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設攤廠商 產品 提供職缺 職缺數 產業別

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佛教觀音村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台
南市私立觀音村老人養護靜修院

養護中心
會計人員、財務主管、護理人員、
總務人員、人力資源經理、社工人
員、總務主管、行政督導長

10 服務

2
晶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花月嵐日
式拉麵

日式拉麵
正職人員、專職人員、計時人員、
(身障)計時人員

32 服務

3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福
門市儲備幹部、店務助理、早晚班
工讀生

20 服務

4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南區
儲備餐廳經理、實習襄理、計時服
務員

100 服務

5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百貨零售服務業 儲備幹部、門市人員 25 服務
6 勝大體育用品社 鞋類 門市人員 20 服務
7 晶城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家事管理服務 清潔管家 15 服務
8 台灣艾瑪 書籍銷售 圖書銷售員、幼教推廣、童書銷售 26 服務

9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旅館住宿、餐飲服務、會議場地
租借

餐飲儲備幹部、西廚助手、中餐服
務員、房務員、養護工

9 服務

10 台灣國際語文教育協會
語文才藝教學、語文才藝演講(含
朗讀)

語文才藝演講實習工讀生、電腦操
作/資料輸入人員/企劃助理、活動
主持人及執行助理、語文才藝指導
教學老師、活動專案企劃

96 服務

11 太子保全(股)公司 保全業
工廠保全人員、豪宅保全員、豪宅
清潔員

10 服務

12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公司 保全服務業 保全員 10 服務

13 永安高爾夫鄉村渡假俱樂部 高爾夫球場
櫃檯、場務、餐旅服務人員、房務
清潔人員、杆弟、水電、廚師、業
務專員

23 服務

14
順遠工程有限公司
(媽咪樂居家清潔)

居家清潔服務 居家清潔管家、業務客服專員 17 服務

15 私立聯成電腦短期補習班 電腦課程 資訊工程師、課程規劃師、電腦講 10 服務
16 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容保健相關產業 纖體美容師 100 服務
17 三商行-全家福事業部 鞋類零售 門市接待員 10 服務

18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美語教育服務業
電腦課程招生顧問、美語門市招生
人員(非本科系也可應徵)、巨匠儲
備菁英店長

45 服務

19 東京都保全(股)公司 保全業 保全員 13 服務
20 統大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文教 行政秘書、英語老師、日語老師 11 服務

21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地中海料理/歐式香草烤雞/炸雞/
漢堡飲料等

儲備幹部、計時服務員 12 服務

22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便利商店 儲備主管、儲備幹部、計時工讀生 40 服務
2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便利商店 時薪人員 20 服務

24 劍橋大飯店 住宿服務業
餐服員、房務員、房務組長、服務
員、櫃檯員

12 服務

25 TOYOTA南都汽車(股)公司 汽車銷售 銷售顧問、接待專員 6 服務

26 美食達人(股)公司-85度C 餐飲服務
門市工讀生、門市正職人員、門市
儲備幹部

35 服務

27 碳佐麻里 日式燒烤 洗滌、廚助、晚班正職、中班正職 9 服務
28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容美體業 美容師 30 服務

29 千葉火鍋(欣冠達股份有限公司)
火鍋餐廳(吃到飽)、敦堤牛排、
厚米套式火鍋

店經理、儲備店長、儲備副店長、
領班、儲備幹部

44 服務

30
台灣糖業(股)公司量販事業部嘉
年華購物中心

量販服務 儲備幹部、(身障)營業員 20 服務

31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能電池 技術員、(身障)技術員 105 科技

32 日月光半導體(股)公司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
生產助理員、設備工程師、儲備幹
部、製程工程師、繪圖工程師(正)

100 科技

33 奇美電子(股)公司 TFT-LCD顯示器 生產線技術員、(身障)行政助理 152 科技
34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電容世觸控感應器及觸控面板模 技術員、(身障)技術員 110 科技

35
正達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
分公司

1.光學玻璃之化學強化及物理強
化加工，應用在掃描器、防潮
箱、護目鏡等。
2.玻璃印刷加工，應用於耐高
溫、酸鹼尚且需印刷之玻璃。
3.LCD玻璃基板之印割，研磨清
洗鍍膜，應用在觸摸式螢幕手
機、電腦等，電子相關產品。
4.TFT研磨加工

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技術
員、品檢員

76 科技

36 華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鏡頭模組、觸控面板 無塵室組裝員、無塵室品檢員 105 科技

37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製造部門助理技術員、品管助理技
術員、三次元量測人員、現場儲備
幹部、機構研發、塑膠模具組立/放
電/鉗工、沖壓模具設計/組立

249 科技

38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亮度發光二極體(LED)磊晶片
及晶粒

磊晶工程師、製程工程師、研發工
程師、設備工程師、技術員

40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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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晶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LED
技術員、製程後段工程師、環安工
程師、磊晶工程師、製程助理、助
理工程師、(身障)技術員

34 科技

40 安瀚視特股份有限公司 TFT-LCD玻璃基板

熔解助理工程師、品保高級工程
師、CS課高級工程師、洗淨工程
師、日語專業口譯及翻譯、電機助
理工程師、熔解技術課技術員、捆

33 科技

41 益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LED晶粒、目檢 品管檢驗人員 10 科技

42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軟式印刷電路板
產品檢查技術員、操作技術員、(身
障)產品檢查技術員、(身障)操作技
術員

204 科技

43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偏光板等光電產品 靶材技術員 13 科技

44 慶康科技(股)公司 電子零件製造
CNC車床技術員、業務高手、開發
工程師

7 科技

45 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
機構工程師、光學工程師、安規工
程師、染色/複材技術元(儲備幹
部)、染色/複材技術員(派遣)

16 科技

46 瀚宇彩晶(股)公司 TFT-LCD 技術員 80 科技

47 上曜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NC作業員、CNC工讀生、印刷技
術員

51 傳產

48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車燈
IE工程師、品工專員、現場儲備幹
部、SMT作業員

14 傳產

49 飛樂科技有限公司
掃地機、洗地機、工業用集塵
機、充電機

電子人員、製圖人員、機械組立 5 傳產

50 美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刺繡貼花臂章、刺繡布、傢飾
布、新娘禮服布…等

品整員 20 傳產

51 三合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產飼料 倉管、作業員、業務 18 傳產
52 臺鍍科技(股)公司 鋼鐵成品浸熱鍍鋅 技術人員 10 傳產

53 泳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起重工程、環保回收設備
專業經理人、業務採購、配管、鋼
構、技術員、採購助理

10 傳產

54 富雅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裝飾材
行銷人員、研發人員、儲備幹部、
品管專員、電腦維修人員

11 傳產

55 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司錦興廠 印刷電路板 操作員、作業員 100 傳產

56 高群鈑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金屬製品

電腦製圖員、焊接技術員、機械手
臂焊接技術元、倉管員、產品設計
人員、品檢作業員、Laser技術
員、業務助理

16 傳產

57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汽、機車零配件
倉管人員(堆高機駕駛)、射出成型
機操作員、油壓機操作人員、產品
包裝作業人員

65 傳產

58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瓶、軟管、束帶
財務儲備幹部、輪班技術員、輪班
品保員、輪班包裝員

61 傳產

59 微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瑜珈墊等
研究員、國內業務專員、國外業務
主管、開發工程師、開發助理、廠
務主管、採購、品管人員

12 傳產

60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塑膠用熱轉印膜(TF)、膜內
射出膜(IML)、膜內轉印膜(IMR
Foils)

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工程師 23 傳產

61 益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產業設備材料 業務人員 2 傳產
62 阜億實業(股)公司 針織蕾絲 作業員、機械工程師 10 傳產

63 基益企業(股)公司 汽車零組件製造業

倉管人員、國內採購人員、生管人
員、開發素材工程師、專案素材工
程師、品規工程師、品保檢驗人
員、Oracle ERP工程師、成品倉庫
管理人員、CNC機台操作員、組立

33 傳產

64 友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螺絲製造
業務人員、國際行銷物流、成型技
術員、分檢操作員、模具設計工程

14 傳產

65 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螺絲帽、汽車扣件
工程人員、品管人員、資訊人員、
成型人員、攻牙技術員

16 傳產

66 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扣件、模具
CNC車床技術員、機械加工人員、
天車操作員

12 傳產

67 台灣穗高工業(股)公司 自行車製造
設計開發工程師、CNC銑床技術
員、CNC車床技術員、(身障)組立

27 傳產

68 天成輸配電工程有限公司 台電公司配電外線工程承攬商
大貨車司機、技術員、配電線路裝
修養成人員

43 傳產

69 日商台灣關口工業(股)公司 印刷電路板 作業員、機械工程師 30 傳產

70 南區人才招募中心 全民國防安全
志願役軍官、志願役士官、志願役
士兵

2369 公部門

5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