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國家領航項目台北中心」行政人員招募啟事 

 

秘書(幹事)全職一名 

 

一、工作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國家領航項目台北中心  

 

二、職稱：秘書(幹事)  

 

三、名額：1名（性別不拘）  

 

四、徵才對象：本校畢業生、校內職員轉調及校外人士 

 

五、上班時間：全職，週一至週五 8:00~17:00，預計 6月 1日起，以實際到職日為準。(請

預留上班日前一週進行職前訓練。) 

 

六、待遇：依據本校約用人員薪級表(學士級月薪 32570元起，碩士級月薪 36283元起，但是

否能依碩士級敘薪，須待校方審核通過)並根據經驗從優敘薪。其他相關事項請見本校「約用

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  

 

七、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學歷，英文說寫流利具行政經驗豐富及有海外經驗者尤佳。  

（二）熟悉文書處理(如 Windows、Office、Excel等)。  

（三）熟悉公文寫作與技巧。 

（四）具主動服務熱忱、細心、耐心，溝通協調能力。  

 

八、工作內容：  

一、 入學相關業務。 

二、 學生在台學習生活及實習業務。 

三、 演講與學生活動相關業務與通知。 

四、 學生住宿相關業務。 

五、 會議相關業務。 

六、 協助接待外賓。 

七、 擬稿、修改英文文件。 

八、 公務信箱中英文郵件回覆。 

九、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九、意者請備齊下列資料：  

（一）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上網填寫 Google表單

(https://goo.gl/forms/MVi7IsXInHKd3vmf2)。 



（二）身分證影本。  

（三）履歷表及自傳(請加附個人照片，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請至人事室首頁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常用表單→行政人力組(第五組)→約用人員→

[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下載填寫）  

（四）學位證書影本。  

（五）其他可資證明工作能力之文件(推薦信、檢定証明等)。  

（六）以上資料請於 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Flagshiptaipei@gmail.com，並於郵件主旨註明「應徵領航中心秘書(英文)幹事(您的

姓名)」，預計最快於 3月 4日（週一）通知面試。  

（七）僅填寫 Google 表單而未寄送上述資料者，視為未應徵。關說者視同放棄資格，

請自重。 

 

十、甄試方式：本中心將視情形擇優通知於 108年 3月 8日（週五）進行面試，資歷不合、

資料不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十一、聯絡人：李先生（Tel：02-3366-3415 #17，電郵：Flagshiptaipei@gmail.com） 

 

十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170號語文大樓 4樓 420辦公室(本大樓備電梯) 

 

 



學務專員(幹事)全職一名 

 

一、工作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國家領航項目台北中心  

 

二、職稱：學務專員(幹事)  

 

三、名額：1名（性別不拘）  

 

四、徵才對象：本校畢業生、校內職員轉調及校外人士 

 

五、上班時間：全職，週一至週五 8:00~17:00，預計 6月 1日起，以實際到職日為準。(請

預留上班日前一週進行職前訓練。) 

 

六、待遇：依據本校約用人員薪級表(學士級月薪 32570元起，碩士級月薪 36283元起，但是

否能依碩士級敘薪，須待校方審核通過)並根據經驗從優敘薪。其他相關事項請見本校「約用

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   

 

七、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學歷，英文流利及有社團經驗及豐富行政經驗者尤佳。  

（二）熟悉文書處理(如 Windows、Office、Excel等)。  

（三）具主動服務熱忱、細心、耐心，溝通協調能力。  

   

八、工作內容：  

一、 入學相關業務。 

二、 代辦學生平安保險。 

三、 協助出具學生所需證明文件。 

四、 學生期末成績資料彙整 

五、 教師評鑑資料彙整 

六、 人事相關業務。 

七、 公文與郵件收發。 

八、 製作語音、影像、新聞性材料。 

九、 拍照、錄影（中心內演講、戶外活動、成果展等及建檔、存檔管理）。 

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九、意者請備齊下列資料：  

（一）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上網填寫 Google表單

( https://goo.gl/forms/UieuIuDAaGihkVrj1)。 

（二）身分證影本。  



（三）履歷表及自傳(請加附個人照片，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請至人事室首頁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常用表單→行政人力組(第五組)→約用人員→

[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下載填寫）  

（四）學位證書影本。  

（五）其他可資證明工作能力之文件(推薦信、檢定証明等)。  

（六）以上資料請於 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Flagshiptaipei@gmail.com，並於郵件主旨註明「應徵領航中心學務專員(幹事)(您的

姓名)」，預計最快於 3月 4日（週一）通知面試。  

（七）僅填寫 Google 表單而未寄送上述資料者，視為未應徵。關說者視同放棄資格，

請自重。 

 

十、甄試方式：本中心將視情形擇優通知於 108年 3月 8日（週五）進行面試，資歷不合、

資料不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十一、聯絡人：李先生（Tel：02-3366-3415 #17，電郵：Flagshiptaipei@gmail.com） 

 

十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170號語文大樓 4樓 420辦公室(本大樓備電梯) 

 

 

  



財務專員(會計) (幹事)全職一名 

 

一、工作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國家領航項目台北中心  

 

二、職稱：財務專員(會計)(幹事)  

 

三、名額：1名（性別不拘）  

 

四、徵才對象：本校畢業生、校內職員轉調及校外人士 

 

五、上班時間：全職，週一至週五 8:00~17:00，預計 6月 1日起，以實際到職日為準。(請

預留上班日前一週進行職前訓練。) 

 

六、待遇：依據本校約用人員薪級表(學士級月薪 32570元起，碩士級月薪 36283元起，

但是否能依碩士級敘薪，須待校方審核通過)並根據經驗從優敘薪。其他相關事項請見本

校「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   

  

七、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學歷，英文流利及有相關財務或會計經驗者尤佳。  

（二）具公部門報帳經驗者尤佳。 

（三）熟悉文書處理(如 Windows、Office、Excel等)。 

（四）具主動服務熱忱、細心、耐心，溝通協調能力。 

  

八、工作內容：  

一、 中心經費收入、結算作業。 

二、 薪資及加班費。 

三、 勞健保業務。 

四、 產假薪資計算、協辦育嬰假留職停薪及勞保生育給付、健保育嬰留職停薪申

請。 

五、 其他收入管理。 

六、 其他交辦之行政業務或臨時性事務。 

 

九、意者請備齊下列資料：  

（一）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上網填寫 Google表單

(https://goo.gl/forms/V1Fh1UdJlup4X6Xx1)。 

（二）身分證影本。  

（三）履歷表及自傳(請加附個人照片，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請至人事室首頁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常用表單→行政人力組(第五組)→約用人員→

[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下載填寫）  

（四）學位證書影本。  



（五）其他可資證明工作能力之文件(推薦信、檢定証明等)。  

（六）以上資料請於 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Flagshiptaipei@gmail.com，並於郵件主旨註明「應徵領航中心財務專員（會計）(您

的姓名)」，預計最快於 3月 4日（週一）通知面試。  

（七）僅填寫 Google 表單而未寄送上述資料者，視為未應徵。關說者視同放棄資格，

請自重。 

 

十、甄試方式：本中心將視情形擇優通知於 108年 3月 8日（週五）進行面試，資歷不合、

資料不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十一、聯絡人：李先生（Tel：02-3366-3415 #17，電郵：Flagshiptaipei@gmail.com） 

 

十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170號語文大樓 4樓 420辦公室(本大樓備電梯) 

 

 

  



總務專員 (幹事)全職一名 

 

一、工作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國家領航項目台北中心  

 

二、職稱：總務(幹事)  

 

三、名額：1名（性別不拘）  

 

四、徵才對象：本校畢業生、校內職員轉調及校外人士 

 

五、上班時間：全職，週一至週五 8:00~17:00，預計 6月 1日起，以實際到職日為準。(請

預留上班日前一週進行職前訓練。) 

 

六、待遇：依據本校約用人員薪級表(學士級月薪 32570元起，碩士級月薪 36283元起，但是

否能依碩士級敘薪，須待校方審核通過)並根據經驗從優敘薪。其他相關事項請見本校「約用

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  

 

七、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學歷具豐富總務經驗。  

（二）熟悉公部門採購與招標流程。 

（三）具電腦基本維修能力、文書處理(如 Windows、Office、Excel等)、網頁編輯軟

體。  

（四）具主動服務熱忱、細心、耐心，溝通協調能力。  

 

八、工作內容：  

一、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與一般物品採購 

二、 修繕與其他工程申請與監督執行 

三、 設備管理與簡易裝設和修繕 

四、 教材販賣與訂購、教師借還教科書登記。 

五、 活動餐點訂購。 

六、 與廠商協調設計圖片與產品輸出。 

七、 程式應用與維護協助作業數位化。 

八、 本中心相關影像、圖檔編排與製作發刊。 

九、 各類外差與臨時交辦事項 

 

九、意者請備齊下列資料：  

（一）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上網填寫 Google表單

( https://goo.gl/forms/5ZB1tzK2vUTu41pm1)。 

（二）身分證影本。  



（三）履歷表及自傳(請加附個人照片，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請至人事室首頁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常用表單→行政人力組(第五組)→約用人員→

[約用工作人員履歷表]下載填寫）  

（四）學位證書影本。  

（五）其他可資證明工作能力之文件(推薦信、檢定証明等)。  

（六）以上資料請於 108年 3月 1日（週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Flagshiptaipei@gmail.com，並於郵件主旨註明「應徵領航中心總務(您的姓名)」，

預計最快於 3月 4 日（週一）通知面試。  

（七）僅填寫 Google 表單而未寄送上述資料者，視為未應徵。關說者視同放棄資格，

請自重。 

 

十、甄試方式：本中心將視情形擇優通知於 108年 3月 8日（週五）進行面試，資歷不合、

資料不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十一、聯絡人：李先生（Tel：02-3366-3415 #17，電郵：Flagshiptaipei@gmail.com） 

 

十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170號語文大樓 4樓 420辦公室(本大樓備電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