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缺發布日：2018/6/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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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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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TQC-OA -Excel、 TQC專業e-OFFICE人員」證照

【 優先錄取 ( 錄用 ) 】
就是快人一步，最給力〪 （即戰力＆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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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高雄市 玉山資產行銷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熟悉EXCEL計算和統計
操作者，優先錄取。
TQC-OA –Excel

2018/06/13

Yes123 基隆市 立陞國際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
有證照者優先錄用
TQC專業e-OFFICE人
員

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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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qc.org.tw/TQCNet/Index.aspx
https://www.tqc.org.tw/TQCNet/CertificateDetail.aspx?CODE=0wIxR2oqQ88=
https://www.tqc.org.tw/TQCNet/CertificateDetail.aspx?CODE=CmR0VEl4nBQ=
https://www.tqc.org.tw/TQCNet/CertificateDetail.aspx?CODE=33DDJFC8s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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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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筑教育有限公司附設
台北市私立群筑語文短
期補習班

行銷企劃人員、社
群編輯、粉絲團經
營

TQC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8/06/01

104 屏東縣 鋼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沖壓主管
具TQC電腦相關操作
證照者佳

2018/06/01

104 台中市
了不起國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駐香港儲備幹部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06/04

104 台北市 安亞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英文秘書(薪資面議)
具TQC專業英文秘書
人員、TQC專業中文
秘書人員尤佳

2018/06/04

104 台北市
洋酒城_嘉穎洋行企業有
限公司

網頁設計人員
TQC+電腦繪圖設計
Illustrator CS5

2018/06/04

Yes123 台南市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內勤辦公助理
TQC專業文書人員、
TQC-OA-Excel

2018/06/04

104 新北市
中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
公司

(約聘)轉譯聽打人員
【三重/中和】

TQC-OA-中文輸入證
照尤佳

201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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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 設計助理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專業級
PT3

2018/06/05

104 台中市
信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繪圖助理工程師
具TQC-autoCAD認證
者尤佳

2018/06/06

104 台南市 加美企業社 美編人員

TQC-IP影像處理類-
PhotoImpact、TQC-
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專業級
PT3

2018/06/06

1111 台中市
了不起國際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企劃設計
TQC+ 影像處理-
Photoshop

2018/06/06

1111 高雄市 信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日文業務 TQC日文輸入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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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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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美工/
網站設計佳)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

2018/06/07

1111 台北市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資料處理
科畢業)薪25K~31K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文書處理_Word

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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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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商科畢業)
薪23K~28K

TQC電子試算表_Excel、
TQC文書處理_Word

2018/06/07

1111 台北市 索爾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網頁設計,平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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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8

104 高雄市
AC草影水族_草影水族
企業行

【設計部門】平面
攝影師 / 美編設計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06/08

Yes123 台北市
廣生堂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主辦會計 TQC-DK初級會計 2018/06/08

104 台北市
瘋狂賣客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編輯人員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進階級
PT2

2018/06/09

1111 桃園市 甲骨文科技有限公司 兼職轉譯人員(桃園)
TQC中文輸入、TQC-
OA -中文聽打

2018/06/10

104 台北市 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 精算人員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06/11

104 新竹縣 銳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部工程師(新竹)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06/11

104 新北市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工讀生(助理編輯) TQC-OA -Word 201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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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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設計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06/11

104 台北市 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
精算人員
（IFRS 17）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06/11

Yes123 台北市 礦奇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業務行銷助理
TQC專業行銷人員、
TQC專業企畫人員

2018/06/11

104
澳門特別行
政區漁翁街

長鑫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別助理
TQC專業英文秘書人
員

2018/06/12

104
澳門特別行
政區漁翁街

長鑫有限公司 英語翻譯人員
TQC專業英文秘書人
員

2018/06/12

104 台北市 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
精算人員
（精算分析）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06/12

104 台北市 德慎精算顧問有限公司
精算人員
（精算模型）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中高等

2018/06/12

104 台中市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約聘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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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12

104 新竹市
聯合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總公司】
網頁設計師

TQC-WD網頁設計類-
HTML

2018/06/12

104 新竹縣 啟發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視覺傳達設計師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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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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羊羊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課件腳本潤稿校對
人員老師

ITE數位教學設計專業
人員

2018/06/12

104 台中市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設計工程師
(外縣市供宿)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06/12

1111 雲林縣
台灣雲林地產股份有限
公司

行政助理

TQC專業人事人員、
TQC專業文書人員、
TQC專業中文秘書人
員、TQC電子試算表
_Excel、TQC中文輸入、
TQC文書處理_Word、
TQC-OA -中文聽打

2018/06/13

518 高雄市 玉山資產行銷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熟悉EXCEL計算和統計
操作者，優先錄取。
TQC-OA –Excel

2018/06/13

104 高雄市
崔司特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高雄燕巢區】腳
踏車零件大廠誠徵
機械繪圖人員，固
定早班，週休二日
(正職)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8/06/13

104 新北市 智泰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電子商務行銷企劃
執行

TQC-WD網頁設計類-
ASP、TQC-MD多媒
體設計類-Flash、
TQC-WD網頁設計類-
JavaScript、TQC-
WD網頁設計類-
DreamWeaver

2018/06/13

Yes123 基隆市 立陞國際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
有證照者優先錄用
TQC專業e-OFFICE人
員

2018/06/13

104 高雄市
旭紘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會計人員 TQC-DK初級會計 201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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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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詠馳企業有限公司
駐點人員\經濟部水
利署台北水源特定
管理局

TQC-OA-中文輸入 2018/06/14

104 高雄市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模擬工程師
TQC 基礎零件設計認
證

2018/06/14

104 台北市 宏鑑法律事務所 法務秘書(台北) TQC專業文書人員 2018/06/15

1111 台北市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儲備幹部(碩士
以上商科資科相關
科系畢)薪32K~36K

TQC電子試算表
_Excel、TQC文書處
理_Word

2018/06/15

1111 台北市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碩士以上
商科資科相關科系
畢)薪32K~36K

TQC電子試算表
_Excel、TQC文書處
理_Word

2018/06/15

1111 台北市
湜憶電腦知訊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大學商科
資科相關科系畢)薪
28K~35K

TQC電子試算表
_Excel、TQC文書處
理_Word

2018/06/15

104 新北市 嘉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OP專員、助理 TQC-OA-中文輸入 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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