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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廠商名稱 

點選可檢視詳細資料 

工作地點 

點選地址看地圖 
工作職稱 聯絡人 

1 

油欣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7,000 元起 

提供宿舍四人一間，500/月 

桃園市秀才路 538

號 

設計開發工程師、自

動控制工程師、配電

工程師 

盧良貴 

03-2888899 ext 101 
luguey@ysp.tw 

2 

恩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元 

2018/1 後可免費提供宿舍 

湖口廠:新竹縣湖口鄉

復興路 12號 

竹北廠:新竹縣竹北市

新工二路 88 號 

儲備幹部、工廠自動

化工程師 

蔡武勳 

03-5984207 ext 502 
wushing@enliang.com.tw 

3 
臺灣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元以上 

新豐鄉康樂路一

段 169 號 

CNC 機台操作人員 

汪淑玲 副理 

03-5596121 ext 33 
tpt.tool@msa.hinet.net 

4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元以上 

新竹縣湖口鄉新

竹工業區大同路

10 號 

機台操作技術員、品

質檢測員 

曾碧珊 管理師   

03-5980300 ext 338627 

5 
康峰股份有限公司 

28,000元以上 

新竹縣新竹擴大

工業區光復北路 5 

號 

早班作業員、工讀生 

劉瑞蘭 經理   

03-5983521 ext 111 
eliu@tw.conitex.com 

6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25,000元以上 

湖口鄉新興路 458

號 

組裝技術員 1、組裝

技術員 2、倉管人

員、品檢員 

李玉麒 經理  

03-6960360 ext 2101 
randy.li@welegroup.com 

7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6,000 ~ 30,000 元(面議) 

供宿舍(收清潔費)  

湖口鄉鳳山村 1 鄰

中華路 3 號 

汽機車技術人員、機械

加工技術人員、塗裝技

術人員、焊接切割技術

人員                                                                                                                                                                                                                                                                                                                                                                                                                                       

陳冠伶 專員   

03-5981911 ext 216 
80051@sym.com.tw 

8 
聯策精密有限公司 

26,000 元以上 

竹北市環北路二

段 10 號 

機台操作技術員 

劉小姐  

03-5559808 ext 21 
ltk-keven@ltkp.com.tw 

9 
有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元以上 

新竹縣新豐鄉新

和路 102 巷 6 號 1

樓 

半導體助理工程師、

CNC 助理工程師、

CNC 工程師          

龎鈺謙   

03-5688699 ext 13110 
p.steven@w-win.com.tw 

10 
捷邦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元以上 

新竹縣關西鎮深

坑子 3-1 號 

製程技術員、CNC 操

作人員、CNC 工程

師、研發工程師        

莊雅惠  

03-5878575 ext 223 
karan@jbon.com.tw 

11 
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6,500 元起 

竹縣新埔鎮大魯

閣路 17 號 

技術員 

何美惠 

03-5887888 ext 7097 
jenny.ho@iteq.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B2%B9%E6%AC%A3%E7%B2%BE%E6%A9%9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44982,121.1371543,15z/data=!4m5!3m4!1s0x0:0xa6d36460ed88e263!8m2!3d24.8944982!4d121.137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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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A4%A7%E5%90%8C%E8%B7%AF10%E8%99%9F/@24.8685156,120.9954107,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1504a87d841:0x29106456f5a09e72!8m2!3d24.8685156!4d120.9975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A4%A7%E5%90%8C%E8%B7%AF10%E8%99%9F/@24.8685156,120.9954107,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1504a87d841:0x29106456f5a09e72!8m2!3d24.8685156!4d120.9975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A4%A7%E5%90%8C%E8%B7%AF10%E8%99%9F/@24.8685156,120.9954107,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1504a87d841:0x29106456f5a09e72!8m2!3d24.8685156!4d120.9975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6%96%B0%E8%88%88%E8%B7%AF458%E8%99%9F/@24.8752203,121.0007501,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47b97de5b:0x766615d38fc619f1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6%96%B0%E8%88%88%E8%B7%AF458%E8%99%9F/@24.8752203,121.0007501,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47b97de5b:0x766615d38fc619f1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4%B8%AD%E8%8F%AF%E8%B7%AF3%E8%99%9F/@24.8643408,121.001922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ea7d60a35:0x848f4d97d6b2cf48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4%B8%AD%E8%8F%AF%E8%B7%AF3%E8%99%9F/@24.8643408,121.001922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ea7d60a35:0x848f4d97d6b2cf48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2%E6%96%B0%E7%AB%B9%E7%B8%A3%E7%AB%B9%E5%8C%97%E5%B8%82%E7%92%B0%E5%8C%97%E8%B7%AF%E4%BA%8C%E6%AE%B5/@24.8484575,121.0149573,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6cf28115813:0x24ea9be5434a8b1b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2%E6%96%B0%E7%AB%B9%E7%B8%A3%E7%AB%B9%E5%8C%97%E5%B8%82%E7%92%B0%E5%8C%97%E8%B7%AF%E4%BA%8C%E6%AE%B5/@24.8484575,121.0149573,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6cf28115813:0x24ea9be5434a8b1b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C%89%E6%88%90%E7%B2%BE%E5%AF%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9144816,120.979902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0ed5b2a3:0x7a06853d1dfef616!8m2!3d24.9144768!4d120.982096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C%89%E6%88%90%E7%B2%BE%E5%AF%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9144816,120.979902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0ed5b2a3:0x7a06853d1dfef616!8m2!3d24.9144768!4d120.982096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C%89%E6%88%90%E7%B2%BE%E5%AF%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9144816,120.979902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0ed5b2a3:0x7a06853d1dfef616!8m2!3d24.9144768!4d120.982096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6%E6%96%B0%E7%AB%B9%E7%B8%A3%E9%97%9C%E8%A5%BF%E9%8E%AE3-4/@24.8042979,121.1543915,18z/data=!4m5!3m4!1s0x346839470aff7ac3:0x618fbf300fd63a86!8m2!3d24.80404!4d121.15655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6%E6%96%B0%E7%AB%B9%E7%B8%A3%E9%97%9C%E8%A5%BF%E9%8E%AE3-4/@24.8042979,121.1543915,18z/data=!4m5!3m4!1s0x346839470aff7ac3:0x618fbf300fd63a86!8m2!3d24.80404!4d121.156555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rlz=1C1SFXN_enTW501TW501&espv=2&biw=1222&bih=647&q=%E8%81%AF%E8%8C%82%E9%9B%BB%E5%AD%9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npsic=0&rflfq=1&rlha=0&rllag=24860078,121144713,7730&tbm=lcl&ved=0ahUKEwiYsoDyw-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rlz=1C1SFXN_enTW501TW501&espv=2&biw=1222&bih=647&q=%E8%81%AF%E8%8C%82%E9%9B%BB%E5%AD%9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npsic=0&rflfq=1&rlha=0&rllag=24860078,121144713,7730&tbm=lcl&ved=0ahUKEwiYsoD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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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司名稱 需備技能/工作地點 薪資福利 需求名額 

1 ○○科技 
具機電自動化相關基本知識。   

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 

(1) 月薪：$28,000，留用者實習年資可累計. 

(2) 勞健保、團保、福委會各項福利，福利比照正

式員工.端午獎金(依任職比例) 

具機電自動化相關 

基本知識實習生 (4 人) 

2 ○○國際 

具基本機械知識，願意接受訓練、負

責細心、團隊合作。   

新竹縣關西鎮深坑子 

(1) 月薪：NT$26,000 ~ NT$27,000   

(2) 享勞健保、團保，福利比照正式員工(但須自付

0.5%福利金) 

(1) 品保助理工程師  (1 人)   

(2) 製程助理工程師  (1 人)   

(3) 機械加工助理工程師  (1

人)   

3 ○○科技 

(1) 電學知識、機械機構概念及知識、

基礎英文能力   

(2) 機械操作基本概念、基礎英文能力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 

助理工程師：每月 28,000 以上   

技術員(日)：每月 24,000 以上。   

提供勞保、健保、團保   

輪班人員伙食免費(午餐、消夜、早餐) 

(1) 設備助理工程師  (2 人)   

(2) 生產技術員 (10 人) 

4 ○○企業 
(1) 具機電自動化相關基本知識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中華路 

薪資：28,000/月   

獎金類：年終獎金、員工分紅、年節禮卷、生日禮

券     

保險類：享有完善團保(壽險/意外險/意外醫療/癌症

醫療/意外住院日額補助)    

休假類：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到職即依比例給

予特休假) 

(1) 設備助理工程師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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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 
CNC 機台操作 

新竹市牛埔南路 

全薪 NT 26,000 元(含伙食津貼)。 

週休二日制 、享勞健保、勞退新制提撥、團保(眷

保)、年度體檢、完善的教育訓練、成立職工福利

委員會，舉辦各項活動(如：尾牙、國內外旅遊…

等等)及提供各項補助(生日、中秋、端午…等等)。 

助理工程師(CNC 機台操作)   

(10 人) 

6 ○○精機 
Hypermill、Master cam 

桃園市楊梅區幼三路 

月薪 NT 25,000 元(正常工時) 

+ 伙食津貼 NT1,800 元 

現場實務機台操作 

及製程改善 (2 人) 

7 ○○工具 CNC 機台操作人員 月薪 NT 25,000 元 
(1) CNC 車床.銑床  (2 人)   

(2) 機器維修 (1 人) 

8 ○○科技 

(1) 會 Auto Cad、Inventor 、3D 繪圖

軟體佳   

(2) 需使用 Auto Cad 規劃電路圖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 

月薪: 27,000 元以上(依學經歷核薪)  

提供住宿、伙食津貼、全勤獎金 

享勞健保、團保，福利比照正式員工，留用者年資

可累計。 

(1) 機械/機構設計工程師  (3

人)   

(2) 電控(PLC)工程師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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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校外實習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9 ○○實業 

(1) 使用 AutoCAD/Inventor 工業繪圖

的能力   

(2) 執行氬焊作業、辨識工程圖或機械

圖、鐵材加工技術、板材焊接技術  

(3) 熟悉人機介面、PLC、熟電路圖與

配線、機械製圖、有工業自動化/PLC   

(4) 辨識工程圖或機械圖、建置材料

表、建置生產料件需求、生產排程  

(5) 辨識工程圖或機械圖、ISO 9001，

壓力容器檢驗  

新竹縣關西鎮 

月薪: 24,000   

三節禮金、生日禮卷、婚喪生育補助、子女獎助學

金、員工旅遊活動、全勤獎金、年終獎金。  

福利比照正式員工，留用者年資可累計。 

(1) 設計製圖工程師  (3 人)   

(2) 焊接／製造技術員  (6 人)   

(3) 電機服務技術員  (2 人)  

(4) 生產製程工程師  (2 人)   

(5) 品管人員  (2 人)   

10 ○○精機 

(1) 具機電整合相關基本知識   

(2) 具機械及加工相關基本知識  

(3) 具機電及加工相關基本知識 語文

(英)能力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實習期間薪資: 24,000~24,500。 

免費提供午餐、全勤獎金、勞健保及勞健保個人自

負額補助津貼。 

畢業後(含退役)留廠服務除年資合併計算，免試用

期，起薪 33,000/月以上。 

(1) 電控設計見習生  (2 人)   

(2) 機構設計見習生  (2 人)   

(3) 業務見習生  (2 人)   

11 ○○科技 

機電整合或空油壓應用(乙級證照)或

熟悉 solidworks 繪圖 

新竹縣湖口鄉達生六路 

月薪:23,000~25,000   

(內含全勤、績效獎金及餐費補助)。   

享勞健保、團保，福利比照正式員工，留用者年資

可累計，薪資重議。 

國內外旅遊，公司(月)業績目標達成獎金。 

滿一年以上且考績達 80 分以上，公司年度結算稅

後獲利可領分紅。 

(1) 技服工程師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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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校外實習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12 ○○精密 

(1) 機械相關科系、有視圖能力、耐

心、配合度高、溝通協調能力 

(2) 機械相關科系、有視圖能力、懂機

械零件拆圖及爆炸圖，熟 2D、3D 繪

圖設計、熟 Auto CAD、Solidworks 耐

心、配合度高、溝通協調能力 

竹北市新溪街 

勞健保、勞退提撥金、三節禮券、年終績效獎金、

在職教育訓練、周休二日、婚喪補助、生育補助、

陪產假、員工制服/外套/工作鞋、優渥提案獎金、

保障調薪、自強活動，留用者年資可累計。 

(1) 機構組立助工  (3 人)   

(2) 機構設計助理 (2 人) 

13 ○○精密 

(1) 有車、銑床加工經驗為佳 

(2) 有車、銑床加工經驗為佳(1) 有

車、銑床加工經驗為佳 

(3) 具機電自動化相關基本知識 

(4) 機械知識相關背景/auto cad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市力行一路 

月薪：28,000 元/月(內含 1,800 伙食津貼) 

享勞保、健保、勞退提繳、團體意外險 

住宿、膳食、交通均須自理。 

(1) 車床、綜合加工機機台操作

助理技術員  (1 人)   

(2) CNC 工具機加工操作及測

試助理技術員  (1 人)   

(3) CNC 工具機電控調校測

試，控制程式撰寫維護助理技術

員  (1 人)   

(4) 刀具設計/繪圖技術員 (1 人) 

14 ○○國際 

(1) 電腦繪圖 

(2) 機械基礎知識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定安路 4 號 

(1) 薪資：20,000 元/月。 

(2) 保險福利：勞保、健保。 

(3) 餐飲福利：員工餐廳(午餐及晚上加班之晚餐

免費)。 

(4) 衣著福利：員工制服。 

(5) 表現良好、畢業後繼續上班及服兵役後返廠就

職者，年資可累計。 

(1) 開發助理  (1~2 人)  

(2) 試驗室助理  (1~2 人) 

15 
台○積○電○製

造 

具機電自動化相關基本知識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二路 

(1) 以月薪計，依聘僱通知書所載為準。 

(2) 提供午餐補助 25 元、住宿。 

(3) 享勞健保、團保、勞退及福委會相關活動。 

(1) 設備助理工程師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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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校外實習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16 ○○科技 
(1) 自動化機械設計 

(2) 自動化設備設計 

(1) 22,000/月薪   

(2) 簽約獎學金 3,000/月 
共 20 人 

17 ○○企業 

1.學習複合材料固化成型技術。 

2.熟悉油壓成型機操作&維修 

3.模具設計、開發、維修 

4.比流器製程學習 

5.真空灌注製程學習 

6.比流器設計開發 

7.人員管理&工廠管理 

湖口廠:新竹縣湖口鄉復興路 12 號 

竹北廠:新竹縣竹北市新工二路 88 號 

1.薪資:28000~34000 

(2017/12/E 辦公大樓落成後可免費提供宿舍) 

2.年度三節獎金 

3.勞保、健保、勞退 6%提撥、團保 

4.員工旅遊、健康檢查、生日禮物。 

(1) 儲備幹部  (10~15 人) 

(2) 工廠自動化工程師  (3 人) 

18 ○○精機 

(1) 設計規劃有關電機與機械系統整

合。機電系統設備測試、安裝、穩定

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等。 

(2) 控制箱配線。機電系統設備測試、

安裝、穩定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

等。    

桃園市秀才路 538 號 

(1) 26,000~29,000 元 

(2) 25,000~27,000 元 

(1) 自動控制工程師 (4 人) 

(2) 配電工程師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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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5 

項次 公司名稱 地址 工作職稱 薪資福利 聯絡人 電話 

1 油欣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秀才路

538 號 

(1) 設計開發工程師 (5人) 

(2) 自動控制工程師 (4人) 

(3) 配電工程師 (3人) 

(1) 28,000~34,000 元 

(2) 29,000~35,000 元 

(3) 27,000~32,000 元 

盧良貴 
03-2888899 

ext 101 

2 恩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湖口廠:新竹

縣湖口鄉復興

路 12號 

竹北廠:新竹

縣竹北市新工

二路 88號 

(1) 儲備幹部  (10~15 人) 

(2) 工廠自動化工程師  (3 人) 

1.應屆畢業生薪

資:28,000~34,000元 

(2017/12/E 辦公大樓落成後可

免費提供宿舍) 

2.年度三節獎金 

3.勞保、健保、勞退 6%提撥、團

保 

4.員工旅遊、健康檢查、生日禮

物。 

蔡武勳 
03-5984207 ext 

502 

3 康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竹擴

大工業區光復

北路 5 號 

(1) 生產部儲備幹部     

(2) 業務部業務專員 

(1) 月薪 35,000 元(全勤 + 輪班

津貼另計) 

(2) 月薪 30,000 元(獎金另計) 

劉瑞蘭 經理 
03-5983521 ext 

111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B2%B9%E6%AC%A3%E7%B2%BE%E6%A9%9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44982,121.1371543,15z/data=!4m5!3m4!1s0x0:0xa6d36460ed88e263!8m2!3d24.8944982!4d121.1371543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B2%B9%E6%AC%A3%E7%B2%BE%E6%A9%9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44982,121.1371543,15z/data=!4m5!3m4!1s0x0:0xa6d36460ed88e263!8m2!3d24.8944982!4d121.1371543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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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貿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新豐鄉

新和路 13-5 號 

(1) 機構助理工程師(研發部)  

(2) 機構設計工程師(研發部) 

(3) 電控助理工程師(研發部) 

(4) 電控助理工程師(研發部) 

(5) 高級設計工程師(研發部) 

(6) 試車技術員(客服部) 

(7) 客服助理(客服部) 

(8) 品檢員(品管部) 

(9) 組立技術員(製造部) 

(1) 28,000~32,000  

(2) 32,000~46,000(面議) 

(3) 28,000~32,000 

(4) 32,000~46,000(面議) 

(5) 32,000~46,000(面議) 

(6) 26,000~35,000(面議) 

(7) 23,000~28,000(面議) 

(8) 24,000~36,000(面議) 

(9) 27,000~32,000(面議) 

謝小姐 
(03)568-0606 

ext 902 

5 瑞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

新和路 13-5 號 

(1) 加工技術員 (2 人)     

(2) 研發(助理)工程師 (1 人) 

(1) 月薪：依學經歷核薪     

(2) 月薪：依學經歷核薪 
林郁潔 管理師 

 03-5976789 

ext 218 

6 崇越科技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堤頂大道二段

483號 

(1) 設備工程師 (2 人) 
(1) 月薪 27,000 元以上(依學經

歷核薪) 
林郁潔 管理師 

 03-5976789 

ext 218 

7 盟立自動化 

新竹科學園區

研發二路三號 
品保工程師 

盟立公司無經驗起薪如下 

專科畢業  27,000~28,500 元 

大學畢業  32,500~37,000 元 

劉興祝處長 
03-5783280 ext 

35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4%E6%96%B0%E7%AB%B9%E7%B8%A3%E6%96%B0%E8%B1%90%E9%84%89%E6%96%B0%E5%92%8C%E8%B7%AF13%E8%99%9F/@24.909408,120.9796063,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7fa3cb5d:0x69ba121cefea2cbf!8m2!3d24.909408!4d120.98179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4%E6%96%B0%E7%AB%B9%E7%B8%A3%E6%96%B0%E8%B1%90%E9%84%89%E6%96%B0%E5%92%8C%E8%B7%AF13%E8%99%9F/@24.909408,120.9796063,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7fa3cb5d:0x69ba121cefea2cbf!8m2!3d24.909408!4d120.98179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7%91%9E%E8%80%98%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576181,121.0176994,15z/data=!4m5!3m4!1s0x0:0xee4059db3e61235b!8m2!3d24.8576181!4d121.0176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7%91%9E%E8%80%98%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576181,121.0176994,15z/data=!4m5!3m4!1s0x0:0xee4059db3e61235b!8m2!3d24.8576181!4d121.0176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B4%87%E8%B6%8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82406,121.5620834,15z/data=!4m5!3m4!1s0x0:0xa3b1fafbf5b26530!8m2!3d25.082406!4d121.562083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B4%87%E8%B6%8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82406,121.5620834,15z/data=!4m5!3m4!1s0x0:0xa3b1fafbf5b26530!8m2!3d25.082406!4d121.562083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B4%87%E8%B6%8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82406,121.5620834,15z/data=!4m5!3m4!1s0x0:0xa3b1fafbf5b26530!8m2!3d25.082406!4d121.562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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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埔鎮文山里

文山路犁頭山

段 1118 號  

(1) 檢查包裝作業員   

(2) 堆高機駕駛 

(3) 品管人員 

(4) 機台操作技術員   

(5) 窯爐課技術員 

(6) 模具維修技術員 

(7) 設備維修工程師 

(8) 電氣維修工程師 

(9) 工務課工程師 

(10) 倉管人員 

(1) 28,000~32,000  

(2) 22,710~30,630 元 

(3) 22,710~31,830 元 

(4) 22,710~34,560 元 

(5) 22,260~30,330 元 

(6) 24,560~32,880 元 

(7) 24,560~32,880 元 

(8) 24,560~32,880 元 

(9) 24,560~32,880 元 

(10) 22,710~30,630 元 

(以上薪資不含津貼與加班費) 

范副理   

姜智清先生 

03-5885122 ext 

251                                                    

03-5885122 ext 

255 

9 仁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

中山南路 800

巷 98 弄 2-2 號 

(1) CNC 部儲備幹部  (1 人) 

(2) CNC 操作員  (2 人) 

(1) 月薪 33,000~40,000 元 

(2) 月薪 24,000~30,000 元 
楊姿容 

03-4880398 ext 

20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A4%A7%E4%BA%AB%E5%AE%B9%E5%99%A8%E5%B7%A5%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342906,121.0268722,15z/data=!4m5!3m4!1s0x0:0x82b8e5ce6458a1f4!8m2!3d24.8342906!4d121.0268722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A4%A7%E4%BA%AB%E5%AE%B9%E5%99%A8%E5%B7%A5%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342906,121.0268722,15z/data=!4m5!3m4!1s0x0:0x82b8e5ce6458a1f4!8m2!3d24.8342906!4d121.0268722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A4%A7%E4%BA%AB%E5%AE%B9%E5%99%A8%E5%B7%A5%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342906,121.0268722,15z/data=!4m5!3m4!1s0x0:0x82b8e5ce6458a1f4!8m2!3d24.8342906!4d121.0268722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81%E9%8E%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83997,121.109898,15z/data=!4m2!3m1!1s0x0:0x79e026bfca0c02b3?sa=X&ved=0ahUKEwja8pqH8a_UAhVEoZQKHRq-BSwQ_BIIcTAK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81%E9%8E%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83997,121.109898,15z/data=!4m2!3m1!1s0x0:0x79e026bfca0c02b3?sa=X&ved=0ahUKEwja8pqH8a_UAhVEoZQKHRq-BSwQ_BIIcTAK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81%E9%8E%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83997,121.109898,15z/data=!4m2!3m1!1s0x0:0x79e026bfca0c02b3?sa=X&ved=0ahUKEwja8pqH8a_UAhVEoZQKHRq-BSwQ_BIIc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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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畢業生

首頁 

油欣精機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市秀才路 538 號 盧良貴 luguey@ysp.tw 

03-2888899 ext 

101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設計開發工程師  

(5人) 

(進修部) 

(應屆畢業生) 

1、機械零組件設計製圖。 

2、圖面與文件設變處理。 

1、熟 AutoCad機械圖面繪製，

略懂機械設計相關知識尤佳。 

2、溝通能力佳，願接受公司培

訓。                      

28K~34K 2017/6/9 

2 

自動控制工程師 

(4人) 

(進修部) 

(應屆畢業生) 

1、設計規劃有關電機與機械系

統整合。                 2、

機電系統設備測試、安裝、穩定

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等。                   

1、電機或自動控制相關科系畢。 

2、具工具機背景優先錄取。 

3、有意願學習 PLC自動控制及

願接受公司培訓。 
29K~35K 2017/6/9 

3 

配電工程師 

(3人) 

(進修部) 

(應屆畢業生) 

1、控制箱配線。                         

2、機電系統設備測試、安裝、

穩定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

等。 

1、電機或自動控制相關科系畢。                          

2、具電路識圖能力。                             

3、願接受公司培訓。 

27K~32K 2017/6/9 

http://www.ysp.tw/c/products_1.htm
http://www.ysp.tw/c/products_1.htm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B2%B9%E6%AC%A3%E7%B2%BE%E6%A9%9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44982,121.1371543,15z/data=!4m5!3m4!1s0x0:0xa6d36460ed88e263!8m2!3d24.8944982!4d121.1371543
mailto:luguey@ysp.tw


4 

設計開發工程師 

(5人) 

(實習工作) 

1、機械零組件設計製圖。 

2、圖面與文件設變處理。 

1、熟 AutoCad 機械圖面繪製，

略懂機械設計相關知識尤佳。 

2、溝通能力佳，願接受公司培

訓。                      

26K~29K 2017/6/9 

5 

自動控制工程師 

(4人) 

(實習工作) 

1、設計規劃有關電機與機械系

統整合。                 2、

機電系統設備測試、安裝、穩定

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等。                   

1、電機或自動控制相關科系畢。 

2、具工具機背景優先錄取。 

3、有意願學習 PLC自動控制及

願接受公司培訓。 
26K~29K 2017/6/9 

6 

配電工程師 

(3人) 

(實習工作) 

1、控制箱配線。                         

2、機電系統設備測試、安裝、

穩定度控制、故障分析、維修

等。 

1、電機或自動控制相關科系畢。                          

2、具電路識圖能力。                             

3、願接受公司培訓。 

25K~27K 2017/6/9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恩良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湖口廠:新竹縣湖口鄉復興路 12

號 

蔡武勳 wushing@enliang.com.tw 

03-5984207 

ext 502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儲備幹部  (10~15人) 

1.學習複合材料固化成型技術。 

2.熟悉油壓成型機操作&維修 

3.模具設計、開發、維修 

4.比流器製程學習 

5.真空灌注製程學習 

6.比流器設計開發 

7.人員管理&工廠管理 

1.應屆畢業生 

2.進修部學生 

3.實習計畫生 

1.薪資 : 25,000 (進修部學生) 

2.薪資 : 28,000~34,000 (應屆畢

業生、大四校外實習生) 

3. 2017/12/E 辦公大樓落成後可

免費提供宿舍 

4.年度三節獎金 

5.勞保、健保、勞退 6%提撥、團

保 

6.員工旅遊、健康檢查、生日禮

物。 

106.06.02 

2 
工廠自動化工程師  

(3 人) 

1.應屆畢業生 

2.進修部學生 

3.實習計畫生 

106.06.02 

 

  

http://www.enliang.com.tw/
http://www.enliang.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81%A9%E8%89%AF%E4%BC%81%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668879,121.0085497,15z/data=!4m5!3m4!1s0x0:0x283d1a1822891b45!8m2!3d24.8668879!4d121.008549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81%A9%E8%89%AF%E4%BC%81%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668879,121.0085497,15z/data=!4m5!3m4!1s0x0:0x283d1a1822891b45!8m2!3d24.8668879!4d121.0085497
mailto:wushing@enliang.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臺灣精密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 

新豐鄉康樂路一段 169 號 汪淑玲 副理 tpt.tool@msa.hinet.net 

03-5596121 ext 

33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CNC 機台操作人員     25,000 元以上   

 

  

http://www.tpt.tw/
http://www.tpt.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4%E6%96%B0%E7%AB%B9%E7%B8%A3%E6%96%B0%E8%B1%90%E9%84%89%E5%BA%B7%E6%A8%82%E8%B7%AF%E4%B8%80%E6%AE%B5169-3%E8%99%9F/@24.8673549,120.984814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3fe1aeb235f:0x844d67c314b28874
mailto:tpt.tool@msa.hinet.net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大同

路 10 號 

曾碧珊 管理師 
 

03-5980300 ext 

338627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機台操作技術員     
(日班) 24,000 元以上   

(夜班) 30,000 元以上 
2017/4/24 

2 品質檢測員     
(日班) 24,000 元以上   

(夜班) 30,000 元以上 
2017/4/24 

 

  

http://www.pti.com.tw/
http://www.pti.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A4%A7%E5%90%8C%E8%B7%AF10%E8%99%9F/@24.8685156,120.9954107,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1504a87d841:0x29106456f5a09e72!8m2!3d24.8685156!4d120.9975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A4%A7%E5%90%8C%E8%B7%AF10%E8%99%9F/@24.8685156,120.9954107,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1504a87d841:0x29106456f5a09e72!8m2!3d24.8685156!4d120.9975994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康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竹擴大工業區光復北

路 5 號 

劉瑞蘭 經理 eliu@tw.conitex.com 

03-5983521 ext 

111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1) 早班作業員 進修部職缺 

有意者請先與公司窗口聯絡，以

便安排面試時間。 

公司保有任用與否之權利，職缺

數視公司現況需求而定。 

28,000 元以上 2017/5/9 

2 (2) 工讀生 進修部職缺 

有意者請先與公司窗口聯絡，以

便安排面試時間。 

公司保有任用與否之權利，職缺

數視公司現況需求而定。 

依勞基法時薪 2017/5/9 

3 
生產部儲備幹部  

(8人) 

1. 需可配合輪班早/中/夜 3 班。 

2. 工作地點:新竹縣湖口工業

區。 

具備機械與 PLC 相關基本知

識、願意接受公司長期陪訓、英

文能力/全民英檢初級以上。 

月薪35,000元(全勤 + 輪班津貼

另計) 

1. 每週上班五天，周休二日，加

班依勞基法提供加班費 

2. 保險：勞保、健保 

3. 禮金與慰問金：生育、婚喪禮

金補助 

4. 年終尾牙. 年終獎金 

5. 提供汽、機車停車位 

6. 外部教育訓練進修補助 

2017/5/9 

http://www.conitextaiwan.com/chinese/about/main.php
mhtml:file://H:/明新科大/廠商職缺(進修部)/機械系進修部就業媒合廠商資訊-(公告用總表)_20170604.mht!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mhtml:file://H:/明新科大/廠商職缺(進修部)/機械系進修部就業媒合廠商資訊-(公告用總表)_20170604.mht!https://www.google.com.tw/maps/uv?hl=zh-TW&pb=!1s0x346830e12e3934a7:0x77764ce2c77d3dc3!2m19!2m2!1i80!2i80!3m1!2i20!16m13!1b1!2m2!1m1!1e1!2m2!1m1!1e3!2m2!1m1!1e5!2m2!1m1!1e4!3m1!7e115!4zL21hcHMvcGxhY2UvJUU1JUJBJUI3JUU1JUIzJUIwJUU4JTgyJUExJUU0JUJCJUJEJUU2JT
mailto:eliu@tw.conitex.com


4 
業務部業務專員  

(2人) 

1. 需可配合國內外出差。 

2. 工作地點:新竹縣湖口工業

區。 

1. 英文能力/全民英檢初級以

上。 

2. 需具普通小型車汽車駕照。 

月薪 30,000元( 獎金另計) 

1. 每週上班五天，周休二日， 

2. 保險：勞保、健保 

3. 禮金與慰問金：生育、婚喪

禮金補助 

4. 年終尾牙. 年終獎金 

5. 提供汽、機車停車位 

6. 外部教育訓練進修補助 

2017/5/9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

司 

湖口鄉新興路 458 號 李玉麒 經理 randy.li@welegroup.com 

 03-6960360 ext 

2101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組裝技術員 1   

(3 名) 
工具機機台組立 

具基本機械知識，願意接受訓

練、負責細心、團隊合作。 

25,000 元以上   

另有工作獎金、生產獎金、全勤

獎金 

2017/5/9 

2 
組裝技術員 2   

(4 名) 

精密半成品組立(主軸精密裝

配、齒輪箱裝配) 

具基本機械知識，願意接受訓

練、負責細心、團隊合作。 

25,000 元以上   

另有工作獎金、生產獎金、全勤

獎金 

2017/5/9 

3 
倉管人員      

(1 名) 
倉庫及物料發料 

具基本機械知識，願意接受訓

練、負責細心、團隊合作。 

25,000 元以上   

另有工作獎金、生產獎金、全勤

獎金 

2017/5/9 

4 
品檢員        

(2 名)  

CNC 機台操作功能 

與精度檢驗 

具基本機械知識，願意接受訓

練、負責細心、團隊合作。 

25,000 元以上   

另有工作獎金、生產獎金、全勤

獎金 

2017/5/9 

 

  

http://luciya.web.hdv.tw/welegroup_demopage
http://luciya.web.hdv.tw/welegroup_demopage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6%96%B0%E8%88%88%E8%B7%AF458%E8%99%9F/@24.8752203,121.0007501,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47b97de5b:0x766615d38fc619f1
mailto:randy.li@welegroup.com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湖口鄉鳳山村 1 鄰中華路 3 號 陳冠伶 專員 80051@sym.com.tw  

03-5981911 ext 

216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汽機車技術人員 

1.汽機車生產線零件組裝、噴

漆、焊接、物料補給 

2.完成車修整 

學習態度佳、做事 

謹慎細心、吃苦耐 

勞、團隊合作 

26,000 元~30,000 元(面議) 

食：福委會免費供應中西式午

餐、購買早點、晚餐平價供應。 

衣：公司免費提供制服(衣褲) 、

工作帽、購買安全鞋可享優惠補

助。 

住：公司提供 4 人和住行單身宿

舍(不收房間租金，只酌收每人清

潔費 300 元/月)。 

行：公司不定期提供機車、汽車

購買優惠並提供分期無息付款

購車，也可以員工價購心儀車

款。 

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及公開透

明的晉升制度 

2017/5/9 

2 機械加工技術人員 
1.操作 CNC 銑床加工 

2.機械鉗工組立作業 

學習態度佳、做事 

謹慎細心、吃苦耐 

勞、團隊合作 

2017/5/9 

3 塗裝技術人員 

1.噴漆作業、噴槍調修及塗膜判

斷 

2.塗料調整作業(調色技術)及塗

膜判斷 

學習態度佳、做事 

謹慎細心、吃苦耐 

勞、團隊合作 

2017/5/9 

4 焊接切割技術人員 
1.氣焊/點焊作業 

2.車體外觀鈑金修整及檢查作業 

學習態度佳、做事 

謹慎細心、吃苦耐 

勞、團隊合作 

2017/5/9 

  

http://www.sanyang.com.tw/
http://www.sanyang.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4%B8%AD%E8%8F%AF%E8%B7%AF3%E8%99%9F/@24.8643408,121.0019229,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14ea7d60a35:0x848f4d97d6b2cf48
mailto:80051@sym.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聯策精密有限公司 竹北市環北路二段 10 號 劉小姐 
liang.fan@tahsiang.com.tw                                         

henry.chiang@tahsiang.com.tw  

03-5559808 ext 

21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機台操作技術員           

(3 名) 
    26,000 元以上   

 

  

mailto:liucy@tahsing.com.tw
mailto:liucy@tahsing.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有成精密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新豐鄉新和路 102 巷 6 號

1 樓 

龎鈺謙 p.steven@w-win.com.tw 

03-5688699 ext 

13110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半導體助理工程師     25,000 元以上   

2 CNC 助理工程師     25,000 元以上   

3 CNC 工程師     25,000 元以上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C%89%E6%88%90%E7%B2%BE%E5%AF%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9144816,120.979902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0ed5b2a3:0x7a06853d1dfef616!8m2!3d24.9144768!4d120.982096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6%9C%89%E6%88%90%E7%B2%BE%E5%AF%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9144816,120.979902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0ed5b2a3:0x7a06853d1dfef616!8m2!3d24.9144768!4d120.9820969
mailto:p.steven@w-win.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捷邦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竹縣關西鎮深坑子 3-1 號 莊雅惠 karan@jbon.com.tw 

03-5878575 ext 

223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製程技術員、     24,000 元以上 2017/5/9 

2 CNC 操作人員     24,000 元以上 2017/5/9 

3 CNC 工程師     24,000 元以上 2017/5/9 

4 研發工程師     24,000 元以上 2017/5/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6%E6%96%B0%E7%AB%B9%E7%B8%A3%E9%97%9C%E8%A5%BF%E9%8E%AE3-4/@24.8042979,121.1543915,18z/data=!4m5!3m4!1s0x346839470aff7ac3:0x618fbf300fd63a86!8m2!3d24.80404!4d121.156555
mailto:karan@jbon.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竹縣新埔鎮大魯閣路 17 號 何美惠 jenny.ho@iteq.com.tw 

03-5887888 ext 

7097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技術員     

26,500 元起                                                        

旅遊津貼補助                                                            

免費團膳供應 

2017/2/2 

 

  

http://www.iteq.com.tw/
http://www.iteq.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rlz=1C1SFXN_enTW501TW501&espv=2&biw=1222&bih=647&q=%E8%81%AF%E8%8C%82%E9%9B%BB%E5%AD%9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npsic=0&rflfq=1&rlha=0&rllag=24860078,121144713,7730&tbm=lcl&ved=0ahUKEwiYsoDyw-
mailto:jenny.ho@iteq.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盟立自動化 新竹科學園區研發二路三號 劉興祝處長 hcliu@mirle.com.tw 

03-5783280 ext 

357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品保工程師 機械進料檢驗(車銑,板金.....) 

使用量具:卡尺,雷射追蹤儀,三次

元.硬度計,塊規,色差儀....... 

工作地點:后里科學園區 

詳細可上盟立網站 

盟立公司無經驗起薪如下 

專科畢業  27,000~28,500 元 

大學畢業  32,500~37,000 元 

2017/5/9 

 

  

mailto:hcliu@mirle.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三貿機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新和路 13-5 號 謝小姐 carol@samson.com.tw  

(03)568-0606 ext 

902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機構助理工程師(研發

部) 

1、協助工程師執行設計、製圖、

技術資料建立之工作 

2、生產過程中問題發生之蒐集

與回報 

3、自我工作之規劃與要求 

4、臨時交辦事項處理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1 年以上工作經驗 

電腦專長：Word、PowerPoint、

Project、Windows XP、AutoCad 

3D 

附加條件： 

1、專業知識:機械概要、機械加

工法、市購件選用與配置 

2、具工作熱忱、對事物具積極

性、靈敏度強、好奇性佳、主動

出擊及經驗分享 

3、需配合加班、出差、調派 

4、思考敏銳、負責任，熱愛研

發創新 

5、對工作有強烈企圖學習能力

者 

1.依勞基法, 享健、勞保，週休

二日，(上班時間 8:00~12:00、

13:00~17:00) 、陪產假、育嬰假、

生理假、年假 

2.獎 金 類：員工生日禮金、年

終獎金、三節禮金、績效獎金、

介紹獎金 

3.員工餐廳午餐及加班餐供應免

自費 

4.娛 樂 類：不定期舉辦聚餐、

尾牙、國內外旅遊 

5.其  他：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機械/電控助理工程師：

28,000~32,000 

106/5/11 

http://www.samson.com.tw/
http://www.samson.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4%E6%96%B0%E7%AB%B9%E7%B8%A3%E6%96%B0%E8%B1%90%E9%84%89%E6%96%B0%E5%92%8C%E8%B7%AF13%E8%99%9F/@24.909408,120.9796063,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322c7fa3cb5d:0x69ba121cefea2cbf!8m2!3d24.909408!4d120.981795
mailto:carol@samson.com.tw


2 
機構設計工程師(研發

部) 

1、結構設計、開發 

2、異常處理:設計變更之分析、

檢討、對策、改善 

3、機台製程運轉、測試、驗證 

4、圖面與加工法搭配結合 

5、熟悉製造組立之程序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3 年以上工作經驗 

語言能力：英文 聽:中等 說:中

等 讀:中等 寫:中等電腦專長：

Word、Excel、PowerPoint、

Project、Windows Server 

2000-2012、AutoCAD 

附加條件： 

1、專業知識:機械概要、機械加

工法、市購件選用與配置 

2、具工作熱忱、對事物具積極

性、靈敏度強、好奇性佳、主動

出擊及經驗分享 

3、需配合加班、出差、調派 

4、具有三年以上之傳動機構研

發設計者 

5、可獨立作業，思考敏銳、負

責任，熱愛研發創新 

6、對工作有強烈企圖學習能力

者 

7、繪圖軟體:3D Solid Edge 

ST2、2D AutoCAD 2008 

福利同上 

 

機械/電控副工程師：

32,000~45,000 

機械/電控工程師：46,000~面議 

106/5/11 



3 
電控助理工程師(研發

部) 

1、電控箱位置配置圖面 

2、SENSOR 位置配置圖面 

3、銘牌資料建立及查核 

4、I/0 資料建立及查核 

5、懂 AB 或三菱的 PLC 程式建

制(Ladder、SFC、FB 及 ST) 

6、略懂伺服控制 

7、略懂 Proface GP-Pro-EX 編輯

或三菱 GOT 或 FT View 編輯 

8、需配合出差(最長不超過 3 個

月)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電機工程學類, 電子

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1 年以上工作經驗 

電腦專長：Word、Excel、

AutoCAD 

附加條件： 

1、懂電路圖繪製 

2、熟空壓管路圖 

3、具電學基本常識 

4、具 PLC 語言編寫(Ladder、

SFC、FB 及 ST)、伺服控制及

HMI 編輯能力者優 

福利同上 

 

機械/電控助理工程師：

28,000~32,000.- 

106/5/11 



4 
電控助理工程師(研

發部) 

 

1、熟悉三菱 A、Q、FX 或 AB 

Control Logix5000 系列硬體架

構。 

2、熟悉三菱 A、Q、FX 或 AB 

Control Logix5000 系列 Dataer、

SFC 或 Function Block 程式書

寫。 

3、三菱 GOT 人機、Proface 

GP-Pro-EX 或 FT View HMI 編

排。 

4、熟悉三菱 MR-J2S、MR-J3、

MR-J4 之 SV13、SV22 伺服馬達

控制 SFC 程式書寫。 

5、略懂 CC-Link、Device net、

Ethernet、Modbus 之網路架構。 

6、具備良好之溝通能力及

Co-Work 之經驗。 

7、需配合出差(最長不超過 3 個

月)。 

8、需具英文閱讀(相關技術文件)

及簡易之溝通能力。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機械工程學類, 電機

工程學類, 電子工程學類 

2 年以上工作經驗 

英文 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中等 

電腦專長：Word、Excel、

Outlook、AutoCAD、AutoCad 3D.

機械相關圖表繪製 

福利同上 

 

機械/電控副工程師：

32,000~45,000 

機械/電控工程師：46,000~面議 

106/5/11 



5 
高級設計工程師(研發

部) 

1、新產品開發專案之執行、掌

控及結案 

2、跨組織問題之溝通協調 

3、協助產品功能、規格確認與

仲裁 

4、開發階段各項會議策劃、召

集、紀錄及跟催 

5、統籌產品量化技術移轉工作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6 年以上工作經驗電

腦專長：Word、Excel、

PowerPoint、Project、Windows 

Server 2000-2012、AutoCAD 

附加條件： 

1、專業知識:機械概要、機械加

工法、市購件選用與配置 

 2、具工作熱忱、對事物具積極

性、靈敏度強、好奇性佳、主動

出擊及經驗分享  

3、需配合加班、出差、調派 

 4、具有六年以上之傳動機構研

發設計者 

 5、可獨立作業，思考敏銳、負

責任，熱愛研發創新  

6、熟悉自動化設備之控制方法 

7、繪圖軟體:3D Solid Edge 

ST2、2D AutoCAD 2008 

福利同上 

 

機械/電控副工程師：

32,000~45,000 

機械/電控工程師：46,000~面議 

106/5/11 



6 試車技術員(客服部) 
負責廠內(外)試車、成品驗收，

開立相關單據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不拘 

語言能力：英文 聽:中等 說:中

等 讀:中等 寫:中等 

附加條件： 

1、有機械組立及品檢經驗為優

先 

2、需配合國內(外)出差 

3、英語專長者優 

福利同上 

 

1.      無經驗：26,000~30,000 

2.      2~4 年相關經驗：

30,000~35,000 

3.      4 年以上相關經驗：面

議 

106/5/11 

7 客服助理(客服部) 

1、各項報表之製作與呈送 

2、相關文件之呈送、登記、收

發相關單位 

3、協助主管處理一般庶務及文

書作業、臨時交辦事項處理 

4、與生管、資材部工作連繫傳

達 

5、ERP、CRM 系統操作及維護

作業 

6、試車人員日報表內容之確認

彙整，及後續問題追踨 

7、客服部開立相關會議之通知

及記錄 

8、後送零件相關處置(維修退

料、換貨...等) 

9、客戶問題點歸檔及追踨 

學歷限制：專科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不拘 

工作經驗：1 年以上工作經驗 

語言能力：英文 聽:中等 說:中

等 讀:中等 寫:中等 

附加條件：英語專長者優 

福利同上 

 

1.      無經驗：23,000~25,000 

2.      2~4 年助理經驗：

25,000~28,000 

3.      4 年以上助理經驗：面

議 

106/5/11 



8 品檢員(品管部) 

1、執行進料檢驗(檢驗產品大部

份為金屬大型物件) 

2、品質異常處理事項 

3、臨時交辦事項處理 

學歷限制：高中職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不拘 

附加條件： 

1、機械視圖 

2、有機械組立及品檢經驗為優

先 

福利同上 

 

夜校生可 

1、沒經驗者 ：24,000 ~ 26,000 

2、1 ~ 2 年者：27,000 ~ 32,000 

3、2 年以上者：33,000 ~ 36,000 

106/5/11 

9 組立技術員(製造部) 

1、機械組裝 

2、製程、測試訓練 

3、異常作業改善 

學歷限制：高中職 以上畢業 

科系限制： 機械工程學類 

工作經驗：1 年以上工作經驗 

電腦專長：Word、Excel、Outlook 

附加條件： 

1、機械視圖 

2、機械組裝 

3、機械加工法及工具機操作 

4、反應靈敏快、可配合加班、

出差、海外派駐 

福利同上 

 

三年以上組裝經驗者 待優 

32000 起面議    & 無經驗者

27000 

106/5/11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新埔鎮文山里文山路犁頭山段

1118 號  

范副理 

姜智清先生 

liang.fan@tahsiang.com.tw 

henry.chiang@tahsiang.com.tw  

03-5885122 ext 251 

03-5885122 ext 255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檢查包裝作業員 

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

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進行製造

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

貨等作業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

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填寫

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

距離，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

品、程序事宜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110~30,330 元 2017/5/12 

2 堆高機駕駛 

進出貨點收作業，盤點作業，堆

高機作業，執行 5S 環境維持及

清潔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710~30,630 元 2017/5/12 

3 品管人員 

成品出貨抽驗包裝外觀確認，產

品物理性測試與執行，抽驗不良

品棧板反應與追蹤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710~31,830 元 2017/5/12 

http://www.tahsiang.com.tw/mainct/maintc.htm
http://www.tahsiang.com.tw/mainct/maintc.htm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A4%A7%E4%BA%AB%E5%AE%B9%E5%99%A8%E5%B7%A5%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342906,121.0268722,15z/data=!4m5!3m4!1s0x0:0x82b8e5ce6458a1f4!8m2!3d24.8342906!4d121.0268722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A4%A7%E4%BA%AB%E5%AE%B9%E5%99%A8%E5%B7%A5%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342906,121.0268722,15z/data=!4m5!3m4!1s0x0:0x82b8e5ce6458a1f4!8m2!3d24.8342906!4d121.0268722
mailto:liang.fan@tahsiang.com.twhenry.chiang@tahsiang.com.tw
mailto:liang.fan@tahsiang.com.twhenry.chiang@tahsiang.com.tw


4 機台操作技術員 玻璃瓶成型機台操作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710~34,560 元 2017/5/12 

5 窯爐課技術員 
瓶屑整理作業、配料作業、監控

窯爐生產製程技術人員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260~30,330 元 2017/5/12 

6 模具維修技術員 
鑄造模具研磨拋 

光等整備處理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4,560~32,880 元 2017/5/12 

7 設備維修工程師 

執行自動化運轉系統之相關專

案； 維持工廠內自動化系統之

正常運作及改善系統缺點；進行

自動化系統之日常點檢和定期

保養；負責自動化設備、系統介

面之維護及改善；負責自動化系

統各類規範與相關文件之撰

寫、修改及操作人員之執照鑑定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4,560~32,880 元 2017/5/12 

8 電氣維修工程師 

檢查機/電機設備工程師，電氣設

備維修保養技術員，水、電、瓦

斯、壓縮空氣供應系統之規劃，

維修保養作業、生產設備控制系

統之規劃、維修保養作業，確保

所提供之支援能滿足生產需求。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4,560~32,880 元 2017/5/12 



9 工務課工程師 

規劃電儀設備日常維修和年度

歲修排程，負責水、空調和機電

設備系統的異常處理，定期實施

消防安檢事宜，並負責氣體鋼瓶

換裝，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 監

控，廠內電儀設備運作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4,560~32,880 元 2017/5/12 

10 倉管人員 

驗收物流貨物、清點盤存作業；

從事物流貨物、重整、包裝作

業；執行作業區環境整理、清潔

維護作業；進行商品入倉、交

期、送貨、調度安排等相關工

作；建置物流作業管控點及制定

相關之管理報表 

學習態度佳、 

做事謹慎細心 
22,710~30,630 元 2017/5/12 

        (以上薪資不含津貼與加班費)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福星機電工業有限公

司 

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北路 14

號 

張德富 
 

03-5973783 ext 

12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機械設計工程師  

(2 人) 
  熟悉 AutoCAD，Inventor 軟體 23,000 元以上 2017/4/24 

2 
品管工程師  

(2 人) 
  熟悉 AutoCAD，Inventor 軟體 23,000 元以上 2017/4/24 

 

  

http://www.hitektw.com/
http://www.hitektw.com/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85%89%E5%BE%A9%E5%8C%97%E8%B7%AF14%E8%99%9F/@24.8745533,121.0348363,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0e0fabfe953:0xadee1e6c7061202a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303%E6%96%B0%E7%AB%B9%E7%B8%A3%E6%B9%96%E5%8F%A3%E9%84%89%E5%85%89%E5%BE%A9%E5%8C%97%E8%B7%AF14%E8%99%9F/@24.8745533,121.0348363,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6830e0fabfe953:0xadee1e6c7061202a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 35 號 4 樓 行政部 劉小姐 lilyliu@etrendtech.tw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測試產品工程師 
協助新產品導入及客戶產品量

產異常處置。 

1.)學歷：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相

關、資訊管理相關系所。 

2.)程式與言：C、C++。 

3.)其他條件：EQ 高、抗壓性高、

邏輯思路清晰、有組織與分析能

力、熟悉類比 IC 測試佳。 

其他福利： 

1.退休金：到職日依法提存 6%

至勞保局個人專戶。 

2.依法於到職當日參加勞保、 健

保。 

3.團保：包含定期壽險、意外險、

意外醫療險、住院醫療險、癌症

醫療險、職災保險。 

4.薪資面議。 

2017/2/23 

2 
設備助理工程 

(二休二排班) 

協助生產設備的順暢及異常處

理。 

1.)學歷：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相

關、資訊管理相關系所。 

2.)其他條件：EQ 高、抗壓性高、

邏輯思路清晰、有組織與分析能

力、熟悉類比 IC 測試佳。 

2017/2/23 

 

  

http://www.etrendtech.tw/
http://www.etrendtec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9%80%B8%E6%98%8C%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408222,121.0087798,15z/data=!4m5!3m4!1s0x0:0x540b8507eab1d201!8m2!3d24.8408222!4d121.0087798
mailto:lilyliu@etrendtech.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科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縣楊梅鎮高獅路 863 巷 10

號 

人資部 胡小姐   (2017/05/08 

聯繫補充薪資具體金額) 
Lydia@mrnanotec.com.tw  

03-4852036 ext 

2219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機械工程師 1 名                        

工作地點:桃園楊梅幼

獅擴大工業區 

1.製程機台繪圖、設計、組裝，

了解機台作動原理、設計原理 

2.會 Auto Cad , Inventor ,3D 繪圖

軟體佳 

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需會 Auto Cad , Inventor ,3D 繪

圖軟體 

有組裝及維修服務機台熱忱 

願意接受訓練、具備負責細心及

團隊合作 

薪資:面議(依學經歷核薪) 

1. 每週上班五天，周休二日 

2. 保險：勞保、健保、團保 

3. 年終晚會、每月慶生會  

4. 三節禮金、生日禮金 

5. 員工旅遊、員工聚餐 

2016/3/10 

2 

業務工程師 1 名                  

工作地點:桃園楊梅幼

獅擴大工業區 

1.具有主動積極、抗壓性高。 

2.客戶拜訪開發並推銷產品 

3.依顧客需求做報價及簽約 

4.對客戶提出的技術問題及時回

應並給予解決方案 

5.具備高度產品及技術專業知

識，協助業務訂單締結 

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具有主動積極、抗壓性高。 

願意接受訓練、具備負責細心及

團隊合作 

2016/3/10 

 

  

http://www.mrnanotec.com.tw/
http://www.mrnanotec.com.tw/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26%E5%8F%B0%E7%81%A3%E6%A1%83%E5%9C%92%E5%B8%82%E6%A5%8A%E6%A2%85%E5%8D%80%E9%AB%98%E7%8D%85%E8%B7%AF863%E5%B7%B710%E8%99%9F/@24.925416,121.162291,14z/data=!4m5!3m4!1s0x346824a1f2e0ea5d:0x851117accef178a6!8m2!3d24.92643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26%E5%8F%B0%E7%81%A3%E6%A1%83%E5%9C%92%E5%B8%82%E6%A5%8A%E6%A2%85%E5%8D%80%E9%AB%98%E7%8D%85%E8%B7%AF863%E5%B7%B710%E8%99%9F/@24.925416,121.162291,14z/data=!4m5!3m4!1s0x346824a1f2e0ea5d:0x851117accef178a6!8m2!3d24.926432
mailto:Lydia@mrnanotec.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振磬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巿東美路 89 號 7 樓 

蔡明芬                            

(2017/05/08 聯繫補充薪資具體

金額) 

christinet@episonica.com  

(03)5712354 ext 

601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助理組裝工程師 

(1)機械設備組裝 

(2)設備組裝完成後包裝出貨 

(3)主管交辦事項 

有組裝工作經驗者佳 

(1)採時薪制計薪 

(2)後續視工作表現有機會轉正

職 

2017/5/9 

 

  

ttp://www.episonica.com/
ttp://www.episonica.com/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4%C2%B048'06.8%22N+121%C2%B000'04.4%22E/@24.798867,120.999423,15z/data=!4m5!3m4!1s0x0:0x0!8m2!3d24.8018866!4d121.001225?hl=zh-TW
mailto:christinet@episonica.com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華燈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中華

路 122-12 號 3 樓 

Betty Chen    (陳小姐)                           

(2017/05/08 聯繫補充薪資具體

金額) 

bettychen@arclite.com.tw  

(03)598-6681 ext 

1073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焊接&切割技術人員 

1.機器設備生產線操作 

2.手工加工作業 

3.於學校有學習過電焊、氬焊(鐵

板、鋁板、不鏽鋼)、錫焊等相關

知識亦或有實務經驗 

1、具基本焊接相關知識 

2、學習意願度高、手巧心細、

肯吃苦耐勞、具團隊合作精神 

1.勞保、健保、勞退、團保 

2.年終獎金(視營運狀況及個人

績效評核) 

3.三節禮券 

4 生日禮券 

5.婚喪喜慶禮金 

6.年度健康檢查 

7.尾牙活動 

薪資依學經歷敘薪 

2017/4/20 

 

  

http://www.arclite.com.tw/
http://www.arclite.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8%8F%AF%E7%87%88%E5%85%89%E9%9B%BB%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76346,121.011155,15z/data=!4m5!3m4!1s0x0:0x20e17d6abaccfdb7!8m2!3d24.876346!4d121.01115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8%8F%AF%E7%87%88%E5%85%89%E9%9B%BB%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76346,121.011155,15z/data=!4m5!3m4!1s0x0:0x20e17d6abaccfdb7!8m2!3d24.876346!4d121.011155
mailto:bettychen@arclite.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陽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市大園區溪海里 8 鄰聖德北

路 68 號 

人資 蕭金秀 小姐 Rita_Hsiao@usuntek.com  

03-3852628 ext 

8227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1.自動化機械設計 

2.自動化設備設計 
實習生 共 20 名   

(1) 22,000/月薪   

(2) 獎學金 3,000/月 

(3) 外縣市學生免費住宿或租屋

津貼 3500/月  

(4) 經申請、並獲甄選核定錄取

之乙方，乙方同意依甲方之招募

規定，須於大四該學期之 9 月至

翌年 6 月之 10 個月期間赴甲方

廠域實習及於畢業取得畢業證

書後，選擇甲方之產業儲訓替代

役或直接到甲方廠域任職，並至

少服務二年(含)以上。 

2017/5/9 

 

  

file:///H:/01%20MUST%20明新科大/廠商職缺(進修部)/機械系進修部就業媒合廠商資訊-(公告用總表)_20170614.xlsx%23系網頁公告用首頁!A1
https://www.pcbshop.org/tw/supplier/index.asp?SupID=663
https://www.pcbshop.org/tw/supplier/index.asp?SupID=663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9%99%BD%E7%A8%8B%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479133,121.1906214,15z/data=!4m5!3m4!1s0x0:0xc83f4973425c89a9!8m2!3d25.0479133!4d121.190621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9%99%BD%E7%A8%8B%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479133,121.1906214,15z/data=!4m5!3m4!1s0x0:0xc83f4973425c89a9!8m2!3d25.0479133!4d121.1906214
mailto:Rita_Hsiao@usuntek.com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瑞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光復

南路 58號 

林郁潔 管理師 candy.lin@calitech.com.tw  

 03-5976789 ext 

218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進修部/校外實習 職

缺 

加工技術員 (2 人) 

  

車床或銑床基本知識或操作能

力，能吃苦耐勞 

工作地點：新竹工業區 

月薪：依學經歷核薪 

1.每週上班五天(配合輪三班)，週

休二日，加班提供加班費 

2.年終獎金、員工分紅、生日禮

金/禮品、結婚禮金、生育津貼、

喪葬慰問金 

3.勞保/健保/勞退金 6% 

4.免費員工團保(定期期壽險，意

外險，意外住院，防癌險) 

5.員工提案獎金 

6.員工制服 

7.完整的教育訓練(通過TTQS認

證) 

8.勞工健康檢查 

9.旅遊補助、尾牙餐會/摸彩活動 

10.間接同仁彈性上班時間 

106/5/11 

2 

進修部/校外實習 職

缺 

研發(助理)工程師 (1

人) 

  

繪圖相關技能(Auto cad 2d, 

solidworks) 

工作地點：新竹工業區 

106/5/11 

  

http://www.calitech.com.tw/zh-tw
http://www.calitech.com.tw/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7%91%9E%E8%80%98%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576181,121.0176994,15z/data=!4m5!3m4!1s0x0:0xee4059db3e61235b!8m2!3d24.8576181!4d121.017699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7%91%9E%E8%80%98%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576181,121.0176994,15z/data=!4m5!3m4!1s0x0:0xee4059db3e61235b!8m2!3d24.8576181!4d121.0176994
mailto:candy.lin@calitech.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83

號 

蔡偉聰 資深經理 tony.tsai@topco-global.com 0910-509580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設備工程師 (2 人)   

(1) 具備機電自動化相關基本知

識、願意接受訓練、具備負責細

心及團隊合作 

(2) 可配合短期台中/新竹/林口

出差 

(3) 工作地點 : 台南/台中主管

交辦事項 

月薪 27,000元以上(依學經歷核

薪) 

1. 每週上班五天，周休二日，加班

提供加班費 

2. 福委會自助式福利點數制度：旅

遊補助及康樂活動、特約商店折

扣、電影欣賞、藝文活動、家庭日...

等。 

3. 保險：勞保、健保、團保 

4. 禮金與慰問金：生育、婚喪禮金

補助 

5. 年終晚會、春酒活動、每月慶生

會 

6. 三節禮品及特定節日溫馨送禮 

7. 個人汽、機車停車位，提供同仁

申請使用 

8. 外語獎勵金 

9. 教育訓練及在職進修補助 

  

http://www.topco-global.com/webfront/pages/home.aspx
http://www.topco-global.com/webfront/pages/home.aspx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B4%87%E8%B6%8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82406,121.5620834,15z/data=!4m5!3m4!1s0x0:0xa3b1fafbf5b26530!8m2!3d25.082406!4d121.5620834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5%B4%87%E8%B6%8A%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82406,121.5620834,15z/data=!4m5!3m4!1s0x0:0xa3b1fafbf5b26530!8m2!3d25.082406!4d121.5620834
mailto:tony.tsai@topco-global.com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仁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南路 800巷98

弄 2-2 號 

楊姿容 sharon@zimag.com.tw 

03-4880398 ext 

205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CNC部儲備幹部*1人 
程式編寫、調機、架機、換刀(畢

業生) 

識機械圖、有獨立操作經驗一年

以上 
薪資 : 33,000~40,000/8H  106.06.08 

2 CNC操作員*2人 CNC機台操作(畢業生) 不拘、可輪班 薪資 : 24,000~30,000 106.06.08 

 

  

http://www.zimag.com.tw/
http://www.zimag.com.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81%E9%8E%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83997,121.109898,15z/data=!4m2!3m1!1s0x0:0x79e026bfca0c02b3?sa=X&ved=0ahUKEwja8pqH8a_UAhVEoZQKHRq-BSwQ_BIIcTAK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B%81%E9%8E%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8983997,121.109898,15z/data=!4m2!3m1!1s0x0:0x79e026bfca0c02b3?sa=X&ved=0ahUKEwja8pqH8a_UAhVEoZQKHRq-BSwQ_BIIcTAK
mailto:sharon@zimag.com.tw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棕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新豐鄉新和路 96-1號 1

樓 

蘇雅蘋 april@ctc-ceramics.com.tw  03-568-8829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http://www.ctc-ceramics.com.tw/big5/index.php
http://www.ctc-ceramics.com.tw/big5/index.php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6%A3%95%E8%8C%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npsic=0&rflfq=1&rlha=0&rllag=24532914,120809353,45868&tbm=lcl&ved=0ahUKEwiltounjIvVAhUFkZQKHXTsB4YQtgMIJw&tbs=lrf:!3sEAE,lf:1,lf_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6%A3%95%E8%8C%8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npsic=0&rflfq=1&rlha=0&rllag=24532914,120809353,45868&tbm=lcl&ved=0ahUKEwiltounjIvVAhUFkZQKHXTsB4YQtgMIJw&tbs=lrf:!3sEAE,lf:1,lf_
mailto:april@ctc-ceramics.com.tw


1 
CNC車、銑、磨床作業

員-新竹 * 2人 

1.負責 CNC加工機及其他現場加

工機操作。 

2.協助廠內開模與型修，並管理

委託件之加工進度。 

3.負責製模加工技術之提升訓

練。 

4.負責加工現場安全督導與管

理。 

5.協助改善製程品質與成效追

蹤。 

1.從事之工作略同一般工具機

操作工，但專於自動或半自動車

床操作。 

2.模具零件加工。 

3.操作車床及車製零配件。 

4.保養與維護機器。 

5.修整車床。 

1.檢查工件藍圖及其規格。 

2.使用螺栓、夾板等夾具，將工

件固定於機器平台上。 

3.選擇、裝配刀具。 

4.選定切削速度並起動試銑。 

5.操縱手輪或以自動進刀機構

進行加工。                                                                                                                                                                                                                                                                                                                                                                                                                                                                                                                                                           

畢業生 面議(依照學經歷核薪)   

2 CNC操作員*2人 CNC機台操作(畢業生) 不拘、可輪班 薪資 : 24,000~30,000 106.07.05 

  



回進修部

首頁 

回公告首頁 

機械系就業媒合廠商資訊 更新日期 : 

2017/7/15 

回實習生

首頁 

公司名稱 地址 聯絡人 e-mail 電話 

回畢業生

首頁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市力行六路 5號(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 

陳文瑋 vincent.ww.chen@wnc.com.tw  

03-666-7799     

ext 6810 

項次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應徵條件 薪資福利 廠商確認日期 

1 
模型設計工程師 1~3

人 

協同工程師操作相關設備(3D列

印機/CNC機台/真空注型機等) 
約聘實習生、(約聘)工程師 依公司規定 106.07.11 

 

http://www.wnc.com.tw/
http://www.wnc.com.tw/
https://www.google.com/maps?ll=24.770907,121.013772&z=15&t=m&hl=zh-TW&gl=US&mapclient=embed&q=300%E5%8F%B0%E7%81%A3%E6%96%B0%E7%AB%B9%E5%B8%82%E6%9D%B1%E5%8D%80%E5%8A%9B%E8%A1%8C%E5%85%AD%E8%B7%AF5%E8%99%9F
https://www.google.com/maps?ll=24.770907,121.013772&z=15&t=m&hl=zh-TW&gl=US&mapclient=embed&q=300%E5%8F%B0%E7%81%A3%E6%96%B0%E7%AB%B9%E5%B8%82%E6%9D%B1%E5%8D%80%E5%8A%9B%E8%A1%8C%E5%85%AD%E8%B7%AF5%E8%99%9F
mailto:vincent.ww.chen@wn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