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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相關之職缺(1111 人力銀行資料，2019/1，持續更新中…) 

 

1. 美術網路行銷專員 

貝登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相關 

月薪 40,000~50,000 元|1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工作內容： 

1.負責網站及社群平台的行銷文案編輯與活動規畫。 

2.網路商品銷售。 

3.經營並提升社群網路粉絲會員。 

4.投放網路廣告提升品牌曝光率。 

5.更新及維護公司官網與社群平台內容與訊息。 

 

2. 行銷小編 

昱達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個人風格髮藝集團、維拉髮藝) 

|美髮相關 

月薪 40,000 元|經驗不拘|專科 

1.與各部門溝通，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案發想 

2.規劃公司或顧客對外的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3.銷售工具選擇、執行產品設計包裝、建立品牌價值 

 

3. 關鍵字行銷 

ICEMAXCOMMUNICATION,INC.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相關 

月薪 50,000~80,000 元|1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熟悉關鍵字操作/google 關鍵字 

2.有各種社群 app 行銷經驗 

 

4. 廣告行銷企劃人員 

白花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化妝品／清潔用品零售 

月薪 40,000~55,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規劃公司或顧客對外的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2.與各部門溝通，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案發想 

3.銷售工具選擇、執行產品設計包裝、建立品牌價值 

4.規劃行銷活動網站、企業網 

 

5. *擴編徵才*網路廣告行銷人員 

柳吟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補習班 

月薪 40,000~50,000 元|1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 

1.規劃公司或顧客對外的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2.規劃網站內容及產品網路品牌推廣活動 

 

6. 國外行銷企劃 

天賜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妝品製造 

月薪 40,000~45,000 元|經驗不拘|大學 

1.規劃及執行國外網站行銷 

2.TS6 品牌 B2B 電商行銷 

https://www.1111.com.tw/job/85203442/
https://www.1111.com.tw/corp/278639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50214
https://www.1111.com.tw/job/80136592/
https://www.1111.com.tw/corp/3596087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002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8724/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8724/
https://www.1111.com.tw/corp/7253136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1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3111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31111/
https://www.1111.com.tw/corp/50831181/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50205
https://www.1111.com.tw/job/85184260/
https://www.1111.com.tw/job/85184260/
https://www.1111.com.tw/corp/69429530/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40104
https://www.1111.com.tw/job/80237347/
https://www.1111.com.tw/job/80237347/
https://www.1111.com.tw/corp/215011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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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外展覽及拓銷規劃 

4.英文文件翻譯製作 

 

7. 活動企劃執行 

歐立利國際展覽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廣告行銷公關 

月薪 45,000~6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大型策展規劃。 

2.公部門業務拓展。 

3.廣告業務企劃、行銷公關活動。 

4.企畫案撰寫、簡報及提案。 

5.規劃專案預算及成本控制。 

 

8. 網路行銷主管 

麗馥企業有限公司 

|綜合商品批發代理 

月薪 40,000~60,000 元|經驗不拘|專科 

1.具有 FB 名單廣告與 Yahoo 原生廣告、關鍵字、Google 聯播網廣告操作三年以上經驗。 

2.負責網站前後台執行與維護三年以上經驗。依照顧客需求，針對企業架站及網路行銷活動，進行網站規劃或網路行銷

創 

 

9. 電子商務主管 

鴻翊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餐館 

月薪 50,000~60,000 元|經驗不拘|學歷不拘 

一.會建立烘焙電子商務 

二.具開發管理協調能力 

三.具備行銷企劃能力 

 

10. 網站企劃 PM 

卓登資訊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相關 

月薪 47,000~50,000 元|2 年工作經驗以上|學歷不拘 

1.公司網站、APP 之規劃。 

2.與設計師/前端/後端工程師溝通。 

3.網站企畫書及文件撰寫。 

4.網路活動企劃（包含 FB、Line@活動) 

 

11. 網路行銷高手 

方師傅點心坊(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 

|麵包店／點心烘焙店 

月薪 40,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學歷不拘 

擔任網路行銷相關職務五年以上經驗 

具創新、行銷、企劃及美工能力。 

需創新經營及維護官網，FB 及 LINE@ 

 

12. 行銷經理 

趨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休閒服務 

月薪 40,000~80,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了解商品定位，鎖定消費族群以及預測廣告達成的效益 

2.依商品定位規劃適合商品的廣告 

https://www.1111.com.tw/job/79075644/
https://www.1111.com.tw/job/79075644/
https://www.1111.com.tw/corp/972167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30301
https://www.1111.com.tw/job/78483057/
https://www.1111.com.tw/job/78483057/
https://www.1111.com.tw/corp/6781108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50116
https://www.1111.com.tw/job/77279900/
https://www.1111.com.tw/job/77279900/
https://www.1111.com.tw/corp/6883593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202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9773/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9773/
https://www.1111.com.tw/corp/72531645/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101
https://www.1111.com.tw/job/84890225/
https://www.1111.com.tw/job/84890225/
https://www.1111.com.tw/corp/10070467/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20204
https://www.1111.com.tw/job/80221347/
https://www.1111.com.tw/job/80221347/
https://www.1111.com.tw/corp/69446611/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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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擬定廣告、公關策略及促銷預算，廣告文案的審查 

4.經銷網路、策略規劃，以及創意與行銷落實 

5.電子商務相關 

 

13. AA14007 網路行銷企劃主管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內容相關 

月薪 40,000~5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工作內容： 

1.產品行銷活動規劃執行。 

2.熟悉廣告行銷平台(GOOGLE、FACEBOOK、YAHOO、RTB、PSD 等)。 

3.熟悉平台的操作成效與數字分析。 

4.對數字敏感度高，有良好的邏輯分析能力。 

 

14. 文案企劃 

大於二廣告有限公司 

|廣告行銷公關 

月薪 40,000~6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 

1.文案企劃 

2.文字編輯 

 

15. 網路行銷企劃 

松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電腦軟體相關 

月薪 4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對外企業網站相關內容與服務之規劃、網站前後台功能及整體動線的規劃 

2.規劃網站內容及產品網路品牌推廣活動 

3.規劃行銷活動網站、企業網站、電子報、EDM、企業部落格之網頁及各種宣傳文案的設計 

 

16. 專案美編(為期一年，期滿可轉長期或外包) 

克利提有限公司 

|其它投資理財相關 

月薪 50,000~70,000 元|2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 

專科以上設計相關科系畢業，需工作經驗 2 年以上，需有手繪及電繪能力、網站設計、影像處理、影片剪輯經驗。 

工作項目: 

1.手繪版官網設計 

2.CI(企業識別系統)應用設計，如名片、制服等 

3.EDM 與 FB 推播廣 

 

17. 心思細膩_文筆好徵的就是你!活動企劃專員_B 

益晟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人力供應 

月薪 40,000~50,000 元|經驗不拘|學歷不拘 

【工作內容】 

1、競爭者資料收集、數據統整分析、獎品訊息收集統整 

2、優惠活動具體方案，規則完善 

3、優惠結束後的數據收集、統整、分析，製做成報表 

4、對各大賽事及行業熟悉，時間觀念強，思維 

 

18. F-AI 數據分析師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工商顧問服務 

https://www.1111.com.tw/job/79392609/
https://www.1111.com.tw/job/79392609/
https://www.1111.com.tw/corp/320515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105
https://www.1111.com.tw/job/56407769/
https://www.1111.com.tw/job/56407769/
https://www.1111.com.tw/corp/991194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303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206242/
https://www.1111.com.tw/job/85206242/
https://www.1111.com.tw/corp/7253085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102
https://www.1111.com.tw/job/78486133/
https://www.1111.com.tw/job/78486133/
https://www.1111.com.tw/corp/67040674/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140203
https://www.1111.com.tw/job/85182746/
https://www.1111.com.tw/job/85182746/
https://www.1111.com.tw/corp/7218709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004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6516/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6516/
https://www.1111.com.tw/corp/27005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ss=s&d0=250100,250200,250300&page=1&t1=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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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 38,000~65,000 元|經驗不拘|碩士 

工作內容： 

1.參與工業局供應鏈數位串流與 AI 應用輔導案 

2.執行市場銷售預測、備料預測、排程規劃等 AI 分析 

3.運用數據分析能力協助預知保養分析 

4.SCADA 或 PLC 資料的資料整理(ETL)  

 

19. G9-數據分析管理師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工商顧問服務 

面議（經常性薪資 4 萬含以上）|經驗不拘|大學 

工作內容： 

1.負責政府計畫或科專計畫中數據分析應用規劃，包括訪談客戶需求，評估技術可行性並進行數據分析、模型建立、資

料視覺化呈現等規劃。 

2.負責數據清洗、加工、分類等開發工作，運用數據演算 

 

20. 數據分析人員(行銷廣宣部)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東森購物)(電視購物) 

|廣電視節目供應 

面議（經常性薪資 4 萬含以上）|經驗不拘|大學|500 大服務業 

1.追蹤各專案或主題資料數據報表產出與報表準確性 

2.針對特定專案或主題進行資料分析，解讀分析結果提出可行建議並利用視覺化方式呈現分析報告 

3.與需求單位溝通並確認分析議題，並據此規劃資料分析內容 

 
 

21. 電商平台商開運營業務(JOB)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網路／軟體相關 

月薪 30,000~40,000 元|2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500 大服務業 

1.店家評估開發、招商及合約完成。 

2.輔導合作店家店鋪運營及商品內容呈現優化。 

3.輔導合作店家制定網路行銷活動及報名。 

4.輔導合作店家提升營銷策略及執行方法。 

 

22. 商品企劃開發管理專責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 

月薪 31,000~39,000 元|經驗不拘|大學|千大企業外商企業 

1.進行商品管理、規劃、設計、推廣及開發協調。 

2.進行商品市場資料分析與商品定位，發展產品行銷策略，並進行價格策略的制定。 

3.執行市場與產品趨勢調查，提供研發部門做為新產品開發的參考。 

 

23. marketingmanager 
GREENRIVERDOORSCOLTD 

|家具／家飾／裝設品表面塗裝／加工 

月薪 75,000~93,000 元|4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Develop pricing strategies, balancing firm objectives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2)Identify, develop, and evaluate marketing strategy, based on knowledge of establishment objectives,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cost and markup factors. 

 

24. 賣場業務(需有相關業務經驗) 

華誠食品有限公司 

|農／畜／水產品批發 

https://www.1111.com.tw/job/85151023/
https://www.1111.com.tw/job/85151023/
https://www.1111.com.tw/corp/270056/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ss=s&d0=250100,250200,250300&page=1&t1=1503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9845/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9845/
https://www.1111.com.tw/corp/894546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ss=s&d0=250100,250200,250300&page=1&t1=23020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ss=s&d0=250100,250200,250300&page=1&at=512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8677/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8677/
https://www.1111.com.tw/corp/3608788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30000*&fs=1&page=1&t1=100107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30000*&fs=1&page=1&at=512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7886/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7886/
https://www.1111.com.tw/corp/431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30000*&fs=1&page=1&t1=10030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30000*&fs=1&page=1&at=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30000*&fs=1&page=1&at=2
https://www.1111.com.tw/job/85203230/
https://www.1111.com.tw/job/85203230/
https://www.1111.com.tw/corp/72531493/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10402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703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7031/
https://www.1111.com.tw/corp/68753298/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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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 45,000 元|經驗不拘|學歷不拘 

熟悉各賣場&便利商店通路業務(通路開發)將商品推廣至各賣場 

 

25. 專案管理人才(AM) 

博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軟體相關 

月薪 40,000~68,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具財務/金融商品相關知識領域 

2.客戶需求訪談、系統商業流程與功能規劃、規格撰寫 

3.具專案執行、專案管理相關經驗者佳 

 

26. 業務經理 

雙梅鋼鐵有限公司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 

月薪 52,000~55,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學歷不拘 

1.指導並且協調業務人員銷售技巧 

2.瞭解客戶喜好、客戶拜訪與關係維繫 

3.行銷專案規劃、執行與管理，決定銷售商品的價目表跟議價的空間 

 

27. 醫院醫藥代表/專員(花蓮駐區)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化科技研發 

月薪 40,000~50,000 元|1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 

大專以上程度，醫藥、護理、食品、生物等相關科系尤佳。 

一年以上相關業務經驗。有醫療市場行銷業務推廣經驗或有興趣者。 

積極、主動，具強烈企圖心與目標意識，溝通協調能力佳 

 

28. 宮原眼科營運主管/經理、副理(月薪 8 萬~10 萬起) 

(日出乳酪蛋糕)日日出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餐館 

月薪 80,000~100,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高中職 

◎主要職務內容: 

1、了解市場需求，有效提出行銷辦法進而達成營運績效。 

2、客訴處理及談判，建立良好顧客關係。 

3、產品陳列管理、服務動線規劃、同仁教育訓練。 

4、有效設立績效指標，規劃並執行激勵策略。 

 

29. 總公司-行銷企劃儲備主管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製造╱加工 

月薪 42,000~5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任務標的： 

藉由行銷活動，除強化品牌知名與形象外 

亦同步推升「幸福牧場放山雞蛋」、「勤億幸福滴雞精」及公司相關商品的銷售與市佔 

 

30. 服裝商品管理部主管(JO-ANGROUP) 

瓊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紡織成衣 

月薪 40,000~55,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學歷不拘 

工作內容職務說明： 

1.管理與監督物流檔案，並負責倉儲系統各項資訊之即時更新與維護。 

https://www.1111.com.tw/job/85176492/
https://www.1111.com.tw/job/85176492/
https://www.1111.com.tw/corp/29083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102
https://www.1111.com.tw/job/85168543/
https://www.1111.com.tw/job/85168543/
https://www.1111.com.tw/corp/50573454/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11205
https://www.1111.com.tw/job/84838282/
https://www.1111.com.tw/job/84838282/
https://www.1111.com.tw/corp/2803457/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00100,100200,100300,120100,120200,12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50304
https://www.1111.com.tw/job/79903527/
https://www.1111.com.tw/job/79903527/
https://www.1111.com.tw/corp/51851529/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20400,180200,180100,220100,220400&st=1&sa0=40000*&fs=1&page=1&t1=220201
https://www.1111.com.tw/job/79806263/
https://www.1111.com.tw/job/79806263/
https://www.1111.com.tw/corp/10002815/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20400,180200,180100,220100,220400&st=1&sa0=40000*&fs=1&page=1&t1=110104
https://www.1111.com.tw/job/76843160/
https://www.1111.com.tw/corp/7327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80201,180205,180206&st=1&sa0=40000*&fs=1&page=1&t1=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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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控及優化倉管制度、流程制定與規章制度。 

3.管理商品調撥、抽盤、定期盤點作業。 

 

31. 物流部主管 

福士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貿易 

月薪 40,000~55,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外商企業 

1.確實控管產品庫存並有效利用空間 

2.追蹤產品保存狀況並分析廠務統籌 

3.掌握出貨狀況並依公司需求作規劃 

4.負責所管轄人員的工作監督與績效考核 

5.密切關注物流狀況並持續提升產能降低成本 

 

32. 供應鏈管理專員(台北)__全台最大生活百貨 

(派遣)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人力供應 

月薪 40,000~60,000 元|2 年工作經驗以上|專科 

1.分店庫存監控管理 

2.分店庫存分配調控 

3.商品預約備貨執行與管理 

4.分店訂購分析 

5.預估銷量 

 

33. 稽核專員 

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 

月薪 50,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大學 

1.企業內部稽核制度設計、執行、考核與定期提出改善報告 

2.編制企業內部稽核計劃(工作底稿之編製、稽核報告、覆核報表作業流程) 

3.負責企業帳務查核、會計稽查、風險管理等工作 

 

34. 高級專員 

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週邊設備製造 

月薪 50,000~80,000 元|5 年工作經驗以上|碩士 

具數據分析之實務經驗且曾修習相關科系之碩士學科，有管理一個獨立部門的經驗，並能用數據分析出經營效益，具

交通運輸管理經驗者優先錄取，並能協助公司經營規劃及專案管理者 

 

35. 行銷企劃主管 

(日月潭大淶閣)天廬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飯店／旅館 

月薪 43,000~50,000 元|3 年工作經驗以上|學歷不拘 

1.規劃短、中、長期、行銷活動，發展符合公司目標及顧客滿意度的行銷策略。 

2.根據公司目標、市場特性和成本及利潤的考量，發展和評估銷售或推廣策略。 

3.媒體公關接洽＆後續維護，及網路及社群活動 

 

https://www.1111.com.tw/job/76856258/
https://www.1111.com.tw/job/76856258/
https://www.1111.com.tw/corp/106038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80201,180205,180206&st=1&sa0=40000*&fs=1&page=1&t1=160201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80201,180205,180206&st=1&sa0=40000*&fs=1&page=1&at=256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1700/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1700/
https://www.1111.com.tw/corp/9590529/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80201,180205,180206&st=1&sa0=40000*&fs=1&page=1&t1=2004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193491/
https://www.1111.com.tw/corp/298689/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10200,11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303
https://www.1111.com.tw/job/84838850/
https://www.1111.com.tw/job/84838850/
https://www.1111.com.tw/corp/9781129/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10200,110300&st=1&sa0=40000*&fs=1&page=1&t1=100301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2165/
https://www.1111.com.tw/job/85212165/
https://www.1111.com.tw/corp/10395432/
https://www.1111.com.tw/job-bank/job-index.asp?si=1&d0=130100,130200&st=1&sa0=40000*&fs=1&page=1&t1=2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