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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二路 6 號 統一編號 22099131 

營業項目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池製造業、照明設備製造業、能源技術服務業、其他化學

材料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公司福利 團保、三節獎金、教育訓練、分紅、交通車(技術員)、績效獎金 

職缺名稱 半導體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畢 需求人數 約 4000 人 

工作內容 

維持生產線高效能運作，並透過改善設備效率，

使製程最佳化，協同跨領域工程師及廠商，合作

解決良率議題及開發專案，引領半導體最新技術

發展 

工作地點 台南市善化區 

薪資待遇 
博士：每月約 6 萬、碩士：約 4 萬 6、 

學士：約 3 萬 9，另有年終獎金及員工分紅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職缺名稱 技術員/工程技術員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約 4000 人 

工作內容 
生產線機台操作、貨品搬運、成品檢驗、機台及

產品異常狀況處理 
工作地點 台南市善化區 

薪資待遇 25000-32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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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現場輪班技術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現場工作機械操作  

2.生產線配置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 

薪資待遇 27000-31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職缺名稱 機械工程師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生產與加工機台設備維護與改善 

2.設備保養潤滑勤務及保養規劃 

3.流體化床鍋爐維修 

4.具機械組裝能力及工程施工評估能力等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 

薪資待遇 31000-36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公司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光華街 100 號 統一編號 94025264 

營業項目 

種苗業、合板製造業、塑膠膜、袋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電共生業、塑膠

膜、袋批發業、化學原料批發業、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食品添加物批發業、化

學原料零售業、食品添加物零售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禮金/三節禮品/供餐/員工旅遊補助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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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儀錶工程師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製程儀錶系統維護，製程油壓系統維護，汽電儀

錶系統維護，儀錶系統規劃工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 

薪資待遇 31000-36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機械技術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機械安裝、維修與設備操作控制人員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樹區 

薪資待遇 27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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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經三路 26 號 統一編號 76027628 

營業項目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電子材料批發業、電子材

料零售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供餐、交通車、年度免費健康建查 

職缺名稱 設備工程師(需輪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畢業 需求人數 30 

工作內容 

1.定期維護、保養生產設備機台 

2.生產機台故障排除及異常查修 

3.設備問題改善及異常分析與追蹤處理 

4.維持生產機台設備的正常運轉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28500 元+輪班津貼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職缺名稱 生產助理員(固定早班/固定夜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50 

工作內容 

無塵室作業、英文機台介面、操作機台、看顯微

鏡、需久站、需搬重 15 公斤~20 公斤、電腦操

作能力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23800-35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職缺名稱 儲備幹部(固定夜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畢業 需求人數 30 

工作內容 

1 維持產線的正常運轉、並掌控產線每日產出量 

2.協助管理商討有關生產線製程、產品規格、作

業人員管理等問題 

3.協助生產流程動線規劃、並負責人員生產排線  

4.有製造場管理或領班經驗尤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28500 元+輪班津貼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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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聯鋼鐵 

公司地址 高雄市岡山區興隆街 600 號 統一編號 23218395 

營業項目 
其他機械製造業、五金批發業、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機械批發業、國際貿易業、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公司福利 具育兒/托兒服務 

職缺名稱 機械工程師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協助處內進行各課資料彙整及各項工作推行 

2.產線各項生產相關工作、製程改善、品質改善、

設備維護改善 

3.TPM 工作推動、基本 office 文書處理 

  (機械相關科系畢)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33000-38000 元(加班另計)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資訊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網路系統、電腦系統、終端設備規劃建置及 

設備維護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33000-38000 元(加班另計)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機械維修人員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機械維修、安裝、整備/電焊及氧乙炔切割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30000-35000 元(輪班津貼、加班另計)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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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聯鋼鐵 

   

職缺名稱 天車手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吊運鋼胚及鋼捲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30000-35000 元(輪班津貼、加班另計)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機械維修人員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機械維修、安裝、整備/電焊及氧乙炔切割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30000-35000 元(輪班津貼、加班另計)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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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新竹科學園區科學路 160 號 統一編號 12800225 

營業項目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國際貿易業、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電池製造業能

源技術服務業、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產品設計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

入業、醫療器材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光學儀器製造業、模具製造業自動控

制設備工程業、機械安裝業、資訊軟體服務業、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合成樹脂

及塑膠製造業、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免費交通車接駁 

職缺名稱 設備技術士   

職缺類別 品管／製造／環衛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00 

工作內容 無塵室生產機台清潔保養、維護、維修等工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路竹區 

薪資待遇 日班 33000 元起、夜班 39000 元起 休假制度 做 2 休 2 

職缺名稱 助理技術員     

職缺類別 品管／製造／環衛 職缺學歷 國中畢 需求人數 200 

工作內容 無塵室生產機台操作、產品組裝、檢測及搬運等 工作地點 高雄市路竹區 

薪資待遇 日班 26000 元起、夜班 32000 元起 休假制度 做 2 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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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總部大樓工廠 

 

 

 

 

 

  

公司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中三街９號 統一編號 89004161 

營業項目 

1.積體電路封裝與測試 

2.印刷電路板組裝與測試 

3.系統組裝與測試 

公司福利 

勞/健/團保、生日/中秋節/勞動/端午節發放禮券、員工(眷屬)獎學金、員工婚嫁/

陪婚假/陪產假、婚喪禮金/住院慰問金、辦理員工國內公司旅遊、完整之教育訓

練培養、辦理員工全身健康檢查、員工餐廳提供營養及廉價之豐富膳食、健全之

福利會及工會組織、激勵/績效獎金、員工關懷與協助 

職缺名稱 操作工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66 

工作內容 

英文介面之相關機台走動式操作及產品搬運 

(約 25公斤有輔助工具)與顯微鏡與 X-ray 檢測核

對，需接觸高溫機台語化學藥劑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31025-33148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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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3-1 號 3 樓 統一編號 22636630 

營業項目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粉末冶金業、機械設備製造業、

其他機械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其他電機及電

子機械器材製造業、一般儀器製造業、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機械批發業、

精密儀器批發業、電子材料批發業、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精密儀器零

售業、機械器具零售業、電子材料零售業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三節獎金 

職缺名稱 助理工程師(早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維修及保養機台,(大學電子.機械.電機相關科系畢) 

經驗者尤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社區 

薪資待遇 早班月薪 2873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做 2 休 2 

職缺名稱 製程工程師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製程改善,(大學電子.機械.電機相關科系畢)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社區 

薪資待遇 350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做 2 休 2 

職缺名稱 助理工程師(晚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維修及保養機台,(大學電子.機械.電機相關科系畢) 

經驗者尤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社區 

薪資待遇 33030 元起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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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 47 號 統一編號 84649266 

營業項目 
煉鋼及連鑄用各類不定型耐火材、料煉鋁用各類不定型耐火、材料耐火材料不定

型預鑄塊、焚化爐用爐體不定型耐火材料、各種工業窯爐用之不定型耐火材料 

公司福利 年節獎金、年終獎金、三節獎金、誤餐費、國外旅遊、員工定期聚餐 

職缺名稱 資管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熟悉鼎新 ERP 系統管理與維護  

2.公司 ERP 使用者教育訓練與協助問題排除                     

3.管理與維護公司資訊機房的基礎架構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38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研發工程師     

職缺類別 工程／研發／生技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材料相關科系)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依公司需求做材料研發 

2.登錄研發試驗過程，並提供其他部門技術支援 

3.供應商原料 QRcode 管理、相關客戶問卷回覆 

4.協助部門主管提出之需求做化學實驗、化工相

關專利實驗開發 

5.規劃製程並協助製程異常改善及追蹤、製品品

質管制 

6.化學反應槽機台操作、儀器分析與化學檢測 

7.配合主管之交付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33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環安衛工程師   

職缺類別 工程／研發／生技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進行環評簽證、廢棄物處理廠等各式證照申請

使企業符合目前環保規定 

2.簡報製作，提出防止、預防環境污染方案或規劃 

3.計畫書之撰寫與可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4.管理工程進度、工程品質、勞工安全、工程成本 

5.完成主管交付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3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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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 1-19 號號 5 樓 統一編號 16451445 

營業項目 
電器批發業、電器零售業、運動器材批發業.、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電池製造業、

製造輸出業. 

公司福利 

勞健保、加班費、男性員工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特別休假、產假、員工體

檢、勞退提撥金、年節獎金、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三節獎金、激勵獎金、

伙食津貼、國內旅遊、尾牙 

職缺名稱 研發部-電子設計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鋰電池保護板開發設計 

2.零件評估及產品驗證 

3.產品功能規劃/設計/驗證 

4.產品承認書撰寫 

5.量產技術轉移，問題分析改善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研發部-機構設計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鋰電池機構開發設計 

2.零件評估及產品驗證 

3.產品功能規劃/設計/驗證 

4.產品承認書撰寫 

5.量產技術轉移，問題分析改善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8000-44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倉儲人員(儲備幹部)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依據製令單提供相對應物料至產線 

2.確保物料數量與 ERP 系統一致 

3.管理產線退回的物料 

4.落實先進先出原則 

5.負責進出貨點收,歸位管理 

6.主管交辦事項 

7.將物料與物料標示放於正確位置,並定期盤點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2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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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茂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工程部-電子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新產品相關製程導入與問題分析排除 

2.技術文件撰寫 

3.電子線路異常分析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2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工程部-機構工程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須熟悉產品機構設計與結構評估讓新機種導入 

2.產線生產問題點分析排除 

3.熟悉 2D 及 3D 繪圖設計及檢討。 

4.機構材料的測試與選用。 

5.產品試作與測試。 

6.產品製程規劃,SOP 製作. 

7.生產治具規劃製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2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業務專案管理師 AM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維繫公司既有客戶及開發新客戶、建立良善互

動關係。 

2.參與開發、協調，執行專案之任務。 

3.使用線上即時對話系統，幫助顧客解決問題，

提供良好服務品質。 

4. 客戶專案及產品管理 

5.專案進度管控,跨部門協調 

6.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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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茂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採購人員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交期跟催回覆及訂單異常狀況處理。 

2.新供應商開發及提供材料市場資訊。 

3.推行 C/D 專案及規劃與執行。 

4.預測及掌握原料交期與物料成本。 

5.物料規劃、下單、交期確認、庫存 Control。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0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勞工安全衛生與環保管理之相關業務執行與申報. 

2.勞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3.協助辦理員工教育訓練 

4.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5.作業環境衛生及勞工健康管理 

6.ISO14001 之推動與維護. 

7.定期檢查與消防安全等事宜 

8.協助廠護系統之維護運轉與人員事故處理與排除 

9.協助與支援場/工務相關業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2000-36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業務專案管理師 PM 

職缺類別 資訊／軟體／系統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客戶專案及產品管理 

2.訂單,出貨,排程,帳款處理 

3.專案進度管控,跨部門協調 

4.成本控管,資源分配協調 

5.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2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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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發鋁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橫山一巷 6 號 統一編號 86465359 

營業項目 鋁門窗成窗及材料批發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 

職缺名稱 技工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鋁料擠出及拉伸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25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技術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鋁門窗組裝。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25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倉管人員 

職缺類別 物流／運輸／資材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庫存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25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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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中華路 1245 號 統一編號 70785139 

營業項目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子材料批發業、電子材料零售業、管理顧問業、模具製造

業、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其他機械製造業、國際貿易業、基本化學

工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供餐/供宿(需自付 1000 元) 

職缺名稱 技術員/品管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20 

工作內容 
機台操作，異常處理，品質檢驗分析，部份單位

需穿著全套無塵服及使用顯微鏡 
工作地點 桃園市新屋區 

薪資待遇 300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做 4 休 2 

需輪班 

職缺名稱 設備助理工程師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例行設備保養與維護，設備異常排除，有相關工

作經驗者佳，無經驗者電子、電機、機械系畢者

亦可培訓 

工作地點 桃園市新屋區 

薪資待遇 310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做 4 休 2 

需輪班 

職缺名稱 設備助理工程師-保養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例行設備保養，設備異常排除，有相關工作經驗

者佳，無經驗者電子、電機、機械系畢者亦可培

訓 

工作地點 桃園市新屋區 

薪資待遇 310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做 4 休 2 

固定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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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淼昇電子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品檢人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顯微鏡，目檢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2684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日班/週休 2 日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格致街 463 之 1 號 統一編號 54205114 

營業項目 電子器材、電子設備批發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供餐 

職缺名稱 操機人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4 

工作內容 機台操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2684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夜班/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出貨人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堆高機操作，電腦進/出貨，具堆高機證照 

需熟 EXCEL 及 WORD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2884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日班/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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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加工出口區南二路 4 號 統一編號 29187237 

營業項目 電子組裝用的印刷電路板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供餐 

職缺名稱 操機人員 

職缺類別 工程／研發／生技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30 

工作內容 操作機台、品檢、包裝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25000-28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夜班 

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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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潔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61 號 10 樓之 1 統一編號 86899209 

營業項目 
污水管清理工程、自來水管清理工程、空氣污染防制工程、廢棄物清理/清除、水

處理工程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供餐 

職缺名稱 機械頭手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協助機械組裝、配合現場看圖施工、電焊及乙炔

使用 
工作地點 高雄市小港區 

薪資待遇 38000-45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工務技術員 

職缺類別 工程／研發／生技 職缺學歷 國中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推高機吊掛作業要證照  

2.汙泥裝袋作業 

3.烘乾汙泥機台操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28500-31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中班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工務技術員 

職缺類別 工程／研發／生技 職缺學歷 國中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清理水池作業 工作地點 高雄市鳳山區 

薪資待遇 28500-31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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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職安衛生管理人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釐定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指

導有關部門實施  

2.規劃、督導工地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

理，工地安全衛生設施及檢點與檢查有關人員

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察、危害通識及

作業環境測定  

3.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乙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技術士/具營造業現地及公共工程

相關經驗 1 年以上尤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35000-50000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公司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75 號 19 號樓之 3 統一編號 28299071 

營業項目 
地下水及土壤污染場址整治、營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剩餘土石方清除處理、

土方工程、拆除工程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 

職缺名稱 篩選分類作業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營建土石方及廢棄物等物料篩選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25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怪手(挖土機)司機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工地開挖及物料裝車 

2.土方工程-地下士深開挖工作 

3.怪手(挖土機)機具日常保養維護(須具備挖掘機

證照)具三菱 200 以上怪手駕駛技能，具上述經

驗 3 年以上 

工作地點 高雄市仁武區 

薪資待遇 35000-55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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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職缺名稱 SMT 機台操作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國中以上 需求人數 20 

工作內容 SMT 操作人員/插件/手焊/烙鐵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大夜班 

週休 2 日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 505 號 統一編號 28198236 

營業項目 文教、樂器、育樂、電器用品批發業、電器零售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考核通過可轉正 

職缺名稱 SMT 機台操作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協助 SMT 機台的基礎操作與維護或協助產品

工、組裝、測試、檢驗 、調整、異常處理等 

2.管理產線換線上下料、備料及換、補料作業 

3.依據樣品與 BOM 表核對各零件位置是否正確 

4.生產管理、人員管理、效能管理、交期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700-33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大夜班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組裝/測試/包裝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國中以上 需求人數 20 

工作內容 操作機台/產品組裝/產品檢查，會操作電動起子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大夜班 

週休 2 日 



 

21 
 

第一伸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70 號 統一編號 82001528 

營業項目 基本銅件製造、電子器材、電子設備批發 

公司福利 具旅遊補助、生育津貼、生日禮金、結婚禮金、定期體檢 

職缺名稱 操作員   

職缺類別 財務／金融／保險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機台操作（具天車堆高機、3 噸以上起重機執照佳） 工作地點 高雄市小港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大夜班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出納   

職缺類別 財務／金融／保險 職缺學歷 大學以上畢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出納作業（具會計相關經驗）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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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 537 巷 16 號 統一編號 75955457 

營業項目 自動控制設計、製造,電路板機體電路整合設計、製造,PC BASED 應用;機電整合 

公司福利 勞保、健保、員工團體保險、三節獎金 

職缺名稱 自動化配電技術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自動化設備配電、維護、安裝 工作地點 
楠梓加工區/ 

高雄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24000 / 時薪：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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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曜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路 26 號 統一編號 16734726 

營業項目 
鐵板螺絲，鑽尾螺絲，機械螺絲，木螺絲，奇柏螺絲，乾牆螺絲，傢俱螺絲，水

泥螺絲，塑板螺絲並依客人需求製作，包裝出口 

公司福利 

1.享勞健保/員工退休金提撥/員工團保  

2.工時、休假、請假依勞基法  

3.節金/工作獎金/年終獎金 

4.免費供餐/員工在職訓練/提供外縣市人員交通、住宿補貼 

職缺名稱 技術人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不限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

常運作。 

2.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貨等

作業。 

3.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 

4.填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距離。 

5.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序事宜。 

6.技術培養 

7.有螺絲經驗更佳 

8.需願意配合加班與職務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岡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4000-26,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職缺名稱 品管人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不限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檢查、測試、或測量材料、產品、裝置，使之

符合規格 

2.使用測量儀器（如：尺規或測微器等）測量產

品的尺寸以符合規格。 

3.分析及解釋藍圖、數據、手冊和其他材料，以

確定規格、檢驗程序、測試程序、調整方法、

檢定方法等。 

4.有鼎新 ERP 系統經驗者 

5.收集或挑選樣本，以進行測試或作為模型使用。 

6.分析、計算測驗數據，以確認測試結果 

7.巡檢加工廠 

8.需願意配合加班與職務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岡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4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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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曜實業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生管人員(含育嬰假職代)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不限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ERP 展單生產，擬定生產計畫，掌握最佳產品

生產進度。 

2.負責產銷協調，俱備跨部門溝通協調能力。 

3.規劃生產排程，連絡上下製程廠商，協調生產

事務。 

4.場外包裝流程規劃並追蹤 

5.歡迎應屆畢業生，本公司有完整的培育計劃 

6.需願意配合加班與職務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岡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4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職缺名稱 倉管人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不限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理貨作業( 併版、裝櫃、貼大麥、自動倉儲的運

作、包材領退料的運作、配件領退料的運作) 

2.物料進出管理 

3.定期清點物料 

4.定期追蹤複查庫存與紀錄是否相符有無損壞 

5.定期清潔庫存存放廠區、工具、設備或貯藏室 

6.主管交代事項 

7.需願意配合加班與職務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岡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4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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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51 號 6 樓之 1 統一編號 16464764 

營業項目 彩色鋼板及金屬複合板維護工程、環保節能綠色建材代理行銷 

公司福利 勞保、健保、週休二日、勞退提撥金 

職缺名稱 現場工程師 (高雄)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安排工程進度,掌握施工狀況   

2.負責工程事務規劃   

3.監控工程規劃與執行   

4.進場材料盤點   

5.工程請款.驗收與結算 

工作地點 
高雄 

(需外派出差) 

薪資待遇 月薪 35000 起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排休) 

職缺名稱 現場工程師(台中)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安排工程進度,掌握施工狀況   

2.負責工程事務規劃   

3.監控工程規劃與執行   

4.進場材料盤點   

5.工程請款.驗收與結算 

工作地點 
台中 

(需外派出差) 

薪資待遇 月薪 35000 起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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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井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51 號 6 樓之 1 統一編號 22101615 

營業項目 彩色鋼板及金屬複合板維護工、程環保節能綠色建材代理行銷 

公司福利 需配合輪班、輪班津貼另計、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 

職缺名稱 電鍍技術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電鍍製程處理、生產線操作  

2.自主檢驗作業(生產品質確認) 

3.生產線故障排除、不良率控管  

4.執行 5S 環境維護作業。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9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輪班制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沖壓技術員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沖壓機台操作  

2.協助搬運產品、回收捲盤及廢料處理  

3.5S 環境維護作業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9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輪班制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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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 248-3 號 統一編號 70849751 

營業項目 高精密電阻、超低阻電阻、薄膜高頻電感、超薄矽晶片電容等高階被動元件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 

職缺名稱 機台操作及維修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測包機設備操作、維修、維護、CCD 設備維修、

設定、操作、相關自動化設備維修維護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34000 元 休假制度 

大夜班 

23:00 至 07:30 

週休二日 

加班:依工作需要 

職缺名稱 機台操作及維修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4 

工作內容 

設備維修、組裝能力、簡易電腦操作能力、參數

調整、定期保養、維持設備稼動率、生產品質、

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4000-39000 元 休假制度 

大夜班 

23:00 至 07:30 

週休二日 

加班:依工作需要 

職缺名稱 機台操作及維修 

職缺類別 製造業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測包機設備操作、維修、維護、CCD 設備維修、

設定、操作、相關自動化設備維修維護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3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 

07:30 至 16:00 

週休二日 

加班:依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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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117 號 6 樓 統一編號 42670234 

營業項目 提供自行車甲租乙還的租賃服務 

公司福利 
員工團體保險、僱主意外責任險、年終獎金、婚、喪、喜、慶補助、生育補助 

三節禮品、生日禮物、購書補助 

職缺名稱 維調專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以上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自行車及租賃設備保養維修、租賃場站設備保養

與維護、自行車調度系統規劃與管理、自行車搬

運調度運作管理、主管交辦事項、需備機車/汽車

駕照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7000 元 ~ 31000 元，薪資包含加班費及

績效獎金 
休假制度 

日班/晚班 

(需輪班)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維調計時人員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以上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協助調度解、綁車、搬運自行車、自行車維修、

現場疑難狀況排除，需備機車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多個班別 

排休 

職缺名稱 維調專員-大夜班 

職缺類別 技術／維修／操作 職缺學歷 高中以上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自行車及租賃設備保養維修、租賃場站設備保養

與維護、自行車調度系統規劃與管理、自行車搬

運調度運作管理、主管交辦事項、需備機車、汽

車駕照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7000 元 ~ 31000 元，薪資包含加班費及

績效獎金 
休假制度 

大夜班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客服駐點計時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以上 需求人數 30 

工作內容 
發傳單、協助民眾註冊及教學使用。 

定期 3 個月(6 月~8 月)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 休假制度 
早班/午班/ 

月排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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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117 號 6 樓 統一編號 16740494 

營業項目 生活民生必需品、美妝商品、生鮮食品 

公司福利 團險(PT 依照工時申請)、教育訓練、三節獎金、年度免費健康檢查 

職缺名稱 PT 人員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5 

工作內容 

顧客服務、收銀結帳、商品進貨陳列、生鮮商品

處理、門市清潔與維護。工作時間依各店排班調

整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60 元 休假制度  

職缺名稱 助理營業員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5 

工作內容 

顧客服務、收銀結帳、商品進貨陳列、生鮮商品

處理、門市清潔與維護。工作時間依各店排班調

整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 元 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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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廉社(三商家購)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4 號地下一層之 1 號 統一編號 54164937 

營業項目 民生消費百貨 

公司福利 三節獎金等 

職缺名稱 儲備店長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賣場作業(如收銀、補貨)及管理，可久站、搬貨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 元 休假制度 
輪兩班(無大夜)

月排休 8 日 

職缺名稱 儲備幹部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賣場作業(如收銀、補貨)及管理，可久站、搬貨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 元 休假制度 
輪兩班(無大夜)

月排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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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145 號 5 樓 統一編號 97301707 

營業項目 食品製造、零售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三節獎金(正職) 

職缺名稱 店務助理/儲備店長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協助店長日常營運管理    

2.顧客服務 

3.產品製作   

4.清潔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3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 

月休 8-9 日 

職缺名稱 門市服務人員 

職缺類別 客服／門市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顧客服務    

2.產品製作   

3.清潔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 休假制度 
排班制 

月休 8-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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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詮鋼鐵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 47 號 5 樓之 2 統一編號 54217630 

營業項目 建材、食品什貨、五金、化學原料批發、鋼材二次加工業 

公司福利 勞保、健保、特別休假、新制退休金提撥 

職缺名稱 國貿業務專員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國外業務開發、資料建立、維護及契約整理歸檔  

2.處理國外客戶的詢價與報價及訂單處理作業  

3.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等。 

工作地點 高雄市苓雅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 元-4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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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58 號 統一編號 85961513 

營業項目 新車銷售及售後維修服務保養、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批發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銷售獎金、保險獎金、年終績效獎金、三節績效獎金、競賽獎金、節

日禮卷、配件獎金、分期、租賃獎金、中古車查估獎金、勞/健保、員工團保、職

災保險、勞退雇主提撥、國內外旅遊、春酒晚會、親子活動、激勵餐會、伙食費、

晉升管道、特休、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女性同仁生理假、產檢假、健康檢查、

特約商店優惠、員工購車/維修優惠、結婚、生育津貼、喪葬奠儀、急難救助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北高營業所(三民、左營)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九如營業所(鼓山、前金、鹽埕)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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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青年營業所(新興、苓雅)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新興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岡山營業所(岡山、橋頭、燕巢、路竹)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岡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湖內營業所(湖內、茄萣)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湖內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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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瑞豐營業所(前鎮、五甲、鳳山)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三多營業所(苓雅、鳯山、前鎮)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苓雅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旗山營業所(旗山、田寮、內門、美濃)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旗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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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鳳山營業所(鳳山、鳥松、大樹、大寮、仁武)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鳳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楠梓營業所(楠梓、仁武、大社)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右昌營業所(右昌、左營、楠梓)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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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小港營業所(小港、前鎮)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小港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鳳林營業所(鳳山、大寮、林園)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大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潮州營業所(潮州、萬巒、內埔)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潮州鎮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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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東港營業所(南州、新園、崁頂、林邊、枋寮)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東港鎮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北屏營業所(屏東、九如、里港、鹽埔、長治)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屏東營業所(屏東、內埔、萬丹、大樹、大寮)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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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北屏營業所(屏東、九如、里港、鹽埔、長治)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職缺名稱 TOYOTA 銷售顧問-屏東營業所(屏東、內埔、萬丹、大樹、大寮)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銷售及介紹汽車、預約試乘、協助顧客愛車定

期保養、顧客經營等各項服務。  

2.各種汽機車保險辦理、原車融資貸款、分期貸

款服務。  

3.協助展場及顧客關懷活動。  

4.中古車價值勘估及相關諮詢。  

5.專業汽車美容與配件服務。 

工作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3800-28800 元 休假制度 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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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6 號 統一編號 80234156 

營業項目 百貨零售業 

公司福利 

依個人績效表現，發放月、季、年終獎金、視個人績效升遷調薪，不考慮年資。

婚喪喜慶津貼、三節禮卷(品)、生日禮卷、生日假、員購優惠等，福利佳－勞、

健、團保，勞退提繳 6% 

職缺名稱 門市人員 

職缺類別 批發及零售業 職缺學歷 專科畢(以上) 需求人數 4 

工作內容 

1.顧客服務、商品銷售諮詢。  

2.商品陳列：上、下架作業、櫃位調整。  

3.商品管理：訂貨、補貨、退貨、庫存管理。 

4.更換檔期作業：活動 POP 陳列張貼、商品更價

執行、貨架調整等相關作業。  

5.維護店舖及商品清潔。  

6.支援作業：收銀、跨店支援、跨部門協助、配

合輪調等。  

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新北市新店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30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月休 8-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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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2 號 6 樓 統一編號 24944747 

營業項目 食品什貨批發業、餐館業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供餐/員工制服/消費折扣/員工聚餐/生日禮品/年資獎金/年終獎金 

職缺名稱 外場餐飲服務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依照公司安排桌號給予入座顧客全程桌邊服務、

接待及引導、餐點介紹、協助顧客點餐、維護環

境…等。 

工作地點 新北市新店區 

薪資待遇 
實習正職:外場時薪 170 元  

正式正職:起薪 31500 元起  
休假制度 

早班/中班/晚班

兩頭班/小夜班

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內場傳.備菜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擺盤傳菜、食材準備、食材調理、廚房清理、從

基層培育為營運幹部、學習管理內場事務及營運

管理。 

工作地點 新北市新店區 

薪資待遇 
實習正職:外場時薪 165 元  

正式正職:起薪 31500 元起  
休假制度 

早班/中班/晚班

兩頭班/小夜班

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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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佐麻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南一路 85 號 統一編號 59144094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業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供餐、員工用餐招待、年終尾牙、同仁生日禮金、每月職工福利券發放 

職缺名稱 外場早晚班工讀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外場顧客服務(點單、送餐、收桌服務、洗滌、

產品解說及服務顧客需求 

2.負責顧客收銀結帳、店內清潔規範等相關事宜  

3.具親和力、配合公司調度人員支援或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 休假制度 
日班夜班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全職外場服務空班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現場外場工作、外場顧客服務(點單、送餐、收

桌服務、洗滌、產品解說及服務顧客需求)  

2.負責顧客收銀結帳、店內清潔規範等相關事宜  

3.具親和力、配合公司調度人員支援或輪調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2000 元 休假制度 
兩段班 

月休 9 日 

職缺名稱 廚房、冷檯、吧檯助手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出餐擺盤、原物料備製、食材切修準備、口味調

配、環境清潔、食材處理 冷檯：冷檯壽司與沙拉

製餐、出參拜盤、原物料備製、食材切修及備製、

口味調配、環境清潔、食材完整處理冷肉的處理

與切修、現流魚處理  吧檯：飲料調製、原物料

備製、甜點製作及裝飾、環境清潔、清潔杯器、

水果切製 

工作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2000 元 休假制度 
中空班 

月休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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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松河街 410 號 4 樓 統一編號 27766105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二節獎金/供餐/年度免費健康檢查/免費制服送洗/每月發送員工

優惠券/優惠員工餐 

職缺名稱 外場兼職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5 

工作內容 顧客招呼、接待、服務、餐點介紹提供、環境整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起 休假制度 
排班 4-8 小時 

週休 2 日 

職缺名稱 內外場正職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外場：顧客招呼、接待、服務、訓練指導、營運

管理學習  

內場：廚務、料理調理、訓練指導、營運管理學習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3000 元 休假制度 
輪三班 

月休 9-10 日 

職缺名稱 內場兼職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廚務、料理調理、環境整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58 元起 休假制度 
排班 4-8 小時 

週休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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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師傅滷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82 號 統一編號 86058536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業 

公司福利 團險/教育訓練/供餐 

職缺名稱 中式爐台師傅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準備食材並烹調菜餚  

2.掌控菜餚的擺盤與出菜的順序  

3.進行廚房內的衛生管理工作  

4.與同事或經營者共同討論菜色與菜單 

5.負責研發新菜色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35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外場服務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1.負責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  

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  

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  

4.進行簡易餐飲之料理，如：洗菜、切菜、煮麵… 

5.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5000-29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職缺名稱 廚房助手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擔任廚房之助手、處理烹飪前與烹飪中之準備工

作與其他餐廳相關事務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6000-31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月休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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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溫馨旅行社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 26 號 3 號樓之 3 統一編號 53879273 

營業項目 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公司福利 1.週休二日. 2.免費制服提供. 3.完整敎育訓練. 4.海內外免費旅遊. 5.高獎金 

職缺名稱 國內外 OP 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國內外團控，具票務證照，2 年以上工作經驗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8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排班 

排休 8-10 日 

職缺名稱 電話行銷人員 

職缺類別 業務／貿易／銷售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電話行銷相關業務，2 年以上工作經驗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8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排班 

排休 8-10 日 

職缺名稱 國際領隊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國內外旅遊帶團，具領隊證照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00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日班/週休 2 日

(需配合加班) 

職缺名稱 網頁美編人員 

職缺類別 廣告／公關／設計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官網首頁平台、FB 粉絲團，LINE 維護作業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5800 元以上 休假制度 
日班/週休 2 日

(需配合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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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中市太平區新光路 62 號 統一編號 24435384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業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年節禮品、供餐、年度免費健康檢查、國內外旅遊補助、定期聚餐 

職缺名稱 門市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介紹餐點、收銀、結帳 

2.依照標準程序製作餐點、出餐 

3.門市環境清潔維護及餐點外送(具備機車駕照)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新 27900-31900 元 休假制度  

職缺名稱 兼職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介紹餐點、收銀、結帳 

2.依照標準程序製作餐點、出餐 

3.門市環境清潔維護及餐點外送(具備機車駕照)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時薪 160 元-180 元 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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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塔集團 

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16 號 統一編號 25116252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業 

公司福利 三節獎金、紅利獎金、職務津貼、全勤獎金 

職缺名稱 外場服務夥伴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迎賓帶位、菜單介紹、協助點餐與商品銷售服務。  

2.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服務。  

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  

4 協助進行簡易餐飲料理，如：調配飲料、製作

甜點等。 

5.桌邊服務、結帳及 POS 機收銀等服務。 

工作地點 全台各門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32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排班 9 小時 

(含休息、用餐時間) 

職缺名稱 烘焙門市夥伴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包裝及陳列出爐麵包與西點上架。 

2.烘焙與西點商品銷售及行銷。 

3.招呼客人、產品解說及協助顧客需求服務。 

4.咖啡飲品調製。 

工作地點 全台各門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 元-32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排班 9 小時 

(含休息、用餐時間) 

職缺名稱 廚房服務夥伴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準備食材的前置作業，一般簡易餐點、套餐烹調。 

2.菜口控單、出餐時負責菜餚擺盤服務。 

3.叫貨點貨、控制食材成本及鮮度。 

4.餐飲品質控管。 

工作地點 全台各門市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 元-320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8 日 

排班 9 小時 

(含休息、用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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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04 號 8 樓之 1 統一編號 54181892 

營業項目 餐飲服務 

公司福利 
勞保、健保、加班費、男性員工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特別休假、員工體檢、

勞退提撥金、職災保險、全勤獎金、年終獎金、伙食津貼 

職缺名稱 SUKIYA 儲備幹部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專科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協助店長管理店鋪 →未來店長   

內外場服務工作、進補貨、收貨驗收、盤點、顧

客服務、客訴處理、收銀結帳服務、環境清潔維

護、店鋪日常營運管理、培訓新進人員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31000 元 休假制度 
輪班制 

月休 8-12 日 

職缺名稱 SUKIYA 區域限定社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協助店長管理店鋪 →未來店長 

內外場服務工作、進補貨、收貨驗收、盤點、顧

客服務、客訴處理、收銀結帳服務、環境清潔維

護、店鋪日常營運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8400 元起 休假制度 
輪班制 

月休 8-12 日 

職缺名稱 SUKIYA 全職內外場人員 

職缺類別 旅遊／餐飲／休閒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協助店長管理店鋪 →未來店長  

內外場服務工作、進補貨、收貨驗收、盤點、顧

客服務、客訴處理、收銀結帳服務、環境清潔維

護、店鋪日常營運管理、培訓新進人員。 

輪班時段(8 點~23 點)免上大夜班，有升遷值班

幹部的機會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不限 

薪資待遇 月薪 26300 元-31000 元起 休假制度 
輪班制 

月休 8-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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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的堡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吉的堡文理短期補習班 

職缺名稱 美語老師/課輔老師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兒童美語班教學/課業輔導 工作地點 高雄市鳳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制度 詳面談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8 號 8 樓 統一編號 69790958 

營業項目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公司福利 享勞健保、節慶獎金...等 

職缺名稱 教保人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4 

工作內容 

教育幼兒  

1.教師：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

須具備合格幼教教師資格，為正式教師職缺。  

2.教保員：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 

，須具備合格教保員資格，為正式教保員職缺。 

工作地點 高雄市 

薪資待遇 月薪:25000-3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職缺名稱 幼教師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6 

工作內容 

教育幼兒  

1.教師：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

須具備合格幼教教師資格，為正式教師職缺。  

2.教保員：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 

，須具備合格教保員資格，為正式教保員職缺。 

工作地點 高雄市 

薪資待遇 月薪:25000-35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職缺名稱 全職兒童美語老師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4 

工作內容 

1.兒童美語教授 

2.批改學生作業及考券。 

3.親師溝通，學生輔導。 

工作地點 高雄市鼓山區 

薪資待遇 月薪:25000-32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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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幼兒園 

 

 

公司地址 高雄市燕巢區瓊興路 370 號 統一編號 07926603 

營業項目 學前教育事業 

公司福利 
福利制度完善，工作條件優於勞基法，並有員工旅遊補助、停車位、免費早安咖

啡、年終獎金、以及考績獎金。 

職缺名稱 教保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1 

工作內容 

1.具備教保員/助理教保員資格（幼教相關科系畢）  

2.對教學有熱忱，並願意接受蒙特梭利培訓者  

3.對同事，家長有正面能量，最重要的是喜歡跟

孩子相處  

4.儀容端莊，口齒清晰，善於溝通 

工作地點 高雄市燕巢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9000 元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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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60 號 3 樓 統一編號 70554762 

營業項目 數位內容產業 

公司福利 

勞健保、團體保險、旅遊平安保險、全勤/績效奬金、教育訓練、順暢升遷管道、

定期員工聚餐、年終聚餐、婚喪喜慶賀奠金、哺(集)乳室設置、托育配套措施、

社團活動(登山社、壘球社)、生日禮卷、中秋禮品。 

職缺名稱 校園行銷/櫃檯人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15 

工作內容 
負責產品解說之招生事務/輔導學員規劃學習課

程/提供客戶需求服務與關係維護 
工作地點 全台各門市 

薪資待遇 26400 元+奬金另計 休假制度 排班 

職缺名稱 電子商務線上學習顧問/國內業務人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無需陌生開發/與客戶維護良好關係，做好客戶關

係管理/與公司其他通路合作/內勤業務工作，無

需擔心日曬雨淋/完整的升遷管道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 

薪資待遇 26400 元+奬金另計 休假制度 排班 

職缺名稱 網路行銷專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5 

工作內容 

公司產品網路行銷工作/經營、規劃產品網路社群

行銷/規劃、執行網路廣告與分析成效/網站內容

企劃更新/對網路社群平台經營有高度興趣佳，具

文章撰寫、資料蒐集整理、市場分析/資料分析、

美術視覺設計、行銷社群經營經驗者佳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 

薪資待遇 26400 元+奬金另計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職缺名稱 課程行銷專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15 

工作內容 
負責產品解說之招生事務/輔導學員規劃學習課

程/提供客戶需求服務與關係維護 
工作地點 全台各門市 

薪資待遇 26400 元+奬金另計 休假制度 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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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3 號 10 樓 統一編號 28478601 

營業項目 短期補習班 

公司福利 
三節獎金／禮品、員工與親屬購課優惠、不定期聚餐 (迎新、生日、特定節日) 

國內／外員工旅遊、績效獎金、年終尾牙餐會，抽獎，摸彩 

職缺名稱 櫃檯課程諮詢顧問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3 

工作內容 

1.需具服務熱忱兼備細心及耐心，善溝通。  

2.各項招生業務的規劃、執行  

3.考試資訊說明、課程介紹及受理報名手續  

4.行政工作事務（辦理相關報名課程相關手續、

學員資料維護、關懷等…)  

5.熟電腦操作、文書資料處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60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職缺名稱 校園推廣專員 

職缺類別 教育服務業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1.校園品牌宣傳  

2.校園講座舉辦及招生活動  

3.考試資訊說明、課程介紹及受理報名手續  

4.提供課程介紹及諮詢服務  

5.各項校園招生推廣的規劃與執行  

6.公司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8000 元-60000 元 休假制度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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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熊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508 號 統一編號 84926510 

營業項目 娛樂、遊樂設施 

公司福利 享勞、建、團保，三節獎金，生日禮金，每兩年補助出國旅遊費用 

職缺名稱 外場服務人員 

職缺類別 
住宿及餐飲業 

休閒與觀光旅遊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6 

工作內容 顧客服務、遊戲機管理、商品管理... 工作地點 高雄市區 

薪資待遇 月薪 29500 元 休假制度 
月休 9-10 天 

排班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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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 

公司地址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正遠路 1 號 統一編號 70995402 

營業項目 軍事國防 

公司福利 國內進修補助、結婚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水電補助 

職缺名稱 巡防兵 

職缺類別 職業軍人 職缺學歷 高中職畢(以上) 需求人數 96 

工作內容 針對進出港漁船之查緝走私、人員身分查核 工作地點 
全台各縣市包 

含東南沙群島 

薪資待遇 月薪 34340 元 休假制度 輪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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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程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 123 號 統一編號 54218645 

營業項目 汽車客運業 

公司福利 教育訓練 

職缺名稱 市區公車駕駛長 

職缺類別 物流／運輸／資材 職缺學歷 不拘 需求人數 10 

工作內容 

1.協助乘客上下車，或代為裝卸行李. 

2.審度交通情況，遵守交通規則，駕駛車輛 

3.車輛清潔，安全檢查，及臨時故障排除.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 

薪資待遇 月薪 35000 元-55000 元 休假制度 
日班 

月休 6-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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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金控台灣人壽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1 號 14 樓 統一編號 03557017 

營業項目 金融保險服務業 

公司福利 每月津貼/生產力/年終獎金、6%勞退提撥 

職缺名稱 行銷顧問/行銷經理/業務區經理 

職缺類別 物流／運輸／資材 職缺學歷 大學畢(以上) 需求人數 20 

工作內容 業務開發/財務/風險規劃 工作地點 高雄市 

薪資待遇 每月津貼/生產力/年終獎金 休假制度 週休 



 

57 
 

黑烏工作室 

 

公司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40 號 3 樓 統一編號 81057381 

營業項目 藝文與影音傳播 

公司福利 無 

職缺名稱 電腦繪圖人員 

職缺類別 
平面設計/ 

電腦繪圖文案企劃 
職缺學歷 不限 需求人數 2 

工作內容 電腦繪圖 Q 版漫畫 工作地點 自宅 

薪資待遇 按件計酬 休假制度 自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