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缺發布日：2018/10/1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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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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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求職季即將到來，

莘莘學子大呼找工作好難！

《Cheers》雜誌每年固定發布「新世代最嚮往企業」調查，

為國內的就業動態與人才趨勢留下追蹤紀錄。

2018「新世代最嚮往企業」名單中

已有眾多TOP企業將CSF證照列入選才標準

趕快手刀筆記，就有機會進入嚮往企業。

最重要的是follow每期就業職缺快訊，

就有機會第一時間掌握證照金職缺。

2018排名 嚮往企業名稱 產業別 以CSF證照徵才實證

5 鴻海精密工業 製造業

列舉
部份職缺
發布實例
如下頁附表

11 台灣無印良品 服務業

16 華碩電腦 服務業

18 義美食品 製造業

24 博客來數位科技 服務業

32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製造業

48 臺北巿立聯合醫院 服務業

51 宏碁 服務業

75 廣達電腦 製造業

76 上銀科技 製造業

77 大同 製造業

88 技嘉科技 製造業

96 第一商業銀行 金融業

2018「新世代最嚮往企業」以CSF證照徵才實證



人力銀行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證照要求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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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商品TEAM 
生雜助理採購專員

TQC-OA -Excel

104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AD4015 行政工讀生
(電腦中心)

TQC-OA -Excel、TQC-OA-中文輸入、
TQC-OA -Word、TQC-OA -
PowerPoint、TQC-OA-網際網路應用

104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人事助理【南崁
廠區】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定-中高等

104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電子書編輯
具 TQC+ 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EPUB3) 
尤佳

1111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日月光)(中壢廠)

繪圖
TQC+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_AutoCAD、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_AutoCAD 2D

11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院本部人文創新書院
儲備員四級約用助理
管理師招募-本職缺限
身心障礙者報名

TQC影像處理-Photoshop

104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RD】雲端技術工程
師 - 1702103

TQC MySQL 5

1111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筆記型電腦機構設計
專員/工程師 - J1047

TQC-CA-Pro-e

1111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管理工程師 TQC專業專案管理人員

10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類)-專案駐點維
護工程師-資業處(桃園)

ITE-OP-Linux維運管理專業人員

104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機構工程師 -
Ans000004796739

TQC-CA-Pro-e、TQC-CA-Pro/E進階零
件及曲面設計

104
第一銀行_第一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營繕建築工程人員
TQC+ 建築設計製圖、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基礎建築及室內設計立體製圖

2018「新世代最嚮往企業」以CSF證照徵才實證



「跨境電商」的議題在近幾年來全球快速火紅，透過國際級電子商務
平台跨境服務的能力，改變了全球消費以及跨國貿易的模式，在此潮
流下，臺灣企業急需電商人才投入。根據阿里巴巴國際站與國立中山
大學電子商務中心合作進行之「2018年臺灣跨境電子商務人才需求」
研究顯示，高達近60％的中小企業都遇到「專業電商人才招募困難」
之問題。

為了協助產業發展，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與阿里巴巴國際站及台
北市電腦公會合作，推動「B2B跨境電商人才實習計畫」，協助取得
本會「EEC企業電子化跨境電商應用師」證照之學生與廠商進行實習
媒合，同時在實習期間由業師輔導電商運營進階技巧，以精進學生實
務能力。

透過赴產業實習的方式，希望引導想要從事跨境電商產業之學生與產
業迅速接軌。若各位老師有產業實習上的需求，歡迎老師聯繫本會產
學合作窗口，將為您提供進一步的協助。

培育B2B跨境電商人才，CSF與阿里巴巴共同推動產學實習

Q一下，
搭乘B2B產學實習

直達車

http://bit.ly/csfjobB2B


依據「iThome 2018企業資安大調查」，強化資安是今年企業共同重
視的目標，不僅資安需求爆增，2018資安投資大幅成長73％，62%
金融業更急需資安人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
CSF)深耕認證領域近三十年，致力於資訊教育和社會資訊化的推廣，
並本著「考用合一」的理念，制訂實務導向的測驗標準。每年依據台
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TCA)之ICT
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延攬產官學界專家組成委員會，制訂最新業界需
求人才能力指標，規劃出之認證廣受企業認同，並列入各政府單位相
關採認名單之中。

本會產品線內，「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
力鑑定」、「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等系列皆包含資安相關人才技
能檢定，提供各界量才適所的客觀依據。若您有技能檢定、企業訓練、
晉用評選等需求，歡迎來電洽詢，本會將提供您快速、客觀、簡化的
人才甄選程序。

掌握資安人才培育，電腦技能基金會是產業最佳策略夥伴

✓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就業加薪好推手
✓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求職面試最如意
✓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職涯加分大幫手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就業加薪好推手 <網站>

根據1111人力銀行資料庫統計，投遞「技術人員」職缺的求職者中，
擁有「ITE網路通訊專業人員」證照者有64%薪資高於市場行情，較
未擁有證照者的46%高，兩者平均月薪差異為3,002元。

另，教育部106年12月公告之「107年證照一覽表」中，ITE鑑定-
「嵌入式系統軟體開發專業人員、網路通訊專業人員、網路通訊+網
路規劃設計專業人員、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證書，列入「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類別，並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認同產業對持有證書人員予以優先聘用或加
薪，對有志從事相關工作者求職時有很大的幫助。

掌握資安人才培育，電腦技能基金會是產業最佳策略夥伴

圖片資料來源：1111人力銀行

https://www.itest.org.tw/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求職面試最如意 <網站>

根據1111人力銀行資料庫統計，投遞「資訊助理人員」職缺的求職
者中，擁有「EEC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證照者獲得邀請面試的機
率為50%，高於未擁有者的30%面試機率。

e化發展過程中，企業人才區分為「規劃端」及「執行端」不同的任
務，EEC鑑定除了對規劃人員的知識體系加以評測外，也考量執行端
人才由「應用」到「顧問」不同的層次的能力予以認證。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職涯加分大幫手 <網站>

任職於國內知名銀行資訊處的李先生表示，銀行因應FinTech時代的
來臨，為了鼓勵資訊人員進行職場專業能力的自我學習與評量，把資
訊人員升等制度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將資訊專業證照的取得納入升等
指定條件，不再以工作年資與考績做為唯一指標，同時也大幅提高資
訊證照佔升等指標的權重比例。<看更多心得>

掌握資安人才培育，電腦技能基金會是產業最佳策略夥伴

https://www.csf.org.tw/ec/
https://www.tqc.org.tw/
https://www.tqc.org.tw/TQCNet/ExpList.aspx
http://bit.ly/csfcloudappjob


ITE鑑定列入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



ITE鑑定列入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



ITE鑑定列入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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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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貝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行銷管理師

TQC專業互動式網頁
設計工程師、TQC影
像處理-PhotoImpact、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8/10/16

1111 桃園市 韋勝實業有限公司 機械繪、拆圖人員

TQC+ 基礎零件設計
_SolidWorks、TQC+ 
實體設計_SolidWorks、
TQC實體設計
_SolidWorks

2018/10/16

104 台北市
健身魂_智庫創意股份有
限公司

「健身魂」翻譯人
員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10/16

104 雲林縣 笠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繪圖人員/研發工程
師

TQC-CA-AutoCAD 
3D

2018/10/16

518 台中市 飛躍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行銷業務專員

TQC-OA -
PowerPoint、TQC-
OA -英文輸入、TQC-
OA -Excel、TQC-OA 
-Word

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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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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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私立武藏外語短
期補習班

美編設計人員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TQC-IP影
像處理類-
PhotoImpact

2018/10/19

104 新竹市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美商】Project
Manager Asia  
(Home base) 配合
出差

TQC-OA -Excel、
TQC-OA -Word

2018/10/19

518 台中市 寶璽睿觀管理委員會
豪宅客服秘書(月休
8天)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10/21

104 台北市
日寶保險櫃_鍵瞬貿易有
限公司

平面設計專員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10/22

1111 廣東省 立野貿易有限公司 日商經驗廠長
TQC專業專案管理人
員

2018/10/22

1111 廣東省 立野貿易有限公司 財務主管 TQC專業財會人員 2018/10/22

104 新北市 立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商平台操作人員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10/22

104 桃園市 清華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展圖.繪圖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2

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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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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舞足道休閒餐旅事業
集團_不老苑健康事業有
限公司

人資主管 TQC專業人事人員 2018/10/23

104 台北市 台醫藥局 行政助理 TQC-OA-中文輸入 2018/10/23

104 台南市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客服工程
師_E05B21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等

2018/10/23

104 台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_研究總中
心

行政秘書 (美工設計) 
【E化製造研究中心】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10/23

104 台中市
凱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機構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3

104 雲林縣 永發工程企業行
電腦繪圖文書處理
員

TQC-CA-AutoCAD 
2D

2018/10/24

104 台南市
亞思科技應用股份有限
公司

CAD業務專員(工程
軟體事業部)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4

104 台南市
亞思科技應用股份有限
公司

經銷商通路營運開
發專員(工程軟體事
業部)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4

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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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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亞思科技應用股份有限
公司

CAD業務工程師(工
程軟體事業部)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4

104 高雄市 依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QC inspector 品管專
員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4

104 台南市 茁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RP管理師

EEC系列-企業電子化
助理規劃師、EEC企業
電子化規劃師-企業電
子化策略規劃

2018/10/24

104 高雄市 台陽電股份有限公司 網頁美編客服專員
TQC-IP影像處理類-
PhotoImpact

2018/10/25

518 台中市 玉山理財顧問有限公司行政助理
TQC-OA -Excel、
TQC-OA -Word

2018/10/25

104 台中市
杏合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品保工程師/助理工
程師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等

2018/10/25

104 高雄市
嘉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機加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25

104 台南市
一樣青年旅店股份有限
公司

主管特助暨幼教師(教
保員)

TQC專業中文秘書人
員

2018/10/26

Page.4

【810-2期】 2018/10/1-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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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一樣青年旅店股份有限
公司

高階主管秘書
TQC專業中文秘書人
員

2018/10/26

104 台北市 曉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日商_遊戲在地化專
員（法文）
『Localization 
Specialist (French)』
(法文母語人士歡
迎！！）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高等

2018/10/26

104 桃園市
美寧家電_捷芮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人員
TQC專業企畫人員、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8/10/27

104 高雄市 新龍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ERP顧問師/規劃師

EEC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企業資源規劃、EEC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供
應鏈管理

2018/10/28

104 高雄市 新龍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EEC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企業資源規劃、EEC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供
應鏈管理、EEC企業電
子化軟體應用師-
ERP(鼎新配銷模組)、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應
用師-ERP(鼎新財務模
組)、EEC企業電子化
軟體應用師-ERP(鼎新
生管模組)、EEC企業
電子化軟體顧問師-
ERP(鼎新財務模組)、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顧
問師-ERP(鼎新配銷模
組)、EEC企業電子化
軟體顧問師-ERP(鼎新
財生管模組)、企業電
子化規劃師-雲端服務
規劃

2018/10/28

Page.5

【810-2期】 2018/10/1-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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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新龍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系統開發工程師

EEC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企業資源規劃、EEC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供
應鏈管理、Linux基礎
運作、Linux進階系統
管理

2018/10/28

104 高雄市 美肌密碼生技有限公司
醫美網路行銷企劃
人員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8/10/29

104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編設計人員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10/30

104 台南市 隆輝安全帽有限公司 人資副管理師 TQC專業人事人員 2018/10/30

518 高雄市 Mars 睦工場 行銷管理 TQC專業文書人員 2018/10/31

104 台中市 明倫餐飲有限公司 主管助理

TQC-OA -Excel、
TQC-DA-Access、
TQC-OA-網際網路應
用、TQC專業e-
OFFICE人員

2018/10/31

104 新北市 英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
EEC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網路行銷、TQC專業
行銷人員

2018/10/31

104 高雄市
創炘工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太陽能系統CAD 3D
繪圖工程師(高雄)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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