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MIS工程師 職缺部門(單位):資訊部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1~2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ASP.NET或 PHP或 Java，不局限上述程式開發語言，MSSQL或 OracleSQL 等

資料庫開發撰寫。 

1.具網路、實體、虛擬主機系統建置與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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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端需求不多，困難度不高，邀請具備基礎後端能力，關聯式資料庫運

用能力的夥伴加入。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33,000-58,000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北區業務專員 職缺部門(單位):業務三處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2~3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1. 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 

2. 負責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處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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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底薪+獎金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中區業務專員 職缺部門(單位):業務三處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2~3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1. 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 

2. 負責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處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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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底薪+獎金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維修技術工程師(北區) 職缺部門(單位):維運客服處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2~3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1.為客戶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定期維護，維運範圍為新竹以北。 

2.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清潔、電機相關維護，必要時進行臨時搶修。 

3.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監督、品質控管。 

4.偕同業務為客戶進行現場丈量。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底薪+獎金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維修技術工程師(中區) 職缺部門(單位):維運客服處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3~5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1.為客戶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定期維護，維運範圍苗栗至雲林。 

2.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清潔、電機相關維護，必要時進行臨時搶修。 

3.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監督、品質控管。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底薪+獎金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公司名稱 太陽光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8318416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 458-9號唐榮科技園區 

公司產業別 光電產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邱元貞 

電話：03-598-0288 #1128 

信箱：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傳真機號碼：03-598-0299 

職缺職稱 維修技術工程師(南區) 職缺部門(單位):維運客服處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110 年 04 月 01 日 應徵期限： 110年 07 月 30日 

需才人數  3~5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週休二日，08:30-18:00 (彈性半小時上班) 

工作內容 

1. 為客戶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定期維護，維運範圍為嘉義以南。 

2. 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清潔、電機相關維護。 

3. 進行太陽能發電系統的臨時搶修。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2,000 

□ 其他 底薪+獎金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請參閱: https://www.104.com.tw/company/d0c1xmo 

備註 
1. 員工福利視工作性質(全、兼職)不同。  

2. 請至 104 人力銀行主動應徵(請註明為中華大學學生)， 

   或寄送履歷至 jhen.ciou@bigsun-energy.com 

刊登日期 110年 04 月 01 日～ 110年 07 月 30 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一

律刊登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