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名稱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職務類別
職務名稱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網路行銷(國外英語業務開發)
台中-大陸業務.早班 9:00~18:30(底薪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28K↑+高獎金)【擴編】
台中-國外業務.早班 9:00~18:30(底薪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32K↑+高獎金)【Compan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設計業 高階主管秘書【擴編】
一般服務業
English Customer Service

億泰興業有限公司

請選擇

作業員;資料人員;品檢人員;資材人員

橘野數位設計有限公司
春水堂人文茶
春水堂人文茶
春水堂人文茶
戴爾美語
戴爾美語
戴爾美語
戴爾美語
戴爾美語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益品書屋股份有限公司
唐亞股份有限公司
廣大整合網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立企業有限公司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捷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廣大整合網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委定商行
全國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家禾牙醫診所
世興旅行社有限公司
伊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潮港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泓記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大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唐亞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食在滿願飲食店
雅嵐股份有限公司(中區50嵐總部)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設計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一般製造業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相關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相關業
運輸物流及倉儲
請選擇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相關業
請選擇
運輸物流及倉儲
醫療健保及環境衛生業
旅遊/休閒/運動業
請選擇
住宿/餐飲服務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一般製造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請選擇
請選擇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平面設計師
正職人員
計時人員
儲備幹部
行銷人員
諮詢人員
編輯人員
教務人員
工讀生
國際行銷企劃
門市人員
長期工讀生
助理
工讀生/計時人員
全職人員/儲備店長/海外營運儲備幹部
鋁門窗技術員
(現領)計時人員
文管助理(夜校生)
助理
店職員
倉儲管理及理貨員
正職牙醫助理(無經驗可)
旅行社業務專員+領隊-台中
女裝採購助理
兼職服務員(彈性排班制度)
CNC車銑複合機技術員
CNC臥式銑床加工機技術員
焊接技術人員
採購
倉庫
【生產技術部】助理工程師
塑膠射出技術人員
CNC齒輪技術員
生產管理人員
行銷業務助理
程式軟體工程師
加油站早班工讀生
廠務助理
兼職-工讀生/計時人員
全職-全職人員
全職-儲備店長
全職-海外營運儲備幹部
外場服務生(午班 )
全職人員/儲備店長/海外營運儲備幹部
業務助理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薩摩亞商奧凡國際有限公司

順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服務業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公司

請選擇

廣三崇光國際開發(股)公司
麗富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麗富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二鍋事業處】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設計業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設計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台中亞緻大飯店

住宿/餐飲服務業

台中亞緻大飯店
台中亞緻大飯店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台中亞緻大飯店

住宿/餐飲服務業

台中亞緻大飯店

住宿/餐飲服務業

久德電子有限公司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清新溫泉飯店)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清新溫泉飯店)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清新溫泉飯店)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清新溫泉飯店)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清新溫泉飯店)
全氟密封工業
全氟密封工業
學田藥局
光晟機械有限公司
東星昌交通有限公司
鼎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一般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請選擇
住宿/餐飲服務業
請選擇
一般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
請選擇
一般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一般製造業

思博資訊有限公司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中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台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德商]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安佳旅行社有限公司
宏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子公司)
洋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百阜科技有限公司
百阜科技有限公司
百阜科技有限公司
百阜科技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服務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文教相關業
旅遊/休閒/運動業
一般服務業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相關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廣三SOGO警備/保全人員(平均月休
9~10天)
電梯客服人員(工讀亦可)
美編設計人員
會計人員
見習襄理
台中亞緻大飯店-客務部客服專員(櫃檯
&總機)
台中亞緻大飯店-宴會廳服務員
台中亞緻大飯店-忘廊酒吧服務員
台中亞緻大飯店-廚務部西餐廚房練習
生/三廚
台中亞緻大飯店-廚務部中餐廚房練習
生/三廚
技術工讀
門市服務人員
活動導覽員
房務部工讀生／兼職房務員(長期)
中餐廳工讀生/兼職
宴會廳平/假日工讀生
男/女三溫暖區服務員兼職/工讀生
咖啡廳吧檯服務員(工讀/兼職)
繪圖人員
資料輸入人員
助理/工讀生
CNC銑床技術人員
會計行政人員
會計
MIS/資訊設備維修技術人員/系統整合
工程師
門禁管制員
電機設備檢測人員
技術支援工程師
電力系統工程師
電機/電力維護工程師
葉片維護工程師
人力資源人員
倉管員
櫃檯接待員
餐飲接待員
採購專員
活動指導員
救生員
儲備菁英店長
電腦課程規劃師
電腦維修行政專員
美語招生顧問
美語班務行政專員
線上店銷菁英
銷售業務專員
線上技術客服工程師
旅遊專員學生代表
客戶網路查修專員
機電 / 空調工程師
PHP開發工程師
網管工程師（運維工程師）
前端工程師
網管工程師（MIS）
技術支援講師
行銷企劃人員
財會儲備幹部
網路社群行銷專員
銷售營業人員
汽車維修技術人員

上班時段
日班09:00~18:30

應徵方式
kiwi5675@gmail.com

連絡電話
04-2258-6509

4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日班09:00~18:30

kiwi5675@gmail.com

04-2258-6509

4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日班09:00~18:30

kiwi5675@gmail.com

04-2258-6509

kiwi5675@gmail.com
kiwi5675@gmail.com

04-2258-6509
04-2258-6509

上班地點
需求人數 區域
5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1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2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日班09:00~18:30
日班09:00~18:30
日班8:00~17:00,週一二四五要配合
10 西屯區 台中市工業區31路5號
加班20:30
1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13號
日班9:00-18:00
40 西屯區 台中市朝馬三街12號
依公司規定
15 西屯區 台中市朝馬三街12號
依公司規定
10 西屯區 台中市朝馬三街12號
依公司規定
3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8號
依公司規定
20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8號
依公司規定
1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8號
依公司規定
2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8號
依公司規定
2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8號
依公司規定
2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FA1-1
日班09:00~18:30
3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惠文路361號
日班11:30-20:30
日班13:00-17:00
1 南屯區 408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八路32號
1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66號13樓之5
日班08:00~17:00
排班
30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30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排班
日班08:00~17:30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文昌街227巷3號
4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日班09:30~17:00之間3~6hr
日班0800-1700
1 南屯區 台中市(40852)南屯區精科東路五號
1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66號13樓之5
日班08:00~17:00
日班07:00-15:00 晚班15:00-23:00
4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882號
10 南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3段215巷51號
日班08:30~17:30
日班9:00~22:00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67-5號
3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1號5F2
日班08:45~18:00
3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290號16F
日班09:00~18:00
20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四段2號
依公司規定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依公司規定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依公司規定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日班07:50~17:00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日班07:50~17:00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二路8號
日班08:30~17:30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3號1號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9號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9號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9號
依公司規定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8路32號
日班8:00 - 17:00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五權西路二段1260號1樓 日班6:30-14:30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0路46號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1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依公司規定
2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里永春東路1122之2號1樓 日班9:30~14:00
30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5-1號
排班
舊廠：台中市北屯區大富路100之8號。新
1 南屯區
日班
廠：台中市精科中二路13號

sit-data4@umail.hinet.net

04-23580663

eyckbobo@gmail.com
elsa.lin@icetea.com.tw
elsa.lin@icetea.com.tw
elsa.lin@icetea.com.tw
fongjia@all-english.com.tw
fongjia@all-english.com.tw
fongjia@all-english.com.tw
fongjia@all-english.com.tw
fongjia@all-english.com.tw
kiwi5675@gmail.com
tina@epbooks.com.tw
zoe@dominotw.tw
arole@goldenwell.com.tw
hrm@50lan.com.tw
hrm@50lan.com.tw
asd8877952@gmail.com
hrm@50lan.com.tw
a112@akiraseiki.com
arole@goldenwell.com.tw
sf3518@yahoo.com.tw
houngden@yahoo.com.tw
anvy630@gmail.com
taluckytour@hotmail.com
ileyhr2014@gmail.com
SECRECY0704@HOTMAIL.COM
swang@ashun.com
swang@ashun.com
swang@ashun.com
swang@ashun.com
swang@ashun.com
yusheng.wang@tricore.com.tw
sandy@oncque.com.tw
admin1@sixstar.com.tw
admin1@sixstar.com.tw
admin1@sixstar.com.tw
jackie@dominotw.tw
a1666.a739@msa.hinet.net
jx@jeenxi.com.tw
hrm@50lan.com.tw
hrm@50lan.com.tw
hrm@50lan.com.tw
hrm@50lan.com.tw
dafafaya@yahoo.com.tw
hrm@50lan.com.tw

04-23583303
04-22592567分機534
04-22592567分機534
04-22592567分機534
04-24522298
04-24522298
04-24522298
04-24522298
04-24522298
04-2258-6509
04-23891102
04-23580808
04-23811166
04-24793018
04-24793018
423860410
04-24793018
04-23552495
04-23811166
04-23801953
05-2218526
423866155
423195047
04-24729138分機138
04-23899800分機525
04-23505599#1881
04-23505599#1881
04-23505599#1881
04-23505599#1881
04-23505599#1881
04-23505088分機1224
04-23588178-5111
04-23502268
04-23502268
04-23502268
04-23580808
04-23870798
04-23597868
04-24793018
04-24793018
04-24793018
04-24793018
04-23825339
04-24793018

marketing@suenn.com

04-24229632

3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459號

排班0800-1700/1500-2400/2330-0830 job@mail.kssogo.com.tw

04-23233788#1994

4
2
2
5

日班1030~2200
日班09:00-18:00
日班09:00-18:00
排班10:00~23:30

04-23233788#1994
04-23281566
04-23281566
(04)2322-1868分機2002

西區
西區
西區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459號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09號6樓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09號6樓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07號2樓(代表住址)

job@mail.kssogo.com.tw
livecom-hr@livecom.com.tw
livecom-hr@livecom.com.tw
kelly.huang@wowprime.com

2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依公司規定

alvin.slkuan@landisgroup.com.tw

0437003853

1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1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alvin.slkuan@landisgroup.com.tw
alvin.slkuan@landisgroup.com.tw

0437003853
0437003853

2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依公司規定

alvin.slkuan@landisgroup.com.tw

0437003853

1 西區 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依公司規定

alvin.slkuan@landisgroup.com.tw

0437003853

排班8:00-12:00 13:00-17:20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日班、假日班
日班、晚班、假日班
日班、晚班、假日班
日班、晚班、假日班、需輪班
日班、晚班、假日班
日班08:00~17:30
日班08:00~17:30
排班8:00~12:00 15:00~19:00
依公司規定
日班8：00~17：00
日班

a8888yun@yahoo.com.tw
h2342@ms36.hinet.net
h2342@ms36.hinet.net
liangyach101@tinp.net.tw
liangyach101@tinp.net.tw
liangyach101@tinp.net.tw
liangyach101@tinp.net.tw
liangyach101@tinp.net.tw
Celia@petseals.com
Celia@petseals.com
JA1008P@yahoo.com.tw
qian hi@yahoo.com.tw
ltuocd01@teamail.com.tw
cat050903@yahoo.com.tw

04-23729418
04-22628621
04-22628621
04-23831088分機7899
04-23831088分機7899
04-23831088分機7899
04-23831088分機7899
04-23831088分機7899
(04)2336-7239#326
(04)2336-7239#326
04-23382230
04-25291698
04-25225267
04-25296841

日班09:00~18:00

betty@sisfb.com

04-26522657

依公司規定
日班/假日班，需輪班
日班，需輪班
日班08:00~17:00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日班08:00~17:00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依公司規定
排班
日班08:30~17:30
日班08:00~17:30(依工地作息時間)
日班09:00~18:00
日班09:00~18:00
日班09:00~18:00
日班09:00~18:00
日班08:30~17:30
日班0830~1730
日班0830~1730
日班0830~1730
日班0830~1730
日班0830~1730

st6481@csccss.com.tw
bart.linssen@enercon.de
bart.linssen@enercon.de
bart.linssen@enercon.de
bart.linssen@enercon.de
bart.linssen@enercon.de
bart.linssen@enercon.de
hr@yoho.com.tw
hr@yoho.com.tw
hr@yoho.com.tw
hr@yoho.com.tw
hr@yoho.com.tw
hr@yoho.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mia.chen@pcschool.com.tw
angelcta020@gmail.com
nokl7373@honghwa.com.tw
judychang@yankey.com.tw
abby.l@baifu-tech.net
abby.l@baifu-tech.net
abby.l@baifu-tech.net
abby.l@baifu-tech.net
ap000@nanyang.com.tw
ap000@nanyang.com.tw
ap000@nanyang.com.tw
ap000@nanyang.com.tw
ap000@nanyang.com.tw
ap000@nanyang.com.tw

0426398497
04 2624 4200
04 2624 4200
04 2624 4200
04 2624 4200
04 2624 4200
04 2624 4200
08-886-9997
08-886-9997
08-886-9997
08-886-9997
08-886-9997
08-886-999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3114537
02-25065778
04-23690988
(02)2600-1350分機0008
02-8751-0006
02-8751-0006
02-8751-0006
02-8751-0006
(02)8170-5280
(02)8170-5280
(02)8170-5280
(02)8170-5280
(02)8170-5280
(02)8170-5280

5
2
2
3
3
10
3
2
2
2
2
1
1
3

西區
南區
南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烏日區
神岡區
神岡區
潭子區

台中市西區福人街11號
台中市南區樹義路63號
台中市南區樹義路63號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229號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229號
台中市烏日區學田路便行巷14號
台中市神岡區豐工中路96號
台中是神岡區大圳18-9號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287巷9弄96號2樓

2 龍井區 台中市龍井區國際街240號
15
1
2
1
2
1
1
1
20
20
1
20
20
30
20
20
20
20
10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
5
1
1
5
5

龍井區
龍井區
龍井區
龍井區
龍井區
龍井區
龍井區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恆春鎮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正區
中山區
板橋區
林口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內湖區

台中市龍井區昌路100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台中市龍井區工業路188巷27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27-8號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6樓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32號五樓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68號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66號18樓-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6號6樓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6號6樓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6號6樓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36號6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386號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