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設攤廠商 產品 提供職缺 職缺數 產業別

1 成碩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人力招募

正職技術員、品檢員/技術員、
製配作業員、沖壓作業員、吊掛
品檢員、現場作業員、車床員、
包裝作業員

210 服務

2 私立非凡文理短期補習班

國高中國文老師、國高中英文老
師、國高中數學老師、國高中生
物老師、國高中地科老師、國高
中班務導師

12 服務

3 台南私立康慈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老人福利機構 護士、照顧服務員、司機 7 服務
4 高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 食品作業員 25 服務
5 萬宇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駐警衛 保全人員 4 服務
6 巧克力汽車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轄區經銷商 業務員、引擎技師、客服專員 6 服務

7 亞太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
組立技術員、清洗作業員、正職
技術員、組裝技術員、(身障)倉
管技術員、(身障)包裝員

171 服務

8 御手企業管理社 服務業
技術總監、門市店長、儲備幹
部、足底推拿技師、經絡按摩技

28 服務

9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公司 金融財務 儲備幹部、儲備主管 15 服務
10 永誠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遊學證照諮詢 業務、電話行銷 14 服務
11 和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養護 護士 2 服務
12 髮秀仕瞬型屋 設計師 2 服務
13 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 機動保全員 1 服務
14 鵲巢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洗碗工、行李服務員 3 服務

15 儀大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零售業

品牌設計主管、服裝設計助理、
服裝美工圖案設計、業務-儲備
幹部、商品企劃-儲備幹部、視
覺設計師、平面設計師、打版技
術員、經營分析專員

11 服務

16 熊本式拉麵專賣店 日本拉麵專賣店
日本拉麵廚房專職-料理調配
員、台南總店日本拉麵-儲備幹

7 服務

17 台糖長榮酒店 餐旅 健身中心服務員 2 服務

18
有限責任台南市新大同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

承攬台南市政府居家服務業務 居家服務督導員、照顧服務員 4 服務

19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 保險業 業務員 10 服務

20 艾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
背光模組技術員、觸控面板技術
員、運動器材大廠作業員、設備
清洗作業員

150 服務

21 宏盛鑫商務飯店 飯店服務業 櫃檯員、房務人員 2 服務

22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

門市正/兼職 20 服務

2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醫療服務 三班制護理人員、藥師 21 服務

24
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關子嶺
分公司

泥漿溫泉、住宿設備、餐飲 會議服務員 2 服務

25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觀光飯店 房務員、餐飲服務員 5 服務
26 新大南科大飯店 櫃檯員、廚師、業務助理 7 服務
27 諾亞方舟餐廳 西餐 儲備幹部 2 服務
28 異人館餐廳 餐飲 外場計時人員、廚房計時人員 60 服務

29 全球華人(股)公司台南分公司 人力派遣
無塵室技術員、製造部檢驗員、
製造部技術員、無塵室目檢員

155 服務

30 芮可企管顧問(股)有限公司 人力派遣
正職-檢查技術員、派遣-倉管
員、派遣-包裝人員、派遣-吹袋
人員、派遣-裁剪人員、(身障)工

13 服務

31 天慈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 護士、照顧服務員、司機 6 服務
32 奕銓有限公司 液晶螢幕 作業員 50 服務

33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分公司

人力派遣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25 服務

34 華肝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IgY抗體/基因檢測/IgY複合食品 醫院行政管理人員 20 服務
35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加油站業 加油服務生 84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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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昇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能電池
技術員、品檢員、設備工程師、
製程工程師

140 科技

37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健類食品 現場技術員 5 科技
38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C封裝測試 正職-技術助理 50 科技

39 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彩色濾光片
製造助理工程師、設備維修助理
工程師

30 科技

40 迎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片、擴散片、導電膜

光電倉管原、品服工程師、光電
研究工程師、研發副工程師、光
電濺鍍生產工程師、(身障)設備
組裝技術員

7 科技

41 泰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設備及其他工程業
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工地主
任、水系統工程師、電氣工程師

39 科技

42 勁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廠務助理、作業員 19 科技
43 元能股份有限公司 不鏽鋼線材 操作人員 5 傳產

44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尼龍粒、尼龍原絲、聚酯加工絲
儀電助理工程師、製程助理工程
師、輪班技術員

46 傳產

45 全球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植牙值體牙根、人工骨板骨
釘手術器械

品保/品檢人員、製圖員 2 傳產

46 東鋒機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設備製造、安裝 電機配電箱組裝員 2 傳產
47 坤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PU泡綿 化工人員、包裝工讀生 3 傳產
48 農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飼料製造 會計、作業員 2 傳產

49 昇明國際(股)公司 眼鏡、面罩
強化技術員、射出技術員、射出
技師

18 傳產

50 崙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鋼管加工 生管人員 1 傳產

51 業晟企業有限公司 螺帽加工
成型技術員、攻牙技術員、壓置
技術員

10 傳產

52 台灣鎮裕南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潤滑油零配件、精密儀器銷
售

潤滑油銷售專員、汽車引擎技
師、汽車檢驗員

18 傳產

53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公司 精密設備
薪酬專員、機構工程師、財會專
員、倉管人員、技術員

14 傳產

54 永捷高分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u樹脂製造 公務員、現場操作員 7 傳產
55 廣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製品 模具人員、擠型機作業員 6 傳產
56 立翰實業(股)公司 汽門嘴 作業員、操作員 5 傳產
57 亞鈿股份有限公司 LED燈泡 作業員 30 傳產
58 北衛興業有限公司 柴油引擎發電機組 機械組立.噴漆.維修工程人員 5 傳產

59 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藥、食品、化妝品
研發人員、品管人員、顆粒製造
人員

6 傳產

60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機水電、空調、消防系統等設
計、規劃、施工及監造、材料設
備通路

機電/監造工程師、業務人員、
主辦會計、國貿人員、繪圖行政
工讀生、儲備幹部

13 傳產

61 寶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太零組件
CNC車床技術員、銑製工程師、
製程工程師、專案工程師

4 傳產

62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金工具鋼、不鏽鋼、調質鋼、
高清淨鋼等零組件製作開發

CNC操作人員、品檢技術人員、
機械工程師、保養維修工程師

19 傳產

63 大成長城企業(股)公司
育種豬/雞、飼料、冷凍電宰肌
肉

生產技術員、種雞飼養技術員、
修護員、雞肉分切員、種豬飼養
技術員

17 傳產

64 芊卉國際園藝股份有限公司 花卉批發業

包裝作業員、經營管理主管、行
政事務秘書、農作物栽培工、押
匯及報關人員、儲備幹部、行政
總務人員、園藝栽培公、行銷部

27 傳產

65 新晟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一般機械操作工、品管檢驗人
員、機電整合工程師、儲備幹
部、作業員

22 傳產

66 台灣百事實品股份有限公司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倉管人員、作業員 17 傳產
67 昆慶工程有限公司 模版工程、裝潢工程 粗工、營造工程師、模板工 63 傳產

68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酯加工絲、胚布、成品布、塑
化紡織相關業

儲備幹部 100 傳產

69 矜輝實業有限公司 矽、橡膠產品製造 行政助理、一般機械操作工 13 傳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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