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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時程

面試活動
(10/27~11/16)

履歷投遞截止日
(10/13)

校園說明會
(9/30)

面試通知
(10/15~10/29)

寄發錄取通知
(面試後十天)

*加入資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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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投遞說明

以下文件請合併為 1 個檔案 [檔名範例：資誠大學_王小明]

1. 完整履歷(含自傳)

2. 最新在校成績單(含操行成績)

大學同學：大一至大三之成績單

研究所同學：大學完整成績單及碩一成績單

3. 參考資料：語言檢定或證照等

準備履歷檔案1

於官網登錄 workday 系統投遞職缺，
完整填寫基本資訊並上傳履歷檔案

2

請於10月13日前，參考操作說明(QR Code)，完成履歷投遞。

(投遞履歷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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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校園徵才履歷投遞方式
請點下面網址開始您的履歷投遞流程：

https://pwc.wd3.myworkdayjobs.com/Global_Campus_Careers/job/Taipei/XMLNAME-2021-----
Associate_249638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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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wc.wd3.myworkdayjobs.com/Global_Campus_Careers/job/Taipei/XMLNAME-2021-----Associate_249638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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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day 投遞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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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Workday後，請確認投遞之職缺及需要上傳
的附件說明。

2. 確認完成後，請點Apply開始填寫資料。

重要提醒:

1. 此為正式投遞文件，請詳讀操作說明。

2. 內文以英文呈現，請勿使用瀏覽器自動翻中文，
會影響投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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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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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此帳號為您在PwC Workday的唯一帳號，會用於未來投遞其
他職缺，同時也會用於執行報到任用程序。

請務必以最常使用、無時效性，且您會收信的信箱(包含畢業後)作
為帳號！

請輸入最常使用且無時效性的信箱

密碼設定需有:

• 一個大寫字母

• 一個數字字符

• 一個字母字符

• 最少8個字符

• 一個小寫字母

• 一個特殊的字符

若先前已建立過帳號，請直接登入。

若無，請創建新帳號。

1. 請使用常用信箱(建議gmail)

2. 若您重複創建多個帳號，將影響
書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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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應徵

開始啦！

• 如果已經有一份履歷，可以選擇“Autofill
with Resume”上傳檔案，如果資料完整且清
楚，系統可在解析後，自動輸入部分內容。

• 系統輸入的內容，您都可以在送出應徵前進
行修改調整。

• 如果是第一次投遞，那我們建議可以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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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formation

如果您是透過校園徵才說明會，
請選擇 “Campus”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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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知道我們的呢？

您是否曾任職於PwC呢？(工讀/實習不算在內)

您所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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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任職於PwC(工讀/實習不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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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任職於PwC，請選Yes，並填寫相關資訊：

• 任職期間的辦公室所在地

• 任職期間的公司信箱

• 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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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ame 法定(護照)名稱

小提醒：

1. 英文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必須大寫。

2. 如果有其他慣用的英文名字(ex: Gloria)，請
在輸入法定名稱後，勾選下方 “I have a
preferre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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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中文姓氏 ex:朱

填入中文名字 ex:晨晨

填入英文名字 ex:Chen-Chen

填入英文姓氏 ex:Zhu

中文姓氏同Legal Name

中文名字同Legal Name

輸入慣用英文名

英文姓氏同Legal Name

慣用英文名填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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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地址 Phone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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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

縣/市(下拉選單)

鄉鎮市區

道路或街名等詳細地址

地址請以中文填寫即可 請填寫手機電話號碼

從0後面開始填寫(9碼)

分機(因手機無分機，請留空白)

請選“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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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xperience
此頁將填寫：工作經驗/學歷/語言/技能/上傳履歷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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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perience 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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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如果是工讀/實習，請在職稱後面標示“(工讀)”

公司名稱

任職起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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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教育程度

請填寫最高學歷

如果是碩士生，Education 1請填寫碩士學歷，
接著再點選 Add Another 填寫學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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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歷學校

學歷(碩士/學士)

學歷選單中，

碩士：請選Master Degree

學士：請選Bachelor Degree

入學年度 預計畢業年度

小提醒:

1. 若有雙主修，請點選Add Another新增雙主修學歷。

2. 高中學歷無須填寫。

科系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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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證書

如果有語言證書、會計師等相關證書，請在
此編輯並上傳相關附件。

若無則請略過。

15

選擇證書(語言證書、會計相關等證書)

證書編號

發行日期

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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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語言能力

除了中文以外，若有其它語言能力，可在此填寫

(母語請勾選“This is my nat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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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程度選單

Beginner 初學者

Elementary 初級

Intermediate 中級

Upper Intermediate 中高級

Advanced 高級

Upper Advanced 最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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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技能

可以直接輸入技能，

如資訊技能R語言、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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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附件上傳(請注意重要提醒喔！！)

請將以下資料合併成 1 個檔案 :

※ 檔名：OO大學_王小明

1. 完整履歷(含自傳)

2. 最新在校成績單含操行成績(大學、
碩士皆須)

3. 語文檢定成績單

4.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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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請將檔案合併為 1 份，勿上傳多份檔
案，將影響書審結果。

履歷投遞送出後，視為正式投遞履歷，
無法收回更改檔案，務必先準備好再上
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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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1 of 2

問卷1：PwC Global全球統一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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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我同意PwC處理我的個人資料，用於招
募作業的所有職缺。

如果您沒有提供同意，在您投遞的職位
結束招幕後，您的資料將根據所應聘當
地的法律、審計和稅務要求從系統中刪
除，因此，在今後的任何招募流程中，
您的資料將不會被列入考慮。

我同意接受訊息，包括來自PwC聯盟所
的電子通訊，內容涉及PwC聯盟所與工
作相關活動，這些活動超出了本職務申
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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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2 of 2

問卷2：PwC TW校園徵才統一問卷

20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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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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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在或未來是否需要資誠協助取得簽證或工作證， 才可以
合法在PwC Taiwan工作？若不需要，請填No

您在哪些國家擁有公民身份？請列出國家和您相應的公民身份。

若為雙重國籍，仍需提供(ex: 中華民國-公民；美國-公民)

您是否受到競業禁止條款限制或其他協定，或是否知道有其他
情況會限制您在資誠的工作？

過去24 個月內，是否曾作為客戶與PwC團隊合作？

如果是，請說明哪家客戶和您參與的角色；若無，請填No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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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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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1~4題，是PwC考慮是否與您簽訂聘僱合約基本要素，因
此，如果您提供了錯誤或不實的資料，即使在簽訂合約後，
PwC仍有權根據適用法律終止與您的合約。

您是否與資誠合夥人，董事或員工有關係？
如果是，請提供他/她的姓名以及您與該人的關係。

如果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實習經驗，
請在此列出曾經實習之事務所及內容；若無，請填寫No。

您在未來12個月內，是否有計畫參加任何海外交流項目？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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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2 of 2

23

第一志願

組別可參考下一頁對照

就學狀況(就學中/役畢/實習/已畢業)

第二志願

組別可參考下一頁對照

請填寫最高學歷預計“月/日/畢業年度” (ex: 06/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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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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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願

組別:

臺北-台資國際企業

臺北-金融服務組

臺北-稅務組

臺北-風險及控制組

臺北-金融稅務組

臺北-外商組

桃園

新竹

臺中

臺南

南科

高雄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第二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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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填寫 1 of 2

1. 依下方科目填入成績(若有重修，請註
記一修/二修分數)(ex. 59/80)

2. 如果中會學程有(一)~(三)，請填寫在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2)”內
ex. 中會(二)80；中會(三)80

25

科目(英文) 科目(中文)

Auditing 審計學

Accounting Principles 初級會計學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中級會計學

Advanced Accounting 高級會計學

審計學(1)

審計學(2)

初級會計學(1)

初級會計學(2)

中級會計學(1)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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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會學程有(一)~(三)，請填寫在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2)”內
ex.中會(二)80；中會(三)80

成績填寫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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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英文) 科目(中文)

Auditing 審計學

Accounting Principles 初級會計學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中級會計學

Advanced Accounting 高級會計學

高級會計學(1)

高級會計學(2)

中級會計學(2)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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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Questions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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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社團經驗

問卷內容可用中文填寫

如果有參加過語言相關考試，請寫出考試名稱及分數 (ex. TOEIC/800)

請列出資訊相關技能(不包含Excel, Word, PowerPoint)

如果有其他證書/證照請在此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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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Information

請填寫個人資訊

• 生日

• 主要國籍

• 其他國籍 (若無，請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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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此申請，即表示您已閱讀並理解使用條
款和隱私聲明。您同意資誠在相關法令或法
規要求的範圍內，針對您投遞職缺流程中提
供的個人資料（包括任何您選擇提供的敏感
性資料）進行收集、處理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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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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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履歷資訊，請再次仔細檢查填寫資訊。

一旦送出履歷後，即視為正式投遞，無法修
改附加的檔案、志願等資訊。

確認好後按下 ，期待您加入PwC！

0000

看到此資訊，代表投遞完成啦！

請靜候我們下一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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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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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andidate Home，您可以檢視投遞職缺目前的狀態。

請注意：如果按下“Withdraw Application” 將視為放棄應徵職缺！且無法再次投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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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徵才組聯繫方式
E-mail: tw_graduates@pwc.com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聯絡人：人力資源發展部校園徵才組

電話：+886-2-27296666 分機21218

如果有其他問題，請隨時聯繫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