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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業」

聯合徵才活動

10/21(四)

上午
9:00-11:00

新市區三里聯合

活動中心(台南

市新市區新和里

民生路112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2、5892325

參加廠商：台灣比菲多、宏遠興業、瀚宇彩晶、艾爾斯半導體、能元

科技、允成化工、聯亞科技、 啟碁科技、亞獵士科技、群緯環保、超

淨精密、緯穎科技、華美光學、晶元光電、家登精密，共15家廠商，

提供1001個職缺。*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標示於徵才現場。歡迎求職

民眾踴躍參加!

2021臺南市旅

館業聯合徵才

活動

徵才廠商有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大飯店、台南老爺行旅、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夏都城旅安平館、劍橋大飯店、台南大飯店、國泰商旅-台南和逸、臺邦商

旅、福爾摩沙酒店、台南大員假日酒店、維悅飯店、天下大飯店、台南富信大

飯店、榮美金鬱金香酒店、南科贊美酒店共15家旅館參加，共提供329個工作

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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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三)

上午
9:00~12:00

台南市政府永華

市政中心二樓中

庭(安平區永華

路二段6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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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橋職向

前』聯合徵才

活動

設攤廠商:三商家購-美廉社、堤維西、玉膳股份、旭暉應用材料、群創光電、

香港商福維克樂智、岳盟企業、統一實業、群緯環保、萬國通路、錸恩帕斯科

技共11家；代徵廠商有迦賢塗裝科技、興南汽車客運、新進工業、統一企業、

宇鋮企業、儒億科技共6家。徵才職缺: 儲備幹部、門市人員、品檢技術員、助

理工程師、廚務人員、箱包針車員、作業員、組立包裝員、儲運管理師、公車

駕駛員、SMT生產技術員、儲運管理師、、、等超過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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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三)

下午
2:00- 3:30

東橋里活動中

心(台南市永康

區東橋十街158

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

場/洽詢電話：永華就服台
06-2930785

「台南好生活

台南呷頭路」

就博會Part3

設攤廠商：台積電、聯電、能元科技、啟碁科技、直得科技司、瀚宇

彩晶、Garmin台灣國際航電、期美科技、美喆國際、宏遠興業、華美

光學、堤維西、群緯環保、全家便利商店、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碳

佐麻里、那波麗士、GAP台灣蓋璞...等超過百家廠商，當天提供逾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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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特色加值：

1.投履歷送好康 2.CPAS職涯諮詢 3.求職顧健康 4.面試摸擬

10/16(六)

09:00~12:00

永康探索教育公

園

(台南市永康區

永平街469巷13

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歸仁就服台06-

3300948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永華就服台06-

2930785

「東區衛國里

活動中心」廠

商聯合徵才活

動

參加徵才公司堤維西、亞太國際、瑩聯輪刷、興美工業、東信輕金、廣吉

食品、穎明工業等；代收有集客、品晶、百翔資源、信澤實業、全聯實

業、瑞福食品、維勝鋼鐵、億薈塑膠等廠商；職缺有人資/行政助理、日

班包裝員、儲備幹部、資訊應用/開發/模具工程師各類工程師/技術員(輪班

/固定日.夜班)、倉管員、門市人員、清潔員、研發人員、司機等逾280個

工作機會***職缺薪資明確標示於徵才活動現場***

10/26(二)

上午
9:30-11:00

衛國里活動中心

(台南市東區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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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和順駐點3563883

/歸仁就服台 06-33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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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岱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官田廠廠內徵

才

製程技術員

10名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工作內容：生產線操作

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上

薪資待遇：月薪25,500~30,000元(加班費、績效獎金另計) 可配

合平日.假日加班者尤佳

10/19(二)

09:00~11:00

欣岱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台南市

官田工業區工業

西路33號)(廠內

徵才)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

官田就服台06-69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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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普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廠內

徵才

檢驗包裝技

術員、日班

技術員

A.檢驗包裝員:薪資:25,000-30,000元。

工作時間:做四休二每班 12小時，每週換班: 早班 :

AM8:00-PM8:00 ; 夜班 PM8:00-AM8:00 B.日班技術員:薪

資:28,000-30,000元。工作內容:A.組配作業員(高中畢):檢

驗、包裝B.日班技術員(專科畢):久站，產品檢驗

即日起至10/27

止

公司地址:新市

區堤塘港路1號

(樹谷園區)

為因應疫情，徵才活動採事先上網

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VSSVEifnpb1x

o71B9，登記至10月27日止，並依

通知時間分流面試。亦可函寄履歷

到公司，洽詢電話：樹谷就服駐點

06-5895432

住華科技(台南

市善化區環東路

二段32號)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活動採現場報名，請於活

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10/27(三)

9:00~11:00

新市就服台(台

南市新市區中興

街12號-新市公

所3樓)

10/26(二)

下午
1:30~3:30

※前段機台技術員：國中畢、生產作業機台操作、四班二輪:日班08:00~20:00、

夜班20:00~08:00、做四休二、月薪31,000~37,000元

※後段機台技術員：國中畢、生產作業機台操作、四班二輪:日班08:00~20:00、

夜班20:00~08:00、做四休二、月薪28,000~34,000元

※PL品質分析技術員：高中職畢、無塵室偏光板檢驗及品質檢驗、四班二輪:日

班08:00~20:00、夜班20:00~08:00、做四休二、月薪28,000~34,000元

※彩色光阻實驗室技術員：高中職畢、依實驗室作業規範實施機台操作與配藥、

前3-5個月為日班08:30-17:30週休二日、可獨立作業後08:00-20:00做二休二，週休

二日，常日班月薪約26,000元、12小時日班月薪約28,000元(含輪班津貼)

※靶材製造技術員：國中畢、靶材研磨.裁切.清洗.清潔.包裝等、輪班:二班制、日

班08:30~17:30、中班17:00~02:00、月薪30,000~33,000元

1.現場作業員：高職/輪二班/早班8:00-20:00-月薪28,000元起，晚班20:00-

8:00-月薪33,000元起

2.製程工程師：專科/日班8:30-17:30/月薪30,000~40,000元/具1年工作經驗

3.日文製程工程師：專科/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諳日文/具1年工作經

驗4.設備工程師：大學/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諳日文者佳

5.日文工程管理工程師：大學/限資訊或化工系/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

諳日文/具1年工作經驗

6.採購管理師：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諳日文/具3年工作經驗

7.MES工程師：大學/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具3年工作經驗

8.資訊工程師：大學/日班/月薪30,000~40,000元/具3年工作經驗

10/28(四)

9:00~11:00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場/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艾爾斯半導體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比菲多醱

酵股份有限公

司

新市就服台(台

南市新市區中興

街12號-新市公

所3樓)

住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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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加工輪

班技術員

工作內容:產線稼動維護等。學歷:高中以上，輪班方式 :

早班08:00-16:00 中班16:00-24:00 夜班00:00-08:00 ，

四班三輪，無經驗可。依學經歷核薪月薪約30,000~35,000

元(以上含伙食津貼.輪班津貼)加班費另計。

機械助理工

程師

設備之保養計劃、異常維修及對應、技術改進等。

學歷:高中以上，機械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依學經歷核薪月薪約30,000~35,000元(以上含伙食津貼.輪

班津貼)加班費另計

早班08:00-16:00 中班16:00-24:00 夜班00:00-08:00  四

班三輪

南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面試時間：依通知分流面試

■面試地點：帆宣系統科技(台

南市善化區大利二路6號)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下

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DdANejd1GsR

WhzBZ7

■報名截止日：10月31日17:00

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視訊面試或南茂

科技(台南市新

市區南科七路五

號)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

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xH9Rfx6HSSX

ZpPkR8

▓報名截止日：10月31日17:00

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帆宣系統科技

(台南市善化區

大利二路6號)

能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1~10/3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TCM廠務氣化系統工程師：高職、廠務端氣體及化學系統運轉操作及相關

工程維護、日班8:00~17:00或四班二輪:日班8:00-20:00、夜班20:00-8:00、月薪

34,000-40,000元(含津貼)

※工安工程師：大學環安衛科系、安全衛生管理、日班8:30~17:30、月薪

31500-40000元

※工程管理工程師：大學理工科系、專案工程施工監造、測試、日班

8:30~17:30、月薪 31500-40000元

※工作地:南科

視訊面試或能元

科技(台南市善

化區大利二路10

號)

10/1~10/3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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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輪班工程師：大學畢(理工相關科系)/機台維修、設備保養/做二休二、需

日夜輪班、日班7:30~19:30、夜班19:30~7:30、月薪34,000~54,000元(輪班津貼

另計)房管理員/倉儲管理員：高中(職)/庫房原物料領退料/成品包裝作業/需日夜

輪班、日班7:30~19:30、夜班19:30~7:30/月薪25,000~42,000元

泰宣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1~10/3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製程設備工程師：機台功能、製程建立與改善、設備故障排除、設備保養維

護等。大學/電機電子維護、機械維護相關科系、日夜輪班/二休二/日班07:30-

19:30/夜班19:30-07:30、月薪35,000元以上

※自動化設備工程師：生產機台與原廠合作進行優化專案並建立系統化的生產

機制、因應新世代機台之導入需外派至國外原廠進行訓練。大學/機械工程、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科系、日夜輪班/二休二/日班07:30-19:30/夜班19:30-07:30、

月薪40,000元以上

※正職技術員：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

業。高中/日夜輪班/二休二/日班07:30-19:30/夜班19:30-07:30、日班-月薪27500

元-33000元(含加班)、夜班-月薪34250元-41500元(含加班)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下

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fKtoHAcjhBuR

MdSF7

▓報名截止日：10月31日17:00

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艾杰旭顯示玻

璃股份有限公

司

為因應疫情，徵才活動採事先

上網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k6mFqKQf

S37Jheoq9，登記至10月30日

止，並依通知時間分流面試。

亦可函寄履歷到公司，洽詢電

話：樹谷就服駐點06-5895432

即日起至10/30

止

公司地址:新市

區風鈴路1號

(樹谷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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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下

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zANTJsXXhpafC

Hcy6

▓報名截止日：10月31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下

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vsFroYAYKgnX

btnn7

▓報名截止日：10月31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台北業務專員：經銷商管理與市場管理/ 零售通路促銷檔期安排/專科/日班8:00-

17:00/月薪33,300元~36,500元/上下班打卡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工務人員：設備電控/設備機械維修/專科/日班8:00-17:00/月薪29,100~33,700元/

中午公司免費供餐

※資訊專員：機房管理/系統維護/網路管理/資安防護/大學/日班8:00-17:00月薪

30200元~35000元

※技術員：現場成品包裝、特殊包裝、原物料之粉碎&搬運、外銷產品製作等/高

職/日班8:00-17:00/中班16:00-24:00/月薪26100元~28700元

※南區餐飲通路業務專員:經銷商管理、盤商渠道服務/專科/日班08:00-17:00/月薪

30,900元~33,500元/上下班打卡地點：新市廠區

※高屏區餐飲通路業務專員:批發商、加工廠、早餐及連鎖餐飲等通路之客戶開發

/專科/日班8:00-17:00/月薪30,900~33,600元

好帝一食品有

限公司

10/1~10/3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視訊面試或好帝

一食品 (台南市

新市區大營里豐

榮160號)

※ERP軟體工程師：熟鼎新Tiptop/專科/日班8:10~17:40/月薪40,000元以上

※MIS資訊工程師：鼎新EasyFlow GP 電子簽核系統程式開發與問題排除/專科/日

班8:10~17:40/月薪40,000元以上

※製造現場輪班技術員：現場各工站製造作業/學歷不拘/輪三班/月薪

26,000~30,000元

※研發正/副研究員：具高分子、有機合成專業經驗/碩士/日班8:10~17:40/月薪

40,000元以上

※助理工程師：專科/材料工程/化學工程相關科系/日班8:10~17:40/月薪

28,000~33,000元

※業務工程師：業務推廣、技術服務/大學/日班8:10~17:40/月薪36,000~40,000元

※品保工程師：品保系統執行及管理/專科/日班8:10~17:40/月薪40,000元以上

※品保助理工程師：進料與成品檢驗/高中/日班8:10~17:40/月薪25,000~30,000元

※製程正/副工程師：具製程相關之經驗/專科/日班8:10~17:40/月薪35,000~40,000

元

10/1~10/31

視訊面試或律勝

科技(台南市善

化區南科九路8

號)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製作110.10(上述資料若有變動,以公司發布為主)

律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