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獎金/禮品類

　1.年終獎金

　2.三節獎金/禮品

◆ 保險類

　1.員工團保

◆ 休閒類

　1.國內旅遊

　2.國外旅遊

　3.部門聚餐

　4.慶生會

◆ 制度類

　1.誤餐費

　2.績效獎金

　3.完整的教育訓練

　4.順暢的升遷管道

◆ 請/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

　2.特休/年假

　3.陪產假

　4.女性同仁生理假

　5.女性同仁育嬰假

◆ 補助類

　1.停車費補助

　2.員工進修補助

若有興趣，歡迎聯繫(03)468-1502#28  或 0905077723 楊先生

　　績效獎金、帶案奬金、專案獎金，激勵奬金新進人員介紹奬金，能力越強薪資越高，有同仁一年內加薪9000元，不含績效年薪13個月以上(年終至少一個月以上)。

福利

　　春季國內旅遊、秋季國外旅遊由福委會安排行程，並由

公司全額補助，會配合季節遊玩如賞櫻賞桐花等，只考慮旅

遊品質不考慮旅遊價格，讓同仁開心。

公司旅遊地點有：

1、菲律賓五星級天堂渡假村5日旅遊。

2、馬來西亞黃金棕櫚度假村5日遊玩。

3、日本九州豪斯登堡、熊本城阿蘇火山5日遊。

4、印尼峇里島5日遊。

5、馬來西亞雙子星5日遊。

6、日本京阪神奈四都5日遊。

7、泰國華欣5日遊。

8、菲律賓宿霧5日遊。

　　公司有義式全自動咖啡機及高山茶及過濾電解水免費提供同仁享用，同仁提供好吃餐廳由公司招待員工聚餐享用。常常

舉辦聚餐活動，每個月慶生會有蛋糕及生日禮金，另提供三節獎金與禮盒。

　　公司圖書室內有建築土木之專業書籍及許多休閒法律各類書籍供同仁利用，另有法律顧問可供同仁諮詢疑義。

　　成立網球社團，目前規劃兩面網球場及高爾夫球短切場免費提供同仁解壓運動,不定時提供籃球活動時間讓員工舒筋放

鬆。

　　除勞健保外公司還免費為同仁投保團體保險(意外險及意外醫療險),讓員工除工 作時間外，全天候受到公司的保障，公司

公務車除了上班時間給同仁開，下班時間同仁也可以租借。

　　同仁可參加專業研討會或請專業講師授課提高員工專業知識（費用由公司出)。

　　岑卓工程顧問公司成立於西元2001年，係由一群具有多年工作經驗和信譽卓著之專業工程師所組成，主要從事建築物鑑定、新建、補強、制震、減震、隔震、消能

工程及人工智慧AI型建築監測，是未來很有發展的公司。一路走來秉持「堅忍敬業」、「專業技術」、「業主滿意」等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及客觀公正的專業精神一步

一步穩健伸展成功紮根。

　　徵才歡迎挑戰百萬年薪,公司每年有國內外員工旅遊，每月員工聚餐，生日禮金、年終獎金、三節獎金、績效獎金、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健康檢

查、團體體育活動、下午茶、自強活動，休假制度周休二日加班費另計，辦公環境歡樂，不需常駐工地可兼顧生活品質與家庭生活。

岑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公司介紹

主要商品 / 服務項目

1.結構設計規劃-新建工程、空間桁架、補強工程、橋樑結構

2.結構消能及隔震設計規劃

3.結構安全鑑定

4.耐震初步、詳細評估

5.振動量測斷及防治

6.AI人工智慧監測

7.創新建材研發

8.建築結構程式開發



職稱 結構研發工程師
土木(結構)工程師

(想自由工時的合作伙伴)
結構工程師 結構助理工程師 建模工程師

工作內容

1.大學土木/資訊等相關科系畢

2.負責開發與結構相關程式(ETABS,

SAP2000, AutoCAD, Tekla Structure等)

串聯之API

3.負責開發分析用小程式，例如：接合

檢核、風力規範介面等

4.具獨立開發程式能力和經驗者佳

5.有新建、補強設計經驗或熟悉流程者

佳

6.熟悉台灣設計規範者佳

7.程式語言不拘，可用熟悉語言操作

8.有以下能力或經驗者尤佳：ANSYS、

ABAQUS、Python、VB、APP開發、網

頁架設

1.房屋建築結構設計

2.耐震評估及補強設計

3.熟ETABS 、SAP2000、MIDAS、

SERCB程式者

4.尋找想彈性工時,自由接案的合作伙

伴

5.歡迎同業技師聯盟

6.合作方式面議

1.現地勘察及測量

2.新建住宅，廠房結構計算分

析

3.結構計算書及報告書撰寫

4.結構安全鑑定

5.結構耐震詳細評估及補強規

劃設計

6.預算編列

7.另有個人1%工作績效奬金.

1.現地勘察及測量

2.協助結構工程師建模及分析

3.協助結構計算書及報告書撰

寫

4.另有1%個人工作績效奬金

1.結構分析軟體操作

2.報告書整理送印裝訂

薪資

（固定或變動薪資因個人

資歷或績效而異）

待遇面議
月薪40,000元以上

最高200,000元
月薪40,000~100,000元 月薪35,000~60,000元 月薪30,000~50,000元

負責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學歷要求 大學 大學 大學 專科 專科

科系要求

土木工程相關

資訊工程相關

工業工程相關

土木工程相關

其他工程相關

土木工程相關

河海或船舶工程相關

其他工程相關

土木工程相關

建築相關
不拘

基本文書
C#、C++、Python、

Visual Basic、Excel

Excel、PowerPoint、Word、

AutoCad 2D

Excel、PowerPoint、

Word、AutoCad 2D

Adobe Acrobat、Excel、

PowerPoint、Word、

AutoCad 2D

Adobe Acrobat、Excel、

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

軟體程式設計

產品機構設計

新產品研發與測試

硬體系統研發設計

結構工程識圖與繪圖

AutoCAD、RCAD、

ETABS、SAP2000、

MIDAS、

SERCB、TESPA

對於學習結構分析軟體

ETABS、SERCB、SAP2000

有高度興趣者

對於學習結構分析軟體

ETABS、SERCB、SAP2000

有高度興趣者

岑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職稱

工作內容

薪資

（固定或變動薪資因個人

資歷或績效而異）

負責

學歷要求

科系要求

基本文書

工作技能

岑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廠務工程師 (工務)工程師 (工務)助理 會計人事行政 業務行政專員 業務助理

1.機台操作及排程管理

2.機台基本維護

3.產品採購製造生產及出貨排

程管理

4.產品品質改善及維護

5.協助產品及業務開發

6.文書報表及報告製作

7.主管其他交辦事項

1.監造與施工作業管理

2.訂定總工程之監造計畫

3.審核廠商提送之品質計畫書、施工計

畫書，施工圖及施工進度

4.依據工程合約規定，對材料、設備進

行審核、採樣及試驗工作

5.辦理廠商施工作業之監督與檢驗

6.辦理廠商工程估驗，並審核實際完成

工作數量

7.督導廠商遵照政府法令規章，安全衛

生及環境保護措施

8.辦理竣工驗收資料審核及簽證，並協

助業主辦理驗收

9.數量計算與預算編列

10.建築物非破壞性檢測及分析

11.現場施工、質量的檢驗與驗收

12.現場結構勘查

1.審核廠商提送之品質計畫書、施工計

畫書，施工圖及施工進度

2.依據工程合約規定，對材料、設備進

行審核、採樣及試驗工作

3.現場廠商施工作業之監督與檢驗

4.辦理廠商工程估驗，並審核實際完成

工作數量

5.督導廠商遵照政府法令規章，安全衛

生及環境保護措施

6.辦理竣工驗收資料審核及簽證，並協

助業主辦理驗收

1.公司帳務應收/支付作業及各項稅務

申報作業

2.零用金管理及報表

3.與會計師事務所往來連繫

4.銀行支存往來作業及授信連繫

5.人事考勤、薪資(奬金)計算、勞(健)

保、團保加退事宜

6.辦公室資產維護管理及事務用品採

購

7.收發公文、傳真、信件

8.接聽電話及協助連絡客戶

9.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1.協助報價、訂約、下單、跟單、出貨

等事宜。

2.協助客戶端與出貨工廠之間相關溝通

事宜。

3.協助客戶端製作出貨及驗收所需文

件。

4.協助行政後勤等事務性工作。

5.電話總機接聽。

6.來訪客戶接待。

7.需協助外出收信、郵局寄信、銀行

等。

8.活潑主動積極，誠懇負責，善於溝通

，具學習熱忱。

1. 外勤業務人員之報表管理及統計分

析

2. 業務部門之行政後勤工作及客戶端

之溝通連繫事宜

3. 電話開發行銷及後續追蹤

4. 寄送開發信函及後續追蹤

5. 經銷商管理連繫

6. 主管交辦事宜.

7. 活潑主動積極，誠懇負責，善於溝

通，具學習熱忱。

月薪30,000~60,000元 月薪30,000~60,000元 月薪30,000~50,000元 月薪28,000~50,000元 月薪28,000~40,000元 月薪28,000~40,000元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管理4人以下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不需負擔管理責任

高中 專科 專科 大學 專科 專科

不拘

土木工程及水利學類/測量工程學類/

河海及船舶工程學類/綜合工程學類/

環境工程學類/其他工程學類

土木工程及水利學類/測量工程學類/

河海及船舶工程學類/綜合工程學類/

環境工程學類/其他工程學類

不拘 不拘 不拘

Excel、Word、SolidWorks

Excel、PowerPoint、Word

中文打字20~50、英文打字20~50、

AutoCAD

Excel、PowerPoint、

Word中文打字20~50、

英文打字20~50、AutoCAD

Excel、Outlook、PowerPoint、Word

中文打字20~50、英文打字20~50

Excel、Outlook、PowerPoint、Word

中文打字20~50、英文打字20~50

Excel、Outlook、PowerPoint、

Word

中文打字20~50、英文打字20~50

不拘 不拘

工程協調與問題處理

監工日報表填寫

工程施工監督管理

執行日常招募業務

文件收發與檔案管理行政事務處理

報表彙整與管理

電話接聽與人員接待事項

文件或資料輸入建檔處理

會計核算和帳務處理

不拘 不拘

岑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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