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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A PROGRAM

最悠久的MA制度歷史、最豐富多元的培訓資源、

最能綻放光芒的國際舞台。

歡迎SMART菁英加入，與各路好手攜手合作，

拓展國際版圖、引領數位潮流，一起翻玩金融，

Make your life Amazing！

Program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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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SAVVY MOBILITY AMBITION

RESILIENCE TEAMWORK

您是我們在找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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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PPLY?

1. 2022年中信金控儲備幹部招募專用履歷表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與成績單

3. 英語或日語能力檢定證明 

    (外籍人士請提供中文及英文證明)

請依甄選面談地區，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資料

Email至ba.ma@ctbcbank.com

收件截止：3/21(一) 23:59前

申請方式

1 填寫專用履歷表

2 備妥審查資料

寄出申請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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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加入中信金控經營管理儲備幹部，將可從總部高階主管

的策略觀點，了解金融業務營運的各個面向，掌握經營

脈動與創新趨勢，並分析現狀、發掘問題、尋求最佳

解決方案，以達成組織整體之願景與目標。兩年期的

培訓過程中，將實際參與高階主管會議、大型專案，

並透過跨部門輪調，系統性地學習專案管理的原理與

方法，以及策略分析的工具和技巧，藉此培養邏輯思考、

企業診斷與策劃能力。中信金控將以最快的速度，企業診斷與策劃能力。中信金控將以最快的速度，

培養您成為未來獨當一面的國際企劃主管人才。

歡迎積極熱忱、不怕挫折、勇於追求新知、觀察力敏銳

及數理邏輯分析能力強的您，加入經營管理儲備幹部

陣容！累積企劃力與國際金融歷練，就從這開始！

BUSINESS DEVELOPMENT MA

中國信託金控

經營管理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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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中信金控財務管理團隊是企業營運的重要核心，除了

提供營運和財務資訊外，更提出策略評估、資源配置

建議，扮演策略夥伴的重要角色，並持續為公司競爭

優勢及價值提升做出重要貢獻。

加入財務管理儲備幹部，您將學習運用財務專業技能，

規劃與分析各項財務管理決策，例如績效管理、費用

管理、資本管理及財務規劃等，以做為公司經營的重要

推手。在財務分析的過程，您也能了解如何剖析企業

營運在不同構面的績效表現，從中提出對公司有益的

改善建議；並有機會追隨公司國際化的腳步，成為

兼具海外工作經驗的財務專業人才。

歡迎觀察力敏銳、數理邏輯分析能力強的您，加入

財務管理儲備幹部計畫！

FINANCIAL MANAGEMENT MA

中國信託金控

財務管理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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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企業成功經營的關鍵基石在於是否擁有足夠的優秀人才，

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人才培育制度是中國信託能

夠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在近年來中國信託海外擴

張的腳步下，建立全球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推動區域人

才發展將是人力資源的重要使命。

加入人資管理儲備幹部計畫，您將在兩年內熟悉人資

各領域功能。透過參與專案協助制定人力資源政策，

學習組織設計、人力規劃、績效管理、獎酬福利、

訓練發展；並依照事業策略協助擬定及執行人力計劃，

朝向企業策略夥伴目標邁進。

如果您是勇於創新、態度積極、擅長溝通及團隊合作的

優秀人才，歡迎加入中國信託人資管理儲備幹部的行列

，隨著我們進軍海外開拓市場腳步，成為全球人力資源

策略專家。

HUMAN RESOURCES MA

中國信託金控

人資管理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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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中信銀行法人金融團隊為企業提供量身打造的完整金融服務方案，

包括商業借貸、國際貿易、資本市場籌資、金融商品交易等業務。

近年法金業務積極擴張海外版圖，已跨足海外14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110個海外分支機構，聚焦佈局大中華、日本、東南亞、

北美等地區，是臺灣最國際化的銀行。海外拓展為中信銀行重點

策略，以邁向一流國際金融機構格局為目標。

加入法人金融儲備幹部，您將在兩年期間，接受完整與

全面性法人金融業務、產品規劃、企劃策略與風險管理等總部

單位輪調訓練，快速培養紮實金融專業能力，挑戰個人潛能；

並在兩年後，持續增強國際歷練、拓展海外視野；更有機會

在短時間內站在管理者的視角，培養思考的高度與格局，

成為獨當一面的企業財務顧問或金融產品管理師。

法人金融儲備幹部的未來將以臺灣為根據地，放眼世界舞台，

歡迎積極熱忱、具高抗壓性且樂於享受挑戰的您加入，

躋身全球銀行家之列！

INSTITUTIONAL BANKING MA

中國信託銀行

 法人金融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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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國際金融業務菁英 (International Banking Associate, IBA)

是市場唯一為期三年的國際金融業務人才儲備計畫。

第一階段將在台灣養成全方位的金融專業與業務能力、

並進行第二外語的培訓；第二階段將分發至海外分支

據點，進行為期一年半的實戰歷練。三年完訓通過評鑑

與考核後，將快速提升為客戶經理。

本次招募國際金融業務菁英保障年薪近百萬，並提供

跨國培訓。歡迎有意願深耕法人金融領域、挑戰國際

金融業務的新鮮人，加入中信創造自己的未來國際舞台。

 INTERNATIONAL BANKING ASSOCIATE

中國信託銀行

國際金融業務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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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中信個人金融團隊跨足數位金融應用、新興支付實務、海外
分行營運、頂尖財富管理、消費金融服務等業務。選擇個人
金融儲備幹部，除了有量身打造的金融專業學程外，藉由兩年
完整的輪調計畫、同時參與跨部門合作專案，培養邏輯思考與
策略規劃能力，快速累積不同產品及客群行銷的實務經驗，
淬鍊為兼具金融知識及實務歷練的專業經理人。

中信個人金融團隊是臺灣財富管理、消費金融與支付金融的
先驅，以設計思考、大數據分析等方法洞悉不同客群的需求，
並結合智能演算及敏捷開發，推出了「Home Bank」APP、智動
GO智能理財、對話式ATM等多元創新的數位金融服務。此外
進一步結合外部場景，與各產業龍頭合作推出多元支付工具，
共同建構產業生態圈，使金融服務融入於日常生活行為中，
滿足廣大客戶及用戶的金融需求。滿足廣大客戶及用戶的金融需求。

個人金融儲備幹部提供具備積極主動、創意無限及高度企圖心的
您，一個嶄露頭角的舞台，我們將漫天飛舞的創意付諸行動、
落地執行，並深耕於用戶的生活圈。讓我們在數位應用、金融產品
及客群行銷上，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端，引領台灣金融新浪潮！

RETAIL BANKING MA

中國信託銀行

個人金融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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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中信銀行資本市場團隊歷年來屢次獲選為「臺灣最佳外匯交易
銀行」，交易量不僅市場第一、交易室規模更是業界最大，有完整
豐富及創新的產品線，持續提供客戶資金規劃、管理財務風險
的解決方案，舉凡店頭或集中市場外匯、利率、債券、股票，
及其相連之衍生性商品和信用衍生性商品都為其業務範疇。

加入中國信託銀行資本市場專業菁英，您將透過商品銷售、

金融交易、資金管理、市場風險、後台清算等業務單位輪調，

讓您對各類金融商品與業務知識有完整的概念與基礎，並透

過專案任務指派與實際觀摩學習，迅速學習資本市場的實務

運作及各類金融商品操作。此外，透過定期的晨會分享，讓您

在瞬息萬變且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中，掌握各國即時財經動態、

參與全球股債匯市交易、感受市場即時波動，學習專業角度參與全球股債匯市交易、感受市場即時波動，學習專業角度

判斷市場，快速成為獨當一面的資本市場專家。

不論您是來自金融、理工、人文或其他領域的菁英，只要您
懷抱熱情、獨立思考、追求卓越，歡迎加入資本市場專業菁英
的行列，與我們一起掌握金融脈動！

TREASURY ASSOCIATE

中國信託銀行

資本市場專業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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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科技團隊以打造數位銀行能力為核心，實現國際化經營能力
為願景，透過「打造創新研發環境」、「推動資訊架構現代化」、
「發展新型態金融商品和創新服務」，並以客戶體驗為中心價值實
踐科技金融新生活。

加入科技儲備幹部，您將與來自金融業、科技業、新創及各行業神
人夥伴協作與共事，參與「人工智慧技術、區塊鏈、雲端科技、
場景實驗與客戶使用驗證、資訊架構及資安治理改革」等新穎專案，
一同創新並驅動變革。

第一年的培訓中，將為您奠定全方位業務知識基礎，第二年實務應
用歷練深耕深化專才訓練，拓展視野與提升專業企劃力，並可獲得
與國內外Fintech業者及國際頂尖科技顧問公司交流協作、參與高階
管理層會議等難得經驗，快速積累專業知識、掌握業務全貌。

不論您主修資工、資管、理工、統計、商學或其他學科，
或是來自各科技新創領域的菁英人才，只要對未來充滿想像、
求新求變、追求卓越、挑戰極限，期望成為轉化創新想法並具
體實現的領航家，您就是我們要尋找的優秀人才！

TECHNOLOGY MA

中國信託銀行

科技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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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中國信託銀行風險管理團隊具備前瞻性的國際風管戰略視野，
以多元思考、專業分工、有效整合思維形塑風險管理文化，
持續建置風險管理先進工程、推動業務發展的密切連結。
我們擁有領先業界的風險管理團隊，亦為業務團隊的最佳
夥伴，屢獲國內外具指標性專業機構之獲奬肯定。

中國信託銀行風險管理團隊有各類風險的專業分工，包含資產
負債管理、法金信用風險、個金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
風險、國家風險、氣候變遷風險等，亦有跨風險的整合協調。
有志於深耕風險管理領域發展之人才，加入中國信託銀行，
將參與跨風險輪調訓練計畫，藉由深入各風險規劃單位之核心
專案、金融科技及衡量技術開發及運用，將累積對於風險管理
跨領域之經歷，亦有機會於過程中探索自身適才適所之舞台。

風險管理企劃人才之關鍵能力須具備策略思考、跨界合作、
與洞察分析能力外、視野寬廣與願意接受各風險管理領域之
新議題挑戰，更是一位風險管理儲備幹部之必要條件。我們
歡迎對各風險領域充滿探索熱情、積極靈活與具優質企劃能力
之有志者，一同加入風險管理儲備幹部培育計畫，於可見的
未來，中國信託風險管理工作將成為您樂於長期發展之職涯!

RISK MANAGEMENT MA

中國信託銀行

風險管理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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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ACANCIES

台灣人壽榮獲多項國內外大獎，再奪國際3大獎肯定，連續四年蟬聯

《全球品牌雜誌》「全球品牌獎」之「臺灣最佳壽險品牌」，

同時也連續第四年榮獲《國際財經雜誌》「國際財經獎」之

「臺灣年度創新壽險公司」，及第三年榮獲《全球商業觀點雜誌》

「全球商業觀點獎」之「臺灣最佳壽險公司」，持續以創新產品

、服務及技術，滿足客戶需求。在成長的浪潮中，邀請優秀

人才與我們一起大顯身手！人才與我們一起大顯身手！

加入保險數位儲備幹部，您將可培養保險數位轉型、

客群數據分析及專案企劃能力。

透過參與公司重要專案，讓您了解客戶分析模式、客群分類邏輯

及資料分析技術，持續培養您保險各項數位轉型規劃能力，

搭配最新Insurtech潮流和紮實的專案參與，最終讓您成為

專業的保險數位規劃人才。

INSURTECH MA

台灣人壽台灣人壽

保險數位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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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ERIOD

人資初選面談
<含適性測驗>

4月中旬

專業簡報面談
5月

錄取通知
5月中下旬

報到
7/4

線上測驗
4月中旬

履歷資料審核
～3月底

申請截止
至3/21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