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缺管理

開啟中職缺(1)

關閉中職缺(14)

新增職缺

修改排序

職缺移轉

職缺自動更新

求職者提問NEW!

職缺內容 ＊為必填欄位

職缺內頁

職缺影音
透過影片介紹您的職缺，讓求職者更了解工作內容，進而提升應徵意願，讓您更快找到人才！

職務介紹影音上傳 影片拍攝教學

＊職缺屬性 全職 兼職 工讀 中高階

職務性質 一般職務 研發替代役職務 企業實習(在校生實習)

＊職務名稱 生技業務人員

建議您填寫 2~6字”職務名稱”即可，勿將職務工作內容、地點、需求、福利等填寫於此。

”職務名稱”太長易造成求職者失去耐心瀏覽而略過此職缺。

若勾選企業實習，職務名稱請加上「實習」或「intern」，例如：行銷實習生。

＊職務類別 國內業務人員

通路開發人員

生物科技研發人員

請依照符合順序輸入職務類別，以增加被搜尋到的優先排序

＊管理人數 0人 

＊工作內容 套用範本

拜訪各大食品廠 

保健食品原料與生物科技原料的開發和推銷 

工作內容說明越詳細越能提高求職者應徵的意願

發展/遠景
限1000個字以內

成就/樂趣
限1000個字以內

＊工作時間  日班 中班 晚班 大夜班 假日班 輪班 短期(六個月內)

說明： 08:30-17:30

例：09:00~16:00

勞基法規定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超過請註明加班費。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 排休 輪休 固定休六、日

105年1月1日起實施「週休二日」，正常工時為每週四十小時，超過時數請註明加班費。

＊工作地點 彰化縣彰化市 平和一街14號 同公司地址 電子地圖調整

提醒您！填寫完整工作地址有助於求職者使用智慧型手機「APP定位」時能快速找到貴公司工作職缺！

據調查，顯示「完整工作地址」可刺激近8成求職者主動應徵。

何謂APP

是否出差 需出差 需外派

＊工作待遇 請選擇  到  不顯示薪資(顯示面議) 薪資調查報告

．1111人力銀行 ．訂閱電子報 ．勞資Q&A ．滿意度調查

林小姐/黃小姐/唐小姐，您好! ｜登出 ｜招募首頁｜ ｜上次登入訊息 功能設定 服務專員

何謂研發替代役 何謂企業實習

設定回應時間： 不使用  何謂限時回應 使用好處大公開

園區： 請選擇園區 跨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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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原住民(依法保障晉用)

應屆畢業生 日間就學中

夜間就學中

語言 聽 說 讀 寫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方言需求 方言 程度

不拘  不拘 

不拘  不拘 

車輛駕照 車輛駕照 車輛駕照

輕型機車 普通重型機車  大型重型機車

普通小型車  普通大貨車 普通大客車

普通聯結車 職業小型車 職業大貨車

職業大客車 職業聯結車

＊需求人數 1 至 人； 不限

＊可到職日

期

不限 急徵 一週內 二週內 一個月內 可年後上班

自行設定 一週內 兩週內 一個月內

提醒您！自行設定日期如果超過當天日期，系統會自動改為急徵。

求才條件

身分類別

學歷限制 不拘  以上 

科系類別 食品科學類 營養學類 生物科技學類

工作年資 不拘  以上 

語言能力

需有駕照

需有車輛

打字速度 中文輸入，每分鐘

0 字以上

英文輸入，每分鐘

0 字以上

電腦專長
請選擇電腦專長

專業證照
請選擇專業證照

附加條件
限3000個字以內

就業服務法-聲明：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予以歧視，以免觸犯就業服務法。

職缺工作福利

工作福利 設定工作福利

此職缺具備的工作福利為：尚未設定工作福利

檔案上傳 檔案上傳

顯示設定 使用面試須知： 不使用  ，將顯示於「職缺詳細介紹-應徵方式」，讓求職者下載。

應徵方式

＊人事聯絡

人
林小姐

 線上應徵  電子郵件  市話聯絡 手機聯絡  傳真  紙本郵寄

親洽面試 其他方式

可面試日 均可 週一至週五 週末假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市話聯絡 ( 04 ) 7622558 分機

一般求職者

身心障礙者 (依法保障晉用)

完成９大職能星並開啟「企業瀏覽」功能優先面試！ 勾選此選項與查閱報告之關係

職缺面試須知

＊應徵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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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聯絡

＊傳真電話 ( 04 ) 7632311

＊郵寄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 平和一街14號 同公司地址

面試地址 同公司地址

收取通報設定

主動應徵通

報

E-mail〈HTML格式〉 

配對通報 E-mail〈適中版〉 

若當日無配對亦寄出通知

＊信件主旨

規則

求職者姓名在前 職缺名稱在前 居住地在前

＊E-mail 【此E-mail為收履歷的信箱】

收件者1： rin@healthmate.com.tw

收件者2：

收件者3：

收件者4：

收件者5：

刊登預覽 確定送出

配對信剔除重複履歷

徵才小幫手-貼心叮嚀：

1. 當貴公司刊登的職務已找到人時，建議先關閉職務。

2. 在已找到人，卻未關閉職務的狀態下；若有求職者來電，建議使用以下方式回應↓

「本公司人事已將您的個人資料建入資料庫，爾後若有適合您的職務，我們將主動與您聯絡！」

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

本招募系統僅提供徵才使用，請勿搜集、利用、或詐騙，以避免觸犯 個人資料保護法。

1111人力銀行連續七年榮獲評鑑優等獎：

獲北市勞動局評鑑為「A級優等」，1111人力銀行就業服務的專業用心，政府掛保證最安心。

1111人力銀行獲玉山獎最佳人氣「首獎」：

獲頒國家品牌玉山獎之「最佳人氣品牌類」，1111深獲各界好評。優質服務廣受好評。

◎求職會員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五早上8:30~晚上9:00 電話:(02)8787-1111轉8 24小時免付費申訴專線:0800-09-1111
◎求才企業服務中心: 苗栗以北 電話:(02)8787-1111 中部地區 電話:(04)2203-1111 南部地區 電話:(07)958-1111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1111人力銀行) 版權所有© 1111 Job Bank All Rights Reserved. 

網站指引　｜　 隱私權保護　｜　 Q＆A　｜　 意見反應　｜　 廣告刊登　｜　 職場新聞　｜　 合作提案　｜　 專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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