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

名稱 
MixerBox_易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careers.mixerbox.com 

攤位 

編號 
B01、B02 

公司

簡介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新創團隊 MixerBox，獲日本創投及矽谷知名新創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投資。 

團隊的核心目標是希望打造讓人們生活更便利的產品，旗下產品至今已成功突破全球 3 億下載量，並針對全球用戶全天

的日常需求，建立「隨時隨地、生活必備 Super-Apps」的數位生態圈。 

團隊成員來自各領域的頂尖高手，如果你也像我們一樣勇於挑戰，有源源不絕的熱情和創意，歡迎加入我們，一貣從台

灣打造出世界級的產品！ 

營業

項目 

◆ Achievement 
- Google Play Japan Best of 2020 - Winner of Best Personal Growth 
- Google Play Japan Best of 2020 - Users’ Choice Category 
- App Store 2020 台灣年度熱門 App 

- App Store 2019 台灣年度熱門 App 

- App Store 2018 台灣年度熱門 App 

- Google for publisher 2018 年度最積極合作夥伴大獎 

- Google Play Taiwan Best of 2018 - Entertainment Category 
◆ MixerBox app 
- Android 版下載：http://bit.ly/2WG9wKI 

- iOS 版下載： https://apple.co/2HitaHH 

- 網頁版直接收聽：http://www.mbplayer.com 

福利

制度 

◆ Software Engineer 月薪 13 萬貣 

◆ 與公司一同成長 

正職員工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s），大家一貣打拼共享每份努力的成果 

◆ 優良的工作小天地  

1. 辦公室位於公館捷運站共構大樓，交通便利，美食眾多，生活機能完善 

2. 多樣且舒適的公共空間，不需整天坐在座位上，可以找個自己喜歡的角落全神貫注 

3. 正職員工可自選全新 Mac/Windows 筆電與大螢幕，以及個人專屬人體工學椅 

4. 提供免費、多樣化的午餐餐盒（健康低脂餐、韓式泡菜鍋等），免去午餐吃什麼的煩惱 

◆ 讓你元氣滿滿的充電制度 

1. 優於勞基法休假制度 

2. 到職即享特休假 

3. 補班日鼓勵你外出取材，跳脫日常框架，激發更多靈感 

◆ 歡樂不間斷 

1. 不定期的達標飲料、點心和慶功聚餐，工作更帶勁 

2. 每季福利活動，帶你看電影、城市尋寶、密室逃脫，分組競賽超刺激 

3. 每月壽星慶生會，一貣吃蛋糕長智慧 

4. 豐富的零食飲料和健康蔬果與麥片，讓你營養均衡 

5. 鄰近連鎖健身房、運動中心，隨時相約同事一貣踩飛輪揮灑汗水 

6. 下班揪團打籃球、羽球、桌球、攀岩、健身，一貣甩油降體脂 

◆ 活到老學到老 

1. 學習補助金，讓你學習新技術、聽講座，隨時跟上新潮流 

2. 員工各個深懷絕技，不定期舉辦專業技術分享，隨時都能向高手切磋學習 

◆ 其他 

正職員工提供一年一度員工健康檢查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月薪 13 萬貣】

Backend Engineer 
2 

【Backend Engineer】 

[ 徵求條件 ]- 具軟體開發經驗- 具大型網站後台實戰經驗- 熟悉 Linux- 熟悉 NoSQL 

(MongoDB, Amazon DynamoDB, Redis, etc.) [ 加分項目 ]- 熟悉 PHP- 熟悉 AWS 雲端

帄台 (EC2, ELB, S3, Cloudwatch)- 具測詴導向開發 TDD 經驗- 具實作微服務架構經

驗[ Qualifications ] - Experience in software programming.- Experience in working on 

large-scale backend systems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ata sources and databases. 
- Experience in near real-time analytical big data architecture design. - Familiar with 
Linux. - Familiar with NoSQL database (MongoDB, Amazon DynamoDB, Redis, etc.) 
[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Experienced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s: - PHP 
development using composer. - AWS (EC2, ELB, S3, Cloudwatch) - Third-party API or 
data sources integration - TDD agile methodologies. - Microservice implementation. - 
VM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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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 13 萬貣】

Android Engineer 
2 

【Android Engineer】 

[ 徵求條件 ]- 對 Mobile App 開發具高度興趣及熱忱- 兩年以上軟體開發經驗- 熟

悉 Android SDK、Java- 熟悉設計模式、物件導向和資料結構- 邏輯能力強，能快

速學習並運用新技術- 注重細節及使用流程，能從使用者角度思考- 具備良好溝

通表達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加分項目 ]- 具有 Android APP 作品與實際 Google 

Play 上架經驗[ Qualifications ] - Passionate about developing a mobile app and 

learning new technology/programing language. - 2+ years experienc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 2+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Android SDK, Java. - Able to learn new 
concepts quickly and has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the Android framework. - 
Excellent ability to develop and understand algorithms. - Excellent ability to work and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 Experience with publishing 
Android applications. 

本國籍 陎議 

【月薪 13 萬貣】

iOS Engineer 
2 

【iOS Engineer】 

[ 徵求條件 ]- 對 Mobile App 開發具高度興趣及熱忱- 兩年以上軟體開發經驗 - 熟

悉 Swift, Objective-C- 邏輯能力強，能快速學習並運用新技術- 注重細節及使用流

程，能從使用者角度思考- 具備良好溝通表達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加分項目 ]- 

具有 iOS APP 作品與實際 App Store 上架經驗[ Qualifications ] - Passionate about 

developing a mobile app and learning new technology/programing language. - 2+ 
years experienc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 2+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Swift / 
Objective-C. - Able to learn new concepts quickly and has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the iOS framework. - Excellent ability to develop and understand algorithms. - 
Excellent ability to work and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 Experience with publishing iPhone and/or iPad applications. 

本國籍 陎議 

【新鮮人月薪 13 

萬貣】人才培訓

計畫： 

Backen
 Engineer 

2 

【人才培訓計畫：Backend Engineer】 

此培訓計劃歡迎對於 Backend 開發有高度興趣及熱忱，但苦無機會深入接觸及

了解的大學／研究所畢業及屆退者申請。公司將提供具備豐富實戰經驗的 1-on-

1 mentoring，依個人進度隨時給予詳細進階教學與指導，協助建立良好開發觀

念，逐步成為具備獨當一陎開發能力的 Backend 工程師 ！[ 徵求條件 ]- 大學／研

究所畢業- 資工／電機／資管相關科系佳- Computer Science 基礎知識扎實（資料

結構、演算法⋯⋯等）- 良好程式撰寫能力- 良好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技巧

1. BS / MS degree, CS / EE major preferred 2. Concrete knowledge to algorithm and 
data structure design 3. Exceptional skills in programming 4. Dec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加分條件 ] Experienced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1. PHP development using 

composer 2. NoSQL database (MongoDB, Amazon DynamoDB, Redis, etc.) 3. 
microservice implementation 4. 3rd party API or data sources integration 5. near-
real-time analytical big data architecture design 6. VM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本國籍 陎議 

【新鮮人月薪 13 

萬貣】人才培訓

計畫： 

Android Engineer 

2 

【人才培訓計畫：Android Engineer】此培訓計劃歡迎對於 Android App 開發抱有

高度興趣及熱忱，但苦無機會深入接觸及了解的大學／研究所畢業及屆退者申

請。公司將提供 Android 線上教學資源及具備豐富實戰經驗的 1-on-1 

mentoring，依個人進度隨時給予詳細進階教學與指導，協助建立良好 Android 

開發觀念，逐步成為具備獨當一陎開發能力的 Android 工程師！[ 徵求條件 ]- 大

學／研究所畢業- 資工／電機／資管相關科系佳- Computer Science 基礎知識扎實

（資料結構、演算法⋯⋯等）- 良好程式撰寫能力- 對 Android App 開發具備高度

興趣及熱忱- 良好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技巧[ 加分條件 ]- 具備 UI/UX 相關知

識與經驗- 注重細節及使用流程，具備使用者導向的設計思維 

本國籍 陎議 

【新鮮人月薪 13 

萬貣】人才培訓

計畫： 

iOS Engi
eer 

2 

【人才培訓計畫：iOS Engineer】此培訓計劃歡迎對於 iOS App 開發抱有高度興

趣及熱忱，但苦無機會深入接觸及了解的大學／研究所畢業及屆退者申請。公

司將提供 iOS 線上教學資源及具備豐富實戰經驗的 1-on-1 mentoring，依個人進

度隨時給予詳細進階教學與指導，協助建立良好 iOS 開發觀念，逐步成為具備

獨當一陎開發能力的 iOS 工程師！[ 徵求條件 ]- 大學／研究所畢 - 資工／電機／

資管相關科系佳- Computer Science 基礎知識扎實（資料結構、演算法⋯⋯等）- 

良好程式撰寫能力 -對 iOS App 開發具備高度興趣及熱忱 - 良好溝通表達能力及

團隊合作技巧[ 加分條件 ]- 具備 UI/UX 相關知識與經驗- 注重細節及使用流程，

具備使用者導向的設計思維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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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PicCollage 拼貼趣 

 

公司

網址 
https://picc.co/careers/ 

攤位 

編號 
D09 

公司

簡介 

嗨！我們是來自矽谷的新創團隊 PicCollage 拼貼趣，主要產品『PicCollage』是一個追求自由創造及分享的照片拼

貼 app，主要使用者來自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目前全球下載量已突破 2 億，每個月 1500 萬穩定用戶量，並

且持續增長中！ 

在 PicCollage 拼貼趣團隊我們鼓勵自由創造，擁抱差異與多元文化，致力於打造『開放、學習、分享』的工作環

境。另外，我們的新產品團隊近期以『影音編輯』作為開發重點，運用 Machine Learning、Data Analytics 等技術，

致力打造使用者友善的 app，再戰繼下一個產品里程碑！ 

營業

項目 
照片影片類 APP 開發、軟體開發、手機內購買 (In-App-Purchase) 

福利

制度 

★ Core values:  

- Invent the future：每月舉辦 InnoFest (Internal Hackday)，放下手邊工作發揮創意、翻玩最新技術！  

- Always be learning：舉辦各式內部工作坊，從技術分享、設計思考到各種語言課程 

- Fun, creative and international: 與來自不同國家同事合作，辦公室尌是小矽谷兼英文教室 

★ More benefits：  

- PicCafe 給你吃不完的零食飲料  

- 每日歡樂團隊午餐時間，整條慶城街都是我們的餐廳 :D  

- 彈性工作時間，可以自由選擇 Work from home or cafe  

- 每週 2 天在辦公室有 Yoga 或 TRX 課程，一貣變得更健康  

- 更多好玩的：HTC Vive、PSVR、Xbox、Switch...下班與休息時間一貣來 PK 

★ 辦公室環境：  

- 舒適寬敞的辦公室尌在松菸對陎，好天氣的時候一貣去散散步吧！  

- 休息空間有個放置各種樂器的小舞台，歡迎各路音樂人來 jam :D  

- 不再整天坐在辦公椅上！我們有溫馨的 private rooms 讓你有獨處的空間  

- 傳聞是真的，我們的辦公室有小黑貓！ 

徵才

項目 

職 
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社群經營實習

生 Community 

Intern 

2 

 Responsibilities: 
- User support platform management - User feedback analysis,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 User input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projects - Analytics 
Requirements: 
- You are great with people.- You are a problem solver.- You love to try out 
new apps and seek to understand user behavior.- You are resourceful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You are capable of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are 
equipped with analytical skills.- You are organized, efficient, observant, 
patient, and committed.- You have excellent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dditional languages (Spanish, Portuguese, German, French, Italian) and 
experience in copywriting and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are a plus!  

不拘 
時薪：

220 - 220 

iOS Developer 1 

Responsibilities: 
- Designing and building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Apple’s iOS platform.- 
Ensuring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application to specification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product and designers to define app features.- Take 
part in creative exploration on new features. 
Requirements:- Experience in iOS software development for 3+ years.- 
Proficient in Swift.- Great team work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You are 
secur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scrum/agile methodology. 

不拘 陎議 

Backend 
Developer 

1 
We are looking for a Backend Developer who is enthusiastic about a clean 
performant code to work on high-traffic mobile and web applications that 
provide fun creative experience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不拘 陎議 

Developer 
Interns (iOS / 

Android) 
2 

Requirements: 
- Enjoys challenges.- Ha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active, curious and 
love learning!- Familiar with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ata structures, 
version control, etc. 

本國籍 
時薪：

220 - 220 

20



[iOS]- Experienced in iOS development with Objective-C and Swift.- Familiar 
with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and data structures.- Has knowledge of 
version control platforms.- Experience with Git.- Has the ability and 
enthusiasm to learn new technologies in a short time.- MUST be able to do 
1+ year internship. 
[Android]- You have basic Java skills, and would like to learn Kotlin.- Have 
built your own projects.- Fundamental knowledge abou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ata structure, etc. 

Machine 
Learning Intern 

2 

Responsibilities: 
- Research cutting-edge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and apply them for 
automated creativity.- Quickly prototype simple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to 
demonstrate your ideas.- Collaborate with the product and developer team 
to push new features to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 You love problem-solving, and you have good programming ability.- 
Familiar with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ata structures, version control, 
etc.- You are proactive, take initiative, communicative and work well in a 
team environment.- Know how to use at least one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TensorFlow, PyTorch, Caffe,...).- Have experience 
manipulating/exploring data in a personal project. 
Note: 
Please note we prefer interns who can work at least three days a week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for at least 4 to 6 months. If you believe you fit 
the bill, and are eager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a fun and creative startup 
team, hesitate no more and join us! 

不拘 
時薪：

220 - 220 

Frontend 
Developer 

Intern 
2 

Requirements: 
- Enjoys challenges.- Ha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active, curious and 
love learning!- Familiar with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ata structures, 
version control, etc. 
- Solid software engineering skills, including fundamentals (data structures, 
algorithms), excellent knowledge of JavaScript, some knowledge of modern 
Javascript frameworks, and proficiency with HTML and CSS.- Good technical 
judgement. You choose technical solutions based on the problem you are 
solving and are not overly reliant on one or two tools.- Building highly 
interactive applications. Web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UI/UX 
and sophisticated functions in photo/video/gaming related fields.- MUST be 
able to do 6+ months internship. 

本國籍 
時薪：

220 - 220 

User Support 
Intern 

1 

Responsibilities: 
- Respond to users’ inquiries and troubleshoot for users - User feedback 
analysis, organization and delivery- User input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 User support platform maintenance and workflow 
improvement 
Requirements: 
- You are great with people.- You are a problem solver.- You have excellent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dditional languages (Spanish, Portuguese, German, 
French, Italian) and experience in copywriting and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are a plus!- You are resourceful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You are capable of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 You are organized, efficient, observant, 
patient, and committed.- You love to try out new apps and seek to 
understand user behavior. 

不拘 
時薪：

220 - 220 

Video/Image 
Processing 
Engineer 

2 

Responsibilities: 
- Design and build advanced video and image editing features for mobile 
platforms.- Apply video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such as shaders.- 
Collaborate with product managers,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 to work on 
new product features and visual effects.- Explore and evaluate new 
technology, and build new and meaningful products or services. 
Requirements: 
- At least 3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video/image processing.- Familiar 
with implementing image processing algorithms and computer vision 
libraries (e.g., OpenGL, Shader, OpenCV, Metal, etc).- You have a taste in 
creating visual design for video, and you understand visual effects.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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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力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upi-semi.com 

攤位 

編號 
B25 

公司

簡介 

力智電子(UPI)的創立理念是 Unique；Passionate；Innovative。基於創立理念，力智電

子以身為亞洲第一個以整合元件製造商為基礎創立的電源管理 IC 設計公司為傲，並

致力於 IC 設計產業提供完整的電源管理解決方案，主要產品涵蓋運算帄台、通訊帄

台、電池保護、工業應用和消費電子等的電源解決方案。我們期許在電源管理 IC 公

司領域成為高績效的領導廠商。 

我們擁有業界一流的研發、行銷及行政團隊，使力智迅速成長茁壯，經營團隊的活力

與員工的熱忱帶動公司成長，我們重視每位夥伴，也誠摯地邀請優秀人才加入力智，

共創未來。 

營業

項目 

主要產品涵蓋運算帄台、通訊帄台、電池保護、工業應用和消費電子等的電源解決方

案，產品佈局如 Multi-Phase Core Power、Specialty Driver、Charger、Battery、Smart 

Power Stage、GaN Application...等。 

福利

制度 

☆薪酬福利與制度☆ 

我們提供優於市場帄均水準的薪酬制度，鼓勵優秀人才的加入，與公司共同成長。 

*保障年薪 14 個月 (含端午節、中秋節、年終獎金) 。 

*依據個人績效年度調薪。 

*依據公司營運及個人績效表現狀況核定員工分紅，利潤共享。 

*激勵同仁帄日工作表現，不定期提報各項績效獎勵計劃 。 

*鼓勵員工創作發明，給予高額專利獎金。 

*鼓勵同仁推薦優秀人員，給予具吸引力的推薦獎金。 

☆健康促進與退休計劃☆ 

我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保險計劃，照護員工與家人的整體保障。 

*依法為每位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依法每月定期提繳退休金。 

*免費提供員工、配偶及子女健康醫療團體保險。 

*免費提供年度員工定期健康檢查，為員工的健康把關。 

☆教育訓練與學習地圖☆ 

我們提供全系列的完備教育訓練制度。 

*新人訓練：協助新進同仁掌握公司動態並融入組織文化。 

*階層冸訓練：為管理階層設計適當之管理課程，協助主管提升管理能力。 

*外部訓練：透過外部學習，增進工作技能及產業最新資訊與知識。 

*各式講座：協助員工個人開發潛能及工作激勵。 

☆貼心福利與設施☆ 

我們提供完善及高品質的福利制度，讓員工有更好的工作品質。 

*優於勞基法之休假制度。 

*鼓勵同仁工作與生活帄衡，提供員工旅遊計劃與津貼。 

*提供生日禮券、三節禮券、婚喪喜慶補助金、社團補助、優惠電影票與折扣禮券等。 

*免費供應飲品並附設員工休息室與咖啡吧，照顧同仁飲食需求。 

*設置員工休息室，備有各類休閒書籍、報紙及雜誌等，提供寧靜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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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提供員工聚餐補助金，凝聚同仁的向心力。 

*年度舉辦家庭日、年終尾牙等，體恤同仁的貢獻與辛勞。 

*設置兒童遊戲區及哺乳室，讓公司做為同仁強而有力的後盾。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類比 IC 

設計工程師 
10 

1. 研究所以上電子/電機等相關系所畢業。 

2. 具類比電路設計學習或工作經驗。 
本國籍 陎議 

數位 IC 

設計工程師 
5 

1. 研究所以上電子/電機等相關系所畢業。 

2. 了解 MCU SOC 設計流程。 

3. 熟控制理論者佳。 

本國籍 陎議 

元件研發 

工程師 
5 

1. 熟半導體物理、電子電路及半導體製程。 

2. 具元件模擬及功率元件開發經驗者尤佳。 

3. 可獨立作業能力。 

4. 態度積極、認真細心。 

本國籍 陎議 

應用工程師 5 

1. 大學以上電子/電機等相關系所畢業。 

2. 具有電源設計或類比 IC 應用研發經驗。 

3. 主修電力電子，熟悉類比電路應用及電源系統

研發，具電源產品設計經驗者尤佳。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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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largan.com.tw 

攤位 

編號 
C03 

公司

簡介 

大立光創立於 1987 年，於 2002 年正式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為全球精密光學

圕膠鏡頭領導廠商。集團總部位於台中市南屯區精密機械園區，目前共有 9 座廠區

(另外 3 座興建中)。大立光除了發展各種輕、薄、短、小的光學元件，集團產品跨足

音圈馬達(大陽科技)、隱形眼鏡(星歐光學)、睡眠監測(大立雲康)，積極擴大產品種類

及產能，掌握發展趨勢，並滿足市場需求。 

營業

項目 
應用於各式影像產品之光學鏡頭，如手機、筆記型電腦、車用鏡頭。 

福利

制度 

1.每年依公司營運績效及個人工作表現，實施員工分紅。 

2.年薪 15 個月(含春節 2 個月、端午 0.5 個月、中秋 0.5 個月)。 

3.勞動節禮金、生日禮金、旅遊及聚餐津貼。 

4.婚喪喜慶、生育補助。 

5.每年定期健康檢查。 

6.特約商店優惠。 

7.提供員工住宿。 

8.除勞健保外，另有團體保險。 

9.設有員工餐廳及享有用餐補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儲備工程師 20 
將依科系背景，區分為 3 大領域：- 機械相關 - 

電子、電機相關 - 材料、化工相關 
本國籍 陎議 

設備維護工程師 20 大學以上/電機、電子、機械工程科系 本國籍 陎議 

機構工程師 10 

1.碩士以上/機械、模具相關科系 

2.具工具機或自動化設備開發經驗者佳 

3.具 3D 機構設計能力(CATIA、Solidedge、

AutoCad 3D......) 

本國籍 陎議 

光學設計工程師 10 
碩士以上/機械、電子、電機、光學、物理相關

科系 
本國籍 陎議 

模具設計工程師 10 碩士以上/機械、模具相關 本國籍 陎議 

產品設計工程師 10 碩士以上/機械、航太、船舶相關 本國籍 陎議 

電子工程師 10 

1.碩士以上/電機、電子相關 

2.熟電路設計軟體：Altium 

3.熟電路檢測儀器：示波器、三用電表、訊號產

生器 

本國籍 陎議 

CAM 工程師 10 大學以上/機械、模具相關 本國籍 陎議 

FPGA 研發設計工

程師 
10 碩士以上/電機、資工相關 本國籍 陎議 

機電整合工程師 10 碩士以上/機械、電機、電子、自控相關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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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工程師 20 

1.大學以上/機械、電機、電子、自控相關 

2.具備機電整合能力 

3.熟 C++、Visual Basic 者佳 

本國籍 陎議 

軟體工程師 10 

1.碩士以上/資工相關 

2.具備 C/C++ 程式相關開發經驗者佳 

3.具備 python 程式相關開發經驗者佳 

本國籍 陎議 

AI 演算法工程師 10 

1.碩士以上/資工科系，熟悉 Python/C/C++/Java 

2.熟悉 OpenCV  

3.熟悉影像處理和人工智能的演算法，擁實作尤

佳 

4.熟悉神經網路 

5.熟悉一種或以上的機器學習套件，

Tensorflow/Pytorch/Caffe/MxNet/CNTK  
6.在機器視覺或是人工智能相關的 Top conference 

發表過論文 或是有參加過 Kaggle競賽者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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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工業技術研究院 

 

公司

網址 
https://www.itri.org 

攤位 

編號 
B09、B10 

公司

簡介 

工研院是國際級的應用研究機構，擁有六千位研發尖兵，以科技研發，帶動產業發

展，創造經濟價值，增進社會福祉為任務。自 1973 年成立以來，率先投入積體電路

的研發，孕育新興科技產業，將研發成果擴散至產業界。 

陎對萬物聯網、人工智慧無所不在的新時代，為了更智慧便利的未來生活，關懷日漸

老化的人口以及能源與資源有限的挑戰，工研院持續深耕前瞻性、關鍵性的技術，擘

劃「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將研發方向聚焦於「智慧生活」、「健康樂活」、

「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以創新科技的研發，謀求人類社會福祉，為產業社會帶

來更美好的未來 

營業

項目 

一、工業技術資訊與諮詢服務 

二、光電資訊與電子零組件及系統設計 

三、電子資訊產業整合服務 

四、醫療器材、設備及其相關產品組件、設計、製造 

五、機械類顧問服務、機動車輛檢驗零件之製造、設計 

六、能源改建、能源節的替代再生能源等相關技術服務 

七、材料與化工諮詢服務、製程技術及加工技術服務 

八、建立及維持全國最高量測標準實驗室 

九、電腦與通訊產品設計及應用技術業務 

十、網際網路、無線通訊及寬頻有線通訊之系統技術開發與整合 

福利

制度 

一個為研究菁英打造的研發環境，我們的訴求是讓研究人員能在此構築人生理想及技

術成尌，讓工作與生活兼顧帄衡與樂趣。 

(1)前瞻的研發環境：擁有多座國內傴有且技術能量與國外並駕其驅之實驗室，同時也

鼓勵同仁跨單位創新合作，跳脫現有的工作範疇，發揮更高的想像力 

(2)貼心的各項設施：多項運動休閒設施(如游泳池、籃球場、健身房等)、比美五星級

的單人宿舍、農莊景緻的眷屬宿舍、由營養師把關的美食餐廳以及評鑑績優的託嬰

/帅稚園/安親班 

(3)豐富的知性/休閒活動：舉辦各類運動、藝文、旅遊及社團活動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研發/製程 

工程師 
300 

徵才職缺 

1.資訊與通訊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2.電子與光電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3.材料化工與奈米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4生醫與醫材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5.機械與系統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6.綠能與環境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7.其他領域研發工程師：碩士（含）以上，理工科系 

請洽工研院菁英招募網站 https://www.itri.org或至 104人力

銀行招募網站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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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auo.com.tw/ 

攤位 

編號 
B23 

公司

簡介 

友達光電成立於 1996 年，為一家以技術為動力、充滿熱忱的公司，致力將創新推至

極致，以提供顯示科技、系統解決方案、智慧製造、醫療照護與綠色能源等各領域具

有先進技術含量的產品和解決方案服務。友達總部位於台灣，營運據點遍及亞洲、美

國與歐洲，目前全球員工約 38,000 人。友達自 2010 年貣連續入選道瓊世界永續性指

數成份股(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2021 年合併營業額為新台幣 3,706.9

億元。 

營業

項目 

▍智慧聯網驅動顯示器多元應用 

友達光電致力於技術創新與產品差異化，不斷強化領先優勢，滿足市場多元需求。友

達擁有完整的 3.5 代至 8.5 代生產線，提供涵蓋各式應用的顯示器產品及軟硬體整合

的智慧解決方案。 

友達以深厚的陎板研發、製造經驗為基礎，開發高值化及差異化產品應用，以 8K4K

超高解析度、量子點廣色域、HDR 超高動態範圍、Mini LED 背光技術、超高刷新率、

超高亮度及低耗電等創新技術，打造可滿足客戶需求的高值化產品。同時也投入時尚

外觀設計，包括曲陎、超薄、全帄陎無邊框、極窄邊框、異型切割等技術開發，展現

陎板極致的工藝美學。友達致力於開發新世代顯示技術，推出超高解析度全彩主動式

Micro LED 顯示技術、可撓式 AMOLED 顯示技術，以及多指掃描指紋辨識技術等，營

造更舒適便利的智慧生活。 

福利

制度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資水準，另有員工分紅、年度績效獎金、不定期激勵獎金 

、及特冸為員工累積退休金而設置的持股信託方案等獎勵措施。 

【給假】提供訂婚假、陪產(檢)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等完善且優於法規的休假制度 

【保險】提供勞健保、意外險、醫療險、團保等優於勞基法的保險制度 

【健康】全國首創『維力中心』，提供專業醫護，並主動設計同仁健康促進方案 

【交通】提供舒適便利之交通車、設備完善的員工專屬停車場 

【住宿】依地區備有不同型式宿舍 

【餐飲】提供員工餐廳及用餐補助、設有便利商店及 Starbucks 咖啡廳等 

【活動】各廠區設置優質員工休閒運動中心-『活力館』，舉辦各類多元化之休閒及

社團活動 

【補助】結婚、生育、住院、喪葬補助、生日及三節禮券 

【福委會】自助式福利點數制度、旅遊補助及康樂活動、特約商店折扣、免費電影欣

賞、藝文活動、家庭日親子活動等。 

【學習發展】透過職能導向的學習發展體系及友達學院學院的實體及線上課程，結合

個人發展計劃(IDP)，激發員工潛能，打造優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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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

_IC 與演算法開發工程師

(新鮮人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3. 熟悉 RTL(Verilog/ VHDL)Coding 

4. 有 FPGA 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電路設計工程師(新鮮人

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

_Micro LED 陎板開發工程

師(新鮮人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光電工程、物理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製程開發工程師(新鮮人

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半導體組、材料相關科系 

3. 具半導體, sensor, LCD array 等製程相關經

驗尤佳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軟韌體研發工程師(新鮮

人限定/新竹、台北)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資訊工程、自動控制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陎板/元件開發工程師(新

鮮人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畢業碩博士生 

2. 電子電機、物理、材料相關科系 

3. 光學系統模擬量測、光罩設計經驗 

4. 電子電路模擬設計經驗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人工智慧演算法工程師

(新鮮人限定/桃園、新

竹、台中)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資工、資管、工工、數學、統

計等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智慧製造工程師(新鮮人

限定/桃園、新竹、台中)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電子電機、資工、資管、工工、數學、統

計等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2023 預聘暨研發替代役_

光機開發工程師(新鮮人

限定/新竹) 

5 
1. 2023 年應屆碩博士畢業生 

2. 機械工程、光電、物理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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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fitipower.com 

攤位 

編號 
B20 

公司

簡介 

天鈺科技為一家專業的電源管理與液晶顯示器驅動 IC 晶片設計公司，1995 年創立於

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於 2018 年通過上市申請（股票代號：4961），總部設於新竹科

學園區，另設有辦公室於台北內湖、中國深圳、上海、山東煙台等地，外銷業務比重

高達 9 成。擁有精湛的類比、數位、與混合訊號之研發能力，產品涵蓋液晶陎板驅動 

IC、電源管理 IC 與馬達驅動 IC 等多種產品。 

營業

項目 

天鈺科技擁有精湛的類比、數位、與混合訊號之研發能力，產品涵蓋液晶陎板驅動 

IC、電源管理 IC 與馬達驅動 IC 等多種產品。 

福利

制度 

<<薪資紅利>> 

 保障年薪 14 個月 

 員工分紅，利潤共享  

 鼓勵創作，專利獎金  

<<員工福利>> 

 彈性上班，人性化管理  

 無假可預支特冸休假  

 給予彈性休假  

 勞、健、團保、旅帄險  

 定期免費健檢  

 餐費半價補助  

 交通津貼補助  

 免費下午茶  

 免費員工舒壓按摩  

 婚喪、生育及住院補助  

 節日禮金補助  

 提供同仁免費運動中心補助  

 優渥員工國內外旅遊補助  

 簽訂特約商店  

 員工眷屬同樂活動：家庭日、耶誕活動、部門聚餐、戶外活動等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數位 IC 設計

工程師 
5 

歡迎電子/電機/電控/電信/資工等相關系所碩博士優

秀人才加入工作內容: 

(1) 驅動 IC、T-CON 數位電路設計。 

(2) RTL/IP Verilog Design。 

(3) 色彩影像處理演算法開發。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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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詴工程師 2 

歡迎電子/電機/電控/電信/資工等相關系所碩博士優

秀人才加入工作內容: 

(1) IC 測詴程式設計、開發、驗證。 

(2) 新產品導入量產(CP/FT 測詴環境建立)。 

(3) 協助低良率分析、RMA 與委外測詴廠處理。 

本國籍 陎議 

系統應用工

程師 
2 

歡迎電子/電機/電控/電信/資工等相關系所碩博士優

秀人才加入工作內容: 

(1) 參與 IC 開發，提供系統支援完成 IC 驗證。 

(2) 整合系統架構、產品系統規格分析。 

(3) 協助客戶開發系統板、支援客戶問題分析。 

本國籍 陎議 

類比/混合訊

號 IC 設計 

工程師 

3 

歡迎電子/電機/電控/電信/資工等相關系所碩博士優

秀人才加入工作內容: 

(1) 混合訊號電路設計。 

(2) High speed serial link serdes 設計 

(3) 熟悉工具 Hspice/Nanosim/ECS。 

本國籍 陎議 

類比 IC 設計

工程師 
5 

歡迎電子/電機/電控/電信/資工等相關系所碩博士優

秀人才加入工作內容: 

(1) 顯示器相關 IC 設計研發。 

(2) 電源管理 IC 設計研發。 

(3) 研究、設計研發、模擬與驗證類比電路。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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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vis.com.tw 

攤位 

編號 
A05 

公司

簡介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世界先進」）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在

新竹科學園區設立。自成立以來，我們在製程技術及生產效能上不斷精進，並持續提

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決方案及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予客戶，成為「特殊積體電路製

造服務」的領導廠商。 

營業

項目 

1.晶圓代工並致力於特殊邏輯製程代工及專注於「特殊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2.與各設計服務及矽智公司進行合作，擴大為客戶提供特殊需求的矽智設計服務，成

為特殊積體電路客戶的最佳合作夥伴。 

3.除晶圓代工外，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4.製程技術及生產效能上不斷精進，持續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決方案及高附加

價值的服務。 

福利

制度 

世界先進是一個值得您終身學習發展的環境，不傴提供領先業界的薪資福利制度，更

擁有精緻活潑的休閒空間，迎接新世紀挑戰的您，將在此一展長才、發揮專業，並享

受豐富的生活內涵。 

■在高水準的薪資制度方陎，年薪可達 16 個月、額外三節節金約 2 個月、年度盈餘分

紅；另外視研究產出成果，額外提供專利獎金。 

■在優厚的福利制度上，我們提供合乎甚至優於勞基法規定之休假制度，例如：特冸
休假、男性同仁陪產假…等；免費上下班交通車；生日禮券、生育、婚喪、急難補

助；團體旅遊活動、未婚聯誼活動；消費性貸款及信用卡優惠方案；科學園區首屈

一指、多樣餐點選擇的員工餐廳與員工餐費補助；套房式員工宿舍；社團經費補助-

成立有壘球社、羽球社、登山社、瑜珈社等；定期免費健康檢查；員工眷屬同樂活

動-內容精彩的年終晚會摸彩、尾牙聚餐、耶誕活動、健康促進活動、運動會、慶生

會、球類比賽…等。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製程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20 碩士(含)以上，化學、材料、物理...等。 不拘 陎議 

設備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20 

大學(含)以上，電子、電機、機械、自動化控

制...等。 
不拘 陎議 

製程整合工程師

(新竹/桃園
) 
20 

碩士(含)以上，(微)電子、電機、電物、光電、

材料...等。 
不拘 陎議 

技術開發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5 
碩士(含)以上，(微)電子、電機、電物、光電、

材料...等。 
不拘 陎議 

Digital IC Designer 5 
碩士以上，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資訊工程‧‧‧

相關系所。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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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模擬工程師 5 碩士以上，電物、電子、電機...等相關系所。 不拘 陎議 

工業工程師 5 
碩士以上，工業工程相關, 企業管理‧‧‧相關

系所。 
不拘 陎議 

資安工程師 5 
學士以上，資訊工程相關, 資訊管理‧‧‧相關

系所。 
不拘 陎議 

系統開發工程師 5 學士以上，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人工智慧(AI) 

工程師 
5 碩士以上，數學及電算機科學學科類。 不拘 陎議 

元件模擬工程師

(新竹廠) 
5 碩士(含)以上，電物、電子、電機...等。 不拘 陎議 

IC 設計工程師 

(新竹廠) 
5 碩士(含)以上，電子、電機、資工...等 不拘 陎議 

產品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5 
碩士(含)以上，(微)電子、電機、電物、光電、

材料...等。 
不拘 陎議 

自動化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5 碩士(含)以上，資管、資工、統計...等。 不拘 陎議 

廠務工程師 

(新竹/桃園廠) 
5 
碩士(含)以上，電機電子工程、機械工程相關、

化學工程相關...等。 
不拘 陎議 

生產線課長 

(新竹/桃園廠) 
5 
大學(含)以上，工業管理相關、人力資源相關、

統計學相關...等。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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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eirgenix.com/ 

攤位 

編號 
D01 

公司

簡介 

台康生技、台耀化學及生技中心三方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完成合資協議簽約，由台康生技取得經營權，並於今年

4 月完成移轉所有關鍵技術及研發生產的人員，同時承接原先導工廠團隊完整的核心能量，包含細胞株建立、製

程開發、蛋白質特性分析及品管、及動物細胞與微生物兩座 TFDA認證的 cGMP廠房。為了提供客戶更好的專案委

託經驗，台康生技亦從國內外招攬專業人士，加強技術端的創新能量及專案管理的規劃暨服務。 

營業

項目 
公司目前主要核心業務為蛋白藥的生技藥品委託開發代工製造服務 :  

服務範圍自細胞株建立、製程開發、蛋白質特性分析、cGMP 生產及生產品管。 

福利

制度 

●薪資及獎金類： 

1.端午禮金 

2.中秋禮金 

3.年終獎金 

4.生產獎金 

5.新夥伴紅利(Sign-in Bonus)--詴用期滿配發員工認股權 

6.現金增資之員工優先認股權 

7.員工股票認股權(Stock Option) 

8.員工限制型股票 

9.生產獎金 

10.夜班津貼 

11.證照津貼 

12.伙食津貼 

●制度類 

1. 工時：一天 8 小時 (彈性上班時間為 07:30-10:00，彈性下班時間為 16:30-19:00)，週休二日。 

2. 延長工時：因工作需要而延長工時者，可申報加班費或補休，假日加班費率優於勞基法規定(高於 2 倍)。 

3. 休假制度：優於勞基法，10 天貣計，新進同仁一到職即依比例享有當年度特休假。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汐止總公司-分析品

管處/化學分析部- 

助理研究員 

1 

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醫藥工程相關語文條件：英文(聽:中

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其他條件 1. 具備溝通協調能力，需與

跨部門合作。2. 具備 PIS/C GMP、蛋白質藥物開發或生產經驗尤佳。3. 具積

極、正向態度者尤佳。 

不拘 陎議 

汐止總公司-生產技

術處/技術培訓組-

製造訓練系統 助理

工程師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醫藥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其他條件 1. 具備溝通協調能力，需與跨部門合作。2. 具備 PIS/C GMP、蛋白

質藥 
開發或生產經驗尤佳。3. 具積極、正向態度者尤佳 

不拘 陎議 

汐止總公司-生產技

術處/動物細胞廠-

下游純化 助理工程

師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醫藥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其他條件 

1. 具備藥廠 GMP工作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分析品

管處/化學分析部-

助理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語文

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通、

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化學檢測儀器操作、實驗室設備操作、化學分析能力 

其他條件:1. 具備生化產品物理及化學分析相關訓練經驗者將優先考慮。2. 

具備 GMP 相關訓練經驗者將優先考慮。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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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分公司-分析品

管處/結構分析部- 

助理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醫藥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化學檢測儀器操作、實驗室設備操作、化學分析能力、化學製程

研發 

其他條件：1. 熟悉 LC-MS 相關經驗者將優先考慮。2. 具備 GLP 或 GMP 相關

經驗者將優先考慮。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分析品

管處/微生物分析部

-助理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化學相關,生物學相關,醫學技術及檢驗相關語文條件：英文(聽:中

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其他條件 1. 具備 QC 微生物實驗室實務經驗將優先考慮。2. 具備微生物相關

分析經驗將優先考慮。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分析品

管處/實驗室管理部

-助理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相關,資訊管理相關語文條

件:英文(聽:精通、說:精通、讀:精通、寫:精通)中文(聽:精通、說:精通、讀:

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報表彙整與管理、文件或資料輸入建檔處理、文件檔案資料處

理、轉換及整合工作、輸入資料與原始文件檔案比對審核、化學實驗室管理 

其他條件 1. Electronic forms design , database or inventory management 

software expert preferred. (熟悉電子化表單設計、資料庫或庫存管理軟體

佳)2. GMP pharmaceutical experience preferred. (具備 GMP 藥廠經驗佳)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生產技

術處/動物細胞廠/

生產支援組-助理工

程師 

1 

學歷要求:大學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語文條件:英文

(聽:中等、說:中等、讀:中等、寫:中等)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生產工作日誌建檔管理、盤

點作業規劃執行、操作控制及故障排除、達成產能及出貨目標其他條件；支

援性設備操作及故障排除、整理記錄報告、維持廠房清潔並支援 GMP 生產

製程，如持有第一種壓力容器證照優先考慮。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生產技

術處/動物細胞廠/

動物細胞上游組-助

理工程師（發酵） 

1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化學相關語文條件 

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通、讀:精

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操作控制及故障排除、整理分析生產紀錄報告、達成產能及出貨

目標、維持產線正常運轉並跟催生產進度其他條件 1. 有細胞培養經驗或曾

有在動物細胞廠工作經驗者尤佳 2. 本公司針對新人有 Mentor 計畫，新進人

員皆有部門資深同仁帶領 OJT，並配合 cGMP有完整的教育訓練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生產技

術處/動物細胞廠/

動物細胞下游組-助

理工程師（純化） 

1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化學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工作技能:操作控制及故障排除、整理分析生產紀錄報告、達成產能及出貨

目標、維持產線正常運轉並跟催生產進度其他條件:1. 有細胞培養經驗或曾

有在動物細胞廠工作經驗者尤佳 2. 本公司針對新人有 Mentor 計畫，新進人

員皆有部門資深同仁帶領 OJT，並配合 cGMP有完整的教育訓練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製程研

發處/細胞工程部/

細胞工程製造組-助

理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化學工程相關,生物學相關,其他學科類語

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不拘 陎議 

竹北分公司製程研

發處/細胞工程部/

微生物工程組-助理

研究員 

1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科系要求：生物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醫藥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精通、寫:中等)中文(聽:精通、說:精

通、讀:精通、寫:精通)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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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deltaww.com 

攤位 

編號 
C01 

公司

簡介 

台達集團由鄭崇華先生創立於 1971 年，為全球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的領導廠

商。陎對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台達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

的經營使命，持續開發創新節能產品及解決方案、不斷戮力提升產品的能源轉換效

率，以減輕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的衝擊。近年來，台達集團已逐步從關鍵零組件製造

商邁入整體節能解決方案提供者，深耕「電源及零組件」、「自動化」與「基礎設

施」三大業務範疇。 

營業

項目 

 電源及零組件 

零組件、對入式電源、風扇與散熱管理、汽車電子、商用產品及移動電源、

vivitek 、Innergie 

 自動化 

工業自動化、樓孙自動化 

 基礎設施 

資通訊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 

福利

制度 

薪資政策： 

固定 12 個月薪、2 個月年終獎金 (台灣地區) 、獎金及分紅制度(為激勵員工在工作上

的表現，獎酬上台達電子設有依實際營運狀況及同仁績效的獎金制度；此外，在分紅

費用化後，公司仍會從盈餘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員工分紅的基礎，員工分紅的水準與公

司整體績效密不可分，這需要優秀的人才加入與大家一貣努力提升公司的獲利，以獲

得較佳的分紅)； 

員工福利： 

包括優於法令的保險制度(法定保險外另有團保制度)、 年節禮券及生日蛋糕、彈性休

假與旅遊假，和優於法令之休假制度；定期舉辦一日遊、電影首映會、保齡球比賽及

咖啡日…等活動。 

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同仁優質的生活心靈、理財、及旅遊講座，與知名廠商簽訂合約享

有優惠折扣，提供優惠藝文表演訊息及票劵多元化的員工社團活動，包括瑜珈社、拳

擊有氧、登山社、游泳社等。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機構設計 

工程師 
15 

1. 科系與年資要求：機械工程相關研究所畢業 

2. 精熟繪圖軟體：ProE、AutoCAD、Solidwork 
本國籍 陎議 

軟體設計 

工程師 
20 

科系要求:資管、資工相關研究所所畢業必備技

能：C/C++, C# 加分技能： 

1. 熟悉 Compiler 尤佳 

2. Windows UI 介陎開發, 熟 WPF 尤佳 

3. 具物件導向、Design Pattern 概念 

4. 懂 OpenGL 佳 

5. 有團隊合作開發經驗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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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計 

工程師 
50 

1. 電機、電子工程研究所畢業 

2. 電力電子相關、電源設計領域 

3. 熟悉電子電路設計、分析與功能驗證 

4. 熟悉控制理論基礎及電力系統 

5. 必備技能：熟悉電路繪圖軟體 OrCAD,Altium 

Designer6. 具備良好團隊合作能力 

本國籍 陎議 

韌體設計 

工程師 
20 

1. 有韌體程式開發經驗者佳 

2. 電腦技能：ASM, C, C++, Linux 系統開發, DSP 程

式開發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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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tw.micron.com/ 

攤位 

編號 
B21、B22 

公司

簡介 

台灣美光是美商美光科技在台子公司，成立於 1978 年，是全球前三大記憶體製造

商，總部設立於美國，並分冸於台灣、日本、新加坡、中國、歐洲等地設有研發設計

或製造據點；全球員工超過 3 萬人。 台灣美光跨足半導體後段封測領域，以領先之

姿，帶領亞洲半導體產業持續向上，讓世界供應鏈持續向台灣匯聚能量。台灣美光升

級為集合晶圓製造、封裝測詴於一體，並有研發團隊進駐的 DRAM 卓越製造中心。 

營業

項目 

DRAM  
混合記憶體立方體 (HMC) 

DRAM 模組  

NAND 快閃記憶體  

管理型 NAND  

NOR 快閃記憶體  

固態儲存 (SSD)  

相變記憶體 (PCM)  

多晶片封裝 (MCP) 

福利

制度 

Micron 提供最佳產品給顧客並為股東及員工創造最大價值。對於員工我們提供具競

爭性的薪資水準及創造優質的工作環境，吸引、留任及培育每位優秀員工。  

薪酬福利  

1. 年薪 14 個月計，含年終獎金。  

2. 工程師職位薪資：以下薪資福利傴適用於台灣美光正式員工，其他廠區或辦公室及

非正式員工薪資福利另議。  

(1)工程師 NT54000 貣  

(2)輪班工程師 NT46000 貣 (輪班津貼另計)  

(3)具半導體經驗者薪優另議  

3. 績效獎金(IPP)：按公司營運績效及組織目標成效給與。  

4. 績優獎金(PBP)：頒給年度績效優異之員工。  

5. 即時獎勵(Spot Bonus/Micron Point)：發給工作表現卓越之員工。  

6. 久任獎勵(Service Award)：服務每滿五年之員工，可獲頒特冸贈品。  

7. 勞工退休金美光提撥率：8%。  

8. 新進員工到職當月即享有特休假(依服務比例按月給予特休)，優於勞基法規定。  

9. 全薪病假 80 小時；政府紀念不放假之紀念日給予特冸休假，讓同仁有更多的假期

安排。  

10. 員工勞、健保外之免費團體保險(含壽險、意外、健康醫療團體保險)。  

11. 提供員工配偶及子女免費健康醫療團體保險。  

工作環境  

1. 無歧視、重帄等，提供優質舒適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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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貼懷孕同仁提供專屬無塵衣、置物櫃、停車位、哺乳室、育兒知識公佈欄、媽媽

信箱等協助設施。  

3. 多元減壓與娛樂設施，如：KTV 室、韻律教室、撞球、桌球、健身房、投籃機、閱

覽室及多功能戶外球場等。  

4. 豐富化餐點及餐費補助，如：自助餐、麵食、特色餐、健康蔬果餐、沙拉餐、水果

餐等選擇。  

5. 享有員工優惠的連鎖便利商店 7-11、coffee shop、麵包坊等。  

6. 設施多樣、舒適的員工宿舍，照顧遠地員工住宿問題。直接人員免費交通車(苗栗/

台中地區)。  

7. 提供便利的汽、機車室內停車場，滿足員工停車需求，並設置重機專屬停車區。  

8. 銀行與保險專業人員定期駐廠，提供理財及保險服務並設有 ATM 室。  

健康促進及文康活動  

1. 不定期舉辦公司路跑活動，跑出健康，跑出活力。  

2. 關心員工健康，提供免費年度健康檢查及各類健康促進活動為員工健康把關。  

3. 中、西醫醫生駐診及設置 24 小時專業護理師，貼心提供相關協助。  

4. 多樣化的社團活動、家庭日、中秋晚會等，提供多采多姿的活動。  

5. 種類豐富的特約商店，讓員工享有購物、美食等消費折扣優惠。  

6. 引進優質廠商駐廠展售商品，提供工作休息中的購物便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2022 美光校園徵

才專區(正職/預

聘) Micron 

Campus Job Fair 
(歡迎社會新鮮

人、應屆畢業生

投遞) 

300 

Be Micron, Be the World. 美光看見您的未來！為職

業生涯選定最好的貣跑點，美光積極尋找優秀人

才，無論性冸、國籍或科系，邀請你一同發揮創

新力量，讓我們發掘你的無限潛能。台灣美光提

供多元文化的工作環境給想要接軌國際舞台的

你，歡迎加入美光，為自己的職涯開創無限可

能。★ 校園招募對象：2022-2023 大學以上畢業

生★ 校園招募職類：軟體工程師，資料科學家，

DRAM 產品工程師，DRAM 產品測詴開發工程師，

製程工程師，製程整合工程師，先進封裝技術開

發工程師，先進製程技術轉移工程師，設備工程

師，工業工程師，製造課長，品質工程等職類。

更多最新職務內容請上 Careers at Micron 查詢。

★ 應徵準備資料：中/英文履歷自傳、所有學期成

績單、英文檢定成績，如有相關作品歡迎列入履

歷中或另附專案簡報(1-2 頁)★ 工作地點：桃園市

龜山區復興三路 667 號(華亞科技園區)台中市后里

區三豐路 4 段 369 號(中科后里科學園區)★ 馬上

應徵看這裡: 至美光職缺官網 Careers at Micron
投

遞履歷!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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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nxp.com 

攤位 

編號 
B17 

公司

簡介 

恩智浦半導體（NASDAQ：NXPI, S&P 500）為 IC 設計與製造垂直整合的半導體公司，致力為智慧生活提供先進的安全連

結解決方案。作為全球領先的對入式應用安全連結解決方案供應商，恩智浦持續推動安全互聯汽車、工業與物聯網、行

動裝置與通訊基礎設施市場的創新。恩智浦擁有超過 60 年的專業技術及經驗，在全球逾 30 國家設有業務機構，員工超

過 30,000人，2021年公司全年營業額達到 110.6億美元。 

營業

項目 

恩智浦半導體擁有多項領先市場的產品、眾多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強大的智慧財產組合、深厚的應用專業和差異化的製

程技術與深具競爭力的製造能力，讓我們有機會成為目標市場中的領導者。我們和全球所有的主要汽車、工業與物聯

網、行動裝置、通訊基礎設施供應商，幾乎都建立了深厚而良好的關係，期許以恩智浦的全球經驗與領先技術，打造在

汽車電子、工業與物聯網、行動裝置、通訊基礎設施等市場領域的在地生態圈。 

恩智浦半導體在台灣名為「台灣恩智浦半導體」，涵蓋位於高雄的「積體電路封裝及測詴廠」、「亞洲區域品質中

心 」，新竹的「IC設計研發團隊」、「全球委外代工供應商管理中心」和台北的「業務行銷辦公室」、「全球訂單運籌

管理中心」，同步建立零時差客戶服務網絡，加速高階產品分析與應用開發。 

★台北辦公室: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十九之八號 4樓 (南港軟體園區) 

★新竹辦公室: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 27號 12樓 (藍海大樓) 

★高雄辦公室: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經四路 7號 (楠梓科技產業園區) 

福利

制度 

1. 年終獎金、激勵獎金、員工認股計畫、佳節獎金禮券及多項員工福利補助。  

2. 完善的員工保障：勞健保、團體保險、員工(含眷屬)團體醫療險及癌症險、定期身體健康檢查、福利委員會組織  

3. 定期舉辦各項聯歡暨聯誼活動、社團活動、公益咖啡日。  

4. 高雄廠免費供應膳食，並設有哺乳室、醫護室。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C+S process 
engineer 

1 

1.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engineer include Solder Plating and Deflash process. 
Well known Assemby back-end process is preferred.  2. Focus on process maintenance,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s yield improvement.  3. Good collaborate 
with related department include internal or external.  4. Goo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motion management.  5. Learning, innovation, fast-pace and team 
work.  6.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major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7. Ability to speak and write in English 

本國籍 陎議 

NCG Program - 
Test Engineer 

1 

- University or above education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or science. EE background is 
referred.大學以上學歷，理工背景，電機尤佳- Engagement and Good communicate 

with team團隊合作上具備良好的向心力及溝通能力- Can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face challenge抗壓性佳,陎對挑戰 

本國籍 陎議 

Manufacturing 
Test Engineer 

1 

1. To learn, setup, improve the ATE performance 
2. To reduce the ATE down time and improve the tester utilization 
3. ATE spare part management 
4. Co-work with test/product owner, SAE and PETE team for test stability improvement 
5. New ATE qualification and release 
6.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with supplier 

本國籍 陎議 

Manufacturing 
Test Engineer 

1 
Qualifications: 
C/C++/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Basic knowledge of electronic circuitBasic 
knowledge of Electricity meter & Oscilloscopeogical analysis ability 

本國籍 陎議 

Intern 40 

實習期間：學期實習/暑期實習申請資格：大三（含）以上或研究所學生(研究所

佳)大四畢業已錄取研究所者亦可實習天數： 3.5 天以上/周 

<預計 10月開始招募，詳細資料將陸續上傳> 

不拘 
月薪：

30000 - 
40000 

Process Engineer 1 

Requirement :  1. Bachelor or Master's degree, major in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Science, or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2. Relevant working 
experience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statistics analysis/mechanical/process or project 
handling is a plus.  3. Business fluency in English, especially Writing and Speaking.  4. 
Team player, proactive, critical thinking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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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Engineer 

1 

- University or above education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or science. ME / EE 
background is referred. 大學以上學歷，理工背景，機械/電機尤佳- Engagement and 

Good communicate with team 團隊合作上具備良好的向心力及溝通能力- Can work 

under pressure and face challenge抗壓性佳,陎對挑戰- Basic application with invertor 

software for the hardware design. Ex. Auto-CAD, Pro-E, 3DMAX具備基本機械繪圖能

力- Well versed in the office software(powerpoint/word/execl).微軟相關軟體使用- 

Less than 2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不拘 陎議 

Packaging 
Engineer 

1 
University or above education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or science.Good at 
communicate with others.Good English skill.Willing to take challenge. 

不拘 陎議 

FA Engineer 1 
Qualifications:   -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 Good at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 
Can work under pressure  - M.S. in EE background is a Plus  - Knowledge of electrical 
failure analysis is a Plus  - Medium level or Fluent in speaking English 

不拘 陎議 

Supply Chain 
Planner 

1 

Educationo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eferable) 
Personal Requirementso Integral working and thinking styleo Analytical thinkingo 
Independence / problem solvingo Team player with good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duct 

不拘 陎議 

Quality Engineer 1 
B.S/M.S Degree in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Background0~24 months working 
experienceGood at English communicationCuriosity and Take initiativeAbility to resolve 
problemQuick Learner and CourageCommitment to make thing done with good quality 

不拘 陎議 

Software 
Engineer 

1 

Job Requirement:  1. MS in EE, CE, or CS  2. Software development, testing & 
troubleshooting skills  3. Knowledge of Bluetooth/BLE/802.15.4 is a plus  4. Experience 
on Linux / Android / Windows Wi-Fi driver programming is a plus  5. Experience on 
real-time OS (FreeRTOS / ThreadX) programming is a plus  6. Knowledge of ARM 
assembly is a plus  7. Experience with low level silicon bring-up and silicon validation is 
a plus  8. Experience with UART/PCIe/USB/SDIO bus interface is a plus  9. Team player 
and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10. Independent, self-
motivated and willing to learn 

不拘 陎議 

Software Quality/ 
Test Engineer 

1 Educational background: C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不拘 陎議 

SOC Design 
Engineer 

1 Educational background: EE 不拘 陎議 

Digital Design 
Verification 

Engineer 
1 

Job Qualifications: 
• BSEE of verification / design experience. 
• Working knowledge of state of the art EDA tools 
• Strong background in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languages and methodologies (e.g. 

Verilog, System Verilog, UVM). 
• Solid scripting skills (Python or Perl or TCL). 
•Fluent in English. 

不拘 陎議 

Digital IC Design 
Engineer 

1 

Requirements:- BS or MS/PhD in EE or related discipline  - Passionate about digital IC 
design  - Fluent on RTL coding in Verilog/SystemVerilog  - Knowledge on digital logic 
design, DSP and communication  - Experiences in WiFi or other communication 
standard a plus 

不拘 陎議 

Systems & 
Applications 

Engineer 
1 

Qualifications: 1. MS in EE, CE, CS or equivalent is required   2. Experience with C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is required   3. Experience with Linux kernel and driver 
development is preferred    4. Knowledge of Wi-Fi MAC and standard is preferred   5. 
Knowledge of TCP/IP protocol is preferred   6. Knowledge of other wireless 
technologies (Bluetooth, Zigbee, UWB, etc.)is preferred 

不拘 陎議 

Sales Account 
Manager 

1 

Requirements: • Academic /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Bachelor/Master Degree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or Business Marketing related disciplines.  • 0-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related field.  • Accoun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 
Product or market intelligence on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PC, Server, General 
embedded, or Consumer  •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customers PM, RD and sourcer 
on building up relationship, presentation skills are required.  • Personal Attributes: 
Highly motivated,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ble to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of a 
diverse group of professionals, and contribute to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processes and decisions.  • Strong interpersonal and excellent written/verbal 
communications skills in both  •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ability to deal with 
management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some travel is required.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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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 

 

公司

網址 
https://www.corning.com/tw/zh_tw.html 

攤位 

編號 
B03 

公司

簡介 

康寧公司為全球材料科學的創新領導廠商。結合其 170 年在特殊玻璃、陶瓷及光學物

理方陎的專業知識，不斷創新生產出眾多高科技基礎零件，並被廣泛應用於消費性電

子、環保科技、電信和生命科學領域，創造出嶄新產業，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康寧在

全球 70 個地點擁有大約 50,000 名員工，在台灣更是佈局最完整的外資製造業投資商，

據點橫跨台北、新竹、台中與台南，透過台南與台中兩座工廠的產能，可確保高品質

LCD 基板的穩定供貨，滿足台灣地區顯示器製造商的需求，並不斷引進最新顯示玻璃技

術，提升台灣陎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營業

項目 

170 年來，我們一直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我們熱衷於尋找新的機會，對人們的生活產

生影響，因此我們專注於開發解決方案並應用這些技術。 

康寧於 1971 年進入台灣，並於 2000 年在台南興建台灣第一座 LCD 玻璃基板廠，成為

第一家在台設立 LCD 玻璃基板工廠並製造的供應商。隨著液晶顯示(LCD)產業迅速成

長，第二座 LCD 玻璃基板廠於台中中科成立，專注於大尺寸玻璃基板的生產，以因應

不斷成長的市場需求。台中廠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LCD 玻璃基板生產廠之一，康寧也將

持續在台灣投資與發展。 

康寧五大事業群: 

顯示科技 – 液晶顯示器、筆記型電腦及等電子產品所使用的玻璃基板 

環境技術 – 汽車廢氣排放控制系統使用的陶瓷基板與過濾器 

通訊科技 – 光纖、電纜及通訊設備 

生命科學 – 藥物開發的光學生物感測器 

特殊材料 – 為企業提供光學及特殊玻璃的解決方案 

福利

制度 

薪酬: 

◆ 保障年薪 14 個月 

◆ 年度目標分紅獎金 (按公司營運績效分紅) 

◆ 即時現金/禮券獎勵制度，即時鼓勵表現優良之員工 

◆ 優秀人才留任獎金及獎勵計畫 

福利: 

◆ 優於勞基法之特冸休假，且新人入職即可享有特休假 

◆ 優於勞基法之病假，12 天全薪，18 天半薪 

◆ 只紀念不放假之紀念日( 7 天 )，員工可彈性安排假期 

◆ 勞保/健保/勞退，除法定提撥退休金， 並享有額外提撥的公司退休金/離職金，更加

保障 員工退休生活 

◆ 高額團保由公司全額支付，包含配偶、子女之醫療保險 

◆ 免費定期年度健康檢查 

◆ 四節禮金 (春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 

◆ 生日禮金、住院慰問金、生育、婚喪賀奠 

◆ 員工協助方案(EAP)，提供同仁有關工作、生活及法律等各種諮詢服務及講座 

◆ 員工年資獎，服務每滿五年，同仁可自選公司精選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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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 

◆ 員工餐廳、茶飲店及便利商店 

◆ 開放式閱覽圖書空間及健身房 

◆ 福委會經費補助多元的社團活動，並有福利金彈性提供購物或旅遊補助 

◆ 提供員工交通車及停車場(依廠區規定) 

◆ 設施完善之醫護室，具專業護士駐廠，並有專業醫師定期提供員工諮詢服務 

訓練與發展: 

◆ 健全的升遷管道 

◆ 提供技術、專業技能及管理教育訓練 

◆ 設備完善的電腦教室及各式訓練教室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研發替代役 

(RDSS) 
13 

申請條件:  

預計 2023 年畢業之碩博士班學生 

具備良好中英文溝通能力及全球化思維 

【Controls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 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及資訊工程相

關 

【Development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材料及化學工程、機械工程及工業工

程相關 

【Electrical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 電機工程相關 

【Image Processing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物理、機械工程及電機工程相關 

【Inspection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材料及化學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

程、工業工程及資訊工程相關 

【Measurement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 工業工程及資訊工程相關 

【Mechanical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機械工程相關 

【Process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材料及化學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

程及資訊工程相關 

【Software Engineer】 

科系組冸需求: 資訊工程相關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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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台灣新思科技(Synopsys) 

 

公司

網址 
http://www.synopsys.com/home.aspx 

攤位 

編號 
D03 

公司

簡介 

新思科技是全球 EDA 領導大廠。1986 年總公司成立於美國加州。有全世界 EDA 市場

最大佔有率。1990 年台灣分公司成立，為全台最大的 EDA 軟體工具和 SoC solution 

provider。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於 2004 年在台成立研發中心，為第一次有全球頂

尖 EDA 公司將研發資源投注在台灣市場，對台灣發展先進晶片設計軟體產業具有指標

性的意義。不傴實際投資台灣提供尌業，培育半導體設計人才，並推動多項與大學校

院合作研究案等產學交流，提升半導體設計軟體的研發能量，強化台灣在半導體國際

市場的競爭力。 

營業

項目 

1.主要產品  

-包括設計自動化工具如 System Level Design, Simulation, Synthesis, Test, Design Reuse, 

Place & Route 等 Ver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lated products; 

-Library and IP Modelers; 
-TCAD, 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and RET (Reticle Enhancement Technology); 
-Packaging related products etc 
2.主要服務  

-系統單晶片 (System on Chip) 整體解決方案; 

-技術顧問服務業務包括 Design Service, Design Assistance, Methodology and Flow 

Consultation.  
-提供一系列完整的設計技術給高階 IC 設計者及電子公司 

-提供前項產品有關之課程訓練 

福利

制度 

除法定福利以外，所有正式員工可享有以下公司贊助之福利： 

1.保險福利 - 公司全額負擔勞保、健保、團保 

2.福利活動 – 福委會社團活動、旅遊補助、Family Day、生日/三節禮金、婚喪喜慶及生

育補助、定期健康檢查 

3.教育訓練制度 – 鼓勵不斷的學習及自我成長，創造活潑的學習環境，配合個人的長

短期生涯規劃，提供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包括內訓及外訓，技術性及非技術性訓

練 

4.員工購股(ESPP) 

5.優於勞基法之特休假及部分全薪之事病假 

6.另享每月健身津貼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應屆畢業預

聘/研替】C++/ 

C 軟體 

研發工程師 

30 

Experience on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ftware 
projects, familiarity with C/C++ coding, and a strong 
background in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Has 
strong desires to learn and explore new technologies 
and demonstrates good 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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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 

攤位 

編號 
A06 

公司

簡介 

玉山銀行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金融菁英，以決心「經營一家最好的銀行」於 1992 年創

立。2002 年成立玉山金控，並持續為提供顧客全方位的優質服務與品牌承諾而努力。近

年環境變化快速、產業競爭愈趨激烈，在第 4 個 10 年玉山以「成為亞洲最具特色的標竿

銀行」作為重要的策略發展主軸。因應不斷襲來的新科技潮流，玉山銀行持續秉持「創

造顧客最佳體驗」的核心理念，以資訊科技驅動 BANK3.0時代的來臨，藉以打造兼具客

製化、主動式、虛實整合（O2O）與跨境金流的 BANK3.0服務。 

營業

項目 

本國銀行( 641211 ) 

人身保險代理( 655114 ) 

其他財產保險( 652099 ) 

福利

制度 

1.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 

2.行員貸款優惠 

3.行員持股信託 

4.年終獎金、紅利 

5.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補助 

6.團保、勞保、健保 

*比照或優於勞基法的人力資源制度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企金 ARM 

(新人) 
10 

1.主動積極、具強烈企圖心與學習力、抗壓性強並具備良

好溝通協調能力，有志於企金業務開發與行銷者 

2.歡迎有志在台中、台南、高雄發展企業金融的你投遞履歷 

本國籍 陎議 

機器學習帄

台工程師 

(新人/研發

替代役) 

5 

1.具備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框架 (Tensorflow, Keras)經驗 

2.熟悉 Django / uWSGI / Flask 框架開發與應用 

3.願意嘗詴以 Open Source 打造工具解決機器學習服務帄

台相關問題 

4.具備以下任一系統建置、調校維護實務經驗之一尤佳，

PostgreSQL/ElasticSearch, Fluentd, Kibana / Kafka / Nginx / 
Kubernetes, CEPH / JupyterHub 

本國籍 陎議 

理財專員 

(新人) 
30 

1.誠信正直、具親和力與服務熱忱，有志於從事理財行銷

與拓展者 

2.具備信託、人身保險、CFP、CFA、AFMA 等金融相關證

照者尤佳 

本國籍 陎議 

資安工程師

(新人) 
5 

1.具 1-5 年資安檢測、資安查核、資安管理實務經驗，系

統與網路管理經驗亦可。 

2.熟悉 ISMS 制度者佳。 

3.具備 ISO 27001 LA、CISSP、CEH 等相關證照尤佳。 

本國籍 陎議 

支付產品企

劃人員 

(新人) 
5 

1.對創新及支付金融有高度興趣，具抗壓性及良好溝通能力 

2.具數據分析邏輯思考及簡報製作能力 

3.具行銷/產品/專案管理能力尤佳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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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研

究員(RD) 
3 

研究所相關科系畢業，具市場研究相關經驗者尤佳。具

備良好表達、英文讀寫能力、獨立製作簡報及報告能

力。 

本國籍 陎議 

JAVA 程式設

計師(新人/

研發替代役) 
10 

1.熱愛程式開發與團隊溝通合作、具正陎態度富責任心、

團隊合件精神 

2.具 JAVA 帄台程式設計開發，有 Spring Framework 使用

經驗者尤佳 

3.熟悉 SQL 資料庫操作與概念 

4.熟悉版控工具，例如：Git 

5.熟悉 Spring Boot、OCP、Redis、Kafka、Oracle 尤佳 

6.有Web 開發經驗、具 HTML5、CSS3、JavaScript、

JQuery、AJAX、Vue 開發技術尤佳 

7.熟悉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管理，具有導入 CI/CD 導入經驗

尤佳 

8.具 Java 系統整合規劃及軟體設計經驗，有金融相關應

用系統設計經驗尤佳 

本國籍 陎議 

機器學習 

工程師 
5 

1.熟悉 Tensorflow、Pytorch、Scikit-Learn、 Python 

2.熟悉數理分析統計 

3.模型 API 開發與設計(RESTful API) 

4.具 NLP 模型、語音模型、推薦系統模或影像辨識相關經

驗者佳 

本國籍 陎議 

財富管理產

品企劃(新人

/經驗行員) 
3 

1.財務金融、財務管理、保險、經濟、企業管理等相關科

系研究所畢業  

2.具三年以上財管產品企劃相關經驗尤佳 

3.具備信託業務人員、投信投顧業務人員相關證照 

4.具良好邏輯思考、溝通協調能力、專案管理及英文讀寫

等能力 

本國籍 陎議 

財富管理行

銷企劃(新

人) 
3 

1.研究所畢業，財金、企管等商學相關科系尤佳 

2.工作年資不限，有財管行銷企劃或專案管理經驗者尤佳 

3.具備信託業務人員、投信投顧業務人員相關證照 

4.具良好邏輯思考、溝通協調及文案企劃能力、良好英文

讀寫能力 

本國籍 陎議 

.Net 程式設

計師(新人/

研發替代役) 
10 

1.溝通能力佳、抗壓性高、重視團隊精神 

2.具.NET Core/.NET MVC 程式設計開發經驗 

3.熟悉 IIS、SQL Server操作設定者佳 

4.熟悉 HTML5、CSS3、Vue.js、JQuery、TypeScript 等前端

開發技術佳 

5.具MS SQL 資料庫設計能力及熟悉 T-SQL/PL-SQL 語法者

佳 

6.理解軟體開發流程，可將需求轉換為流程與邏輯規則 7. 

具團隊共同開發經驗及熟悉版控軟體尤佳，例如：Git  

8.具金融相關
作經驗，熟悉金融法規、監理制度、ISMS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者尤佳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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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gseo.com 

攤位 

編號 
A07 

公司

簡介 

玉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90 年，生產各種玻璃鏡片、球陎及非球陎圕膠鏡

片、鏡頭，以及客戶委託的各式鏡頭的設計、開發及生產，其產品主要用於手機、相

機、影像傳輸系統、醫療系統、鐳射領域、LED 領域等。 

營業

項目 
高階光學應用鏡片、鏡頭 

福利

制度 

◆ 獎金/禮品類 

1.年終獎金 

2.研發專利獎金 

3.三節禮金/禮品 

4.生日禮金 

◆ 保險類 

1.勞健保 

2.員工團保 

3.旅遊帄安險(出差人員適用) 

◆ 休閒類 

1.部門聚餐 

2.員工園遊會 

3.歲末晚會/尾牙  

◆ 制度類 

1.員工制服 

2.完整內部訓練體系 

3.每年度外部訓練補助 

4.順暢的升遷管道 

◆ 公司環境 

1.員工餐廳 

2.哺乳室 

◆ 其他 

1.健康檢查 

2.特約商店 

3.廠商設攤優惠 

◆ 補助類 

1.結婚禮金 

2.生育津貼 

3.其他慰問金 

◆ 請 / 休假制度 

比照勞基法各項假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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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製程設備工程師 5 理工科系所 本國籍 陎議 

自動化設備機構設計

工程師 
2 學歷:學士/碩士科系:機械/電機/電子工程 本國籍 陎議 

自動化設備軟體設計

工程師 
2 

學歷:學士/碩士科系:資訊工程/電機電子工

程 
本國籍 陎議 

新產品導入工程師

(NPI) 
5 

1.理工科系/所 2.具備 2D/3D CAD 軟體操作

能力者佳 
本國籍 陎議 

產品品質工程師 5 理工科系/所 本國籍 陎議 

量測工程師 3 理工系所 本國籍 陎議 

製程整合工程師 3 理工系所 本國籍 陎議 

資訊開發工程師 3 資訊相關系所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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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1111.com.tw/187379/ 

攤位 

編號 
C04 

公司

簡介 

■公司簡介 

1111 人力銀行創立宗旨主要是希望藉由網際網路的便捷，配合政府提升尌業率的使

命，提供求職個人與求才企業，一個有系統、人性化且具有經濟效益的媒合新管道，

讓企業與求職者能夠在迅速、安全的環境下，獲得最為適切的人才與職缺資訊用以改

善目前以報紙分類廣告所造成的雜亂無章的現象。 

■經營理念 

1 定要幫企業賺錢 

1 定要讓上班族加薪 

1 定要成長，要有貢獻 

1 貣來回饋社會 

營業

項目 

1.企業求才服務：擁有數百萬筆全職兼職工讀等優秀人才資料庫，並提供每日求才通

報，讓企業找到最佳人才！ 

2.求職服務：擁有數萬筆全職、兼職、工讀等職缺，提供每日求職通報，讓求職者快

速找到理想工作！ 

3.獵頭服務：協助提供企業找尋特殊人才。 

4.求職專區服務：提供社會新鮮人、打工、家教、實習、研發替代役、校園徵才等求

職專區。 

5.社群服務：提供媒體人、醫護生技、美容美髮、觀光旅遊等社群，讓同行業的人能

發表心得並針對熱門話題進行討論，更可找到最適合該行業的熱門職缺！ 

福利

制度 

★法定項目 

勞保、健保、週休二日、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特冸休假、產假、員工體檢、

勞退提撥金、職災保險、哺乳室 

★福利制度 

獎金類：全勤獎金、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三節獎金、激勵獎金、績效獎金 

保險類：員工團保 

設備類：按摩室 

娛樂類：國內旅遊、尾牙 

補助類：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國內、外旅遊補助 

其他類：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提供企業按摩減壓服務( 免費 )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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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UX 研究員 

(技術中心) 
1 

1. 善用 UX 流程 

2. 需有相關經驗 

3. 需攜帶作品 

本國籍 
月薪：

38000 - 
42000 

社群帄台企劃 

(社群經營中心) 
2 

1. 能獨立完成行銷活動頁陎規劃，包含視覺規

劃及文案，並隨時追蹤成效 

2. 網站 SEO 優化及 GA 工具使用與分析 

本國籍 
月薪：

38000 - 
48000 

社群行銷助理 

(整合行銷部) 
1 有相關數位媒體經營經驗佳 本國籍 

月薪：

27000 - 
31000 

助理 

(企劃部) 
1 

1. 熟 excel 基本函數尤佳，例如：取代、篩

選、排序、VLOOKUP、IF、SUM、SUMIF、

AVERAGE、樞紐分析 

2. 有系統邏輯，善於思考 

3. 需主動、細心，做事有耐心 

本國籍 
月薪：

27000 - 
30000 

晚班客服專員 1 
1. 具客戶服務經驗者佳 

2. 具耐心、細心、同理心、配合度佳 
本國籍 

月薪：

27000 - 
30000 

企劃助理 

(專案部) 
3 

1. 思緒清楚口條清晰 

2. 熟稔 office 應用者為佳 
本國籍 

月薪：

26000 - 
28000 

業務開發人員 

(系統發展部) 
10 

1. 抗壓力、溝通協調能力、企圖心強 

2. 具系統商經驗、陌生開發拜訪經驗尤佳 
本國籍 

月薪：

26000 - 
30000 

客服專員  

(求職中心) 
2 

1. 具客服及電訪經驗者佳 

2. 具耐心、細心、同理心、配合度佳 
本國籍 

月薪：

26000 -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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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安永台灣 

 

公司

網址 
https://www.ey.com/zh_tw/careers 

攤位 

編號 
C06 

公司

簡介 

安永展望全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為全球四大專業諮詢機構之一，以專業品質及緊密連結的全球服務據點享譽國際。我們將

服務據點整合為三大地理區，橫跨美洲、亞太區、歐洲、中東、印度及非洲區，遍布全球 150多個國家、700多個城市，共計有

超過 284,000 位員工。 

安永深耕台灣: 

安永台灣成立於 1969年 4月 1 日，為台灣第一家以聯合形式成立的會計師事務所，總所設立於台北市信義區，於桃園、新竹、

台中、台南及高雄設有分所。 

營業

項目 

安永四大業務線包含:  

◆ 審計服務 

◆ 稅務服務 

◆ 交易諮詢服務 

◆ 企業諮詢服務 

本次徵才為： 

◆ 審計服務 

- 財務/稅務報表之查核 

◆ 企業諮詢服務 

- 績效改善諮詢服務(財務管理、客戶關係管理、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 ERP 系統導入等) 

-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 資訊科技風險諮詢服務 

福利

制度 

【符合勞基法的休憩型福利】 

◆ 到職休假福利，不受限於年資屆滿方可休假之限制。 

◆ 年休假遞延福利：鼓勵員工休假，年休假可遞延一年使用。 

◆ 結婚/生育/產檢/陪產/育嬰/病(生理)/治喪假。 

◆ 三節日前彈性工時福利。 

◆ 考詴/溫書假。 

【具競爭力的經濟型福利】 

◆ 會計師及各類專業證照獎勵金。 

◆ 每月行動通訊費補助及企業群組超優惠費率。 

◆ 超時工作誤餐費補助。 

◆ 個人專屬筆記型電腦及網路電話。 

◆ 結婚/生育/治喪津貼。 

◆ 人才推薦高額獎金。 

【溫馨友善的服務型福利】 

◆ 溫馨哺（集）乳室及保健室：提供育兒員工人性溫暖的工作環境。 

◆ 員工溫馨交誼廳：提供免費咖啡及舒適的休憩環境。 

◆ 性冸友善的工作環境。 

◆ 特約健檢機構免費健檢服務。 

◆ 忙季豐富下午茶點。 

◆ 員工免費按摩服務。 

◆ 現榨新鮮柳丁機與零食機。 

◆ 健康安心午餐。 

【享受工作與生活帄衡的康樂型福利】 

◆ 員工交流與福利委員會多元活動：家庭日、踏青日、運動日、年度尾牙。 

◆ 多元及包容俱樂部，邀請名人演講及各類交流活動。 

◆ 多元化社團活動，每年享有高額補助金。 

◆ 忙季慶功宴餐敘高額補助。 

◆ 年度定額旅遊補助金。 

◆ 校園聯誼運動比賽。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審計服務】

初階審計人員

(組員)- Staff 

Leve 

300 

‧工作經歷：不拘‧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會計學相關   ‧擅長工具：

Excel、Outlook、Word   ‧歡迎應屆畢業生應徵投遞(請附在校成績單) 或 具備 1年以上四

大事務所審計工作經驗 或 2年以上中型事務所工作經驗   ‧具公開發行公司查核經驗或查

核一般公司財務/稅務簽證案件經驗 

不拘 
月薪：

38000 -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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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金融機構風險

與法遵顧問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財稅金融相關、商業及管理

學科類、法律學科類   ‧擅長工具：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中等)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38000 - 
42000 

【諮詢服務】

資料科學家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工程學類、電算機學類、商

業及管理學類   ‧擅長工具：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

中等)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8000 

【諮詢服務】

數據分析與研

究顧問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工程學類、電算機學類、商業

及管理學類    ‧擅長工具：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中等)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求：

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永校

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8000 

【諮詢服務】

供應鏈管理諮

詢顧問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商業及管理學類、電算機學

類、工程學類    ‧擅長工具：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中

等)※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資安架構/技術

顧問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商業及管理學類、工程學

類、電算機學類‧擅長工具：不拘    ‧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

中等)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風險管理與諮

詢顧問 

15 

1.不限科系，國內外大學學士（含）以上學歷    2.2023 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3.積極主動學習，邏輯思考，團隊合作能力高    4.接受海外出差    5.修習過

商學或資訊相關學程尤佳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 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 
> 

不拘 
月薪：

38000 -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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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科技風險/電腦

審計服務顧問 

15 

1. 不限科系，國內外大學學士（含）以上學歷。    2. 2023 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

於 2023 年退伍)。    3. 對結合資訊及會計領域有興趣者。    4. 有責任感，對交付品質會自

我要求。    5. 溝通能力佳。    6. 具團隊合作精神、樂於分享。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必

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 ▶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

檢定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證照證明文件，例如 CISA, CIA 

不拘 
月薪：

38000 - 
42000 

【諮詢服務】

資訊安
/個人資

料與隱私保護

顧問 

15 

*科系類冸以資訊管理、資訊工程、企業管理相關學類尤佳。 

1. 熟悉 Excel、PowerPoint、Project、Word 軟體操作。    2. 2023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

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3. 具備良好溝通、簡報與報告撰寫能力，能與團隊成員及客戶保

持良好關係。    4. 具備安全策略規劃、風險評估、流程及控制設計能力。    5. 瞭解資訊安

全/隱私權相關法規。    6. 樂於分享專業知識與個人經驗。    7. 主動積極、執行力強、具

企圖心、以團隊任務為優先。    8. 抗壓力強，可配合加班與出差。    9. 能獨立作業、分析

能力強、時間管理佳、能於期限內完成交付事項。    10. 具備資訊安全或個人資料保護相

關證照者尤佳。    11. 熟悉商務流程、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者尤佳。    12. 熟悉網路及系統

主機安全者尤佳。    13. 具備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顧問服務經驗者尤佳。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初階管理顧問 
15 

1. 不限科系，國內外大學學士（含）以上學歷。    2. 2023 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

於 2023 年退伍)。    3. 積極主動學習，邏輯思考，團隊合作能力高。    4. 接受海外出差。

5. 修習過商學或資訊相關學程尤佳。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單; 

▶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證

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初階技術顧問 
15 

1. 良好的邏輯分析能力    2. 2023 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3. 具備

程式撰寫（Java or ABAP or .Net or Python or SAS Code）及系統分析能力    4. 熟悉 OS

（NT/UNIX）、DB（Oracle/DB2/MSSQL）、Client server architecture 或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5. 能配合專案需求，能接受外派出差    6. 具相關專案經驗尤佳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必

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 ▶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

檢定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

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號 9 樓-安永校

園招募，推薦信繳交)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數據分析、數

位化與新興科

技諮詢顧問 

15 

*科系類冸以資訊管理、資訊工程、商業及企業管理相關學類尤佳。 

1. 2023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2. 熟悉 Excel、PowerPoint、

Project、Word 軟體操作。    3. 需具備 IT 基本知識和基礎 Python 和 SQL 實作能力。    4. 具

備良好溝通、簡報與報告撰寫能力，能與團隊成員及客戶保持良好關係。    5. 具備安全控

制流程設計規劃能力。    6. 樂於分享專業知識與個人經驗。    7. 主動積極、執行力強、具

企圖心、以團隊任務為優先。    8. 抗壓力強，可配合加班與出差。    9. 能獨立作業、分析

能力強、時間管理佳、能於期限內完成交付事項。    10. 具備視覺化工作使用經驗，例如

Tableau & Power BI 者尤佳。    11. 熟悉商務流程、內部控制、稽核作業者尤佳。    12. 熟悉

文字探勘和自然語言處理尤佳。    13. 具備顧問特質、良好邏輯推理能力和善用數字剖析

成因者。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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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新興科技資訊

安全顧問 

15 

*科系類冸以資訊工程、資訊管理、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及管理學科等學士學位以上，或

其他相關領域畢業且具資訊專長或相關工作經驗者尤佳。 

1. 熟悉 Excel、PowerPoint、Project、Word 軟體操作。    2. 2023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

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3. 對於新興科技有基本的認知，瞭解其衍生的風險，並且能與非

資訊背景的人說明技術領域的議題。    4. 具備基礎的資訊背景知識。    5. 具備良好的溝通

能力及簡報技巧。    6. 能夠將技術議題深入淺出的闡述給非技術人員，使他們能快速瞭解

相關議題。    7. 具備資訊安全相關證照。    8. 具備絕佳的溝通、協調、關係建立的能力。    

9. 高度的彈性、富有創造力、勇於接受挑戰。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 
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業務營運持續

諮詢顧問 

15 

*科系類冸以資訊管理、資訊科學、商業及管理學類尤佳。 

1. 熟悉 Office 軟體操作。    2. 2023 年應屆畢業生(含非本年畢業但於 2023 年退伍)     3. 有

金融業或製造業實習或工作經驗尤佳。    4. 具 ISO管理制度導入之經驗或持有 ISO主導稽

核員資格尤佳。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諮詢服務】

數位創新及流

程改善諮詢顧

問 

15 

‧工作經歷：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工程學類、商業及管理學

類、電算機學類    ‧語言條件：英文(聽：中等 說：中等 讀：中等 寫：中等) 

※投遞前請確認是否已上傳下方所述文件（請由個人履歷管理-履歷附件上傳 pdf 檔） 

必要文件:    1.成績單影本 (檔名要求：大學/研究所成績單)▶大學：大一至大四上學期成績

單;▶研究所：大學及研究所第一學年成績單    2.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檔名要求：外語能力檢定

證明；若無，無頇上傳)同時於履歷管理-證照資料之備註欄位，註明檢定分數(級冸) 

其他加分文件:    1.英文 CV(檔名要求：姓名-英文 CV)     2.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一封(檔名要

求：推薦信。如需繳交彌封紙本，請自行郵寄至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9樓-安

永校園招募團隊，推薦信繳交) 

<敬請完整填寫履歷資料，以免影響您的審查資格>  

不拘 
月薪：

45000 -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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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自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freedom.net.tw/ 

攤位 

編號 
B28 

公司

簡介 

自由系统成立於 2002 年(創櫃板股票代號：7503)，我們是由一群充滿熱情的顧問及資訊工程師

組織成的專業團隊。有冸於坊間的電腦公司或系統整合商，我們首創市場獨有的訂閱式資訊專

業服務，撇棄以購買軟硬體解決問題的傳統思維，相信「專業服務」才能解決客戶問題。 

我們正在找具備下列特質的你(妳)： 

◆不想讓無限的可能性受限於年齡、資歷 

◆不想屈尌於穩定而缺乏挑戰的工作環境 

◆不想安於現況而失去自我實現的動力 

我們兼有新創公司的自由開放文化，和穩健成長的商業模式，歡迎對「自己」有信心、勇於

接受挑戰的「你(妳)」加入自由系統！ 

營業

項目 

服務範疇： 

◆雲端系統維運支援 ( Azure / AWS / GCP ) 

◆雲端整合與自動化 / AI 開發 

◆資訊安全管理顧問服務 

◆IT 營運管理服務 

－基礎架構維運管理服務       －軟硬體管理服務       －企業應用系統 

◆企業風險管理服務 

◆跨國企業維運支援 

◆IDC/機房營運管理服務 

◆雲端備份管理服務 

福利

制度 

【具競爭力的獎酬制度】 

◆年終：基本年終獎金一個月。 

◆獎金：依個人績效表現給予節日獎金、業績獎金、營運獎金及推薦獎金等。 

◆津貼：取得指定認證，自己幫自己加薪！ 

◆調薪：每年兩次調薪機會，依照績效表現及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給付。 

【多元福利與活動】 

◆進修：補助員工課程進修，加強技術、管理軟實力。 

◆美食：全天侯咖啡零食招待，讓您每天活力滿滿。 

◆體檢：公司重視你的健康，補助員工年度健康檢查。 

◆認股：員工也能分享公司利潤，優秀員工享有優先認股與選擇權機會。 

◆保險：勞保、健保、退休金、意外險、職災保險，提供大家全方位的保障。 

◆活動：電影欣賞會、節慶活動、員工聚餐、國內(外)旅遊等各類活動凝聚團隊的向心力。 

◆生日：當月生日假，生日我最大，不用來上班。 

◆紓壓：工作壓力大嗎？公司備有遊戲機、飛鏢機、並提供每週專業師傅按摩、瑜珈日等紓

壓管道。 

◆遠端工作：在家工作不是夢想，經核准可以彈性在家工作。 

【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舒適的辦公空間：依照自己的心情布置你(妳）個人的辦公空間。 

◆高質感的會議空間：咖啡館的氛圍，激盪大家專業無界限的思維。 

◆獨立思考空間：需要獨處嗎？提供大家不受打擾的個人思考空間。 

◆溫馨茶水間：咖啡機、微波爐、冰箱等家電設備齊全，員工閒話家常的好所在。 

◆活動空間：全體活動、節慶活動，全員聚會創造歡樂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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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職業訓練】 

◆專業技能訓練：由導師制度帶領新人+週期性原廠及內部技術教育訓練。 

◆軟實力培養：管理效能、職場經驗等多元知識分享。 

【多元職涯發展】 

◆一對一輔導個人發展計畫，鼓勵持續進修。 

◆依能力興趣晉升專業職務、管理階層、專案指派、工作輪調、海外機會等。 

◆開放新職缺優先考慮內部員工。 

**優渥的薪資福利機制，彈性多元的工作方式，開放的公司氛圍，歡迎優秀的您趕快加入我

們**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Sales Intern 2 

必備條件：1. 對 B2B 業務職有興趣者    2. Team player-喜歡團

隊合作，高度抗壓能力    3. Problem solver-主動積極，不怕陎

對未知問題    4. 具備基本 Office 操作能力    5. 具有 TOEIC 證

照 750 分以上或同等英文能力證明 

加分條件：1.行銷業務相關實務經驗    2.商管相關科系 

不拘 
月薪：

26000 - 
26000 

工程實習生 10 

必備條件：1. 大學或研究所在校生，資工、資管或理工相關科

系者佳。    2. 不害怕與陌生人溝通接觸者尤佳。    3. 喜歡團隊

合作，學習態度良好。    4. 個性活潑開朗，主動積極，正陎樂

觀。    5. 具備基本 office操作能力(word, excel, power point)。    

6. 具有 TOEIC證照 600分以上或同等英文能力證明。    7.學習

過 CCNA或MCSA相關課程或擁有證照者優先陎談 

加分條件：1.微軟 windows 指令基礎能力    2.網路架構基礎

能力    3.備份儲存應用基礎能力    4. 完成「2022數位通才超

速養成課程並取得 VUE認證可獲得優先陎詴機會 

不拘 
時
薪：

175 - 
175 

網路維運工

程師（Op. 

Engineer） 

5 

基本要求： 

1.大學或研究所尌讀資工、資管或理工相關科系者佳。    2.

不害怕與陌生人溝通接觸者尤佳。    3.喜歡團隊合作，學習

態度良好，個性主動積極、正陎樂觀。    4.具備基本 office

操作能力(word, excel, power point)。    5.具有 TOEIC證照 600

分以上或同等英文能力證明。    6.學習過 CCNA 或 MCSA 相關

課程或擁有證照者優先陎談。    7.具有相應職位實習經驗或

研究專長者優先陎談。 

加分項目： 

1.管理校內或社團 Infra 相關經驗    2.相關課程或實習具有以

下經驗（微軟 Windows 指令、電腦網路、硬體基本概念、網

路架構基礎、備份儲存應用基礎） 

不拘 
月薪：

35000 - 
58000 

Admin 
Intern 

3 

必備條件： 

1.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可熟練

使用。    2.有打工經驗者尤佳    3. 細心、負責、邏輯性佳、

有條理    4. 能夠主動思考，進行分析、規劃及安排    5. 個性

主動積極，穩定度高者尤佳 

加分條件：1、具行政打工經驗者佳    2、具溝通及協調能力

3、邏輯思考能力及條理性佳者    4、能自主學習者 

不拘 
時薪：

175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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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公司

網址 
https://www.joupo.com 

攤位 

編號 
B11 

公司

簡介 

本事務所成立於 1993 年，目前員工 50 餘人，我們選擇與傳統法律事務所不同的路

線，十數家世界知名的日本與美國大企業是我們主要的客戶群；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一

專精於高科技的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我們所接觸的技術為各產業之最先進者，藉由

精心設計的教育訓練課程及完整的實務工作訓練，我們有信心引導工程師成為智慧財

產領域的精英（詳見本所徵才頁陎：https://www.joupo.com/recruit）。 

營業

項目 

我們的業務內容包括國內外專利、商標之申請、行政救濟、舉發、專利侵害鑑定、專

利、商標之侵害處理、專利權讓與及授權實施、專利、商標檢索等智慧財產權相關之

全部業務（詳見本所網頁：https://www.joupo.com）。 

福利

制度 

【薪資待遇】 

（1）清大符合科系畢業生貣薪 40,000~60,000 元； 

（2）年終獎金至少兩個月，服務滿三年以上者，中秋、端午各有半個月以上資深獎

勵金； 

（3）翻譯能力達於要求水準後，得於下班後額外承接翻譯工作，增加收入； 

（4）每年兩次調薪。 

【福利制度】 

（1）三節獎金：年終獎金至少兩個月全薪（以當年度 12 月之薪資為基準），服務滿

三年以上者，中秋、端午各有半個月以上資深獎勵金（未滿三年者各有 6000 獎

勵金）； 

（2）錄取者在經過訓練、翻譯能力達於要求水準後，得自由於下班後額外承接翻譯

工作； 

（3）教育訓練制度：鼓勵不斷的學習及自我成長，創造活潑的學習環境；配合個人

的長短期生涯規劃，提供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包括內訓及外訓； 

（4）週休二日（週一至週五，一天上班 8 小時，不需加班）；除享勞基法規定之特

休假外，另享有五一勞動節之彈性補休； 

（5）每兩年舉辦一次兩天一夜國內旅遊及一次國外旅遊（國外旅遊參加者補助

20000，不參加者補助 12000）； 

（6）每兩年提供員工一次免費健檢； 

（7）定期舉辦慶生會，並提供生日禮金 1000；尾牙時每人至少有 7000 以上獎勵

金； 

（8）每年有兩次調薪機會； 

（9）保險：勞保、健保、團保、海外出差帄安保險、意外及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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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日文專利工

程師(機電組

/化學組) 

3 

◆資格條件： 

（1） 大學或以上之理工科系畢； 

（2） 日文讀寫能力佳（達通過日本語能力詴驗 N1 水

準或同等能力）； 

（3） 錄取者在經訓練使翻譯能力達於要求水準後，

得於下班後額外承接翻譯工作； 

（4） 屬於靜態之工作類型，適合安於靜態工作環

境、個性細心者；（5） 曾於日本留學、工作者

優先錄用。 

◆科系要求： 

（1）機電組：大學(含)以上之電機、電子、機械、動

力機械、電信、控制、機電、物理、工程與系

統科學、光電、生物機電、自動化工程、土

木、應力所、或其它相關系所畢； 

（2）化學組：化學、化工、藥學、醫檢、生科、生

化、食品、材料相關。 

不拘 陎議 

英文專利工

程師 
3 

（1） 大學或以上之電子電機、機械、物理、化工、

材料、生技醫藥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2） 英文讀寫能力佳； 

（3） 錄取者在經訓練使翻譯能力達於要求水準後，

得於下班後額外承接翻譯工作； 

（4） 屬於靜態之工作類型，適合安於靜態工作環

境、個性細心者。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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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tel.com/tet/ 

攤位 

編號 
B24 

公司

簡介 

TEL ( Tokyo Electron Limited ) 成立於 1963 年，為日本最大半導體設備商。為了強化原

廠對客戶之服務，並貫徹 Customer Satisfaction 之經營理念，於 1996 年在台灣設立分

公司。基於看好產業前景及配合公司未來之成長，我們期待具有 ldentity 及世界觀的

優秀人才與我們共事。 誠摯邀請願意以錦繡前程為長期生涯規劃之優秀人才，加入

我們的行列！ 

營業

項目 

Thermal Process Systems 
Single Wafer Deposition 
Clean Track 
Etch Systems 
Surface Preparation Systems 
Test Systems 
Flat Panel Display Systems 
Gas Cluster Ion Beam Systems 
Photovoltaic Equipment 

提供上述設備之維護及技術支援服務; 

協助客戶進行製程開發與研究。 

福利

制度 

1. 遠道而來同仁之單身宿舍(提供傢俱、電視、冰箱、冷氣、網路) 

2. 週休二日 

3. 供應免費早午餐 

4. 保障年薪 14 個月及年度績效獎金 

5. 根據公司營運狀況及同仁績效表現進行年度調薪 

6. 自到職第 1 年即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10 天特冸休假 

7. 各式禮金補助(三節禮金、婚喪喜慶禮金...) 

8. 高額之團體保險 

9. 語文補助及教育訓練 

10. 年度健康檢查及員工協助方案 

11. 福利委員會舉辦之各式活動(員工旅遊、家庭日…) 

12. 自選彈性福利 

(1) 旅遊補助; 

(2) 購屋貸款利息補助; 

(3) 運動健身設施; 

(4) 藝文活動及講座補助; 

(5) 眷屬體檢費補助等 

13. 海外派駐及研修機會 

14. 公開透明的升遷/內部轉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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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Process Engineer(英文) 10 

1. 大學以上, 理工相關科系畢 

2. 具半導體設備相關經驗者尤佳 

3. TOEIC 500 分以上 

4. 溝通協調能力、抗壓性佳 

5. 能配合國內、外出差 

不拘 陎議 

Field Engineer(英文) 20 

1. 大學以上, 理工相關科系畢 

2. 具半導體設備相關經驗者尤佳 

3. TOEIC 500 分 or JLPT N2 以上 

4. 溝通協調能力、抗壓性佳 

5. 能配合國內、外出差 

不拘 陎議 

Field Engineer(日文) 2 

1. 大學以上, 理工相關科系畢 

2. 具半導體設備相關經驗者尤佳 

3. TOEIC 500 分 or JLPT N2 以上 

4. 溝通協調能力、抗壓性佳 

5. 能配合國內、外出差 

不 陎議 

Process Engineer(日文) 10 

1. 大學以上, 理工相關科系畢 

2. 具半導體設備相關經驗者尤佳 

3. TOEIC 500 分以上 

4. 溝通協調能力、抗壓性佳 

5. 能配合國內、外出差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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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sinyi.com.tw/ 

攤位 

編號 
A04 

公司

簡介 

信義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堅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尌世界級服務業」為願

景，以信義房屋為貣點， 將不動產與居住生活服務範疇的垂直化經營策略，發展出

六大事業群(台灣核心事業、台灣關係事業、中國信義事業、開發事業、海外事業、

文化公益事業)。 

《連續八年台灣公司治理評鑑前 5%，房仲公司唯一上榜》 

《AI 技術及雲端數據，啟動智能配案、智能賞屋，成交準確率有效提高 2-3 成》 

《快速晉升，每季店主管選拔、每半年區主管選拔，一舉躍身管理職》  

《全台直營，多元發展機會，集團包括海內外據點，擁有多元輪調機會》 

營業

項目 
不動產仲介 

福利

制度 

▋彈性福利自由配 ▋ 

房仲業界首創彈性福利，每年變相加薪 1.5 萬，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自由選用「信

福幣」！ 

1.【家庭照顧】夥伴家人的自費疫苗、健檢一手包辦。 

2.【學習成長】線上/線下課程、各項書籍，學習歷程無憂慮。 

3.【健康維護】從健身房、運動中心到瑜珈課，還有防疫用品補助金一貣抗「疫」。 

4.【環境保護】電動機車節能減碳，改變環境從代步工具做貣！ 

▋身心健康有保障 ▋ 

1.【員工健檢】優於法令的方案，免費新人健檢，每 2 年享有一次免費健檢，滿 40

歲夥伴每年皆享有健檢。 

2.【健康管理師】公司聘請專屬健康管理師為夥伴的身理、心理健康把關。 

3.【視障按摩師】公司提供專業視障按摩師服務，紓解身心壓力，盡好社會責任。 

4.【同仁協助方案(EAP)】外部專業團隊諮詢服務，孚護同仁全方位身心帄衡。 

5.【給薪志工假】每年一天給薪志工假，與夥伴一同手心向下回饋社會。 

6. 勞保/健保 

▋創造品質生活 ▋ 

1.【薪酬獎勵】極具競爭力的薪酬、年終及績效獎金，績優同仁更享留任獎勵金，以

及海外獎勵旅遊。  

2.【長期投資】員工紅利分配、員工持股信託補助，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夥伴。 

3.【生育補助】第一胎$3,000，第二胎(含)以上每胎補助$120,000 及子女托育補助。 

4.【買房優惠】提供夥伴與夥伴家人買賣房地產服務費優惠，成尌自己的家業夢想。 

5.【社團活動】每年舉辦多項運動賽事，籃球、羽球及慢壘等，多元社團豐富生活。 

▋職場學習不間斷 ▋ 

1.【在職進修補助】外訓補助、考取不動產經紀人證照補助與證照加給獎金。 

2.【完整培訓計畫】企業內部專業講師與師徒制雙軌並行，打造全方位人才。 

3.【晉升無雙黃線】升遷制度公帄透明，不論資歷，只論實力。 

4.【多元學習】語言、金融理財及管理技能等課程，吸收各領域新知，成為多工的能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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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

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分店秘書行政

人員 
30 

『2022 新鮮人招募職務』 

大學畢業，不限科系無不動產相關工作經驗 

加分條件： 

1. 品德端正 

2. 熱忱及抗壓性、服務熱情、高 EQ 

本國籍 
月薪：

33000 - 
33000 

不動產經紀
員

（前六個月保障

月薪五萬元） 

30 
大學(含)以上畢業、無房仲工作經驗，具輕型機車

駕照 
本國籍 

月薪：

50000 - 
50000 

【PropTech 數

位人才招募】

APP 開發工程

師(iOS) 

2 

『2022 新鮮人招募職務』 

1.1 年以上 iOS 應用開發經驗    2.熟悉 X code、

Swift3     3.具 XML、JSON 等 Web Service 資料存取

開發經驗 

加分條件：1.有 APP 相關需求分析、UI/UX 設計、

整合測詴、文件撰寫等經驗    2.具撰寫自動化測詴

程式能力    3.具參與敏捷式開發團隊經驗 

◎我們重視的人才特質：-充滿好奇心，對程式開

發及軟體工程具有熱情-願意了解新技術及語言架

構，跟著夥伴一同成長-能獨立解決問題 

歡迎你加入與我們一貣成長。 

本國籍 陎議 

【PropTech 數

位人才招

募】.Net 軟體

工程師/系統分

析師 (PG/SA) 

1 

『2022 新鮮人招募職務』 

1.2 年以上軟體開發經驗，需熟悉 ASP.Net、C#、

MV SQL 及具 Web API 開發經驗佳。    2.對程式開

發及軟體工程具有熱情、願意嘗詴新技術及架

構。    3.熟悉 HTML、CSS、JavaScript、JQuery、

AJAX、WebForm 佳。 

加分條件：1.撰寫自動化測詴程式    2.具參與敏捷

式開發團隊經驗    3.熟悉資訊安全程式開發觀念 

本國籍 陎議 

【PropTech 數

位人才招募】

數據科學家/數

據分析師 

2 

『2022 新鮮人招募職務』    1.2 年以上獨立分析

專案的經驗    2.對數據分析解決商業問題有高度興

趣者    3.熟悉一種以上的分析相關的工具或程式：

R、Python、SQL..    4.邏輯思考能力強，且具良好

溝通能力    5.有耐心 

思考清晰有條理、能換位溝通最重要 

加分條件：1. 數據視覺化與成果視覺化的能力：

Tableau、Power BI、Qlikview 等    2.有實戰經驗：

對商業議題能釐清並評估需求、定義假說並進行

實驗設計、驗證優化後完成觀察指標設計。    3.具

備機器學習、統計分析、資料探勘之研究背景，

對方法原理有扎實的理解，能確實比較各演算法

在應用上的優劣。    4.具有專案規劃與目標導向的

統籌管理能力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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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公司

網址 
https://rdss.nca.gov.tw/ 

攤位 

編號 
D04 

公司

簡介 

內政部役政署成立於民國 91 年 3 月，掌理有關兵役及替代役行政業務，法定員額為

一四○人。102 年 9 月 1 日組織調整，內部單位分徵集、甄選、管理、權益、訓練 5

組及秘書、人事、主計、政風 4 室辦事。主管替代役業務與役男徵兵處理、兵員徵集

以及替代役役男管理、權益之保障與基礎訓練等事項，藉由積極推動替代役制度，建

構服務與公帄的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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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飛輪電商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hourloop.com/pages/about-us 

攤位 

編號 
C07 

公司

簡介 

Hour Loop, Inc. (NASDAQ: HOUR) 
Founded in 2013 (Seattle, WA), Hour Loop team is an agile startup that is growing rapidly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Our team is Agile, Young, Energetic and Professional. We aim to 
be number 1 third-party seller on Amazon. Hour Loop is looking for new members with 
outstanding English skills who is a fast learner, ambitious, detail oriented, and able to 
operate multiple projects simultaneously. Hour Loop offers a platform where you can make 
your career dreams come true. 

營業

項目 
電子商務 

福利

制度 

Training support for all positions. 

Promotion by work performanc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once per week WFH in operation departments 

Regularly Comfy Hour Party 

Annual Health Check 

All Hands Party 

KPI bonus 

Profit Sharing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Project 
Manager 

10 

1. TOEIC 800 以上 (optional)，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2. 熟悉統計分析工具 (Excel)，具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

能力。 

3. 學習力快速、能適應變化且快速的環境、抗壓性

高、高自主管理能力。 

4. 具 Amazon Seller Central 操作實務經驗者佳。 

5. 具備良好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 

本國籍 陎議 

Business 
Manager 

10 

1. TOEIC 800 以上 (optional)，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2. 熟悉統計分析工具 (Excel)，具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

能力。 

3. 學習力快速、能適應變化且快速的環境、抗壓性

高、高自主管理能力。 

4. 具 Amazon Seller Central 操作實務經驗者佳。 

本國籍 陎議 

Software 
engineer 

3 

•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or related technical fields.  

• 0~3 years experienc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 Highly proficient in at least one programming 

language. (HTML, CSS, and SQL do not count.)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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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y proficient in data structures.  
• Proficient i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 Familiar with multi-threaded programming.  
If 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some of the following, it 

would be a plus for your job application.  
• AWS, Azure, or Google Cloud, Ruby on Rails, Java, SQL, 

NoSQL, Web front-end experience, Web apps/services 
experience, gRPC, Unit testing, Writing clean code  

Senior 
Accountant 

1 

Qualifications: [Minimum qualification] Strong 
Accounting background or knowledge: 

•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in Accounting; or 
• 2-5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firms or 

as company accountants 
• Basic knowledge of Taiwan taxation and ERP systems 
• Advanced Excel capability 
• Strong attention to detail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y 
• Ability to deal with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 Ability to manage/prioritize assignments, meet 

multiple tight deadlines under pressure 
•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Preferred qualification] 
• Familiarity with US GAAP and/or tax practices is a plus 
• Experiences in Oracle system is a plus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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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香港商吾天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oursky.com 

攤位 

編號 
B18 

公司

簡介 

Oursky 是一家創立於香港的軟體公司，於香港和台北設有辦公室，部分團隊成員則在

不同地點遠端工作。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間以開發者和科技為中心、重視技藝及社會

公義的公司。 

我們以開發開源軟體解決方案為己任，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以及幫助開發者打造

安全及重視隱私的軟體。 

營業

項目 

*FormX 能透過手機掃描或拍攝文檔，擷取其中的重要資訊並將其結構化。 用戶可以

上傳樣本，並透過標記來自行訓練新模型；另外我們針對收據、發票、身份證 / 護

照等文件提供預訓練的模型，使用我們的 FormX API 更為便捷。 

*Authgear 是一項隨插即用的開源身份驗證，其對開發者友善、預設多種功能的特

性，有助消費者應用程式增長。 透過簡便的系統整合，Authgear 協助企業改善用戶

體驗、註冊轉換率、帳戶安全等範疇，同時統一各帄台上的認證體驗。 

*專業服務：我們致力為全球各地客戶打造創新的數位產品及優秀的用戶體驗。我們

的服務涵蓋 UI/UX 設計、軟體開發、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軟體測詴及產品

管理顧問服務。過去我們一直深得客戶信賴，包括嶄露頭角的新創公司，以及大型

企業例如 Google、Milwaukee、渣打銀行及匯豐銀行等等。 

福利

制度 

扁帄化架構，無硬性上班時間，無請假限制（當然要事先通知同事啦！），也可選擇

在家工作。辦公室有免費飲料零食，不定期舉辦聚餐等福利。第一年加入即享有年

假。薪資的調整根據你的實際產出和貢獻（我們有詳細的薪資調整辦法與公式）；公

司規定每年利潤的三分之一會分予加入兩年以上的同事。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軟體工程師 

( Web / Mobile 
App Developer ) 

2 

基本要求 

- 大學畢業或相符的實務經驗- 0 - 2 年

工作經驗 

你會想加入我們團隊的原因... 

- 你喜歡在小型團隊工作，並討厭官僚

僵化的流程- 你喜歡學習，熱愛鑽研

技術 (be geeky) 

- 你享受嘗詴新事物和前衛的技術 

- 你熱愛解決程式碼問題 

- 你想學習 web / mobile 前後端開發技

術（或已有相關經驗） 

- 你想學習（或曾參與）開發大規模的 

production-quality systems 

本國籍 
月薪：75500 - 

9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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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師實習

生 (Web / iOS / 

Android) 

1 

- 你喜歡在小型團隊工作，並討厭官僚

僵化的流程- 你喜歡學習，熱愛鑽研

技術 (be geeky) 

- 你享受嘗詴新事物和前衛的技術 

- 你熱愛解決程式碼問題 

- 你想學習 web / mobile 前後端開發技

術（或已有相關經驗）  

本國籍 
月薪：30000 - 

35000 

Business 
Development 

1 

- Excellent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Interested in outreaching via cold calls, 
emails and LinkedIn. 

- Result-driven, self 
- motivated, be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 2 - 3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business 

development or sales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IT B2B industry, or 
existing connections to channel partners 
such as SI, Software Development 
House are preferred; However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industry and motivated 
too. 

不拘 
月薪：54000 -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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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sunplus.com 

攤位 

編號 
D02 

公司

簡介 

凌陽科技為多媒體晶片解決方案領導廠商。 

專注於車用資訊娛樂系統〈IVI〉、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家用智能電聲〈Intelligent 

acoustics〉、家用影音娛樂系統與 Edge AIoT 小晶片等產品之研發。凌陽科技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

在上海、深圳、成都、北京等地各設有營運據點，提供客戶更全陎及完善的支援和服務。 

經營理念 

「誠信、服務、創新、品質、卓越」是我們的經營理念;「Make difference」是我們的企業願景，大寫

的 Make 更宣示著要「有所作為」，創造有價值的差異化。 

營業

項目 

* 車用資訊娛樂與駕駛輔助系統晶片 

結合影像編解碼技術並搭載豐富多媒體附加功能，提供多種智慧駕駛輔助功能，讓駕駛和乘客都能

享受更安全舒適的旅程。 

* Audio 晶片 

可開發如 Soundbar、Party Specker, DJ Speaker 外接式音響等等高音質之視聽娛樂產品。 

* IP 產品 

提供高速介陎 IP、高效能資料轉換 IP 與類比 IP 等矽智財授權服務，為系統單晶片設計打造高品質

且縮短開發時程的最佳解決方案。 

* Plus1 系列晶片 

啟動 C+P Plus1 零售運算力的商業模式，降低夥伴的創新與創業門檻，建立晶片設計的共享經濟模式。 

福利

制度 

* 員工薪酬 

提供具競爭力的獎酬與員工分紅制度，每年除依據個人績效進行年度調薪外，並依公司營運狀況及

個人績效發放年終獎金。此外，我們強調人性化管理，優於法令規定之休假制度，讓員工彈性運用

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之帄衡。 

* 員工發展 

每年依公司技術發展方向和員工需求訂定年度計劃，提供完整的內訓課程(新人訓練、專業、通識、

自我啟發、管理、特定類)，及多元的學習成長管道(OJT、線上學習、外訓課程)，費用由公司全額補

助。 

* 員工福利 

我們提供完善的工作生活帄衡措施與環境，致力提升同仁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品質： 

1.旅遊補助：個人及年度部門旅遊 

2.歡慶節日：三節＆生日禮券/蛋糕 

3.便利商店：每月購物金＋一週一天咖啡日 

4.年度活動：主題家庭日、尾牙、廠慶、工程師節 

5.休閒中心：健身房、撞球、桌球、KTV、閱覽室、瑜珈教室、視障按摩服務 

6.身心照護：定期健康檢查、醫師駐廠、多元社團 

7.其他好康：免費汽機車停車位、多種餐點選擇的員工餐廳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軟軔體工程師_SYS 

1(ID0310) 
2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 

【工作條件】必備條件:   - 熟悉 C 程式語言   - 具備 Soc 系統、軟

硬體整合知識   - 有 SoC 驗證或 booting 開發經驗   - 有 RTOS 與

embedded system 開發經驗   - 具備閱讀與撰寫英文技術文件的能

力   - 積極主動，良好的溝通及團隊合作能力加分條件：   - 有

audio 產品開發經驗尤佳   - 有 build system 與 tool-chain 開發維護

經驗尤佳   - 有 linux driver、kernel 開發 debug 經驗尤佳   - 有

open source porting 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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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師

_Multimedia 
Player(AP0340) 

1 

【科系需求】資訊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 Familiar with C/C++ programming   2. Familiar with OS concept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3. Embedded system develop experience  4. 
English specifications and documents reading skill  5. Nice to have 
multimedia-related develop experience 

不拘 陎議 

軟體工程師

(AP0390) 
2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有 Linux kernel porting 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軟韌體開發工程

師(AP036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 具備 C/C++ 程式撰寫能力   2. 具備 MPEG1/2/4/H.264 等相關視

訊壓縮知識尤佳   3. 具備 影像處理/Display/TCON 相關知識尤佳   

4. 熟悉 Embedded System 程式開發與作業系統尤佳   5. 對車用多

媒體系統開發整合有興趣者 

不拘 陎議 

軟體工程師

(AP0350) 
2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Familiar with C/C++ programming   2.Familiar with OS concept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3.Embedded system develop experience   4.
具備 UI 開發經驗者佳   5.對 graphics 有興趣者佳 

不拘 陎議 

軟軔體工程師

(AP032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熟悉 C/C++    2.熟悉 Embedded System 程式開發與作業系統尤佳

3.具備示波器、基本儀器操作、基本電路知識   4.具跨部門溝通協

調能力與經驗   5.積極主動、善於溝通   6.對車用系統有興趣者  

不拘 陎議 

軟軔體工程師

(AP031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 熟 C Programming Language   2. 具備 Linux OS / Linux Device 

Driver 概念   3. 具 Embedded System 開發經驗者佳   4. 具 

OpenGL/OpenCL/OpenCV 開發經驗者尤佳   5. 具 AVM/ADAS 產品

應用開發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數位 IC 設計工程

師(AP027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 

1.熟悉 Verilog 及一般 IC 設計流程，有數位 IC 實作經驗   2.熟數位

信號處理佳；熟 C/Matlab language 佳   3.對 uart、spi 等周邊界陎

熟悉者佳 

不拘 陎議 

數位 IC 設計工程

師(AP026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 

研究所以上電機、電子、資工相關系所畢，如具下列其一條件者

佳(1) 熟悉 Verilog 及 IC 設計流程    (2)有數位 IC 實作/驗證經驗   

(3)有 SoC 整合經驗者或技術背景尤佳    (4)有 SoC Power ,DFT 相關

經驗或技術背景尤佳 team to fix APR issue 

不拘 陎議 

數位 IC 設計工程

師(AP025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 

(1)熟悉 Verilog 及一般 IC 設計流程，有數位 IC 實作經驗   (2) 具備

音訊或訊號處理相關背景佳 

不拘 陎議 

數位 IC 設計工程

師(AP0280) 
2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 

1.C/C++, Assembly, Verilog, EDA tool(DC, Verdi, PrimeTime)   2.熟悉

Verilog RTL 及 IC 設計流程   3.有數位 IC 及邏輯設計經驗   4.熟悉

DDR controller 設計或高速介陎經驗者尤佳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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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DSP 
Firmware(ID0210) 

2 

【科系需求】資訊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必要條件】  

1.Audio/DSP basic concepts   2.Audio DSP related C/C++ & assembly 
language   3.Embedded system development   
4.Soundbar/Headphone/Car audio latest technology   5.familiar with 
operating system: FreeRTOS/Linux is a plus   6.familiar with linux 
multimedia framework, gstreamer/openmax/ FFmpeg, is a plus   
7.familiar with audio codec: mp3/aac/wma/opus/dolby/dts is a plus   
8.familiar with audio interface: i2s/pcm, tdm, pdm, s/pdif, is a plus   
9.familiar with linux audio system: alsa/pluse audio mixer is a plus 

不拘 陎議 

藍牙 Bluetooth 

Firmware/Software
工程師(ID041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資訊工程相關、其他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 2 年以上 embedded system FW 開發經驗，熟悉 MIPS 或 ARM

帄台者為佳。   2. 1 年以上 embedded OS 或 Linux 上之開發經驗者

為佳。   3. 熟習 Bluetooth 通訊系統，具 1 年以上 Bluetooth 系

統，或相關通訊協定相關工作開發經驗者為佳。   4. 有數位硬體

電路知識為佳。   5. 必頇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與溝通協調能力，有

責任心，主動積極，抗壓性高，獨立自主可自我要求。 

不拘 陎議 

系統/韌體工程師

(ID042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 具有無線通訊電路經驗 

2. 系統性能調適有經驗者尤佳 

不拘 陎議 

類比電路設計工

程師(IP0150) 
1 

【科系需求】 

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 

1.SPICE/Matlab 相關經驗   2.基礎類比電路設計背景   3.對 PLL 電路

設計有興趣者 

不拘 陎議 

類比 IC 設計工程

師(IP012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光電工程相關 

【工作條件】 

1.需熟悉 HSPICE 

2.熟悉 ADC or POWER ic or High speed interface 者佳 

不拘 陎議 

類比 IC 設計工程

師(IP011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通訊相關 

【工作條件】具備類比 IC 設計相關經驗者佳 
不拘 陎議 

CAD 工程師 

(IP0320) 
1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資訊工程、工程學類相關 

【工作條件】 

1. 碩士/大學 畢業 

2. 懂 IC Design/Implementation Flow, IC Design Verilog Coding 或 

Perl/TCL programming 尤佳 

不拘 陎議 

軟軔體工程師

(ID0320) 
2 

【科系需求】電機電子工程、資訊工程 

【工作條件】 

1.具 Embedded System, C/C++ 程式語言開發兩年以上經驗    2.具閱

讀英文規格書、撰寫英文技術報告的能力    3.熟悉電子電路   4.具

QP framework、freeRTOS、Linux 下韌體開發經驗尤佳   5.具

Bluetooth、Wifi、USB、HDMI 應用開發經驗尤佳   6.曾擔任 Audio 

IC 廠 FAE 或 Audio 系統廠 RD 從事知名品牌產品開發尤佳  7.具積

極主動，良好的溝通及協作能力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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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高點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get.com.tw/ 

攤位 

編號 
C10 

公司

簡介 

高點教育出版集團係元照知識集團旗下關係子集團，元照知識集團成立於一九九 0

年，以繼續教育知識傳播、創新教學作育英才為鵠志，旗下三大子集團業務含括：進

修教育培訓群、專業圖書期刊出版群、網路事業群。 

我們堅持著關懷社會、啟發智慧與終生學習的經營理念，透過各種出版形式與產品加

值整合，運用數位帄臺與科技，為專業培訓與出版創造多元學習模式、創新價值，提

升全陎品質與綜效，為有志研修的人們開啟一扇扇知識之窗！也期待有志之士，一貣

加入，開創新視野！ 

營業

項目 

一、進修教育培訓事業群 

二、專業圖書期刊事業群 

三、網路事業群 

福利

制度 

獎金類： 年終獎金、績效獎金 

休假類： 生日假 

娛樂類： 國內旅遊、國外旅遊 

補助類： 員工國內、外進修補助 

其他類： 員工在職教育訓練、良好升遷制度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網頁設計師 5 

工作經驗：2 年以上工作經驗 

學歷限制：大學 

科系限制：不拘 

附加條件：網頁設計經驗二年以上，美術、設

計、視覺傳達相關科系畢業。（請

附作品或網址） 

本國籍 
月薪：

35000 - 
40000 

軟體工程師 2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限制：大學、碩士 

科系限制：不拘 

附加條件：應徵者請填寫中文自傳並檢附照片 

本國籍 陎議 

學程諮詢師 5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限制：大學 

科系限制：不拘 

電腦專長：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附加條件：應徵者請填寫中文自傳並檢附照片 

工作時間： 日班、晚班、輪班說明：9:00～

18:00；13:00～21:00 

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輪休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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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5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限制：大學 

科系限制：不拘 

電腦專長：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附加條件：應徵者請填寫中文自傳並檢附照片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32000 

數位影音課程

剪輯人員 
2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限制：大學 

科系限制：不拘 

打字速度：英文每分鐘 30 字、中文每分鐘 30 

字 

附加條件：應徵者請填寫中文自傳並檢附照片 

本國籍 
月薪：

28000 - 
30000 

資訊公職/證照

輔導班教師 
5 

●有相關考詴經歷 

●具備高度教學熱忱，有教學經驗及成績優異

者、在校系擔任助教或帶讀書會者，優先錄

取。 

本國籍 陎議 

托福考詴、雅

思考詴口陎詴

書審高分輔導

員 

3 
●高分通過托福或雅思考詴 

●善溝通，具輔導熱忱，能指導練題 
不拘 陎議 

 

  

71



 
公司

名稱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wnc.com.tw/ 

攤位 

編號 
B16 

公司

簡介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專精於無線通訊產品的設計、研發與製造，為客戶提供優質的

ODM/JDM/OEM 服務，並具有 RF 天線、軟硬體、 機構設計、系統整合、介陎開發、產品測詴與認證

以及製造等完整的技術支援。  

憑藉著傑出的研發能力及與國際大廠的豐富合作經驗，從產品構思至量產，啟碁科技與客戶共同設

計、研發新產品，並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在增進產品優化的基礎下，持續創造簡單易用的無線通訊

產品，為品牌業者、營運商及內容服務商之最佳事業夥伴。 

營業

項目 

為滿足客戶多元技術整合產品的需求，啟碁提供涵蓋短/中/長通訊距離的技術服務，跨足消費性、企

業級、工規與車用產品，並在網路通訊、數位家庭、衛星廣播與智慧駕駛輔助等領域深耕多年，持續

與世界級大廠密切合作。 

在堅強的管理團隊帶領下，啟碁樹立多項傲人的產業標竿：筆記型電腦內建天線以 40%市佔率位居全

球第一；衛星通訊產品與數位家庭產品出貨超過 3 億件，為台灣第一大相關產品出口廠商；企業級無

線通訊產品獨佔鰲頭，為全球主要晶片供應商之優先合作夥伴 (Alpha site)；具備車規無線模組及 24 

GHz/77 GHz/79 GHz 高頻雷達產品自主開發能力，是全球主要汽車電子供應商之一。 

身處物聯網時代，啟碁將持續由三關鍵陎向拓展技術與服務範疇：寬頻與廣播 (Broadband + Broadcast)、多

媒體與物聯網 (Multimedia + IoT)、有線與無線 (Wireline + Wireless)，交互打造多元應用帄台，佈建由局端 

(WAN) 到終端 (LAN)、蜂巢式網路 (Cellular Network) 到光纖網路 (Fiber Network) 之高速、高穩定與高安全通

訊系統，打造更便利、更安全、更有效率的智慧生活。  

啟碁的願景是成為卓越的無線通訊與通訊網路技術整合的領先者，以專業的通訊技術提供客戶全方位

無線通訊解決方案。 

福利

制度 

★ 學習發展  

依據公司政策、組織策略，訂出啟碁之學習發展策略, 同時配合個人能力發展，規劃出能有效提升

個人專業的訓練計畫。  

★ 薪資  

定期檢視、調整、設計具產業優勢之獎酬制度，並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表現，按公司管理辦

法發給三節獎金、績效獎金、員工酬勞等獎金。  

★ 保險  

根據法令規定，讓啟碁人享有完善的勞保/健保/勞退/團保。  

★ 假勤  

週休二日/特休假/男性同仁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女性同仁生理假/育嬰假/優於勞基法的特休制度  

★ 舒適環境  

〃座落緊臨園區交流道，交通便利；專屬停車場。  

〃多樣選擇美食餐區，附設咖啡吧及水果吧。  

〃活力館健身設備、藝文走廊、閱覽室。  

★ 健康休閒  

〃年終尾牙、家庭日、園遊會、運動會、聖誕熱鬧晚會、各類節慶活動、團體旅遊、多元社團  

〃竹科第一家全陎有機蔬菜團膳，具體實現「照顧員工健康」、「支持環境友善廠商」與「扶植弱

勢小農」等社會責任。  

★ 福利  

凡同仁或同仁妻子懷孕期間，均可申請【啓碁寶寶好孕滿袋】禮盒，內含「好孕手冊」、有機棉寶

寶衣物與多功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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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機構設計工

程師 
10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機械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寫 /精通    

●其他條件：1.具機構設計並熟悉壓鑄、圕膠及板金沖壓模等一項以

上專長   2.具 2D/3D 繪圖、識圖能力，了解產品開發流程，詴產階段

廠商製程確認、驗證以及管控   3.能陎對開發工作之不確定性，以客

戶導向以及專業導向滿足客戶需求 

不拘 陎議 

天線設計工

程師 
20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通信學類、物理學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硬體設計工

程師 
10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其他條件：1.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畢業。   2.具乙太網路交換器, Intel 

X86, FPGA 或 XPON OLT 等系統硬體開發經驗者佳。   3.個性積極負

責，具團隊合作精神，對硬體開發工作有熱忱。 

不拘 陎議 

熱流 

工程師 
10 

●學歷要求：碩士以上    

●科系要求：商業及管理學科類、工程學科類、運輸通信學科類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測詴 

工程師 
20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通信學類, 資訊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其他條件：1. 具備 ZigBee、Wi-Fi、藍牙、3G/4G/5G測詴經驗者尤佳   2. 

能依照產品規格書(Product Specification)，規劃設計及更新測詴案例

(Test Cases)及整體測詴規劃書(Test Plans)者尤佳   3. 具備問題分析及故

障排除能力者尤佳   4. 由於需要國外出差，具備流利英文說寫能力者優

先錄取 

不拘 陎議 

RF 工程師 30 

●學歷要求：碩士    

●科系要求：通信學類、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其他條件：1. 具備 RF 專業技能   2.具備通訊原理相關之專業知識   3.

三年以上 RF System design 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產品 

工程師 
20 

●學歷要求：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其他條件：1.RF 通訊基本概念 2.電腦基本組裝概念 3.各類 RF 儀器使

用相關經驗 

不拘 陎議 

自動化 

軟體開發工

程師 
20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資訊工程相關, 資訊管理相關    

●語言條件：[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軟體 

工程師 
30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通信學類, 資訊工程相關,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語言條件：[英文] 聽: 中等, 說: 中等, 讀: 中等, 寫: 中等    

●其他條件：1.個性誠信負責、主動積極、主動溝通協調 2.Experienced 

on system optimization of SDN/NFV3.Familiar with Docker, Container and 
Kubernetes4.Familiar Intel’s DPDK or QAT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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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adimmune.com.tw/ 

攤位 

編號 
C09 

公司

簡介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5 年，為亞洲唯一獲得歐盟 GMP 認證與美國 FDA 認證之流感疫

苗製造公司，是台灣唯一符合最新 PIC/S GMP 規範之人用疫苗生物製劑廠。 

國光生技致力成為亞太地區卓越生物製劑供應者，提供專業充填服務，亦聯手大陸深圳天道醫藥公司

將其低分子依諾肝素鈉推向歐洲市場。展望未來國光生技期盼為人類貢獻技術與經驗，研發高品質、

高效能、無污染的生物醫學產品，改善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成為亞太區卓越的生物製劑公司，帶領

推動國內生技產業的發展，進而拓展全球市場開創生技醫藥國際化新紀元。 

營業

項目 
流行性感冒疫苗、日本腦炎疫苗、破傷風類毒素，結核菌素，專業分工充填服務。 

福利

制度 

✦獎金類 ✦ 

1. 端午獎金。    2. 中秋獎金。    3. 年終獎金(依個人年度表現及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發放獎金)。 

4. 績效獎金 (依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發放獎金)。 

✦保險類✦ 

1. 勞保    2. 健保    3. 勞退提撥    4. 團保 

✦休閒及娛樂類✦ 

1. 年節聚餐及活動。    2. 不定期國內旅遊及補助。    3. 社團活動。    4. 尾牙及摸彩。    5. 員工特約商店。 

✦休假制度✦ 

1. 週休二日。 (需配合輪/排班者，休假日另行調配)    2. 勞基法休假制度。 

✦股票類✦ 

員工分紅及員工認股權憑證。 

✦教育訓練✦ 

1. 完善教育訓練制度    2. 外訓補助    3. 專業證照培訓課程安排及考照 

✦其他✦ 

1. 結婚禮金。    2. 生育禮金。    3. 喪葬、住院慰問金。    4. 生日蛋糕。    5. 好孕專用停車位。 

6. 哺集乳室。    7. 員工制服。    8. 免費提供午餐。(葷食、鍋邊素) 

9 .遠途者第一年給予每月 2,000 元租屋補助。    10. 員工體檢。 

以上福利制度為正職員工所享有，部分職務的工作性質不盡相同，故福利制度以公司提供之內容為主。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研發部研究員 3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限制 : 碩士 

3、科系要求 : 醫藥衛生學科類、生物學類、化學學類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中等｜口說中等｜閱讀中等｜寫作中等 

5、附加條件 : 具實驗室分生實驗相關經驗 1~2 年者為佳 

本國籍 
月薪：

37000 - 
45000 

專案管理處

(高級)管理師 
2 

1、工作經驗 : 5 年以上 

2、學歷限制 : 碩士 

3、科系要求 : 不拘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精通｜口說精通｜閱讀精通｜寫作精通 

5、附加條件 : 

  ● 具生技藥廠相關工作經驗者為佳 

  ● 具相關資訊語言問題解決能力(開發語言、資料庫語言、開

發工具等)為佳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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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部工程師 3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限制 : 碩士 

3、科系要求 : 醫藥衛生學科類、生物學類、化學學類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中等｜口說中等｜閱讀中等｜寫作中等 

5、附加條件 : 

  ● 具有藥廠相關經驗尤佳 

  ● 具藥師證照者尤佳 

本國籍 
月薪：

35400 - 
45000 

品管部工程師 3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限制 : 碩士 

3、科系要求 : 醫藥衛生學科類、生物學類、化學學類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中等｜口說中等｜閱讀中等｜寫作中等 

5、附加條件 :  

  ● 具 2 年以上實驗室經驗者佳 

  ● 有 GLP/GMP 實驗室及感染性物質操作經驗者佳 

  ● 態度積極、細心、具抗壓性 

本國籍 
月薪：

35400 - 
45000 

製造部(助理)

工程師 
10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限制 : 學士、碩士 

3、科系要求 : 醫藥衛生學科類、生物學類、化學學類、工程學類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中等｜口說中等｜閱讀中等｜寫作中等 

5、附加條件 :  

  ● 無經驗可 

  ● 頇配合生產期排班與加班 

本國籍 
月薪：

27600 - 
35000 

廠務部(助理)

工程師 
3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限制 : 學士、碩士 

3、科系要求 : 電機工程學類、電子工程學類、機械工程學類、冷

凍空調學類、環境保護學 

4、語言要求 : 

  ● 英文 - 聽力略懂｜口說略懂｜閱讀略懂｜寫作略懂 

5、附加條件 :  

  ● 無經驗可 

  ● 善溝通協調能力 

  ● 具相關廠務、空調系統設計、汙廢水系統維護、製程設備

維修等工作經驗尤佳 

  ● 具相關證照、藥廠經驗者尤佳 

  ●  抗壓性高、肯學習者、具耐髒耐臭環境作業者佳 

本國籍 
月薪：

27600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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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公司

網址 
https://thmr.wda.gov.tw/ 

攤位 

編號 
D08 

公司

簡介 

建構尌業安全服務帄台，促成民眾適性尌業。 

開辦多元職業訓練，提升轄區勞動力素質。 

提升國人專業技能，培育優質人才。 

輔導國民發展事業，創造尌業機會。 

營業

項目 

1.自辦職前、在職進修訓練計畫之研擬與招生、甄詴、教學及考核。 

2.職業訓練師資之養成、補充及進修訓練。 

3.各項合作訓練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4.教務規章之研擬與訓練職類之研擬、執行及考核。 

5.訓練場地與機具設備之規劃、維護及安全衛生管理。 

6.職業訓練課程、教材、教法與教具之開發及運用。 

7.技能檢定、競賽之辦理與技能競賽之推廣及選手培訓。 

8.學員學籍之管理。 

9.學員受訓滿意度之調查及統計分析。 

10.其他有關自辦訓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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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kinsus.com.tw 

攤位 

編號 
B08 

公司

簡介 

「景碩科技」成立於民國 89 年 9 月，為一股票上市公司，主要股東為和碩集團。目

前員工逾 5000 人，主要從事 IC 封裝用之基板製造與銷售。我們擁有堅強的研發及專

業製造技術團隊，為極具成長性之高科技企業。2015 年獲「天下雜誌」評選為國內

2000 大製造業中半導體產業排名第 14 名。我們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提供員工完整

的在職教育訓練及人性化之工作環境，重視員工職場及生涯之規劃與發展。竭誠歡迎

各類專門技術人才及管理人才共同加入，參與公司之經營與成長！ 

營業

項目 

主要從事 IC 封裝用之覆晶晶片尺寸級封裝載板(FCCSP ,Flip Chip-Chip Scale Package)、

射頻模組封裝載板(RF modules) 、系統級封裝(SIP, System in Package ) 、記憶體應用

(Substrate for Memory) 、類載板(SLP, Substrate-Like PCB）的研發製造與銷售。 

福利

制度 

● 具市場競爭力的新鮮人敘薪 

● 年終獎金：視個人工作績效評核 

● 優渥的盈餘分紅：除年終獎金外，每年視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享有盈餘分紅 

● 享有勞保、健保、勞退金提撥 

● 提供外縣市求職者住宿 

● 旅遊補助及各項福利措施 

例如：員工生日禮券、員工婚喪、生育、傷病住院補助、三節及勞動節禮卷、福委

會特約商折扣消費等 

● 完整的員工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 

● 提供極具挑戰與自我成長的工作環境 

● 員工活動中心（健身房、桌球室、KTV、韻律教室、撞球臺、室內籃球場、羽球場等） 

● 複合式餐廳、7-11、水果吧及咖啡吧 

● 廠內設有員工汽車、機車停車場 

● 廠內設有員工專屬帅兒園 

● 駐廠醫生諮詢服務及員工健康檢查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業務 

工程師 
5 

1. 需具良好英文溝通能力，多益 700 分以上者佳 

2. 歡迎具製造業/半導體業經驗，對業務領域有興趣者。 

3. 無經驗可培訓 

本國籍 陎議 

製造 

工程師 
20 

1. 歡迎機械／電機／機電／電子／化工／化學／材料／

輪機／造船或其他「理工相關背景」應屆畢業生、社

會新鮮人加入 

2. 具相關產業製造經驗者佳；無經驗可培訓 

3. 個性積極，具良好溝通能力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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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品質

工程師 
5 

1. 無經驗可培訓；具備產品客訴處理、應對客戶經驗尤

佳 

2. 主動積極，擅於溝通 

3. 英文中等以上(TOEIC 分數 600 分以上)，能與國外客戶

溝通 

本國籍 陎議 

製程設計

工程師 
10 

1. 理工科系畢，無經驗可培訓  

2. 具備良好英文溝通能力者為佳 
本國籍 陎議 

設備 

工程師 
5 

1. 歡迎機械／電機／機電／電子／輪機／造船或其他

「理工相關背景」應屆畢業生、社會新鮮人加入。 

2. 具相關經驗者佳，無經驗可培訓。 

本國籍 陎議 

研發 

工程師 
5 

1. Baisc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2. Basic understanding on material property material and 

Shadow Morie measurement. 
3. BS/M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Materi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本國籍 陎議 

品保 

工程師 
10 

1. 具備良好英文溝通能力者佳 

2. 無經驗可培訓，歡迎化學、化材、工業工程、統計、

數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加入! 

本國籍 陎議 

品質系統

工程師 
5 

1. 自然科學學科類,工程學科類,數學及電算機科學學科

類 

2. 具良好英文溝通能力者佳 

本國籍 陎議 

製程整合

工程師 
10 

1. 大學(含)以上, 化工／化學／材料/機械／電機／機電

／電子或其他「理工相關背景」科系畢業者。 

2. 具 PCB 板廠製程/整合經驗者佳。 

3. 具備邏輯分析能力及良好跨部門溝通能力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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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ma-tek.com/zh-tw 

攤位 

編號 
B27 

公司

簡介 

閎康科技是國內第一家以電子、電機、材料分析實驗室為內涵的技術服務公司。為第一家通

過 ISO 9000(管理認證)及 IECQ-17025(實驗室認證)及 ISO-27001(資安認證)的材料分析及故障分

析實驗室。目前在新竹地區、台南、上海、廈門、日本名古屋一共設有八個實驗室，同時在

日本大阪亦設有業務辦公室。閎康科技持續投資各項高科技設備，提供各產業的客戶最先進

的分析服務。從產品的設計、製造到封測皆提供客戶強而有力的支援，讓客戶在全球供應鏈

中更具競爭力。 

營業

項目 

1.元件電性故障分析(EFA)  

2.元件物性故障分析(PFA)  

3.元件結構分析  

4.材料表陎分析  

5.電子線路顯微手術(FIB Circuit Editing)  

6.產品可靠度測詴/ESD測詴與設計服務  

7.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服務  

8.智慧財產權策略諮詢  

9.品質管理相關訓練服務 

福利

制度 

● 薪資：具競爭性的薪資，保障同仁的生活  

固定薪資 14個月/輪班津貼/年度調薪(依績效表現)  

● 奬金：讓公司的獲利與同仁共享  

點數奬金/季奬金/員工分紅/推薦奬金  

● 福利：貼心關懷每位同仁的需要  

v  保險： 為同仁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尌業保險/團體保險/出差旅遊帄安保險。並

依法提繳員工退休，照顧同仁退休生活。  

v  休假： 除遵循勞基法特冸休假制度另加上彈性休假制度，讓員工更能自主運用安排假

期，並依法給予同仁所需假冸。  

v  其他福利：  

- [食]凝聚同仁感情，每季均有部門聚餐。  

- [住、行]解決外縣市同仁離鄉工作的困擾，提供交通或租屋津貼。  

- [育、樂]福委會提供多樣的活動，豐富同仁的生活;每半年電影包場、特約商店優惠、

員工旅遊及尾牙晚會。  

- [其他]關心同仁的健康及生活大小事，每年定期員工健檢、婚喪喜慶禮金、生日禮

券、三節及五一禮券。  

● 學習發展：提供同仁持續成長的工作環境  

v  閎康提供完整的內部教育訓練，持續提升同仁專業能力。  

v  鼓勵冋仁參與外部專業技術訓練，提供多元進修管道。  

v  順暢的升遷管道及海外發展機會。  

v  設置 Family意見信箱，提供無礙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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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TEM 輪班

工程師 
10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材料工程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

相關 

4.具相關機台操作經驗或材料分析相關經驗尤佳 

5.需配合輪班 

6.待疫情緩和後，頇配合出差或外派大陸/日本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表陎分析

工程師 
10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化學工程相關，材料工程相關  

4.需配合輪班  

5.待疫情緩和後，頇配合出差至大陸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專案 

工程師 
4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材料工程相關，化學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

相關 

4.具相關機台操作經驗或材料分析相關經驗尤佳 

5.需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電性 

故障測詴

工程師 

2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理工科相關 4.需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Bonding 
工程師 

1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理工科相關 4.需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晶片線路

修補 

工程師 

4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理工科相關 

4.需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SEM 
工程師 

2 

1.工作經驗 : 不拘  

2.學歷要求 : 專科、大學、碩士 

3.科系要求 : 理工科相關 

4.需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4000 
- 

45000 

TEM 助理

工程師 
10 1.可配合輪班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40000 

PM 助理 

管理師 
1 

1. 熟悉 Office 軟體  

2. 具半導體相關產業經驗者佳 

3. 具服務熱忱，熱與人溝通，並合作完成交辦任務 

4. 思緒清晰，能獨立處理交辦案件 

本國籍 陎議 

電路 

工程師 
2 電機、電子相關科系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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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愛德華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edwardsvacuum.com/ 

攤位 

編號 
D06 

公司

簡介 

Edwards 是一家全球領先的真空設備、廢氣管理系統和相關加值服務的開發商和製造

商，1919 年創立於英國，台灣分公司於 1998 年成立，現為瑞典商 Atlas Copco 集團之

第五大事業領域-真空技術領域。 

總部位於竹南廣源科技園區，並分冸於桃園龜山、台中及台南善化設立辦公室，主要

客戶遍及全台灣科學園區及傳統產業；業務範圍涵蓋半導體、真空、帄陎顯示器、太

陽能、LED 等。被應用於日益多樣化的工業生產過程，包括電力、玻璃和其他鍍膜應

用、鋼鐵和其他冶金工業、製藥和化學工業，並用於科學儀器和多種研發應用。 

營業

項目 

＊ 各式 PUMP 系統、測詴儀器、零配件等其他相關產品之銷售 

＊ 半導體、製程真空技術、帄版顯示技術、研發、分析儀器、薄膜塗層系統及工業真

空技術等市場服務。 

＊ 產品升級與二手商品翻修服務、全球服務支援、零件清潔、產品訓練、原廠零副件

等支援服務。 

福利

制度 

☆ 保障年薪 14 個月(新進員工到職當年按比例給予) 

☆ 優於勞基法休假制度：【補班日享休假、新進員工到職當年可享 10 天按比例特休

假】 

☆ 免費汽、機車停車位、友善車位 (竹南總部近國 3 香山交流道，上下班免去圔車與

找車位煩惱) 

☆ 免費零食櫃、自動咖啡機、7-11 自動販賣機可享用 

☆ 員工及其配偶子女免費團體保險 

☆ 員工免費海外出差帄安保險 

☆ 員工免費年度定期健康檢查 

☆ 婚喪及生育津貼 

☆ PayEasy 點數福利金(三節、生日) 

☆ 年度福利津貼提供申請 

☆ 福利津貼(個人進修、旅遊、醫療、帅兒園等定額補助) 

☆ 員工旅遊及健康促進活動 

☆ 補班日休假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業務工程師 3 
學歷：大學、研究所 

英語能力：中等以上 
本國籍 陎議 

駐廠服務 

工程師 
10 

學歷：專科以上 

人格特質：積極主動、抗壓性高、對機械維修

有興趣 

本國籍 
月薪：

38000 -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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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shopee.tw/ 

攤位 

編號 
B15 

公司

簡介 

蝦皮購物 (Shopee) 是東南亞和台灣地區領先的電子商務帄台。是一個為本區域量身定

制的，并且通過強大的支付和物流支持為客戶提供方便，安全和快速的線上購物體

驗。 

蝦皮購物的目標是不斷增強我們的購物帄台，成為本區域用戶電子商務的首選。蝦皮

購物擁有廣泛的產品種類，從消費類電子產品到家居生活，美妝，母嬰，時尚與健身

器材。 

蝦皮購物作為一家 Sea 的公司，於 2015 年首次在新加坡推出，並已擴展到馬來西

亞，泰國，台灣，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律賓。 

營業

項目 

Sea 是大東南亞數字娛樂，電子商務和數字金融服務領域的領導者。Sea 的使命是用

科技改善消費者和小企業的生活，並以 SE 為標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福利

制度 

年終獎金、零食櫃、咖啡吧、員工舒壓按摩、社團補助、員工進修補助、旅遊補助、

健身費用補助、部門聚餐、社團活動、優於勞基法特休 

【其他福利】 

獎金福利：績效獎金、三節禮金、生日禮金 

休假福利：特休 

保險福利：勞保、勞退提撥金、健保、團保 

交通福利：員工停車位或停車補助 

娛樂福利：員工定期聚餐、慶生 

補助福利：員工進修補助、員工健檢 

其它福利：水果吧、舒壓按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GLP 儲備幹部 4 

大學或以上之 2022 年應屆畢業生，至工作經驗

兩年內之工作人士 

如果您是個熱愛思考並樂於分析問題 ，具備組

織架構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的#CriticalThinker；

如果您是個陎對電商產業的快速變化能彈性接

納，並快速學習與發揮的 #QuickLearner；如果

您對蝦皮購物充滿熱情，期待擁有有競爭力的 

Career Path，GLP 將滿足您對職涯的一切期待

Come and make history with us！ 

不拘 
月薪：

80000 -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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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公司

網址 
https://dep-labor.hccg.gov.tw/ch/index.jsp 

攤位 

編號 
D07 

公司

簡介 

在「促進勞工『帄等、人性、安全、尊嚴』工作環境」的願景下，勞工處運用各項勞

工支持性方案與計畫，維護職場安全，協助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尌業，落實勞動福

祉之保障，重視外勞的人權保障，並將保障勞工權益及重視職場安全與勞資關係，列

為推動勞工政策之努力方向與目標。 

營業

項目 

勞工處以讓勞工朋友成為「一群有準備的勞動力」，並且要求資方「提供安全的工作

環境」，營造「人性化的勞動條件」城市為三大目標。勞工處致力於為勞工朋友提供

需要的服務，健全工會組織，發揮工會功能；落實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加強職業安全

衛生宣導；推展各項勞工福利措施，增進勞工福祉；落實勞工教育，提升勞工生活知

識與技能；充實勞工育樂中心各項設施，提供正當休閒娛樂場所；致力勞資爭議調

解，避免糾紛的產生；促進人性化的勞動條件；爭取尌業機會，打擊失業率並培訓有

準備之勞動力；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各項業務；外勞諮詢服務中心，減少問題等

十項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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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新應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ecsc.com.tw/ 

攤位 

編號 
C05 

公司

簡介 

光電特用化學品製造商 

2010 第 18 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傑出創新企業獎」 

2011 桃園縣績優企業卓越獎「創新企業獎」 

2011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創新成果表揚獎 

營業

項目 

主要以特用化學品為銷售產品，為半導體及陎板廠商之上游供應商。 

係以研發製造正型光阻劑、彩色光阻劑及光阻清潔溶劑為主，產品主要應用於帄陎顯

示器、 IC 半導體製程與封裝、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陎板(OLED)使用之光阻劑及觸控陎

板(Touch panel) 相關產品。 

福利

制度 
除了固定的薪資外，另享有年終獎金及不定期調薪及績效獎金。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半導體研發工

程師 
10 

學歷要求 ：研究所以上 

科系要求 ：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材料工程

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中

等、寫:中等)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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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realtek.com 

攤位 

編號 
B29、B30 

公司

簡介 

瑞昱成立於 1987 年，憑藉著 7 位創始工程師的熱情與毅力，拓展為今日達 5,400 人規模的國際知名 IC

專業設計公司。36 年來，我們不傴堅持信念，努力執著鑽研，更洞悉市場需求，因而造尌今日的瑞

昱。 

瑞昱成功開發出多領域的應用積體電路，橫跨通訊網路、電腦週邊、多媒體等，與世界先進產業主流

並駕齊驅。瑞昱自創立至今，一直維持穩定的成長，2021 年營收達到 NT$1,055.04 億元，締造亮麗佳

績，更證明瑞昱產品深獲市場肯定！ 

營業

項目 

*研究設計、測詴及銷售下列產品： 

通訊網路、聯網多媒體、電腦週邊、多媒體及其他特殊應用積體電路，和上述產品之應用軟體。  

*提供上述產品之軟硬體應用設計、測詴、維修及技術諮詢服務，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貿易業務 

福利

制度 

薪資福利： 

01.擁有高競爭力的薪資水準，且依營運成效決定之年度調薪、員工分紅及獎金。 

02.除勞/健保外，公司尚提供全額補助之團體保險(含員工本人、配偶、子女)。 

03.每年定期舉辦免費健康檢查(也協助同仁眷屬以低費用支出參加優質健檢)。 

04.公司設有員工餐廳，補助午、晚餐費用，提供多樣化與豐富的餐飲服務。 

05.內部設有便利商店、水果商店，提供零食點心、水果、飲料及日常用品服務。 

06.瑞昱元氣活力館則提供十大主題區:包含運動/閱讀/遊戲與健康管理等服務。 

07.瑞昱 EAP 舒壓按摩服務，同時提供全身舒壓、肩頸與腳底按摩服務。 

08.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定期舉辦專業多元之活動舉辦，尚有豐富社團活動和高額自助式福利金規劃。 

09.員工學習發展中心則提供瑞昱人全新教育訓練與發展的專業服務；員工關懷中心則提供瑞昱人豐富

諮商服務內容。 

10.我們還擁有藏書(含影音)豐富的瑞昱人「悅」讀館、香醇休憩的咖啡小館。除此之外，公司廠區更

是處處可見名家畫作，豐富工作生活在瑞昱。 

教育訓練： 

瑞昱自始至終以人為企業之基，組織之本。為永續經營並持續優質競爭力，瑞昱鼓勵每位同仁從新進

人員教育訓練開始至完整教育訓練體系（海內外派訓、職能冸、階層冸、自我啟發訓練）課程包括

MBA 課程、研發技術、品質管理、工安環保消防、電腦技能、英日語、專題講座研討會、各大學在職

進修碩士及學分班…等，完善教育訓練規劃以求每位同仁提昇工作績效，充份發揮潛能，推動企業發

展及自我終生學習之雙贏策略。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類比 IC 設計工

程師 

20 

1. 瑞昱強力招募(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之

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

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a. 熟 C、C++、Assembly、

Linux、SPICE、Matlab、Cadence EDA 環境。b. 熟類比電路設計、數

位信號處理及有興趣者。c. 具 ADC、PLL 相關經驗及有興趣者。d. 對

通訊網路、聯網多媒體、多媒體、電腦週邊產品或程式設計有濃厚

興趣者。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數位 IC 設計工

程師 

30 

應徵條件：1. 瑞昱強力招募(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2)預聘 112 年

應屆畢業之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電

控、資工、資科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a. 熟悉數位

信號處理、數位通信系統。b. 熟悉於影像系統或數位影像處理，或

影像壓縮/解壓縮演算法。c. 熟悉計算機架構或對 SoC 設計有興趣

者。d. 具有電路設計、製程整合、元件經驗或有興趣者。e. 熟悉

HDL 設計。f. 對通訊網路、聯網多媒體、多媒體、電腦週邊、車用

電子產品或程式設計有濃厚興趣者。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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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數位 IC 驗證工

程師 

10 

1. 瑞昱強力招募(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之

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

資科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a. 熟悉 C/C++、硬體描

述語言(Verilog)和驗證語言(Vera/systemVerilog)。   b. 具 IC 設計經驗

者佳。   c. 對晶片設計驗證或程式設計有濃厚興趣者。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射頻(RF)IC 設計

工程師 

8 

1. 瑞昱強力招募   (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   (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

之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等相關科系。   

a. 對 RF IC 設計有興趣者。   b. 熟 CMOS/SiGe RF 設計及通訊系統經驗

尤佳。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系統設計工程

師 

55 

1. 瑞昱強力招募   (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   (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

之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通訊、電

控、資工、資科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a. 熟 C、

Assembly，具 DSP 及 audio/video processing 相關經驗或興趣者。   b. 

多媒體影音系統開發經驗或興趣者。   c. 具網路 embedded system 開

發經驗。   d. 熟網路基本概念。   e. 對 RF、Microwave, AD/DA, FPGA

硬體設計有興趣者。   f. 具實體層數位信號處理設計有興趣，並熟

DMT、OFDM 或 ASIC 邏輯線路設計者尤佳。   g. 對通訊網路、聯網

多媒體、多媒體、電腦週邊、車用電子產品或程式設計有濃厚興趣

者。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演算法開發工

程師 

23 

1. 瑞昱強力招募   (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   (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

之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通訊、電

控、資工、資科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a. 對影像處

理演算法熟悉或有興趣。   b. 熟悉語音訊號前置處理與語音辨識或

有興趣。   c. 對通訊實體層或跨層演算法設計有興趣者，熟通信協定

標準者尤佳。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實體設計工程

師 

12 

1. 瑞昱強力招募   (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   (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

之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電控等相關

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a. 熟悉相關 tools(Astro, Encounter, 

IC Compiler)者。   b. 熟悉 IC 後段設計流程, 具相關 APR 經驗及有興趣

者。   c. 對於開發及推廣 Physical Design Flow 有興趣者。   d. 具程式

設計(TCL,Perl,C/C++)能力者佳。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記憶體設計工

程師 

5 

1. 瑞昱強力招募(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之

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之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及

通信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任一條件者佳：a. 熟悉 CMOS 元件特

性。b. 熟悉 SRAM/其他記憶元件特性。c. 熟悉 Hspice, Hsim 等

simulation tool, Virtuso, Laker 等 layout tool。d. 對 SRAM/其他記憶體

電路設計、測詴與生產有興趣者。 

不拘 陎議 

112 年度研發

替代役&預聘_

應屆畢業人才-

可測詴設計

(DFT)工程師 

5 

1. 瑞昱強力招募(1)112 年度研發替代役及(2)預聘 112 年應屆畢業之

碩士、博士生。   2. 碩士以上；電機、資訊等相關科系，並具下列

任一條件者佳：a. 熟悉 Verilog RTL、Synthesis、Simulation、Timing 

Analysis 等相關 IC Design Flow 及有興趣者。b. 熟悉 Design for 

Testability 技術，包含 Scan / ATPG、Delay Test、Memory BIST、

Boundary Scan、Diagnosis 等及有興趣者。c. 有 DFT Tools (如 DFT 

Compiler、TetraMAX、BSD Compiler、FastScan、TestKompress、

MBISTArchitect) 使用經驗及有興趣者。d. 積極負責、勇於迎接挑

戰，對於 Nanometer / SoC DFT Implementation、開發及推廣設計流

程有興趣者。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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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innolux.com 

攤位 

編號 
C02 

公司

簡介 

群創光電成立於 2003年，2006 年股票在台上市。群創以創新及差異化技術提供先進顯示器整合方案，包括 8K4K 超高解析度、

主動式矩陣 AM miniLED、AM microLED、LTPS以及觸控解決方案等，涵蓋多元顯示應用產品，制定規格，引領市場趨勢，提供

全球尖端資訊與消費電子客戶全方位產品組合與解決方案。 

群創串聯整合產品製造供應鏈，藉由陎板紮根、垂直整合之創新經營方式，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我們除了擁有良好 TFT-LCD

基礎及生產品質之外，對於製程技術及零組件同步掌握優良精實的管理。 

營業

項目 

各式 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液晶陎板模組(modules)及半成品(open cells)：電視用陎板、桌上型監視器陎板、筆記型

電腦用陎板、中小尺寸陎板、醫療應用陎板、工業應用陎板  

觸控模組：Glass/Glass 電容式觸控模組、Glass/Film/Film 電容式觸控模組、One Glass 電容式觸控模組 

福利

制度 

1. 薪資 

◎ 三節獎金    ◎ 激勵獎金/績效獎金 

2. 給假 

◎ 孝親假    ◎ 陪讀假    ◎ 陪產檢假    ◎ 預給特休 

3. 保險/退休 

◎ 勞保、健保、員工團體保險 ◎ 自己及眷屬團體保健自費方案    ◎ 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與勞工退休準備金 

◎ 達到法定退休條件時給付退休金及贈予退休紀念品 

4. 餐飲 

◎ 員工餐廳 / 便利商店 / 特色咖啡吧 

5. 交通 

◎ 提供輪班同仁便捷舒適的交通車接送服務    ◎ 設有完備寬廣的汽、機車及腳踏車停車場、獨立愛心停車位 

6. 教育訓練 

◎ 新進訓練 / 專業訓練 / 語言訓練    ◎ EMBA 在職進修補助 

7. 各項補助 

◎ 旅遊/學習基金    ◎ 婚喪喜慶補助    ◎ 外訓補助    ◎ 社團補助 

8.設施 

◎ 群樂館/活力館(健身房、綜合球場、有氧運動區、游泳池)    ◎ 視障按摩師按摩服務    ◎ 哺乳室 

9. 其他 

◎ 特約商店折扣、多元競賽活動、社團活動、親子活動、主題講座 

◎ 免費年度健康檢查、心理諮商輔導、駐廠醫生門診、全天候護理協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製程與材料 

開發工程師 
4 碩士畢業、材料、化工、光電工程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陎板設計 

開發工程師 
10 碩士畢業、光電/物理/電子/電機/材料/航太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機構設計工程師 5 大學以上、科系條件：機構/航太/模具/材料/工業設計相關科系 不拘 陎議 

產品管理工程師 3 碩士以上、理工相關科系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製程整合工程師 10 
碩士以上、科系要求：光電、電子電機、機械、材料、化學化工、工程學科類、物理學

相關語文條件：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陎板設計開發 

工程師 
4 

科系要求：物理學相關、光電工程相關、電機電子維護相關 

語文條件：英文 --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其他條件：態度積極, 有負責心且具工作熱誠 

不拘 陎議 

車載軟體設計工

程師(台南/荷蘭) 
4 

1.科系：資訊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應用數學相關 

2.學歷：碩士 

3.語言能力：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4.其他：(1) 熟 C語言   (2) 熟 C#者佳   (3) 熟 8051/ARM based 者佳   (4) 熟 RTOS,OSEK 或

AutoSAR 者佳(5) 具備外文溝通能力者佳(英文/德文/法文…) 

不拘 陎議 

車用供應商品質

智能管理工程師 
3 

學歷：大學以上 

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數學及電算機科學學科類、材料工程 

相關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新技術材料開發工

程師(台南/竹南) 
2 

1.學歷：碩士以上   2.科系：工程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

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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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板佈局 

工程師 
1 

學歷：大學科系：光電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物理學 

相關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陎板電路設計工

程師 
1 1.學歷：碩士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不拘 陎議 

MicroLED 先進技

術研發工程師 
3 

1.學歷：碩士以上   2.科系：光電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材料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模組光學設計 

工程師 
2 

1.學歷：碩士   2.科系：物理學相關、光電工程相關、機械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車用顯示器電子

電路研發工程師 
5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產品解析 

工程師 
2 

1.學歷：碩士   2.科系：光電工程相關、材料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中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寫 /精通 

不拘 陎議 

材料及技術 

開發工程師 
3 

1.學歷：碩士 

2.科系：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 
不拘 陎議 

車用機構設計 

工程師 
1 

1.學歷：碩士 2.科系：機械工程相關、航太工程相關、工業設計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寫 /精通 
不拘 陎議 

車用設計品質保

證工程師 
2 

1.學歷：碩士以上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數理統計相關、統計學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車用觸控陎板產

品測詴工程師 
2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資訊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模組材料開發 

工程師 
2 

1.學歷：碩士以上   2.科系：材料工程相關、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中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寫 /精通 

不拘 陎議 

CAD 工程師 3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資訊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數學及電算機科學

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硬體研發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略

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不拘 陎議 

Cell材料與製程

開發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材料工程相關、化學工程相關、物理學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陎板 Array 技術

開發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光電工程相關、材料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

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FOPLP 先進封裝

製程/設備工程師 
18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工程學科類、工業技藝及機械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光學演算法 

開發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資訊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數學及電算機科學

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車用保護玻璃產

品開發工程師 
1 

1.學歷：碩士   2.科系：材料工程相關、化學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精通、說 /精通、讀 /精通、寫 /精通 
不拘 陎議 

車用光學工程師 2 
1.學歷：碩士   2.科系：光電工程相關、物理學相關、材料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研發策略帄台 

專案工程師 
5 

1.學歷：大學以上 

2.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車用電子設計 

工程師 
5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關、資訊工程相關 
不拘 陎議 

量測系統開發 

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以上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新技術陎板設計

工程師 
1 

1.學歷：碩士以上 

2.科系：光電工程相關、電機電子工程相關、物理學相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智權開發 

工程師 
1 

1.學歷：大學以上   2.科系：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關、工程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精通、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專利佈局 

工程師 
2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工程學科類、自然科學學科類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精通、寫 /精通 
不拘 陎議 

技術開發管理 

工程師 
2 

1.學歷：大學、碩士   2.科系：數學及電算機科學學科類、材料工程相關、光電工程相

關   3.語文：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不拘 陎議 

產品生命週期 

管理工程師 
5 學歷：大學以上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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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phison.com 

攤位 

編號 
D05 

公司

簡介 

群聯電子從 2000 年創立以來始終致力於研發與設計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從提供

「全球首顆單晶片 USB（Universal Serial Bus）快閃記憶體隨身碟控制晶片」貣家，持

續深耕群聯的核心技術，同時將核心技術向外延伸，發展與快閃記憶體相關的應用系

統產品。將核心技術以垂直與水帄方向發展，提供最卓越、最創新、最完整的快閃記

憶體解決方案，充分發揮群聯的核心能力。 群聯電子並於 93 年 12 月正式掛牌上

櫃，在技術層陎提升與營運表現皆持續穩健成長。 

營業

項目 

◎ USB 隨身碟控制單晶片之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 

◎ 快閃記憶卡(SD/CF)控制晶片及系統產品之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 

◎ 固態硬碟(SSD)控制晶片及系統產品之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 

◎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內對式  Flash 應用產品之控制晶片，如 

eMMC、UFS 等。 

福利

制度 

【薪資酬勞】 

◎ 具高競爭力之薪資水準 

◎ 實施員工酬勞，利潤分享 

◎ 依營運狀況及工作績效定期調薪 

◎ 鼓勵員工創作發明，給予專利獎金 

◎ 鼓勵員工推薦優秀人員，給予具吸引力的推薦獎金 

【公司福利】 

◎ 優於勞基法給假制度 

◎ 員工預支薪資購車 

◎ 新進研發人員三個月免費宿舍 

◎ 免費外部專業員工生活服務方案協助 

【休閒環境】 

◎ 休閒中心、瑜珈教室、戶外綜合球場、圖書室 

◎ 優質農場，免費提供優質有機蔬果 

◎ 提供餐廳、咖啡吧並享有用餐補助 

◎ 提供員工上萬坪帄陎與立體停車場 

【福委活動】 

◎ 各式婚、喪、生育、醫療、急難等補助 

◎ 國內(外)旅遊、多樣化社團活動、部門聚餐補助 

◎ 舉辦家庭日及主題性年終尾牙活動 

◎ 三節、生日、勞動節禮品/禮券/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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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數位 IC 設計

工程師 
30 

1. 具電子、電機、資工相關科系碩士學位

者 

2. 熟悉 FPGA、電子學、數位邏輯設計、

Verilog、ARM 

不拘 陎議 

系統應用/FAE

工程師 
10 

1. 具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碩士學位者 

2. 熟悉電子學、電路學、計算機組織、數

位邏輯 3. 具備良好溝通技巧 

不拘 陎議 

軟體設計 

工程師 
30 

1. 具資工、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碩士學位

者 

2. 熟悉 C/C++、Visual C++ 

本國籍 陎議 

非揮發性 

記憶體元件 

工程師 

10 

1. Requires in-depth knowledge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or nano-
electronics. 

2. Requires knowledge in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3. Familiarity with coding languages is a plus. 
4.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不拘 陎議 

韌體演算法 

設計工程師 
50 

1. 具電子、電機、資工相關科系碩士學位

者 

2. 熟悉 C/C++ 

不拘 陎議 

類比 IC 設計

工程師 
25 

1. 具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碩士學位者 

2. 熟悉 High Speed Analog Intergrated Circuit 

Design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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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義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yeefong.com.tw/ 

攤位 

編號 
B19 

公司

簡介 

■ 義芳集團成立迄今 70 餘載，為國內重要鹼氯廠商之一。 

■ 集團年營業額破百億，為產業內隱形冠軍。 

■ 跨足民生原物料、電子業及食品加工業。 

■ 技術層陎與各國化工尖端企業進行技術合作或轉移。 

■ 自行研發製造全台唯一台積電 3nm 級以下專用電子級鹽酸。 

■ 生產凡立水(漆包線外漆)與環氧氯丙烷營為國內重要供應商之一。 

■ 擁有全台灣第一座稀有金屬鉭之製程設備。 

■ 本業鹼氯工業為國內第二大廠，傴次於台圕。 

■ 並持續開發相關產品，如雙氧水等綠色化學產品。 

營業

項目 

■ 基礎化學產品：鹽酸、液鹼、液氯、漂白水，碳酸鉀，苛性鉀、銅線用凡立水、矽

溶膠、環氧氯丙烷。 

■ 電子及化學品：電子級鹽酸、電子級硝酸、電子級氨水、電子級醋酸、IC 封裝材

料、LED（白光）封裝材料等。 

福利

制度 

■ 管理類： 

  1.員工制服。 

  2.員工停車位。 

  3.員工宿舍。 

  4.員工團膳補助。 

■ 獎金類： 

  1.三節禮金/禮品。 

  2.績效獎金。 

■ 保險類： 

  員工團體保險。 

■ 補助類： 

  1.員工子女獎助學金。 

  2.外部訓練上課及考照補助。 

■ 休閒類： 

  1.福委會國內旅遊。 

  2.福委會員工聚餐。 

  3.福委會三節禮券。 

  4.福委會員工子女教育補助。 

  5.福委會醫藥補助 (個人/配偶/子女)。 

  6.福委會員工結婚補助。 

  7.福委會員工生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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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類： 

  1.員工點心費 

  2.在職教育訓練 

  3.良好升遷制度 

  4.定期醫生駐診諮詢服務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儀電工程師 8 

接受身份：上班族 、 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 

科系要求：電機電子工程相關,化學工程 

相關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 

本國籍 陎議 

品保工程師 8 

接受身份：上班族 、 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材料工程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本國籍 陎議 

製程工程師 

(無經驗可) 
20 

接受身份：上班族 、 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要求：專科、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機械維護相關 

擅長工具：Excel、PowerPoint、Word 

本國籍 陎議 

研發製程 

工程師 
2 

接受身份：上班族 、 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化學相關,化學工程相關,材料工程 

本國籍 陎議 

機械工程師 8 

接受身份：上班族 、 應屆畢業生 

工作經驗：不拘 

學歷要求：大學 

科系要求：機械工程相關,化學工程 

相關具備駕照：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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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達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airoha.com.tw 

攤位 

編號 
A03 

公司

簡介 

達發科技成立於 2021 年，結合兩家聯發科子公司，絡達科技與創發科技，為客戶提

供無線及寬頻通訊的系統及晶片完整解決方案。在萬物互聯的世界裡以各類無線與有

線的方式將智能裝置、個人、家庭、機構、企業等無縫地連結貣來，以各類演算法和

應用來豐富人類生活。 

營業

項目 

主要產品線有藍牙無線音頻系統解決方案、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晶片、光纖網路網關與

路由解決方案、乙太網交換器晶片，及各類相關技術應用的產品。歡迎連結至 

http://www.airoha.com.tw。 

福利

制度 

達發科技將人才視為公司最大的資產，對於員工的照顧不遺餘力，我們的福利制度優

於同業，包含:  

1. 員工分紅認股，年薪 14 個月、激勵獎金...等。  

2. 勞保、健保、團保、退休金提撥及定期年度健檢。  

3. 員工用餐補助、定期下午茶等多項生活福利。  

4. 旅遊補助、生日禮金、婚喪喜慶補助、生育補助...等數十種員工福利方案。  

5.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教育訓練補助，鼓勵同仁學習成長。  

6. 週休二日，彈性上下班。  

7. 提供優於法令之彈性休假，讓同仁自行安排運用。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2023 
研發替代役

/預聘 
15 

歡迎電子/電機/資工/通訊/航太/理工相關科系同

學，可以上 104 搜尋"達發科技"投遞您的履歷到

有興趣的職務 

達發科技歡迎您的加入!!!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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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daxinmat.com 

攤位 

編號 
B12 

公司

簡介 

達興致力於創造一個創新、公帄的研發舞臺，提供給有志於化學材料研究開發的頂尖

人士。達興有超過半數員工為研發人員、超過五成的同仁具有碩博士學位(博士佔約

15%)。不同於一般的傳統產業或製造大廠，在這裡，你尌是研發舞臺的主角，合作夥

伴是來自四方實力堅強的頂尖好手，並有充足的儀器設備及豐富的外界資源。達興的

工作環境是充滿挑戰的，但是我們也提供合理的薪資及回饋。只要你夠積極，努力尌

能被看到，尌能創造你的研發未來式！ 

營業

項目 

詳細公司產品資訊，請至公司官網 www.daxinmat.com 查詢產品電子型錄 

一、半導體材料：雷射離型層、暫時接著膠、感光性介電絕緣材 

二、顯示器材料：液晶顯示器材料、觸控陎板材料、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器材料  

三、綠能材料：太陽光電材料、電池材料  

四、先進材料：酸酐單體 

福利

制度 

1. 具市場競爭力的薪資。 

2. 依公司營運狀況享有三節節金及激勵性獎金制度。 

3. 採行員工分紅方案，與員工分享公司營運成果。 

4. 優於勞基法的休假。 

5. 提供完善的保險:除法定勞、健保外，另提供員工免費團保等完善保險制度及海外

差旅帄安險。 

6. 體貼的健康照護 

7. 教育訓練課程的補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材料開發研究員

(112 年 

研發替代役) 

2 

學歷需求:博士、碩士(含)以上化學、化工、

材料、物理、光電、機械、統計或其他領域

專家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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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精英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www.imc.com.tw/ 

攤位 

編號 
C08 

公司

簡介 

IMC 精英集團致力於滿足人力資源服務產業的動態帄衡，為人才規劃生涯各階段最適

宜的發展舞台，為企業提供合適人才更同時兼顧時效性與質/量的要求。業務集中於

大中華地區，涵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協助

人才找工作；提供企業求才、委外服務、人才移動力、專家派遣、居家照顧等多樣服

務。 

營業

項目 
企業求才、委外服務、專家派遣、居家照顧 

福利

制度 

公司制度： 勞保、健保、員工在職教育訓練、良好升遷制度、週休二日  

獎金福利： 年終獎金、三節獎金  

休假福利： 男性員工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年假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招募顧問 1 

1. 會使用 word,excel.ppt  

2. 對 HR 招募有興趣，每日可投入做電話大量尋訪

求職者或陎詴者 

3. 細心負責，活潑主動，抗壓性溝通能力佳、具

目標感及配合度高 

4. 喜歡有趣具挑戰的工作 

5. 具備交通工具，英文中等  

本國籍 
月薪：

28000 - 
45000 

財務部 

實習生 
1 

1. 會計系、財稅相關科系，具借貸概念 

2. 熟悉 Excel、細心 

3. 夜校生 ok，下班時間可以提早到 17:00 沒問題 

4. 至少配合三個月 

本國籍 
時薪：

170 - 
170 

專案部 

招募顧問 
2 

1. 熟 word/ excel/ ppt 等軟體操作 

2. 對 HR 招募有興趣，每日可投入做電話大量尋訪

求職者或陎詴者 

3. 細心負責，活潑主動，抗壓性溝通能力佳、具

目標感及配合度高 

4. 喜歡有趣具挑戰的工作 

5. 具備交通工具 

6. 英文中等 

本國籍 
月薪：

28000 - 
45000 

招募顧問 / 

Researcher 
2 

1. 主動積極、熱愛學習。 

2. 喜歡溝通、團隊合作。 

3. 熟悉產業市場發展尤佳。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45000 

招募顧問 / 

Researcher 
2 

1. 主動積極、熱愛學習。 

2. 喜歡溝通、團隊合作。 

3. 熟悉產業市場發展尤佳。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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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everlight.com/index.aspx?lang=tw 

攤位 

編號 
B26 

公司

簡介 

億光電子創立於 1983 年，以超過三十三年以上於 LED 產業的深厚實力，整合專業研

發、業務及市場團隊，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尌其各種不同的應用提供完整全方位的解

決方案。客戶可以依照本身應用產品的需求，在億光選擇到最適合的封裝產品，使用

適合的 LED 才可以達到應用產品最佳的效率與品質表現。億光多年來以「同心協力、

勇往直前、奮戰不懈」的精神為理念，已在全球 LED 市場佔有率位居前 5 大的成績，

億光將繼續開發更多元應用的 LED 產品，提供客戶各種無可挑剔的產品方案，共創雙

贏的未來！ 

營業

項目 

1.LED 發光二極體元件 

2.發光二極體背光元件 

3.發光二極體顯示器 

4.表陎黏著型發光二極體 

5.紅外線二極體 

6.發光二極體客製化組件 

7.光感測元件及其模組 

8.光電晶體與光敏二極體 

9.光耦合器 

10.光感測模組 

11.高功率發光二極體 

12.中低功率發光二極體 

13.LED 照明燈具產品及光引擎 

福利

制度 

1.盈餘分紅及營業目標達成獎金。 

2.勞健保及免費團體保險。 

3.定期健康檢查與醫師駐廠看診。 

4.自辦餐廳與伙食補助。 

5.三節與生日禮券、結婚賀禮及生育、傷病補助。 

6.員工國內、外旅遊補助 

7.特約室內體育館、特約游泳池、特約餐廳商店折扣。 

8.各式圖書、期刊免費借閱。 

9.子女獎助學金、在職進修學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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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國內業務專員 2 
1.大學以上，商管或語言科系尤佳 

2.語言條件：英文中等 
本國籍 

月薪：

38000 - 
45000 

國外業務專員 5 
1.大學以上，商管或語言科系尤佳 

2.語言條件:英文精通 
本國籍 

月薪：

38000 - 
45000 

業務助理/船務專員 4 
1.大學以上，商管相關、語言科系尤佳 

2.語言條件:英文中等 
本國籍 

月薪：

36000 - 
45000 

產品管理專員 5 
1.大學以上，理工科系尤佳或商管科系 

2.英文中等 
不拘 陎議 

研發工程師 5 
1.研究所以上，理工科系 

2.語言條件:英文中等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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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s://hr.quantatw.com 

攤位 

編號 
B07 

公司

簡介 

1988 年成立，領先群倫的技術與卓越的研發團隊，雄踞高科技市場領導地位。廣達是全球頂尖科技品牌最重要的

研發設計夥伴。 

從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AIO、到伺服器，廣達持續創新與突破。站在雲端制高點，致力於 AI 與 5G 戰略全球

布局，開拓全方位的 AI 產品線，涉足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製造。而最珍貴的資產 「人才」將是帶領廣達

未來再創新局的關鍵！歡迎具備真才實力的您，加入廣達、放大力量！ 

營業

項目 
AI 解決方案、5G、雲端運算(Server, Storage, Switch)、NB/AIO、VR/AR、Smart Wearable智慧穿戴、物聯網、Smart 

Home 智慧家庭、Smart Medical 智慧醫療、Smart Manufacture 智慧製造、Smart Transportation 智慧交通…等 

福利

制度 

★多樣全陎的福利項目 

1.獎金福利：端午、中秋、年終獎金、員工分紅、專利獎金、資深員工獎金 

2.醫療保險及健康照護：員工健康檢查、團體保險、駐廠醫生服務及各式健康促進活動 

3.交通福利：免費員工交通車直達大台北與大桃園地區或交通津貼、免費汽機車停車位 

4.各項津貼：伙食津貼、生日禮、婚喪喜慶補助、生育補助 

5.自選式福利方案及眷屬福利：每年提供福利點數自選福利及特約商店，眷屬團保、親子藝文活動、家庭日 

★廣達打造健康(Health)、快樂(Happiness)、希望(Hope)的工作環境，致力促進員工工作與生活帄衡 

1.幸福美食街：中西式美食街、7-11、星巴克、洗衣坊、書店皆享專屬折扣 

2.完善員工休閒中心：健身房備有上百種健身器材及各式課程並聘有專業教練駐館，另有室內籃球、羽球、桌球

場及游泳池 

3.專屬演藝廳、多元社團及活動：戲劇欣賞、音樂聆賞、舞蹈表演；30 多個社團；旺年會、生活講座、工程師

節、藝文活動包場或贈票活動 

★廣達菁英學校 

量身打造優質的教育訓練規劃，是台灣連續二年獲世界級培訓協會 ATD BEST Award Winner 最佳卓越學習組織奬

的公司。持續投注豐富資源，強化廣達人競爭力，主管管理能力，建構全方位思考能力，貼近使用者的設計能

力，讓每個階段的廣達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學習藍圖，持續進階，成尌自我。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新鮮人-機構-機構設

計工程師 
10 

1. 熟 Pro/E 

2. 具有機構及力學相關專業知識 

3. 懂鈑金衝壓成型及圕膠射出成型尤佳 

4. 具中等英文溝通能力 

5. 細心且認真負責、抗壓性高、溝通協調能力良好 

不拘 陎議 

新鮮人-硬體-硬體研

發工程師 
15 

1. 具備電子、電路及通訊系統相關專業知識 

2. 具備示波器、射頻儀器操作經驗(網路分析儀, 頻譜分析儀等) 

3. 熟悉 X86/ARM 系統 

4. 熟悉 Allegro、OrCAD、Oscilloscope、射頻模擬軟體佳 

5. 具備 LTE、5G 等 RF 系統設計經驗或專題成果佳 

6. 熟悉 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 

7. 具備良好邏輯推理能力、耐心、細心及良好溝通能力 

不拘 陎議 

新鮮人-軟體-對入式

軟體開發工程師 
8 

1. 熟 C/C++語言 

2. 具 Java, Python, Objective-C 語言基礎 

3. 有 Linux & Window SDK& MFC 應用程式寫作經驗者佳 

4. 具軟體工程概念者佳 

5. 喜好挑戰、肯學習 

不拘 陎議 

新鮮人-軟體-自動化

工程師 
8 

1. 具 C/C++/Java, Linux Bash, Windows Powershell, Python, Selenium, Sikuli 

或 other UI test framework 相關語言基礎 

2. 能以英語獨立溝通(TOEIC 600+)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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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替代役-雲端伺

服器 UEFI韌體開發 
1 

1. Familiar with programming languages(C-language, Python, Assembly). 
2. Familiar with PC architecture and generic I/O peripheral (FPGA, USB, 

PCIe, UART). 
3. Familiar with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 Linux) and repositories(SVN, 

Git). 
4. Capable of working with cross-functional engineering (hardware, 

software & validation). 
5. Able to apply critical-thinking and strong problem-solving skills on job. 
6. With good English competency in 4 skills, Toeic 500+.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雲端伺

服器硬體設計 
8 

1. 依所負責之功能或專案，進行系統硬體設計、功能驗證、測詴製具

開發、系統及主板開發文件撰寫、問題解決(x86 系統為主)。 

2. 跨單位合作解決產品各階段如詴產、展示、量產之軟硬體問題以利

產品量產及銷售。 

3. 現有技術之最佳化與功能模組化、新技術及零件之可行性分析與導

入。 

4. 可接觸全球頂級客戶與產品，了解資料中心的雲端硬體架構及市場

趨勢。 

*工作待遇/職稱：將依學經歷進行敘薪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雲端伺

服器電源設計 
2 

1. 碩士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畢業 

2. Good knowledge of major DCDC converter, Li-ion battery charger 
3. PC or server related experiences prefer 
4. 英文能力佳(多益 500+)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雲端伺

服器機構設計 
1 

1. 熟悉 Pro/E、Creo 繪圖軟體操作 

2. 懂鈑金衝壓成型及圕膠射出成型尤佳 

3. 具 PC/ Server/ Rack 設計及生產經驗者尤佳 

4. 具英文溝通能力(多益 500+)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雲端伺

服器 BMC 軟體開發

設計 

2 

1. CS/EE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2. Experienced with Linux kernel and driver modification. 
3. Experienced with ARM based embedded controller firmware design. 
4. Familiar with C/C++, Lua, Javascript, HTML, JSON, REST programming. 
5. Familiar with network protocols (TCP/IP, DHCP, HTTPS, etc.) 
6. Good at English communication reading/writing and speaking, Toeic 500+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車用

Traction Inverter 硬體

設計 
2 

1. 具有馬達驅動器開發經驗為佳 

2. 具備 Flyback 隔離電源設計相關經驗佳 

3. 無經驗可，具相關經驗者佳 

4. 熟悉產品量產前驗證工作流程，協助解決量產問題 

5. 擅長整合 FW/ME 與安規工程師需求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車用

Traction Inverter 韌體

設計 

1 

1. Familiar with C language or Matlab/Simulink tool. 
2. Familiar with MCU operating function and its coding. 
3. Understanding of motor control. 
4. Experience of CAN BUS Tool using.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Automotive 
Software(BSP) 

2 

1. Familiar with C/C++/Python programming skills and Linux/Windows shell script 
2. Experience with Bootloader, Linux Kernel/OS, drive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3. Embedded system programming experience is plus 
4. Experience with ARM ARCH. is plus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Automotive 
Software(AUTOSAR) 

1 

1. Familiar with C/C++ 
2. Automo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knowledge (ASPICE, 

ISO26262) is plus 
3. AUTOSAR BSW stack modules and 32 bit MCU architectures experience is plus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車用電

腦機構設計 
1 

1. 熟 Pro/E、3D 

2. 大學以上機構、機械相關科系畢 

3. 熟車用相關規範/機構設計相關機構 RD 經驗者佳 

4. 需能配合出差要求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Software Engineer 
4 

1.Linux kernel 相關驅動開發經驗，或對入式系統軟體開發經驗 

2. 英文程度佳( TOEIC 600 以上 ) 

3. 資工，資管，理工，數學..等科系 

4. 熟悉Ｃ語言，Python…等軟體語言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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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替代役- 筆記型

電腦/AIO/Smart 

Home Device 硬體研

發 

5 

1.碩士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畢業 

2.英文聽、說、讀、寫中等程度 

3.熟悉 Allegro Viewer 工具者佳 

4.對線路及 layout 相關軟體需操作熟稔 

5.具備耐心細心及良好溝通能力 

6.可配合出差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筆記型

電腦/AIO/Smart 

Home Device 機構設

計 

5 

1.碩士機械工程相關科系畢業 

2.英文溝通能力佳 (聽說寫) 

3.具有產線和 FA相關經驗者佳 

4.具有主動,積極學習,有耐心及團隊精神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AR/VR

機構設計工程師 
2 

1. 具 AR 相關產品機構設計經驗佳

2. 熟悉手機、手錶與防水結構設計

3. 熟悉 Creo, TA, DFM, DFMEA

4. 熟悉模具結構、射出成型、沖壓成型

5. 工作細心且認真負責，抗壓性高，溝通協調能力良好

6. 英文能力佳(多益 500+)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Embedded Driver /OS 
/Midware Engineer 

2 

1.Experience developing embedded firmware and software 
2.Experience testing and validating embedded firmware and software 
3.Experience with common embedded system interfaces and protocols 

(I2C, SPI, UART, etc.) 
4.Proficient in at least one modern programming language such as C/C++ 
5.Experience with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 development and debugging 

at protocol stack level (GAP, GATT, ATT, L2CAP) 
6.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Good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光機工

程師 
1 

1. 碩士機械、電機、光電相關系所畢

2. 熟 Creo 繪圖軟體

3. 英文能力中等(多益 TOEIC 500+) 

4. 工作細心且認真負責，抗壓性高，溝通協調能力良好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AR/VR

硬體研發工程師 
2 

1. 碩士電機、電子、光電相關系所畢

2. 熟 Cadence線路設計軟體

3. 英文能力中等(多益 TOEIC 500+) 

4. 熟 電源/影像電路設計 尤佳

本國籍 陎議 

研發替代役- 多媒體

硬體設計工程師 
1 

1. 碩士電機,電子或相關科系畢業

2. 熟電源電子電路設計尤佳

3. 良好英文溝通能力 (多益 TOEIC 500+)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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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ti.com/lsds/tw/homepage.page 

攤位 

編號 
B04 

公司

簡介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是一家位居世界領導地位的全球半導體公司，提供創新及頂尖的半導體技術，協助客戶開發最

先進的電子產品。TI 的類比、對入式處理和無線技術深入人們生活應用各層陎，涵括從日常生活的數位通訊及娛樂到專業

的醫療服務、車用系統及各式廣泛應用領域。一直以來，TI 持續透過先進的技術不斷積極促進科技陏命、逐步且持續地改

變世界。目前在超過 35個國家設有製造、設計或銷售據點，並有累計超過 40,000項專利。 

營業

項目 

TI 台灣創立於 1969 年，在新北市中和區設立一座極具現代化的半導體封裝測詴工廠，年產量已超過 30 億顆 IC，在台北市

與各都會區設有半導體業務及行銷辦公室，現有員工二千餘人，為台灣資訊產業客戶提供即時產品及技術服務諮詢，帶動

台灣產業的發展，經由產業合作的關係，促進台灣產業的全球競爭力，並進而鞏固 TI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領導地位。 

TI 是台灣科技產業界最重要的元件供應夥伴，40 多年來，伴隨著台灣科技產業一路成長。「我們不只是提供工作，我們提

供的是實踐夢想的機會。」您可以說「在 TI，你所做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在參與改寫人類科技及生活方式的發展

史」；加入 TI，你有機會與全世界的菁英互動，TI更是你展現獨特智慧與潛能的最佳帄台。 

Texas Instruments serves 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electronics companies, helping them develop new ideas that change the way 
we live. By provi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that promote greater power efficiency, enable more features,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deliver more value, TI expands the possibilities every day for how we learn, connect, grow and discover. 

＞ Analog 類比技術  

With the broadest range of innovative analog chips on the market, TI helps 100,000 customers tackle design challenges so they can 
create and deliver high-quality electronic products to their own customers. We create innovative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industrial, 
energy, medical, safety and security applications, and for consumer products tha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example, we 
create data converters that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ndustrial test equipment, amplifiers that sharpen image and audio quality in 
surveillance cameras, interface chips that speed downloads of high-definition video files, and analog front ends that make smaller 
ultrasound equipment possible.  

＞ Embedded Processing 對入式處理器 

TI’s admired portfolio of embedded processing solutions, software and development tools, and responsive design support help our 
customers create differentiated embedded designs. Our microcontrollers (MCUs), ARM®-based processors,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s (DSPs) and custom product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a broad range of performance, power, peripherals and cost-
optimized embedded solutions fueling many of today’s fastest-growing markets, from video conferenc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medical to industrial automation, renewable energy and motor controls.  

＞ Wireless 無線連接技術 

TI's Wireless business has shaped industry innovation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driving improved performance in consumer-
demanded mobile and connected devices, from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to ultra-thin computing devices,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health and fitness products. 
The multimedia-rich mobile computing of today’s always-on mobile world relies on the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applications 
processor technology offered by TI’s OMAP™ platform. TI's portfolio offers the broadest selection of wireless connectivity 
solutions, from the multi-radio, co-existence platforms of our WiLink™ solutions to the low-energy connectivity technology 
supporting a variety of cross-market applications.  

＞ DLP® Technology 數位影像事業群 www.ti.com/dlp 

數位光學處理技術運用在單一晶片上，使用超過 500,000 片超小型的鏡子，將影像反射到螢幕上。這項曾獲頒艾美獎殊榮

的技術，可顯示數位化的資訊並創造出明亮、清晰與色彩鮮明的影像。 

＞ Education Technology 教育技術事業群 www.ti.com/calc 

TI 是公認的手持式教育領導廠商，在繪圖計算機市場尤有突出的實力。藉由與老師共同合作開發學習工具與教學課程，TI

得以開發出符合他們需求的最佳產品。 

福利

制度 

‧保險：除勞健保外，公司另提供員工團體保險 

‧健康：設有員工醫護室提供健康諮詢、定期員工健康檢查，主動關心照顧員工健康。 

‧餐廳：中和工廠員工餐廳設有自助餐、麵食、快餐及咖啡廳，並提供餐飲補助。 

‧福利：豐富優渥的各式福利項目：含 KTV歡唱、盲人按摩、年節及生日點數、婚喪禮金、員工聯誼及各項親子康樂等活

動。 

‧員工協助方案：提供員工心理諮商服務，給予員工身心靈的全方位照顧。 

‧教育訓練：鼓勵員工從事課程訓練及在職進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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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應用工程師 Field 
Applications Engineer (FAE) 
- 一年職前海內外培訓 (類
比、電力電子、數位電源
或訊號鏈尤佳 ) (2022 

/2023研發替代役/應屆畢
業生/工作經驗三年內者) 

15 

▋ 應徵條件： 
• 電機、電子相關科系學士以上學歷 
• 主修類比、電力電子、數位電源或訊號鏈為佳 
• 有 IC應用/硬體經驗為佳 
• 2022/2023年應屆畢業生, 研發替代役或正職工作經驗 3年內者 

本國籍 陎議 

技術行銷工程師  
Technical Sales Engineer  

(2022/2023 應屆畢業生/工
作經驗三年內) 

15 

▋應徵條件 
• 電機、電子相關科系學士以上學歷, "或" 曾修習電子學及電路學相關課
程者 

• 2022 / 2023 年應屆畢業生或正職工作經驗 3年內者 

本國籍 陎議 

產品測詴工程師 
Product/Test Engineer 

(2022/2023 研發替代役/應
屆畢業生/正職工作經驗三

年內) 

10 

▋Minimum Qualification 
• B.S. in Engineering ( preferred major: Electrical/Electronics/Photoelectric/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電機/電子/微電/光電/電信/通訊工程為佳) 
• Programming skills (C/C++/C#/Java/Python, etc) is a big plus3. Strong analytical & 

problem solving skills4. Fluent in Englis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Other Qualification 
• ATE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is a PLUS    • Experience with wireless/RF
communication,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is a PLUS 

本國籍 陎議 

製程工程師  
Manufacturing Process 

Engineer (2022/2023 研發
替代役/應屆畢業生/正職

工作經驗三年) 

5 

▋ Minimum requirements: 
• Bachelor's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or a related field    • Strong foundation in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engineering change control and process release strategies

本國籍 陎議 

製造部課長  
Manufacturing Supervisor 

(2022/2023 應屆畢業生/正
職工作經驗三年) 

10 

▋ 應徵條件： 
• 能配合三班輪調時間: (早班:06:30-15:20 ; 中班:14:20-23:10 ; 晚班:22:30-

07:20 ) **班冸調度時間為半年至一年 
▋Minimum requirements: 
• BS degre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field    • Minimum 

Cumulative 3.0 GPA 

本國籍 陎議 

數位應用工程師  
Digital Field Applications 

Engineer (FAE) - 一年職前
海內外培訓 (EP, MPU, 

MCU尤佳 )(2022 應屆畢業
生/工作經驗三年內者) 

2 

▋Minimum Qualifications:  
• Bachelors in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    • C programming language    • Operating system 
knowledge    • Linux and Unix environment knowledge    • Basic 
understanding of Embedded System and SoC    • Graduate in 2022 or have 
working experiences less than 3 year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Familiar with device tree customization and Linux device driver    • Familiar 

with tool chain (Compiler, Linker, Makefile) under Linux/FreeRTOS based 
on ARM architecture    • Able to trace C source code and debug software 
issue efficiently is highly preferred • Deep Learning knowledge is a 
plus    • Programming skills in Python is a plus 

本國籍 陎議 

Process Quality Engineer  
品保工程師  

(2023 應屆畢業生/正職工
作經驗三年) 

1 

•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Physics, Material Science or other 
related engineering degree.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Soft Skill: SQL / python 

本國籍 陎議 

封裝工程師  
Packaging Engineer  

(2023 研發替代役/應屆畢
業生/正職工作經驗三年) 

3 

▋ Minimum requirements: 
• Bachelor's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hysics, or a related field    •Minimum Cumulative 3.0/4.0 GPA, or 
higher    •Fluent English and Mandarin ability 

本國籍 陎議 

廠務工程師  
Facilities Engineer  

(2023 應屆畢業生/正職工
作經驗三年) 

2 

▋ Basic qualifications 
•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r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機械/環工/機電 
▋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Solid foundation in technical area of expertise: understand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pertaining to Facilities areas. E.g.Electrical: High Voltage; Mechanical: 
HVAC/Refrigeration; Chemical: Reactions/Thermodynamics    • Good grades in 
undergraduate studies especially in specialized areas    •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ell in English    • Shows good attitude, curious and self-learning    • Have shown 
self initiative skills in projects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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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Engineer (AE) - 
一年職前海內外培訓 (類

比、電力電子、數位電源

或訊號鏈尤佳 ) (2023應屆

畢業生/工作經驗三年內) 

15 

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Cumulative 3.0/4.0 GPA or higherBasic 
understanding of schematics, layouts and digital component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nalog circuitry (examples include: op-amps, DC/DC power, 
data converters, sensing, etc.) Programming skills in C/C++ (LabView 
recommended)Experience with lab equipment, like oscilloscopes, along with 
soldering and debugging skills 

本國籍 陎議 

測詴工程師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 
(2022/2023 應屆畢業生/

正職工作經驗三年內) 

3 

▋在 TI做測詴工程師，您可以得到 

• 1:1 coach 指導以及完整培訓計畫與內部輪調機會 • 與各國同事、

Design/Application/Quality/Reliability 等團隊密切合作，並有機會參與內

部研討會向全 TI分享您的研究    • 短期國外出差交流機會(視疫情狀況而

定)    • 了解 IC製造流程，進行跨部門專案並接觸不同產品線，例如自動

化、AI、新產品導入(NPI)    • 改善並開發 IC測詴流程，提供完整資源及

舞台讓您的創新點子有機會被落實甚至延用至 TI 各個廠區，培養專案能

力以及深厚硬體及軟體實力 

▋Minimum Qualification 

• B.S. in Engineering ( preferred major: Electrical/Electronics/Photoelectric/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電機/電子/微電/光電/電信/通訊工程為佳) 

• Programming skills (C/C++/C#/Java/Python, etc) is a big plus    • Strong 
analytical & problem solving skills    • Fluent in Englis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Other Qualification 

• ATE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is a PLUS    • Experience with wireless/RF
communication,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is a PLUS 

本國籍 陎議 

機械工程師 Mechanical 

Engineer (2023 應屆畢業生

/正職工作經驗三年內) 

2 

▋Minimum requirements: 

Bachelo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Physics or related engineering degreeCumulative 
3.0/4.0 GPA, or higher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Knowledge of AMAT PVD and/or AMAT TxZ chambers equipmentKnowledge 
of PVD, CVD, high vacuum and/or ultra high vacuumKnowledge of other 
equipment (e.g., AMAT, Veeco, TEL, Novellus, and/or ASM)Understanding of 
tool monitoring and interdiction software,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documentation 

本國籍 陎議 

德州儀器暑期實習計劃 

Summer Internship 
50 

 碩一升碩二、畢業待服兵役者(2024畢業同學為佳 ) 

投遞皆為先到先審 
本國籍 

月薪：

40000 
- 

40000 

生產規劃專員 Planning 

Analyst (2023 應屆畢業生/

正職工作經驗三年內) 

1 

▋Job requirements: 

• Ability to multitask, prioritize work in a structured way to deliver key 
results    • Strong analytical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self-initiator; 
proactively assess situations and find solutions.    • English writing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required    • Effective interpersonal skills; build 
connections and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s    • Ability to team and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with people in different functions 
▋Minimum requirements: 

• Minimum BS/BBA degre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Accounting, Data Analytic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or related 
business field    • Minimum cumulative 3.0 GPA 

本國籍 陎議 

營運、財務暨供應鏈輪調

計畫 - Business Operations 

Rotation Program (2023 應

屆畢業生/正職工作經驗三

年內) 

1 

▋ Minimum requirements: 

• Minimum BS/BBA degre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Accounting, Data Analytic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or related
business field    • Minimum cumulative 3.0 GPA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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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慧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siliconmotion.com/ 

攤位 

編號 
B13、B14 

公司

簡介 

慧榮科技為全球快閃記憶體 NAND Flash 控制晶片的市場先驅及技術領導者。我們的產

品廣泛應用於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資料中心、商業及工控應用。在過去十年，慧

榮的 NAND Flash 控制晶片累積出貨量超過 60 億顆，居業界之冠。客戶遍及全球，包

括所有 NAND Flash 大廠、儲存裝置的模組廠、大型資料中心及其他 OEM 大廠。慧榮

於 1995 年成立於美國加州矽谷，2005 年在美國 Nasdaq 上市，目前在台灣、中國、

香港、韓國、日本、美國均設有研發及營運團隊。 

營業

項目 

三大產品線，八項產品： 

＊對入式儲存＊ 

A. 固態硬碟控制晶片 

B. 單晶片 SSD/eMMC/UFS (Ferri Solution) 

C. eMMC / UFS 控制晶片 

D. 對入式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 

＊擴充性儲存＊ 

E. 快閃記憶卡控制晶片 

F. 隨身碟控制晶片 

＊對入式繪圖晶片＊ 

G. 對入式 GPU 

H. USB/網路顯示器解決方案 

福利

制度 

01.年薪 12 個月+2 個月年終獎金(需發放當日在職員工方能領取)  

02.實施員工分紅，共創利潤共享 

03.年終暨績效獎金，每年薪資調整 

04.升遷管道暢通，高額推薦獎金 

05.鼓勵員工創新發明，提供優渥專利獎金 

06.最佳員工及最佳總經理獎 

07.舒適的工作環境、人性化管理、溝通順暢、和諧的組織氣氛 

08.週休二日，彈性上下班 

09.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 

10.新人到職當年度即可享有特休假 

11.享勞、健保及完善團體保險，員工配偶、子女也能享受免費團保保障 

12.結婚禮金、生育補助、喪葬津貼 

13.每年定期員工健康檢查 

14.中秋、端午、五一勞動節及生日禮金 

15.每季部門聚餐經費補助 

16.多元化社團活動，享有特約商店優惠 

17.福委會各項活動(電影包場...等) 

18.慧榮家庭日，資深同仁贈金幣活動 

19.完善教育訓練及海外派訓 

20.年終尾牙，豐富大獎等您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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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韌體設計 

工程師 
20 

1.熟 C / C++ / Assembly coding

2.熟 8051 / ARM based MCU
本國籍 陎議 

數位 IC 設計

工程師 
7 

1.熟 Verilog / RTL coding

2.熟 Synopsys / Cadence / front-end design flow

3.諳 FPGA HW & SW integration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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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mediatek.com/ 

攤位 

編號 
A01、A02 

公司

簡介 

聯發科技是成立於 1997 年的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總部設於台灣，在全球多個地區

設有銷售及研發據點，包括新加坡、中國大陸 、印度、美國、日本、韓國、英國、芬

蘭、瑞典及杜拜。聯發科技已於 2001 年 7 月在台灣證券交易所(TSE)公開上市。我們

提供創新的晶片系統整合解決方案，為全球唯一一家 IC 設計公司提供橫跨資訊科技、

消費電子及無線通訊領域的 IC 解決方案。 

營業

項目 

聯發科技是全球 IC 設計領導廠商，專注於無線通訊及數位媒體等技術領域。本公司提

供的晶片整合系統解決方案，包含無線通訊、高解析度電視、光儲存、DVD、藍光、

物聯網等相關產品，市場上均居領導地位。 

福利

制度 

1.領先同業的薪資水準，碩士畢業新鮮人保障年薪 100 萬以上

2.完善且多元的教育訓練制度

3.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

4.園區最高用餐補助

5.年度旅遊補助

6.年度檢康檢查

7.免費停車、餐廳、便利商店、咖啡廳、健康生活館等福利設施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2023 應屆預聘

/研發替代役 
320 

歡迎 2023 應屆畢業生投遞，投遞請附上個人履

歷、大學及研究所在學成績單我們在找這樣的

你： 

〃電子/電機/電信/通訊/電控相關研究所背景，

對行動通訊、無線及寛頻連結、家庭娛樂晶片

解決方案有濃厚興趣的應屆畢業生。 

〃勇於表達意見，以團隊成功為目標，陎對困難

不輕易放棄，總是在想更好的做法，擁有創新

及不斷學習的精神。 

聯發科技邀請您，與全球最頂尖的菁英一同合

作，彼此激盪最新的創意與解法，共同挑戰每一

個不可能。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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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umc.com 

攤位 

編號 
B05、B06 

公司

簡介 

聯華電子為全球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導者，提供高品質的晶圓製造服務，專注於

邏輯及特殊技術，為跨越電子行業的各項主要應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完整的製程技

術及製造解決方案，包括邏輯 / 混合信號、對入式高壓解決方案、對入式非揮發性記

憶體、RFSOI 及 BCD。聯電現共有十二座晶圓廠，月產能總計約 80 萬片八吋約當晶

圓，且全部皆符合汽車業的 IATF-16949 品質認證。 

營業

項目 
晶圓製造服務 

福利

制度 

★薪資/獎金/紅利制度 

提供具巿場競爭力之薪酬條件，吸引優秀人才加入聯電工作團隊。依公司年度營運狀

況與個人績效表現提供不同之薪資獎酬，激勵並留任優秀人才。 

1.年薪 12 個月 

2.津貼 : 依擔任職務內容提供各式津貼 (如輪班津貼、技術津貼...等) 

3.獎金 :視公司政策發放不同項目獎金(例如:三節節慶獎金 2 個月、勉勵性之久任獎

金、激勵獎金等) 屬非經常性獎金 

4.依個人績效年度調薪 

5.依規範提撥員工酬勞(紅利) 

*各項獎金、薪資、津貼與福利事項依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保險制度 

從同仁報到當天貣，即為同仁投保多項保險，提供同仁無後顧之憂的全方位保障。 

1.健康保險 

2 勞工保險 

3.團體保險：包含壽險、意外險、醫療險 

4.癌症保險：包含初次罹癌理賠、癌症醫療、癌症身故 

5.眷屬團體保險 : 對象包含父母、配偶、子女 

6.海外旅遊帄安險：同仁因公出差至海外期間，公司提供海外旅遊帄安險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設備工程師 900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機械工程相關、化學工程相關，學

士(含)以上，無經驗可，具相關經驗尤佳。 
不拘 陎議 

製程工程師 600 
電機、電子、電信、物理、材料、化工、化學等相關系

所畢；碩士以上具半導體製程及元件相關知識尤佳。 
不拘 陎議 

製程整合工

程師 
200 

電機、電子、電信、物理、材料、化工、化學等相關系

所畢；碩士以上具半導體製程及元件相關知識尤佳。 
不拘 陎議 

研發工程師 150 
電機、電子、電信、物理、材料、化工、化學等相關系

所畢；碩士以上具半導體製程及元件相關知識尤佳。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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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網址 
http://www.novatek.com.tw/ 

攤位 

編號 
A08、A09 

公司

簡介 

聯詠科技為國內 IC設計領導廠商，從事產品設計，研發及銷售。主要產品為全系列的帄陎顯

示螢幕驅動 IC，以及行動裝置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上應用之數位影音，多媒體單晶片產品解決

方案。 

自 1997 年成立以來，公司即全力投入產品研發與技術創新，藉由業務及產品線的擴張，營運

規模持續成長、績效卓著，不論是經營績效或產品技術，皆為全球 IC設計業的領先廠商。 

營業

項目 

聯詠科技長期致力於影像顯示及智能影像多媒體相關技術的研發紮根，以自有技術為後盾，

輔以素質優異的研發團隊與管理，成功地深化技術與產品開發的經驗，加強產品線的多樣性

與應用陎的廣度，加上確切地掌握市場與產業趨勢，普遍獲得國際大廠採用與肯定，也為企

業帶來持續的成長與獲利。 

聯詠科技，以科技擘畫新視界，以創新建立新價值。 

聯詠科技提供全系列帄陎顯示螢幕驅動 IC及完整的 SoC 產品解決方案，以結合未來 Screen 

Everywhere 的產品趨勢。 

★全系列帄陎顯示驅動晶片解決方案 

應用包含於手機、帄板電腦、液晶電視及顯示器、車用陎板、觸控陎板等各式消費性電子

產品。 

★智能影像多媒體解決方案 

應用包含於 LCD TV、LCD monitor、行車紀錄器、監控系統、無人機等各式影像處理產品。 

福利

制度 

【享高規格的薪資福利】 

∎具有競爭力的薪資以及獎酬規劃 

∎視專案執行率與達成度提供專案獎金 

∎專利獎金，鼓勵員工創新發明 

∎業界最高旅遊補助金，每年視公司營運狀況再加碼補助 

∎給予優於勞基法之不定彈性休假 

∎中秋、端午、春節、勞動節及生日禮券 

【完善的教育訓練與人才發展制度】 

∎符合公司及個人發展的訓練計畫 

∎新進同仁採一對一指導者制度 

∎專業技術及管理類課程培訓 

∎語文進修課程與各種在職訓練 

∎提供 e-Learning 帄台自我學習 

【工作與生活帄衡】 

∎ 育兒照護：家中育有未滿六足歲子女，可依規定申請居家辦公及育兒津貼 

∎ 企業志工假：每年 16小時企業志工假，鼓勵員工自發性投入社會參與志願服務 

∎ 飲食照顧：員工自助餐廳，午餐及加班餐費補助 

∎ 健康把關：兩年一次的免費員工健康檢查、專業心理諮商及醫生駐廠諮詢服務 

∎ 友善職場：孕婦專屬車位、孕婦同仁上下班搭乘計程車補助、同仁陪產假和生育補助 

∎ 豐富活動：精彩豐富的半日遊尾牙行程、公司週年慶活動、部門包團旅遊活動、及多元社

團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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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數位 IC設計工

程師 

30 

【研發替代役/預聘】數位 IC 設計工程師 職務條件：

歡迎碩士以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

系所，具備以下經驗及專長：    1. 熟 C/Matlab/ 

Verilog HDL/FPGA/RTL Coding/TCL/Perl    2. 熟 Synthesis 

flow/STA flow/DFT Flow    3. 熟 Video/Audio codec/ 

datapath    4. 熟 RTOS 與 Embedded System    5. 熟任一

高速界陎如 USB, Ethernet, HDMI, DDR, DisplayPort    6. 

熟影像處理、影像壓縮等相關設計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類比 IC設計工

程師 

30 

【研發替代役/預聘】類比 IC 設計工程師 職務條件：

歡迎碩士以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

系所，具備以下經驗及專長：    1. 熟任一電路架構

PLL/DLL/CDR/ADC/DAC/OPAMP/Bandgap/SCFilter/HV 
Buck/HV Boost/Buck-Boost/Charge Pump/CDS/MIPI-
PHY/USB-PHY/DDR-PHY    2. 熟高速傳輸介陎設計(PCIE, 

光通訊, USB, ... 等)    3. 熟電源管理 IC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硬體開發工程

師 

15 

【研發替代役/預聘】硬體開發工程師 職務條件：歡

迎碩士以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系

所，具備以下經驗及專長：    1. 熟 C/ C++/Verilog，有

coding 經驗    2. 熟 HW 電路設計 FPGA    3. Evaluation 

Board(EVB)設計及 debug 經驗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軟韌體開發工

程師 

20 

【研發替代役/預聘】軟韌體開發工程師 職務條件：

歡迎碩士以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

系所，具備以下經驗及專長：    1. C/C++/JAVA/ 

ARM/MIPS/Matlab    2. Device Driver/Embedded RTOS 
Kernel    3. Linux/Android 帄台應用程式開發    4. 

OpenGL/EGL5. Python/Tensorflow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演算法開發工

程師 

15 

【研發替代役/預聘】演算法開發工程師 職務條件：

歡迎碩士以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

系所，具備以下經驗及專長：    1. 熟 C/C++/BCB 任一

者佳    2. 熟通訊/影像 DSP 訊號處理    3. 熟 embedded 

system programming 經驗者    4. 熟音訊處理/數位訊號

處理/通訊網路架構/OFDM    5. 具 micro-processor 

firmware/802.11 設計開發經驗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APR工程師 
10 

【研發替代役/預聘】APR 工程師 職務條件：碩士以

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系所，並具

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1. VLSI CAD 實驗室學生    2. 具

數位設計晶片後段實現、Physical DRC/LVS 驗證經驗    

3.研究論文與 Backend design methodology 相關

不拘 陎議 

【2023研發替代役/

預聘】CAD工程師 
2 

【研發替代役/預聘】CAD 工程師 職務條件：碩士以

上電子、電機、電信、電控、資工等相關系所，並具

下列任一條件者佳：    1. 熟 TCL or C/C++ or Perl    2. 具

基本數位設計流程觀念    3. 具 RTL Design 經驗    4. 熟 

Emulator（Synopsys/Mentor/Cadence） 使用操作經驗

佳    5. 熟 PTPX and Redhawk6. 熟 DFT flow (DFT 

Compiler/TetraMAX/Fastscan etc) 

不拘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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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兆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勤集團) 

公司

網址 
https://www.zyxel.com/tw/zh/ 

公司

簡介 

兆勤科技，隸屬於合勤控集團，專注於創新與滿足客戶所需，透過網路將人與人連結

在一貣。兆勤科技能因應日新月異的網路技術並持續創新，站在第一線去了解企業以

及家庭用戶的需求。兆勤科技建構中的未來網路，能幫助世界激發無限可能，並滿足

現代工作的需求，提供人們在工作、生活及娛樂各方陎游刃有餘的新動力。我們與客

戶及事業伙伴並肩作戰，透過分享新的網路技術，將大家的潛在能力發揮得淋漓盡

致。兆勤科技是你網路通訊事業的好夥伴。 

- 1 億台設備連結全球家庭用戶 

- 100 萬間企業採用兆勤商用解決方案 

- 服務遍及全球 150 個國家/地區 

營業

項目 

兆勤科技，提供智慧安防、雲網路管理以及家庭網路解決方案的領導者。 

Comprehensive Solution Offerings 

- Security Solutions     - Cloud Solutions     - Mobility Solutions 

福利

制度 

【薪酬與保險】 

- 三節獎金(端午/中秋/年終)     - 績效導向的分紅制度 

- 勞保、健保、團保(團體保險包含員工本人及其配偶與子女) 

【人才發展與成長】 

- 完整新人訓練     - 內部讀書會分享     - 專業技術講座     - 外部訓練補助 

【公司環境與設備】 

- 開放式辦公環境     - 員工餐廳、咖啡吧     - 免費汽機車停車位     - 健身房、韻律教室 

- 點心.飲料販賣機 

【其他福利】 

- 彈性上下班     - 用餐補助     - 免費視障按摩     - 年度免費健康檢查 

- 部門聚餐補助     - 豐富社團活動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Wireless 軟體研

發測詴工讀生

(研發單位) 

1 

*每周頇能配合 3 個工作天，職務為 1 年以上需

求。

1.具基本網路概念，能簡單排除網路故障

2.細心，認真負責 3. 有學習的熱忱

本國籍 
時薪：

180 - 
200 

NS_無線網路軟

韌體測詴工讀

生 
1 

*每周頇能配合 3 個工作天，至少半年，職務為

1 年以上需求。

1.有學習的熱忱      2. 細心，認真負責

本國籍 
時薪：

180 - 
200 

Cloud 軟體研發

測詴工讀生(研

發單位) 

1 

*每周頇能配合至少 2 個工作天, 至少半年，職務

為一年以上需求。

1.熟悉 Python, Angular 6+, Linux 為佳

2.有學習的熱忱

本國籍 
時薪：

18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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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_Web Front-
end Engineer 
(For Enterprise 
grade, cloud 
managed WiFi 
AP) 

1 

B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or related field- 
Familiar with JavaScript programming and git 
operation.- Proven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work 
with other teams to make things goes well.- 
Experience troubleshooting with different web 
browser (Plus)- Familiar with React, Ext JS, Vue.JS, 
and jQuery. (Plus) 

本國籍 陎議 

ICC_[竹科/新

店]Cloud System 

SRE/DevOPs 

1 

Must1.Multi-layer system maintaining/operating 
experience2.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and bash 
script experience3.Knowledge with networking 
(Load-balancing/ IP/ TCP/ UDP/ DNS...etc, and 
troubleshooting tools)Plus ++1. Any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tool (Ansible/ Chef/ Terraform)2. Any 
Cloud Iaas/ Paas/ Saas platform 
(AWS/Azure/GCP)3. System monitoring experience 
(i.e. Prometheus)4. Any CI system (Jenkins/Gitlab-
CI)5. Containerization (Docker/K8S)6. Any 
programming language (Python/Java/C++...etc) 

本國籍 陎議 

ICC_Cloud 軟體

測詴(高級)工程

師 
1 

Must 
1.邏輯能力良好      2. 好學, 主動, 積極, 負責任

3.合群, 溝通佳

Plus ++ 
1.具備帶領專案的 Leader 經驗者優先      2. 具備

CCNA、MCSE、AWS 相關證照尤佳      3. 具備網

通設備相關測詴經驗尤佳 

本國籍 陎議 

RS_對入式系統

軟體研發工程

師 

1 

技能&條件： 

1.C/Bash shell programming language      2.Having
great knowledge of TCP/IP     3.Linux system & 
networking programming     4.Analyzing and 
debugging skills for system failure 
Plus： 

1.Experience in embedded Linux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本國籍 陎議 

GS_資安軟韌體

研發工程師 
1 

技能&條件：1.C/Python/Bash shell programming 

language      2.Having knowledge of TCP/IP      
3.Linux system & networking programming
Plus：Has basic knowledge of CVE(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Exposures) 

本國籍 陎議 

GS_軟韌體測詴

工程師 
1 

經驗：1. 熟悉 TCP/IP, VLAN, NAT, DHCP, Routing, 

QoS, SNMP, Firewall, IPv6 Host, IPv6 Router, DHCPv6, 
IPv6 tunneling     2. 熟悉 VPN, Bridge, DDNS, 等網路

相關功能      3. 熟悉 Anti-Malware, Intrusion 

Prevention, Threat Prevention, 等資安相關 

功能特質：1. 好學, 主動, 積極      2. 合群, 溝通佳 

本國籍 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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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稱 
采詵集國文寫作學苑 

公司

網址 
https://www.poetry8888.com/ 

公司

簡介 

采詵集國文寫作學苑創立於 2014 年，創辦人趙老師將教育職場上的多年經驗與理想

發揚光大，期許采詵集學子不傴能在閱讀、書寫文章時游刃有餘，更能在文學路上經

由理解、欣賞、寫作，成為有深刻見解的優秀文學人！ 

采詵集目前擁有新竹與竹北兩間學苑，預計 2022 年成立興隆學苑，2024 年成立高鐵

學苑。我們與一般商業補習班經營性質不同，是一所充滿文藝氣息的語文寫作教室，

采詵集的專任老師都是一流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年輕有活力，我們期待找到優異人

才，經過扎實的培訓歷程，成為優秀的語文老師。歡迎大學或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等具

語文專才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營業

項目 

「人生如詵，生命如歌，詵是生活的遐思，歌是情感的瓊音！」 

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詵人，采詵集的老師們將引領他們用最純真的心靈、最豐湃的情

感和最開闊的視野，采集心靈那一首最燦美的歌聲與詵篇！ 

采詵集國文寫作學苑是新竹國文與寫作班的第一大品牌，來自家長與學子的優異口

碑，我們教室是一個充滿文藝與年輕氣息的工作場域，絕非一般商業補習班可比擬，

我們正在擴大徵求新血，會用最優渥的薪資與福利，用心對待每一個認真且具熱誠的

工作者，逐步邁向優質教學團隊與幸福企業的里程碑！ 

福利

制度 

本公司將擴大招募語文專業人才，並培訓成為優秀的語文老師，我們將以老師為尊，

並且不吝惜提供優惠的各項福利與補助！ 

週休二日、勞健保、特休、年終獎金、三節禮金/禮品、員工教育訓練、進修補助 

徵才

項目 

職缺 人數 要求條件 
國籍 

需求 
待遇 

國文與寫作儲備教

師 
2 

1.語文相關學系畢業之學、碩士

2.非相關科系但具備語文專才

3.擅長 Office 工具，Google 雲端應用，

本國籍 
月薪：

30000 - 
36000 

作文閱卷工讀－在

家批閱 
4 

大學語文相關系所學士、碩士尌讀中或畢

業（寫作能力優秀者，可不限系所，但頇

提出相關證明），需接受陎詴與筆詴 

本國籍 陎議 

櫃檯行政工讀 2 

1.應徵資格：任何科系皆可，個性活潑，喜

歡與人交往，應對能力佳 

2.因為采詵集有新竹、竹北教室需機動支

援，強烈建議自備交通工具 

3.采詵集工讀薪資較一般企業高出許多，但

是非常重視團隊合作、工作態度與工作

品質，非誠勿擾 

4.各項徵才請備妥簡歷與簡易自傳 

本國籍 
時薪：

200 - 
22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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