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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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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原住民人口逾7萬人，不少原住民朋友受疫情波及而減薪失業，
隨著疫情趨緩，桃園就業中心特別與原住民族行政局聯合辦理大型徵才

活動，促進本市廣大原民朋友的就業機會

徵才活動 就業找出路 相挺有頭鹿

活動地點：桃園區陽明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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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6:003 19 (五)

活動地點：永康市民活動中心
辦理單位：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315號
廠 商 數：30
職 缺 數：1,500

9:00-13:003 25 (四)

活動地點：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辦理單位：南區就業服務台 03-4804253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168號
廠 商 數：24
職 缺 數：1,000

13:30-16:003 26 (五)

活動地點：環球購物中心桃園A19戶外廣場
辦理單位：北區就業服務台 03-3126720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二段352號
廠 商 數：30
職 缺 數：1,500

10:00-15:003 27 (六)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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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2:10
3 19 (五)

3月
活動地點：中壢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無往不利面試溝通術

講  師：洪明甫

講師簡介：鴻海精密工業/人資長

13:30-16:40
3 23 (二)

活動地點：中壢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自媒體微行銷

講  師：胡家紋

講師簡介：ViVa TV/資深經理

09:00-12:10
3 19 (五)

活動地點：桃園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寫出獨一無二履歷，我的履歷魅力

講  師：范書銘

講師簡介：京展數位媒體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09:00-12:10
3 26 (五)

活動地點：桃園就業中心

課程名稱：企業眼中的好人才特質

講  師：楊香容

講師簡介：益群顧問公司/營運管理事業單位總監 

   掄元管理顧問公司/人資整合專案服務協理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約聘計畫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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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未達4萬元禁寫面議，
違者最高開罰30萬!

為促進薪資透明化、勞

雇雙方資訊對稱，就業

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6款
規定：「雇主招募或僱

用員工，不得有提供職

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

臺幣4萬元而未公開揭示
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雇主或事業單位於徵才

廣告中應依法揭示薪資

範圍。

不實徵才廣告查察宣導，保障民眾求職權益

就業職訓服務處每年主動抽查網路(人力銀行、雇主官網及社群平台等)及平面徵才廣告是否符合就業服務法第5條的
薪資揭示規定，進行電訪及發文行政指導，為民眾權益把關，並於暑假期間增加主動抽查件數，保障學子暑期打工

安全。若雇主或事業單位違反薪資揭示規定，經民眾檢舉且查證違法者，則依法予以裁罰。

以上法規民眾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就業職訓服務處(03-3322101分機8015)

3/25（四）

永康市民活動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315號

9:00-13:00原住民

亮點場

就業中心聯合徵才

桃市府就業職訓服務處與原住民族行政局3月25日於永康市民活動中心舉行「桃園就業中心聯合徵才活動-
原住民亮點場」，歡迎原住民朋友或待業民眾把握應徵機會，前往參與徵才活動。

本次活動邀請包括穩懋、迎廣、日月光、來來物流、寶雅、義美食品及全家便利商店等30家友善廠商共同參與，
釋出約1,500個工作職缺，職缺類別多元，如物流、保全、儲備幹部、銷售服務人員以及工程師、技術人員等職缺。 

徵才活動現場將提供就業補助方案諮詢登記—「青年安薪就業讚方案」：未滿30歲高中職以上畢業並設籍在桃園市
的待業青年，受僱於同一事業單位滿6個月，最高可獲補助2萬1,000元。「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
年滿50歲符合退休資格之中高齡及高齡者，經本市就業服務據點推介就業滿90日，補助每人1萬元之就業獎勵金。現場還提
供免費履歷健診與職涯諮商服務，歡迎尋職民眾多加利用。

為持續落實防疫措施，進入徵才活動會場需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測量及

手部消毒。求職民眾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先行就醫診療，避免參加

徵才活動，以維護個人及公眾健康。

本場次徵才活動詳情請洽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桃園市政府
就業職訓服務處(https://oes.tycg.gov.tw)，或桃園市工作職職缺地圖 
(https://jobmap.tycg.gov.tw/)查詢。

徵才廣告 停 看 聽 

就業服務法第5條 薪資揭示規定要注意
停 看 聽

揭示明確薪資數額
月薪30,000元

揭示薪資區間
月薪32,000~35,000元

(區間以不超過5,000元為宜)

揭示最低薪資數額
月薪25,000元以上

薪資揭示原則 錯誤揭示範例

經常性薪資應不包含加班費、年終獎金、三節獎金及差旅費等

經常性薪資未達4萬元，寫
「面議」、「依公司規定」

薪資揭示區間過大
例如：

月薪25,000~48,000元

母湯喔



桃園臺
03-334-7256

大溪臺
03-388-5835

龜山臺
03-359-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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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屋臺
03-477-3391

平鎮臺
03-458-7885

龍潭臺
03-48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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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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科技有限公司

台西農產企業有限公司

鼎煜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卉蓁園藝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龜山區

桃園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27,000~32,000元

35,060~47,200元

依學經歷敘薪

28,000~30,000元

機台操作人員 5人

晚班門市人員 5人

技術服務工程師 10人

樹木維護管理人員 11人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友聯車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潔藝馨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龜山區

桃園區

八德區

桃園全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36,000~38,000元

27,000~29,000元

時薪 182元

24,000~27,000元

日 /夜班保全員 5人

技術員 5人

現場作業員 5人

野菜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溪區
工作時間：日班

薪資：30,000~35,000元
儲備幹部 5人

社區清潔員 (優先分派 :中壢 /青埔 /
平鎮 /南崁 /桃園 /楊梅 )10人

信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廣食品有限公司

中壢通德有限公司

來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龜山區

龜山工業區

平鎮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25,000~30,000元

24,000~40,000元

28,000~30,000元

26,300~28,100元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5人

食品現場技術員 5人

精密設備技術人員 15人

營運部倉儲 -驗收物流士 5人

國祥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鑫平企業有限公司

敬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來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大溪區

薪資：

薪資：

薪資：

薪資：

30,000~40,000元

26,000元

29,600~33,000元

28,000~30,000元

冷凍空調 -電工人員 5人

大樓及辦公室清潔員 5人

雷射鑽孔技術員 5人

營運部冷鏈 -營運管理專員 10人

仙基國際有限公司

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

旭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桃園區

桃園區

八德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23:30~08:00

日班

日班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7:00~19:00/19:00~07:00

07:30~16:00

08:00~17:00

日班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30~17:30

日班 /中班

07:30~17:00

05:50~15:0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6:50

日班

20:00~08:00

08:30~17:30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薪資：24,000元
日班作業員 10人

麗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薪資：28,000~35,000元
組裝線備料技術人員 6人

全俊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薪資：27,500~32,000元
手工組裝體力工 10人

桔緣香素食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觀音區
薪資：24,000~26,000元
手工組裝體力工 5人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時間：08:00~20:00/20:00~08:00

工作時間：三班制

工作時間：08:00~17:0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中班

三班制

薪資：

薪資：

薪資：
24,000元

28,000~32,000元

25,000~28,000元包裝作業員 6人

國考規劃師 5人

包裝作業員 10人

巨星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蘆竹區
薪資：日薪 1,280~1,500元
FRP塑膠製品操作工 10人

大昌磁磚股份有限公司

合順貿易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蘆竹區

薪資：

薪資：

30,000~40,000元

30,000~32,000元

送貨司機 5人

業務人員 5人

新浦樂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商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蘆竹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08:30~17:30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三班制

08:00~17:00

薪資：

薪資：

26,000元起

30,000~35,000元

塑膠射出技術員 5人

倉管人員 5人

世運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日薪 2,000元
小客 (貨 )車司機 5人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45,000~60,000元
國道客運駕駛長 5人

海盜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26,000~30,000元
生產作業員 30人

新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薪資：37,000~42,600元
助理工程師 5人

永源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園區

工作時間：08:00~18:00

工作時間：三班制

工作時間：三班制

工作時間：三班制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35,000元
現場技術員 5人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08:00~17:20/16:00~24:00/ 

24:00~08:00

薪資：28,000~46,000元
沖壓、模具技術員 30人

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07:00~19:00/19:00~07:00

薪資：38,000~40,000元
保全人員 5人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薪資：依學經歷敘薪
平車作業員 5人

華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薪資：24,000~25,000元
作業員 5人

中華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桃園區
工作時間：09:00~17:00

薪資：24,000~25,000元
社區清潔員 5人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有發鋼鐵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大溪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08:00~17:00

08:00-17:00

07:00~15:30

薪資：

薪資：

24,000~28,000元

25,000~45,000元

製程技術員 10人

剪床技工 10人

鎌裕實業有限公司

柏莘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蘆竹區

大溪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薪資：

薪資：

24,000~28,000元

時薪 160元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5人

假日兼職清潔人員 5人

華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8:30~17:30

08:00~17:00

薪資：24,000~25,000元
作業員 5人

有發鋼鐵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大溪區
工作時間：

薪資：25,000~45,000元
拖車司機 10人

衛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33,000~36.000元
保全員 6人

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輪三班

薪資：27,000~30,800元
生產操作技術員 5人

鋒采企業公司

上班地點：平鎮區
工作時間：08:30~17:00

薪資：26,600元
作業員 5人

鋐泰興業有限公司

豐越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上班地點：

平鎮區

平鎮區

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08:00~17:00

輪三班

薪資：

薪資：

24,000~28,000元

26,000~28,000/24,000~26,000

作業員 5人

廚務人員 /廚務助手 5人

兩班家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薪資：時薪 160元
高麗園 (大江 )-內場計時 10人

兩班家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桃園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薪資：時薪 160元
豆腐村 (新光 )-內場計時 10人

兩班家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桃園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薪資：28,000~35,000元
豆腐村 (新光 )-外場正職 10人

傑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34,000~40,000/35,809~40,000

電悍 /氬悍技術人員 
儀控 /電控助理工程師 5人

百樂商行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日班、中班

薪資：24,000~28,000元
85度 C-門市人員 5人

松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8,000~32,000元
維修技術員 5人

松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4,000~24,200元
產線作業員 15人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楊梅營業所 )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三班制

薪資：時薪 160元
現場營業員 -加油員 (兼職 /工讀 ) 5人

麗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二班制

薪資：28,000~30,000元
游池救生員 5人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聖愛教養院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三班制

薪資：26,000~34,000元
教保員 5人

騏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5,100~25,600元
現場操作員 5人

億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楊梅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9,000~35,000元
作業員 5人

巨和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輪兩班

薪資：28,000~33,000元
作業員 6人

萬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輪兩班

薪資：32,000元起
CNC技術員 5人

泓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08:00-17:00

薪資：25,000元
作業員 8人

上禾紡織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新屋區
工作時間：08:00~16:00/16:00~00:00

薪資：26,000~28,000元
作業員 5人

合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8:00~20:00/20:00~08:00

薪資：30,000~38,000元
輪班副工程師 10人

合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龍潭區
工作時間：08:00~20:00/20:00~08:00

薪資：30,000~38,000元
生產技術員 20人

天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三班制

薪資：26,000~31,000元
作業員 6人

兩班家股份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中壢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薪資：28,000~35,000元
韓鶴亭 (大江 )-正職人員 1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