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募

部門

公司

區域

職缺

名稱 工作內容 求職條件 上班時間 休假規定

環盛 汐止

網銷

遊戲

推廣

1、主要是以在线聊天的方式与客户

进行沟通，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办理中

遇到的问题。

2、利用各种互联网提高网站访问量

及传播效果，增加网站的流量和知名

度

3、满足客户的需求,及时推介公司最

新活动；开发意向客户

4、快速妥善处理客户各种问题；熟

练应用微信/QQ等软体

5、积极主动服务每一位客户，使之

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

6、认真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统一管理；

7、工作性质类似于淘宝客服、文字

解答客户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发

新客户。

1、识简体，要求打字每分钟50字，

正确率90％，电脑操作熟练，熟悉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2、健康状况良好，出缺勤正常。

3、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学习能力

强，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

织策划能力，强烈的团队意识、客户

服务意识。

4、为人诚实本分，细心耐心，有较

强服务意识，服从工作安排，接受公

司统一管理，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5 、有销售经验优先考虑

12:00~21:00

月休8天

如遇國定假日

再加排休日

環盛 汐止

電銷

遊戲

推廣

1.利用電話或網路通訊軟體邀約客戶

及推廣線上平台。

2.針對公司提供的名單中電話訪問，

進而發展潛在客戶。

3.透過電話將活動訊息及優惠傳達給

客戶，增加客戶使用率，做好客戶的

維護。

4.公司完整新進人員培訓，以及後期

的在職培訓，無經驗也可以快速上

手。

12：00-21：

00

周休二日 ,見

紅就休

保障底薪:31,000～

34,000

薪資待遇

保障底

薪:30,000~35,000



招募

部門

公司

區域

職缺

名稱 工作內容 求職條件 上班時間 休假規定薪資待遇

利瑞 汐止

線上

遊戲

推廣

1.利用電話或網路通訊軟體邀約客戶

及推廣線上平台。

2.針對公司提供的名單中電話訪問，

進而發展潛在客戶。

3.透過電話將活動訊息及優惠傳達給

客戶，並透過線上文字客戶服務，增

加客戶使用率，做好客戶的維護。

4. 使用線上即時對談系統，透過文字

方式回覆並解決顧客相關問題

5.公司完整新進人員培訓，以及後期

的在職培訓，無經驗也可以快速上

手。

**免除陌生開發**

1.歡迎社會新鮮人以及想要轉換跑道

者

2.良好的出勤狀況

3.具良好表達能力，反應靈敏

4.積極願意學習並具備責任心

5.能接受排休者

6.中文打字速度45字/分以上

12：00-21：

00

月休8天

如遇國定假日

再加排休日

聯美 汐止
金融

推廣

1.大陸金融商品海外投資平台推廣

2.開發方式分為電銷及網銷, 透過網路

與電話進行金融投資平台推廣。

3.運用市場資訊及金融工具，與客戶

分享平台活動資訊內容。

4.公司提供完善的職前訓練及完整的

輔導機制

5.有電話/網路行銷相關經驗者佳

1.不排斥與大陸接觸

2.外向活潑.喜歡聊天者佳

09：00-18：

00

周休二日 ,見

紅就休

保障底薪:31,000-

35,000

(依工作經驗)

保障底薪:28,000-

35,000



招募

部門

公司

區域

職缺

名稱 工作內容 求職條件 上班時間 休假規定薪資待遇

金沙 汐止

電銷

遊戲

推廣

1.全職內勤業務，無需外出風吹日曬

雨淋，透過電話開發，快速轉化用

戶。

2.公司提供優質名單，只要認真執行

工作，高獎金不是問題!!

3.透過電話將活動訊息及優惠傳達給

客戶，增加客戶使用率。

4.提供現有客戶良好的關懷及服務，

提升每位客戶業務產出。

5.公司完整新進人員培訓、後期在職

培訓，無經驗也能快速上手，讓你成

為Top Sales!!

1.歡迎社會新鮮人以及想要轉換跑道

者

2.良好的出勤狀況

3.具良好表達能力，反應靈敏。

4.積極願意學習並具備責任心

5.能接受排休者

6.中文打字速度45字/分以上

12:00-21:00

月休8天

如遇國定假日

再加排休日

金沙 汐止

網路

遊戲

推廣

1.全職內勤業務，無需外出開發吹日

曬雨淋，使用網路社群與電話開發、

轉化用戶。

2.經營網絡社群，與現有用戶及新用

戶建立友好關係。

3.使用社群軟體、電話等多元模式將

活動訊息及優惠傳達給客戶，增加客

戶使用率。

4.提供現有客戶良好的關懷及服務，

提升每位客戶業務產出。

5.公司完整新進人員培訓、後期在職

培訓，無經驗也能快速上手，讓你成

為Top Sales!!

1.歡迎社會新鮮人以及想要轉換跑道

者

2.良好的出勤狀況

3.具良好表達能力，反應靈敏。

4.積極願意學習並具備責任心

5.能接受排休者

6.中文打字速度45字/分以上

12:00-21:00

月休8天

如遇國定假日

再加排休日

保障底薪:28,000-

35,000

保障底薪:28,000-

35,000



招募

部門

公司

區域

職缺

名稱 工作內容 求職條件 上班時間 休假規定薪資待遇

金沙 新竹

遊戲

客戶

維護

1、主要是以在线聊天的方式与客户

进行沟通，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办理中

遇到的问题

2、满足客户的需求,及时推介公司最

新活动；

3、快速妥善处理客户各种问题；

4、积极主动服务每一位客户，使之

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

5、认真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统一管理；

6、工作性质类似于淘宝客服，文字/

電話解答客户问题

1、需识简体字。

2、要求打字每分钟70字，正确率

90％，电脑操作熟练，熟悉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3、健康状况良好，出缺勤正常。

4、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领悟能力，工

作主动、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

神和敬业精神，能与客户进行有效沟

通；有团队责任心，积极、阳光、有

激情。

5、为人诚实本分，细心耐心，有较

强服务意识，服从工作安排，接受公

司统一管理，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12:00-21:00

月休8天

如遇國定假日

再加排休日

金沙 新竹
文字

客服

1、主要是以在线聊天的方式与客户

进行沟通，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办理中

遇到的问题

2、满足客户的需求,及时推介公司最

新活动；

3、快速妥善处理客户各种问题；

4、积极主动服务每一位客户，使之

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

5、认真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统一管理；

6、工作性质类似于淘宝客服、文字

解答客户问题

1、需识简体字。

2、要求打字每分钟70字，正确率

90％，电脑操作熟练，熟悉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3、健康状况良好，出缺勤正常。

4、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领悟能力，工

作主动、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

神和敬业精神，能与客户进行有效沟

通；有团队责任心，积极、阳光、有

激情。

5、为人诚实本分，细心耐心，有较

强服务意识，服从工作安排，接受公

司统一管理，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早班:08:00-

20:00

晚班:20:00-

08:00

 

每月需輪班1

次

做1休1

保障底薪:27,000-

31,000

(入職後每半年加薪

1000(無封頂)

保障底薪:27,000-

32,000

(入職後每半年加薪

1000(無封頂)



招募

部門

公司

區域

職缺

名稱 工作內容 求職條件 上班時間 休假規定薪資待遇

聯美 新竹
金融

客服

1、主要是以在线聊天的方式与客户

进行沟通，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办理中

遇到的问题，必要时需要与客户电话

沟通；

2、满足客户的需求,及时推介公司最

新活动；

3、快速妥善处理客户各种问题；

4、积极主动服务每一位客户，使之

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

5、认真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统一管理；

6、工作性质类似于淘宝客服、電話/

文字解答客户问题。

1、需识简体字。

2、要求打字每分钟70字，正确率

90％，电脑操作熟练，熟悉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

3、健康状况良好，出缺勤正常。

4、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领悟能力，工

作主动、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

神和敬业精神，能与客户进行有效沟

通；有团队责任心，积极、阳光、有

激情。

5、为人诚实本分，细心耐心，有较

强服务意识，服从工作安排，接受公

司统一管理，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6、无经验可带薪培训

7、有电话销售经验优先

0830-1730

(每月六和日

需輪兩天值班

12:00-17:00)

周休二日 ,見

紅就休

保障底薪:28,000-

3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