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億簡介                          

 

朋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6613)成立於 1997 年 6 月，半導體製造/工程服務業。自創立以來即

定位公司為『產業製程最佳幫手』。從成為『高科技產業廠務系統中水、氣、化整合的專家』出

發，持續提升自我、精益求精，以最具競爭力的工程團隊及專業的技術與經驗，為國內外各大知

名半導體廠、光電廠、太陽能、生技製藥、化學工業廠商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服務。 

年份 大事紀 

1997 公司成立，初期與日本住友化學工程株式會社業務合作。 

2002 於上海投資大陸 100%子公司(冠禮控制科技)，開始建置生產工廠，服務大陸地區客

戶。 

2006 通過 ISO9001, ISO14001, OHSAS 18001 之認證。 

2011 總公司(營運中心)搬遷至竹北市嘉豐南路- APEC 大樓。 

2014 成立 100% 子公司(寶韻科技)，代理/銷售光電與半導體產業之相關產品。 

2015 與全世界最大海水淡化廠商以色列 IDE 公司合作，開發水資源市場。 

2016 於蘇州成立大陸 100%子公司(蘇州冠博控制科技)，擴大服務大陸地區客戶。成立

100% 子公司(新加坡 Novatech Engineering)，布局東南亞市場。 

2017 櫃檯買賣中心正式掛牌上櫃。(股票代號:6613) 

2018 榮獲國家品牌玉山獎。 

2019 通過 ISO45001 之認證。 

 

 主要商品 / 服務項目  

 

 

 

 福利制度  

 薪資／獎金制度● 依營運狀況提撥營運績效獎金 ● 盈餘分紅 ● 年度調薪 

 保險制度 ● 享勞保、健保與勞退提撥 ● 提供完善的員工及眷屬的團體保險● 海外平安險  

 員工福利 ● 員工結婚禮金、生育津貼、喪葬津貼以及急難救助協助…等多項福利 ● 年終

尾牙抽獎活動、不定期舉辦國內外員工旅遊及團康活動 ● 提供國內外旅遊補助 ● 提供教

育訓練補助 ● 提供外縣市員工舒適安全的員工宿舍 ● 多樣化特約商店 ● 每年定期體檢 



朋 億 徵 才 職 缺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主要資格條件 月薪 地點 

現場設計人員 

ISO 圖製作、現場丈量、現場管

理、管路設計、流量計算、BOM

表製作、文件與報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不限 

技能： Auto CAD 

語文：英文略懂 

證照：有專業證照尤佳 

30,000 元

~35,000 元 
桃園 

現場儀電人員 

電機整合設計、現場丈量、現場

管理、BOM 表製作、文件與報

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不限 

技能：儀電相關 

語文：英文略懂 

證照：有專業證照尤佳 

30,000 元

~35,000 元 
桃園 

軟體工程師 
1.軟體撰寫 

2.現場軟體試車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資訊、電子、電機 

技能：會 PLC、SCADA 尤佳 

語文：英文略懂 

30,000 元

~32,000 元 

新竹,台中,

台南,林口,

大陸 

需配合出差 

設計_助理工程師 

設備進度排程規劃與管理、3D-

設備管路繪製、材料清單製作、

文件與報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電機、機械、建築與設計 

技能：SolidWorks、Auto CAD 

語文：英文略懂 

證照：Auto CAD 

30,000 元

~35,000 元 
新竹 

設計_助理工程師

(海外) 

現場套圖會議、設備管線佈局規

劃、空間管理會勘、BIM 3D 建

模、文件與報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電機、機械、建築與設計 

技能：Revit、Auto CAD 

語文：英文略懂 

證照：Auto CAD 

55,000 元

~60,000 元 

(含差旅費) 

大陸 

製造品管_助理工

程師 

排程規劃、進度管理、品質管

理、圖面材料追蹤、問題處理、

管理文件與報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管理學系、不限 

技能：PMP、Auto CAD 

語文：英文略懂 

證照：PMP、Auto CAD 

30,000 元

~35,000 元 
新竹 

★應徵方式：請您說明應徵的職缺，並提供人力銀行履歷表，寄到潘小姐信箱，Stacy_Pan@novatech.com.tw  

待書審通過，將盡快與您聯繫，安排面談，謝謝您 

 



朋 億 徵 才 職 缺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主要資格條件 月薪 地點 

SCADA 

圖控工程師 

1.SCADA 圖控程式撰寫、圖面繪

製 

2.系統測試與維護 

3.相關文件撰寫及修改 

4.需至現場測試與修改 

5.資料庫開發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不限 

技能：熟悉 InTouch、iFIX 

      或其他圖控軟體 

語文：英文略懂 

備註：無相關資歷者，公司提供

培訓課程 

30,000 元

~40,000 元 

新竹 

(需配合工案

出差海外約

2~3 個月) 

現場工程師 

1.繪圖作業與支援現場監工 

2.負責新案件的部分工項與現場

監工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工程學門、工業技藝、 

      機械學門 

經驗：2 年以上機電工程經驗 

語文：英文略懂 

面議 台中 

儀電工程師/ 

儀電資深工程師 

1.高科技廠房監控系統電路迴路

之設計規劃 

2.機電，空調，特殊氣體，化學

品供應，氣體偵測器系統之監控

系統工程專案執行

(FMCS,GMS,CMS,CDS,GDS) 

3.設備電控設計規劃 

4.主系統及二次配工程監工及管

理 

5.工程規劃，設計，發包標單製

作，估算，詢價，計價統計，報

價編製，進度表管控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機電相關 

經驗：工程師需 5 年以上工作經 

      驗，3 年以上機電工程經 

      驗；資深工程師需 8 年以  

      上工作經驗，5 年以上機 

      電工程經驗 

技能：MS-OFFICE 

語文：英文中等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備註：需配合工案出差海外， 

      熟 PLC 程式撰寫尤佳 

面議 

台中,台南 

(依專案需求

派駐在承覽

之專案所在

地) 

機電/空調工程師 

1.熟練使用 CAD，工程量統計，

報價編製，進度表管控 

2.熟空調等施工與設計流程 

3.具識圖估算能力 

4.具工作責任感可獨當一面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機電相關 

經驗：5 年以上工作經驗，3 年 

      以上機電空調工程經驗， 

      機電空調系統等工程管理 

      管理經驗 5 年以上。 

技能：MS-OFFICE 

語文：英文中等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證照：電力/空調/消防相關證照 

      尤佳 

面議 

台中,台南

(依專案需求

派駐在承覽

之專案所在

地) 

 



朋 億 徵 才 職 缺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主要資格條件 月薪 地點 

機電/空調 

資深工程師 

1.工程發包標單製作估算詢價計

價 

2.工程分包管理工程協調與問題

處理 

3.工程稽核與驗收，工程施工監

督，品質，進度管理 

4.工程預算編製與管控，成本預

估 

5.水電空調相關圖表繪製，施工

圖與裝配圖繪製，發包圖說繪製

整理，竣工圖說製作，裝修輸配

電識圖及繪圖，電工圖識圖與繪

圖 

6.管理報表製作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不限 

經驗：10 年以上工作經驗，5 年  

      以上機電空調工程經驗 

技能：MS-OFFICE 

語文：英文中等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證照：電力/空調/消防相關證照 

      尤佳 

面議 

台中,台南

(依專案需求

派駐在承覽

之專案所在

地) 

儀電工程師 

1.專案現場儀電工程設計/規劃/

配置/監工/發包 

2.熟 PLC ,TP 程式修改/圖控設計 

3.專案資料或報告整理，教育訓

練手冊製作 

4.平行承商界面需求協調 

5.工程品質之監督與管理 

6.協助專案負責人處理工程相關

事項 

7.其他主管交辦之事項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電子工程學類、 

      電機工程學類 

經驗：1 年以上 

技能：MS-OFFICE 

語文：英文略懂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28,000 元

~42,000 元 

林口,新竹,

中壢,台中 

 

工安管理師 

1.每日施工工具箱會議召開宣導

施工安全衛生事項 

2.進場資料整理及工作証申請 

3.施工申請，不定期施工廠區巡

檢，稽核現場工安缺失 

4.配合業主定期巡檢 

5.參加工安相關會議 

6.配合夜間，假日施工安全督導 

7.其他工安相關工作事項 

8.其他交辦事務等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環境工程學類 

經驗：不拘 

語文：英文略懂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證照：須具備乙級安全衛生管理 

      員資格 

32,000 元

~60,000 元 

台中 

(中南部，依

專案地點分

派，配合廠

區需求調動) 

★應徵方式：請您說明應徵的職缺，並提供人力銀行履歷表，寄到潘小姐信箱，Stacy_Pan@novatech.com.tw  

待書審通過，將盡快與您聯繫，安排面談，謝謝您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2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2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artment.aspx?gno=7


朋 億 徵 才 職 缺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主要資格條件 月薪 地點 

台南繪圖人員 

1.圖面設計/製作 

2.現場管路設計 

3.空間管理與協調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不拘 

經驗：不拘 

語文：英文略懂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技能：AutoCAD、MS-office、 

      SOLIDWORKS、Revit、 

      Inventor、AutoCad2D、 

      AutoCad 3D 

專業憑證：AutoCad 3D、 

      AutoCad 2D、Autodesk 

      Inventor、AUTOCAD 國 

      際認證 2010~2016、 

      Revit 國際認證 

30,000 元

~45,000 元 
台南 

現場工程師 

1.工程人力物力管理 

2.工程監工及進度管控 

3.工程請/放款資料建立查核 

4.主管交辦事項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電子電機相關 

經驗：1 年以上工作經驗 

技能：AutoCAD、PLC 程式操 

      作，或具備機械製圖能力 

語文：英文略懂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32,000 元

~40,000 元 

新竹,中壢,

林口,大陸 

(配合公司專

案調動工作

地點 

會計儲備幹部 

1.子公司財務/會計監理 

2.工作熱忱具企圖心 

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一般商業學類、財務金融 

      學類、會計學類 

經驗：2 年以上工作經驗，具大 

      型會計師事務所經驗尤佳 

技能：鼎新 ERP、財務金融與風 

      險管理、財務報表製作、 

      編制財務報告、所得稅結 

      算申報、稅務規劃與稅報╱ 

      納稅事項、分析管理會計 

      資訊、財務報表分析、結 

      帳作業與帳務處理、會計 

      或審計專業知識、會計核 

      算和帳務處理、編製帳務 

      報表 

語文：英文中等，可溝通 

35,000 元

~40,000 元 

新竹 

須接受公司

外派支援 

http://www.1111edu.com.tw/advancedStudies_courseList.php?cate2=2,19#title_courseList


朋 億 徵 才 職 缺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主要資格條件 月薪 地點 

監造主任工程師 

1. 專案現場整合/規劃/配置/發包  

2. 人員/品質/進度掌控 

3. 專案資料報告整理 

4. 預算編制 

5. 平行承商介面需求調整 

學歷：專科以上 

科系：工程學門、工業技藝、 

      機械學門  

經驗：3 年以上工作經驗 

語文：英文略懂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面議 台中 

Senior Project 

Manager 

1. Progress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cost 

management and report of the above 

items for large-scale engineering 

projects. 

2. Site survey and project estimate.  

3. Site matters management. 

4. The matters assigned by the superior 

supervisor. 

5. Familiar with RO system and electrical 

system, with large engineering design 

company experience is better.  

6. Fluent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can talk to foreign 

technicians. (Need to attach the 

certificate, more than TOEIC 700) 

7. Have good computer operation and 

paperwork ability, especially the Office 

series software and include familiar with 

Project and Auto CAD and 3D software. 

8. Have the concept of cost control and 

site implementation. 

9. Be able to be relocated with 

construction site. (Will be stationed in 

Mailiao for the first 2 years) 

10. Welcome to apply as a team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工程學門、工業技藝、 

      機械學門  

經驗：10 年以上工作經驗 

語文：英文精通 

技能：AutoCAD、AutoCad3D 

      Revit、工程管理、工程 

      施工監督管理、工程管理 

      品質管理、工程圖識圖與 

      繪圖、機械相關圖表繪製 

駕照/車輛：普通小型車  

面議 
雲林縣 

麥寮鄉 

★應徵方式：請您說明應徵的職缺，並提供人力銀行履歷表，寄到潘小姐信箱，Stacy_Pan@novatech.com.tw  

待書審通過，將盡快與您聯繫，安排面談，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