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永諮詢服務

職務類別 顧問人員
實習生

需求人數 3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電機工程、電子工程、管
理學科等相關學士學位以上，或其他相關領
域畢業且具有資訊專長或相關工作經驗者

科系要求

工作經驗 不拘

語言條件
(外語)

[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Word

工作內容

身為資安顧問，主要任務在於提供客戶專業諮詢與交付物，並且協助客戶保護其的關鍵資產。並將會與

各個不同領域專長的專家共同合作，協助客戶解決複雜的資安需求並確保企業營運的穩定。

•對於新興科技有基本的認知，瞭解其衍生的風險，

並且能與非資訊背景的人說明技術領域的議題

•具備基礎的資訊背景知識

‧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及簡報技巧

基本要求
‧具備資訊安全相關證照

‧具備絕佳的溝通、協調、關係建立的能力

‧高度的彈性、富有創造力、勇於接受挑戰

其他資格

新興科技資訊安全顧問 
- 工讀生, Staff Level

Contact Us
email : eyrecruitment@tw.ey.com加入安永Line



安永諮詢服務

職務類別 顧問人員

需求人數 2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電機工程、電子工程等相
關學士學位以上，或其他相關領域畢業且具有
資訊專長或相關工作經驗者。

科系要求

工作經驗 3 ~ 5 年

語言條件
(外語)

[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Word

工作內容

　　負責提供客戶科技與資安風險諮詢，評估資安管控措施及解決方案；傳遞資安轉型的理念，以協助客戶確保其
重要資產的安全性，使客戶能夠在資安與風險管理上做出更好的決策；提供客戶在資安轉型上持續且可衡量的建議

，並識別與回應資安威脅；協助客戶建立完善的資安防禦機制，減少客戶資產所遭受的資安威脅。
　　管理並激勵具有多元專長的團隊，管理專案流程，確保持續交付高品質的服務成果。與客戶維持長期的合作關
係，展現出深度的技術能力與專業知識，並持續了解客戶需求，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擁有基本的IT知識，並具備技術能力，包含但不限於網路
、資料庫、安全設定、加密機制、存取管理及系統開發流程

•具備資訊安全的能力，包含但不限於資安策略規劃、資安
政策擬定、資安架構、資安治理、滲透測試、弱點評估、資
料保護、入侵防禦、事件回應

•熟悉資訊安全相關法規、標準及最佳實務，包含但不限於
資通安全管理法、ISO、GDPR、CSA CCM、NIST、PCI等

•具備絕佳的溝通能力及簡報能力
•管理整個工作及交付產出過程中的細節與準確性

徵才條件
•具備資訊安全相關證照

•具備客戶關係管理能力，快速的彙整客戶複雜且
跨部門的需求，並促使各利害關係團體達成一致
的協議

•具備領導力、團隊合作與管理能力

•具備與高階管理人員互動及溝通的能力

其他條件

新興科技資訊安全顧問 
- Senior Level

Contact Us
email : eyrecruitment@tw.ey.com

加入安永Line



安永諮詢服務

職務類別 顧問人員
實習生

需求人數 1 ~ 2

資訊管理、資訊科學、商業及管理科系要求

工作經驗 經歷不拘

語言條件
(外語)

[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 熟悉Office軟體操作

工作內容
1. 協助企業導入及維護營運持續管理制度
2. 協助企業擬定事件應變及營運持續計畫
3. 協助企業規劃並辦理事件應變或業務（系統）復原模擬演練
4. 提供業務數位化轉型及遠端/居家辦公規劃建議

1. 具金融業或製造業實習或工作經驗尤佳
2. 具ISO管理制度導入之經驗或持有ISO主導稽核員資格尤佳

其他工作條件限制

業務營運持續諮詢顧問
- 工讀生, Staff level

Contact Us
email : eyrecruitment@tw.ey.com加入安永Line



安永諮詢服務

職務類別 顧問人員
實習生

需求人數 6 ~ 7

資訊管理、資訊工程、企業管理等相關科系科系要求

工作經驗 工讀生, Staff 
Senior            

語言條件
(外語)

[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Word

工作內容

1. 各式管理制度導入服務，包含(ISO 27001 / BS 10012 / TPIPAS等) 
2. 提供企業資訊提升內部作業之資訊安全/個人資料控管相關諮詢服務
3. 輔導企業資訊安全法規遵行及其法規分析研究
4. 提供企業資訊安全策略規劃與資訊營運融合之諮詢服務
5. 提供企業網路安全檢視作業與網路架構設計規劃之諮詢服務

•管理科系(資管、企管、工管等)畢業者，需具備IT基本知識
•具備良好溝通、簡報與報告撰寫能力，能與團隊成員及客戶保持良好關係
‧具備安全策略規劃、風險評估、流程及控制設計能力
‧了解資訊安全/隱私權相關法規
‧樂於分享專業知識與個人經驗
‧主動積極、執行力強、具企圖心、以團隊任務為優先
‧抗壓性強，可配合加班與出差
‧能獨立作業、分析能力強、時間管理佳、能於期限內完成交付事項
‧具備資訊安全或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證照者尤佳
‧熟悉商務流程、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者尤佳
‧熟悉網路及系統主機安全者尤佳
‧具備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顧問服務經驗者尤佳

徵才條件

資訊安全/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顧問  
- 工讀生, Staff ~ Senior Level

不拘
2年以上

Contact Us
email : eyrecruitment@tw.ey.com加入安永Line



安永諮詢服務

職務類別 顧問人員
實習生

需求人數 1 ~ 2
資訊管理、資訊工程、企業管理等相關科系科系要求

工作經驗 不拘

語言條件
(外語)

[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擅長工具 Excel, PowerPoint, Project, Word

工作內容

1. 執行業務訪談瞭解客戶端資料蒐集狀況，並提出改善建議
2. 使用Python撰寫自動化腳本、進行資料探勘和數據分析
3. 使用模型貼標，並分析客群資料找出價值客戶
4. 執行數位轉型規劃和資料科學教育訓練

•需具備IT基本知識和基礎Python和SQL實作能力
•具備良好溝通、簡報與報告撰寫能力，能與團隊成員及客戶保持良好關係
•具備安全控制流程設計規劃能力
•樂於分享專業知識與個人經驗
•主動積極、執行力強、具企圖心、以團隊任務為優先
•抗壓性強，可配合加班與出差
•能獨立作業、分析能力強、時間管理佳、能於期限內完成交付事項
•具備視覺化工具使用經驗，例如Tableau & PowerBI者尤佳
•熟悉商務流程、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者尤佳
•熟悉文字探勘和自然語言處理尤佳
•具備顧問特質、良好邏輯推理能力和善用數字剖析成因者

其他工作條件限制

數據分析、數位化與新興科技諮詢顧問
- 工讀生, Staff Level

Contact Us
email : eyrecruitment@tw.ey.com加入安永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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