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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攤位編號 免填 

公司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三號 統一編號 04765180 

負責人 林廷芳 員工人數 170人 

連絡人 羅小姐 連絡電話 03-2726010 

E-mail ella.lo@advancision.com 

公司網址 http://www.advancision.com/ 

服務項目 汽車與農工業機具引擎、底盤、傳動零件、汽車水泵油泵等金屬製品生產製造 

勞動權益 勞、健保、團保 勞退 休假制度：周休二日 

福利制度 

● 保險類： 

 1. 勞保 2. 健保 3. 員工團保 

 4. 國外出差旅遊平安險 5. 疫苗險 

● 獎金類： 

 1. 全勤獎金（外加一日薪） 

 2. 季獎金、年紅利、年終獎金 

 3. 四節禮金、生日禮金 4. 介紹獎金、提案獎

金 

 5. 退休金、退休金幣 6. 內部講師費 

● 休閒類： 

 1. 每年員工旅遊 2. 尾牙晚宴 

 3. 健身房 4. 撞球桌 5. 籃球場  

● 請 / 休假制度： 

 1. 特休假 

 2. 有薪產假、陪產假、產檢假、家庭照顧假、

防疫照顧假、疫苗接種假兩日/劑 

 3. 週休二日 

 4. 現場生產從業人員工作時間與休假制度等悉

依公司規定辦理 

● 補助類： 

 1. 婚、喪禮金 2. 員工進修補助 

 3. 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4. 旅遊補助 

 5. 住院慰問金 6. 退休金提撥 7. 疫苗接種獎

勵金 

● 其他： 

 1. 免費提供午/晚膳 2. 免費住宿(限外縣市) 

 3. 免費年度健康檢查與定期廠醫護人員諮詢 

 4. 員工制服(鞋)及防護用具 5. 在職進修教育 

 6. 員工停車場 

 

是否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是 

公司簡介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創立於 1971年，並於 1999年正式加入勤美集團成為旗

下子公司之一。本公司提供客戶完整的工程諮詢解決方案；以台灣各汽車廠底盤與

煞車零組件之穩健基礎，拓展至國際知名客戶；強項為金屬產品相關之精密機械加

工業務，服務國內外知名汽車與農工業用機械廠商，屬第一階的零組件供應商，並

有足夠能力承接客戶之產品設計規劃及提供系統性加工建議，提供客戶由設計研發

到物流配送的一站式服務。 

 

職務名稱 人數 主要資格條件 待遇 工作內容 工作地 備註 

http://www.advan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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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設管(助理) 

工程師 
3 

1.高中(職)以上                  

2.電子電機相關科系              

3.無經驗可 

28,000~37,000元 

(加班費、輪班津

貼、全勤另計)    

1. CNC 機械設備維修。  

2. 定期維護、保養生產設

備機台。  

3. 排除異常現象及追蹤處

理狀況，維修及故障排除。 

4. 建立設備保養計畫、相

關履歷及表單 

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中班

16:50-01:40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輪

班/三個月一

次) 

生技(助理) 

工程師 
3 

1.專科以上(含)                            

2.機械工程、材料工程

相關科系 

3.無經驗可 

28,000~33,000元    

(加班費、輪班津

貼、全勤另計) 

1.新產品開發專案與各項

加工技術討論 

2.操作機台進行試制，對產

品的問題點分析原因與檢

討對策 

3.開發件試作與檢討 

4.量產產品之監控,問題排

除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中班

16:50-01:40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輪

班/三個月一

次) 

品保(助理) 

工程師 
3 

1.專科以上(含)                            

2.機械工程、材料工程

相關科系 

3.無經驗可 

28,000~33,000元    

(加班費、輪班津

貼、全勤另計) 

1.製造過程中之製程巡

檢、實施品管計畫 

2.原物料、半成品，成品、

包裝、出廠之品質檢驗以及

判定 

3.不合格品原因之追查、分

析、報告以及處理 

4.品管系統流程維護，協助

持續改善 

5.PPAP 文件製作及客戶不

良品處理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中班

16:50-01:40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輪

班/三個月一

次) 

製造(助理) 

工程師 
3 

1.專科以上(含)                            

2.機械工程、材料工程

相關科系 

3.無經驗可 

28,000~33,000元    

(加班費、輪班津

貼、全勤另計) 

1.CNC 車銑複合機操作，

包含架模、準備刀具、對刀

座標軸、故障排除、保養等。 

2.管理委託件之加工進

度 ，零件加工。 

3.負責產品測試與量測，協

助改善製程品質與追蹤。 

4.製作日報表 (領料數量、

加工次數，時間、入庫數量)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中班

16:50-01:40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輪

班/三個月一

次) 

CNC 機台 

操作員 
3 不拘 

25,500~27,000元    

(加班費、輪班津

貼、全勤另計) 

1. 負責 CNC 機台上、下工

件與基本尺寸量測 

2. 負責 CNC 機台操作與

機台設備清潔維護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中班

16:5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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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產異常問題回報 

4. 包裝貨品及拉貨物 

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輪

班/三個月一

次) 

乙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 
1 

1.專科以上(含) 

2.具乙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員證照 

30,000~35,000元 

1. 釐訂並執行職業災害防

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

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2. 規劃、督導各部門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3. 規劃、督導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 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

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危害通識及作業環境測

定。 

5. 規劃、實施員工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6. 配合廠醫護，實施員工

健康管理。 

7. 督導員工疾病、傷害、

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調查

處理及統計分析。 

8. 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績效

管理評估，並提供員工職業

安全衛生諮詢諮詢服務。 

9. 提供員工有關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資料與建議。 

10.推動 ISO45001 認證業

務及相關文件管理。 

11.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楊梅幼獅

工業區 

早班

08:00-16:50 

(依工作需求

配合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