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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好便利
● 線上申辦系統＆ 7-11超商 ibon機可申辦求職服務
● 台灣就業通 www.taiwanjobs.gov.tw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 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 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 勞工學苑 03-332-2101# 6808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號 
 03-332-2101 # 8015∼8017 
 03-333-0247

求職求才免費刊登 03-334-7256
請洽各地就業服務臺或本府就業服務專線

發行人｜鄭文燦  總編輯｜吳宏國   發行日
期｜

 110 年 3 月 4 日

桃園市政府
就業職訓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FB 粉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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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活動 就業找出路 相挺有頭鹿

活動地點：中壢區公所
辦理單位：南區就業服務台 03-4804253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號
廠 商 數：30
職 缺 數：1,500

3 12 13:30-16:00(五)

活動地點：中壢就業中心
辦理單位：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182號
廠 商 數：28
職 缺 數：800

3 17 9:00-13:00(三)

辦理單位：北區就業服務台 03-3126720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199號

廠 商 數：24
職 缺 數：1,000

活動地點：桃園區陽明公園市民活動中心3 19 13:30-16:00(五)

3,300個工作機會在桃園等你

更多徵才活動請上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官網 

https://oes.tycg.gov.tw/

 
桃園市工作職缺地圖查詢 

https://jobmap.tycg.gov.tw/
或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 告

♦ 實際活動辦理情形，以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官網公告為準。

就業促進研習課程

13:30-16:40
3 09 (二)

3月
活動地點：中壢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發現自己的職涯密碼

講  師：吳周峯

講師簡介：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促進協會/理事

09:00-12:10
3 12 (五)

活動地點：中壢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求職履歷優化技巧

講  師：吳淑玲

講師簡介：起初文創/ 企業培訓講師

09:00-12:10
3 16 (二)

活動地點：桃園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第一次斜槓就上手，迎接多職人生

講  師：陳政廷

講師簡介：創識智庫/執行長

13:00-16:10
3 17 (三)

活動地點：桃園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自信魅力，看見獨特的自我

講  師：吳美慧

講師簡介：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課程參加對象：請領失業給付民眾及一般求職者

課程報名資訊：桃園就業中心03-3333005轉2253、中壢就業中心03-4681106轉152

為了協助待業勞工習得一技之長，順利進入職場，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桃園「

有頭鹿」職能訓練場辦理110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第一梯次將於4月份起陸續開課，課程內
容為技術類、服務類及其他職類課程各5班次，提供450個訓練機會，多樣化的職業類別課程，幫
助待業勞工在訓後的就業場域更加開闊。

一般待業學員僅需負擔20％費用，符合長期失業、中高齡、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等身分的待業者，
經審查符合者則由政府全額補助，另符合相關規定資格者，還可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歡迎本市欲求(轉)職之市民預約免費1對1就業職涯諮詢或
履歷健診服務，協助您探索自我、定位職涯，豐富人生！

● 凝膠彩繪美甲美睫美容護膚班
● 商業影音行銷暨文書編輯應用班
● 室內設計繪圖實務班
● 機車修護實務班
● 網頁前端工程師實戰班
● ERP企業與財務管理實務班
● 影音剪輯暨數位行銷設計應用

● BIM建築製圖與MEP管路應用班
● 會計稅務人才培訓班
● 工業設計與3D列印整合實務班

失業者職業訓練第一梯次開課班表

培養一技之長 就業路更廣，多元職業類別課程 等你來報名

履歷健診及職涯諮商服務

為打造本市市民就業競爭力，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提供免費履歷健診及職涯諮商服務，協助即將步入職場的青

年、欲轉職之社會人士及二度就業民眾找尋職涯方向、提升軟實力並強化自信心，進而解索職涯、玩轉未來。

履歷健診服務   一對一履歷健診諮詢，提出個別化具體建議 
邀請職涯諮商、人力資源專家檢視求職者履歷及進行分析，並因其應徵之產業別不同，給予合適的建議，協助撰寫一

份彰顯個人特色及技能之履歷表，讓求職就業步步為贏﹗ 

職涯諮商服務   運用適性測驗與解析，更加瞭解自我職能優勢
邀請專業職涯諮詢人員運用職涯診斷工具，協助求職者了解個人特質與將來欲投入行業所須具備職場的性格及能力，

找出「相同點」及「相異點」強化就業適應力；另可評估求職者需求，安排一對一「深度職涯諮商服務」，透過深入面談

諮商，進一步分析求職者所面臨就業問題及困境，協助排除及面對就業障礙及職涯多重問題。

本服務可透過線上預約(https://reurl.cc/0DxXyK)或電洽桃園、中壢就業中心以利安排諮詢服務(桃
園就業中心：03-3333005；中壢就業中心：03-4681106)。相關資訊可搜尋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
處官網(https://oes.tycg.gov.tw/)瀏覽最新消息。

線上預約

110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
第一梯次4月起陸續開課

● 草本精油芳療師班
● 數位有聲電子書出版培訓班
● 複合式餐飲實務班
● 商業剪髮設計創作班
● 網路門市服務與行政職人班

4
月

5
月

6
月

 失業者職業訓練招生詳細資訊請至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http://oes.tycg.gov.tw）、桃園市工作職缺地圖
（https://jobmap.tycg.gov.tw/）、台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或洽各訓練單位查詢。



桃園臺
03-334-7256

大溪臺
03-388-5835

龜山臺
03-359-9795

蘆竹臺
03-312-6720

蘆竹臺
03-312-6720

八德臺
03-365-3602

大園臺
03-385-6074

觀音臺
03-473-8038

楊梅臺
03-485-6886

中壢臺
03-425-2259

中壢臺
03-425-2259

新屋臺
03-477-3391

平鎮臺
03-458-7885

龍潭臺
03-480-4253

桃園
就業中心

03-333-3005

中壢
就業中心

03-468-1106

中壢
就業中心

03-468-1106

新住民
聯合服務中心
080-0019780
03-333-9885

海巡署人才招募中
薪資 34,340元 起 
心動專線：0800-580-940 Line：0980655353
歡迎有志青年，加入海巡行列！

職缺將隨時更新，歡迎求職民眾前往查詢，

也歡迎事業單位來電登記求才資訊。

桃園市職缺地圖
http://jobmap.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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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股份有限公司

安力齊貿易有限公司

台灣日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桃園全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26,000~30,000元

30,000~32,000元

31,000~34,000元

29,000~30,000元

內 /外場正職人員 5人

倉管理貨員 5人

沖床操作員 5人

現場作業員 5人

星期五股份有限公司

四維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車威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秀波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桃園全區

桃園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時薪 165~215元

27,000~33,000元

30,000~40,000元

30,000~36,000/24,000~30,000

內 /外場兼職人員 5人

領班儲備人員 5人

FAE助理工程師 5人

威登資源回收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蘆竹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薪資：25,000元
生產管制技術員 5人

威霆環保再生企業社

上班地點：蘆竹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薪資：26,000~28,000元
倉管人員 5人

技術員 /作業員 5人

路德斯股份有限公司

宇根景觀有限公司 

堯富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六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中壢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26,000~28,000元

24,000元

32,000~36,000元

50,000元 /24,000元

外場正職人員 5人

園藝栽培工 5人

機械裝配員 5人

射出模具工程師 /作業員 5人

和星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和堤餐飲有限公司

敍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客旅館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觀音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40,000元起

30,600~38,000元

28,000~35,000元

時薪 160元 /25,000元

紡織染整主管 5人

內場學徒 /中工 5人

氬焊技術人員 5人

房務人員 / 櫃檯人員 5人

巨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毅潔環保有限公司

冠君清潔企業社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二班制

14:00~23:00

二班制

08:00~17:0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二班制

輪三班

09:00~18:00

日班 /輪三班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二班制

08:00~17:00

08:30~17:30

08:00~17:0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輪班制

日班 /中班

08:00~17:10

07:00~15:00/16:00~00:00

川樂商行 (Nu Pasta 觀音店 )

上班地點：觀音
薪資：25,000~30,000元
餐飲服務及接待員 5人

台灣愛知儀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
薪資：27,000元
技術員 5人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
薪資：37,719元
電焊工 5人

臺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
薪資：29,700元
製程技術員 5人

工作時間：日班 /中班

工作時間：08:00~17:00

工作時間：08:00~17:00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日班

日班

薪資：

薪資：

薪資：
35,000~60,000元

24,000元

24,000~30,000元鋁帷幕 /格柵繪圖工程師 5人

環境清潔工 5人

社區駐點清潔人員 10人

台灣歐德傢俱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蘆竹區
薪資：28,000~30,000元
系統家具 -品檢人員 15人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蘆竹區
薪資：33,000~35,000元
保全人員 15人

百鑽精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龜山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工作時間：二班制

工作時間：08:30~17:30

薪資：25,000~30,000元
製程技術員 5人

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32,000元
技術員 -日班 5人

連盛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26,000~30,000元
機台操作員 5人

香港商台灣利豐物流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28,000元
倉管人員 10人

亞通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38,000~45,000元
中巴客運駕駛員 5人

利農畜產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工作時間：08:00~16:30

工作時間：08:00~17:00

工作時間：09:00~18:00

工作時間：06:00~18:00/13:00~22:00

工作時間：07:00~16:00

薪資：40,000元
作業員 5人

美樂金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30,000~32,000元
金屬製品操作工 5人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6:00~10:00；

22:00~02:00；07:00~11:00

薪資：時薪 170~185元
理貨人員 7人

十全生命服務事業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桃園全區
工作時間：09:00~16:30

薪資：27,000元以上
服務人員 5人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平鎮二門市部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28,000~33,000元
拿坡里披薩炸雞 -儲備幹部 5人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平鎮二門市部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日班、中班 /排班

薪資：24,000~27,000/時薪 160元
正職人員 /兼職人員 6人

台灣嘉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嘉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平鎮區

平鎮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輪二班 (作四休二 )

輪二班 (作四休二 )

薪資：

薪資：

25,000~35,000元

25,000~35,000元

測試生技員 5人

生產技術員 10人

一虎商行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10:30~14:30；16:30~21:30

薪資：時薪 160元
兼職人員 5人

一虎商行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10:30~14:30；16:30~21:30

薪資：27,000~29,000元
正職人員 5人

新高清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7:00~19:00；

10:00~22:00；19:00~07:00

薪資：30,000~33,000元
商場清潔人員 10人

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27,960~30,000元
汽車廠技術員 50人

泰洛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三班制

薪資：30,000~38,000元
半導體設備組裝人員 30人

群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24,000~40,000元
裝配組立技術員 5人

春翔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6:40~15:40/15:40~00:30

薪資：28,000~30,000元
現場技術員 5人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32,000~34,000元
IPQC生產線巡檢員 5人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溪區
工作時間：08:00~17:30

薪資：34,784元起
模板工 60人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八德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25,000~75,000元
集配司機 5人

久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蘆竹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日班 25,854起 /夜班 31,025起
操作員 8人

漢斯廚飾國際有限公司

昕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龜山區

楊梅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二班制

二班制

08:00~17:00

薪資：

薪資：

30,000~34,000/28,000~32,000

26,000~42,000元

機械操作員 /倉管人員 6人

隱形眼鏡生產技術員 25人

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詠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龜山區

桃園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薪資：

薪資：

25,000~38,000元

25,800~31,218元

CNC機械加工技術員 5人

手工組裝體力工 10人
名珠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日班、中班 /日班

薪資：26,000~31,000/25,000~28,000
包裝員 /品檢人員 10人

展益企業社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4,000~25,100元
技術作業員 5人

福滿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日班 /中班

薪資：時薪 160元 /月薪 24,000元
外場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5人

金利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輪三班

薪資：28,000~35,000元
生產技術員 5人

香格里拉休閒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早班 /中班

薪資：24,000~25,000元
環境清潔工 5人

元昶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7,000~29,000元
作業員 5人

瑞宜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26,000~35,000元
紡織作業員 5人

仁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26,000~28,000元
CNC機台操作員 5人

永豐餘工業用紙 (股 )公司新屋廠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輪三班

薪資：32,000~34,000元
生產技術員 8人

順安塑膠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20:00~08:00

薪資：37,000~38,000元
夜班作業員 5人

鈶鑠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輪三班 /日班

薪資：29,800元 /26,800元 /
40,000元以上

車床 / 床 /組裝人員 6人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輪兩班

薪資：27,000元起
技術員 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