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業眾信 2021 校園徵才說明會

報名說明事項

What impact will you make?

The key to finding incredible

value is knowing where to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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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校園徵才重大時程

校園徵才說明會

履歷投遞

9 月 - 10 月

10 / 5 (一)

10 月

11 月底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7 – 9 月

於 10 / 5 (含) 前完成

(1) 線上履歷登錄

(2) 紙本履歷寄送

紙本履歷寄送以郵戳為憑

校園徵才面談

台北場

10 / 24 & 25

台中場

10 / 28 & 29

面談結果通知

回覆報到意願

簽約活動

新人報到

服兵役、就讀研究所

或出國交換，均可保留

錄取資格

D.

10/2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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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需知

 具國內外大學(含)以上學歷

 必修初會、中會學分(修習過審計尤佳)

 網址：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

 請事先備妥以下文件，以利同學進行線上履歷登錄：

1. 歷年成績單：大學部請備妥大一至大三之成績單與班排名；

碩士班請備妥碩一成績單與班排名

2. 500 字內的自傳電子檔，可使用「複製貼上」的方式填入系統，節省填寫時間

招募專線：(02)2725-9988 分機 6666

招募信箱：twhrcampus@deloitte.com.tw

履 歷 系 統

登錄線上履歷

申請資格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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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專線：(02)2725-9988 分機 6666

招募信箱：twhrcampus@deloitte.com.tw

紙本履歷寄送

 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0樓 人才資本組

 請註明「申請 2021 審計校園徵才」
寄送地址

 附件資料請提供 A4 版本，左上角以訂書針裝訂，避免使用其他方式

 未線上登錄、未寄紙本及資料不齊全，將不予審核
注意事項

 線上登錄履歷完成後，請自行列印工作申請表，並於履歷貼上個人大頭照

 如欲同時應徵電審，請列印兩份工作申請表，並將其中一份的職稱修改為【電腦審計顧問】
履歷列印

1. 線上履歷 – 紙本列印，請附上個人大頭照

2. 在校成績單：

大學：請檢附大一至大三成績單；若為插班生或轉學生，請附前一學校成績單

研究所：請附大學及研一成績單

3. 如有取得任何語文檢定或證照，請檢附成績單或證照影本

包含文件
履 歷 系 統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5

線上履歷 –雙重認證 (MFA)

第一次使用系統

請務必先瀏覽

設定雙重認證流程

依據指示建立帳號
★

★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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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填寫系統

請點選
2021審計校園徵才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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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填寫系統

選擇您
期望查核產業性質
及希望工作地點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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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填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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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列印履歷表

請點選
檢視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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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列印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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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履歷 –列印履歷表

Step2

附上在校成績單影本、語文證書等相關文件

請統一附上 A4 版本，左上角以訂書針裝訂

Step1

點右鍵 → 預覽列印 →

印出工作申請表並貼上大頭照

Step3

信封上註明「申請 2021 審計校園徵才」

寄至：

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人才資本組 收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https://eresume.deloitte.com.tw/Register/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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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 選擇接收驗證簡訊的話，電信公司是否會跟我收錢?

A1. 依國內各大電信商方案，接收簡訊不需付費。

Q2. 註冊過程中網頁顯示錯誤畫面，要如何處理?

A2. 請關閉全部瀏覽器後，再重新登入註冊。

Q3. 是否只能用短信的方式認證？

A3. 是的，請使用短信方式驗證。

Q4. 我的行動電話遺失，現在無法驗證登入?

A4. 請與人才資本組聯繫，我們將請Deloitte Global協助處理。

Q5. 如果我輸入了錯誤的密碼怎麼辦？如何重置密碼？

A5. 密碼連續輸錯 5 次，帳戶將被鎖定。可通過登錄頁面上的“忘記密碼”重置您的密碼。24小時內只能重置密碼一次唷~

Q6. 自傳列印後無法顯示全部內容

A6. 自傳若超過 500 字，請另外列印作為附件。建議先在Word 進行撰寫，再以複製貼上的方式貼在履歷系統中。

Q7. 履歷系統 & 自傳無法順利儲存

A7. 所有欄位請勿使用半形特殊符號（如“;”、“-”、“<”、“>”、“()”、“|”、“=” 等）。如有半形符號，資料將無法儲存。

履歷系統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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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人才招募網

所有資訊一手掌握

https://twap.deloitte.com.tw/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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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官方帳號

想認識不一樣的勤業眾信嗎？

IG官方帳號 FB粉絲專頁

~Follow Deloitte to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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