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2期】職缺發布日：2017/8/1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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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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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國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駐中國行銷專
員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PT1
2017/08/16

104 台北市
法騰資訊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網路業務助理 TQC-OA -Excel 2017/08/16

1111 台中市
客家本色文化餐廳 (客
家本色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兼職
工讀

TQC中文輸入、TQC英
文輸入 2017/08/16

104 台中市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限公司

IT維運工程師
台中 TQC-OS -windows 2017/08/16

104 台北市 璽越生技行銷有限公司 執行長室專員 TQC專業人事人員 2017/08/16

104 雲林縣 富鈺精品國際有限公司
網路行銷人員

(親洽請避開

12:00~14:00)

TQC專業電子商務應用
工程師、TQC-EC專業互
動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201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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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事業部客服
助理 (總部)

TQC-OA -Excel、TQC-
OA -Word、TQC-OA -
PowerPoint

201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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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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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尚嫻企管顧問有限公
司

文書處理人員

(約聘)

TQC-OA-Word、

Excel、TQC電腦簡
報_PowerPoint
文書處理需有一定能
力 證照若有：TQC
者為佳!

2017/08/18

104 桃園市
尚嫻企管顧問有限公
司

文書處理人員

(行政人員)

TQC-OA-Word、

Excel、TQC電腦簡
報_PowerPoint
文書處理需有一定能
力 證照若有：TQC
者為佳!

2017/08/18

1111 桃園市 飛魔力養生館 行政櫃檯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8/18

1111 台北市
葳訊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MIS資訊人員

TQC電子試算表

_Excel
2017/08/18

1111 台北市
唐榮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美編人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8/19

1111 新北市
創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資深機構工程師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Pro/ENGINEER
2017/08/20

1111 桃園市 (大樹連鎖藥局)大樹醫
藥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美編設計人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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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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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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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21

104 台中市
信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繪圖助理工程師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_AutoCAD2D、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
圖_AutoCAD3D

具TQC-autoCAD認證
者尤佳

2017/08/2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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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7/08/21

Yes123 彰化縣 (富黎精緻汽車旅館)富
黎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人員

(有經驗者佳)
TQC-DK初級會計 20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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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部行政助理

(總部)

TQC-OA -Excel、

TQC-OA -Word、

TQC-OA -
PowerPoint

2017/08/22

104 越南 芊泰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儲備日文業務主
管

TQC專業專案管理人
員 2017/08/22

1111 彰化縣 非凡診所 櫃台人員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文書處理_Word、

TQC電腦簡報

_PowerPoint

2017/08/22

104 台北市
洋酒城_冠緹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

電子商務行銷人
員

TQC+電腦繪圖設計

Illustrator CS5
20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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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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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洋酒城_冠緹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

網站維護人員 TQC+電腦繪圖設計

Illustrator CS5
2017/08/22

104 台北市 盧比設計有限公司
時尚多媒體網頁
設計

TQC-WD-互動式網頁
設計ASP.NET-實用級

AN1
2017/08/22

104 台北市 盧比設計有限公司
時尚平面;多媒體
網頁設計

TQC-WD-互動式網頁
設計ASP.NET-實用級

AN1
2017/08/22

104 台北市
阿格西國際投資控股有
限公司

營運管理處-市場
部/客戶經理.高
專.業務專員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7/08/23

1111 高雄市
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K)
總務管理員 TQC專業人事人員 2017/08/23

104 台北市
凱士士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國內北區業務

(內勤)
TQC-OA-中文輸入 2017/08/23

104 台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
醫院_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
南新樓醫院

資訊護理師

--麻豆
TQC專業資訊管理工
程師 2017/08/24

Yes123 上海市 艾利特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人員

(有經驗者佳
TQC-DK初級會計 2017/08/24

104 新竹縣 萬向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工程師

(歉職可)

TQC-OS-Linux系統管
理、TQC專業資訊管
理工程師、TQC專業
網站程式開發工程師、

TQC-OS-Linux網路管
理、TQC專業Linux網
路管理工程師、TQC
專業Linux系統管理工
程師

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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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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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翔國際有限公司 電子工程師
TQC+電路設計

(OrCAD),TQC+電路佈
線(OrCAD)

2017/08/24

1111 桃園市 京膳國際有限公司 會計 TQC電腦會計,TQC初級
會計 2017/08/25

1111 台中市 泰冠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應
用師-ERP(鼎新財務模
組)

2017/08/25

1111 雲林縣
旭輝防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專案工程師

TQC專案管理概論、

ITE專案管理專業人員、

TQC專業專案管理人員、

TQC專案管理軟體應用

2017/08/26

1111 桃園市
住商不動產(加盟店聯
合徵才) (桃竹苗區)((桃
竹苗區))

網頁設計美編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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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網頁設計
專業人員

2017/08/26

104 花蓮縣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
業研究發展中心

研發人員

(研究員)

TQC-OA -Excel、

TQC-OA -Word、

TQC-OA -PowerPoint
2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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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期】 2017/8/16-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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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雷根體育用品有限公
司

網路銷售助理人
員

TQC+ 影像處理-
Photoshop,TQC專業
行銷人員

2017/08/28

1111 台南市
雷根體育用品有限公
司

駐點網路銷售人
員

TQC+ 影像處理-
Photoshop,TQC專業
行銷人員

2017/08/28

1111 台北市 常茂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繪製設計師

(3D)
TQC多媒體設計-
Flash

2017/08/29

1111 桃園市 愛樂芙創意佈置 婚禮美編設計師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TQC+ 
多媒體網頁設計專業
人員、TQC+ 影像處
理-Photoshop

2017/08/29

Yes123 彰化縣 (富黎精緻汽車旅館)富
黎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有經驗
者佳.薪資優.待遇
佳)

TQC-DK初級會計 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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