劃專員 TQC EXCEL證照者
尤佳 2017/10/02

1111 桃園市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紅龍、鮮煮藝)

電子商務專員/資
深專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TQC+ 
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2017/10/02

1111 台北市
漁拓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美術設計助理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10/02

1111 台中市
豐禾健康蔬果股份有
限公司(綠田農場行)

美編業務助理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10/03

1111 高雄市 A+1精品百貨

(七熹股份有限公司)
A+1精品百貨
會計人員 TQC初級會計 2017/10/03

1111 高雄市
蒙恩國際商業有限公
司

資訊工程師 TQC專業網站資料庫
管理工程師 2017/10/03

1111 彰化縣
連吉綜合工程有限公
司

照片剪輯人員

TQC多媒體設計-
Flash、TQC影像處
理-Photoshop、

TQC+ 平面設計專業
人員、TQC+ 影像處
理-Photoshop

201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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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 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111 花蓮縣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繪圖工程師

(第二專案事業部

-花蓮)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_AutoCAD 2D、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
圖_AutoCAD 3D

2017/10/03

1111 新竹市
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繪圖工程師

(第二專案事業部

-嘉義)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_AutoCAD 2D、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
圖_AutoCAD 3D

2017/10/03

1111 台北市
鑫英國際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Agexi_XBi)

阿格西國際市場
部/客戶經
理.Account 
Executive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7/10/03

1111 台中市 鉅圖機械有限公司 機械繪圖人員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TQC+ 
實體設計_SolidWorks、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7/10/03

1111 新北市 騏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設計人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10/03

104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
師教育訓練學會

企劃部專員

(具網站設計佳)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

2017/10/03

104 台北市 浩華企業有限公司 社群美編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

2017/10/04

104 新竹縣 翔騏空間設計工作室
室內設計3D製圖
員

TQC-CA-AutoCAD 
3D

2017/10/05

1111 台東縣 雷洋水電工程行
行政人員***意者
可直接電洽預約
面試***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文書處理_Word、

TQC電腦簡報

_PowerPoint

201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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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 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111 新北市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繪圖人員 TQC電腦簡報

_PowerPoint
2017/10/05

104 台北市 東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採購人員 TQC/CA Pro/E進階零
件及曲面設計 2017/10/06

104 台北市 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主管 TQC的Excel認証 2017/10/06

104 台中市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機械繪圖人員

(台中)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7/10/06

1111 新北市 翔悅生技服務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管理師 TQC專業人事人員 2017/10/07

1111 台中市
偉聯國際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職員 TQC英文輸入 2017/10/07

104 台中市 老爺紳士禮服有限公司
平面設計師

(台中區)
TQC-OA -中文聽打 2017/10/07

104 台北市 老爺紳士禮服有限公司
平面設計師

(台北區)
TQC-OA -中文聽打 2017/10/07

104 高雄市 老爺紳士禮服有限公司
平面設計師

(高雄區)
TQC-OA -中文聽打 2017/10/07

Page.4



http://www.tqcplus.org.tw/content_brochure_03.asp
http://www.tqcplus.org.tw/content_brochure_01.asp


【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 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111 新竹縣 貝瑪克企業有限公司 廣告行銷人員

TQC多媒體設計-Flash、

TQC專業網頁設計工程
師、TQC專業多媒體網
頁設計工程師、TQC網
頁設計-DreamWeaver、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10/11

104 新北市
curves女性專用30分鐘
健身中心_歐貝有限公
司

Curves健康產
品事業部業務
助理 (總部)

TQC-OA -Excel、

TQC-OA -Word、

TQC-OA -PowerPoint
2017/10/11

104 新北市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材設計 TQC+ 平面設計專業人
員 2017/10/11

104 新北市
女王婚禮購物網站

Queenwed_鴻堡實業
有限公司

網站設計師

TQC-WD網頁設計類-
HTML、TQC-WD網頁
設計類-JavaScript、

TQC-WD網頁設計類-
DreamWeaver、TQC-
EC專業互動式網頁設計
工程師、TQC-WD-互
動式網頁設計

ASP.NET-實用級AN1

2017/10/11

104 台南市 益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TQC專業專案管理人員 2017/10/11

1111 台北市
鮮之路國際生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電子商務部門
經理

ITE數位內容遊戲企劃
專業人員、TQC專案管
理概論、TQC專業專案
管理人員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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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 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04 新竹市
上新人事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

駐廠工安助理
人員-fu

TQC-OA -日文輸入 2017/10/12

104 新北市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_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
司

【監控人員】-
新北市板橋區

(辦公大樓)-眾
鼎工程

TQC專業電子商務應用
工程師、TQC專業資訊
管理工程師、TQC專業
網站程式開發工程師、

TQC專業網站資料庫管
理工程師

2017/10/12

104 台北市
香港商英迪瑞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雲端

ERP(Netsuite)
系統分析師

TQC專業網站程式開發
工程師 2017/10/12

104 台北市
香港商英迪瑞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雲端

ERP(Netsuite)
高級系統分析
師

TQC專業網站程式開發
工程師 2017/10/12

104 台北市
香港商英迪瑞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雲端

ERP(Netsuite)
技術開發工程
師

TQC專業網站程式開發
工程師 2017/10/12

104 台北市
香港商英迪瑞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雲端

ERP(Netsuite)
技術開發主管

TQC專業網站程式開發
工程師 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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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期】 2017/10/1-10/15發布職缺

人力銀行工作地點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職缺
發布日

104 台中市
塞席爾商睿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網路系統工程師

專業憑證：TQC專業

Linux網路管理工程師, 
TQC專業Linux系統管
理工程師 持有上述證
照優先錄取

2017/10/13

104 台北市 浩華企業有限公司 社群美編總監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

2017/10/14

1111 高雄市
上陽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電腦繪圖工程師

TQC+ 電腦輔助平面
製圖_AutoCAD、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TQC+ 
實體設計_SolidWorks、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_AutoCAD 2D、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7/10/15

1111 高雄市
上陽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行政財務會計人
員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中文輸入、TQC
文書處理_Word、

TQC英文輸入

2017/10/15

1111 台北市 德里國際有限公司 美編設計

TQC多媒體設計-
Flash、TQC專業互動
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TQC網頁設計-
DreamWeaver、TQC
網頁標記語言_HTML

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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