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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提供最新攬才消息、活動快

3 月 22 日(四)臺商新南向高峰論壇
3 月 23 日(五)校園巡迴職涯講座(臺大系統)

訊、精彩講座等，不容錯過!
本月活動報名

2018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

熱門職缺
精彩臺灣
攬才法通過！為我國產業用人注入活水
Contact TAIWAN 幫您找到全世界的好人才!

www.ContactTaiwan.tw
2018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
現正報名中
4/30 臺北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人資交流小語
飛越大半地球的再度相逢，聽巴西馬飛鴻

5/11 臺南 成功大學
5/24 新竹 國賓大飯店

國際大小事
2018 年「臺灣赴美攬才團」活動開跑，報名從速!

攬才小撇步
Contact TAIWAN 五步驟，求才求職一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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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方圖表未能正常顯示, 請參閱此處連結
若您想進一步瞭解以上資訊, 請參閱 Contact TAIWAN 網站
此信件為系統自動發送, 請勿回覆

活動快訊
3 月 22 日(四)臺商新南向高峰論壇
1. 日期：2018 年 3 月 22 日(四)10:00-12:00
2. 地點：桃園桃禧飯店 2 樓桃園廳
3. 主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桃園市政府
4. 協辦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5. 執行單位：外貿協會

3 月 23 日(五)校園巡迴職涯講座(臺大系統)
1. 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五)9:30-17:00
2.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凝態中心 R204 國際會議廳
3. 主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4.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5. 執行單位：外貿協會
6. 講座報名網址：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NTUch
7. 註冊會員網址：www.ContactTAIWAN.tw/event/member

2018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
1. 場次資訊
2018 年 4 月 30 日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 會議室
2018 年 5 月 11 日 臺南成功大學成大會館 3F 會議室
2018 年 5 月 24 日 新竹國賓飯店 10 樓國際 B 廳
2. 主辦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3. 協辦單位：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
4. 執行單位：外貿協會
5.企業報名網址：https://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jobfair

熱門職缺
一起加入 Contact TAIWAN，邁向職涯新里程！近期廠商發布的職缺以業務
類人才需求最高，其次為研發工程師、財會、行銷、以及儲備幹部。
最新職務

公司名稱

工作地點

金鷹儲備幹部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泰國

HR Manager

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美洲、德國

Finance Manager

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美洲

銷售工程師

中國製釉股份有限公司

印尼、孟加拉

品保工程師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尼

數位行銷專才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點我看更多職缺)

精彩臺灣
攬才法通過！為我國產業用人注入活水
為配合我國政府「5+2 產業創新計畫」及「新南向計畫」等政策的推動，
《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於 2 月 8 日正式上路，成為我國留才攬才制度的新
里程碑。
國發會表示，本次攬才法主要是針對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
金融、法律及建築等 8 大領域的外籍人才，本次攬才法進一步鬆綁了工作、簽證
及居留規定，也提供退休、健保及租稅優惠以及放寬父母配偶與子女居留等多項
福利，為我國創造了更加善待外國人才的就業環境。
此外，國發會於(2018 年)3 月 5 日舉辦「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宣
傳說明會，邀請各國商會及工商團體出席共襄盛舉，主委陳美伶在說明會中表示，
歡迎全世界優秀人才來臺工作打拼，過去外國人才需要先找到雇主，由雇主提出
申請才能來臺工作，而新法實施後，只要經相關部會認定為特定專才，即使沒有
固定雇主，同樣可以來臺工作。此外，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指出，目前政府正在
研擬新的《移民法》，希望在延攬國外人才方面可以變得更加開放、多元，而針
對產業缺工問題，也希望透過移民新法的推動來解決缺工問題。
前攬才法上路 1 個月，結合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
證的 4 合 1「就業金卡」(個人工作許可)已有至少 15 人申請，涵蓋科技、教育、
文化藝術、建築等領域，反應相當熱烈。

「Contact TAIWAN」幫您找到全世界的好人才!
為 啟 動 全 球 攬 才 ， 經 濟 部 貼 心 建 置 Contact TAIWAN 網 站
(http://www.contacttaiwan.tw)。網站內容建置了國內產業職缺需求、海外人
才供給，也提供外國專業人士諮詢及結合實體專人專責服務，建立網實合一的一
站式服務平台。歡迎廠商和尋職者多多利用。
Contact TAIWAN 提供友善、分眾服務，舉凡在臺生活、入境與簽證，均可
在網站上快速找到所需的資訊。同時為協助廠商找到國際人才，我政府積極在海
外爭取與知名科技社團、知名學府洽簽攬才備忘錄(MOU)，目前已簽署 53 個備
忘錄，區域涵蓋了新南向地區(19 個)、美洲地區(20 個)、亞太地區(5 個)、歐洲
地區(7 個)及中東地區(2 個)，期待能協助我國廠商擴大多元攬才管道。
Contact TAIWAN 已簽署之攬才備忘錄(MOU)清單
新南向地區（共 19 個）

美洲地區（共 20 個）

 馬來西亞多媒體大學

 美國華府玉山科技協會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加拿大玉山科技協會

 印尼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墨西哥洲際職學校

 印尼總統大學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R）

 印尼國立 311 大學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分會

 印度電信業技能委員會

 矽谷台美產業科技協會

 印度留台學生校友會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大紐約區分會

 印度孟買大學

 北加州中國大專校友會聯合會

 印度 IES 管理學院及研究中心

 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

 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

 波士頓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

 印度泰戈爾工程學院

 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東北區分會

 印度阿布都拉曼大學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舊金山灣區分會

 越南太原大學

 密西根國建學術聯誼會

 印度 SRM 大學

 華府國建聯誼會

 印度那西門杰管理研究學校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華美半導體協會

 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

 矽谷美華科技商會

 菲律賓綜合科技大學

 明州華人學術聯誼會

 印度安那大學

 布蘭代斯大學
 美國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亞太地區（共 5 個）

歐洲地區（共 7 個）

 日本早稻田大學

 義大利 LUISS 大學

 日本技術士會

 波蘭波茲南科技大學（PUT）

 台灣科學技術協會

 波蘭華沙科技大學（WUT）

 日本近畿大學

 台灣旅瑞專業人士協會

 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

 西班牙工業組織學院（EOI）

 中東地區（共 2 個）

 茨維考西薩克森應用科技大學

 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土耳其 KOC 大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人資交流小語
飛越大半地球的再度相逢，聽巴西馬飛鴻
「Contact TAIWAN 的全英文界面平台的確對國際人士求職輕鬆許多。我很
高興透過 Contact TAIWAN 獲得聚和國際的工作，我可以善用語言能力並獲得
進一步的職涯發展。」
-馬飛鴻(Daniel Maia)
「我的中文已經有一定程度，但對
於求職一事，像 Contact TAIWAN 的
全英文界面平台的確對國際人士求職
輕鬆許多。」Daniel 露出羞澀靦腆的
笑容回答。
透過 Contact TAIWAN 平台的工
作媒合以及隨後透過 Skype 與公司面
談成功後，Daniel 再次橫跨整個地球
重返臺灣。Daniel 在聚和國際負責拉
丁美洲、歐洲市場，特別是西班牙、葡
萄牙等國的市場開發。
「我很高興公司(聚和國際)給我們的支持並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此外，
Daniel 閒暇之際踏遍了南臺灣的好山好水，騎著小綿羊和好友一同享受露營的
山林野趣。
很高興在高雄聚和國際與來自巴西的 Daniel Maia(馬飛鴻)談談他飛越大半
個地球，從巴西的故鄉美景市(Belo Horizonte)到高雄工業區工作的經驗。
「我想來亞洲體驗生活。在中文環境中裡學習語言，並且進一步了解亞洲文
化以及崛起中的亞洲市場。」
Daniel 先前曾在巴西的汽車公司公關部門任職，獲得獎學金便在吉林大學
待了兩年，並完成國際學程碩士。不過他還想繼續拓展華文圈的其他角落，他從
國際學生口耳相傳中得知臺灣是個環境優美、生活品質不錯的選擇。因此，Daniel
碩士畢業後便來到成大華語中心，在一年多的期間中認真學習中文。
回到故鄉巴西，Daniel 希望未來的工作能運用中文以及對於亞洲文化了解
學以致用。在尋找巴西、臺灣以及中國的相關工作機會後，透過 Contact TAIWAN
平台獲得回臺工作的新契機。

國際大小事
2018 年「臺灣赴美攬才團」活動開跑，報名從速!
隨著全球化浪潮和資訊科技進步，專業知識和創新研發能力已成為企業核心
競爭力的主要來源。臺灣產業發展高度仰賴技術升級，各類人才扮演著提升我國
國際競爭力的驅動因素。尤其在教育培訓、求職就業全球跨境流通趨勢下，各國
莫不積極競相延攬海外人才。
有鑑於此，經濟部本（2018）年再度籌組「臺灣赴美攬才團」，加強與海外
知名學府職涯中心合作辦理5場校園徵才，廣邀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到場與企業進
行一對一媒合面談，協助業者延攬技術、研發、行銷及管理專業人才，以全面提
升企業國際競爭力。
2018年「臺灣赴美攬才團」將於4月12日至21日前往美國波士頓、洛杉磯及
舊金山3大城市，舉辦5場徵才活動，場次分別為布蘭岱斯大學（4/13）、加州
大學河濱分校（4/16）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4/17）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4/18）
及聖荷西州立大學（4/19）。
本攬才團活動報名免費，參團廠商僅須自行負擔差旅費（機票、交通及食宿
費）。參與本次攬才團媒合活動，企業可拓展召募宣傳管道，與國際人才直接進
行一對一面談，降低海外攬才成本，獲得多重效益。
2018年「臺灣赴美攬才團」相關資訊
本團即日起開放報名，歡迎有興趣延攬海外專業人才之產、學、研各界踴躍
報名參加。因機位、住房有限，報名從速。
1. 線上報名網址及活動說明：https://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USA
2. 洽詢專線：外貿協會
黃雅娟專員 電話：(02)27255200 分機1963、E-mail：viane@taitra.org.tw
劉欣宜專員 電話：(02)27255200 分機1966、E-mail：hsinyi@taitra.org.tw

攬才小撇步
Contact TAIWAN 五步驟，求才求職一路通！
Contact TAIWAN 主要目的是為臺灣廠商和全球專業人才搭橋媒合，是我國
唯一國家級海外人才招募的網絡平台。網站上提供許多外國人來臺工作與生活的
相關資訊，同時廠商也可透過發布職缺網羅全球優秀人才。因此不管是找工作、
找人才或體驗臺灣生活，都歡迎一起 Contact TAIWAN！
入會 SOP：Contact TAIWAN 首頁>加入會員>同意條款>填寫資料>註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