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2期】職缺發布日：2017/9/1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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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期】 2017/9/16-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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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獵才顧問中心
【知名醫療器
材製造業】電
源高級工程師

TQC+電路設計(OrCAD)、

TQC+電路佈線(OrCAD)、

TQC+電路模擬分析

(OrCAD)

2017/09/16

1111 新竹縣 1111獵才顧問中心

【知名電機產
業】自動化機
械設備設計工
程師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TQC+ 
實體設計_SolidWorks、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7/09/16

1111 新竹縣 1111獵才顧問中心
【國內知名電
機產業】沖製
工廠管理主管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TQC+ 
實體設計_SolidWorks、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7/09/16

1111 雲林縣 匯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出納會計人員-
北港廠 TQC初級會計 2017/09/16

1111 台北市 同鑫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廣告設計設計
助理美工助理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9/17

1111 高雄市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
學

儲備會計助理 TQC專業財會人員 20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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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期】 2017/9/16-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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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達拉干國際多媒體有
限公司

會計 TQC專業財會人員 2017/09/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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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7/09/18

104 新北市
全康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土城】
助理工程師

TQC-OA -Excel、

TQC-OA -Word、

TQC-OA -
PowerPoint

2017/09/18

1111 台中市 歐炫潮流店 美工編輯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9/19

104 台中市
捷勝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

資訊人員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TQC-OA-網際網路
應用

2017/09/19

104 南投縣
德豐木業股份有限公
司

行政助理(待優)
TQC-OA -Excel、

TQC-OA -Word
2017/09/19

104 新北市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Procurement】

Key Component 
Sourcer -
1701567

Excel 
/Word/PowerPoint
(TQC-OA)

2017/09/20

104 台中市
中部電機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機械製圖助理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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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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高豐五金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

設計繪圖人員
需懂繪圖軟體並有

CAD證照者優先/有

TQC證照者佳
2017/09/21

1111 台北市
鮮之路國際生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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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1

1111 台北市
鮮之路國際生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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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1

104 台中市 九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 TQC-OA -Excel、

TQC-OA -Word
2017/09/21

104 台中市 捷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程式設計師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TQC-OA-網際網路應
用

2017/09/22

Yes123 新北市 晶鼎鋼鐵有限公司 繪圖人員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7/09/22

104 新北市 SGS _ 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系統分析師

(台北)
TQC+ C#程式設計專
業人員 2017/09/22

104
廣東省佛
山市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熱傳產品開發工
程師

TQC-CA-Pro/E進階零
件及曲面設計 2017/09/22

1111 台北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私校退撫會)

會計人員(需碩士
以上學歷/具經驗

/相關證照)

TQC專業財會人員、

TQC初級會計
2017/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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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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鮮之路國際生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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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3

104 新北市
元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SP-高階主管秘
書

TQC專業中文秘書人
員、TQC專業英文秘
書人員

2017/09/25

104 高雄市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

2017/09/25

1111 台北市 辰至科技有限公司
社群經營行銷專
員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2017/09/25

104 台東縣
知本金聯世紀酒店_蜜
月四季餐旅購有限公司

辦事員-知本金聯
世紀酒店(外縣市
提供住宿)-台東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2017/09/25

104 台北市 海善有限公司
行政工讀生

(迪化街)
TQC-OA -Excel 2017/09/25

104 高雄市 台灣金蜂股份有限公司
車體塑膠件外型
研發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

2017/09/25

104 台北市 大益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 / 
SITRAK 總代理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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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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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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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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5

104 台北市 瞞著爹股份有限公司 瞞著爹-會計 TQC專業財會人員 2017/09/25

1111 台北市 正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設計工程
師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_AutoCAD 3D
2017/09/26

1111 台北市 琺雅國際有限公司 客服主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9/26

1111 新北市
幸運數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RIISA梨衣莎)

網路社群行銷
專員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7/09/26

1111 新北市 淯群機械有限公司
機構設計工程
師32k-46k

TQC+ 工程圖學與機械
製圖、TQC專業機械設
計工程師

2017/09/27

1111 新北市 淯群機械有限公司
機構設計工程
師32k-46k

TQC+ 工程圖學與機械
製圖、TQC專業機械設
計工程師

2017/09/27

104 台北市 正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設計工程
師 TQC-CA-AutoCAD 3D 2017/09/27

1111 台中市
京觀品牌設計有限公司

(京觀品牌設計有限公
司)

平面設計人員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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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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歐德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美編設計 TQC專業互動式網頁設
計工程師 2017/09/28

104 高雄市
高雄市私立雙喜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行政會計 TQC專業財會人員 2017/09/28

1111 桃園市 智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應
用師-CRM(鼎新)、EEC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ERP(鼎新財務模組)、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顧
問師-ERP(鼎新財務模
組)

2017/09/28

104 高雄市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
司

設備設計工程
師(高雄大社)

TQC-CA-AutoCAD 2D、

TQC-CA-AutoCAD 3D
2017/09/29

1111 桃園市 復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TQC初級會計 2017/09/29

1111 台北市 漁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美術設計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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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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馬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業務助理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等

2017/09/30

104 台中市
龍馬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國外業務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等

2017/09/30

104 台北市 其鴻科技有限公司 會計行政專員 TQC-OA-電腦會計 2017/09/30

1111 新北市
悅明達科技有限公司

(VBell)
產品經理 ( PM )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7/09/30

1111 屏東縣 顏芯診所
行政會計助理

(兼職可)
TQC專業財會人員、

TQC電腦會計
2017/09/30

1111 台中市
勝泰機械鈑金有限公
司

機械繪圖人員

(電洽優先)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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