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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四)

上午
9:00-11:00

善化區文康育樂中

心(臺南市善化區

進學路150號－善

化游泳池旁、善化

國小對面)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新市就

服台06-5892322、
5892325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和順駐點 06-

3300978、3563883

近期徵才活動一覽表     更新日期 110/05/11

5/15(六)

下午
2:00- 5:00

南紡購物中心5F

夢想舞台

(台南市東區中華

東路一段366號)

洽詢專線:

06-2930785永華就服台

(當天請親洽活動，現場

備有求職登記表)

2021「台南好生

活 台南呷頭

路」中型徵才活

動

邀請：五鮮級、全家便利商店、光洋應材、群創光電、雲雀國際(藍

屋)、安心食品(摩斯漢堡)、家登精密工業、海底撈、來來超商、遠鼎

(香格里拉遠東大飯店)、爭鮮、媽咪樂、台糖長榮、三商家購-美廉社

等廠商參加設攤，提供店長、店經理、儲備、訂房員、空調冷凍技術

人員、內場傳、備菜員、門市計時人員、無塵室作業員、品管人員、

總機話務員、助理工程師、加工技術員、資料建檔人員、家事服務

員、內外場兼職人員、、、等，代徵超過20間公司參加，提供超過

1600個職缺，歡迎欲求職、轉職民眾踴躍參加。**活動職缺之薪資明

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善化區聯合徵才

活動

「東區衛國里活

動中心」廠商聯

合徵才活動

參加徵才公司臺南紡織、瑩聯精密、堤維西、全聯實業、美廉社、群

創光電、台灣比菲多、立康生技、瑞福食品、傑和機電、豐年豐和

等；代收有欣昱晟、寬仕、宏進、群緯環保、億薈塑膠、信澤實業、

好帝一、劦鑫科技、榮祥實業、鮮自然等廠商;職缺有行政助理、日班

包裝員、暑期工讀生、儲備幹部、各類工程師/技術員(輪班/固定日.夜

班)、倉管員、門市人員、清潔員、研發人員、司機等386個工作機會

***職缺薪資明確標示於徵才活動現場***

5/18(二)

上午
9:30-11:00

衛國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東區衛國

街114巷28號)[長

榮中學對面華南銀

行與京城銀行巷口

進入160公尺右側]

☆設攤廠商：台灣比菲多、劦鑫自動、奇菱科技、銳澤實業、巨蛋展

覽、康揚生化科技、宏遠興業、群緯環保、群創光電、美商創世湃

軻、東和紡織、新世紀光電、琳得科精密塗工、期美科技、艾爾斯半

導體、統新光訊、介聯企業、已久工業、世堃塑膠、瀚宇彩晶、日盛

發、東曹石英、格力科技，共計23家廠商。

☆代徵廠商：宏捷科技、住華科技、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料、澤野

工程、拓和工程、好帝一、東盟開發實業、南寶樹脂、上森景觀，共

計9家廠商。當日提供包裝作業員、產線作業員、機台組裝人員、儲運

倉管員、工安工程師、品保工程師、會場硬體佈置人員、工讀生、業

務助理、倉管人員、儲備幹部、開發研究員、生管專員、清潔1361個

職缺，歡迎求職民眾踴躍參加。**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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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南呷頭

路就業暨暑期工

讀」徵才活動

參加廠商:宏葉新技、華宏新技、欣岱實業、敬祐科技、隆順綠能、官田

鋼鐵、威舜公司、華新麗華、怡州實業、玉膳公司、天發生物科技、東盟

公司、南仁湖、恒大公司..等14家廠商設攤，職缺有日班/輪班技術員、行

政專員、品檢員、化學室檢驗員、機械繪圖人員、設備/機械助理/生管助

理/電機助理/資訊(MIS)工程師、CNC編程工程師、食品加工研發人員、環

安管理師、廠護、業務人員、倉管/工務/水電人員、船務關務人員、堆高

機/天車/車床人員、儲備幹部、主辦會計、廚務人員、管灌配膳營養員、

蘭花栽培員、職業大貨車司機、物流駕駛員、暑期/長/短期工讀生…等570

個工作機會。 **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標示於徵才現場**

邀請:美喆國際、香港商世界健身、堤維西、福維克樂智、群創光電、

福安工業、奇菱科技、瀚宇彩晶、岳盟企業等多家廠商參加；代徵廠

商有群緯環保、台灣穗高、光洋應用材料、好帝一食品、麥當勞、香

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儒億科技、三商家購-美廉社等多家；徵

才職缺:提供超過700個工作職缺。歡迎求職民眾踴躍參加。活動職缺之

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樹谷就

服台06-5895432

郁得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廠內徵才

現場作業員(正職/暑期工讀生/長期工讀生)：線上工作，會有裁線、壓

端、組合工作，學經歷:不拘，日班，週休2日，月薪25000元起
5/17(一)

9:00~11:00

廠商預計邀請岱稜科技、義典科技、碁富食品、東盟開發、暐昌、世堃塑

膠、統奕包裝、東和紡織、已久工業、群創光電、麻豆新樓醫院、郁得等

超過12家以上廠商設攤，提供常日班職缺有自動化設備維護保養檢修、電

機、機械繪圖、日文業務專員、機械製圖助理、品保課級主管、廠務、研

發(助理)研究員、製程工程師/儲備幹部、各類工程師、各類品檢/品管/作

業員/技術員、清潔員、倉庫物料、暑期工讀生、夜間工讀生；輪二班及

三班制職缺有各類操作員/技術員/作業員、各類工程師、照顧服務員等逾

300個。**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6/02(三)

上午
09:00-11:00

台南市安定區中沙

里中崙166號(中崙

工業區台19線路

旁)

5/26(三)

09:30-11:30

新營太子宮活動中

心

(臺南市新營區太北

里45-8號1樓會議室)

意者請親洽活動現場

洽詢電話:官田就服台
06-6990370/6990302

5/26(三)

下午
2:00- 3:30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永華就

服台06-2930785

意者請親洽活動現場/洽

詢電話:佳里就服台06-

7236701

東區復興里活動中

心(臺南市東區裕

忠路456號)

六里聯合活動中

心(臺南市佳里區

東寧里佳東路327

巷20號)

「飛YOUNG一夏~

攏來佳」現場徵

才媒合活動

『復興就業』聯

合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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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穗高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廠

內徵才

5/19(三)

09:30~11:00

台灣穗高工業-永

科廠(永康區永科

東路299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06-3300948

全家便利商店-

店內徵才
5/19(三)

14:00~15:30

全家便利商店-永

華店店內(永康區

永大路二段1266

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06-3300948

伊頓飛瑞慕品股

份有限公司-廠

內徵才

5/20(四)

09:30~11:00

伊頓飛瑞慕品股份

有限公司(關廟區

埤頭里保東路269-

1號-富強鑫廠內)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06-3300948

小北百貨
5/21(五)

14:00~15:30

德高里活動中心

(東區仁和路196

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06-3300948

5/18(二)

14:00~16:00

瀚宇彩晶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

二路35號)

5/25(二)

9:00~11:00

新市就業服務台

(台南市新市區中興

街12號3樓)

儲備幹部：高中職畢/月薪25,000元起/輪班排休制

中班門市人員：高中職畢/月薪26,500元起/中班16:00~24:30,排休制

大夜班門市人員：高中職畢/月薪28,000元起/大夜班00:00~08:30,排休制

**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當天現場招募職務有：CNC車床技師/半技師、CNC車床技術員、CNC銑床技師/

半技師、CNC操作員、生技工程師、品保工程師、品保助理工程師、品管人員、

產線作業員、碳纖維產品研發工程師、噴漆人員、廠務管理師、機電工程師、環

安工程師、保稅業務人員、倉管人員、設計開發工程師、CNC銑床工程師、CNC

車床工程師、設備工程師、設備課-CNC銑床工程師、短期契約工-組配技術員

※高中職畢 **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儲備幹部、副店長：大專畢/月薪24,000元起/輪班排休制

門市計時服務人員：大專畢/時薪160元起/輪三班

正職&兼職大夜班門市服務人員：高中職畢/月薪30,000元起;時薪165元

起/ 23:00~07:00,排休制

**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當天現場招募職務有：輪三班機台技術員、輪三班備料技術員、輪日

中班加工技術員、輪三班洗模技術人員、輪三班維修技術人員、日班

物料技術士

※高中職畢/月薪25,000元起

**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生產部技術

員

高中職畢/無塵室機台操作、產品檢驗/固定班:日班：

07:30~19:30、夜班：19:30~07:30/薪資:日班27,000-36,000

元、夜班33,500-43,000元※能配合日夜支援/加班者/需即時

上班/公司備有免費交通車(行駛:嘉義、台南、高雄)及宿舍

(自費)

5/21(五)現場發

放號碼牌，發

放時間：

9:00~11:00、
13:00~15:00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科學園

區南科七路五號)

※請於活動當天攜帶履歷

(附照片)、筆、身分證件、

手機(掃描QR code填基本資

料-防疫用)親洽活動會場

※請務必準時，逾時不候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2、5892325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新市就

服台06-5892322、
5892325

南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瀚宇彩晶股份有

限公司

正職

技術員

※高中職畢

※1.機台操作、2.畫質檢驗、3.巡檢保養(須配合久站或久坐)

※四班二輪:早班07:30-19:30、夜班19:30-07:30

※月薪30,000-36,500元

※公司備有免費交通車(行駛: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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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寶樹脂股份有

限公司廠內徵才
5/26(三)14:00

~16:00

臺南市西港區中山

路521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樹谷就

服台06-5895432

群創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徵才
5/27(四)

14:00~15:30

協興里活動中心

(新化區協興里太

平街125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歸仁就

服台06-3300948

直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28(五)

9:00~11:00

直得科技

(台南市新市區大

利一路3號)

請於活動當天攜帶證件

親洽活動會場/洽詢電

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2、5892325

包裝作業員

學歷不拘 1.充填、品檢、裝箱、2.久站、3.搬重10-18公斤、(1)固定

日班：08:00-17:00 (2)小中/中班：13:00~21:30；16:00~24:30 (1)月薪

26,348 (2)小中班津貼每日100元 (3)中班津貼每日200元

產線作業員

學歷不拘  1.飲料生產、調配、2.醱酵升溫作業、3.搬重25公斤、(1)

固定日班：07:00-16:00 (2)小中/中班：13:00~21:30；16:00~24:30 (1)

月薪27,448 (2)小中班津貼每日100元 (3)中班津貼每日200元

助理技術員：1.國中（含）以上。2.無塵室生產機台操作、產品組裝、檢測搬

運等。待遇:日班:28,000、夜班:34,000。

設備技術士：1.專科（含）以上。2.無塵室生產機台清潔保養、維護、維修

等。待遇:日班:35,100、夜班:41,100。

以上職缺工作班制及時間:做二休二/日班07:30 - 19:30 / 夜班19:30 - 07:30 /三個

月輪一次。

A.生產操作員(常日班/輪班): 月薪24,490~40,000元，

  另加班費、全勤獎金。

B.成型機台操作員(需配合中班制):月薪:24,490~35,000

  元，另有輪班津貼、夜點費、加班費。

工作內容:1.生產操作員(常日班/輪班): 生產投料及製成品包裝。

2.成型機台操作員: 組立模具、簡易PLC(簡易儀控操作)3.學歷:高中畢。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新市就

服台06-5892322、
5892325

5/31(一)

9:00~11:00

新市就業服務台

(台南市新市區中

興街12號3樓)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製作110.05上述資料若有變動,以公司發布為主)

1. 組立裝配包裝作業員：高職/日班8:00-17:00/月薪31,000~35,000元。

2. 包裝工讀生：高職/日班8:00-17:00/月薪24,000元。

3. 技術員：高職/早班08:00-17:00、中班16:00-01:00、晚班0:00-09:00，需輪班/

月薪31,000~40,000元。

4. 倉庫助理工程師：高職/日班8:30-18:00/月薪27,000~30,000元/具堆高機證照

尤佳。

台灣比菲多醱酵

股份有限公司
6/2(三)

9:00~11:00

艾爾斯半導體股

份有限公司

1.現場作業員：高職/輪二班/早班月薪27,000元起，晚班32,000元起

2.廠務工程師(電力空調) ：專科/常日班/月薪40000元以上/具電匠或冷凍空調證照

3.倉管人員：高職/常日班/月薪25,000~27,000元/需具堆高機證照

4.製程工程師：專科/常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

5.日文製程工程師：專科/常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

6.實驗室分析人員:高職/日班月薪24,000元起、輪班月薪30,000元起

新市就業服務台

(台南市新市區中

興街12號3樓)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

會場/洽詢電話：新市就

服台06-5892322、
589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