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公司名稱

招募職缺

職缺數

1

天工精密
股份有限
公司

品保儲備幹部、人資專員、生管儲備幹部、採
購儲備幹部、電機人員、職安管理師、品質工
程師、國外業務、行政總務專員、採購人員、
產品經理、生技工程師、研發助理工程師、成
本會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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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霖生技
股份有限
公司

OP 口服製劑-(資深)品管分析師_微生物組 [工作 52
地點:雲林]、OP 口服製劑-(資深)品管分析師_理
化/儀器分析組 [工作地點:雲林]、OEP 行銷溝通
專案經(副)理 [工作地點:台北]、OP 口服製劑分析研究部-副研究員［工作地點:桃園］、OP 口
服製劑-法規部-藥事法規(資深)專員(Regulatory
Affairs)-[工作地點:台北]、OEP SAP-系統工程師
(PP/QM) [工作地點:台北]、OEP SAP-系統工程師
(MM) [工作地點:台北]、OEP SAP Basis/Infra
Engineer 系統工程師 [工作地點:台北]、OEP [約
聘]-醫學事務處-臨床研究專員(CRA) (台北)、
OEP 處方醫學行銷部-產品經理/(副理) [工作地
點:台北]、OEP 處方醫學處-北區醫藥代表(HP)
[工作地點:台北]、OEP CRM manager/assistant
manager [工作地點:台北]、OEP IT-資訊系統維運
工程師(Infra 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OEP 抗老
化事業部-醫學美容-業務代表(北區) [工作地點:
台北]、OPN [約聘]針劑-品保部-文件管理人員(6
個月)[工作地點:雲林]、OP 集團研發中心-秘書
(Secretary) [工作地點:台北]、OP 口服製劑-品保
專員(QA Specialist) [工作地點:雲林]、OP 口服製
劑-臨床研究專員(CRA II) [工作地點:台北]、OEP
抗老化事業部-保健醫學 II(醫院/診所)-業務代表
(南區)、OEP 抗老化事業部-保健醫學 II(醫院/診
所)-業務代表(北區) [工作地點:台北]、OEP 會計
組長(Accounting team leader) [工作地點:台北]、
OEP 腫瘤醫學事業處-醫藥代表(北區) [工作地
點:台北]、OEP 成本會計專員 (台北)、OEP 抗
老化事業部-保健醫學 I(藥局/嬰兒房)業務代表
(南區)、OP 口服製劑-倉庫管理專員[工作地點:
雲林]、OEP 醫藥物流管理專員 [工作地點:桃
園]、OEP IT-資訊系統維運工程師(Infra 維護)[工

作地點:雲林]、OP 口服製劑-分析研究部-(副)/研
究員［工作地點:雲林］、OP [約聘]口服製劑-技
術員/包裝員 [工作地點:雲林]、OEP 腫瘤醫學事
業處-醫藥代表(雲嘉區)、OEP 公關專案經(副)理
[工作地點:台北]、OEP 西藥品牌發展暨新事業
處-眼科部門(資深)業務代表 (台北) 輕鬆挑戰百
萬年薪、OPN 針劑-品保專員-文管中心 [工作地
點:雲林]、OPN 針劑-生產技師 [工作地點:雲
林]、OPN 針劑-分析研究部-(資深)分析(副)研究
員((Sr.)Associate Researcher) [工作地點:雲林]、
OPN 針劑-分析研究部-(資深)分析中級研究員
((Sr.)Intermediate Analytical Researcher)[工作地點:
雲林]、OP 口服製劑-臨床品保部專員(Quality
Assurance Specialist) [工作地點:台北]、OP 口服
製劑-品保專員(QA Specialist)(品質組)[工作地點:
雲林]、OPN 針劑-技術服務部(針劑)-研究員
(R&D researcher)[工作地點:桃園]、OP 品管部-品
管取樣人員 (雲林虎尾)、OPN 針劑-品管中級分
析師 QC Analyst (雲林)、OP 口服製劑-生產技師
(約聘一年) [工作地點:雲林]、OEP 客戶關係策
略發展經理/副理 [工作地點:台北]、OP 西藥事
業發展處-專案經理/專員 (台北)、OEP 物流管
理處 - 倉管 (桃園)、OP 臨床試驗營運部-醫學
統計分析師(Biostatistician) (台北)、OEP 會計專
員 (台北)、OEP 抗老化事業部-行銷產品經理
(台北)、OP 分析研發部 行政/文管專員 (桃
園)、OP 口服製劑-(約聘)臨床試驗助理(Clinical
Trial Assistant,CTA) [工作地點:台北]、OEP 採購
暨總務處 前台行政專員 (台北)、OPN 針劑-品
管分析師 Junior QC Analyst (雲林)、OP 財務會
計組長 (台北)、OEP 食品營養事業發展處-產品
經理 (台北)、OEP 採購暨總務處 採購高級專員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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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品精密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中科】產品專案整合技術經理、【台中】廠務
值班工程師、【台中】客服 CP 工程師(國外)、
【台中】製程技術工程師、【中科】廠務資深工
程師(機電)、【台中】製造系統支援工程師、
【彰
化】模組微型開發資深工程師、
【中科】製程技
術工程師、【中科】廠務資深工程師(電網工
程)、【中科】廠務工程規劃工程師、
【台中】ITINF 資深工程師(網路)、【台中】IT-AP 資深工程
師、【台中】IT-INF 資深工程師(Linux/ UNIX)、
【台中】IT-AP 工程師(OA)、【台中】技術工程
師(資安)、【台中】設計工程師(基板)、【中科】
設計工程師(光罩)、【台中】客服 CE 工程師(國
外)、【中科】智慧製造資深工程師(硬體)、【台
中】工業工程工程師、【中科】製造系統支援工
程師、【中科】產品專案資深工程師、【中科】
產品專案工程師、【中科】製程整合工程師
(Bumping)、【中科】製程工程師(Bumping)、【彰
化】製程工程師(Bumping)、【台中】綠色產品保
證資深工程師、【台中】特性分析工程師、【台
中】材料技術資深工程師、【台中】技術服務推
廣經副理、【中科】產品開發製程資深工程師、
【中科】製程值班工程師、【台中】工業工程資
深工程師、【中科】生產管制工程師、【台中】
安衛工程師、【台中】產品工程師、【台中】製
程技術資深工程師、【台中】量測技術工程師、
【台中】客服 CE 工程師(國內)、【台中】品管工
程師(MQE)、【中科】生產企劃管理師、
【中科】
智慧製造技術經理、【台中】供應商品質系統資
深工程師、【中科】測試系統開發資深工程師、
【台中】產品資訊助理工程師、【台中】製造工
程資深工程師、【中科】TPM 工程師等職缺。

超過
100 個
(暫列台
中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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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邦電子
股份有限
公司

生產類--爐管設備工程師(中科)、生產類--擴散工
程部離子植入設備工程師(中科)、工程類--採購
工程師/管理師(中科)、生產類--擴散設備工程師
(中科)、生產類--Etch 設備工程師(中科)、研發類
--DRAM 產品工程師(中科)、生產類--濕蝕刻設備
工程師(中科)、生產類--擴散製程工程師(中科)、
生產類--WET 製程工程師(中科)、【身心障礙人才

超過
100 個
(暫列台
中職缺)

專區】(竹北/台中/高雄)定契-人力資源行政助
理、生產類--夜班四班二輪技術員(中科)、生產
類--測試生產技術員(中科)、軟體類--Data
Engineer (中科)、軟體類--Senior Data Scientist(中
科)、生產類--Track 微影設備工程師(中科)、華邦
電子 2022 校園徵才-(中科)生產類_設備工程師、
華邦電子 2022 校園徵才-(中科)生產類_整合工程
師、華邦電子 2022 校園徵才-(中科)行政類_採購
管理師、華邦電子 2022 校園徵才-(中科)生產類_
製程工程師、生產類--工業工程師 (中科)、生產
類--CVD/ALD 設備工程師(中科)、生產類--系統
整合工程師(中科)、工程類--物料管理工程師(中
科)、研發類--邏輯元件開發工程師(中科)、工程
類--倉管作業約聘人員(中科)、華邦電子 2022 校
園徵才-(竹北/中科/高雄)行政類_人資管理師、
華邦電子 2022 校園徵才-(竹北/中科/高雄)MIS_
資訊系統工程師、生產類--微影設備工程師(中
科)、生產類--蝕刻製程工程師(中科)、研發類-微影製程技術開發工程師(中科)、生產類--擴散
製程工程師、工程類--品質可靠度工程師(中
科)、MIS--資料庫工程師(中科)、生產類--Flash
製程整合工程師、生產類--擴散製程工程師、工
程類--CMP 製程工程師、研發類--先進蝕刻模組
技術開發工程師(中科)、生產類--DRAM 製程缺
陷改善夜班工程師(中科)、【TOEIC 新鮮人就職專
案考】(中科/高雄)製程工程師、工程類--約聘
DRAM 測試助理工程師(中科)、研發類--產品測
試工程師(中科)、研發類--數據分析暨製程 AI 工
程師(中科)、工程類--廠務廢水系統運轉工程師
(中科)、研發類--製造產品工程師(中科)、MIS-網路工程師(中科)、工程類--環安衛工程師(中
科)、生產類--Flash 製程整合工程師、生產類-Flash 製程整合工程師(中科)、生產類-ALD/MCVD 設備工程師(中科)、(中科)日文翻譯
定契、工程類--CMP 製程工程師(四二輪)、研發
類--NAND Flash 測試應用工程師(中科)、生產類-微影製程工程師(中科)、工程類--廠務電力工程
師(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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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安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研發人員、平板押出、真空成形技師、半技師/
21
儲備幹部、國貿及業務(日文精通;熟英文)、塑膠
射出技術人員/儲備幹部、總務專員、機電人
員、股務人員、倉管人員、會計人員、品管人
員、工務人員、吹膜機和彩藝印刷機和軟包裝
印刷操作人員/儲備幹部、國貿及業務助理(熟英
文)、主辦會計、成本會計。

6

鐠羅機械
股份有限
公司

生管主管、製造管理主管、機械繪圖員、機械
研發工程師、研發主管、品保主管、資材主
管、倉管人(專)員、機台配電技師、機台組裝技
術員、溫室園藝植栽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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