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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TAIWAN 生活圈】

活動快訊

提供最新攬才消息、活動快

2018 臺灣赴馬越攬才團
4 月 12 日(四)扣件產業海外人才媒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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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金卡」四合一，線上申辦超便利!
首張就業金卡發給 YouTube 影音平台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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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臺南 成功大學

人資交流小語
大馬青年良吉留臺經驗分享

5/24 新竹 國賓大飯店

國際大小事
2018 年臺灣赴馬越攬才團訊息

攬才小撇步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是什麼?

2018 臺灣赴馬越攬才團，現正報
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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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方圖表未能正常顯示, 請參閱此處連結
若您想進一步瞭解相關資訊, 請參閱 Contact TAIWAN 網站
前期 Contact TAIWAN 人才快訊電子報，請參閱此處連結

此信件為系統自動發送, 請勿回覆

活動快訊
從今年四月開始，投資處委由外貿協會承辦一連串的攬才與就業媒合活動，
國內的攬才活動均免費提供人才與企業參加，活動詳情如下，歡迎業界先進、企
業夥伴踴躍報名。

(一) 2018 臺灣赴馬越攬才團
1.

主辦單位: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3.

預定徵集團員與產業別: 10-15 家 (半導體、資通訊、光電、生技醫材、
醫藥、金融保險、電子電機、精密機械、綠色能源、醫療照顧、精緻農業、
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媒體、文化創意、
軟體開發、遊戲設計、數位內容、休閒娛樂、網路服務、食品加工、電腦
動畫、化工及服務業等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4.

預估費用: 機票 NT30,000 (單人房 NT14,800；雙人房 NT7,400)

5.

報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6 日，額滿提前截止報名

6.

報名網址: https://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MV

(二) 4 月 12 日(四)扣件產業海外人才媒合會
1.

主辦單位: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3.

報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3 日，額滿提前截止報名

4.

報名網址: https://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jobfair

5.

洽詢專線: 02-27255200 #1956 毛專員 delvin@taitra.org.tw

(三) 2018 年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
1.

主辦單位: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3.

協辦單位: 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

4.

報名截止日期: 各場次不同，額滿提前截止報名

5.

報名網址: https://www.ContactTAIWAN.tw/event/2018jobfair

6.

洽詢專線: 02-27255200 #1962 黃專員 viane@taitra.org.tw

日期
4 月 30 日（一）
13:30-17:30
5 月 11 日（五）
13:30-17:10

城市
臺北

臺南

地點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201 會議室
（臺北市信義路 5 段 1 號 2 樓）
成功大學成大會館 3F 會議室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2 號 3 樓）

外貿協會聯絡窗口
黃專員 (02)27255200 ext.1963

毛專員 (02)27255200 ext.1962

5 月 24 日（四）

新竹

13:30-17:30

新竹國賓飯店 10 樓國際 B 廳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188 號 10 樓）

毛專員 (02)27255200 ext.1962

熱門職缺
近期廠商發布職缺以國外業務人才需求最高，其次為研發工程師、行銷人員。
歡迎一起加入 Contact TAIWAN，邁向職涯新里程！
最新職務

公司名稱

工作地點

國外業務人員

立川工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

大數據分析師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機械工程師

台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研發設計工程師

見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軟體設計工程師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點我看更多職缺)

精彩臺灣
 「就業金卡」四合一，線上申辦超便利!
為配合國內攬才法施行，移民署於 2 月 8 日宣布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
台(網址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four-in-one/entry/main )正式
上線，方便外國專業人才能夠直接在線上申辦，結合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
居留證、重入國許可等 4 證合一的「就業金卡」，藉此減少各機關繁複的審理過
程與節省審核時間，加速核發速度。
申請過程只需備妥效期 6 個月以上之護照；近 6 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彩色
照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資格認定文件，以及其
他申請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時之應備文件，便可透過
網路傳輸方式進行「就業金卡」辦理，移民署受理申請後，會同勞動部與外交部
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將會在 30 個工作天內完成。

 首張就業金卡發給 YouTube 影音平台創辦人
攬才法甫上路 1 個月，3 月 8 日首張「就業金卡」即由行政院長賴清德親自
發予美國 YouTube 影音共享平台創辦人 Steve Chen(陳士駿)，Steve Chen 除了
是 YouTube 的創辦人外，後又於 2011 年成立網路公司 AVOS。此次發予首張
就業金卡，主要用以表達政府對於 Steve Chen 有意回臺貢獻相關技術以及經營

管理長才的感謝。
Steve Chen 屬於科技類的特定專業人才，政府未來將會請各部會和外國商
會主動推薦各領域特定專業人才，期望能夠透過「就業金卡」提高外國專業人才
來臺誘因。

人資交流小語
 大馬青年良吉留臺經驗分享
「Contact TAIWAN 對外籍人士相對較為友善，職缺多針對外籍人士開設，
相對其他臺灣的人力網站也比較容易獲得面試機會。」
比菲利國際美學診所 馬來西亞籍 顏良吉先生
顏良吉先生(Gan Liang Jie)來自馬來西亞，目前在比菲
利擔任網路管理工作。在馬來西亞吉蘭丹高中畢業後，決
定到臺灣學習中文與攻讀大學學位，來臺後就讀中壢萬能
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經過幾年在台灣生活的經驗，良吉認為生活上的確方
便、治安良好，學校裡師長與同學間的互動也十分密切。
另外，喜愛戶外活動和冒險的良吉，特別喜歡去爬近郊小
山親近大自然，偶爾假日也會到比較遠的地方旅遊，過程
中發現臺灣人對外國人都相當友善，很樂意提供生活相關諮詢與協助！
熱愛臺灣的良吉希望能夠在臺灣找到第一份工作，但身為萬能科技大學的第
一屆馬來西亞僑生，求職方面並沒有同校的僑生學長姐可以諮詢，因此在畢業前
幾個月便開始積極求職。良吉也觀察到有的科系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實習，畢
業後才有比較大的機會畢業直接就業。
良吉曾經使用過臺灣著名的人力銀行，也藉由網路搜尋得知經濟部外國人在
臺就業媒合平台 Contact TAIWAN，甚至參加過 Contact TAIWAN 在臺北舉辦
的徵才媒合會，在求職過程中展現強烈企圖心。
良吉表示國內人力銀行並非針對外籍人士所規劃，所以比較難在此類平台上
找到願意聘僱外國人的公司，投出去的履歷也常石沉大海。Contact TAIWAN 相
對上對外籍人士較為友善，因為職缺多針對外籍人士開設，所以也比較容易獲得
面試機會。
良吉目前在比菲利擔任網路管理，平時負責網站維護、網路客服、網路行銷
等等。對於目前的工作，良吉認為他可以發揮所學，又可以學習行銷與客服的技
巧，令人滿意。
樂於與人分享的良吉帶著溫暖的笑容。儘管在臺灣，偶爾會感到孤單，但臺

灣是良吉踏入職場大門，相信他可以帶著在臺灣累積的工作經驗和網路行銷、客
服的訓練，繼續人生的下一個里程碑──
「我未來想要創業發展！」良吉充滿自信的說著。

國際大小事
 2018 年「臺灣赴馬越攬才團」活動開跑，報名從速!
去（2017）年經濟部率團赴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等新南向國家，布建海
外人才網絡、參訪知名學府、辦理攬才說明會、媒合會及交流座談會，反應熱烈。
經濟部為持續協助國內企業延攬新南向國家優秀人才，本（2018）年度特籌組
「臺灣赴馬越攬才團」，規劃與馬來西亞及越南知名大學合作辦理3場校園徵才
活動，廣邀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到場與企業進行一對一媒合面談，以利臺灣業者延
攬專業人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本團預定辦理企業校園徵才活動之學府如
下：
1.

馬來西亞吉隆坡（4/30）－馬來西亞多媒體大學（Malaysia Multimedia
University）

該校為亞洲前250名的大學，同時也是亞太地區「矽谷」多媒體超級走廊
（MSC）成員之一。此次合作的賽城校區（Cyberjaya）有近6千名學生，
專攻工程、創意多媒體、應用通訊、管理學等領域。
2.

越南太原（5/2）－太原大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
該校為越南北部重要區域型大學，專精於資訊、電機、商學及地理資訊系統

等領域。亦為越南較早發展國際合作的大學之一，與我國國立中正大學、逢甲大
學等校已建立合作關係。該校擁有超過4萬5千名學生，共開設25個跨國聯合訓
練學程，每年選送優秀學生赴海外公司工作。
3.

越南河內（5/3）－河內國立大學（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越南最著名的大學，2018年QS亞洲大學排名139，由7個會員大學組成，包

含3所科學研究所、多個研究中心和直屬學科部門，與全世界約100所大專院校、
研究機構和教育組織有合作關係。該校主要任務是培養越南高素質人才和研發應
用科技成果，在越南科教體系中有特殊地位，由總理府直接管理。
2018年「臺灣赴馬越攬才團」相關相關資訊
本團即日起開放報名，至4月6日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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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MV
2. 洽詢專線：

陳怡先專員 電話：(02)27255200分機1964、E-mail：yhchen@taitra.org.tw
廖妤甄專員 電話：(02)27255200分機1965、E-mail：jenny@taitra.org.tw

攬才小撇步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是什麼?

為鼓勵優秀的畢業僑生留臺工作，臺灣自 2014 年 7 月起實施僑外生評點配
額機制，採計「學歷」
、
「聘僱薪資」
、
「工作經驗」
、
「擔任職務資格」
、
「華語語言
能力」
、
「他國語文能力」
、
「他國成長經驗」以及「配合政府政策」等 8 項進行評
點，累計點數超過 70 點者，即符合資格。
今(2018)年的名額配額為 2,500 名，申請期間額滿便不再核發。有意願留臺
工作的畢業僑生，可由雇主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出申請。詳細申請須知、評
點項目與評點方式，已公告於「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供雇主及僑外生查閱
與下載運用。

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
1.評點配額制圖解懶人包
2.華裔青年來臺升學問與答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