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職 資 訊 

登錄日期：110年7月20日 

求才機構 中嘉集團 

機構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5 巷 33 號 5 樓 

公司類別 電信及通訊相關業 統一編號 97162613 
電    話 0985605752 聯絡人 張舒涵-HR  

徵才職位名稱 客服人員 

e-mail abbey.chang@homeplus.net.tw 有效期限 至滿編日 

工作內容 

1. 接聽客服專線-提供有線電視、寬頻網路、數位機上盒產品的問題諮詢處理 

2. 電話上協助客戶解決障礙、帳務、服務類相關問題，對新客戶進行產品方案說

明推廣，對老客戶進行有效維繫等。 
3. 維護並提升客戶服務滿意度。 

具備條件 

1. 口齒清晰、可與人溝通、親切有禮貌，喜歡服務客戶的工作，具服務熱忱，抗

壓性強，可配合輪班輪休。 

2. 中打每分鐘 30 字以上；邏輯測驗需60分以上，共計10題選擇題，以上現場測

試未達標者，將不進行後續面試安排作業。 
3. 熟悉電腦操作如 EXCEL、WORD 等 

需要人才 畢業生    在校生（進修部同學） 

需要科系 
不拘 財金學院 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指定系所(       系/所) 

需要人數  15 人 

工作時間 最早07:00-16:00，最晚16:00-01:00  

待    遇 月薪28,000元(低於4萬元請揭示實際金額) 

接洽方式 電話連絡  寄履歷  寄 e-mail  親洽 

備    註   

備註： 

1.同學請自行與廠商接洽應徵細節,並需留意自身權益及安全。 
2.「應徵前」做好_三要準備、「面試時」堅守_七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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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職 資 訊 

登錄日期：110年7月20日 

求才機構 中嘉集團 

機構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5 巷 33 號 5 樓 

公司類別 電信及通訊相關業 統一編號 97162613 
電    話 0985605752 聯絡人 張舒涵-HR  

徵才職位名稱 台北電銷人員 

e-mail abbey.chang@homeplus.net.tw 有效期限 至滿編日 

工作內容 
1. 電話拜訪本公司電視收視戶，推薦寬頻網路及數位加值商品優惠方案予

客戶。 
2. 公司提供既有客戶名單，無需陌生開發。 

具備條件 

1. 口齒清晰、可與人溝通、親切有禮貌，喜歡業務銷售的工作 

2. 中打每分鐘 30 字以上；邏輯測驗需60分以上，共計10題選擇題，以上

現場測試未達標者，將不進行後續面試安排作業。 
3. 熟悉電腦操作如 EXCEL、WORD等 

需要人才 畢業生    在校生（進修部同學） 

需要科系 
不拘 財金學院 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指定系所(       系/所) 

需要人數  15 人 

工作時間 10:00-19:00 

待    遇 月薪26,000+2000區域津貼(低於4萬元請揭示實際金額) 

接洽方式 電話連絡  寄履歷  寄 e-mail  親洽 

備    註   

 

備註： 

1.同學請自行與廠商接洽應徵細節,並需留意自身權益及安全。 
2.「應徵前」做好_三要準備、「面試時」堅守_七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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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職 資 訊 
登錄日期：110年7月20日 

求才機構 中嘉集團 

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45號 
公司類別 電信及通訊相關業 統一編號 28449825 
電    話 0985605752 聯絡人 張舒涵-HR  

徵才職位名稱 業務人員 

e-mail abbey.chang@homeplus.net.tw 有效期限 至滿編日 

工作內容 

1. 有線電視、寬頻、數位電視產品推廣 
2. 社區、大樓暨有客戶服務 
3. 誠徵願挑戰高薪，具寬頻網路及電信通訊之業務銷售經驗，區域環境熟悉且

有物業管理或是房仲經驗者亦佳，對數位匯流，通訊產業有高度興趣者，無

經驗亦可 
4. 獎金另計 

具備條件 

1. 具電信業/有線電視/社區網路相關寬頻推廣經驗(有房仲經驗者尤佳) 
2. 樂觀、外向積極、溝通協調性強者 

3. 可獨立作業及執行、具網站架設及網路行銷經驗者尤佳 

4. 熟國語、台語尤佳 

5. 具電腦基本知識及業務開發技巧 

6. 外勤業務，需自備機車 

需要人才 畢業生    在校生（進修部同學） 

需要科系 不拘 財金學院 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需要人數  10 人 

工作時間 09:00-18:00 

待    遇 月薪30,000(低於4萬元請揭示實際金額) 

接洽方式 電話連絡  寄履歷  寄 e-mail  親洽 

備    註   

備註： 

1.同學請自行與廠商接洽應徵細節,並需留意自身權益及安全。 
2.「應徵前」做好_三要準備、「面試時」堅守_七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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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職 資 訊 

登錄日期：110年7月20日 

求才機構 中嘉集團 

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45號 
公司類別 電信及通訊相關業 統一編號 28449825 
電    話 0985605752 聯絡人 張舒涵-HR  

徵才職位名稱 門市人員 

e-mail abbey.chang@homeplus.net.tw 有效期限 至滿編日 

工作內容 

1.提供專業及客戶導向的銷售與產品服務 

2.解決客戶問題或處理客戶抱怨以提昇客戶滿意與忠誠度 

3.執行門市營運計劃、提昇營運效率並確保收益及主管交辦事項 

4.面試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45號  

上班地點:內湖門市(捷運內湖站附近湖光市場對面) 

5.獎金另計 

具備條件 
1.中打速度20字以上 

2.有櫃檯相關經驗者佳、穩定性佳(過往工作經驗不要太短) 

3.口齒清晰，善於溝通，親切熱忱，具服務精神 

需要人才 畢業生    在校生（進修部同學） 

需要科系 
不拘 財金學院 管理學院 資訊學院 

指定系所(       系/所) 

需要人數  5 人 

工作時間 10:30-19:30 

待    遇 月薪27,000-32,000(低於4萬元請揭示實際金額) 

接洽方式 電話連絡  寄履歷  寄 e-mail  親洽 

備    註   

備註： 

1.同學請自行與廠商接洽應徵細節,並需留意自身權益及安全。 
2.「應徵前」做好_三要準備、「面試時」堅守_七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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