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質 公司名稱 工作職稱 工作地點 待遇 需求人數
全職 可成科技 研磨儲備幹部 台南 月薪 37,000元 至 42,000元 30
全職 可成科技 製造儲備幹部 台南 月薪 35,000元 至 40,000元 30
全職 可成科技 檢治具鉗工技術員 台南 月薪 27,000元 至 33,000元 2
全職 可成科技 採購主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可成科技 塑膠模具鉗工技師 台南 月薪 38,000元 至 43,000元 2
全職 可成科技 自動化機構設計工程師 台南 月薪 38,000元 至 43,000元 2
全職 可成科技 製程工程師 台南 月薪 38,000元 至 43,000元 30
全職 可成科技 散熱材料研究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可成科技 壓鑄儲備幹部 台南 月薪 35,000元 至 40,000元 3
全職 可成科技 表面處理研發工程師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可成科技 資訊部系統高級工程師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可成科技 模具品管人員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27,800元 2
全職 可成科技 財務出納專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可成科技 財會儲備主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可成科技 一般普會專員 台南 月薪 38,000元 至 43,000元 1
全職 可成科技 品保工程師 台南 月薪 38,000元 至 43,000元 3
全職 可成科技 機械手臂編程技術工程師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可成科技 資訊工程 台南 月薪 35,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可成科技 刀具研磨技術人員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31,000 30
全職 可成科技 刀具品檢員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31,000元 30
全職 統一企業 麵包操作員 湖口 月薪 30,000元 至 31,000元 3
全職 統一企業 食品操作員 湖口 月薪 30,000元 至 31,000元 2
全職 統一企業 鍋爐技術員 楊梅 月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1
全職 統一企業 企劃專員 台南 月薪 36,000元 至 43,000元 1
全職 統一企業 經營企劃專員 台南 月薪 40,000元 至 60,000元 3
全職 統一企業 「機務/電務」工程師 中壢 月薪 36,000元 至 45,000元 3
全職 統一企業 製程工程師 中壢 月薪 36,000元 至 45,000 10
全職 統一企業 法務專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統一企業 技術員(電務配線 楊梅 月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1
全職 統一企業 操作員 台南 月薪 25,700元 至 29,200元 2
全職 統一企業 操作員/永康飼料廠 台南 月薪 25,700元 至 30,000元 1
全職 統一企業 操作員/永康麵粉廠 台南 月薪 25,700元 至 29,2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訂房員 屏東 月薪 24,000元 至 26,000元 2
全職 夏都國際 營養師 屏東 月薪 28,000元 至 34,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業務儲備幹部 台北 月薪 35,000元 至 39,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會計-總帳人員 屏東 月薪 27,000元 至 31,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房務組長 台南 月薪 25,000元 至 31,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中餐廳服務員 台南 月薪 24,000元 至 28,000元 3
全職 夏都國際 中餐廳理級主管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夏都國際 客務部-櫃檯員 屏東 月薪 24,000元 至 26,000元 4
全職 夏都國際 大夜櫃檯員 屏東 月薪 24,000元 以上 2
全職 夏都國際 企劃部主管 台南 月薪 36,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企劃專員 屏東 月薪 27,000元 至 34,000元 1
全職 夏都國際 西廚廚助 台南 月薪 24,000元 至 26,000元 3
全職 夏都國際 西廚廚師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35,000元 30
全職 譁裕實業 倉管專員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50,000元 1
全職 譁裕實業 產品維修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譁裕實業 製程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2
全職 譁裕實業 製程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5,000元 至 50,000元 1
全職 譁裕實業 天線研發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60,000元 1
全職 譁裕實業 助理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譁裕實業 助理管理師 新竹 月薪 26,000元 至 30,000元 1
全職 偉訓科技 電源研發工程師 台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偉訓科技 廠務主管 墨西哥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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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 偉訓科技 財務主管 墨西哥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台灣瀧澤科技 機械設計工程師 桃園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台灣瀧澤科技 程式開發工程師 桃園 月薪 33,000元 以上 1
全職 矽統科技 觸控晶片設計工程師 新竹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矽統科技 電腦視覺演算法工程師 新竹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矽統科技 Unity動畫工程師 新竹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矽統科技 測試設備工程師 新竹 月薪 32,000元 至 38,000元 1
兼職 萊恩義式餐館 外場 高雄 158$/HR 1
全職 耀展科技 客服 台中 月薪 45,000元 1
全職 睿捷國際 軟體工程師 高雄 月薪 40,000元 至 55,000元 2
全職 睿捷國際 行銷業務 高雄 月薪 40,000元 至 70,000元 1
全職 睿捷國際 研究助理 高雄 月薪 40,000元 至 60,000元 1
全職 通合系統科 儀電技術員 台中 月薪 27,400元 至 45,000元 2
全職 鉅橡企業 四休二輪班技術員 台南 月薪約32,000～38,000元 5
全職 鉅橡企業 輪班技術員-做四休二 台南 月薪約32,000～38,000元 5
全職 鉅橡企業 固定早班技術員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31,000元 3
全職 鉅橡企業 財務專員 台南 月薪 33,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鉅橡企業 採購專員 台南 月薪 26,000元 至 35,000元 2
全職 鉅橡企業 固定晚班技術員 台南 月薪 25,300元 至 30,000元 5
全職 福懋油脂  飼料處-高級業務專員 台中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福懋油脂 飼料處-業務專員 台中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2
全職 福懋油脂 急徵油脂廠技術員 台中 月薪 27,000元 至 28,000元 3
全職 福懋油脂 品研主管 台中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福懋油脂 油脂新廠品研主管 台中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國賓飯店 西餐廳服務員 高雄 月薪 25,000元 至 28,000元 30
兼職 國賓飯店 餐廳宴會計時人員 高雄 時薪 158元 30
全職 國賓飯店 中餐廳服務員 高雄 月薪 25,000元 至 28,000元 30
全職 國賓飯店 救生員 高雄 月薪 24,000元 至 26,000元 2
全職 國賓飯店 川菜廚房助理廚師 高雄 月薪 24,000元 至 29,000元 2
全職 國賓飯店 川菜廚房三級廚師 高雄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房務員 高雄 月薪 24,000元 至 26,000元 3
全職 國賓飯店 中餐廚房廚師(砧板) 新竹 月薪 33,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八方燴西廚房助理廚師 新竹 月薪 24,000元 至 28,000元 2
全職 國賓飯店 櫃檯接待員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中餐廚房助理廚師 新竹 月薪 26,000元 至 30,000元 2
全職 國賓飯店 經營分析組助理管理師 新竹 月薪 25,000元 至 28,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八方燴西廚房二廚 新竹 月薪 38,000元 至 42,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A Cut牛排館三廚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1
全職 國賓飯店 餐廳領檯 新竹 月薪 28,000元 至 33,000元 2
全職 國產建材 電機工程師 台北 月薪 30,0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生管專員 高雄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生管專員 桃園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生管專員 台北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品管專員 苗栗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品管專員 台南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品管專員 基隆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急徵調度專員 新竹 月薪 27,5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急徵業務專員 中壢 月薪 27,500元 至 29,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廠務專員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30,000元 1
全職 國產建材 理貨人員 高雄 面議（經常性薪資 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廣錠科技 DQA 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生技助理工程師 桃園 月薪 25,000元 至 36,000元 3
全職 廣錠科技 韌體高級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組裝測試人員 桃園 月薪 24,000元 至 25,000元 5
全職 廣錠科技 品保助理工程師 桃園 月薪 25,000元 至 28,000元 3
全職 廣錠科技 FAE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產品經理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  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業務助理 汐止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廣錠科技 International Sales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Product Manager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品保部門主管 桃園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專案經理 汐止 月薪 50,000元 至 70,000元 2
全職 廣錠科技 資深系統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廣錠科技 機構工程師 汐止 月薪 30,000元 至 50,000元 5
全職 廣錠科技 Marketing Specialist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全職 廣錠科技 組裝測試人員 汐止 月薪 24,000元 至 25,000元 5
全職 廣錠科技 國內業務人員 汐止 月薪 40,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廣錠科技 系統設計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控制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專案工程師 汐止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廣錠科技 品質系統工程師 汐止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廣錠科技 專案管理師PM 汐止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廣錠科技 Sales Assistant 汐止 月薪 23,800元 至 30,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數位設計人員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38,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新竹 月薪 33,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動物營養師 新竹 月薪 28,000元 至 33,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獸醫師 新竹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兼職 六福開發 餐飲服務員 新竹 月薪 23,800元 10
全職 六福開發 外勤辦事員 新竹 月薪 24,000元 至 25,000元 3
全職 六福開發 西餐領班/副領班廚師 台北 月薪 30,000元 至 50,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防疫旅館客務員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3
全職 六福開發 西點廚(西點)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41,000元 2
全職 六福開發 西點廚(麵包)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41,000元 2
全職 六福開發 (麵包)領班廚師 台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六福開發 動物管理員 新竹 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5
全職 六福開發 設計人員 台北 月薪 36,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餐飲領班 新竹 月薪 30,0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衛生管理專員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1
兼職 六福開發 假日工讀生 新竹 時薪 163元 25
全職 六福開發 護理師 新竹 月薪 33,000元 至 36,000元 1
全職 六福開發 品牌設計組長 台北 月薪 33,000元 至 40,000元 1
兼職 六福開發 長期假日兼職人員 台北 時薪 160元 5
全職 六福開發 大廳酒吧 領班/主任 台北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2
全職 六福開發 休閒活動部經理 新竹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六福開發 商品企劃營運部專案副理 台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六福開發 零售電商通路營運處主管 台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六福開發 商品企劃營運部 經理 台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越南廠管理主管 越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包裝作業人員 台中 月薪 27,000元 至 42,000元 10
全職 先進光電 JG加工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鏡片模具試模工程師 台中 月薪 27,000元 至 42,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耀崴】生產技術工程師 汐止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環安衛人員(備甲級證照) 台中 月薪 35,000元 至 45,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環安衛人員(備乙級證照)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33,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鎮江廠財務儲備幹部 江蘇 月薪 50,000元 至 75,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鎮江廠產品專案管理專員 江蘇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越南廠派駐工程師 越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越南廠管理主管 越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自動化開發主管 台中 月薪 35,000元 至 45,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設備開發-軟體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DQA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2,000元 至 45,000元 3
全職 先進光電 品保技術員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7
全職 先進光電 國外業務專員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業務專員 台中 月薪 28,000元 至 42,000元 3
全職 先進光電 業務助理 台中 月薪 27,000元 至 32,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業務助理 (歐美線) 台中 月薪 28,000元 至 33,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黑物開發技術高級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5,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PM助理工程師 汐止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廠務人員 台中 月薪 35,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關務助理專員 台中 月薪 28,000元 至 38,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自動化-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35,000元 3
全職 先進光電 財務課長 台中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1



全職 先進光電 設備開發-設備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2,000元 至 40,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MES資訊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生(倉)管助理 台中 月薪 26,000元 至 38,000元 2
全職 先進光電 系統網路工程師 台中 月薪 30,000元 至 5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稽核專員 台中 月薪 32,000元 至 4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產品研發助理 汐止 月薪 25,000元 至 30,000元 1
全職 先進光電 越南廠品管主管 越南 面議（經常性薪資4萬/月含以上） 2
兼職 樂雅休閒農場 假日工讀生~急 屏東 對有機農業有興趣者168/H 1
兼職 雲雀國際 藍屋內外場計時人員 高雄 時薪 158元 至 160元 20
兼職 雲雀國際 高遠遠百店-古拉爵 高雄 時薪 158元 至 160元 20
兼職 雲雀國際 高雄夢時代-古拉爵 高雄 時薪 158元 至 16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 高雄 月薪 27,500元 至 32,00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 台南 月薪 27,500元 至 32,00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 新北 月薪 27,500元 至 32,00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食品加工理貨人員 台中 月薪 28,000元 至 30,00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台北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20
兼職 雲雀國際 屏東太平洋店-古拉爵  屏東 時薪 158元 至 160元 20
兼職 雲雀國際 鳳山家樂福-古拉爵  高雄 時薪 158元 至 16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中央廚房全職幹部 台北 月薪 28,000元 至 35,000元 20
全職 雲雀國際 人事助理 台北 月薪 28,000元 1
全職 雲雀國際 涮乃葉日式火鍋 正職人員 台北 月薪 28,500元 至 32,000元 1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 新竹 月薪 27,000元 至 30,000元 20
兼職 雲雀國際 物流配送司機(實習) 台北 時薪 180元 25
全職 雲雀國際 古拉爵 內外場正職人員 花蓮 月薪 28,000元 以上 20
全職 雲雀國際 內外場營運儲備幹部 宜蘭 月薪 28,000元 以上 20
全職 向日葵護理 個案管理師 屏東 月薪 32,000元 至 38,000元 3
全職 向日葵護理 社工人員 屏東 月薪 30,000元 至 35,000元 1
兼職 向日葵護理 居家照顧服務員 屏東 時薪 200元 2
全職 向日葵護理 護理主管 屏東 月薪 38,000元 以上 1
兼職 向日葵護理 兼職護理師 屏東 日薪 1,400元 至 2,000元 1
全職 向日葵護理 護理人員 屏東 月薪 32,000元 至 45,000元 3
全職 台灣壹番屋 外場正職服務人員 新竹 月薪 32,000元 至 34,000元 3
全職 台灣壹番屋 內場正職人員 宜蘭 月薪 30,000元 至 32,000元 1
全職 台灣壹番屋 外場正職人員 宜蘭 月薪 30,000元 至 32,000元 1
全職 台灣壹番屋 內場正職人員 新竹 月薪 32,000元 至 34,000元 2
兼職 台灣壹番屋 屏東環球店-早/晚班 屏東 時薪 158元 5
兼職 加語英語 兼職司機 屏東 時薪 200元 1
兼職 加語英語 兼職兒童美語老師 屏東 時薪 400元 至 500 2
兼職 智元補習班 國中理化輔導人員 屏東 時薪 158元 至 180元 12
兼職 智元補習班 國中自然科輔導人員 屏東 時薪 158元 至 180元 5
兼職 智元補習班 兼職行政助理導師 屏東 時薪 158元 至 180元 12
兼職 智元補習班 國小部行政助理導師 屏東 時薪 158元 至 250元 2
兼職 地球村語文 TOEFL/TOEIC/IELTS老師 苗栗 時薪 600元 至 800元 15
兼職 地球村語文 TOEFL/TOEIC/IELTS老師 屏東 時薪 600元 至 800元 15
全職 地球村語文 電話行銷人員 高雄 月薪 28,000元 至 30,000元 6
兼職 地球村語文 韓語教師 竹南 時薪 400元 至 450元 15
兼職 地球村語文 韓語教師 屏東 時薪 400元 至 450元 3
兼職 地球村語文 日語教師 竹南 時薪 320元 至 380元 15
全職 地球村語文 電話行銷人員 台北 月薪 30,000元 至 32,000元 6
兼職 地球村語文 日語教師 竹北 時薪 320元 至 380元 2
兼職 地球村語文 日語教師 高雄 時薪 320元 至 380元 10
兼職 地球村語文 韓語教師 台北 時薪 400元 至 450元 2
兼職 地球村語文 美語教師 鳳山 時薪 350元 至 370元 3
兼職 地球村語文 美語教師(三多) 高雄 時薪 350元 至 370元 3
全職 地球村語文 電話行銷人員 台南 月薪 28,000元 至 30,000元 6
兼職 地球村語文 美語教師(明誠) 高雄 時薪 350元 至 370元 3
兼職 地球村語文 日語中師 台中 時薪 310元 至 40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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