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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建之友求才求職服務 

【最新職缺公告】 

產業別(NEW) 網路零售業 

公司名稱 暫不公開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財務會計專員 

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 

− 應收帳款立帳/沖帳、對帳單寄送、開立發票、應收帳款收款狀況

報表製作。 

− 存貨進銷存系統入帳。 

− 費用及其他帳務處理。 

− 總帳帳務處理、審核、每月結帳編製財務報表與分析。 

− 營業稅彙總申報、編製銷貨收入/稅額調節表。 

− 獨立應對稅務機關，並配合會計師帳務查核。 

− 處理主管交待之各項事務。 

條件要求 

條件要求： 

− 三年以上財務工作經驗，會計師事務所查帳經驗者佳。 

− 熟悉 IFRS、稅法、公司法等相關法令。 

− 熟悉財稅法規具實務經驗。 

− 工作認真負責、細心、配合度高。善於溝通、有良好表達能力。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洪小姐 ting@thepolysh.com 

產業別(NEW) 醫療業 

公司名稱 暫不公開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副院長特別助理 

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 

− 協助副院長醫院集團營運發展及組織變革 

− 協助副院長相關轉投資等事宜 

− 協助副院長評估醫院各項績效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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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要求 
 條件要求： 

− 需有財會專業背景，並有會計師執照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中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nchou@kpmg.com.tw ; 周怡君02-81016666#06284 

產業別(NEW) 生物科技業 

公司名稱 暫不公開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財務會計專員 

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 

− 應收帳款立帳/沖帳、對帳單寄送、開立發票、應收帳款收款狀況

報表製作。 

− 存貨進銷存系統入帳。 

− 費用及其他帳務處理。 

− 總帳帳務處理、審核、每月結帳編製財務報表與分析。 

− 營業稅彙總申報、編製銷貨收入/稅額調節表。 

− 獨立應對稅務機關，並配合會計師帳務查核。 

− 處理主管交待之各項事務。 

條件要求 

 條件要求： 

− 三年以上財務工作經驗，會計師事務所查帳經驗者佳。 

− 熟悉 IFRS、稅法、公司法等相關法令。 

− 熟悉財稅法規具實務經驗。 

− 工作認真負責、細心、配合度高。善於溝通、有良好表達能力。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臺北市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吳小姐 jenny@jcorpbio.com 

產業別(NEW) 遊戲業 

公司名稱 暫不公開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財會主管 

mailto:nchou@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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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 

− 定期核閱財務報表，並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分析檢討。  

− 解決並督導關係企業帳務處理及覆核其財務報表。  

− 檢討每月各營運單位之營運結果、預算執行績效報告。  

− 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 主管交辦事項。 

條件要求 

 條件要求： 

− 有外資背景，要求英文能力佳(聽/說能力皆有要求) 

− 台北、大陸及香港皆有據點，有管理經歷者優先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nchou@kpmg.com.tw ; 周怡君02-81016666 #06284 

產業別(New) 科技產品生產商 

公司名稱 暫不公開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Finance Manager  

職務描述 

1. 多種貨幣外匯風險管理，包括 G7 和新興市場貨幣 

Multiple currencies FX Risk Management, G7 + EM currencies 

2. 現金和流動性管理，財務營運管理與控制 

Cash and liquidity management, treasury operations and control 

3. 財務策略，政策建議和實施 

Financial strategy and policy proposing, implementation  

4. 銀行和資本市場融資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 funding 

5. 信用風險管理 

Credit risk management 

6. 海外子公司營運分析和投資後管理 

Overseas subsidiaries operation analysis and post-investment 

management 

7. 申報主管機關之相關報表 

SFC/ TSEC filing and reporting 

8. 協助其他財務專案，包括海外出差。 

Other financial project assignments, including cross border trip. 

條件要求 

1. 5 年以上相關產業或銀行相關專業經驗，熟悉外匯避險工具 

Five years above in relate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ithin the 

industry with corporate or with commercial banking, be familiar with 

mailto:nchou@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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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hedging tools. 

2. 紮實的財務與會計專業能力，優秀的分析能力，善於關注細節 

Solid finance and accounting skills, excellent analytical abilities, and 

be adept at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details 

3. 強大的人際關係能力，自我激勵，並具有優良的道德操守 

Strong interpersonal skills, self-motivated, and be incredibly ethical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Taipei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Gee Singgih gee.singgih@pioneersolution.com 

 產業別(New) 資訊科技/傳產製造業 

公司名稱 邑鋒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財務主管，須負管理責任，約2-3人。 

職務描述 

1 督導、審核各項財務會計作業，並提出各項財務、稅務、投資、融 

資決策之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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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定期核閱財務報表，並針對異常項目進行分析檢討。 

4 解決並督導關係企業帳務處理及覆核其財務報表。 

5 檢討每月各營運單位之營運結果、預算執行績效報告。 

6 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7 覆核並督導編製關係企業三書表，以因應法令要求。 

8 按期向經營階層提出經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及年報等報告書。 

9 覆核定期及不定期公告與向主管機關申報之各項資訊。 

10 決議與覆核各項資金調度作業之執行。 

11 依據公司營運與資金需求狀況，擬定各項籌資方案。 

12 運用資本市場各項工具來降低公司營運資金成本，並藉此提升員工

向心力及股東權益價值。 

13 覆核公司各項稅務申報及問題處理。 

14 覆核並督導編製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以因應股東申報所得需求。 

15 了解全球租稅規定與變化，藉以規劃公司整體稅務問題。 

16 審核並彙總公司年度預算。 

17 籌劃及執行公司年度股東會。 

18 擬定公司成長之投資、合併、收購等策略方案之建議。 

19 協助券商及會計師辦理公司上市櫃。 

20 向投資人說明公司營運現況與未來發展。 

mailto:gee.singgih@pioneersolu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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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熟悉 ERP 帳務流程規劃。 

22 IPO 相關經驗者佳。 

23 具溝通統籌能力、反應敏捷、樂觀、求知慾強。 

條件要求 

1 5 年以上財務、會計或經營分析相關工作經驗 

2 科系要求：會計學相關、財稅金融相關 

3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02號2樓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02)8752-5088 ext.395 尤斯薇 Sophia  

Sophia.Yu@evensystems.com ; gee.singgih@pioneersolution.com 

產業別 金融保險業 

公司名稱 暫不提供 

市場別 國外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Internal Audit Manager 

職務描述 

− Execute audits and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controls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schedule, TW regulations and Group Internal Audit 

quality requirements  

− Keep abreast of regulatory changes or key business risks, of 

which may need to be factored into audit coverage and approach 

− Coordinate and monitor audits being performed by regulators, 

external auditors (for special projects, if any), other entities’ 

auditors and other groups providing assurance 

− Prepare audit reports and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of issues and 

remedial action plans with the appropriate levels of management.  

− Assist with reporting overall results of audits to the management 

− Follow-up outstanding audit issues and monitor timely completion 

of agreed remedial actions by management.  

− Identify ways to improve the audit process and synergy among 

team members. 

− Liaise with the control communit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pany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 

− Develop rapport with business unit management through regular 

communication of changes in business operations, emerging risks 

and potential issues, etc. 

mailto:Sophia.Yu@evensystems.com
mailto:gee.singgih@pioneersolu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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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 other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such as IB/EB audits 

and correspondences, periodically assigned by the Head of 

Internal Audit in order to meet operational and/or other 

requirements.  

條件要求 

(Candidates’ requirements ) 

− Minimum five years of internal/external audit experience (Big 4 

preferred) with experience in the insurance, financial or a related 

industry.  

−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insurance operations and 

legislative/regulatory requirements 

− Familiar with risk based audit and e-Audit approach 

− Knowledge with audit tools and data analytic software such as 

ACL, MS Office and IT 

− Good team player who is committed to achieve results 

− Ability to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meet milestones within time, 

cost and quality constraints 

− Strong analytical, written/verbal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interpersonal,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skills  

− Soli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bility to analyst complex data, 

identify core issues, investigate, evaluate and reach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 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s quickly and multi-task 

− Good command of both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大安區 

年薪範圍 100-200萬 

聯絡窗口 
Seek & Find Corporation ／Sabrina Li 02-77468996 (得人資源整合 

 李宛珊小姐) 

產業別 零售業 

公司名稱 嘉晏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財務會計專員 

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 

− 應收帳款立帳/沖帳、對帳單寄送、開立發票、應收帳款收款狀況

報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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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帳帳務處理、審核、每月結帳編製財務報表與分析。 

− 營業稅彙總申報、編製銷貨收入/稅額調節表。 

− 獨立應對稅務機關。 

− 配合會計師帳務查核。 

− 處理主管交待之各項事務。 

條件要求 

 條件要求： 

− 五年以上財務工作經驗，會計師事務所查帳經驗者佳。 

− 熟悉 IFRS.稅法.公司法等相關法令。 

− 熟悉財稅法規具實務經驗。 

− 熟悉 SAP 者尤佳。 

− 工作認真負責、細心、配合度高。善於溝通、有良好表達能力。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0號2樓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吳佩珊 TEL:02-2798-7111#606 

產業別 營建/不動產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財會副總經理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10-20 年財會管理、投資規劃經驗，其中具 2 年以上大型傳統產業

上市財會主管經驗 

− 熟悉開創型投資 

− 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工商服務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Finance Manager 

mailto:kpmgess@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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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10-15 years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n multinational 

service company of which 4 year in CPA firm as an auditor 

− With HR payroll management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 BA abo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 

年薪範圍 100-200萬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貿易流通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非公開發行公司 

職務名稱 Financial Manager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10-20 years accounting, finance, and back office experiences 

which of 2 years in managerial level for joint venture co. 

− Familiar with retailer operation process to analyze related reports 

and set up KPI 

− Experience of shareholder matters, HR, and ERP 

− BA abo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台北市 

年薪範圍 100-200萬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傳統產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職務名稱 稅務人員/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5 年稅務經驗，其中 2 年以上事務所稅務經驗者佳 

− 具集團全球稅務及風險規劃 

− 熟悉反避稅等稅務新法規 

− 英語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mailto:kpmgess@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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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傳統產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職務名稱 MES系統儲備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10 年以上 MES 系統開發管理經驗，其中 2 年以上系統顧問經驗 

− 具傳統製造業 MES 工程師經驗 

− 具專案管理經驗尤佳 

− 英文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SAP系統人員/儲備主管數名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0 年 SAP 系統功能管理或 ABAper 開發經驗，其中 2 年以上

任系統導入顧問 

− 熟悉 FI, CO, SD, PP 等模組 

− 具 ABAPer 開發經驗尤佳 

− 英語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SAP系統人員/儲備主管數名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0 年 SAP 系統功能管理或 ABAper 開發經驗，其中 2 年以上

任系統導入顧問 

− 熟悉 FI, CO, SD, PP 等模組 

− 具 ABAPer 開發經驗尤佳 

− 英語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mailto:kpmgess@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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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外派LA會計人員/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5 年會計財務經驗，其中 2 年以上事務所審計經驗 

− 熟悉成本會計，曾任大型製造業公司 

− 具外派經驗，具 LA 當地經驗者佳 

− 精英語，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地點 Los Angeles 

 
年薪範圍 面議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知名上市公司 

職務名稱  日文會計人員/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5 年會計財務經驗，其中 2 年以上事務所審計經驗 

− 熟悉成本會計，曾任大型製造業公司 

− 具外派經驗者佳，並可配合派駐 

− 精日語，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集團 

職務名稱 外派財會主管數名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5 年財務會計經驗，其中 2 年以上事務所審計經驗 

− 熟悉成本會計，曾任大型製造業公司 

− 具外派經驗者，並可配合外派轉調 

− 英語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mailto:kpmgess@kpmg.com.tw
mailto:kpmgess@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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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製造業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職務名稱 投資分析人員/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8-15 年財務經驗，其中 2 年以上創投公司經驗 

− 熟悉電子產業分析，風險及投資可行性評估 

− 具電子電機背景 

− 具 CFA 執照者佳 

− 英文佳，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產業別 其他 

公司名稱 安侯企管代徵中高階人才服務 

市場別 上市集團 

職務名稱 經營管理高階主管 

職務描述/ 

條件要求 

− 10-20 年經營分析管理經驗，其中任職大型集團 

− 熟悉營運策略及專案規劃，目標訂定及績效追蹤 

− 熟悉人工智慧消費新產品趨勢，具相關經驗尤佳 

− 精英語，大學以上相關系畢 

聯絡窗口 Sheri Su (02) 8101-6666 ext.02634, kpmgess@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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