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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與電動交通工具
Manz集團簡介

我們將自動化、自動化組裝、雷射製程技術和量測與檢測系統的經驗整合
至車用市場的生產解決方案中。我們不斷地開發產品，從而為客戶的成功
做出巨大的貢獻。

產業

電芯和模組（鋰電池）

CCS組件
電池管理系統和逆變器

顯示器

電子零組件和控制單元

輔助系統的感測器和攝影鏡頭

作為車用產業技術和製程的專家，我們結合了所有產業的能力，是電動
車的開拓者也是最佳的開發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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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
Manz集團簡介

我們的設備及系統應用於生產電子零組件、電池和消費性電子產品，我們
為最終產品的持續優化創造了先決條件，同時降低了生產成本。

產業

模組化和標準化設備- 靈活且經濟

電子零組件
用於生產電子部件，例如顯示
器、IC載板和半導體先進封裝
的生產設備解決方案。.

電子電力
模組化機械工程解決方案，用於
電子電力製造中不同的組裝方式
以及製程步驟。

消費性電子產品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生產設備解決
方案，例如：智慧手錶、可穿戴
裝置、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
導航裝置以及包含整合於裝置內
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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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Manz集團簡介

儲能技術是能源成功轉換的基礎 - 並保證獨立的能源供應。

產業

提⾼電池和電容器的品質和壽命

用於製造鋰離子電芯、模組或電容器的⾼精度單機或生產線

確保經濟化及⾼效地生產，用於在地可再生能源儲存的⾼性能儲能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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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技術
Manz集團簡介

從構思到最終產品—我們為您開發合適的生產設備解決方案。

產業

我們的醫療技術服務

初期即開發製程知識

制定品質計畫和完整的檔

制定資格認證總體計畫 (QMP) 和測試文檔

符合客戶規範或國際標準（GMP、GAMP5）
資質

驗證設計文件的詳細說明（FDS、SDS、HDS）

進行品質測試

在電子產品生產解決方案製造中，自動化和製程開發的多年經驗使我們
成為數位醫療領域的理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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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生產
Manz集團簡介

Manz 集團是鋰離子電池、模組和電池組以及電動汽車、固定式儲能和電子
產品電容器生產設備領先供應商之⼀。 30多年來，我們⼀直在這⼀領域制
定全球標準

產業

單機例如用於實驗室生產的設備、中小量生產
的系統以及用於電池生產的完整裝配線和整廠
生產設備解決方案

圓柱，方形或軟包電池的生產解決方案 用於電子產品、純電動車（BEV）、插電式混
合動力車（PHEV）、油電混合車（HEV）、
固定式儲能系統

憑藉我們的製程技術知識，我們支持您開發和
優化製程

降低生產能耗 - 工廠數位化（工業 4.0） - 通過使用人工智慧 (AI) 持續優
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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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德國

Manz集團簡介

羅伊特林根 REUTLINGEN
» 集團總部
» 電子裝置、鋰電池及太陽能生產

設備的研發及生產基地
» 德國國內和各國子公司管理中心

蒂賓根 TÜBINGEN
» 製造零元件供應給集團各據點
» 實驗模型及原型機快速開發之創

新研發中心
» 培訓講習中心

450

20,000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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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歐洲

Manz集團簡介

斯洛伐克 SLOVAKIA
» 開發、設計、原型機制作及組裝

到交付使用、安裝，以及完整生
產線維護

» 為半導體、醫療、包裝及自動化
產業提供代工生產

» 為半導體產業提供潔淨室等級之
組裝

匈牙利 HUNGARY
» 以金屬切削生產及焊接的大型零

件加工(尺寸最大至 5m × 3m、
⾼度達 1.8m 的工件) 

» CNC 銑削和車削操作

義大利 ITALY
» 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鋰電池生產

的自動化設備之研發與原型機製
造

» 大型電池生產之研發與原型機製
造，適用於汽車領域及能源儲存
系統

450

14,000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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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亞洲

Manz集團簡介

臺灣
» 顯示器產業的濕製程設備研發及

原型機開發；半導體先進封裝
──面板級扇出型封裝RDL製程
設備研發

中國大陸
» Manz集團旗下產品在中國的製造

據點
» 用於印刷電路板的濕製程設備研

發及原型機開發
» 設有潔淨室、技術及訓練中心

500

21,000 m²



2611.03.2022

實習合作計畫說明
Manz集團簡介

» 目的：透過公司與學校合作，以實習方式，強化學生技術與實務能
力，以符合公司發展及青年就業所需。公司可從中發掘合適的人才，
亦可提早與合適人選合作有助優秀人才加入團隊。

» 實施計畫期間：9月~1月，2月~6月(以學期為單位)

» 實習生條件：電機系、機械系、電子系、資工系
» 實習生工時： 8小時/天，每週至少上班四天(不輪班/少加班)。
» 實習薪資福利：後敘
» 實習地點：中壢區中園路168-1號4樓(台灣總部)與中壢工業區(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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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工作內容說明
Manz集團簡介

» 設計-機械設計工程師
1. 協助3D設計、2D工程圖產出
2. 協助出BOM表
3. 協助自動化與溼製程設備產品設計
4. 協助其他設計工程相關問題
5. 行政交辦事項

» 設計-電控工程師
1. 協助工程師交辦電控資料修改/電控料件整理
2. 協助工程師負責工令PLC及人機程式測試
3. 行政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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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薪酬福利說明

Manz集團簡介

» 實習生薪資：$28,000(月)/依出勤規定，如有需求依規定請假。
» 實習結束後可保留工作機會(兵役)並調整薪資(承認年資)。

» 專利研發獎金 Patent Bonus Program 

» 員工推薦獎金 Employee referral bonus 

» 勞保 Labor Insurance 

» 勞退 Retirement Plan (Pension Plan) 

» 健保 Health Insurance 

» 員工團體保險 Group Insurance

» 教育訓練、職涯規劃 Training, Career Plans

» 國內、外員工旅遊 Domestic / Overseas Travel 

» 社團活動 Club Events 

» 員工休閒咖啡吧 Company Café 

» 家庭日 Family Day 

» 尾牙 Lunar year Party 

» 電影日 Movi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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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Manz AG

Steigäckerstrasse 5

72768 Reutlingen

Germany

www.manz.com

info@manz.com

Phone +49 7121 9000 0

Fax +49 7121 9000 99

Manz 台灣
320021桃園市中壢區

中園路168-1號4樓

www.manz.com.tw

info@manz.com.tw

Phone +886 3 452 9811

Fax +886 3 452 9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