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缺發布日：2019/1/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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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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中，鼓勵高職及技專校院科系取得與產業需求相對應
之證照，並配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15條規範，於每年年底彙整符合標準
之證照列表上網公告。於107年11月公告之「108年證照一覽表」中，ITE資訊
專業人員鑑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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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項證書，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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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鑑定嵌入式、網路通訊及數位內容遊戲企劃證書
列入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15條採認證照

採認類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規認證或認可之機關或公私立機構核發之證照

No 鑑定類別 鑑定項目 年度 序號

1 ITE-嵌入式系統類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嵌入式系統軟體開發專業人員 108年 12

2 ITE-網路通訊類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108年 13

3 ITE-網路通訊類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設計專業人員 108年 14

4 ITE-數位內容類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 108年 15

CSF列入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15條採認證照項目列表

電腦技能基金會蕭佳賓秘書長(右三)
參與出席「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表揚暨交流會」充裕產業人才感恩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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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桃園市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觀音廠】
生技工程師

TQC-CA-AutoCAD 
2D

2019/01/16

104 新竹市 越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定期契約工)

TQC專業文書人員 2019/01/16

104 高雄市
橙姑娘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倉儲行政人員

TQC-OA -Excel、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Word、
TQC-OA -
PowerPoint、TQC-
OA -中文聽打

2019/01/16

104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
師教育訓練學會

管理處專員(具美編
能力/懂網頁設計者
佳)W4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

201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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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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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上市遊戲公
司】法文遊戲在地
化專員
『Localization 
Specialist (French)』
(法文母語人士歡
迎！！）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
定-高等

2019/01/17

Yes123 新北市 川凌有限公司 網路程式設計師

TQC專業網站程式開
發工程師、TQC專業
程式設計工程師、
TQC-PD-JAVA

2019/01/18

104 新北市
台灣漢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國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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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8

104 新北市
台灣漢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業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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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8

104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
師教育訓練學會

管理處專員(具美編
能力/懂網頁設計者
佳)W5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

2019/01/18

104 新北市
達拉干國際多媒體有限
公司

美編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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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8

104 桃園市 大益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專員(龜山) / 
SITRAK 總代理

TQC-OA-中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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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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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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9

104 台北市 漾起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兼職美術設計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TQC-WD
網頁設計類-HTML、
TQC-WD-互動式網頁
設計ASP.NET-進階級
AN2、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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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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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1

104
廣東省
深圳市

台灣準時達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業務銷售管理系統
營運主管

TQC-OA -Excel 2019/01/22

1111 台北市
新世紀公共事務有限公
司

計畫助理(工業技術
研究院-派駐台北科
技大樓)

TQC專業文書人員、
TQC文書處理_Word

2019/01/22

104 南投縣 標達企業有限公司 樣品開發人員
TQC-CA-AutoCAD 
2D、TQC-CA-
AutoCAD 3D

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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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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標達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開發人員
TQC-CA-AutoCAD 
2D

2019/01/22

104 台北市 澔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業務助理 TQC-OA -Excel 2019/01/22

104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
師教育訓練學會

管理處專員(具美編能
力/懂網頁設計者
佳)W3

TQC-MD多媒體設計
類-Flash

2019/01/23

104 台北市 盈科泛利股份有限公司

Accupass 活動通
Business 
Development 
Assistant

TQC-OA -Excel 2019/01/23

104 新北市
儒風資訊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

排版人員(實習)
(108年3-6月)

TQC-OA -Word
擁有TQC-OA-WORD
證照優先錄用

2019/01/23

104 台北市 振喬有限公司 產品設計師

TQC-WD網頁設計類-
ASP、TQC-MD多媒
體設計類-Flash、
TQC-WD網頁設計類-
FrontPage、TQC-
WD網頁設計類-
HTML、TQC專業多媒
體網頁設計工程師、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TQC-IP-影像處
理Photoshop-進階級
PT2

2019/01/24

104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_南區促
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行政支援組-專員
TQC專業e-OFFICE人
員

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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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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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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4

104 台北市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區行政人員 TQC-OA -Excel 2019/01/25

104 台北市 沛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員 TQC-OA -Excel 2019/01/25

104 台中市 格仲國際有限公司
菲律賓遊學顧問
(台中辦公室）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實用級
PT1

2019/01/25

1111 桃園市 捷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銷售企劃人員
(薪資28K-45K)

TQC專業行銷人員 2019/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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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8

104 台中市 佛曼斯實業有限公司 行政人員(長期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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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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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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台北市 晶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資訊部 ERP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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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C企業
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ERP(鼎新配銷模組)、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顧
問師-ERP(鼎新配銷模
組)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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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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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9

104 高雄市 新龍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博士級研究人員/專
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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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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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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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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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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30

104 桃園市 達益營造有限公司 行政人員

TQC+ 工程製圖專業
人員、室內設計專業
人員、建築設計專業
人員、網頁設計專業
人員

2019/01/30

104 新北市
大塊系統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軟體駐點維護工程
師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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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C專業資訊管
理工程師

2019/01/31

104 桃園市 達益營造有限公司 行政總務人員

TQC-OA -Excel、
TQC-OA -Word、
TQC-OA -
PowerPoint、TQC-
OS -windows、TQC-
OA -數字輸入

2019/01/31

104 桃園市 達益營造有限公司 行政人員-公共工程

TQC+ 工程製圖專業
人員、網頁設計專業
人員、室內設計專業
人員、建築設計專業
人員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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