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活動名稱
職缺 條件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包裝作業員
國中畢;充填/品檢/裝箱/需久站/搬重10-18公斤;固定日班:08:00-17:00、

小中/中班:13:00~21:30、16:00~00:30;日班:月薪26,348元、小中/中班:月

薪28,448~30,000元/加班費另計。

理貨員
國中畢;冷藏作業區/搬重10-18公斤；固定日班:08:00-17:00、非固定休

六、日，排休制；月薪27,548元/加班費另計。

堆高機人員

國中畢;成品/原料進出貨/冷藏區作業/具堆高機證照;固定日班07:00-

16:00、輪三班排休制:日班08:00-17:00;中班16:00-00:30;夜班00:00-08:30;

固定日班月薪27,548元/加班費另計;輪三班月薪28,700~32,900元/加班費另

計。

品保管制員
專科畢；成品規格/微生物檢測/製程管制/檢驗；中班16:00~00:30/夜班

23:30-08:00；月薪30,900~32,000元/加班費另計。

參加徵才公司美商德盟、亞太國際、中興保全、東信輕金屬、小北百貨、永

芳鐵鍊五金、瑩聯輪刷；代收有茂迪(園區分公司)、優貝克、榮祥實業、信

澤實業、集客開發等廠商。職缺有人資/資訊/業務/生管助理、採購/展示專

員、日班包裝員、業務/現場生管人員、儲備幹部、各類工程師/技術員(輪班/

固定日.夜班)、中班/大夜賣場人員、大貨車隨車人員、倉管員、儲備幹部、

模具繪圖等228個工作機會***職缺薪資明確標示於徵才活動現場***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

場/洽詢電話：永華就服台
06-293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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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3(四)

09:00~11:00

新市就服台(台南

市新市區中興街

12號-新市公所3

樓)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

場/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
06-5892325

台灣比菲多醱

酵股份有限公

司

110/12/23(四)

09:30-11:00

小東社區活動中

心3樓(台南市東區小

東路198巷24弄52號)[

小東路三媽臭臭鍋旁

巷口進入左側,小康幼

兒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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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小東社區

活動中心廠商

聯合徵才活動

意者請親洽活動現場/洽詢

電話:佳里就服台06-

7236701

「攏來佳~福虎

昇豐」現場徵

才媒合活動

廠商預計邀請碁富食品、義典科技、佳里麥當勞、康那香企業、國聯保全、

已久工業、官田鋼鐵、世堃塑膠、群創光電、東盟開發、翰蔘生技、統奕包

裝、強新工業等13家以上廠商設攤，提供常日班職缺有銷售行政人員、助理

(採購/機械製圖)、IPQC、電機、自動化設備維護保養檢修、倉庫物料人員、

電器維修技工、環工助理工程師、各類工程師、各類品檢/品管/作業員/技術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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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維

修員、服務員、咖啡師、外送員、保全/安檢員等逾300個工作機會。**活動

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111/01/05(三)

09:00-11:00

六里聯合活動中

心(台南市佳里區

東寧里佳東路327

巷20號)

110年「就業列

車」聯合徵才

活動

徵才廠商:有台南大員、全家、亞奎納斯、美喆、能元科技、啓耀光電、統一

實業、堤維西、黑橋牌、儒億科技、中石化、旭暉應用、豆府、南紡建設、

瑋傑、福爾摩沙酒店、小北、可成、全一電子、南台彩藝、南西國際、美廉

社、群創光電、瑩聯輪刷、穎明工業、聯合再生能源、鴻仲生物科技等廠商

設攤，台灣國際航電、好帝一、直得科技、茂迪、桂盟、香格里拉等廠商代

徵提供2,355個職缺。*活動職缺之薪資明確地標示於徵才現場。

110/12/29(三)

10:00-12:00

14:00-16:00

永華市政中心十

樓禮堂(台南市安

平區永華路二段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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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元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

產線技術員

(四班二輪)

公司產品: 超高亮度發光二極體(LED)磊晶片及晶粒

工作條件: 高中職(含)以上畢

工作內容有:1.製程設備操作。(蒸鍍/化學/黃光/研磨/切割/點測/目檢

/量測/記錄)    2.部分站別需久站、搬重物、操作顯微鏡、黃光及接

觸到化學藥劑。   3.須著全套無塵衣。    4.須配合輪、加班。    5.須

依站別人力及產能狀況配合調動。

110/12/28(二)

09:00~11:00

請事先電話預

約面試

佳里就業服務台
(佳里區中山路417

號-佳里地政事務所

一樓大門口右手邊

走到底)

※請準時出席，逾時不候！採電

話預約報名，額滿為止！活動當

天開放部份現場報名※當天請攜

帶畢業證書正本(最高學歷)、2吋

照片一張、筆、身分證※預約電

話:佳里就服台06-7236701

GARMIN台灣

國際航電股份

有限公司

110/12/28(二)

13:00~15: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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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電話：樹谷就業服

務駐點06-5895432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

場/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
06-5892325

群創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
110/12/28(二)

09:00-11:00

請於活動當天親洽活動會

場/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
06-58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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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夜班:34,000元。 3.工作班制及時間:固定日班:8:00-17:00週休二日、輪二班/做二休二/日

班：07:30 - 19:30 /  夜班：19:30 - 07:30 /三個月輪一次。

設備助理工程師：1.高職（含）以上，理工科系相關尤佳。2.無塵室生產機台清潔保養、維護、維修

等。待遇:日班:35,100元、夜班:41,100元。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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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工作班制及時間:固定日班:8:00-17:00週休二日、輪二班/做二休二/日

班：07:30 - 19:30 /  夜班：19:30 - 07:30 /三個月輪一次。

瀚宇彩晶股份

有限公司

新市就服台(新市

區中興街12號-新

市公所3樓)

110/12/29(三)

09:00~11:00

製造/設備技

術員

*高中職畢

1.製造現場機台操作/換線

2.機台巡檢保養

3.畫質檢測

4.產品外觀檢查及包裝

5.須配合長時間久站或久坐

※工作時間：

a.輪二班：日班07:30-19:30、夜班19:30-07:30，

做二休二，四個月換班一次

b.固定日班： 07:30-19:30，做二休二

c.固定夜班： 19:30-07:30，做二休二

※薪資：

a.輪二班：月薪30,000-37,000元

b.固定日班：月薪30,000-32,000元

c.固定夜班：月薪35,000-37,000元

*加班費另計(優於勞基法之加班費率)

※公司提供免費員工交通車，行駛: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新市就業服務台

(台南市新市區中

興街12號3樓)

職缺名稱:固定班-日/夜班作業員，學歷:國中以上

 (一)薪資: (週日休 每月平均工作18天)

     日班月薪27,000元以上、夜班月薪33,000元以上

(二)工作內容:組裝、包裝、無塵室等作業。

(三)時間:日班08:00-19:30、夜班20:00-07:30

(四)公司福利:免費交通車、每班二餐餐費補助、優惠認股(美股)、育兒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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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

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fKtoHAcjhBu

RMdSF7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31

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好帝一食品有

限公司

視訊面試或好帝

一食品 (台南市新

市區大營里豐榮

160號)

律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南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視訊面試或南茂

科技(台南市新市

區南科七路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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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視訊面試或律勝

科技(台南市善化

區南科九路8號)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

以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zANTJsXX

hpafCHcy6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

31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

06-5892325

強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台南市佳

里區海澄里萊芉

寮12之19號)可至

佳里台填寫履歷

表隨約面試時間

▓活動採線上預約

https://forms.gle/6datXdoDcL

btxxHP7

▓職缺詳細內容請查詢「台

灣就業通」網頁:

https://reurl.cc/mvjGAV

▓即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五)中午12:00

▓洽詢電話：佳里就服台06-

7236701-2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

至以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vsFroYAY

KgnXbtnn7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

31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

06-5892325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高雄辦事處業務專員：批發商、加工廠、早餐及連鎖餐飲等通路之客戶開發、

公司產品銷售推廣/專科/日班08:00-17:00/月薪30,900~33,600元

■工務人員：設備電控/設備機械維修/專科/日班08: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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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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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7:00/中班16:00-24:00/月薪26100元~28700元

■品檢人員：進料檢驗、製程檢驗、成品檢驗/大學/日班08:00-17:00/月薪

26,100~31,700元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ERP軟體工程師：熟鼎新Tiptop/專科/日班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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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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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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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7:40/月薪

28,000~33,000元

※業務工程師：業務推廣、技術服務/大學/日班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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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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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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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7:40/月薪35,000~40,000元

※包裝員:高職/成品包裝/出貨，需能搬重物/倉儲管理，熟悉倉庫作業程序/日班

08:20-17:40/月薪27,000~32,000元

強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半導體超潔

淨管操作員

(限定腔體、

抽孔、銲接

站)

【公司產品】: 線材、潔淨管

【薪資待遇】: 月薪27,500-46,000元。

【工作地點】: 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萊芉寮12之19號

【報名方式】:

▓意者可以採取線上報名或至佳里台填寫履歷表後通知分流

到廠面試，請先至以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6datXdoDcLbtxxHP7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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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工程師：高中、表面處理相關各項作業、日班8:30~17:40、月薪26,000~30,000元。

※品檢助理工程師：專科、各項QC作業、組立包裝作業、無塵室作業環境需著無塵服、日班

8:30~17:40、月薪27,000~35,000元。

※長期工讀生：高中、表面處理各項作業、主管交辦事項、日班9:00~17:20 (7H)、時薪160元。

※貨車司機：高中、貨車運輸收送貨、日班8:30~17:40、月薪30,000元~35,000元。

※真空幫浦維修工程師：專科、各式真空幫浦保養維修作業、日班8:30~17:40、月薪

30,000~40,000元

※CNC銑床工程師：高中、CNC設備操作生產、日班8:30~17:40、月薪25,000~35,000元

※精密加工儲備幹部：專科、負責整合工廠生產與管理、日班8:30~17:40、月薪26,000~35,000元

※享夏、冬季季獎金   ※外縣市者供宿

■活動採線上預約，請先至以

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hxdkLt3Z2tK

J5H2ZA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31

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超淨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視訊面試或超淨

精密(台南市新市

區環東路一段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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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宣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12/01~12/3

1

依通知分流面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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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9Rfx6HS

SXZpPkR8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31

日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視訊面試或能元

科技(台南市善化

區大利二路10號)

能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12/01~1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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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資料若有變動,以公司發布為主)(自111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月薪25,250元，時薪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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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ANejd1GsRWh

zBZ7

■報名截止日：110年12月31日

17:00止

■洽詢電話：新市就服台06-

589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