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亞洲水泥公司為活絡東部地方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於民國 62 年設立花

蓮製造廠，生產各型別卜特蘭水泥及熟料。 

    在設廠之初，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經營理念，採用先進環

保設備，降低製程污染排放，並綠美化廠礦區及鄰近社區，期望能為社會、為

地球付出企業正向力量。 

  本廠生產系統共有三套水泥旋窯，發展歷程如下： 

 

旋窯系統 一號 二號 三號 

開始運轉年度 1975 1980 1992 

熟料產能(公噸/年) 1,242,000 1,518,000 1,897,500 
 

 

儲備人才職缺項目 

職缺 1名稱 電儀組工務員 

職缺 2名稱 製造組工務員 

 

儲備人才職缺 1 甄選簡章 

職務名稱 工務員 

用人單位 電儀組 

工作內容(詳

述) 
(註：工作環境中

若有須爬高、接

觸化學藥劑、粉

塵、高溫、高

溼…等較特殊工

作環境者，請註

明) 

工作內容： 

1. 動力、發電設備維護保養管理 

2. 儀錶、儀器校驗管理 

3. 水泥廠自動控制系統維護 

4. 電氣控制圖繪製 

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環境：高溫、粉塵及噪音、高位作業 

 寒假實習階段 下學期培訓階段 



工作地點&地

址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 號 

亞泥花蓮廠製造組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

號 

亞泥花蓮廠製造組 

上班時間    每週星期一~五，一天八小時 

工作時間(幾點 ~幾點 ):_8:00-

17:30__ 

午休時間(幾點~幾點):_12:00-

13:30_ 

   其他:           

 (若需輪班、排班等請特別說明) 

每週: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工作時間(幾點~幾點):_8:00-

17:30_ 

午休時間(幾點~幾點):_12:00-

13:30_ 

   其他:           

(若需輪班、排班等請特別說明) 

實習培訓薪資    時薪:_ __元新台幣/時 

月薪:   元新台幣/月 

   其他:   依法定基本工資      

   時薪:_ __元新台幣/時 

月薪:   元新台幣/月 

   其他:  依法定基本工資      

是否供餐 供:   早餐   午餐   晚餐， 

學生自付費用__早餐 16 元，午、晚

餐各 47 元____ 

   不供餐 

供:   早餐   午餐   晚餐， 

學生自付費用__早餐 16 元，午、

晚餐各 47 元____ 

   不供餐 

是否供宿    供宿  學生自付費用___—____ 

   不供宿 

   供宿  學生自付費用__—____ 

   不供宿 

獎助金 依作業辦法規定為大學：4萬元，碩士：5萬元。 

申請資格 

學校 

(元智/亞東/皆可) 
皆可 

年級 

(大四/碩二/皆可) 
皆可 

科系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系 

學業成績 — 

其他資格條件 — 

 

寒假實習階段規劃 

實習規劃 
1. 花蓮廠及製造組簡介 

2. 職安衛及資安訓練 



重點項目 
3. 儀錶設備維護保養見習 

下學期培訓階段規劃 

培訓規劃 

重點項目 

1. 儀錶、儀器設備維護保養見習及實作 

2. 動力、發電設備維護保養見習及實作 

3. 人工智慧自動控制系統架構了解及實作 

4. 電氣控制圖了解及繪製 

 

【註】儲備人才畢業後進入公司任職，將調整為正式員工薪資，其薪資架構、職級、福利等

依關係企業規定辦理。 

 

儲備人才職缺 2 甄選簡章 

職務名稱 工務員 

用人單位 製造組 

工作內容(詳
述) 
(註：工作環境中

若有須爬高、接

觸化學藥劑、粉

塵、高溫、高

溼…等較特殊工

作環境者，請註

明) 

工作內容： 

1. 生產系統相關設備檢修、維護、操作及管理 

2. 定期設備維護排程、執行生產計劃及生產管理 

3. 資料統計及分析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5. 工作環境：高溫、粉塵及噪音 

 寒假實習階段 下學期培訓階段 

工作地點&地

址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 號 

亞泥花蓮廠製造組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

號 

亞泥花蓮廠製造組 

上班時間    每週星期一~五，一天八小時 

工 作 時 間 ( 幾 點 ~ 幾 點 ):_8:00-

17:30__ 

午休時 間 ( 幾 點 ~ 幾點 ):_12:00-

13:30_ 

   其他:           

 (若需輪班、排班等請特別說明) 

每週: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工作時間 ( 幾點 ~ 幾點 ):_8:00-

17:30_ 

午休時間 (幾點~ 幾點 ):_12:00-

13:30_ 

   其他:           

(若需輪班、排班等請特別說明) 

實習培訓薪資    時薪:_ __元新台幣/時 

月薪:   元新台幣/月 

   其他:   依法定基本工資      

   時薪:_ __元新台幣/時 

月薪:   元新台幣/月 

   其他:  依法定基本工資       



是否供餐 供:   早餐   午餐   晚餐， 

學生自付費用__早餐 16 元，午、晚

餐各 47 元____ 

   不供餐 

供:   早餐   午餐   晚餐， 

學生自付費用__早餐 16 元，午、

晚餐各 47 元____ 

   不供餐 

是否供宿    供宿  學生自付費用___—____ 

   不供宿 

   供宿  學生自付費用__—____ 

   不供宿 

獎助金 依作業辦法規定為大學：4 萬元，碩士：5 萬元。 

申請資格 

學校 

(元智/亞東/皆可) 
皆可 

年級 

(大四/碩二/皆可) 
皆可 

科系 
機械工程系(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系(所)、工業工程與管理學

系(所)  

學業成績 — 

其他資格條件 — 

 

寒假實習階段規劃 

實習規劃 

重點項目 

4. 花蓮廠及製造組簡介 

5. 職安衛及資安訓練 

6. 現場設備操作維護保養見習 

7. 中控室見習 

下學期培訓階段規劃 

培訓規劃 

重點項目 

5. 現場設備操作維護保養見習及實作 

6. 中控室見習及實作 

7. 資料統計分析 

 

【註】儲備人才畢業後進入公司任職，將調整為正式員工薪資，其薪資架構、職級、福利等

依關係企業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