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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外籍專業人才～～～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From：tealit.com 外籍專業國際交流網   網址：http://www.tealit.com.tw 

服務專線：(02)2331-1289 分機 9        傳真：(02)2331-1608 
 
★ 全世界、全台灣各地的外籍專業人才都看得到您的求才訊息！每個月瀏覽

人次已經超過5,000,000 人次（500 萬）！   
 
★ 刊登求才成為 VIP 會員，讓每日無數外籍專業人才主動爭取您的工作職缺！每天
【最新鮮】的外籍專業人才永遠都不匱乏。 

 

★ 刊登求才的 VIP 會員可立即瀏覽線上超過4,000 多位「已在台
灣或準備來台灣」的外籍專業人才資料，達到雙重加值的求才效果—

這是只有 VIP 會員才能享有的獨家權利！！ 
  

★目前最多公司行號、機構、最多在台外國人瀏覽的外籍專業人士服務網，美國在台協會
(AIT)、IBM、趨勢科技(PC-cillin)、BenQ科技、訊連科技、香港商亞資(Global 
Sources)、泰國駐台辦事處、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貿易投資辦事處、中研院、台北美
國學校(TAS)、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南山人壽(AIG)、聯發科技、華航、花旗
銀行、榮民總醫院、兆利資訊工業、永發環境工程、碩得科技、動力盈财國際資產
管理、八大電視、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地球村美日語、何嘉仁 Hess、貝立茲(Berlitz)、東莞台商子弟
學校、中華語文學校（TLI）、夏恩英語、格蘭英語、吉的堡美語、佳音英語、喬登
美語…（不勝枚舉）等公司行號、機構都已經加入 tealit.com 的外籍專業人才的求才行列或

徵求外籍學生，您還猶豫什麼呢？★  
 

 
一、外籍求才市場分析： 
刊登中文人力網站～外籍人士看得懂中文嗎？？   
刊登他國英文人力網站～「台灣職缺」在世界各國眾多職缺
項目裡能被凸顯嗎？能「快速」獲得外籍人士青睞嗎？？  
找人力仲介～能「迅速」找到「優質」的外籍專業人才嗎？？ 
 
二、馬上行動！！…..加入專業的外籍求才行列！ 
tealit.com 於 1999 年成立,成立二十年，被台灣報章媒體譽為「台灣外籍人士的入口網
站」，全心全力只針對台灣外籍專業人士服務，是您徵求外籍專業人才的最佳選擇！！ 

★★請您詳閱 P.3.P.4，依指示進行，並將表格與合約填寫後傳回︰ 

（02）233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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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ealit.com 外籍專業國際交流網    網址：http://www.tealit.com 

服務專線：（02）2331-1289 分機 9       傳真：（02）2331-1608   

★ tealit.com 求才廣告[增值]加購方案★  
 
★ 下列 [增值] 加購方案可以讓您的求才廣告大幅提升曝光率，讓更多 

外籍教師看到您的求才廣告，並主動應徵您的工作。 

★ [增值] 加購方案如下(需為已購買 VIP 會員者方得加購)： 

一、加購 Top Link (「主題式」廣告超級曝光方案) 

 加購優惠價 (含稅) 廣告刊登原價 

□ 7 天 NT$ 1,700 NT$ 3,500 

□ 15 天 NT$ 3,000 NT$ 6,800 

□ 30 天 NT$ 5,700 NT$ 13,400 

□ 60 天 NT$ 9,700 NT$ 26,600 

□ 90 天 NT$ 12,700 NT$ 39,800 

□180 天 NT$ 21,500 NT$ 85,800 

□ 365 天 NT$ 39,000 NT$ 171,600 

 

二、加購 Color (「套色」方案) 
 加購優惠價 (含稅) 廣告刊登原價 

□ 7 天 NT$ 900  － 

□ 15 天 NT$ 1,100 － 

□ 30 天 NT$ 1,700 NT$ 2,000 

□ 60 天 NT$ 2,700 NT$ 3,800 

□ 90 天 NT$ 3,700 NT$ 5,600 

□180 天 NT$ 6,500 NT$ 10,800 

□ 365 天 NT$ 9,500 NT$ 21,600 

 

三、加購 Reposition (「廣告位置往前放」方案) 

□ NT$ 900/1 次 (含稅)。    □ NT$ 1500/2 次 (含稅)。 

□ NT$ 2000/3 次 (含稅)。   □ NT$ 2500/4 次 (含稅)。 

□ ____次，NT$__________元(含稅)。 

 
 

●上述 [增值]加購方案共計 NT$___________元● 
   
● 備註事項： 

1. 選擇一或二方案之客戶，[增值]加購方案到期時間不得超過現刊廣告之到期日。 

2. 刊登人同意繼續遵守「www.tealit.com 廣告刊登合約書」各條款規定，且同意於此次所選擇 

[增值]加購方案回傳後次日下午 17 點前壹次繳清全部款項。廣告編號：No. ___________    
 

● Top Link 方案說明： 

 

您的求才廣告會曝光於

10 個資訊專欄之

Keywords 搜尋功能上方，

曝光效果將會立即倍

增！！吸引更多外籍教師

的目光！ 

● Color 方案說明： 

 

您的求才廣告會加上突出

的色彩，廣告內容將更為

醒目並脫穎而出！！ 

(刊登人蓋章/統一發票章或公司大小章) 

 

 

 

 

 

 

 

 
西元      年      月      日 
 



 

【刊登求才廣告，請將本頁回傳至(02)2331-1608】 服務專線:(02)2331-1289 分機 9    P.3(共 5 頁) 
【為加速開放您的使用權限，以下資料必須全部填寫！如您有需要，我們提供下列廣告內容之免費翻譯服務】 

求才單位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求才單位產業類別或主要營業項目：1.___________ 2.___________ 3.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 

連  絡  人(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                ____    （填寫 E-mail，將有利儲備外籍人才【履歷表】）  

連絡電話：(0  )         __    行動︰        __         傳  真︰(0  )     __          

★您自訂的 Username（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Password（密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尚未註冊會員，本系統將自動提供您帳號、密碼） 

（機構）外  籍  專  業  求  才  條  件  說  明 

職缺內容？ 
 

 

何時開始上班？ 西元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工作性質？ ___全職____兼職______全兼職皆需 

學歷要求？（選 1 項）    大學畢以上    碩士以上    商學所(MBA)   博士以上 歡迎首次來台？    _是   _否 

需具中文能力？    是   否 公布電話，讓求職者來電詢問？(可提升應徵意願)    是   否 

【全職】固定工作日？（可複選）   ____週一 ____週二 ____週三____週四____週五 ____週六 ____週日 

【全職】工作時段？（選 1 項）    上午、下午    下午、晚上   上午、晚上    皆需要（含上午、下午、晚上…） 

【全職】待遇、福利？ 

 

（屬於【兼職】工作，若有符合

右列事項亦可勾選！） 

1.薪資：每月月薪：NT$_________～_________元 或 每小時時薪：NT$________～________元 

2.獎金：有額外獎金？___是 (獎金性質：________NT$_________元)___否 

3.履約獎金：提供「履約」獎金：___是(NT$________元)___否 

4.續約獎金：提供「續約」獎金：___是(NT$________元)___否 

5.週末上班：週六上班：___是(上班時間：______～_____)___否； 週六可選擇上班：___是___否 

6.假期：農曆過年有給薪假：___是___否；其他給薪假：___是（每年__________天給薪假）___否 

7.住宿：提供住宿：___是___否；提供之住宿需付費：___是___否；不供宿，可協助找：___是___否 

8.住宿津貼：不供住宿，但另發「住宿津貼」___是(NT$_________元)___否 

9.機票：免費單程/來回機票：___是___否 

10.訓練：職前訓練：___是___否  11.提供其他協助或福利：                          

【兼職】固定工作日？（可複選）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兼職】時段？（選 1 項）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下午   下午、晚上    上午、晚上 

【兼職】待遇？ 每小時時薪：NT$________～________元 【兼職】者日後會有更多小時數？ ___是___否 

貴單位網址：  http://                                         （例如：http://www.tealit.com） 

貴單位成立時間？ (西元)        年 
目前貴單位有多少位

外籍專業人士？ 
        人 

每位外籍專業人士平均 

任職幾年？ 
        年 

交通與 

位置 

1.近________捷運/火車站  2.與_____________街/路交叉 

3.附近明顯地標(如家樂福、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如何搭大眾運輸前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近生活 

機能 

1.附近超市、公園？___是(名稱_________)___否 

2.接近山、海？___是(名稱____________)___否 

3.接近風景名勝？___是(名稱__________)___否 

請提供 300~ 500 中(英)文字，敘述「貴單

位簡介/徵才內容」或「相關照片」EMAIL

至 service@tealit.com，或於右方簡述。 

★★求才廣告內容務必清楚、具體為佳，

例如詳細的工作職缺內涵？求職者條件要

求？是否有一定的薪資保障？獎金？福

利及制度？求才廣告越詳細將越能

提高外籍專業人才的應徵意願。

★★  

 

 

http://www.teal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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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ealit.com 求才廣告刊登合約書 
刊登人(單位)茲欲於台灣「博客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代理經營之網站 http://www.tealit.com（以下簡稱 tealit.com）刊登
廣告，刊登人同意遵守合約書各條款規定：   

（為加速開放您的求才廣告及瀏覽外師 VIP 權限，下列資料均需詳實填寫及蓋章回傳，謝謝！） 

＊刊登人（立案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稅籍統編，共 8 位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登人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傳真： (  )                

手機：                ＊ 承辦人親簽(簽名或蓋章)：   
 

1. (必填)廣告刊登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 至 西元     年      月     日。 

2. (必填)廣告刊登費：全部共計新台幣 NT$      元（含「廣告基本方案」及「廣告【增值】加購方案」）。 

3. (必填)廣告基本方案： □ 7 天超級曝光：NT$3700   □ 15 天：NT$3300   □ 30 天：NT$4300   □ 60 天：NT$6300 

                 □ 90 天：NT$9300        □ 180 天：NT$14500   □ 365 天：NT$25000（另加贈首頁 LOGO 輪播） 

4. 刊登人同意於刊登首日下午 17 點前（如遇週末或國定假日，付款可依週末或假日天數順延）壹次繳清全部廣告刊登款項，發票

由 tealit.com 台灣代理博客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開立寄送，付費方式請參考本合約書附件。 

5. 「加強廣告效果」廣告【增值】加購方案：購買本合約書上述「廣告基本方案」者，可加購下列服務內容： 

(1)超級曝光：□ 7 天:NT$1700 □15 天: NT$3000  □30 天: NT$5700  □60 天: NT$9700  □90 天: NT$12700  □180 天: NT$21500 □365 天: NT$39000  

(2)廣告套色：□ 7 天:NT$900  □15 天:NT$1100   □30 天:NT$1700   □60 天:NT$2700   □90 天:NT$3700   □180 天:NT$6500   □365 天:NT$9500  

(3)位置往前（可指定日期）：□ 1 次:NT$900    □ 2 次:NT$1500   □ 3 次:NT$2000   □ 4 次:NT$2500   □____次:NT$________元 

6. 本合約適用中華民國法令及美國法令和判例。刊登人委刊之廣告內容有關法律責任，以及刊登之職務或性質內容，概由廣告刊登
人自行負責。 

7. 刊登人明瞭 tealit.com 僅提供網路徵才服務，tealit.com 無法保證刊登單位於刊登期間內一定尋得刊登人需求之人才，亦不保證應
徵人之人才品質或品格。刊登人之廣告內容有任何冒名、不實或虛偽表示，或與求職者發生之任何爭議，不論應徵期間或錄用前
後，應由刊登人與求職者自行協商或依循正當法律途徑解決。 

8. 為保護求職隱私安全或其他 tealit.com 認為可能衍生的相關風險，刊登人同意 tealit.com 保留刊登人廣告刊登與否之權利。 
9. 刊登人在刊登期間有本合約之任何違約或違反相關法令事實，tealit.com 將即刻終止本合約並停刊廣告且不退費，tealit. com 仍有

其他損害，刊登人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0. 刊登人不得假借他人名義、為他人委託刊登或任何之虛偽刊登，刊登人提供 tealit.com 之廣告內容均屬真實無誤，無任何抄襲、複

製等侵權行為，或其他詐欺、虛偽、引人錯誤、誇大不實或違反法令及公序良俗，如經發現違反本條款任一情形者，tealit.com 將
即刻終止本合約並停刊廣告且不退費，刊登人除自負法律刑責，如仍有造成 tealit.com 之損害，刊登人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1. 為保護求職隱私安全及避免不公平競爭，刊登人於刊登期間內，其經營之商品或服務內容，不得與 tealit.com 所從事之網路求才求
職、外師生活協助、租屋、購物買賣、語言交換、交友等業務相同或類似，其他服務如就業顧問、人力仲介、人力派遣等業務亦
為禁止，即使於廣告刊登後發生亦同。刊登人於 tealit.com 徵才期間所獲之履歷資料及專屬 VIP 查詢服務及查詢帳號密碼僅供自身
徵才之用，不得擅自以無償或有償方式委託刊登人關係企業、其他第三者、就業服務業者或與刊登人相關業務之同業代為處理或
負責，亦不得將履歷資料移作其他商業或非商業目的使用，且刊登人應做好安全保護，不得洩漏、複製或傳輸 VIP查詢服務及查
詢帳號密碼，如經發現違反本條款任一情形者，tealit.com 將即刻終止本合約並停刊廣告且不退費，刊登人並同意負擔刊登費用壹
百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予 tealit.com。若 tealit.com 仍因此有其他損害，刊登人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2. 刊登人刊登期間內知悉或持有之求職者履歷，刊登人只能作自身徵才之用，不得將該履歷轉供第三人利用，亦不得製作名冊（印
刷或電子檔形式等）、從事招攬各項活動，或將之轉作為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利用，如經發現違反本條款任一情形者，刊登人除負
一切法律責任外，tealit.com 將即刻終止本合約並停刊廣告且不退費，刊登人並自願負擔刊登費用壹百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予
tealit.com。 

13. 除非雙方同意提前終止合約，刊登期間任何一方皆不得無故提前終止本合約。刊登期間內，tealit.com 應維護系統設備使刊登人順
利使用，若有無法使用情事，tealit.com 同意對等之天數延長，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 tealit.com 之事由導致發生之事實
不在此限。 

14. 尊重並防止侵害智慧財產權是廣告刊登人及社會大眾的義務，如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秘密與專有技術等，廣告刊登人
不得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刊登人有使用需要，應依法取得相關權利人的事前書面同意，若因刊登人未取得相關智慧
財產之授權造成 tealit.com 損害，刊登人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未經 tealit.com 事前書面
同意，刊登人不得使用或抄襲 tealit.com 為刊登人原創譯著或翻譯之求才廣告內容，亦不得將之轉由第三人使用，亦不得逕自使用、
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如經發現違反本條款任一情形者，tealit.com 將即刻終止本合約並停刊廣告且不退費，
刊登人並同意負擔刊登費用壹百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予 tealit.com，如仍造成 tealit.com 之其他損害，刊登人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5. 因系統管理及系統資源分配，刊登人同意刊登期間內 tealit.com 有權設定刊登人資源搜尋數量上限，若有求職者投訴、檢警調機關
調查涉嫌不法情事、或有其他不當者，將立即停止、限制或調整 VIP 相關使用權限，直到刊登人檢據澄清事實之日為止。 

16. 雙方簽訂之本合約、傳真本、Email 掃描本均視同為正本，刊登人完全同意本合約之真實性與效力。 
17. 刊登人於刊登期間內若發生停業或歇業，本委刊廣告於事實發生之日自動停止。 
18. 雙方同意凡因本委刊合約所發生之法律糾紛與訴訟，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簽約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請在本空格蓋「統一發票章」 或 「刊
登單位立案大章及負責人小章」 



 
 

   

     《 tealit.com 付款方式》 

 

請參考本頁下列資訊，並於廣告刊登次日或增值加購方案 

開始使用次日完成付款並回傳收據至：（02）2331-1608， 

或電話確認：（02）2331-1289 分機 9。 

 

★★   現金 付款方式說明   ★★  
 
 
 

一、銀行匯款（也可  ATM（提款機）【轉帳】） 
  

收 款 人 

 
 

卓越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 館前分行，銀行代號：013） 

  

銀行帳號 
 

001-03-506088-6 

二、郵政劃撥： 
 
 

戶 名 

 
 

卓越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 
 

5041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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