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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製造業 統一編號 88697382 

公司地址 821 高雄市路竹區環球路 92 號 

聯絡人 劉秀華 職稱 副組長 

聯絡電話 07-6953061 E-mail what@youji.com.tw 

 

■ 學生實習 

職稱(1) 實習生-技術員 
名額 3-5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模具工程/自動控制 

工作內容 工具機組裝/機台操作 

職稱(2) 實習生-電裝配線員 
名額 3-5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工程/機電整合/自動控制 

工作內容 電裝室配盤、電器箱組裝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3,10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

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 三節禮金/生日

禮金/員工旅遊 

期間 

□ 暑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半年：108 年 2 月 1 日至 108 年 6 月 30 日止 

█ 一年：108 年 7 月 1 日至 109 年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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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職稱(1) 機械組立員/操作員 
名額 3-5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模具工程/自動控制 

工作內容 工具機組裝/機台操作 

職稱(2) 電控電裝技術員 
名額 3-5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工程/機電整合/自動控制 

工作內容 電裝室配盤、電器箱組裝/現場電控裝配及機台功能測試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8000-3000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

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 三節禮金/生日

禮金/員工旅遊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光電與半導體業 統一編號 58506816 

公司地址 彰化縣彰化巿大竹里彰南路二段 260 號 

聯絡人 王小姐 職稱 人事處專員 

聯絡電話 04-7383991#2309 E-mail may@email.sdi.com.tw 

 

■ 學生實習、■ 就業 

職稱(1) 模具設計人員 
名額 10 

地點 彰化縣 

需求科系/學校 模具系、機械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沖壓模具設計 

薪資 

□ 時薪             

■ 月薪  30,00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

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就業保險 

其他福利 供膳、供宿，休假制度依勞基法規定辦理。 

期間 學年課程（108 學年，108 年 9 月-109 年 6 月） 

其他需求 需具備製圖軟體證照或能力 

*如對公司職缺有興趣，可將履歷寄至以下負責窗口 

研發處產學合作中心(建工校區) 

蕭于凱 管理師 / 07-3814526#15017 / karlhsiao@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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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IC 設計相關業 統一編號 54587422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復興四路 2 號 6 樓 (高雄軟體園區) 

聯絡人 吳尚蘋 職稱 專員 

聯絡電話 (07)970-0910 #56 E-mail aprilwu@g-mail.nsysu.edu.tw

 

■ 就業 

職稱(1) 類比 IC 設計工程師 

名額  

地點 高雄軟體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碩士以上，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資訊工程相關、其他工程相關。 

需求條件 

工作經歷：3 年以上 

1.熟悉以下領域：LDO/DC-DC/PLL Serdes/ESD & LU (至少一項) 

2.具思考分析、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類比電路設計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Mixed mode circuit design 

2.Dc-DC and LDO circuit design 

3.PLL & Serdes circuit design 

4.ESD, Latch up & I/O circuit design and debug 

職稱(2) 電子工程師 
名額 1 

地點 高雄軟體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碩士以上，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資訊工程相關、其他工程相關。 

需求條件 

工作經歷：3 年以上 

1.熟悉以下領域：LDO/DC-DC/PLL Serdes/ESD & LU (至少一項) 

2.具思考分析、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類比電路設計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Mixed mode circuit design 

2.Dc-DC and LDO circui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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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LL & Serdes circuit design 

4.ESD, Latch up & I/O circuit design and debug 

薪資 
5萬以上，實際依面談而

定 
保險 

■勞保  

■健保  

其他福利 

福利制度 

創惟人的VIP尊榮禮遇 

1. 舒適安全及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2. 彈性上下班 

3. 員工分紅，共享經營成果 

4. 新人到職當年度即享特休假 

5. 中秋、端午、勞動節、生日禮金 

6. 每年員工健康檢查 

7. 完善的團體保險 

8. 每月慶生會活動 

9. 完善教育訓練及補助 

10. 高額人才推薦獎金 

11. 休假福利：周休二日、特休/ 

 



                                        第 1 頁 ，共 2 頁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盈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電腦軟體服務業 統一編號 54587422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復興四路 2 號 7 樓 (高雄軟體園區) 

聯絡人 吳尚蘋 職稱 專員 

聯絡電話 (07)970-0910 #56 E-mail aprilwu@g-mail.nsysu.edu.tw

 

■ 就業 

職稱(1) Unreal 軟體開發工程師
名額 1 

地點 高雄軟體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專科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工作內容 

1.熟悉UE4 。 

2.協助研發軟體新技術與新工具。 

3.熟悉 Unreal Blueprint、C++。 

職稱(2) 機構系統研發 
名額 1 

地點 高雄軟體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專科、大學、碩士，相關科系畢業。 

工作內容 

依專業與專案區分以下工作內容，依照專案主管工程分析文件 

1.智慧眼鏡機構整合設計。 

2.協助開發問題解析。 

3.主管交辦事項。 

4.具相關經驗工作背景優先面試。 

職稱(3) Medical equipment Sales
名額 1 

地點 高雄軟體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專科、大學、碩士，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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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business (medical equipment) 

1. American and/or other foreign nationals. 

2. Development of new customers, advertising, customer 

interviews, and orders. 

3. Better with experience in sales of medical equipment. 

薪資 
月薪：3萬以上，實際依

面議或公司規定。 
保險 

■勞保  

■健保  

其他福利 

1. 福利制度(教育訓練進修、團保、三節獎金) 

2. 獎金制度：年節獎金/禮品、績效獎金、年終獎金 

3. 休假福利：周休二日、特休/年假 

4. 制度類：完整的教育訓練、順暢的升遷管道 

5. 分紅/配股：員工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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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台灣伊格爾博格曼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機械軸封設計與製造 統一編號 73649715 

公司地址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聯絡人 郭美君 職稱 事務員 

聯絡電話 07-6955689#126 

E-mail meichun.kuo@tw.eagleburgmann.com 

 

 就業 

職稱(1) 台北營業員/高雄營業員 

名額 台北 1人/高雄 1-2 人 

地點 
台北市中山區吉林路/高

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18號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相關 

工作內容 

1.開發潛在客戶，拓展市場，以達成業績目標。 

2.定期拜訪經銷客戶，維繫穩定客戶關係。 

3.負責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處理。 

4.負責產品報價及產品展示，並處理帳款回收相關事宜。 

5.負責業務推展，傳達及說明公司各項業務重大訊息、活動及產品。

職稱(2) 

資訊管理課事務員 

(助理工程師/工程師等

級) 

名額 1 人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需求科系/學校 資訊工程相關,資訊管理相關 

工作內容 

1.鼎新 EasyFlow GP 電子簽核表單流程設計，及現行電子簽核流程維

護及管理。 

2.SAP ABAP 程式設計，包括報表程式設計、SmartForm 表單設計、程

式問題維護與改善。                                          

3.應用系統管理(AP/DB 主機)，包括保稅系統、Workflow 管理、HR 系

統、卡鐘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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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導入軟體專案、開發客製系統專案相關工作的參與及推進。 

5.主管交辦事項、使用者教育訓練。 

職稱(3) 

設備維修技術員(具室內

配線技術士證照、熟工業

配線) 

名額 1 人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電子維護相關,機械維護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工作內容 

1.機器設備裝設／使用／保養及維修。 

2.PLC 運用( 控制系統設計規劃、伺服或步進運動控制、配線, 配合

電腦連線整合) 

3.設備自動化導入與改善經驗。 

4.安裝、維護並修理包括電力管線、電纜、電線、變壓器、斷路器和

轉換器等相關設備的電力配送和傳輸系統。 

5.使用配線電路圖和測試儀器，鑑定有問題之區域性設備、斷路器、

保險絲、穩壓器、變壓器、轉換器、繼電器或導線。 

職稱(4) 機台加工技術員 

名額 1 人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需求科系/學校 專科以上，不拘科系 

工作內容 

1. 鋸料機台操作使用 

2. 挖料機台操作使用 

3. 鑽孔機台操作使用 

4. 傳統銑床 / 車床操作使用 

5. 插床操作使用 

6. 主管交辦事項 

職稱(5) 輪班作業員 

名額 10-20 人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1、自動機械操作、包裝。 

2、檢查細小物件。 

3、研磨相關作業 

4、本職務需配合加班、輪班，無法加班、輪班者勿試  

輪班方式 : 兩週上早班，兩週上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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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方式 : 早班 07:00~15:30；下班後接續加班。 

晚班 15:00~23:30；上班前提前加班。(最晚 23:30 下班) 

職稱(6) 營業助理 

名額 1 人 

地點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二路 18

號 

需求科系/學校 專科以上 

工作內容 

1.客戶資料建立、維護及契約整理歸檔  

2.客戶需求規劃、報價及訂單處理作業  

3.出貨相關事宜之安排協調  

4.應收帳款管理與催收作業  

5.其他相關營業事務及主管交辦事項 

薪資 

□ 時薪             

 月薪依學經歷、語文計

□ 獎助金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三節、年終_ 

其他需求 
請上 104 人力銀行搜尋「台灣伊格爾博格曼股份有限公司」，了解

職缺詳細資訊 

 

*本問卷所收集資料，僅限用於媒合產學合作業務，不可作為其他用途。 

感謝您的填寫，煩請將需求表回復至 E-mail:karlhsiao@nkust.edu.tw，謝謝! 

服務電話:07-3814526#15017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中國防蝕有限公司 

產業類別 船舶艤品 統一編號 81128935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 259巷 78號 

聯絡人 蘇美善 職稱 經理 

聯絡電話 07-8215706 

E-mail cmws.henry@msa.hinet.net 

 

■ 學生實習 

職稱(1) 繪圖人員 
名額 2~3人 

地點 大寮廠 

工作內容 機械裝備繪圖(熟 2D/3D CAD) 

職稱(2) 機械自動操作人員 
名額 2人 

地點 大寮廠 

工作內容 機械手臂及自動設備操作 

薪資 
■ 月薪    25000起  

■ 獎助金 團體獎金  
保險 

■勞保     ■健保  

■提撥勞退 ■團保 

期間 ■ 暑期   ■ 半年    ■ 一年 

■ 就業 

職稱(1) 繪圖人員 
名額 2~3人 

地點 大寮廠 

工作內容 機械裝備繪圖(熟 2D/3D CAD) 

職稱(2) 機械自動操作人員 
名額 2人 

地點 大寮廠 

工作內容 機械手臂及自動設備操作 

薪資 
■ 月薪  28000起    

■ 獎助金 團體獎金  
保險 

■勞保     ■健保  

■提撥勞退 ■團保 

其他需求 

另尋: 

1. 廠務人員 2人 

2. 總務秘書(熟英文)1人 

  



                                        

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漢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屬加工業 統一編號 22542107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竹寮路 219 號 

聯絡人 游俊睿 職稱  

聯絡電話 07-6519511 

E-mail 2106317134@gm.kuas.edu.tw 

 

■ 學生實習 

職稱(1) CNC 車床操作員 
名額 2 

地點 大樹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CNC 機台操作人員 

薪資 

■ 月薪  23,100     

■ 加班計薪：給薪_依勞

定基準法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期間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就業 

職稱(1) CNC 技師 
名額 3 

地點 大樹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CNC 電腦程式編排人員、機台監控操作 

薪資 

■ 月薪  23,100     

■ 加班計薪：給薪__依勞

定基準法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需求 

1.對 CNC 數值控制機台程式編寫或操作有興趣，願意接受公司長期培

訓。 

2.可配合輪班或加班者。  

3.日班／08 ：00 ～17 ：00 ；夜班 ／17 ：00 ～01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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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東台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機械產業 統一編號 88120872 

公司地址 82151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三路三號 

聯絡人 楊慈慧 職稱 副管理師 

聯絡電話 07-9761588 分機 8024 

E-mail hikaru@tongtai.com.tw 

 

■ 學生實習 

職稱(1) 機械設計工程師 
名額 5 人 

地點 路竹科學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1.機構設計工作  

2.治具／檢具設計 

職稱(2) 裝配工程師 
名額 20 人 

地點 路竹科學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電機相關科系優先，電子或資工等其他相關科系者也可 

工作內容 工具機組立作業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208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依勞基法計算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期間 

■ 暑期： 2019 年 07 月 01 日至 2019 年 08 月 31 日止 

■ 半年：  

2019 年 09 月 01 日至 2020 年 01 月 31 日止 

2020 年 02 月 01 日至 2020 年 06 月 30 日止 

■ 一年：2019 年 07 月 01 日至 2020 年 06 月 30 日止 

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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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職稱(1) 機械設計工程師 
名額 5 人 

地點 路竹科學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1.機構設計工作  

2.治具／檢具設計 

職稱(2) 裝配工程師 
名額 10 人 

地點 路竹科學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電機相關科系優先，電子或資工等其他相關科系者也可 

工作內容 工具機組立作業 

薪資 
□ 時薪             

■ 24K-28K(裝配工程師) 

 30K(設計工程師)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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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廣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屬基本工業 統一編號 73649454 

公司地址 
總公司：72042 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工業路 20 號 

高科分公司：82151高雄市路竹區竹南里路科三路 8 號 

聯絡人 蔡雪紅 職稱 經理 

聯絡電話 07‐6955155分機 7201 

E-mail grace.tsai@kuangtai.com 

 

■ 學生實習 

職稱(1) 資訊工讀生 
名額 1~2 

地點 官田廠區 

需求科系/學校 資訊(資工或資管)相關科系/南台科大 

工作內容 個人電腦軟硬體安裝、個人電腦問題解決、標籤設計與簡易程式撰寫

職稱(2) 工務維修人員 
名額 2~4 

地點 官田/路竹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電機、電子等相關科系/高科大&南台科大 

工作內容 

【機械維修】 

1.針對設備進行機械維修及維護工作. 

2.配合專案進行原有設備修改及新設備之組裝工程. 

 

【電氣維修】 

1.安裝各種機具、電機設備 

2.檢查裝配組件之準確度。 

3.檢查各種機具、電機的故障狀況，並修換損舊組件及線路。 

4.進行線路的舖設及連接。 
 

薪資 █ 時薪   NT$150    

□ 月薪             
保險 

█勞保  

█健保  

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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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期間 

□ 暑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就業 

職稱(1) ERP 維護工程師 
名額 1 名 

地點 官田/路竹 

需求科系/學校 資訊相關系所/高科大&南台科大 

工作內容 
 
鼎新 TIPTOP ERP 模組導入與維護,需能配合出差海外導入系統 

 

職稱(2) 技術服務工程師 
名額 1 名 

地點 路竹 

需求科系/學校 理工相關系所/高科大&南台科大 

工作內容 各式銲接材料售後技術服務,能配合出差 

薪資 

□ 時薪             

█月薪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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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慶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製造業 統一編號 23000220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路 290 號 9 樓-2 

聯絡人 何小姐(總公司) 職稱 招募管理師 

聯絡電話 727-8089#672 

E-mail paula@shanyin.com.tw 

 

■ 就業 

職稱(1) 主辦會計 
名額 1 

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需求科系/學校 會計系/大學 

工作內容 

1. 審核交易產生之原始憑證，並核對進銷存系統內各項報表。 

2. 審核有關各項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帳務處理。 

3. 處理廠商應付及客戶應收款項帳務。 

4. 熟稅務處理其他一般會計帳務與各項稅務（營業稅、營所稅）。

5. 定期編製財務報表及公司所需相關資料表。 

6. 薪資及各類扣繳資料申報作業。 

7. 辦理銀行現金存款、提款、匯款、轉帳作業。 

8. 至少具備普通會計.稅務會計經驗。 

9. 能獨立作業，熟財務分析、銀行往來業務者佳。 

職稱(2) 人資人員 
名額 1 

地點 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 

需求科系/學校 人力資源管理學系/企業管理學系/大學 

工作內容 

1. 負責每月出勤及加班單彙整作業 

2. 協助現場班表調整作業  

3. 報到/離職行政作業 

4. 績效獎金等相關作業 

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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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項保險服務窗口 

6. 薪資計算 

7. 所得稅申報作業(含外勞) 

8. 人資共同性業務協助 

9. 上級主管交辦事項之執行與回報 

職稱(3) 夾尾技術員 

名額 1 

地點 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1.負責夾尾生產製造人員 

2.製造表單填寫 

職稱(4) 雷射技術員 

名額 1 

地點 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電機、電子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1.負責生產能機器 

2.設備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 

3.可配合輪班或加班 

薪資 

□ 時薪             

■ 月薪    面議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 就業 

職稱(1) 醫材業務代表 

名額 4 

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 

台北市松山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限 

工作內容 

1. 負責牙科植體(Implant)、植牙材料及相關產品之業務推廣工作，

進行銷售與行銷。 

2. 陌生開發潛在牙科診所客戶，拓展市場已達業績目標。 

3. 負責與客戶進行植體產品特色說明、進行銷售簡報，並提供產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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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售後服務。 

4. 推廣並餐與公司舉辦、協辦之牙醫師活動(如植牙專業課程、讀書

會)與行銷活動。 

5. 透過公司提供的教育訓練，提升專業知識。 

薪資 

□ 時薪             

■ 月薪    面議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學生實習 

職稱(1) 包裝人員 
名額 5-10 

地點 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螺絲包裝 

職稱(2) 生產現場人員 
名額 5-10 

地點 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1.各組機台(打頭、輾牙、夾尾、多沖程)認識 

2.機台簡易故障排除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200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期間 

□ 暑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108 年 9 月 1 日至 109 年月 5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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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鋼鐵製造業 統一編號 85978401 

公司地址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路 639 號 

聯絡人 傅璽/蔡宛茹 職稱 助理管理師/行政處經理 

聯絡電話 07-616918#128 / #121 

E-mail hr@mail.ptgroup.com.tw 

 

■學生實習 

職稱(1) 輪班助理工程師 
名額 16~20 

地點 燕巢區本廠 

需求科系/學校 不限 

工作內容 
產線為自動化之機械設備操作。 

配合產線製程與機械設備操作及維護。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7000~29000    

■ 獎助金   2000~5000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依勞基法)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 就業 

職稱(1) 製程工程師 
名額 6~8 

地點 燕巢區本廠 

需求科系/學校 
化學與材料工程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工業工程

系、營建工程系、創新設計工程系。 

工作內容 產線為自動化之機械設備操作、維護。 

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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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2) 設備工程師 
名額 6~10 

地點 燕巢區本廠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系、模具工程系、機械自動化工程系。 

工作內容 產線機械設備維護保養與、機械繪圖及加工組立能力 

職稱(3) 儀電工程師 

名額 8~10 

地點 燕巢區本廠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程控) 

工作內容 儀電設備維護、改善、計劃分析與機械化自動控制設備維修保養。

職稱(4) 值班工程師 

名額 10~12 

地點 燕巢區本廠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系、模具工程系、機械自動化工程系、化學與材料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工程工程系、營建工程系、創

新設計工程系。 

工作內容 配合產線製程值班(管理)與機械設備操作及故障排除。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9000~35000     

■ 獎助金 3000~5000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依勞基法)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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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龍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屬加工 統一編號 81079723 

公司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長泰街 1 號 

聯絡人 李欣靜 職稱 特助 

聯絡電話 0933302367 

E-mail c7236533@gmail.com 

■ 就業 

職稱(1) 生產技術工程師 
名額 1-2 名 

地點 小港長泰街 

需求科系/學校 模具系 機械系 或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依使用之生產方法、材料與設備，訂定適當之生產作業順序及時間控

制 

職稱(2) CAD／CAM 工程師 
名額 2-3 名 

地點 小港長泰街 

需求科系/學校 模具系 機械系 或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將施工圖樣轉換成 CNC 程式編輯的電腦語法安排製程順序 進行 CNC

程式模擬、測試 

薪資 

□ 時薪             

 月薪 30000-53000     

□ 獎助金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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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鋼鐵業 統一編號 75470524 

公司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二路 12 號 

聯絡人 林小姐 職稱 招募人員 

聯絡電話 07-802-1011 分機 356 

E-mail hkC089@haikwang.com.tw 

 

■ 就業 

職稱(1) 機械維修人員 
名額 6 名 

地點 小港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工程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1.協助廠內機械操作聽從現場指揮人員的調度，重物吊運和安裝工程 

2.機械維護及加注燃油並作例行保養工作 

3.會操作天車或堆高機相關證照尤佳 

職稱(2) 電氣工程師 
名額 3 名 

地點 小港區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工程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1.監督技術人員於安裝、修理上無誤，確保功能規格及顧客要求 

2.高低壓配電及水處理之規劃、電力系統規劃與設計 

3.溝通協調能力佳。 

4.對機械.自動化設備有經驗者佳。 

5.經驗 1年以上尤佳。 

薪資 

□ 時薪             

■ 月薪    面議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依勞基法倍率

計算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編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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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銅熊立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 屬 製 造 加 工 統一編號 16571820 

公司地址 408 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一段中和巷 3-9 號 

聯絡人 蔡佳玲 職稱  

聯絡電話 04-24791591 

E-mail irene@bearsteel.com.tw 

■ 學生實習、■ 就業 

職稱(1) 現場工作人員(就業缺) 
名額 3~4 人 

地點 與公司地址同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系、化工系、工業工程、汽修、鈑金 

工作內容 現場作業、機台操作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4000+1000(全勤)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意外險___ 

職稱(2) 現場工作人員(實習缺) 
名額 2~3 人 

地點 與公司地址同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系、化工系、工業工程、汽修、鈑金 

工作內容 現場作業、機台操作 

薪資 

□ 時薪             

■ 月薪  24000+1000(全勤)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意外險___ 

期間 

■ 暑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編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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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峰安車業股份股份公司 

產業類別 製造業 統一編號 53571767 

公司地址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路 1-4 號 

聯絡人 洪小姐 職稱 助理 

聯絡電話 07-3631008#121 

E-mail Ting.hung@noporvis.com 

■ 學生實習  ■ 就業 

職稱(1) 開發工讀 
名額 2 名 

地點 與公司地址同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機械/電子/模具 

工作內容 

1.執行圖面設變。 

2.品檢圖面缺圖繪製。 

3.基本文書處理、電腦操作。 

職稱(2) 研發工讀 
名額 2 名 

地點 與公司地址同 

需求科系/學校 電機/機械/電子/模具 

工作內容 

1.電子電機配線 

2.專案資料彙整 

3.基本文書處理、電腦操作。 

薪資 

■ 時薪  140         

□ 月薪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編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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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建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半導體電子產業 統一編號 80361144 

公司地址 高雄市路竹區路科二路 69 號 2 樓 

聯絡人 董瑞鴻 職稱 特助 

聯絡電話 07-6955520 

E-mail tung@streber-tech.com 

■學生實習  

職稱 實習生 
名額 6 

地點 高雄科學園區 

需求科系/學校 機械、模具、電子、電機、工管等相關科系學生及符合工作內容者 

工作內容 機台組裝、配電、機構設計、PLC 程式設計、PC Base 程式 coding 

薪資 

■ 時薪  150        

□ 月薪             

■ 獎助金 依績效不定時 

   獎金  

□ 加班計薪：□補休、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期間 

■ 暑期： 7 月 至 8 月 止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其他附註 提供福利有生日獎金、三節獎金、部門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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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資訊電子零件製造業 統一編號 22264722 

公司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路 329 號 

聯絡人 莊韻平 小姐 職稱  

聯絡電話 07-3713588 分機 431 

E-mail  

 

 ■ 就業 

職稱(1) 
機構工程師 

機構助理工程師 

名額 2-3 

地點 台南官田 

需求科系/學校 
熟 Pro/E, SolidWorks 3D 軟體, AUTO CAD 2D，有小家電設計經驗更

佳 

工作內容 
家電機構設計、3D 繪圖設計、BOM 建立、模具發包檢討、3D/2D 零件

圖建立 

薪資 

□ 時薪             

■ 月薪   面議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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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光洋應用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屬製品製造業 統一編號 43787872 

公司地址 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三路 1號 

聯絡人 蔡孟蓁 職稱 人事單位 課長 

聯絡電話 06-5110123#6243 

E-mail mj.tsai@solartech.com.tw 

 

 ■ 實習 

職稱(1) 助理員 
名額 11 

地點 台南安南區 

需求科系/學校 化工材料、精密機械、電力電子、資通訊、或語文 

工作內容 
製造、研發、資訊、財務、品質系統、客服等工作（依面談結果分配

實習單位歷練） 

薪資 

□ 時薪             

■ 月薪   30,000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__ 

期間 

□ 暑期：  月 至  月 止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108 年 9 月 至 109 年 6 月 止 

其他附註 週六、日休假、供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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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漢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金屬加工業 統一編號 22542107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竹寮路 219 號 

聯絡人 游俊睿 職稱  

聯絡電話 07-6519511 

E-mail 2106317134@gm.kuas.edu.tw 

 

■ 學生實習 

職稱(1) CNC 車床操作員 
名額 2 

地點 大樹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CNC 機台操作人員 

薪資 

■ 月薪  23,100     

■ 加班計薪：給薪_依勞

定基準法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期間 
■ 半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一年：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 就業 

職稱(1) CNC 技師 
名額 3 

地點 大樹區 

需求科系/學校 不拘 

工作內容 CNC 電腦程式編排人員、機台監控操作 

薪資 

■ 月薪  23,100     

■ 加班計薪：給薪__依勞

定基準法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需求 

1.對 CNC 數值控制機台程式編寫或操作有興趣，願意接受公司長期培

訓。 

2.可配合輪班或加班者。  

3.日班／08 ：00 ～17 ：00 ；夜班 ／17 ：00 ～01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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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服務需求表 

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力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類別 半導體 統一編號 16082267 

公司地址 303 新竹縣新竹工業區大同路 15 號 

聯絡人 陳瑩娜 職稱 管理師 

聯絡電話 03-5980300#338636 

E-mail chloechencc@pti.com.tw 

 

■ 學生實習 

職稱(1) 研發工程師 
名額 2 名 

地點 新竹湖口 

需求科系/學校 電子/電機 

工作內容 
Layout & package structure design; .Products open issue analysis and 

solving. 

職稱(2) 製程工程師 
名額 2 名 

地點 新竹湖口 

需求科系/學校 電子/電機/工業工程;化學與材料工程 

工作內容 異常處理;參數調整;材料分析 

薪資 

□ 時薪             

■ 月薪：依公司規定  

□ 獎助金           

□ 加班計薪：□補休、 

□ 給薪_________元/時 

保險 

■勞保  

■健保  

■提撥勞退  

■團保 

□其他_____ 

期間 ■ 半年：108 年 2 月  日至 108 年 8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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