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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職務類別

Code
序號

Industry
產業

Job Title
職稱

Requirements
任用資格及條件

Location
工作地點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GCU-1906-
0042 科技 經理

1. 成本制度規劃、制定與監督
2. 年/季/月成本分析與管理(含改善對策)
3. 成本報表產出與成本相關帳務處理
4. 年度標準成本規劃與審核
5. 成本相關內控制度規劃與查核
6. 推動成本改善專案
7. 熟悉工廠生產流程、技術、生管作業
8. 5年以上製造業成本/經管主管經歷
9. 英文能力佳

大台北地區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GCU-1903-
0006 科技 經營分析高階

1.集團經營分析、預測及追蹤
2.集團費用控管
3.經營管理主管經驗
3.經營績效追蹤
6.大型上市公司經驗
7.流利英文能力
8. Master or above with Mechanical /EE/IE and MBA related master
degree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請將履歷資料寄送至 TW.GHRS@tw.pwc.com  或 電洽 +886-2-2729-6666 Ext. 23230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6-
005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S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Director

1. With 10~15 years sales or product marketing backgrounds
2. Able to provide quality leadership to a worldwide team of sales representatives
3.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good with numbers
4. Enthusiasm to probe NEW business fields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tough problems
5. In-depth knowledge of IT industry and the brand company experience.
6. The ability to handle pressure and meet deadlines
7. Excellent time management and negotiation skills.
8. Engineering background is a plus
Responsibilities:
1. Identifying NEW sales opportunities
2.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a proper business model
3. Pitching products, services, and/or patent licensing to potential clients
4. Researching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online to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and markets concerning B2B or B2C models.
5. Identifying the demands of potential clients and learning who makes decisions
about procurement
6. Contacting potential clients via email or phone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and set
up business kick-off meetings

大台北地區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7-
004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專案副理-日本子公司財
會行政

1.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HQ. Flexible, proactive, open-minded
with business sense and hardworking to be independently.
2. Experience with accounting & finance, HR&admin related
background is preferred.
3. Familiar with SAP system is preferred
4. with more than 1~2 years of accounting is preferred.
5.Good English/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a must.
Responsibilities:
1.Review payment transaction and apply regular payment.
2.Working on monthly closing and prepare monthly /quarterly
analysis report
3.Communiacte with CAP and co-work for monthly payment,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tax report and related report.
4.Petty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5.Prepare annual expense budget
6 Follow HQ policy to update related regulation.

日本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7-
0002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營建主管

1. 負責與承包商和設計單位討論溝通工程項目。
2. 招標(資格審核)、材料工法、圖面規格確認及發包。
3. 工程進度追蹤、品質監控、監工、指揮、協調、完工驗收。
4. 配合建築師確認建廠相關法規程序與送件。
5. 控管工程進度、預算與時程。
6. 廠務管理及相關環保證照申請/執行。
7. 負責建廠專案之資料建檔與管理。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808-
0031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商場店副總

1.個性需開朗、積極、正向，有服務業精神
2.具備商場/百貨/連鎖通路管理、上市/上櫃 消費性產品業務主管經驗
3.擔任過BU head.中小型企業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4.對3C產品及通路管理有極大興趣，熟商場者佳
5.能培養團隊、執行力強、有外派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負責大陸地區智能廣場之規劃、招商、行銷、營運及廠商管理等各項商場
經營管理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811-
0075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自有品牌主管

1.積極主動，熟悉市場潮流，會依消費者需求調整產品
2.3C、周邊產品規劃或消費性電子產品之產品企劃；自創品牌經驗或創業
經驗
工作內容:
1.規劃與經營百腦匯自營品牌
2.負責品牌定位、商品規劃／挑選、廠商洽談、產品包裝、品牌及產品行銷
3.整體管控品牌營運與採購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809-
0048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自有品牌PM

1.積極主動，熟悉市場潮流，會依消費者需求調整產品
2.3C、周邊產品規劃或消費性電子產品之產品企劃；自創品牌經驗或創業
經驗
工作內容:
1.熟悉3C商品
2.負責自營商品找OEM、ODM並與代工廠洽談交涉，從無到有建立品牌產
品，3C/家電品牌製造業佳
3.產品採購、議價及原物料成本計算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7-
003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自營通路商品PM

1.具市場敏感度，熟悉商品開發、廠商洽談、定價策略與產品包裝
2.熟悉產品採購，具電商網站或3C/家電品牌廠商
工作內容:
1.品牌及商品開發導入
2.供應商經營與維繫
3.商品計畫擬定與執行
4.銷售計劃擬定與執行
5.品牌及商品活動規劃
6.商品販促效益分析
7.活動效益分析
8.銷售業績目標達成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807-
001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自營餐飲美食主管

1.具備5年以上餐飲管理經驗
2.熟悉餐點開發/菜品設計(以西餐為主)
3.擅餐飲品牌形象包裝.行銷
4.個性需活潑外向，善於溝通與談判
5.具備廚師背景，熟悉美式餐點尤佳
6.具大陸或派外工作經驗者佳
工作內容:
商場餐飲/單店營運管理中階主管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811-
0057

飯店業 酒店總經理 國際5星級酒店總經理5年以上經驗
工作地點：台灣 或大陸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7-
0027 飯店業 酒店駐店經理

1、具有12-18年以上5星級酒店管理工作經驗。(國際5星級酒店為佳)
2、豐富且專業的餐飲前後場管理經驗(具有餐飲總監經歷)，並有前廳、客房、保安、工程
或銷售等酒店營運管理歷練。現為酒店經理/駐店經理/EAM/運營總監等級別者優先考慮。
3、熟悉並瞭解酒店各個運營部門的操作流程及管理，有成功的綜合運營管理案例為佳。
4、具備出色的組織、協調、溝通、執行能力。傑出的管理團隊技巧，具備卓越的系統化及
預見性的酒店經營思路及前瞻性及計劃性的主動工作態度。擅⾧並可親自處理重大的賓客
相關問題。
5、勇於開拓的精神，以業績導向的市場意識，善於合理的成本管控能力。
6、良好的專業素養，敬業精神及職業道德操守，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事業心。
工作內容：
1、協助總經理負責酒店每日營運管理並進行品質控管。
2、協助總經理建立及控制預算，並達成預算。
3、協助總經理調查業務發展的機會、建立並提出行銷計劃，確保徹底執行。
4、促進各部門之間良好的協調溝通，並與當地各機關團體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5、處理顧客抱怨並回報總經理。
6、具備國際五星級酒店經驗尤佳。
7、工作地點：青島/南京。

華北區 (北京 / 天
津 / 河北 / 山西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YLU-1903-
0063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維修中心主管

1. Managing & supervising the service department personnel 9-12人
保養廠人事管理與監督
2. Ensuring all manufacturer standard & KPIs are met
公司目標與標準達成
3. Building & developing the teams' skills & succession, while
maintaining customer loyalty & satisfaction
建立並發展團隊人員之技能，維持客戶忠誠與滿意度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PCH-1901-
0048 食品製造業 食用油公司GM

- 主要職責為管理兩廠之生產. 業務. Marketing. HR. 財會…等營運
- 英文中上
- 需有大陸之B2B經驗, 及管理過工廠之經歷
- 若有油品背景最好, 若無, 則需食品製造加業務背景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PCH-1812-
0002 零售業 零售運營主管

1. 具五年以上鞋類/服飾等運動休閒系列產業零售主管工作經驗
2. 具備體驗式行銷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3. 具零售培訓經驗尤佳
4. 對運動具熱誠且經常從事相關運動
5. 使用者/消費者導向、負責任且擁有良好的組織能力
6. 注重團隊合作且勇於接受挑戰
7. 基礎英文溝通能力為加分，但非必備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PCH-1902-
0014

食品製造業 牧場副場⾧ 具牧場管理經驗及獸醫系背景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PCH-1902-
0028 食品製造業 牧場儲備主管 具獸醫系背景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PCH-1812-
0028

百貨零售業 GM 具備台灣百貨零售業高階主管經驗, 重視積極創新及經營策略 大台北地區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EHO-1905-
0024

資訊電子製造業 產業分析師

1.智慧科技產業分析研究包括AI、5G、IoT等領域
2.新產品開發規劃與專案執行
需求條件:
碩士(含)以上畢，工作經驗8年以上
須具備8年以上產業分析相關經驗
擅⾧資料搜尋、能快速吸收新知
主動積極、樂於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參與開發專案流程
具備清楚之邏輯思考與口語表達能力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大台北地區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EHO-1901-
0053

 精密醫療儀器
及西藥代理業 部門主管特助

1. 負責部門行政、業務管理等工作。
2. 協助主管進行跨部門溝通事宜，並追蹤各項專案推動與時程控管。
3. 具良好英文溝通能力，能配合出差國外、參展。
4. 根據公司經營策略，規劃及輔導各組員工作計畫。
5. 相關醫療產業領域經驗佳。
6. 上級主管交辦事項。

大台北地區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JEHO-1907-
0068

其他金屬相關製
造業

總經理特助

1.協助主管建立，修訂與維護公司制度與經營建議及方向
2.協助主管進行跨部門溝通事宜，並追蹤各項專案推動與時程控管
3.具良好英文溝通能力，能配合出差國外、參展。
條件需求:
1.7年以上管理職或3年以上公司營運經驗（核心能力是業務，生產，品質，
開發，財務）
2.領導力，溝通力，耐挫力，抗壓力，學習力，好的品德
3.熟悉IATF16949或是VDA6.1
4.有螺絲或金屬加工產業/汽機車車相關產業/製造業經驗尤佳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1.  經營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AcG-1907-
0086

電信業 Business Plan
Manager

Consumer biz digital/media/financial biz planning & NEW biz
development strategy head lead the team
1.) To accomplish strategic planning, budget planning, NEW initiative
business planning, performance & risk management
2.)Partner with CBU digital/media/financial biz function, and cross-
team liaison with channels, legal & regulations, PR/Branding, finance,
auditing, administrations in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biz
strategy
3.) NEW economy Subsidiary management
4.) External business liaison with start-up incubations, NEW
economy/Startup M&A strategy
5.) Provide strategic advice to management regarding overall targeted
growth for business strategies
6.) Provide outside-in market view and research to ensure overall
strategy is setup for future growth, market condition and competitive
assessments, adapting the strategy based on the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to market conditions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GCU-1906-
0005

科技 HR Assistant Manager

1.Maintains and enhances the organization's human resources by
plannin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employee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policies, programs, and practices.
2. Develop and implement HR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aligned with
the overall business strategy
3.Manage the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process
4.Maintain pay plan and benefits program
5.Develop and monitor overall HR strategies, systems, tactics and
procedures across the organization

東南亞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YLU-1907-
0050 電池製造業

駐外人資經理

1、協助擬定人力資源政策，訂定選、訓、用、留的計畫，以達成公司的策
略目標。
2.建立完整的招募與任用制度，讓公司具備招募優秀人才的優勢。
3.規劃及推動召募計畫，讓公司能順利晉用人員以達成公司營運目標。
4.協助規劃及推動人力資源相關制度，以符人力資源政策。
5.規劃及推動員工關係與幸福企業之相關活動，持續建立公司社會責任形
象。
6.相關人資專案之規劃及推動。例如,人力盤點,
7.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及作業流程之落實與優化。
8.關心員工並處理勞資關係相關議題。
9.需具備在大陸召工實務經驗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YLU-1903-
0001 電池製造業 人資主管

**具外商背景
1.15年以上人資相關經驗，10年人資主管經驗
2.具集團薪酬制度規劃調整之實務經驗者為佳。
工作內容:
1.規劃與管理HR full function各項事務，訂定選、訓、用、留計畫。
2.建立績效管理與薪酬制度，訂定調薪政策、獎酬制度。
3.建立完整的召募與任用制度，讓企業具備招募優秀人才的優勢。
4.建立符合企業文化的人才發展體制，以有系統的培訓員工，強化企業的人
才資本。
5.依循公司政策，規劃並推展各項HR專案。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YLU-1811-
0007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人資主管 人資選育用留及專案有中高階人才招募經驗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YLU-1903-
0065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人資主管

1.績效考評與薪酬管理制度設計與建立。
2.年度教育訓練規劃與執行員工教育訓練、激勵、輔導與管理。
3.調解勞資爭議，處理特殊人資相關議題。
4.各項人資專案規劃、制定、推展、溝通與執行。
5.熟悉勞動相關法令、勞健保及勞退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IRKA-1906-
0002

電子業 HR Director URGENT

1. experiences in global HR role (US, Europe, India, China)
2. good English skills.
3. experiences 10~15 years+ HR. experiences in Org strategy
planning, hiring, training, payrolls.
4. aggressive, self initiatives, teamwork skills.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IRKA-1907-
0083

電子業 人資⾧ NEW
1. 15年以上科技公司人資主管資歷（科技公司不限制造業）
2.能伴演HRBP角色，配合數位轉型，擬訂人力資源戰略
3.具創新及溝通表達力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IRKA-1907-
0066 軟體業 HRBP NEW

 1. At least 3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 HR business partner role and ability to handle
recruitment work for the region.
 2. Excellent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kills with a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3. Good English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4.Work well in a fast-paced environment and be able to adapt to quick changing priorities
 5. A team player, who can support and back up with good judgment
 6. Good Analytical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Strong Excel & PPT skills preferred.
 7.Flexibility to travel internationally as and when required.
 8. Bachelor's degree with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What You'll Do
1.Partner with Country leaders and other important stake holders in the region and act as a
trusted partner for all HR related matters.
2.Works closely with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to improve work relationships, build
morale,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retention.
3. Understanding the Job requirements, Source and manage different sourcing channels for
recruitment in an organized and analytical manner to ensure quality hiring.
4. Provide insightful interview feedback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hiring managers to
make the right hiring decision.
5. Assists international employees with expatriate assignments and related HR matters.
Maintain in-depth knowledge of legal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day-to-day operation,
reducing legal risks and ensur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Partners with the legal department
as needed/required.
6. Flexible and Agile to handle any ad hoc tasks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709-
8448 鞋類製造業 海外人資主管

1. 大學以上畢業
2. 五年以上HR相關工作經驗
3. 兩年以上管理經驗
4. 英文聽說讀寫須流利, 熟悉印尼/越南文佳
工作內容: 海外廠區人力資源活動管理
㇐、人事作業管理
二、人員招募、調動作業
三、人事加班請假系統管理
四、各項稽核及問題檢討與改善
五、勞資問題處理及對外溝通談判協商

東南亞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808-
0047 鞋類製造業 C & B專員

1. 薪酬暨福利專案規劃
2. 年度獎酬規劃與執行
3. 各項人資專案規劃與執行
4. 人資系統導入與優化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5-
0021 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製造業

Regional HRBP -
China

*Minimum 10-15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HRM or related
functions
*Minimum 5 years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the manufacture
industry in China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fluen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bility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s well as act operationally.
*Experience in managing key stakeholder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Solid knowledge of legal framework for HR (eg. China labor law, work
relations and employee relations)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4-
0062

食品製造業 招募副理 具招募及C&B經歷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4-
0077 連鎖餐飲集團 HR主管 HR主管經歷5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6-
0031 鞋類製造零售業 駐孟加拉HR 五年以上HR相關經驗 東南亞及印度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4-
0078

食品批發零售 HR主管 HR主管經歷8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PCH-1907-
0062

傳產製造業 HRBP NEW

1. College degree above, Major in business management or human
resource
2. 3-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as HR supervision role in
manufacturing sites.
3. Be knowledgeable in labor law and experienced in handling external
audits (customer or third party audit agency)
4. Proactive and agile character, and good communication &
presentation skill
5. Good English language skill include verbal, written and listening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EHO-1905-
0051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人資主管

1. 建立完整的召募與任用制度，引進與儲備優秀人才。
2. 建立人才發展體制，規劃及推動人才培訓計劃，強化企業的人才資本。
3. 績效管理與薪酬(含獎金)體系建立，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力，留任優秀人
才。
4. 整合集團各公司之人力資源相關制度及制度之落實與優化。
5. 員工激勵與關鍵人才留任機制。
6. 企業文化塑造。
資格及條件：
1.     10年以上人資管理全方位經驗
2.     具海外及大陸人資管理經驗.
3.     中英文溝通能力強
4.     擅組織策略規劃與跨部門溝通協調
5.     上市櫃電子/資訊/製造產業人資主管經驗者佳

大台北地區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JEHO-1902-
0031

資訊電子製造業 人資處級主管/理級主管

1.Driving and leading the organizational people strategy and
initiatives at a site leadership level.
2.Partner with the site business lead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ng
term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3.Collaborate with global colleagues to ensure alignment with global
initiatives.
其他條件：
1.英文精通,大學以上人資/企管/勞工/商學系/所畢
2.具中大型企業15年以上人力資源/薪酬規劃/召募訓練及10年以上主管經驗
者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2. 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AACG-1906-
0056

營造建設業 TR Assistant Manager

* TR Assistant Manager plays a key role in TR team to ensure high-quality total
rewards projects execu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 annual budget, annual
salary review and bonus programs.
* To provide expertise and advice to internal customers to ensure quality task/project
execution and compliance.
* To evaluate total rewards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market survey
* Develop and review total rewards relevant policies in aligning with business
strategy, governance and frameworks.
1. Hold a Bachelor or Master’s Degree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r
equivalent)
2. Possess a minimum of 10 years HR C&B experience in consulting firms, in-house,
or a mixture of both.
CAPABILITY:
1.  Be experienced in Total Rewards program design and implement on a regional
level
2. Present forward-thinking initiatives to work out the best practices
3. Strong and proven analytical skills
4. Excellent MS Office skills (MS Excel, MS PowerPoint)
5. Demonstrates commitment to the business and its values.
6. Good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7. Team player
8. Excellent English.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GCU-1906-
0042 科技 成本會計經理

1. 成本制度規劃、制定與監督
2. 年/季/月成本分析與管理(含改善對策)
3. 成本報表產出與成本相關帳務處理
4. 年度標準成本規劃與審核
5. 成本相關內控制度規劃與查核
6. 推動成本改善專案
7. 熟悉工廠生產流程、技術、生管作業
8. 5年以上製造業成本/經管主管經歷
9. 英文能力佳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GCU-1804-
8770 科技 財務⾧

1.香港IPO經驗
2.公司財會帳務
3.財務報表分析
4.溝通協調集團各單位之往來帳務落實與執行
5.稅務管理規劃
6.成本規劃與分析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4-
0068 電池製造業 駐外會計經理

8年以上財會經驗, 能編制合併報表,且有會計主管5年以上經驗,
有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經驗,經營分析或具會計師執照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4-
0048

電池製造業 駐外會計經理
1.能編制合併報表, 經營分析
2. 會計主管3年以上經驗；
3. 有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經驗或具會計師執照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811-
0068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經管課⾧/ 副理

1、熟悉㇐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及大陸財會稅法
2、具上市櫃公司及大陸工作經驗者佳
3、具3年以上管理經驗
4、具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經驗者佳
Responsibility:
1、規劃及檢討公司會計作業流程，並覆核各項會計作業，以符合財會及稅
務之規定。
2、定期核閱財務報表，並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分析檢討。
3、解決並督導關係企業帳務處理及覆核其財務報表。
4、檢討每月各營運單位之營運結果、預算執行績效報告。
5、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6. 各項經營管理分析及提出方案推廣到全集團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1-
0026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會計主管

1、具會計師事務所3年以上工作經驗 為必備條件
2、商學相關科系、英文佳、熟簡報製作技巧
3、未來可配合廠區輪調
Responsibility:
1. 熟悉上市櫃財務報表。
2. 提出各項作業流程改善建議。
3. 完成費用暫估及編製月結報表。
4. 編製各項差異分析報表。
5. 編製合併報表。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1-
0007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財務投資分析主管
1.產業資料整理、財務報告分析
2.公司調研和訪查
3.撰寫投資評估報告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812-
0039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產業產業分析主管

1.總體經濟分析及各國產業政策觀測。
2.新電子材料與設備產業分析。
3.電子產業及未來科技趨勢預測。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7-
0032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稽核課⾧

1. 具上市(櫃)工作經驗為佳；
2. 熟悉ERP系統及Office辦公軟件；
3. 上市(櫃)公司相關法令及專業知識；
4. 善於溝通、協調能力強。"
工作內容
1 提供管理層改善與諮詢；
2. 公司自評作業之執行。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5-
0027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駐外財務儲備主管 1. 負責大陸財務、會計、稅務等相關作業
2. 熟鼎新Tiptop作業系統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7-
0024

光電產業 稽核主管

1.依照企業或組織既定之政策或目標完善管理制度規章，強化內控制度，研
訂稽核工作計畫，並推動實施。
2.依照內部稽核年度計畫之執行並撰寫稽核底稿與編制稽核報告，並追蹤內
控缺失與異常改善進度及成效。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YLU-1905-
0026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Accounting Specialist

1. Handle Accounts Receivable affairs including sales document
review and voucher preparation
2. Follow up on AR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ct terms
3. Provides monthly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reports
4. Effectively perform month-end and year-end closing process
5. VAT filing and revenue reconciliation
6. Support the preparation of audit fields
7. Assist with other accounting projects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IRKA-1902-
0023 電子業

財務主管
URGENT

1.具國外留學/工作經驗,英文溝通流暢
2.具有上市公司海內外集團財會主管工作經驗8年以上經驗
3.熟悉電子/汽車/通信製造產業
4.熟悉台灣/大陸/國際會計准則
5.熟悉上市公司發行新股,海外發債,銀團等融資
6.熟悉匯率避險
7.熟悉企業併購作業及流程 
R&R
1.管理區域公司財務戰略的制定及執行、財務管理，籌集區域公司運營所需資金，完成企業
財務計畫；
2.提供公司經營決策提供依據，協助區域公司主管執行戰略，並主持區域公司財務戰略規劃
的制定；
3.擬定區域公司的年度資金計畫，在公司資金計畫內融資、資金調配、控制及合理有效地使
用資金制定公司資金運營計畫，監督資金管理報告和預、決算；
4.對區域公司投資活動所需要的資金籌措方式進行成本計算，並提供最為經濟的酬資方式；
5.籌集區域公司運營所需資金，審批公司重大資金流向；
6.主導對重大投資項目和經營活動的風險評估、指導、跟蹤和財務風險控制；
7.主導公司同銀行、工商、稅務等政府部門的關係，維護公司利益；
8.主導公司重要事項的分析和決策，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業務發展及對外投資等事項提供財
務方面的分析和決策依據；
9.審核區域公司財務報表，提交財務管理工作報告；
10. 工作地點: 東莞/崑山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IRKA-1902-
0024

電子業 資金經理
URGENT

1.集團資金調度,融資,匯率避險,理財規劃及執行 
2.上市公司再融資規劃及執行
Requirements:
1.具國外留學/工作經驗,英文溝通流暢 
2.有集團財務管理5年以上的經驗 
3.熟悉電子/汽車/通信製造產業 
4.熟悉上市公司資本操作 
5.熟悉匯率避險 
6.熟悉企業併購作業及流程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IRKA-1902-
0025

電子業
財務主管特助

URGENT

1.具國外留學/工作經驗,英文溝通流暢 
2.有集團財務管理5年以上的經驗 
3.熟悉電子/汽車/通信製造產業 
4.熟悉上市公司資本操作 
5.熟悉匯率避險 
6.熟悉企業併購作業及流程
R&R
1.集團資金調度,融資,匯率避險,理財規劃及執行 
2.上市公司再融資規劃及執行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IRKA-1907-
0049 消費性電子 財務經理 NEW

1. 具集團全球資金管理、外匯避險操作、授信額度規劃、現金流量管理及
財務資金調度規劃於執行的經驗
2. 有聲學產業財務主管經驗者佳
3. 具跨部門、對外溝通協調能力+ 高度執行力與適應力
4. 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者/可外派
R&R:
1.負責集團全球所有法人財務工作業督導、管理、整合與制定相關SOP的作
業
2. 協助所有財務/籌資相關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901-
0047

食品製造業 CFO
- 英文中上, 海外碩士學歷
- 外商加台企經驗
- 需食品製造加零售產業背景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803-
8692 食品製造業 駐新加玻財會

1. 具備3-5年事務所經歷
2. 具備製造業之產業歷練
3. 具新加坡居留證

新加坡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704-
8126

傳產製造業 高階財會部主管

1. 管理及督導海內外地區財務會計事務與完善稅務申報。
2. 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3. 會計制度、內控制度設計、改善、執行與維護。
4. 推動及完善集團因應各國稅改之稅務規畫。
5. 工作經歷：10年以上上市櫃財會主管工作經驗。
6.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7. 科系要求：會計學相關、其他商業及管理相關、㇐般商業學類。
8. 工作技能：企業風險管理、呈核稽核報告、核閱財務報表、財務及營業
分析、財務規劃與投資管理、財務報表製作、財務策略建議與分析。
9. 可配合不定期出差海外或外派，抗壓性高與協調性佳。
10. 擔任財會主管10年以上工作經驗，領導財會團隊經驗，具財會制度流程
改善具體成果。
11. 具推展公司上市櫃經驗及跨國公司財會經驗。
12. 台灣四大會計事務所工作經驗。
13.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中等以上。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802-
8639

鞋類製造業 海外財會主管

1.海外財會工作管理，擔任財會主管副手
2.財務會計部門之運作規劃與跨部門協調
3.編製年度預算及財務預測計劃
4.編製財務報表及建立管理分析資料
5.熟悉當地稅務以及相關財會法令
6.具十年以上大型會計事務所或大型公司會計經驗，並具五年以上主管經驗
7.大學以上會計學、商學相關科系畢
8.英文聽說讀寫中等以上

東南亞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901-
0029 鞋類製造業 稽核高階

具備經歷10年以上，並具主管經歷7年以上，事務所或大型公司會計經驗為
佳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804-
8777

連鎖餐飲集團 財會主管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經歷, 連鎖餐飲或零售經歷, CPA is a plus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804-
8778 連鎖餐飲集團 財會分析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經歷, 連鎖餐飲或零售經歷, CPA is a plus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PCH-1806-
0029 旅遊業 CFO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經歷, 碩士畢業, CPA is a plus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7-
0001

醫療保健服務業 財務高階主管

需求條件:
1.需熟悉醫院會計制度者，並具財務管理工作5年以上中階或高階主管經驗,
熟會計稅務相關法令及管理會計實務者。.
2.具良好溝通能力,並對慈善公益事務有熱忱者。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6-
0020 資訊電子製造業 稽核主管/理級

1.擔任南京廠區稽核主管，依據台北總部指示，協調與執行各項例行與專案
稽核工作
2.編撰工作底稿與稽核報告
3.執行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的覆核
4.與受查單位溝通協調各項查核發現與對應之改善措施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5-
0052

油漆塗料買賣業 Corporate Risk
Assurance Manger

1.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ccounting or Business-related
Field.
2. Candidates with 7-10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a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service industry or public accounting.
Those with knowledge of operational and internal control areas are
preferred. Has served in a junior managerial position for at least the
last 2 years.
3. Meticulous, highly analytical, process-driven individual with the
ability to work both independently and as a team member.
4. Good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oth written & spoken, are required for this role. Candidates with
strong interpersonal and motivational skills will be better suited to
operate in the Group’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5. Computer literacy in ERP system (i.e. SAP), Microsoft Office and
other business-related software will be advantageous.
6. Ability to travel frequently within Asia is required (approximately
50% of the time).

新加坡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5-
005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財會主管

公司財務規劃與管理：
1.外匯操作與管理
2.資金調度與閒置資金運用管理
3.銀行額度與融資管理
4.付款作業與管理
公司會計作業督導與計劃：
1會計結帳作業
2.預算作業
3.稅務議題
4 財務各項保險
5. 股務事宜
6.AR徵信7.其他專案規劃
需求條件:
1. 中英文溝通能力強
2. 上市公司財會經驗10年以上
3. 製造業經驗者佳
4. 有CPA證照者佳
5.集團子公司有橫跨歐洲和美國
6.總部的財務經驗(台灣總部待的時間超過十年佳)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3-
0031

資訊電子製造業 派駐波蘭會計經理

1.普通會計、營所稅、投抵各項相關事務審核與規劃
2.負責子公司財務、會計、稅務日常作業。
3.各項財務相關分析及報表，並針對異常科目進行分析與建議
4.每年度預算規劃及定期檢討營運及預算執行狀況
5.落實母子公司政策之執行

歐美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4-
0002

 精密醫療儀器
及西藥代理業

稽核人員

1.公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之推動、協助增修、執行情形之評估與改善
建議。
2.年度稽核計畫之規劃與執行、製作稽核報告、提出改善建議與追蹤改善情
形。
3.協助執行IPO專案相關事務。
4.執行營運管理階層指示交辦之專案稽核業務。
5.擔任會計師及承銷商查核窗口。
6.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608-
7658 運動器材製造業

集團總部會計(資深)專
案經理

1.集團子公司財務報表分析及管理、預算控管
2.集團會計專案規畫及執行
3.集團重要會計政策與手冊制定及推行
4.跨國集團合併軟体hyperion導入經驗
5.提供各種購併、財務策略、財務報表/經營分析及決策Support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7-
0034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經管主管

1.成本分析與管理:標準成本建立,實際成本稽核與差異分析及改善對策提出
2.負責經營績效KPI彙整、經營損益分析及改善方向擬定
需求條件:
1.有中型製造業5年以上部門主管經驗且有成本會計經驗
2.有較強責任感，溝通協調能力佳
3.有對外投資管理或股務經驗優先
4.精通英文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7-
0035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策略投資主管

1.產業分析:巿場/客戶/巿場策略/產品/技術/供應商與競爭者分析
2.策略投資及合作機會之研究與開發
3.產業投資評價與交易模式分析
4.執行投資案之搜尋/談判/結案/投後之管理
需求條件:
1.具產業策略投資或大型國內外創投/私募/事務所5年以上相關經驗
2.需具財務分析、籌資、併購、策略發展專案管理經驗
3.高度數字敏銳度
4.能以流利英文進行商業談判
5.可接受派駐大陸
6.學歷: 具備理工及財務背景
7.創投或投行出身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JEHO-1907-
0065

傳產製造業 德國子公司
財務高階

1.具製造業財會及經營管理經驗10年(含)以上,曾有歐美⾧期派駐經歷及在大
型會計師事務所任職,取得會計師執照尤佳
2.協助研擬營運計劃及推動經營改善
3.執行與追蹤各項營運績效管理目標
4.資源整合,跨部門協調、溝通、靈活調度之管理能力
5.具組織管理能力與領導能力
6.曾領導建構完整財務系統
7.協助改善公司現行規章流程及配合集團進行內部管理稽核事項,符合營運
目標
8.資金及匯率管控、額度管理規劃
9.提供各種融資、投資、合併、收購等財務策略之建議及分析
10.英文精通,德文略懂
11.擅⾧工具:Oracle ERP/SAP

歐美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808-
0068

半導體 CFO

1. 營運分析/財務預測檢討及對策
2. 提供各項管理決策所需之財務指標及建議
3. 年度預算制定、監督管理及績效追蹤與分析
4. 定期核閱財務報表，並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分析檢討
5. 專案效益評估及追蹤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6-
0026 半導體 會計主管

1. 熟悉國際會計準則及財務報表編制
2. 熟悉台灣稅法及相關法令(如公司法及證交法等)依循
3.全球稅務規劃經驗，統整集團稅務管理
4.統籌營運報表分析與資料覆核，協助經營團隊管理
5.協助團隊完成專案計畫(如併購等)及主管交付事項
6.會計部門日常管理及重要傳票覆核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6-
0028 半導體 美國稅務經理

1. Manage U.S. tax filling and review global subsidiary tax provisions.
2. Provide both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ocal hosting manager, business unit personnel, as well as to
accounting personnelof the parent company.
3. Participate with other members of management in planning the
group’s operations to minimize taxes and enhance cash flow
consistent with overall corporate objectives.
4. Conduct research on tax issues on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incorporationm, and dissolution.
5. Manage outside professional firms or other resources in tax
matters.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6-
0027 半導體 財務經理

1. 全球資金調度、現金管理及處理子公司財務
2. 熟悉銀行往來
3. 外匯實務操作
4. 信用管理
5. 主管交辦專案事項
6. 英文能力聽說讀寫優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7-
0005 電信業

Finance Planning
Head

(Director)

1. At least 8 years solid experience of Business or Financial budgeting
& planning related experiences
2. Sound management skills and ever lead a team is a must (9 people)
3. Strong finance know how and strong presentation skill
4. Highly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5. Proficient use of financial IT tools for financial modeling; Hyperion
(Brio) is preferred
6. Telecom Industry experiences preferred
7. Hi-potential with strong passion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field
8. At least 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in Finance, Accounting or
Business Management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6-
0049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財務主管

1. 培訓期間(入職日起六個月)
. 孰悉集團ERP系統
. 學習集團海外據點財務報表之編製。
. 覆核每月集團海外財務報表及協調處理當地報表反映之營運問題。
. 主管交辦特殊專案(例: 集團所在海外據點稅務問題研究等)
2. 依培訓期間表現，評估是否適任海外據點常駐財務主管。
其他條件：
1． 英語聽說讀寫流利。
2． 以下經驗者從優考慮:
. 製造工廠 5年以上經驗或會計師事務所5年以上經驗 。
. 主管經驗3年以上。
. 有豐富ERP 使用經驗。
. 有海外工作經驗。
3． 能接受異國文化及飲食生活習慣。
4． 性格主動積極開朗; 責任感強, 學習能力佳。
5． 能獨當㇐面作業者優先考慮。

歐美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4-
0008 光電產業 策略投資經理

1.開發符合公司策略目的之投資標的案源開發與評估
2.投資條件協商及盡職調查
3.投資及併購案交易架構設計、投資評價、投資評估分析報告撰寫
4.協助事業單位與投資標的公司策略綜效整合
5.投資後管理
6.執行主管交辦任務或專案
需求條件
1. 10年以上工作經驗
2.具有5年以上投資、財務等相關工作經驗
3.具有創投/私募基金經驗、財顧或產業策略性投資經驗為佳。
4.熟悉大陸投資法規、操作流程，熟悉盡職調查流程
5.具有獨立對被投資公司進行產業分析和市場分析及財務投資評價分析能力
6.邏輯思維與表達能力強

大台北地區



03.  財務會計稅
務 Finance /
Accounting /
Tax

AACG-1907-
0055

無線通訊設備 Treasury Head

The treasury head who have to cover IR, BoD meeting related job, FX
hedge, AR collection and AP management and log term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 position direct report to CFO.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4. 法務智財
Legal

APCH-1812-
0022 鞋類製造業 駐中國法務⾧

1. 10年以上法律從業經歷且層擔任5年以上管理職，須有中國工作經驗或管
理範圍包含中國團隊；
2. 曾任職於大型集團公司，具備管理分散行法務團隊的經驗者佳；
3. 熟悉兩岸企業經營法律實務，曾參與經營管理，具備零售通路、品牌、
體育營銷、賽事、電商、商業房地產等相關法務經驗者佳；
4. 同時具備零售行業的甲方和㇠方工作經驗者尤佳；
5. 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善於跨團隊協調配合並彈性應變，並將風險管控
機制落實在標準化作業；
6. 具訴訟和仲裁經驗，能夠組織準備和應訴，亦能與外部法律顧問良好協
作；
7. 可與台港團隊對接落實上市合規工作；
8. 法律學士以上學位，有中國學歷或證照者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4. 法務智財
Legal

JEHO-1903-
0032 資訊電子製造業 法務課級主管

(1) In-charge of all assigned legal affairs.
(2) Being responsible to review legal related documents and provide
legal opinions.
(3) Supporting to financing, investment, IP matter and other projects.
(4) Maintaining and applying corporate legal systems, procedure and
process.
(5) Supporting the legal affairs of group affiliates.
(6)具有專利及軟體授權licencing 經驗

大台北地區



04. 法務智財
Legal

AACG-1905-
0032 電信業 法務經理

1.Prepare, review legal documentations/contracts and lead the
negotiation with counter parties
2.Prvide legal advice on complicated issues related to businesses and
operations
3.Handle disputes and litigations
4.Handle tasks and projects assigned by the line manager.
Mandatory Requirement:
1.Bachelor degree at Law School
2.Above 10 years in-house legal experience
Other Requirements:
1.Good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in English
2.Admitted to practice law at Taiwan
3.Has merge & acquisition DD, Ts&Cs review, negotiation experience
is a plus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GCU-1904-
0006 科技 業務

1.精通韓文，並有開發韓國客戶的實務經驗
2.具備韓國工控/車載產品業務開發經驗尤佳
2.能獨立進行業務開發，代表公司應對客戶需求
3.與客戶維繫良好關係，提升客戶滿意度
4.韓國面板市場業務拓展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YLU-1907-
0012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業務主管(IA工控產品-
日本子公司)

1. 具10年以上工控市場業務銷售經驗。
2. 具5年以上業務主管經驗。具領導統御/溝通協調/統合執行能力
3.熟悉日本工控市場經營/管理/策略/運作/分析
4. 請於履歷表詳述開發日本工控市場實績及銷售計劃。
工作內容:
1. 日本工控市場工控產品銷售/規劃/管理。
2. 市場資訊搜集分析。
3. 新客戶開發及現有客戶關係維護管理。
4. 業務團隊培訓、凝聚與管理。
5. 年度業績目標達成。

日本



05. 業務 Sales JYLU-1907-
0021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E-Commerce Sales
Manager

1. 5-10 year of proven Ecommerce sale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US
Online Retailers (Amazon, Walmart, Bestbuy, eBay)
2. Experience in IT or digital product management.
3 Proven Ecommerce sales track record, extensive knowledge in Ecommerce technology and
analytics.
4. Experience in team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5. Demonstrated strong business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skills; able to identify,
prioritize and articulate highest impact initiatives.
Responsibilities:
1.Serve as a primary contact within the eCommerce organization for cross functional partners
acting as a project manager to evaluate, prioritize, develop, manage, implement and
determine the best performance marketing mix to achieve sales targets.
2.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xecution of strategic and tactical business plans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cross functional team supporting the eCommerce strategy, including a
strong partnership with the sales management team to minimize and manage any channel
conflict.
3. Partner with key cross-functional teams to ensure all relevant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implications are factored into eCommerce projects.
4. Develop and oversee the effective planning, QA and execution of content across the EC
marketplace and online marketing campaigns to ensure efficiency,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all content publishing.
5. Manage all aspects of web analytics related to eCommerce and communicat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eam members, executive leadership and cross-functional partners.

歐美

05. 業務 Sales JYLU-1906-
0032

電池製造業 自動化研發處⾧/協理

科系：電機、電子、機械相關、自動化相關
相關經驗：具自動化領域相關經驗10年以上
管理人數：約20人~30人
工作內容
1. 研發管理
2.研發專案規劃與進度執行管制
3.客戶需求實踐
4.產品研發方向規劃
5.市場分析、成本分析、及業內外產品整合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5. 業務 Sales
JYLU-1902-
0036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業務主管

1.負責業務整合及開發
2.新產品市場評估分析，客戶關係建立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5. 業務 Sales
JYLU-1907-
0029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業務開發主管

1.個性開朗、積極、正向，有服務業精神
2.具備B2B or Key account業務經驗，熟悉BD
3.擅⾧洽談品牌合作，整合資源企劃提案
4.能獨立作戰能力，擅⾧溝通與跨團隊合作
工作內容:
1.負責自營通路經銷/代理權拓展業務，開拓強勢代理品牌，銷售到其他通
路及次級代理商.
2.負責整合行銷推廣，將各項行銷資源包裝提案，銷售給各大品牌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5. 業務 Sales JYLU-1907-
0031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業務副理 (日本/韓國)

1.三年以上IT周邊產品業務開發或PM經驗，熟日本韓國通路市場佳
2.英文及日文(日文2級以上)及韓文(TOPIK II 4級)說寫流利，溝通協調能力
佳
工作內容:
1.日本/韓國區客戶維護及開發
2.訂單處理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YLU-1901-
0012

其他電子零組件
相關業

SMT業務主管
1. 帶領現有團隊，維護現有客戶，提升佔有率。
2. 培養業務人才，拓展新領域。
3. 訂定/執行年度營業目標。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5. 業務 Sales
IRKA-1810-
0022 電子業

業務發展區域副理
URGENT

1.有獨立開發知名國際客戶成功經驗,從事製程特性與應用領域開發國際客
戶
2. 製造代工銷售經驗，模具製程理解能力強
3. 具備市場策略分析邏輯
4. 具專案管理及溝通協調能力
5. 工作地新北市+30%出差深圳工廠或拜訪客戶大中國區辦公室
6. 5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PCH-1711-
8511

食品製造業 食用油公司Sales Head
- 主要職責為管理全中國之B2B業務 (大賣場. 直營通路. 連鎖通路)
- 需有大陸之B2B經驗
- 若有油品背景最好, 若無, 則需食品背景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5. 業務 Sales
APCH-1906-
0030

跨國大型海空運
運輸業

Corporate Account
Manager

-Infiltrate assigned client(s) by building a clos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all decision makers in terms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Work closely with local operations team and local account managers
to ensure all service expectations are being met.
-Understand client’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hile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offer, sell and implement competitive
solutions.
-Provide prompt and compelling service proposals to address client’
s requirements, earn trust from client.
-Define and help implement client specific SOP’s. To ensure all the
requested milestones are being met to client expectations.
-Work closely with both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o identify and solve
any issues that may be leading to service failure.
-Organize, leads and reviews KPI/QBR and drive the operation
excellence internally.
-Monitor the account receivable to meet company’s target and
ensure that the billing can be generated timely and accurately.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PCH-1806-
0042

零售業 大陸區零售業務主管 具大陸零售業業務經歷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5. 業務 Sales APCH-1904-
0079

化學化工業 業務主管 化學化工相關經驗5-10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PCH-1907-
0043

化學化工業 全球通路主管 NEW

8+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Channel/Distribution Sales space
•Ability to negotiate and structure partnerships
•Solid Coaching and Leadership skills
•Excellent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bility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positive and effective work
relationships with coworkers, clients, members, providers and
customers
•Bachelor’s Degree
•4+ years’ experience selling Chemicals or Textile services
•Experience developing channel partnerships
•Travel 25%-50%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5. 業務 Sales
APCH-1907-
0044 化學化工業 技術服務 NEW

*開發孟加拉的生意
*良好的英文溝通能力 東南亞及印度

05. 業務 Sales JEHO-1906-
0046

運動器材製造業
國外業務與經營管理專

案經理
NEW

1. 達成區域營業及利潤目標
2. 開拓該區域經銷商、擴展其行銷管道及市占率
3. 區域子公司經營管理協助及輔導
4. 設定當地品牌與產品策略並執行
5. 跨部門溝通協調，能為客戶排除相關問題
6. 單位人員的管理與日常教育訓練
7. 業務管理改善專案的執行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5. 業務 Sales JEHO-1906-
0043

精密切割機研發
製造業

業務高階
NEW

需求條件:
1. Minimum 8 Years of Sales Experience
2. Preferable with Experience in Machinery Industry
3. Preferable with Management Experience
4. Job Location in Osaka
5. University Degree or Higher
6. Proficiency in English

日本

05. 業務 Sales JEHO-1906-
0036

口腔產品製造業 業務開發主管

1.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satisfy customer needs
2.Marketing; Developing and Communication with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mainland accounts; store channels; B2B and B2C
3.Manage SCM and CRM
4.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n FMCG; ORAL CARE industry and
impact branding/Channel/Franchise and grant-‐making sectors
5.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market Development sector
6.Understanding of the USA; UK; Germany; Netherland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oral care sector
7.Knowledge of built up CRM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EHO-1905-
0025

資訊電子製造業 業務主管
(理級)

1.RFP & Business Negotiation
2.NPI Cost Management
3.Manufactory Cost Analysis
需求條件:
具國際大廠客戶應對經驗
具部門管理經驗
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數字邏輯佳、Excel使用必要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EHO-1905-
0025 資訊電子製造業

5G業務開發主管
(理級~處級)

1.5G business development
2.Account management
3.Qualif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需求條件:
1.Fluent English.
2.具部門管理經驗
3.具備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4.熟悉終端市場，並有相關經驗尤佳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EHO-1904-
0052

電腦週邊類塑膠
用品 國外業務主管

1.既有客戶之維護並促進交易
2.帶領國外業務人員達到預訂之業績目標、客戶維護及開發新客戶。
3.瞭解產品及市場特性,擬定行銷策略
4.國外參展及拜訪客戶,增進客戶關係
5.具行銷企劃與溝通協調能力
6.負責開拓海外市場，積極開發新客戶。
7.適時調整銷售策略，以提高公司產品市佔率。
8.掌握出貨狀況，並追蹤產品交期。
9.了解辦公周邊及人體工學產業業態及產品趨勢，擬定產品策略。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5. 業務 Sales JEHO-1903-
0035

資訊電子製造業

Server International
sales

North America Sr.
Sales

Manager/director

1.Familiar with North America Hyper-scale data center business,
especially for Webtech 3.0 customers
Preferred candidates who are running business with Webtech 3.0
customers or in progress
2.Specialize in North America Cloud/Datacenter in server/storage
business. 5 years or above experience are preferred
3.Great work experience with North America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carriers
Expertize in server/storage spec and cost structure
4.5 years or more worked experience in Server/Storage ODMs
5.Familiar with WhiteBox server/storage market. North America
Channel market sales or marketing or produ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are also welcome

歐美



05. 業務 Sales
JEHO-1903-
0033 資訊電子製造業

Server EMEA/Russia
Sales

1.Familiar with EMEA Hyper-scale data center business, especially for
Webtech 3.0 customers
Preferred candidates who are running business with Webtech 3.0
customers or in progress
2.Specialize in North America Cloud/Datacenter in server/storage
business. 5 years or above experience are preferred
3.Great work experience with EMEA/Russia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carriers
4.Expertize in server/storage spec and cost structure
5.5 years or more worked experience in Server/Storage ODMs
6.Familiar with WhiteBox server/storage market. EMEA/Russia Channel
market sales or marketing or produ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are
also welcome

歐美

05. 業務 Sales JEHO-1901-
0054

 精密醫療儀器
及西藥代理業

海外業務儲備幹部(韓
國,泰國)

1. 負責東南亞市場的開拓 (包含直接客戶及代理商開發) 尋找新商機
2. 搜集、分析進行市場業務策略規劃
3. 定期與客戶聯絡掌握商情，維繫既有客戶並建立⾧期合作關係
4. 負責東南亞當地業務接洽及訂單處理
5. 負責報價及產品展示、掌握出貨狀況，並追蹤售後服務及處理帳款回收
相關事宜
6. 自我管理規劃與執行力強
7. 其他主管交辦事務

東南亞



05. 業務 Sales
JEHO-1901-
0039 資訊電子製造業

NB Sales Account
Manager(課級)

1. 1 years minimum experience managing system level PC products in
ODM/OEM industry.無經驗可
2. To facilitate, drive and enhance relationships with selected accounts
and opportunities.
3. To have the potential/ability to articulate / demonstrate company
value and strategy with regards to products, operation, business
development.
4. To have the potential/ability to handle RFQ through carrying out
cross function coordination, proposal/BOM review, cost analysis and
negotiation with business counterpart
5. To have the potential/ability to handle sustaining projec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rgin review, forecast tracking, operation support
and URGENT issues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JEHO-1811-
0072 綠能燃料電池製

造
新能源事業部業務主管

1.機電工程背景，具系統規劃及產品企劃能力
2.綠能產業業務相關背景, 具五年以上或有燃料電池相關經驗為佳
3.具電網、電力支配相關經驗亦可
4.英文及其他外語溝通能力良好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5. 業務 Sales JEHO-1907-
0085

電腦周邊製造業 新事業部主管-人體工學
產品

1.統籌管理人體工學產品事業處與KPI績效目標之達成。
2.新客戶開發及現有客戶關係維護管理。
3.擬定中、⾧期市場發展與產品銷售計劃。
4.規劃及督導事業處各部門營運作業。
5.事業處所屬各部門費用控制與相關行政作業之審核。
6.工作團隊之培訓、激發與訂單管理。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5. 業務 Sales AACG-1906-
0008

半導體 GC Sales Head

1. 電子零件或IC相關產品銷售經驗十年以上佳
2. High EQ, Aggressive, Enthusiasm
3. 英文流利可與外國客戶做商業談判
4. 數字管理能力強, 具理工科背景佳
5. 有海外市場客戶經營經驗者佳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ACG-1907-
0006 半導體 Wireless BU Head

1. 對於無線通訊之射頻元件經營或製造有5年以上經驗者
2. 研擬事業單位營運計劃及年度目標
3. 規劃事業單位各項管理制度與組織規劃
4. 追蹤各項管理指標及營運成果
5. 能夠充分掌握市場設計方向並對於未來產品策劃謀略，以維護事業部內
在優勢與外在機會

大台北地區

05. 業務 Sales
AACG-1906-
0008 半導體

Worldwide Sales
Head

1. 電子零件或IC相關產品銷售經驗十年以上佳
2. High EQ, Aggressive, Enthusiasm
3. 英文流利可與外國客戶做商業談判
4. 數字管理能力強, 具理工科背景佳
5. 有海外市場客戶經營經驗者佳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IRKA-1810-
0017

電子業 業務發展區域經理
URGENT

1. 8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從事製程特性與應用領域開發國際客戶，並善用
流程主動溝通工廠資源完成任務
2. 有獨立開發知名國際客戶成功經驗
3. 製造代工銷售經驗，模具製程理解能力強
4. 具備市場策略分析邏輯
5. 具專案管理及溝通協調能力 派駐深圳沙井工廠供食宿返台機票
6. 帶領工廠業務協調工廠工程開發與製造資源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JYLU-1907-
0017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Digital Marketing
Manager

1.At least 10 years of digital marketing experience for IT companies/product
2. Proven track record creating and executing online demand gen programs
3.Demonstrated success in scalable online programs and campaigns, from planning
to executive and reporting
4.Familiar with Online marketing, SEO/SEM, Google Ad-words, data analysis, media
operation, etc.
5. Expert with Content Marketing, strong in project management.
6. Strong analytical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7.Great team player
Responsibilities:
1. Implement Global digital strategies to achieve digital KPIs to support business
growth
2. Manage company's self-media-platform, utilizing content marketing to excel
brand awareness and influence
3. Focus in digital marketing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EO/SEM, database marketing, demand generation programs, marketing analysis,
etc.
4. Give insights and planning road maps to the regional marketing team.
5. Design and Execute global digital campaign
6. In charge and manage plans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marketing team.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JYLU-1907-
0019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Marketing Dept.
Leader-Gaming

Channel

1. 5+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s in IMC / Marcom, preferably in the
esports industries is plus
2. Ability to present and negotiate with all level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executive level
3. Highly-driven, self-motivated, strategic thinker with the ability to operate
under minimal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4.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5. A gamer
6. preferably in the esports industries is plus
7. gaming marketing executions
Responsibilities:
1.Coordinate with PR agency and Media relations management
2.Collecting marketing and competitors’ information (NEWs, activities, etc.)
3.gaming marketing executions, gaming events and tournament
organization
4.To plan, develop and manage global social media cont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o conduct in NEW product or services launched.
5.Channel marketing (Go-to market plan)
6.XPG – Global Social Media content (peripherals) media management
(product review / co-op)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JYLU-1907-
0020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通路業務主管(東南亞)

1. 具10年以上品牌通路市場業務銷售經驗及業務主管經驗
2. 熟悉東南亞/紐/澳市場經營、管理、策略、運作及分析。
3. 有記憶體相關產業者尤佳
4. 領導統御、溝通協調能力佳、統合能力及執行力強。
5. 良好的EQ、樂觀積極抗壓性高、勇於挑戰，能激勵團隊達成業績目標。
Responsibilities:
1. 東南亞/紐/澳市場品牌通路產品銷售、規劃、管理。
2. 市場資訊搜集分析
3. 新客戶開發及現有客戶關係維護管理。
4. 業務團隊培訓、凝聚與管理。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JYLU-1903-
0064

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Marketing Executive –
CRM Focused

A. CRM Data
- Data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 In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to provide guidance to sales team maximizing the
value to CRM database, from detailed database monitoring to leads recognition.
- Assist marketing manager to promoteevents and campaigns across Taiwan,
identify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evaluating best practice initiatives of defined
market area.
B. KPI and Analytics
- Planning and delivering CRM strategies aligning with marketing strategy across
different sales regions to support  business development objectives.
- Add event management support on national level on targeting and results
monitoring, as well as preparing management reporting.
-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KPIs and communicate, track their commercial
impact to drive business development
C. Ev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Understanding the core value of product, being able to further translate and apply
it onto all forms of communications.
– Create and manage project plans of defined marketing and event activities.
– Communicating,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client relationships for NEW
customers acquisition and repeaters purchase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APCH-1903-
0011 文創產業 文化園區-企劃主管

轄下有商品企劃、活動企劃、設計等功能, 工作內容如下:
1.商品企劃: 商品規劃、銷售規劃、產品開發、採購談判. 商品與古厝、在地
特色、...有關
2.活動企劃: 活動企畫、組織、執行, 有具體經驗、與大型組織作經驗. 活動
有藝文、論壇、地景藝術節等
主要是文創、古蹟、藝文、地方創生(結合在地)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APCH-1808-
0049 零售業 大陸區零售CRM主管 具大陸零售業CRM經歷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APCH-1904-
0079 食品批發零售

Brand Marketing
Manager 品牌行銷主管經歷5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JEHO-1907-
0084

運動器材製造業
中國商用業務副總經理
(上海行銷公司，上海

市)

ncrease market share in all sales channel:
• Develop the program of increasing market share to be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and achieving annual sales goal and margin.
• Developing and execu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strategy in line with
sales target.
• Expanding KA and build/maintain goo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 Frequent communication with HQ for sales achievement status and
adjust sales strategy
Marketing:
• Building strong and leading brand in the industry
• In-charge-of marketing activities: local trade show(s), advertisement,
brand ambassador, promotion, etc
• To cooperate with HQ-marketing function to develop local annul
marketing plan and execute to promote company and brand images
Customer service:
• Cooperate with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to enhance/maintain
all service function to meet customer satisfaction.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AACG-1906-
0039 精品零售

Training and Retailer
Operations

1. At least 8 year working experience in Sales or Marketing;
experiences in luxury goods is a plus
2. Working experience with ERP or other corporate logistics system
3.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4. Familiar with Microsoft Windows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such as
windows 7 or above, office 2013 or above and outlook 2013 or above,
etc.
5. Good analytical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6. Good interpersonal skill and team player
7. Loyal, integrity, patient and responsible
8. Friendly, helpful, confident and engaging personality
9.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under pressure

大台北地區

06. 行銷公關
Marketing / PR

AACG-1906-
0055

食品什貨批發 行銷企劃

1. 重度網路行銷工作使用者,具有線上線下全方位整合行銷經驗
2. 品牌網路行銷計劃發想與執行(KOL合作/網路廣編創意發展與執行)
3. 文案撰寫/廣告素材規劃發想與視覺創意共同發想執行
4. 曾服務數位電子商務相關工作經驗，具有廣告代理商服務經驗尤佳
5. 請務必展現你對網路行銷的熱愛並附上個人創作、企畫書、社群經營...等
6. 熟悉Facebook 廣告操作,具有後台上稿操作實際兩年以上經驗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GCU-1903-
0044 科技 技術整合高階

1.具TFT-LCD面板廠製程整合主管經驗
2.具車載/工控之整合經驗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GCU-1903-
0061

科技 技術處⾧
1.具面板研發設計/製造管理經驗至少10年以上
2 技術創新
3.製程創新與問題解決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GCU-1903-
0062 科技 材料開發經理

1.具面板材料開發管理經驗
2..CF&Cell材料研究與創新及情蒐能力
3.大學以上材料化學相關科系畢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GCU-1906-
0006   新創

資深APP產品經理
URGENT

1.三年以上 Mobile APP 產品經驗
2.Android 平台APP產品全球市場上架經驗
3.具有數據邏輯分析力；熟悉 SQL 數據分析系統
4.具備 UX 能力
5.大學以上學歷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13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資深韌體研發人員(IA工
控產品)

1. 三年以上SSD firmware相關經歷
2.有量產經驗佳
工作內容:
1. SSD controller firmware design
(a) SATA/NVMe protocol
(b) FTL algorithm
2. customization and customer support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14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車電軟體工程師

1.熟C語言、資料分析、32bit MCU開發經驗
2.熟RTOS系統（FreeRTOS、UCOS)
3.熟ARM Cortex-M，Cortex-R系統
4.熟車用網路系統CAN-BUS、LIN-BUS、FlexRay
工作內容:
1.設計多任務系統、開發及維護
2.即時任務系統設計及規劃
3.軟體監控及事件任務設計
4.網路資料應用及分析
5.車規網路系統設計及規劃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15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車載RD副理

1.電子電路模擬/設計/驗證 Logic/Power/Audio/Optical/RF/EMC
2.產品可靠性需求/Life cycle的設計
3.車用開發文件準備(DFMEA/PPAP...)
4.產品量產導入(BOM製作/設計轉移/協助產線設計)
5.產品故障分析及8D報告撰寫
6.車用電子法規學習(TS16949/ISO26262) •
7.負責硬體電路設計與BOM的建立、執行硬體電路測試、支援其他部門
工作內容:
車載影音系統架構開發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16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車載RD資深工程師

1.具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實務經驗Android framework,AP
2.具 Android Market 程式上架經驗者佳
3.熟 Java, Andorid-SDK 等開發工具
4.熟 Java EE, C 或 C++ LINUX 者佳
5.具備團隊合作精神、責任感強、溝通能力良好
工作內容:
車載影音系統軟體開發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1-
0029 電池製造業 機構設計主管

1. 具備管理中大型部門技能與強化部屬訓練
2. 能針對不同應用產品線 調整設計體制、流程與系統
3. 可以直接面對客戶與業務合作市場推展
4. 需具備設計及管理實務經驗
(不定期需出差大陸)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4-
0047

電池製造業 工程製造經理 (以工程
經驗為主)

1. 語文能力：英文聽說讀寫流利,會日文者尤佳
2. 電子電機、工業工程相關科系畢，希望具備組裝製造業經歷
工作內容:
1. 具工廠和工程背景的 (組裝線,機構設計,自動化導入)
2. OEM,ODE佳
3. 帶領部門人數：約 20~30  人
4.新產品製程設計, 試產線與小量生產線安排,RMA review與檢討改善,新製
程技術探索與驗證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4-
0046

電池製造業 高功率電池機構設計開
發主管

1.具有大型結構 > 10KG 機構設計開發工作經驗
2.具有車用產品機構設計開發相關經驗優先
3.具有電學專業者優先
4.熟金屬焊接/鋁擠/鋁壓鑄/板金沖壓/塑膠射出等製程
5.具兩輪或四輪車廠經驗者尤佳
6.熟悉CAE/CFD工具輔助大型物件設計
7.具備5-10人管理經驗與能力
工作內容：
1.中大型車用工業用電池系統機構設計與開發
2.電裝零件機構設計與開發
3.針對新應用領域探索新材料與新工藝
4.帶領團隊激勵團隊士氣並訂定設計規範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4-
0049

電池製造業 功率鋰離子電池 EE專案
經理

1. 有動力電池產品相關經驗為佳
2. 有五年以上管理或project leader相關經歷
3, 有配合歐洲或日本客戶開發E-Bike/E-Scooter 相關零組件經驗為佳
4. 有BMS 法規相關經驗為佳
工作內容：
電動叉車高功率鋰離子電池硬體設計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4-
0045 電池製造業

車用電池機構設計開發
經理

1. 具有大型結構(如車體)或主動式冷卻系統 機構設計開發工作經驗
2. 具有車用電池產品機構設計開發相關經驗優先
3. 具有電學專業者優先
4. 熟金屬焊接/鋁擠/鋁壓鑄/板金沖壓/塑膠射出等製程
5. 具兩輪或四輪車廠經驗者尤佳
6. 具有CATIA繪圖能力
7. 具有APQP、V Model開發經驗
8. 具有DYNA、ANSYS或ABAQUS等經驗
9. 有團隊管理或專案主持的相關經驗
10.可接受工作涉及多重專業領域
工作內容:
1. 電池系統機構設計與開發
2. 電裝零件機構設計與開發
3. 樣品試做組裝測試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4-
0043 電池製造業 EV機構設計主任

1. 熟金屬焊接/鋁擠/鋁壓鑄/板金沖壓/塑膠射出等製程尤佳
2. 具車輛或主動式冷卻系統 機構設計開發工作經驗尤佳
3. 工作年資 5年以上
4.具兩輪或四輪車廠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 工具機/電動車船/儲能櫃 電池模組 機構設計與開發驗證
2. 鐵塑件模具檢討/結構驗證/主動式冷卻系統設計與改善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25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電聲應用工程師＆課級
主管(耳機/喇叭產品)

1. 工程師級：承接專案電聲設計等模擬驗證相關研發工作，以及追蹤處理
相關設計流程事宜
2. 課級主管：部門人員管理，技術開發，專案展開電聲設計等模擬驗證相
關研發工作，以及追蹤處理相關設計流程事宜
 管理責任：
 課級主管需負擔管理責任，且台中直接管理約 9～12人；新店4人以下
 出差外派：需出差，㇐年但累積時間未定
 其他條件：
 1.具電聲相關經驗尤佳。
2. 熟悉主動式抗噪耳機類產品尤佳。
3. 擅⾧Soundcheck，B&K，Audio Precision相關電聲測試軟體。
4. 了解電聲測試之相關法規。
5. 主動積極，邏輯分析能力強，有責任感，抗壓性強。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YLU-1907-
0026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駐外電聲應用工程師(配
件產品)

承接專案電聲設計等模擬驗證相關研發工作，以及追蹤處理相關設計流程
事宜，並協助生產相關問題分析與對策排除
 1.  具電聲相關經驗尤佳。
2.  熟悉主動式抗噪耳機類產品尤佳。
3.   擅⾧Soundcheck，B&K，Audio Precision相關電聲測試軟體。
4.   了解電聲測試之相關法規。
5.     主動積極，邏輯分析能力強，有責任感，抗壓性強。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IRKA-1907-
0028

電子業 研發經/副理 URGENT

1.有關心電，呼吸，心律，體溫，血壓，血氧等醫療儀器設備開發，信號量
測，光學感測（sensor)方面量測等人才，如有穿戴式醫療産品經驗更佳
2.台灣為主要上班地，偶而出差深圳
3. 行業經驗5-10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IRKA-1810-
0058

電子業 EE Leader
URGENT

需帶領團隊（約3~6人）完成以下工作內容：
1. 失效分析、對試產階段所發生的測試驗證不良品進行電器特性試校分析，並出具
失效分析報告，以供量產單位進行失效分析之依據
2. 設計變更檢查，對客戶更新的設計圖進行設計變更檢查，提出變更差異或設計不
合理的反饋，與客戶討論設計是否變更檢查，提出變更差異或設計不合理的反饋，
與客戶討論設計是否存在問題
3. 信號完整性分析，使用電子信號量測儀器進行信號量測，確認信號特性符合設計
要求
4. 進行設計性實驗，配合客戶對產品電器特性進行不同設計方案的驗證，並出具報
告已做決定之參考依據
5. 前往美國客戶端進行工程驗證支持
6. 主導團隊教育訓練工作，提升團隊技術能力
R&R:
1.電子資訊相關專業背景
2.具有3年及以上的消費型電子產品或穿戴式電子產品硬體開發經驗;
3.熟悉電子電路原理分析、數電、模電及各類電子組件工作原理，具有傳感器應用
電路設計經驗尤佳;
4.熟練使用分析儀器，如示波器、萬用表等常用儀器設備與使用OrCAD，Allegro
繪製原理圖及layout尤佳;
5.具有較強邏輯思維能力及抗壓能力，英語口語能力強;
6.具有項目新產品導入（NPI）經驗尤佳。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IRKA-1907-
0003 電子業 產品開發經理 NEW

1.汽車電子產業 至少10年以上的營運管理經驗
2.熟悉汽車電子產品
3.熟悉汽車電子市場趨勢
4.懂充電槍產品開發尤佳
R&R
1.汽車電子 automotive ethernet connector 產品開發規劃
2.汽車電子 市場拓展與管理
3.組織運作與管理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IRKA-1808-
0012

電子業 研發主管(理級以上)

1.具有豐富的光學鏡頭產業 十年以上經驗
2.主管經驗: 具有光學相關領域研發經驗
3.專業背景: 光學鏡頭研發
R&R
1. Lens 產品研發技術發展
   (光機、光設、品質、分析)
2.AI應用於Lens 等新技術發展
3.客戶、供應商溝通與問題對應。
4. 負責Lens 部門營運績效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PCH-1809-
0045 鞋類製造業 海外化工技術主管

1. 學士以上 (化工、化學、高分子、纖維複材等相關科系)。
2. 8年以上工作經驗，含4年以上管理經驗 (任職於高分子材料應用相關產
業)。
3. 英文精通（可用英文進行溝通與簡報)。
4. 需外派。
主要工作內容：
1. 化工廠研發人員管理。
2. 開發中心型體承接，進行產品的技術轉移，並主導型體的量化試作。
3. 品牌客戶對應與專案合作。
4. 量產技術問題排除的主導與整合。

東南亞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PCH-1906-
0004

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製造業

RD Principal Chemist

• Ph.D in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Polymers, etc.
• >5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s in polymer synthesis, elastomers,
polymer physics, or in specialty chemical industries
• >5 years of project managing experiences
• Product commercialization experience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31 資訊電子製造業 硬體設計經理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科/系/所畢，具8年以上Notebook 電路設計
經驗，具主管經驗者佳，略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30 資訊電子製造業 硬體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科/系/所畢，具5年以上Notebook
PC/Desktop PC或相關產品主機板電路設計經驗，具主管經驗者佳，略通
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9

資訊電子製造業 Bios軟體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 大專以上電子/電機/資工科/系/所畢，具6年以上Notebook PC
或相關產品BIOS軟/韌體設計經驗，熟悉X86、組合語言及C語言，精通英
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8 資訊電子製造業 機構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機械工程科/系/所畢，具5年以上Notebook
PC/Desktop PC或相關產品機構設計經驗，其中含3年以上主管經驗，熟
Pro/E和設計研發流程，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8 資訊電子製造業 機構設計經理

需求條件: 大專以上機械工程科/系/所畢，具8年以上Notebook PC或相關
產品機構設計經驗，其中含3年以上主管經驗，熟Pro/E和設計研發流程，
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904-
0026

資訊電子製造業 研發專案經理 需求條件:大學以上電子/電機/機械相關系/所畢，具NB相關產品6年以上開
發經驗，其中含1年以上主管經驗，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5 資訊電子製造業 熱流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機械/航空/物理/系/所畢，具6年以上Notebook PC或相
關產品熱模組熱流設計/測試/熱事件排處經驗，具主管經驗者佳，略通英
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4

資訊電子製造業 聲學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機械/航空/物理/系/所畢，具6年以上智慧音箱產品,具聲
學設計喇叭及耳機領域經驗，具主管經驗者佳，略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3

資訊電子製造業 Chromebook
軟體開發主管

(1) 負責產品規畫、實作並且導入量產.
(2) 負責與 Google/Intel/ISV相關團隊溝通協調工作實作.
(3) 熟悉客戶專案流程並且帶領團隊成員完成客戶專案並且量產.
(4) 客戶專案產品品質以及人力資源管控.
需求條件:
(1) Chromebook BSP/Device driver 相關產品經驗者佳.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2 資訊電子製造業

Chromebook韌體(EC)
高級工程師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資工科/系/所畢，具6年以上Chromebook韌
體(EC)開發經驗，熟悉Arm base/Linux，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1 資訊電子製造業

機器視覺軟體設計經理/
主任

需求條件:碩士以上資工/電機電子相關科系畢業,擅⾧C、C++、JAVA、
Python,熟悉影像辨識演算法 、影像特徵處理演算法,具工作熱忱, 勇於面對
挑戰,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20

資訊電子製造業 深度學習&雲端服務軟
體主管/設計主任

1.參與雲端後台服務的設計與開發，在私有雲及公有雲上建構新㇐代健康、
醫療服務，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資工科/系/所畢，具備以下領域相關經驗 (㇐
個或以上): a.程式開發能力 (Node.js, Python, Java) b.資料庫使用經驗c.
GCP, AWS, Azure使用經驗d. Virtualization, Container使用與管理經驗。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9 資訊電子製造業 硬體設計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或資工等相關科系畢業, 熟悉Server產品架構,
俱有8年以上硬體工程設計實務經驗,其中含1年以上主管經驗,俱備英文聽,
說,讀,寫等溝通能力。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8

資訊電子製造業 硬體設計高級工程師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或資工等相關科系畢業, 熟悉Server產品架構,
俱有3年以上硬體工程設計實務經驗,俱備英文聽,說,讀,寫等溝通能力。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7

資訊電子製造業 BMC設計經理/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電子,電機或資工等相關科系畢業, 熟悉Server產品架構,
俱有5年以上Bios或BMC設計實務經驗,其中含1年以上主管經驗,俱備英文
聽,說,讀,寫等溝通能力。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6

資訊電子製造業 機構設計副理/主任
需求條件:大專以上機械相關科系畢業, 熟悉Server產品架構,俱有7年以上機
構工程設計實務經驗,其中含3年以上主管或leader經驗, 需俱備設計繪圖能
力，俱備英文聽,說,讀,寫等溝通能力。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5

資訊電子製造業 研發專案經理 需求條件: 大學以上電子/電機/機械相關系/所畢，具Server相關產品6年以
上開發經驗，其中含1年以上主管經驗，精通英文。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4

資訊電子製造業 軔體設計經理/主任/工
程師

需求條件:大學以上電子/電機/醫工/資工系所畢, 5 年以上Embedded
system/Firmware coding and maintenance/Wifi, BLE
driver/Networking 韌體設計撰寫及演算法設計能力,良好溝通技巧。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4-
0012

資訊電子製造業
資深HTML5軟體開發主

管/工程師

1.了解MVC design pattern,具備HTML5開發經驗, Template Engine EJS,
CSS; Frontend/Backlend Javascript language, Frameworks and
Libraries如AngularJS, JQuery (DOM,Manipulation), Node. js 等
2.參與現行大型軟體系統之HTML5網頁程式開發及維護 ,針對新需求做分析,
設計軟體架構及模組,並帶領成員進行開發,有技術主管經驗及文件撰寫能力
需求條件:
1.大學以上電子/電機/醫工/資工系所畢, 5 年以上工作經驗,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JEHO-1901-
0040 資訊電子製造業 NB layout工程師/課級

1. VGA/small boards Layout
2. NB Layout 大台北地區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ACG-1904-
0074

金屬鍛造加工 技術總監

1.合金材料元素分析及問題解析
2.實驗設計，製程優化及改善驗證
3.產品設計拓譜優化/輕量化開發，CAE結構模擬
4.製程設計與開發
5.模具設計與Deform模擬分析
6.試製/試量活動
7.製程改善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7. 研發 RD /
SW / HW / ME
/ EE

AACG-1906-
0050 食品什貨批發 資深機構工程師

1. 咖啡機與相關家電機構設計與結構評估。
2. 與廠商溝通模具開模、進行量產前試模，並依此檢討、修正模具。
3. 與外部工廠討論產線，加工與組裝流程，優化生產。
4. 與外部夥伴討論產品材料的選用。
5. 機構 3D建模與2D圖面繪製 。
6. 討論新的產品與機構開發。
7. 供應商溝通協調及時程管理 。
8. BOM表建立，技術文件製作及圖面承認作業。
9. 治工具設計製做。
其他條件：
1. 具五金加工、電木、塑膠模具背景知識
2. 對問題原因有追根究底的習慣
3. 對解決問題有根深蒂固的執著
4. 喜歡喝咖啡 / 會烘培咖啡
5. 熟悉加工產業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AGCU-1907-
0007

紡織 Operation Manager
URGENT/NEW

1. Experience in textile spinning and dyeing an advantage.
2.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leadership.
3. Proven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4. Ability to build consensu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staff and
business partners.
5. Effective in communicating and reporting.
6.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7. Ability to calculate costings
8.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divisional goals and objectives.
9. Engineering background preferable.
10.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8. 專案管理
PM

AGCU-1906-
0044 科技 空調產品經理

1. 負責商用空調產品之管理、設計、銷售規劃，以及跨部門間資源整合與
協調
2. 規劃與評估產品市場未來發展方向
3. 規劃和擬定行銷策略，以達成公司整體策略目標
4. 提出有效提升商品銷售量及獲利能力之建議
5. 規劃及推動團隊人才培育之訓練及發展計畫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AGCU-1904-
0059 科技 產品經理

1.至少5年以上消費性電子產業工作經驗
2.具備Monitor軟、硬體背景，並熟悉工程、製程相關作業
3.電泳顯示技術(EPD) 經驗佳
4.英文能力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JYLU-1904-
0042

電池製造業 E-Bike BMS 韌體開發
專案經理/副理

1. 有鋰電池管理系統,電源系統韌體相關開發經驗為佳
2. 有三年以上管理或project leader相關經歷,熟悉韌體開發流程與管理
3. 有配合歐洲或日本客戶開發E-Bike/E-Scooter 相關零組件經驗為佳
4. 有BMS 法規相關經驗為佳
工作內容：
1. E-Bike/E-Scooter BMS firmware design
2. 韌體團隊管理
3. 與國外客戶技術溝通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8. 專案管理
PM

JYLU-1806-
0048

工程顧問業 專案品質管理

1.依據專案合約及公司品質管理系統建構專案品質計畫，並督導建立專案品
質管理系統相關程序之建立
2.規劃制訂專案品質目標量測作業，並定期追蹤管控專案品質目標量測結果
，針對未達標項目追蹤權責單位改善對策辦理成效。
3.規劃辦理專案認知訓練，並追蹤各單位所規劃人員認知訓練之辦理成效。
4.執行專案品質稽核及提出稽核報告，並針對缺失追蹤改善辦理成效。
5.定期提出日常品質管理發現及專案不符合事項追蹤管控報告，並按指示追
蹤改善項目之辦理成效。
6.定期辦理專案品質缺失統計分析，據以辨識系統性品質議題及品管流程風
險項目，作為專案品質管理持續改善之參考。
7. 辦理專案品質事件調查及提出事件調查報告，並追蹤品質事件之改善措
施辦理成效。
8.擔任專案品質管理對外之主要窗口，並與專案品質利害關係者溝通。
其他:
1. 具煉油化廠或電廠的工程經驗者優先聘用。
2.配合海外⾧期差旅。
3.具備其他專業資技師資格優先聘用。

東南亞



08. 專案管理
PM

IRKA-1903-
0082

電子業 經理 URGENT

需帶領團隊（約15~20人）完成以下工作內容：
1.項目團隊建設，分配工作內容、職責、權限等，評估項目風險並制定有效
機制指導公司項目/案子開展；
2.新產品導入階段MIL會議推動實行，及時對項目運行過程狀況進行控制、
考核；
3.協調各部門完成新產品導入，傳達甲方意見要求，把工廠運營技術流程優
化；
R&R:
1.工科專業背景，有產品研發階段的履歷；最好是在類項目工作者更佳；
2.工作5年以上，並具備3年以上項目管理/專案管理工作經驗，能帶領團隊
完成甲方需求：包括團隊建設、產品市場調研、工作計畫制定與實施、產
品標準檔審核、參與公司經營決策等；
3.需具有產品意識，致力於管理團隊進行新技術探索和研發；個人責任心
強、大局宏觀把握、超前的戰略決策；
4.中/英文口語流利、形象氣質佳，在工作中思維活躍、具備㇐定抗壓能
力、負責工程項目管理談判及溝通；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8. 專案管理
PM

IRKA-1907-
0088 電子業 產品經理 NEW

1.Fluent in English
2.Familiar with Android/ Qualcomm platform
3.Familiar with wireless communication
4.Good presentation skill
As a Product Manager, you are expect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one of
the following：
1.To realize specific market pain points and needs
2.To realize technology trends and component trends
3.To plan products/ accessories to remove market pain points and
fulfill market needs
4.To initiate product kick off
5.To co-work with project team during product development
6.To co-work with marketer for product launch
7.To help sales to pre-sell products/ accessories after product launch
from product knowledge perspective
8.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APCH-1810-
0016 連鎖餐飲集團 餐飲大型設備主管 餐飲大型設備主管經歷8年以上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JEHO-1902-
0005

資訊電子製造業 業務運籌主管

1.Order receiving and delivery fulfillment status(with late reason
distribution)
2.Daily/weekly/Monthly order analysis for forecast vs actual order
achievement
3.Optimize for all order on time delivery with efficient/quality & cost
orientation
4.Communicate with customer & factory for regular fulfillment
meeting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8. 專案管理
PM

JEHO-1901-
0030

資訊電子製造業 PM Director~
Manager

1.從客戶需求，shipping plan,MPS,生產計劃到物料CTB的準確性，溝通及
時性與掌握度
2.因生產、品質、CTB、交期等原因所引發的客戶抱怨
3.新產品導入量產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8. 專案管理
PM

 JEHO-1907-
0010

運動器材製造業 產品經理

1.負責數位產品（APP、軟體）的產品企劃、市場導入及產品管理
2.撰寫相關服務產品規格、framework、user flow及user story
3.需求單位與技術單位雙向溝通管理
4.現有數位產品優化(改善使用經驗及使用流程)
5.跨部門、跨專案，設計/前後端/DB間溝通，整合資源來減低專案執行風
險
6.產品開發管理: 時程、成本及專案費用
7.產品分析: 市場趨勢、消費者研究、競品分析、產品生命週期分析
8.新品上市管理: 產品教育訓練教材、產品銷售賣點
需求條件：
1.熟悉APP或軟體開發流程設計、功能規劃、市場應用
2.曾任數位產品企劃、開發及專案管理相關職務三年以上
3.具備開發B2B/B2C軟體產品經驗(App, Web皆可)，UI/UX具獨特見解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08. 專案管理
PM

JEHO-1907-
0064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product manager 

1.Propose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based on current product by
leveraging current and/or future technologies
2.Product integrator who understands how to bring NEW feature sets
to existing products
3.Creative mind set that understands that "less is more" in when
innovating the existing products
4.Differs from the role of a Project Manager, who is more focused on
taking given specs to develop, build and manufacture NEW product
5.Drive prototypes, concepts
6.Understand user behavior, consumer language and design thinking
7.Strong presentation skills in English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8. 專案管理
PM

AACG-1905-
0007

半導體 Technical PM

 1. NEW product release management
- Cooperate with inbound marketing to make NPIP and follow up
- Presentation material / Product training for FAE, sales and distributor sales
- Being an interface between Factory / RD / Quality / FAE and Sales to win AVL
2. Customers / Sales support
- Keep website / customers and sales force up-to-date with product information
about our produ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 Technical Q&A support, focus on product range / competitors PN verification.
- Special sample handling
3. Product management (Thin Film Products)
- Data Depot routine maintenance
- Part Number in SAP / Web(NNP) routine maintenance
4. 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 management
- Issue ECR to R&D represents for MKT / Sales feedback
- ECN management
- Process changes management, give PCN proposal to PM when needed
5. URGENT rescue to prevent customer line down
- Cooperate with planner / sales / JIT to find out solution to rescue customers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08. 專案管理
PM

AACG-1904-
0056

人造纖維製造 PM

1.協助業務處理客戶所提出產品相關應用的技術問題，並提供客戶技術支援
服務。
2.協助開發新產品，在新產品上市前，進行應用和測試並支援業務所面臨的
技術問題。
3.協助業務人員在產品上的基礎知識訓練，以及提供客戶、工程師在產品使
用方面的技術訓練。
4.配合業務與客戶的需求，安裝設備與處理系統問題。
5.協助業務人員處理不良品客訴，處理銷貨、折退讓問題以及提供售後服
務。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8. 專案管理
PM

AACG-1905-
0009

電腦網路通訊 專案管理專案主任
(軌道交通通訊產品)

Purpose of this Position：
1.Create Product Portfolio Plan and Product Roadmap.
2.Vertical Market Business Development
3,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posal
4.Project management for NPDP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5.Product Marketing – product marketing for the product he/she is
responsible
6.RBU ( regional Business Unit) Business Support

大台北地區

08. 專案管理
PM

AACG-1905-
0009

電腦網路通訊 產品行銷專案主任
(工業無線網路產品)

Major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1 Product development
1.1  Lead project team to execut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existing products
1.2  Coordinate related divisions and resources to meet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goals.
1.3  Execute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2. Project Management
2.1 Facilitate proces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to meet project goal
3 Product marketing
3.1  Propose and execute product go-to-market strategy
4 Business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4.1  Support to achieve annual business target
4.2  Support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execute business strategy
4.3  Support customer requests and issues

大台北地區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YLU-1907-
0018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主動元件採購專案主管/
(Sourcer)

1. 具DRAM/FLASH記憶體產業經驗
2. 具原物料主動元件之Sourcer經驗，且能獨立作業。
3. 具備有效英文簡報能力
工作內容:
1.Key component procurement.
(HDD/Controller/DRAM/FLASH)
2.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3.Marketing survey(product roadmap, market trend, supply status...)
4.Cost management (price negotiation, terms & conditions
settlement, cost analysis..)
5.Production demand fulfillment

大台北地區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YLU-1906-
0015 電池製造業 機構件採購經理

1.管理機構採購部門相關事務
2.制定年度機構件採購計劃
3.制定機構件供應鏈佈局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YLU-1907-
0023 半導體製造業 會計管理師

1. ㇐般商業學類,會計學相關,企業管理相關
2.英文(多益550以上)或日文(N2)
工作內容:
1.審核有關各項費用支付之發票、 單據及帳務處理。
2.審核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付款項帳務。
3.審核客戶應收款項帳務。
4.審核其他㇐般會計帳務。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IRKA-1907-
0081 電子業 採購⾧ NEW

1. 帶領部門具體執行各項採購需求，並領導物控、採購及倉管將物料的利
用效能數位化。
2. 針對現有流程做統籌規畫並進行優化與改善，使物料管理效能提升。
3. 掌握料況，擴大採購來料優勢並維繫供應鏈整體持續發展與提升，以資
材的掌握創造市場優勢進而提升服務品質。
4. 加工成本分析能力, 主要以機構件為主, 機構件的COST DOWN
5. Supply chain規劃管理能力
6. Sourcing具備競爭力代工廠並制定產品標準加工成本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APCH-1806-
0041

零售業 大陸區零售物流主管 具大陸零售業物流經歷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EHO-1907-
0011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採購
NEW

1.客戶JDM/ODM產品Sourcing & BOM management
2.Cost Down談判及目標達成
3.與客戶溝通開發進度
4.風險管控及採購合約管理
5.成交條件優化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EHO-1902-
0003 資訊電子製造業 庶務採購

1.擅⾧自動化配套設備採購條件談判及自製生產設備的關鍵儀器或零組件採
購作業
2.協助研發或工程單位制訂生產線設備需求規格。
3.進行策略性價單評估及交貨期談判討論。
4.配合ERP系統規劃作業流程、工程單位驗收及付款。
5.定期檢視更新供應鏈的交貨及品質。
其他:自動化設備製造等工作五年以上經驗，並有相關生產製造、資材及策
略採購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EHO-1901-
0036

資訊電子製造業 PM全球運籌專案經理
(課級)

精通英文,負責昆山海內外廠區物料設備資源及生產專案管理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JEHO-1708-
8334

資訊電子製造業 資材理級主管 熟生管物管/訂單管理/倉庫管理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AACG-1906-
0001 電子製造

Logistics Manager
物流(關務)運務主管

1.熟悉進出口通關流程，異常狀況連絡及排除與解決改善方案
2.具備 進出口貨物運費計算，intercom 風險管理經驗
3.具備倉庫管理帳料管理流程改善經驗
4.專案管理及跨部門溝通技巧
5.部級管理經驗 5 年以上, Logistic工作經驗7年以上
6.10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英文中等, 精通尤佳
Job Description:
1.管理進出口團隊，異常狀況連絡及排除與解決改善方案
2.進出口貨物關運保費用管理最佳化，intercom 風險管理
3.倉庫管理作業，持續精實作業改善及建立防呆機制, 確保帳料㇐致
4.跨部門溝通及建立協同運作機制
5.承接處級策略目標展開年度改善計畫並督導落實

大台北地區



09. 供應鏈
Logistic /
Procurement /
Warehouse

AACG-1906-
0050

食品什貨批發 資深機構工程師

1. 咖啡機與相關家電機構設計與結構評估。
2. 與廠商溝通模具開模、進行量產前試模，並依此檢討、修正模具。
3. 與外部工廠討論產線，加工與組裝流程，優化生產。
4. 與外部夥伴討論產品材料的選用。
5. 機構 3D建模與2D圖面繪製 。
6. 討論新的產品與機構開發。
7. 供應商溝通協調及時程管理 。
8. BOM表建立，技術文件製作及圖面承認作業。
9. 治工具設計製做。

大台北地區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6-
0037

科技
自動化技術主管NEW

1.參與工廠非標自動化設備開發&系統方案
2.現有自動化機台改造/改良
3.專案項目主導規劃與跟進
4.機台性能驗證，相關法規認證
5.圖面管理以及工程進度追蹤與報告
6.開發非標自動化機台機械設計實務經驗
7.具備英文能力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7-
0039 科技 廠⾧ NEW

1.10年以上製造主管經驗，具有生管、品管、製造等主管經驗尤佳
2.熟悉電機與自動化相關產業與產品
3.具備良好成本、品質意識與生管經驗
4.大學畢業以上，電機/機械/電子相關科系畢業，碩士尤佳
5.企圖心佳、Result-oriented
6.具良好問題解決能力與溝通協調能力
7. Strong leadership
8. 具英語溝通能力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7-
0007 紡織

Operation Manager
URGENT/NEW

1. Experience in textile spinning and dyeing an advantage.
2.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leadership.
3. Proven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4. Ability to build consensu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staff and
business partners.
5. Effective in communicating and reporting.
6.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7. Ability to calculate costings
8.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divisional goals and objectives.
9. Engineering background preferable.
10.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7-
0070

科技 廠⾧ NEW

1. 管理生管/IE/PE/設備/TE/製造相關部門
2. 推動相關部門提案,改善組裝製程,提升生產效率
3. 控制原料,輔耗材及管控生產成本
4. 提升產能質量，降低工廠營運成本
5. 新機種layout、製程、設備、治具開發、製程SOP 審核
6. 制定部門年度經營策略及年度LOH目標
7. 10年以上電子消費類產品工廠工程製造經驗
8. 熟悉精密組裝制程,具有跨部門管理五年以上經驗
9. 重邏輯思考分析能力
10 帶領團隊推動與執行、整合規劃及成本管控能力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 1907-
0069 科技 工程主管 NEW

1. 工程部門人員及工作管理
2. 新產品試製
3. 量產產品製程改善
4. 量產產品良率提升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6-
0022 科技 QA Manager URGENT

1.Customer quality service and assurance
2.Customer auditing management
3.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4.Design quality evaluation
5.Equipment calibration management
6.Product safety management
7.Incoming quality control

東南亞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6-
0023

科技 製造主管

1.具備製造高階主管經驗
2.電子科技製造產業經驗
3.外派經驗
4.PCBA產業10年以上經驗
5.具備英文能力(越南語尤佳)

東南亞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 1905-
0055 科技 廠⾧

1. 生產管制流之規劃、擬定、執行、督導
2. 資材管理
3. 自動化生產技術評估、分析及應用
4. 製造團隊管理，達成產能目標
5. 具備工科背景及電子製造業8年以上生產管理經
6. 整合製造團隊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4-
0070 休閒製造 品牌製造主管

1. 協助公司中⾧期發展規劃，review 工廠年度生產、提出月度目標以及行
動方案
2. 協助兩岸工廠專案執行，兩岸工廠運作溝通確保兩岸工廠運作順利
3. 加強管理，確保工廠各部門和各類人員職責、許可權規範化，執行品質
管制體系
4. 精通製造業生產管理、質量管理、工程管理、資財管理、行政管理、成
本控制等
5. 具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營管理理念，明確各個模塊的管控核
心與流程
6. 10年以上製造業工作經驗，其中5年以上同等職位任職、並具人員管理經
驗
7. 5年以上傳統產業工作經驗，有金屬類製造產業工作經驗尤佳

華北區 (北京 / 天
津 / 河北 / 山西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GCU-1904-
0039 科技 產品工程主管

1.具良好的IE/EE/UQ/SQ/PM/TE Cross function 管理能力
2.對生產線管理、製程設計、產品分析有良好的應用能力.
3.熟悉Power測試設備及流程制定，有效達成產能的提升.
4.主導新產品導入MP
5.具備電機、電子相關背景
6.英文溝通能力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903-
0080 電子業 經理以上 URGENT

1. 熟悉 QC 7大手法、品質相關作業流程規範與需求
2. 具PC產業10以上經驗, 並曾任管理職5年以上經驗
3. 精通英文, 需能直接與客戶溝通及簡報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810-
0021 電子業

自動化設備主管
URGENT

1.自動化相關經驗至少10年以上
2.有工業4.0經驗由佳
3.具有自動化設備部門之營運管理與擔當經驗者佳
4.PC Base / AOI / PLC 等電控專業經驗
5.具備電子零組件設備開發專業
R&R:
1.自動化設備部門之營運管理
2.自動機之設計開發,組裝,導入量產
3.生產治具之機構設計與規劃
4.自動化設備系統整合規劃(電控)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903-
0084

電子業 汽車電子品保主管
URGENT

1.熟悉品保熟悉 IFTA16949、VDA2、VDA6.3、VDA6等品質管理與統計
工具，並具有實際應用推展經驗
2.擔任過汽車產業國際大廠或關鍵零組件公司品保主管10年以上管理經驗
3.熟知汽車產業客戶開發及量產品質要求及現場管理手法
4.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
R&R:
1.負責汽車電子產品 品質管理系統運作。
2.主導與對應國內外車廠客戶稽核，對產品的各種質量問題解決與管理 。
3.通過產品系統認證，滿足公司新產品發展計劃。

大台北地區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907-
0048

電子業 製造主管(理級以上)
URGENT

1.具有豐富的光學鏡頭產業 十年以上經驗
2.主管經驗: 具有光學相關生產製造管理經驗
3.專業背景: 光學鏡頭製造 / 製造管理 /IE /品保
R&R
1. Lens 製造處管理
2. Lens 生產技術發展
3 負責Lens 部門營運績效
4.廠區主管 (工安/衛生/職業道德等)

華北區 (北京 / 天
津 / 河北 / 山西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811-
0044 電子業 電鍍主管(理級以上)

1.具滾鍍(電解電鍍)、掛鍍、連續電鍍製程經驗
2.10年電鍍 (表面處理)經驗
3.熟悉大陸環保議題
R&R
1.電鍍製程的掌控
2.電鍍設備開發
3.電鍍品質改善
4.建立電鍍作業標準流程、規範審查、修正及推動。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IRKA-1907-
0080 電子業 製成製造⾧ NEW

1. 工廠實務或工業工程背景, 有製造業工廠管理實務 及 產線自動化規劃及
建置 推動經驗. 具工廠運作制度規劃 （6-8年經驗）
2. 熟悉 工業4.0 與 智能製造 應用及管理內涵, 且掌握 製造業工廠管理 實務
及供應鏈流程分工及運營重點
3. 對於 物聯網, 大數據, 機器學習,人工智能 等 新技術的應用特性 及要求 有
㇐定程度瞭解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PCH-1809-
0046

食品製造業 生產技術主管 熟悉製程機械技術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PCH-1902-
0015 食品製造業 食品加工廠廠⾧ 具食品加工廠管理經驗

台灣南部 (嘉義 /
台南 / 高雄)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PCH-1903-
0058

雜貨製造業 總廠⾧ 具備包袋廠⾧至少5年以上經驗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PCH-1907-
0063 傳產製造業 產品安全經理 NEW

1. 大學或以上學歷
2. 具有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的實作經驗
3. 具有至少2年應對客戶審核的經驗
4. 具有軍方/武警/保安等功經驗, 具鞋業經驗者優先
5. 具有良好的文書及英文能力者優先
6. 能接受經常性出差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ACG-1905-
0031 汽車電子業 廈門廠⾧(VP)

負責研發中心的主要目標和計劃、協助主管執行相關組織、人員及預算…等
內部管理及研發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
工作內容
1.依據集團研發方向，協助上層主管制定廈門廠研發中心的目標與計畫。
2.與相關單位進行溝通，確保部門間協作順暢。
3.管理費用使用、控制工作。
4.協助上層主管進行日常管理等工作。
資格：
1. 碩士以上，具電子電機或車用電子技術背景者
2. 年資至少10年以上，管理經驗至少8年以上
3. 具中、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4. 具正向溝通、具抗壓力
5. 具車用電子產業者佳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ACG-1907-
0047 電子製造

非標自動化設備主管

1. 參與工廠飛標自動化設備開發及系統方案
2. 現有自動化機台設計及改良
3. 專案項目主導及、跟進
4. 機台性能及相關法規驗證
5. 圖面管理及工程進度追蹤與報告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 QC / PE
/ IE

AACG-1907-
0056 無線通訊設備

Production Control
Manager

1.依銷售計畫、擬定生產排程
2.管控廠內之生產排程、交期及產量。
3.協助部門間溝通協商
4.負責所管轄人員的工作監督與績效考核。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QC / PE /
IE

JEHO-1906-
0045

醫療器材製造業 品質經理/副理
NEW

1.品質系統建立與維護
2.品保安規部門管理
3.ISO 13485，官方或客戶品質稽核
4.內部稽核
5.醫藥法規事務聯繫窗口
需求條件:：
1.英文(聽說讀寫/中等)、越南語(聽說讀寫/中等)
2.專科以上，理工或生物醫學相關科系，3～5年以上工作經驗，具ISO
13485、醫療器材GMP經驗者佳

東南亞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QC / PE /
IE

JEHO-1906-
0017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總經理

2  生管、製造、廠務、業務之作業規劃整合
2  改善製造 SOP
3  提升工廠品質及生產效率
4  提高生產良率
5  工廠問題診斷
6  人員管理、教育訓練及發展規劃，提升人員素質
7  整廠輸出或工程設備管理經驗者，英語溝通能力尤佳

台灣北部 (桃園 /
新竹 / 苗栗)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 QC / PE /
IE

JEHO-8200-
5968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Validation Manager

1.Working experiences more than 8 years in Server system
validation/reliability
2. EE background is preferred
3. Problem solving skillsets
4.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functions
5. Good English skillsets
6.  People management skill
Other:
--Candidate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roduct validation including
reliability test such as Environmental tests, Dynamic(Vibration/drop
and RVI etc)and Climate tests (Temp/humidity) and safety and
regulation/certification (UL, EMI/ESD ets).
--Candidate should understand the industrial spec in terms of
reliability and responsible for product test coverage improvement.
H/W and S/W working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大台北地區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YLU-1904-
0044 電池製造業

Quality Director

1. 15+years of Quality Assurance related experience in a sizeable vehicle products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 (5,000+ employees).
2. Currently holds a senior position of Quality (Director or above) within an organization,
managing multiple sites and supporting different business groups/units.
3. Greater China experience is a must.
4. Self-driven, results-oriented with a positive outlook, and a clear focus on high quality and
business profit.
5. A natural forward planner who critically assesses own performance. Mature, credible, and
comfortable in dealing with customer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subordinates, and
colleagues.
6. Reliable, tolerant, and determined.
7.Empathic communicator, able to see things from the other person's point of view.
8. Well-presented and businesslik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Responsibilities
1.Develop and establish organization-wide quality policies to ensure compliance and meet
P&L targets.
2. Coordinate with Business Units (BUs)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quality programs.
3. Direct and review quality reports; assist and support BUs to solve quality issues.
4. Review client complaints and propose appropriate quality policies and standards.
5. Manage and execute quality programs that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cost and
overall efficiency.
6. Advise senior managemen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standard of products.
7. Lead and manage Quality teams and staff across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sites.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5-
0038

資源再生整廠設
備及工程 總經理

1  生管、製造、廠務之作業規劃整合
2  改善製造 SOP
3  提升工廠品質及生產效率
4  提高生產良率
5  工廠問題診斷
6  人員管理、教育訓練及發展規劃，提升人員素質
7  整廠輸出或工程設備管理經驗者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4-
0053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聲學工程師

1.會使用聲學儀器測試分析喇叭麥克風耳機等信號
2.對喇叭單體結合產品結構有設計及分析經驗
3.對陣列麥克風的聲學信號有相關經驗降噪及單體判斷
4.有電子線路聲學設計及分析經驗
5.做過智慧音箱及相關產品優先
6.使用Sound Check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4-
0052

消費性電子產品
製造業 光學資深工程師

1.validation Display module performance.(Optical & Touch)
2.Display specification definitation with vendor.(Optical & Touch)
3.Familiar with th structure of Display module.(Optical & Touch)
4.Work with external vendors and internal groups to optimize the
Display performance. (Optical & Touch)
5.Display module failure analysis.(Optical & Touch)
6.Optical:需CELL製程
7,Camera 3A 調校需要顯示器相關
8.Camera 相機,需背光與touch經經驗,
9.代工廠光學部門/相機模組廠/顯示屏模組廠/模組代理商之研發工程,應用
工程,非製程及品質
需求條件:10.工作經驗5年以上,大學-碩士尤佳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2-
0004

資訊電子製造業  品管主管

1.品管檢驗,
2.熟悉品管手法
3.IPQC / SQE / IQC/NPI/客戶認證稽核窗口辦理等工作
需求條件：
1.工程學士學位
2.至少5年SMT經驗豐富
3.10年IT工業PE或質量經驗
4.管理經驗至少5年
5.願意找到KS或CQ
6.英語溝通能力，能夠獨立工作呈現給客戶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2-
0004

資訊電子製造業 品保主管

1.熟QA品質管理、客戶(NB Account)之溝通協調及問題解決，QEM/IQC
管理及訓練，ISO系統ˋ整合，與相關部門之溝通協調等
需求條件：具備8年以上NB製造及品管經驗，大專以上電子/電機/機械科/
系/所畢，精通英文。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1-
0035

資訊電子製造業 工業工程（IE）
資深經理/經副理

1.負責產線規劃,製程改善及提昇生產效率
2.生產異常分析與檢討(advance analyze)
3.製造中心成本控制
4.廠區人力需求規劃
5.產線.廠區改善專案活動推動
6.工廠Layout專案規劃與推行
7.組織並建立IE團隊,培育IE人才
8.導入精實專案(Lean process), 減少人力浪費
9.導入自動化方案(Automation solution)
10.數位化工程(Digi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快速調節線平 , 提升
有效工時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1-
0032

資訊電子製造業 廠⾧

1.NB/Phone/Pad產品廠⾧工作經驗,精通英文,負責美系客戶OEM客戶10年
以上。
2.具備工廠管理、製造 (沖壓、SMT、組裝、測試)、工程管理、品質管制、
資材、外包管理、材料管理、設備維護、人事、總廠務、關務、進出口、
MRO、客戶關係維護…等經驗(尤佳)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0. 生產製造品
管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QA/QC

JEHO-1901-
0031 資訊電子製造業

PE Director~
Manager

1.定義產線流程及改善流程使其最佳化
2.提高產線良率,持續改善品質
3.改善製程,降低生產成本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1. 資訊 IT /
MIS

JYLU-1901-
0008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CIM主管
CIM 團隊管理與程式開發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1. 資訊 IT /
MIS

JYLU-1901-
0009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ERP主管
SAP 相關開發維運與團隊管理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1. 資訊 IT /
MIS

JYLU-1901-
0010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資訊主管 負責併購案的制度評估、系統整合任務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1. 資訊 IT /
MIS

JYLU-1901-
0011

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PCB)

網路管理主管 網絡運營管理
華南區 (福建 / 廣
東 / 廣西 / 貴州 /

雲南 / 四川 )

11. 資訊 IT /
MIS

IRKA-1902-
0022 電子業

企業流程再造專案副/經
理 URGRNT

1. 反應快，思路清晰能舉㇐反三
2. 邏輯觀念強
3. 能創新並提供建議
4. 有平衡計分卡經驗尤佳
5.負責集團內制度重新建設 
6. 各循環流程疏離，進行流程簡化、固化、優化並結合IT環境確實落地執行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APCH-1907-
0073

跨國大型海空運
運輸業

工程師 NEW

- Minimum 3 years experience in Java programming in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r API integration. Like Spring Boot, JPA,
Hibernate.
- Experience in front-end framework, such as Vue/React/Angular.
- Solid knowledge in web application, RESTful API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design.
- Knowledge in applicattion arcgitecture and system infrastructure
design.
- Experience in Linux .
- Willingness to learn logistics and warehouse management.
- Demonstrat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 Excellent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Mandarin
- Business fluency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is a must.
- Experience in automated testing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s a
great plus.
- Experience in AWS is a great plus.
- Experience in CI/CD, DevOps is a plus.
- Passion in opensource technology is a great plus. Showing your
Github record is a great plus.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APCH-1907-
0074

跨國大型海空運
運輸業 系統分析師 NEW

- Degree holder or above with IT background.
- Solid knowledge of CW1 functionalities, and hold CW1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 Excellent system analysis, testing, and technical skills.
- At least 3 years' solid experiences in global ocean/ air freight
industry.
- Team player with local, functional disciplines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
-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deliver mission within short time-
frame.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written and oral in English.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JEHO-1905-
0013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資訊主管

1. 公司資訊發展策略之擬訂、推動與執行。
2. 規劃集團資訊系統、維護、備份與復原。 
3. 依據集團和各部門的應用需求，規劃年度專案和開發計畫及時程。
4. 集團內部系統整合及優化規劃。
5. 協助集團進行資訊創新及應用
6. 指導，及有計劃的擴充和培養IT的團隊
需求條件:
1. 具備ERP管理經驗(Oracle Preferred)
2. 具網路、硬體管理經驗管理
3. 具製造業IT 主管經驗
4. 具跨國企業及系統整合經驗尤佳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JEHO-901-
0038

資訊電子製造業 數位化專案主管

1.整合事業部工作目標，制定相關策略及工作計劃
2.發展事業部自動化/數位化，整合內外部團隊達成目標
3.dashboard 設立，智能企業方案的研發
其他:精通英文,表達能力強,有數位化專案執行經驗,顧問公司經驗尤佳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JEHO-1901-
0037 資訊電子製造業

供應鏈管理數位化資訊
工程師

1.Experience in digitization (supply chain is plus)
2.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MS Office (PPT and EXCEL is basic)
5 years IT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1. 資訊 IT /
MIS

AACG-1907-
0087 電腦網路通訊

IT Application Dept.
Manager

Purpose of this Position：
Assist IT Corporate Division Head to develop & execute IT strategy. Select &
implement best-fit technology to help assigned business leaders achieve their
business goals. Manage end-to-end planning, delivery and operation of business
applications.
Major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1. Cascade IT Division strategy to Department strategy and deliver result.
2. As business partner of assigned BU/Function leaders, apply best-fit IT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their business goals.
3. Achieve operation excellence through SLA and manage ongoing system
enhancement per dynamic business needs and priorities.
4. People management & team development.
Job Requirements：
1. Education: University & above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related fields
2. Experience : 10+ years in IT (high-tech industries preferred), 5+ years people
management
3. End-to-end business applica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PTC Windchill & BPM
(Workflow Automation). (Note : other major systems in the environment are
Salesforce.com, SAP)
4. Keen to adopt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levant to business goals.
5. Take initiative & drive results.
6. Coach & develop team.

大台北地區



11. 資訊 IT /
MIS

AACG-1907-
0004

電腦網路通訊 網路管理專案副理

1. 負責總部與全球各區域之網路基礎建設專案之規劃、執行、追蹤、上線與維運
2. 負責建構混合雲(Hybrid-Cloud)模式的資料中心網路系統架構
3. 公司廣域網路MPLS、IP-Sec、MSTP等專線的設計、部署、監控和性能增強等
管理
4. 制定公司網路基礎架構的運作流程和政策，編制相關的技術文件
5. 網路相關產品方案評估及導入
6. 網路監控、效能調效與異常排除
資格
1.   Education: 大學以上，資訊相關科系畢。
2.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具備CCNA、CCNP、ITIL等相關證照尤佳。
3.   Experience:
- 10年以上網路相關工作經驗，必須要有大型網路管理及維運經驗。
- 具備Cisco網路建置經驗，熟悉Cisco網路設備指令及操作技術，以及主流廠商網
路相關設備(如: L2/L3 Switch、Router、Firewall、無線網路... 等)之安裝、測試與
維護。
- 具備資訊安全相關解決方案導入經驗。
- Language: 中文流利，英文聽、說、讀、寫佳。
- Skill：專案管理、系統架構規劃、網路管理。
- Others：具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以說服他人，主動瞭解使用者需求並滿足之，並
且具備細微觀察力及運用有效工具找答案。

大台北地區

14. 金融保險專
才 Banking /
Insurance

JYLU-1907-
0022 金融服務業 IT Programmer

Degree holder of Computer Studies &
1. At least 1 year experience at programming on “Framework”, e.g.
Dot Net etc.
2.  Experience at MS-SQL, C# coding is highly preferable.
3.  English skill at reading and writing is expected.
Responsibilities:
1. Supporting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and System Design.
2. Programming in line with the System Design.
3. Quality assurance via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the Tests.

大台北地區



14. 金融保險專
才 Banking /
Insurance

JEHO-1906-
0019

創投業
創投投資經理人

1.投前評估/分析/建議：投資前期考察，研擬投資評估報告，包括產業與財
務分析，並提供投資建議。
2.投後管理/追蹤/報告：對於投資項目能掌握並快速理解，嚴格跟蹤投資項
目，以及定期進行彙總與風險控制。
3.制定公司的年度投資計畫與發展計畫。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需求條件:
1.具創投、證券、承銷業務或會計師事務所經驗尤佳。
2.具備英文閱讀及溝通能力。
3.沉穩嚴謹、善溝通協調、應變力佳、執行力強。
4.表達能力佳，具主動提案及說服能力。
5.能配合出差。

大台北地區

14. 金融保險專
才 Banking /
Insurance

JEHO-1906-
0018

創投業
台股基金經理人

1.評估產業概況及個股訊息
2.不定期拜訪公司並發掘潛力公司或個股
3.撰寫產業及個股研究報告
4.具證券股票基本面、籌碼分析、技術分析專業能力及豐富經驗
5.主管交辦事項
需求條件:
1.具備英文閱讀及溝通能力。
2.具財務報表、各項證券業務處理、產業分析與財務評估的能力
3.具五年以上專業投資機構或產業研究經驗
4.具證券分析師證照者尤佳

大台北地區

15. 電子商務專
才 E-commerce
/ Internet

APCH-1808-
0048 零售業 大陸區零售e-com主管 具大陸零售業e-com經歷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6. 其他 Others
AGCU-1905-
0054 資訊 海外字體設計總監

1.負責英文及小語種字體內容設計（常規黑白字庫），風格為正文及個性化
2. 對字體設計或語言學有熱情，對字庫產品有㇐定的瞭解
3. 管理字體設計團隊，確保團隊穩定發展；具有管理三人以上團隊經驗
4. 帶領團隊完成定制項目，把握設計方向， 配合項目進度，完成字庫製作
4. 分享設計經驗，促進提高團隊設計能力
5. 熟練掌握FONTLAB（或其他字庫製作軟件）、AI等設計相關軟件，有字
庫設計工作  經驗者優先
6.具有字體設計相關作品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YLU-1809-
0022 工程顧問業

Construction Division
Head

1. 20 years and above in EPC company and 15 years experiences of glob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Oil and gas filed, power plant and
infrastructure.
2. Well experiences of si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1. To plan, develop and manage construction policy and procedure in
accordance with company strategy to ensure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achievement
2. To manage construction finance aspect to maximum the benefit.
3. To serve in a hands-on role in nearly every aspec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4. To support proposal with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power and
necessary professional consults
5. To manage and supervise project construction planning to ensure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smoothly
6. To develop and manage construction human resources to ensure
construction manpower and capabilities fit organization and project
requirements.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YLU-1812-
0026

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商場設計總監/設計師

1.需熟悉百貨及商場開放式空間設計
2.有傑出成功作品者
3.有大型設計團隊管理能力,負責集團整體設計
4.具大陸經驗
工作內容:
商場室內設計、開放空間設計

華東區 (山東 / 江
蘇 / 安徽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上海

)

16. 其他 Others JYLU-1903-
0030

網際網路相關業 資深人物原畫

1. 五年以上角色原畫工作經驗。
2. 美術功力紮實，熟悉不同視角動作表現，正確的骨架，透視與明暗關
係。
3. 擅⾧歐美題材的原創風格，能夠準確理解需求並執行。
4. 對於遊戲介面、風格及設計潮流能敏銳觀察。
5. 較高標準的審美觀，擅⾧掌握角色形象+身材五官特色。
6. 具備動畫基礎概念。
7. 熟練掌握photoshop、Painter等繪畫類軟體。
8. 熱愛原畫工作，自我要求高，有責任感，態度積極。
9. 投遞簡歷請附帶作品。
工作內容:
1. 獨立負責遊戲中的角色設定（包含該角色所有相關配件）。
2. 從構思角色特性概括到細節，有繪製宣傳海報的能力。
3. 熟悉並掌握多種風格。
4. 提供專業培訓/分享。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APCH-1705-
8165 基金會 儲備執行⾧

1. 有兒童教育. 課輔. 慈善. 關懷工作經驗背景與熱忱
2. 可參考NPO慈善, 但最好是彰化在地人, 有教育. 社工之經驗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16. 其他 Others
APCH-1803-
8737 基金會 基金會執行⾧ 具備農業/農產品/食品學經歷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APCH-1810-
0073 鞋類製造業 環安衛主管

ESH 相關工作經驗15年以上，具碩士或博士相關學歷，英文佳
- 製造業經驗 & 管理經驗至少7年以上
- 具ESH相關顧問產業輔導工作經驗者佳
- 具國家高考/技師考試相當證照、或國際公信力機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之
相關證照者佳
- 可機動性外派
- 具良好溝通協調及表達能力
- 具公信力之技術驗證公司之顧問師(資深): SGS. DNV. UL. TUV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16. 其他 Others
APCH-1901-
0005 鞋類製造業 總務高階主管

負責集團行政工作(集團資產管理、對外工作)，包括：
1.當地辦事處正常運作與協調。
2.當地政府關係聯絡。
3.協助公司資產處理。

台灣中部 (台中 /
彰化 / 南投 / 雲林)

16. 其他 Others APCH-1903-
0047

雜貨製造業 設計 具備雜貨設計至少3年以上經驗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EHO-1907-
0009

科技社團法人 行政編輯/副秘書⾧
NEW

1.具媒體工作經驗，能獨立進行各式文稿(如：訪談、活動文案、媒體新聞
稿等)之撰寫。
2.出版刊物之輯、校對及相關行政流程業務。
3.各類議事流程安排及撰寫議事紀錄。
4.須具備㇐定程度英文能力，與海外16區分會書面聯繫。
5.網站內容撰寫、維護與管理。
6.科技背景尤佳
7.其他相關行政工作。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EHO-1904-
0013

資訊電子製造業 資深 Unity3D 工程師

1.熟悉物件導向程式,設計2D/3D美術素材資源整合
2.開發 Avatar 動畫與肢體控制功能,開發遊戲或互動相關功能,開發內部API
提供給  iOS 與 Android 原生端使用,Motion Sensor 相關演算法及應用開
發
需求條件:
大學以上電子/電機/醫工/資工系所畢, 1 年以上㇐年以上Unity3D 開發經驗,
熟悉 C# 或 C++ 語言,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EHO-1904-
0011

資訊電子製造業
Visual Design

Manager/
視覺設計主任

1.A visual design manager to leading all user-centered aspects of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is is a fast paced, collaborative
position, where your work will represent the innovation solutions for
all of the NEW products.
2.At least 6 years’ experience in visual design lead.
3.Excellent insight interpretation and product planning from start to
the end.
4.Strong talent on sense and create visual communication, able to
sense visual trends and create own visual design proposal.
5.Ability to play leading role in interpretation visual insights and
transform into visual design guideline.
6.Familiarity with all visual design guideline on multiple platforms
such as windows, Android and iOS form desktop and mobile.
7.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with proficiency in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JEHO-1904-
0010

資訊電子製造業
Interaction Design

Manager
互動設計主任

1. Planning and defining the innovative project, set direction and
scope, building its comprehensive design plan, and managing to the
resource from start to the end
2. Review all design details from concept to engineering, need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et an example independently if
need.
3. Lead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and collaborate with sales,
marketing, product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o achieve final
design solutions

大台北地區

16. 其他 Others AACG-1906-
0038

食品什貨批發 視覺設計副總監

＊具備良好溝通與時效掌握能力。
＊美學能力強，重視細節，對於設計品質要求有㇐定的執著。
＊熟悉部分平面相關軟體與印前作業。
＊有5-10年以上工作經驗、如平台UIUX、品牌規劃、平面設計、商業設計
等經驗者尤佳。
＊個人特質主動積極負責任，並能轉化工作壓力。
＊跨國設計溝通協調能力。

大台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