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政府 2018「就業領航 薪情唱旺」就業博覽會 
活動時間：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 

活動地點：員林國小(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 221號)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協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彰化榮民服務處 

洽詢電話：溪湖就業服務台 04-8820716、二林就業服務台 04-8969657 

求才廠商數共 36家，提供職缺數：1,755個職缺 
*高科技產業(共 5家)-(共 792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1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品管員/設備組立技術員／作業員/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空污專責人員/機電維修助理工程師／技術員/設備維護（助

理）工程師/ CNC加工技士／助理工程師/軟體工程師/機構

（助理）工程師/製品（助理）工程師/製程（助理）工程師 

光學（副）工程師/儲備（副）工程師 

538 
台中市 

南屯區 

2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技師/製程設備工程師/技術員 80 
台中市 

西屯區 

3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 
製程技術員 30 

台中市 

西屯區 

4 
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夜班作業員/光學設計工程師/機構研發工程師/模流分析工程

師/非成像模擬工程師/熱流分析工程師/電控工程師/軟體工

程師/線切割工程師/加工工程師/成形技術員/技師/業務專員  

35 
台中市 

梧棲區 

5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技術助理(固定班)/設備維護(助理)工程師/產品製程工程師/

製造(IN-LINE)組主管/製程整合工程師/模組微型開發工程師

/模組測試系統開發資深工程師/ DQE工程師/製程整合資深

工程師/品保系統工程師 

109 台中、彰化 

 



*服務業(共 7家)-(共 185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1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 
儲備幹部/儲備店長/計時人員/支援大夜 25 彰化縣 

2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儲備幹部//門市人員/計時人員/專職大夜 21 彰化縣 

3 
豐禾健康蔬果股份有限

公司 
包裝員、理貨員、晚班司機、暑假工讀生 19 彰化縣 

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葳

群公益慈善事業基金會 
居家服務員、居家督導員、居家個管員 18 彰化縣 

5 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環境清潔員  22 彰化縣 

6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門市-業務代表 10 彰化縣 

7 
興業建設(股)公司-員林

分公司(大潤發) 
正職人員/生鮮處理人員/兼職人員/暑期工讀生 70 彰化縣 

          *製造業(共 21家)-(共 634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1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師/品保/生管人員/電控/組立人員/安全管理員/警衛 45 台中市 

2 
台灣玻璃工業(股)公司鹿

港廠/鹿港平板廠 
技術員/品檢人員/電氣人員/研發人員/驗纖人員/物料人員 56 鹿港鎮 

3 誠允有限公司 技術員/學徒/拋光員/學徒 4 福興鄉 

4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品保人員/品保組長/開發助理工程師/倉管人員/ CNC車床技

術員/無心研磨技術員/作業員/包裝員/夜間、假日計時人員/

暑期工讀生 

45 埔鹽鄉 

5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調理員/包裝員/工務技術員/暑假工讀生 41 北斗鎮 



6 
全威鋼鐵工業股份有限

有司 

CNC電腦車床/ ISO人員/機械繪圖人員/線切割/平面磨床/傳

統車床/銑床/生產技師 
33 埔心鄉 

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東南亞經營管理儲備幹部/海外生產儲備幹部/電機人員/品保

技術員/品保人員/技術員/操作員 
58 

台中市 

西屯區 

8 
宇榮高爾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輪班技術員/輪班作業員/儲備幹部/暑假工讀生 21 

斗六市 

埤頭鄉 

9 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技術員/放電加工人員/品管人員/射出技術人員/塑膠模

具技術員/沖模模具技術員/作業員/繪圖人員/射出主管 
30 大村鄉 

10 成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加工技術人員/大貨車及其他類司機/  15 花壇鄉 

11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生管儲備幹部/設備維修技術員/品保(管)員/倉管員/食品作業
員/外務/業務司機 

39 南投市 

12 隆金有限公司 

紡織機台操作人員/國外業務人員/國內業務人員/海外儲備幹

部/倉管人員/ 國外業務助理/專案業務助理/ Costing 

Specialist/主辦會計/  

19 社頭鄉 

13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生產儲備幹部/維修儲備幹部/倉管員/品管員 43 大城鄉 

14 宜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保養人員/儲備幹部/業務助理/業務人員 47 花壇鄉 

15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設備維修員/電工技術員/電機/儀表工程師/電機/儀表技

術員/鍋爐操作技術人員/空污專責人 
23 二林鎮 

16 航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繪圖工程師/開發工程師 5 北斗鎮 

17 瑞明陳企業有限公司 

電機業務工程師/驅動器組立人員/電控技術工程師/電控技術

工程師/馬達組立&倉管人員/馬達繞線員/驅動器研發工程師/

馬達廠廠長/繪圖設計人員/外貿人員/產品項目經理 

13 福興鄉 

18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工程師/設備保養技術員/製程儲備幹部/輪班作業員 13 
埔鹽、芳苑 

二水、斗六 

19 五綸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人員/國貿助理/現場工程師/技術人員 26 埤頭鄉 



20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儲備幹部/國貿業務人員/品保儲備幹部 33 
溪州鄉 

埔心鄉 

21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工讀生/作業員 25 
二林鎮 

大城鄉 

          *橡膠業(共 3家)-(共 144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1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輪胎研發工程師/機械設計開發工程師/電機設備維修工程師/

外銷營業人員/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師/生產技術工程師/品質企

劃工程師 

50 彰化縣 

2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輪胎設計研發工程師/ CAE/FEM模擬分析工程師/機械設計

工程師/自動控制工程師/品保/品管工程師/產品行銷專案管理

人員/外銷業務人員/ ERP程式設計人員/輪胎檢查人員/輪胎

成型作業人員/輪胎加硫作業人員 

62 員林市 

3 
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現場儲備幹部/研發人員/機械維修員/營繕工程員/機械工程員

/作業員 
32 大村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