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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列表 

 

 

應徵方式 

請點選/掃瞄左方 QR code 應徵  

Contact us 

Tel : (02) 8101 6666 #02000 

Email: hr@kpmg.com.tw 

 

 

 

審計部 
職稱 學經歷限制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徵才條件 

審計員 大學以上畢，曾

修習初會、中會

等10個(含)以上

會計相關學分 

台北/新竹/

台中/台南/

高雄 

 

1. 大學以上畢，曾修習初會、中會等10個(含)以上會

計相關學分 

2. 無經驗者請備妥履歷、自傳、照片及成績單(含專

科、大學、研究所)，成績單請掃描成圖檔後上傳

為附件(無成績單者無法受理) 

初級會計員(日本業務組) 財稅金融相關、 

商業及管理學科

類 

台北 

 

1. 專科/大學以上財稅金融相關、商業及管理學科類 

2. 諳日文尤佳 

3. 認真負責、善溝通協調、有服務熱忱 

4. 無經驗可 

顧問師 (數位審計)-319A 大學以上資訊管

理或會計相關系

所畢業 

台北 

 

1 大學以上資訊管理或會計相關系所畢業 

2 無經驗者請備妥履歷、自傳、照片及成績單（含大

學、研究所），成績單請掃描成圖檔後，上傳為個

人作品檔 

3 具下列條件者尤佳： 

A. 具備 CISA, CISSP, CISM, ISO27001, ISO2000 

Lead Auditor 等專業認證 

B. 具備基礎程式撰寫、數據分析能力或一般查帳

與稽核經驗 

C. 具資訊安全或電腦審計相關工作經驗 

https://home.kpmg/tw/zh/home/misc/contact-kpmg.html?form=contact
mailto:hr@kpmg.com.tw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uf0w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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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部 
職稱 學經歷限制 工作地點 課程內容 

專員(移轉訂價) 大學以上，經

濟、會計、財

稅、商業及管理

學科類相關系所

畢 

台北 1. 大學以上，經濟、會計、財稅、商業及管理學科類

相關系所畢 

2. 精通英文或具東南亞各國語文能力者尤佳(若具相關

語文能力，請於自傳中註明) 

3. 熟悉 Microsoft Office 軟體 

4. 若有考取 TOEIC，請提供 TOEIC 成績 

5. 無經驗可 

分析員/專員(稅務審計) 大學以上，會

計、財稅金融與

法律相關系所畢 

台北 1. 大學以上，會計、財稅金融與法律相關系所畢 

2. 喜開創性工作、願意接受挑戰、具團隊合作精神、

穩定性佳 

3. 具獨立思考及作業能力 

4. 熟 Windows 及相關 Microsoft 文書軟體操作，擅

長 Excel 尤佳 

5. 符合下列條件任一項者尤佳： 

A. 具 1 年以上事務所國際租稅相關工作經驗 

B. 具 1 年以上外國事務所稅務服務經驗 

C. 良好英文能力 

D. 具良好專業管理、國際溝通、行銷技巧及協調

能力 

Specialist-Tax Services 

(FINI) 

不拘 台北 Skills: 

⚫ English 

⚫ Communication 

⚫ Personalities: 

⚫ Reliable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 

⚫ Experience or interest in marketing is 

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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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部 
職稱 學經歷限制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徵才條件 

行政工讀生 (資訊科技諮詢) 

-319C 

一般商業學

類、 財稅金融

相關、資訊管

理相關 

台北 1. 大三以上至研究所在學學生 

2. 熟 Windows Office 操作 

3. 具備英文讀寫能力者尤佳 

4. 每週工作時間 2-5 天 

5. 若有實習學分需求可於面談時提出 

顧問師 (資料工程顧問) 

-317B 

專科以上，資

訊相關科系畢

業或具有相關

經驗者 

台北 1. 專科以上，資訊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相關經驗者 

2. 具備資料超市(Data Mart)、ETL 開發、商業智慧

(BI)等開發經驗 

3. 熟悉主流資料庫操作

(MSSQL,Oracle,Teradata,…)、資料庫查詢語言

(T/SQL,PL/SQL, StoreProcedure) 

4. 熟悉資料清理工具(ETL)，如 SSIS, Trinity, 

Informatica, DataStage, Pantaho 等 

5. 熟悉商業智慧工具(BI)，如 Tableau, PowerBI, 

Cognos BI 等 

6. 具下列任一條件者尤佳: 

A. 具備大數據平台 Hadoop, Hive, sqoop 等經

驗尤佳 

B. 具備資料採礦、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分析程式

語言 Python, R, SPSS, SAS 等經驗尤佳 

顧問師 (資訊科技諮詢) 

-319C 

資訊管理相

關、 資訊工程

相關 

台北 1. 對企業資訊作業流程與控制、個資保護、資訊安全

等領域有興趣者。 

2. 對資料分析、應用系統控制等技術之學習有興趣

者。 

3. 對於接觸與了解不同產業知識及業務流程有熱忱

者。 

4. 具備產業相關證照(如：ISO 27001 LA/BS 10012 

LA/CISSP/CISA/CISM/CIA/PMP/資訊類或財會

類證照)者尤佳 

5. 具備金融產業、政府機構、大型零售業、電信、醫

療、電子商務等產業領域知識者尤佳。 

6. 具備良好邏輯分析、組織能力、團隊合作、專案管

理、溝通技巧及創意特質者。 

7. 有意願進行工作角色輪調或國際輪調。 

8. 願意接受密集專業訓練，且抗壓性高者。 

9. 工作地點：台北 101 大樓，需配合專案需求出差。 

10. 無工作經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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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學經歷限制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徵才條件 

商業流程與科技應用顧問 

-319D 

資訊管理相

關、 資訊工程

相關、商業及

管理學科類 

 

台北 1. 大學以上畢，資管/資工/工管/財會/企管相關科

系 

2. 認真負責、執行力強、勇於接受挑戰並喜歡探求

事件原因 

3. 具主動開放、樂於學習的態度、團隊合作的精神 

4. 清楚有邏輯的表達、良好溝通能力、能與客戶保

持良好關係 

5. 具備系統分析(SA:System Analysis)、系統設計

(SD:System Design)、系統整合與導入經驗者佳 

6. 具備資料倉儲、資料超市、資料架構設計經驗者

佳 

7. 具備績效管理、預算管理、預測模擬、合併報

表、管理報告與報表分析系統(ERP/EPM/BI)使用

經驗者佳 

8. 無經驗可 

顧問師-319D 資訊管理相

關、商業及管

理學科類、統

計學相關 

台北 1. 會計、財金、經濟、統計、金融保險、資管等相

關科系畢 

2. 金融業相關及諮詢顧問業相關經驗尤佳 

3. 無經驗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