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王生技 

職缺一 

職務名稱 『平鎮廠』國外業務開發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負責國內外 OEM/ODM業務開發及推廣，維繫管理客戶訂單

需求。 

2.執行客戶合約簽定、訂單、出貨、應收帳款及怨訴處理。 

3.跨部門溝通與協調。 

4.協助主管行政處理工作。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平鎮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二 

職務名稱 『平鎮廠』產品企劃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收集、分析市場訊息與發展趨勢，提供團隊新產品研究與

開發方向 

2.執行新產品開發專案之規劃、執行、設計及發展進度掌

控、成本控制及結案程序 

3.有效管控各項產品專案進度，確保符合時程規劃與品質水

準 

4.對內進行與新舊產品相關之跨部門溝通與意見整合，對外

協助處理客戶訴願問題 

5.執行產品開發階段各項會議策劃、召集、記錄及進度跟催

等工作 

6.協助專案產品功能、規格、品質確認與仲裁 

7.產品之物料管理 

8.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平鎮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三 

職務名稱 『平鎮廠』廠務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電機維護及控制 

2.空調系統維護及保養 

3.年度歲修規劃排程及監工 

4.負責給水設備系統管理 

5.2t鍋爐操作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平鎮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四 

職務名稱 『平鎮廠』MIS工程師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具網路、實體、虛擬主機系統建置與規劃能力，能獨立作

業者 

2.電腦機房、資訊設備維護管理，具資安經驗者佳 

3.AD、Exchange相關系統維護與權限管理 

4.應用系統、使用者問題排除與異常處理 

5.各項資訊專案推動與進度管理 

6.主管交辦事宜處理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平鎮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五 

職務名稱 『中壢廠』博士級研究專員(創新研發中心)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協助擴展海外代工業務，具向客戶進行產品提案能力 

2.可配合不定期國外出差提案(以大陸/上海為主) 

3.新產品研究開發與改良及新穎性技術、劑型研究 

4.食品相關法規之資訊蒐集與分析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中壢廠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六 

職務名稱 『龍潭廠』研究專員(生物科技研究所)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保健素材開發。 

2.功能性試驗評估。 

3.研究成果發表(外語)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龍潭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七 

職務名稱 『龍潭廠』廠務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電機維護及控制 

2.空調系統維護及保養 

3.年度歲修規劃排程及監工 

4.負責給水設備系統管理 

5.9t鍋爐操作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桃園市龍潭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八 

職務名稱 『台北辦事處』虛擬通路業務人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 會員經營：會員經營相關行銷活動、策略規劃  

2. 資料庫行銷：會員經營數據、成效分析及策略規劃 

3. 會員活動規劃.含異業合作洽談及開發.以提升會員滿意

度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九 

職務名稱 『台北辦事處』虛擬通路儲備幹部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自營網站商品規劃、活動銷售、業績目標達成。 

2.新網站流程優化、增加轉換率。 

3.網路活動規劃、EDM發送與效益優化。 

4.增加新客數量、達到新客招募目標。 

5.外部網站活動規劃、廣告板位規劃。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市松山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十 

職務名稱 『上海』業務開發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開發新市場與新客戶。 

2.有效維護客戶關係與客訴處理。 

3.瞭解市場趨勢，擬定新產品提案。 

4.追蹤生產排期，確認及督促客戶付款期程。 

5.分析市場競爭對手，有效提升市場佔有率。 "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上海市松江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十一 

職務名稱 『上海』主管助理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協助主管進行跨部門溝通事項。 

2.協助主管會議安排與會議記錄執行追蹤。 

3.協助公司各項專案計劃評估、執行與追蹤。 

4.協助處理對外公共關係與社交聯繫。 

5.協助收集經營策略分析所需資料。 

6.協助禮賓接待與各項行政事務。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上海市松江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葡萄王生技 

職缺十二 

職務名稱 『上海』產品研究專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內容 1. 新產品研究開發與既有產品的改良 

2. 產品品質驗證與管理，產品製程改善與新技術之研究 

3. 進行食品、藥品加工相關知識、研發技術、原料蒐集分

析等工作，並建立資料庫 

4. 食品、藥品相關法規之資訊蒐集與分析  

工作待遇 □依公司規定  ■面議 

工作地點 上海市松江區 

可上班日 ■_錄取後一個月內_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