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政府 2019「展翅就業 薪情飛揚」就業博覽會 
 

活動時間：108年 11月 9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 

活動地點：統一鹿港文創會館集會堂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號)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洽詢電話：鹿港就業服務台 04-7840846、04-7840847 

求才廠商數共 41家，提供職缺數：1,068個職缺 

     
*高科技產業(共 2 家)-(共 345 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薪資級距 福利制度 

1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設備組立作業員、品管員 200 
台中市 

南屯區 
26,000-38,000 

員工分紅、年薪 15 個月、

年節禮金、員工宿舍、健康

檢查等 

2 矽品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助理、設備維護(助理)工程師、CIM 管理資

深工程師、運籌系統整合管理師、工業工程資

深工程師、數據應用工程師(機器學習&深度學

習)、生產管制工程師、產品製程工程師、製程

整合工程師、製造(IN-LINE)組主管、製造班主

管 

145 

台中市潭子區 

台中市中科 

和美鎮 

23,100-83,000 

季績效獎金、提案獎金、專

利獎金、福委會網路系統、

四星級宿舍、休閒活動中

心、舉辦員工家庭日、旅遊

活動、藝文活動、慶賀金、

急難救助金、身障津貼 

 

＊服務業(共 8 家)-(共 177 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薪資級距 福利制度 

1 匯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專員、業務助理、引擎技師 8 彰化市 25,000-60,000 

團體保險、國內外旅遊、 

部門聚餐、二節獎金、健康

檢查等 

2 金喜美股份有限公司 正職人員(賣場營業員)、物流理貨人員、助理、 12 福興鄉 23,920-24,950 績效獎金、員工健檢、國內



生鮮包裝 旅遊、員工聚餐 

3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摩斯漢堡) 
營運儲備幹部、正職服務人員、兼職服務人員 60 彰化縣市 25,500-29,000 

晉升調薪(約 6 個月)、年節

獎金、供膳宿、員工制服、

員工旅遊等 

4 彰山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清潔員、傳送員 12 彰化縣市 23,100-24,580 佳節禮金等 

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 
儲備幹部、支援大夜、兼職人員 15 彰化縣市 29,340-35,000 

禮券、各式獎金、國內外旅

遊、員工制服、健康檢查等 

6 
永樂旅館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 
客務專員、房務專員、廚務廚助、外場專員(兼職) 10 鹿港鎮 

24,000-28,000 

時薪 150 

三節獎金、績效獎金、婚喪

喜慶補助金、員工制服等 

7 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顧問、服務專員、儲備人員、引擎技術專員、

鈑金技術專員、噴漆技術專員、接待人員 
30 彰化縣市 

23,100-40,000 

以上 

禮金、員工協助方案、績效

獎金、健康檢查、特約商

店、員工制服 

8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美髮助理、美髮設計師 30 彰化縣市 23,500-35,000 

員工宿舍、業績獎金、在職

教育訓練、完整升遷制度、

定期聚餐等 

 

＊製造業 (共 29 家)-(共 513 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薪資級距 福利制度 

1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技術員、模具製造加工工程師、開發工

程師 
33 鹿港鎮 23,100-28,000 

紅利、提供同仁及眷屬獎學

金、國內外旅遊、聚餐、禮

金、健康檢查、資深同仁表

揚等 

2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輪胎生產製造技術員、品檢技術員、生產技術工

程師、機械設備維修工程師、電機設備維修工程

師 

40 

大村鄉 

花壇鄉 

溪州鄉 

25,900-60,000 

定期健康檢查、同仁婚喪喜

慶補助、員工休閒運動中

心、員工制服、員工宿舍、 

等 

3 瑞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作業人員、現場技術人員、塑膠射出技術人

員、CNC 技術人員、品保儲備幹部、工程繪圖人

員、研發工程師、工程師助理、IE 工程師、勞安

30 鹿港鎮 23,100-50,000 

年節獎金、運動中心、餐

廳、國內旅遊、各式獎金、

聚餐、員工制服等 



人員、測試工程師 

4 勝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工程師助理、物性分析人員、設備維修人

員、電機工程助理、行政人員、品檢人員、包裝

人員、作業員 

20 和美鎮 25,000-32,500 

連續十年平均年終超過

75,000 元、免費供應餐點、

定期健康檢查、獎金等 

5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塑膠射出作業員、組裝人員、噴漆人員、

C02 手焊工、行政人員 
17 和美鎮 24,000-35,000 

分紅入股、各式獎金、員工

餐廳免費供餐、國內外旅

遊、誤餐費、員工制服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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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機)、馬達組立&倉管

人員、驅動器研發工程師、馬達廠廠長、產品項

目經理 

11 福興鄉 25,000-50,000 
員工制服、免費提供午餐、

年節禮品、尾牙活動舉辦 

7 成川鋼管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加工技術人員、作業員、大貨車及其他類司

機、會計記帳 
21 花壇鄉 23,100-35,000 

國內外旅遊、定期免費健康

檢查、各式獎金、免費供

餐、國內旅遊、員工制服等 

8 
縉陽企業有限公司 

(緞帶王) 

廠務助理、園區服務人員、觀光工廠園區儲備主

管 
8 鹿港鎮 25,000-35,000 

各式獎金、主管津貼、員工

制服、不定期舉辦團康活

動、婚喪喜慶禮金等 

9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輪班技術員、現場作業員、輪班作業員 14 和美鎮 23,100-32,000 

三節禮金、生日禮金、員工

體檢、員工旅遊等 

10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部經理、勞工健康護理人員/廠護管理師、儲

備幹部、繪圖助理工程師 
6 福興鄉 

28,000-40,000 

以上 

年節獎金、員工分紅、績效

獎金、員工婚、喪、喜、慶

補助、健康檢查等 

11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SMT 高級工程師、PM 專案管理師、技術服務工

程師、程式設計工程師、QE 品質工程師、日文

業務助理、日文國外業務人員、財務管理師、作

業員-日班、作業員-大夜班 

23 福興鄉 23,100-60,000 

員工分紅、各式獎金、國內

外旅遊 、員工制服、員工

宿舍、員工特約商店、員工

購屋補助、其它不定期活動 

12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人員、助理工程師、工務人員、國內/外業務、

總務人員、ERP 工程師 
9 

和美鎮 

鹿港鎮 

26,000-40,000 

以上 

員工紅利、國內外旅遊、員

工制服、健康檢查、員工進

修補助等 

13 
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

公司 

技術員、維修人員、鍋爐員、儲備幹部、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員 
15 鹿港鎮 25,500-40,000 

各式獎金、婚喪喜慶補助、

員工旅遊、推薦人才獎金、

員工進修補助、健康檢查等 



14 全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組裝作業員、維修技術員、針車作業員、物管人

員 
6 花壇鄉 23,400-27,000 

員工制服、生產獎金、國內

外旅遊、員工餐廳、文康中

心、生態園區、健康檢查等 

15 大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技術員 22 和美鎮 24,000-31,325 
免費提供宿舍、三節獎金、 

、旅遊津貼、生日津貼等 

16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品管助理工程師、生產技術員、加工儲備幹部、

品保助理工程師、自動化全檢機助理工程師、包

裝技術員 

8 鹿港鎮 26,000-32,000 

盈餘分紅、婚喪喜慶禮金補

助、年度旅遊、盈餘分紅重

覆、年度旅遊、定期健康檢

查、免費宿舍等 

17 
慶欣欣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 

產線儲備幹部、生產儲備幹部、電氣維修技術

員、廠區電氣電(機) 設備維護保養員、勞安管理

師、環安/環保管理師、會計助理、廠區護理人員、

清潔人員 

16 伸港鄉 
23,100-45,000 

以上 

員工制服、完整的教育訓

練、順暢的升遷管道、健康

檢查等 

18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品保人員、倉管人員、ERP 助理、開發工程師、

業務專員、生管助理、司機、品質專員、IE 專員、

資訊專員、人資主管、CNC 車床技術員、作業員 

22 埔鹽鄉 23,100-35,000 
免費供應中餐、自強活動、 

、婚喪補助金、員工餐廳等 

19 
健信科技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作業員、品管工程師、稽核人員 12 線西鄉 26,000-35,000 

各式獎金、早中晚餐及宵

夜、提供免費宿舍、健康檢

查、年度旅遊、婚喪補助

金、績效獎金、運動中心等 

20 元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作業員、行政助理、警衛人員 7 福興鄉 23,100-26,000 

季獎金、國內旅遊、提案獎

金、福委會節慶禮金禮品、

員工休閒室、員工餐廳、員

工公出特別保險、健康檢

查、特約商店等 

21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針車人員、現場作業人員、機台操作技術員、機

械設備維修人員、製圖研發專員、品管人員 
25 福興鄉 23,100-35,000 

三節獎金等、婚喪娩補助、 

員工生日禮金或禮券、國內

旅遊、制服提供、特約商店 

22 宜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儲備幹部、業務人員 40 花壇鄉 24,800-45,000 

結婚互助、喪葬互助、生育

補助、住院互助、員工子弟

獎學金、員工旅遊補助、年



度旅遊、年節禮品（金）等 

23 朝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陽能光電施工人員 20 彰化縣市 日薪:1,300~2,500 員工旅遊、康樂活動等 

24 三永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機台維修人員、作業員 20 和美鎮 23,100-32,000 
員工餐廳、三節禮金、業績

獎金等 

25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超精密研磨技術師、CNC 铣床技術師、CNC 刀

具工程師、精密裝配技術師、廠務助理、生管專

員、委外託工專員、資訊助理、品保助理工程師、

繪圖助理工程師 

32 線西鄉 
23,100-26,000 

以上 

年度調薪或晉升、員工制

服、員工旅遊活動、特約商

店、健康檢查、婚喪娩補助

等 

26 鋒鑫科技有限公司 
PLC 程式設計人員、電子技術人員、機械設計繪

圖人員、焊接及組立人員 
5 伸港鄉 32,000-60,000 

三節禮金、年終獎金、績效

獎金、不定時員工聚餐、每

年員工旅遊、尾牙摸獎、生

日禮金 

27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

限公司 
工務人員、現場作業員、業務員 14 伸港鄉 23,100-40,000 

生日禮品、三節禮品、社團

活動、外縣市提供單身宿

舍、員工自強活動、健康檢

查等 

28 
彰南電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人資人員、倉管人員、機台操作工程師 7 鹿港鎮 26,000-32,000 

三節禮品、員工介紹獎金、 

、伙食補貼、員工旅遊、健

康檢查、證照加給等 

29 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人員、倉管人員、生管助理(採購)、生管人

員 
10 秀水鄉 26,500-35,000 

全勤獎金、生日禮金、年終

獎金、團保、免費供餐、員

工停車位或停車補助、尾

牙、國內、外旅遊補助等 

 



＊保全業(共 2 家)-(共 33 個職缺) 

編號 公   司   名   稱 徵   才   職   類 職缺 工作地點 薪資級距 福利制度 

1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

限公司 
Security Officer 安全管制人員 15 線西鄉 45,000-50,000 

為照顧非本地(台中 /彰化

以外)員工，額外提供搬遷

津貼 36k、月休 12 日以上，

表現優異者可獲選拔至海

外交流受訓、內部推薦獎金

等 

2 
中鋼集團-中鋼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 
門禁安全維護員、科技廠中控室文書處理人員 18 

台中龍井

區、中科 
34,000-39,000 

四節及查獲獎金、結婚補

助、自強活動旅遊、激勵獎

金、春節出勤津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