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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就業機構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利樂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Kamal Multani 統一編號 21247654 

聯絡人 陳雅惠經理   

聯絡人電話 

E-mail 

03-3276776 

Jasmine.chen@tetrapak.com 
  

公司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明三街四號 

實習地點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明三街四號 實習部門 生產部 

公司簡介 

作為全球領先的食品加工和包裝解決方案提供商，利樂每天在全球 170 多個國

家/地區滿足數億人的需求。2018年利樂包裝銷售數量超過 1890 億包，凈銷售

總額高達 112 億歐元。 我們在全球擁有 25000多名員工，我們追求負責任的行

業領導和可持續的業務發展。 我們的座右銘，“保護好品質<™”，反映了我們

讓安全的食品隨處可得的願景。 

甄選方式 請寄 Email至 Lina.Cao@tetrapak.com 

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工作時段 8:00-16:30 

輪班 
■否 工作 8 時 

□是 做  休   
加班時間 

□否 每日    時 

□是 每週    時 

求才職稱 工作項目內容 名額 薪資  需求條件或專長 備註 

Future 

Talent – 

Production 

Engineer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production line 

/ 參與到包材生

產線的日常運營

管理 

Delivery the 

result of 

proces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 確保產

線的 KPI達成 

Take prompt 

action to solve 

process problems 

1 
■有 55000元/月 

 

Master degree in 

engineering. / 工程

相關碩士學歷，印

刷、材料、工業工程

等專業優先。 

You ha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computer skills 

/ 良好的英文能力，

熟練掌握計算機辦公

能力 

You like to solve 

problems and you 

have a strong 

personal drive / 喜

歡解決問題並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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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o ensure 

product 

quali-ty, order 

delivery, 

machine 

efficiency etc. 

/ 快速響應生產

過程中發生的關

於產品質量、訂單

交付和設備效率

等問題 

Coordinate 

between 

different 

working 

processes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line / 協調整個

產線中不同工段

的生產流程  

Working site 

management / 生

產現場管理 

WCM Activities 

in the Factory / 

參與工廠 WCM的各

項活動 

斷自我推動的內驅力 

You are result 

oriented with a 

genuine technical 

interest and an 

ana-lytical ability 

/ 結果導向，具有分

析問題的能力，願意

專研技術問題 

Passionate about 

apply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actual challeng-es. 

對於理論應用到實

踐，有熱誠願嘗試 

True team player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 良好的溝通

能力，願意團隊合作 

Good abi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and 

proactive / 有主動

性，邏輯能力強 

Future 

Talent – 

Automation 

Engineer 

 

s an Automation 

Engineer you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Work with 

production 

process team to 

secure machine 

reliability 

through the 

automation and 

1 
■有 45000元/月 

 

Bachelor or above 

engineering degree. 

/ 工程相關專業本科

及以上學歷。機電一

體化、自動化、電氣

自動化、控制工程、

電子與通信工程、機

械自動化類相關 

 

Preference is you 

have taken any 

courses or paper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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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electrical 

system 

preventive 

maintenance / 通

過對於自動化系

統和電氣系統的

預防性維護措

施，與生產工藝團

隊共同確保生產

設備的穩定性 

 Networking with 

central 

engineering team 

to improve 

process 

efficien-cy & 

quality & safety 

/ 與工程團隊合

作，共同提升生產

效率、質量和安全 

 Enhance 

automation team 

competence, 

delivery 

training to 

junior engineers 

/ 提升自動化設

備團隊的業務能

力，能夠給年輕的

工程師提供相應

的專業培訓 

 Potential 

project leader 

to implement and 

execute projects 

in the cluster / 

作為有潛力的項

目領導，能夠實施

並推進大區項目 

PLC, robotics, 

statistics, fluid 

dynamics, software 

etc. / 有 PLC 機器

人、數據分析、流體

動力或軟件開發等相

關專業優先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 

software 

development will be 

an advantage / 有編

程或軟件開發經驗優

先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computer skills is 

required / 良好的英

文溝通能力及計算機

應用能力 

Willing to solve 

problems with a 

strong personal 

drive / 願意專研解

決問題，能夠自我激

勵追求目標達成 

Good at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be 

digitally curious / 

對於數字化應用有熱

忱，善於分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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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有     元/時 

□無     元/月 
  

   
□有     元/時 

□無     元/月 
  

公司福利 

交通津貼 伙食 宿舍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勞退 其他 

□  免費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 提供 

■不提供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團險 

 

 ＊配合個資法的實行，請留公司的聯絡電話及E-mail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