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美廠商職缺總表 
更新日期：107.11.15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旭源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助理專員 1 名 1.產銷協調。 
2.生產排程及製程規劃。 

高中、專

科、大學 08:00-17:00 懂鼎新 ERP 者佳 

皇嘉金屬鑄造科技公司 機台操作員 1 名 

1.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

台正常運作 
2.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

序標準 
3.填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距離 
4.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序事宜 

不拘 08:00~17:00 排休 

皇嘉金屬鑄造科技公司 品管人員 1 名 
1.製程品質管控 
2.出貨品質確認 
3.不良退貨處理 

不拘 08:00~17:00 排休 

皇嘉金屬鑄造科技公司 廠務人員 1 名 廠務相關事務 不拘 08:00~17:00 排休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NC 走刀/走心

式車銑複合高級

工程師 
3 名 

1. 負責 CNC 車銑複合 加工機操作/架機 
(star/ citizen)。 
2. NC 車床加工機架機。 
3. 新產品工件開發試作。 
4. 加工技術之提升訓練。 
5. 協助改善製程品質與成效追蹤。 

專科以上 08:00~17:10  

新穎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組立人員 2 名  高中以上 08:30-17:30  

義豐包裝有限公司 現場作業員 5 名 現場作業，木箱及棧板製造 不拘 08:00~17:00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倉管 1 名 

1.貨品點收、驗收相關作業 
2.產品入庫及庫存管理，宅配、出貨打包

事宜 
3.每日盤點作業執行 

高中畢 
(需輪二班制) 

早班

08:30~17:10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4.需裝卸貨框 
5.需具堆高機證照 

晚班

13:30~21:30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課-儲備幹部 3 名 

1.人員配置安排、處理人員相關問題 
2.機台異常排除 
3.領退料及入庫作業安排 
4.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5.部門 SOP 建立/填寫產能報表 
6.需工廠線上管理經驗 

高中畢 

(需輪班) 
早班

08:00~16:40 
晚班

16:00~00:00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課-技術員 3 名 

1.油酥攪拌作業 
2.水麵攪拌作業 
3.摺疊作業 
4.烘焙作業 

高中畢 

(需輪班) 
早班

08:00~16:40 
晚班

16:00~00:00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包裝課-作業員 3 名 

1.依生產程序包裝產品 
2.協助生產之相關事項 
3.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4.5S 整理&部門性任務支援 
5.需使用半自動堆高機拖貨 

高中畢 08:00~16:40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工 1 名 廠區及環境清潔 不拘 08:30~17:30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機台操作 10-15
名 

1. 機台操作 
需能配合加班及輪班(輪班一個月輪替乙次

日夜班) 

高中職(含)
以上 

08:00-17:00(日) 
20:30-05:00(夜)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檢員 1-2 名 1. 品質檢驗相關 
(需能配合加班及輪班) 

專科(含)以
上 

08:00-17:00(日) 
20:30-05:00(夜)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NC 程式人員 1-5 名 

1.熟 NC 車床, 需具校模寫程式能力 
2.需能配合輪班;原則上一個月輪替日夜班

一次  
3.星期一至星期六需配合公司加班.  

高中、專

科、大學 

日班 
大夜班，

08:00~17:00 
需輪班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4.本職務招募工作同仁,須先至中科廠培訓

(預計至 Y2016 三~四月左右,視實際產能

作業調整,後回歸至嘉義廠工作) 
5.機台設備操作 
6.加工品質相關檢驗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技術人員 1-2 名 

1.進料檢驗及自動化量測設備管理與維護  
2.本職務人員需具量測儀器及量檢具量測

技術  
3.識圖能力  
4.自動化檢驗相關工作經驗 

專科、大學 日班 
需輪班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熱處理裝爐噴砂

人員 1-10 名 1.熱處理裝爐噴砂  
2.需能配合輪夜班.加班(輪班輪休制) 

高中以下、

高中、專科 

日班 
大夜班

08:00~17:00 
需輪班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安專員 1 名 

1.廠區廢棄物.廢油規劃處理  
2.污水廠設備操作  
3.廢棄物管理規劃  
4.其它環安相關專案 

專科、大

學、碩士 
科系要求： 
環境工程相

關、工業管

理相關 

日班 工作經歷一年以上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台維修人員 1-2 名 

1.廠區設備故障排除修繕.  
2.設備年度預防保養執行.  
3.廠區水電相關修繕.  
4.自動化設備維護與程式撰寫  
5.新機配電.配管及相關作業.  
6.具水電證照及電匠證照尤佳  
7.抗壓性高.應變能力佳  
8.須能配合內部作業加班.  
9.須具自動化控制能力 

高中、專科 
科系要求：

機械工程相

關、電機電

子工程相

關、電機電

子維護相關 

日班

08:00~17:00  

和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1 名 1.輸入、處理並追蹤客戶訂單，並將訂單

資料存檔備份。 專科以上 日班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2.保持與客戶間之聯繫，回覆 e-mail，並

確認交貨期。 
3.提供出貨文件，協助業務人員控管出

貨。 
4.協助業務人員處理銷售業務相關之公司

內部行政作業。 

和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電機工程師 2 名 1.熟 PLC 自動控制 
2.機械配電 高中以上 日班 

08:00~17:00  

勤日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人員 3 名 訂購單、催料等 高職 08:00~17:00  

勤日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圖人員 3 名 美工製圖 高職 08:00~17:00  

勤日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人員 3 名 品質管理 高職 08:00~17:00  

競銘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部技術員 1-5 名 
電鍍設備槽子組裝 
能配合加班者佳 
略有機械方面概念 

高中職以上 08:00~17:00 工作經驗 1 年以上 

競銘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AUTO CAD 繪圖

工程師 1-2 名 

1.熟應用 AutoCAD。 
2.具機械識圖能力，有相關機械設計經驗者

尤佳。 
3.機械圖面繪製。 
4.機械相關科系。 

專科以上，

系限制：機

械工程學類, 
電機工程學

類 

08:00~17:00 工作經驗 1 年以上 

嘉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車床加工技術人

員 1-2 名 車床加工 不拘 日班

08:00~17:00  

嘉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銑床加工技術員 1-2 名 銑床加工 不拘 日班

08:00~17:00  

仕豐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人員 1 名 會計.記帳.出納. 
需有成本會計經驗 專科畢 08：00~17：

30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射出成型技師/儲
備幹部 1 名 

1.能獨立架設模具及射出成型機設定。 
2.機台操作指導、調機、維修、異常排除、

簡易保養。 
3.品質不良紀錄及統計，產品異常原因分析

與改善。 
4.產品試模並依規定紀錄相關資料存查。 
5.具原料識別及配色相關基礎知識。 
6.主管交辦事項。 
7.須配合加班及夜班輪值。 
8.預備培訓為幹部 

高中 

須輪班 
08:00-16:30 
16:00-00:30 
00:00-08:30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印技師 2 名 1.塑膠殼網版印刷作業 
2.主管交辦事務 高中 08:00-17:00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模具師傅 1 名 

 
1.模具製造、加工、組立、送樣、試模及

驗收工作 
2.熟悉塑膠模具製作、車床、銑床、放電

機等操作 
3.負責開模前之規劃及開模後之進度掌

控。  
4.負責模具估價及成本分析。 
5.能夠獨立分析及解決模具異常問題點 
 

高中 08:00-17:00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裝/品管人員 不限 

1.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品質檢驗、包裝出

貨等作業。 
2.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及

程序標準。 
3.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序事

宜。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不拘 日班，需輪班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 
製程員 

不限 1.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品質檢驗、包裝出貨

等作業。 
不拘 

日/晚班 
(需輪班)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2.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

序標準。 
3.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序事宜。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儲備幹部 不限 

1.執行生產製造計畫、負責現場每日進度

排程、進度追蹤、產線交期追蹤、物料需

求追蹤、帳務處理等。 
2.執行管理廠務營運、工作改善、成本分

析、管控作業流程達成各項生產指標等經

營管理能力者。 
3.數字概念清晰，提升廠務產能效率、降

低成本。 
4.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EQ
良好、邏輯能力強者尤佳。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高中以上 日/晚班 
(需輪班)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操作 
維修人員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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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機械設備維護。 
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不拘 日班/晚班，需輪

班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務技術士 2 名 
1.員工餐廳管理。  
2.各項康樂活動辦理。  
3.環境美化作業。  

不拘 日班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4.協助環境清潔作業，如：資源回收管理 。  
5.資產保養與簡易維修。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俐合奕有限公司 CNC 
車/銑床技工 1-2 名 

1.熟 CNC 車/銑床機台操作  
2.熟程式編排能識圖並獨當一面完成工作，

會投影機及三次元，  會操作發那科

/OKUMA 電腦，熟練 C 軸 Y 軸 

高中以下、

高中、專

科、大學、

碩士 

日班 0800-1630 

能識圖並獨當一面

完成工作，會投影

機及三次元， 會操

作發那科/OKUMA
電腦，熟練 C 軸 Y

軸 

俐合奕有限公司 品保人員 1 名 

檢查、測試、或測量材料、產品、裝置，使

之符合規格。 
使用測量儀器（會三次元/輪廓儀/投影機者

佳）測量產品的尺寸以符合規格。 

不拘 日班 0800-1630 

會使用測量儀器

（會三次元/輪廓儀/
投影機/硬度機/真圓

度機...者佳） 

俐合奕有限公司 製圖人員 1 名 

1.製作機械的裝置、工具及控制器之詳細設

計圖及說明。 
2.檢閱及分析規格、草圖、藍圖、想法和相

關數據，以評估組件設計的影響因素及所須

遵照的程序和指示。 
3.提供零件或機器設計所需的數學運算程

式。 
4.修改設計以改良操作缺點或生產問題。 
5.設計按比例縮小或實物大小的物件藍圖。 

不拘 日班 

工作經歷：2 年以

上 
擅長工具：

AutoCAD、

AutoCad 2D、

SolidWorks 
工作技能：電腦輔

助設計軟體操作、

繪製電腦相關配圖 

七洋空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機械設計製圖專

員 2 名 

1.具模具設計或油壓零件設計經驗者。 
2.具機械識圖及製圖能力、產品結構設計能

力。 
3.產品設計與變更。 

專科以上程

度工業技藝

及機械學科

類、機械工

程相關科系 

08:00-17:00 

(1)會 CAD 及 3D 繪

圖軟體及 Solid 
Works。 

(2) 2 年以上工作經

驗。 

七洋空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焊接人員 2 名 
1.用瓦斯氣體火焰、電弧、鋁熱劑化合物

或其他方法焊接金屬。 
2.用銅鋅合金焊接金屬工件。 

專科以上程

度工業技藝

及機械學科

08:00~17:00 
(1)需 5 年以上經

驗。 
(2)西工尤佳。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3.用瓦斯氣體火焰、電弧切割金屬片。 類、機械工

程相關科系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人員 1 名 CNC 車床零件採購與發包議價 
物料跟催 

高中、專

科、大學 
日班，08:00-

17:10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電控裝配技術員 1-5 名 
1.機台配盤與外線配製  
2.機器功能調整測試  
3.電機科系畢業,無經驗可.願接受陪訓 

高中、專

科、大學 
科系要求：

電機電子工

程相關 

日班，

08:00~17:10 

具備 CNC 車床裝

配經驗或機械組裝

相關工作經驗者佳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CNC 車床裝配技

術員 1-10 名 CNC 車床組立裝配  
工具機機械組裝 高中職以上 日班，

08:00~17:10 

具備 CNC 車床裝

配經驗或機械組裝

相關工作經驗者佳 

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設備工程師

(儲備幹部) 3 名 

1.儲備幹部 
2.負責設施及設備規劃引入、設置及管理 
3.規劃預防性及預測性保養計畫及實施 
4.9S 管理 

高中職以上 周一至周五

0800-1700  

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儲備幹部) 3 名 

1.開發新客戶 
2.路線的規劃與分配 
3.金屬材料的基本認識 
4.客戶及公司協調 
5.整合業務 

高中職以上 周一至周五

0800-1700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品管人員 1 名 

1.產品半成品精度檢驗  
2.產品成品精度檢驗 
3.產品儀器使用(準值儀、雷射、循圓等相

關量具儀器) 
4.產品出貨配件清點 

專科以上 8:00-17:00 

需至台中烏日廠 
實習 3 個月 
(公司補助 
租屋津貼)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組立人員 3 名 1.機台組裝 專科以上 8:00-17:00 

需至台中烏日廠 
實習 3 個月 
(公司補助 
租屋津貼)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電控人員 1 名 1.機台電控 專科以上 8:00-17:00 

需至台中烏日廠 
實習 3 個月 
(公司補助 
租屋津貼)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設計人員 3 名 1.機台設計 專科以上 8:00-17:00 

需至台中烏日廠 
實習 3 個月 
(公司補助 
租屋津貼)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 會計人員 1 名 

1.各項費用、應付、應收等帳務處理 
2.申報營業稅、營所稅等各項稅務作業 
3.編製並提供會計報表、以符合會計原則、

稅法及公司之規定 
4.熟成本會計 
5.獨立處理外帳作業 
6.主管交辦事項 

專科以上 8:00-17:00 

需至台中烏日廠 
實習 3 個月 
(公司補助 
租屋津貼)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人員 1 名 採購 大專 8:00-17:00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務會計人員 1 名   應收應付支票整理 
  總務雜項等 大專 8:00-17:00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維修人員 2 名 1.機台維護、維修 相關科系 08:00~17:00 有經驗者待遇面談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機台操作人員 6 名 1.機台操作 不拘 08:00~17:00 有經驗者待遇面談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事業部- 
機構設計工程師 

10 名 針對客戶自動化產線之需求，開發規劃並

導入合適的方案。 

大學以上或

具有相關經

歷 5 年以上 
8:00~17:00 

熟 CAD 繪圖軟

體，須具備繪圖及

拆圖 
基本能力。

(SolidWorks 佳)。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事業部- 
機電整合應用工

10 名 1.熟 PLC 程式設計或 CNC 控制器應用設

計。 
大學以上或

具有相關經
8:00~17:00 

自動化、機械製

造、熱力、流體等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程師 2.具備自動化設備機構整合經驗為佳。 歷 3 年以上 相關系所畢最佳。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事業部- 
機構組裝人員 

10 名 

1.按照工令單指示料號備料。 
2.檢查圖樣及材料表。 
3.了解零組件規格。 
4.依照圖紙裝配精密零配件，組裝所有工

件至成品。 
5.協助測試精度，以及運行測試，確實填

寫工作表單及相關文件。 

相關經驗優

先錄取 8:00~17:00 

具備車床及銑床或

是其他機械設備組

立裝配經驗者優先

錄取。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事業部- 
CNC 銑床技術

工程師 
機台設備操作人

員 

10 名 

1.CNC 銑床機台操作(程式編輯、校刀、

模具、刀具)，搭配 MES 系統排程作業。 
2.機台的維護包含故障排除、保養，負責

產品測試與量測。 
3.協助改善製程品質與追蹤。 

相關經驗優

先錄取 8:00~17:00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組立員 3 名 CNC 銑床組立、裝配 
高中以上程

度機械工程

相關 

08:00-17:00 
週休二日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電裝調機員 2 名 工作經驗一年以上 
機台配電、調機作業 

高中以上程

度電子電機

工程相關 

08:00-17:00 
週休二日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檢驗工程師 2 名 熟悉雷射及循圓尤佳 
高職以上相

關科系或有

經驗者亦可 

08:00-17:00 
週休二日  

當得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CNC 銑床技術員 1~2 人 

1.CNC 程式設計與程式模擬／樣品開發／

工程精進。 
2.數位控制銑床機台操作，進行平面、銑

曲面、銑溝槽、各種複雜的形狀加工。 
3. 夾治具設計、建立 MOI、製程問題分析

及改善，降低製造成本。 
4.銑削情況判斷及處理／故障排除／設備

高中職以上 
(機械科) 08:00~17:00 

1.熟 UG、

SolidEdge 
2.熟三軸或四軸銑

床加工機操作 
3.熟五軸加工機或

車銑複合機操作

者佳 
4.可輪班 



公司名稱 職類名稱 人數 工作內容 學歷 工作時間 備註 

維護、保養等。 5.週休二日 

當得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部課長 1 人 

1.光學、航太、汽機車等各種五金類產品 
加工估價、樣品開發、量產導入。 
2.夾治具設計、建立 MOI。 
3.CNC 銑床加工技術教導、產線安排規劃

及品質管控。 
4.製程問題分析及改善、工程精進，降低

製造成本。 

高中職以上 
(機械科) 08:00~17:00 

1.熟 UG、

SolidEdge 
2.熟三軸或四軸銑

床加工機操作 
3.熟估價作業／樣

品開發 
4.熟五軸加工機或

車銑複合機操作

者佳 
5.可輪班 
6.週休二日 

 
意者請電洽 
嘉義縣政府委託大埔美園區輔導培訓計畫人才招募處 
吳鳳科技大學聯絡窗口：戴小姐(研究發展處)  05-2267125 轉 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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