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大量科技(股)公司 機構工程師
1. 機台開發、繪圖及分析
2. BOM建立及工程圖標註

1. 熟2D、3D或Inventor
2. 有實際繪圖作品者佳

5人 桃園八德

大量科技(股)公司 光學工程師

1.對應客戶需求選用光學元件，相機、
鏡頭、光源等
2.建立光學檢測環境，用於客戶打樣測
試及問題排除，參數調整
3.使用說明與技術文件撰寫

1. 熟C#或C++
2. 有實際經驗者佳

1人 桃園八德

大量科技(股)公司 軟體設計工程師
1.機台UI開發
2.機台運動控制與IO卡應用開發
3.開發程式語言：C#、C++

1. 熟C#或C++
2. 有實際設計作品者佳

3人 桃園八德

大量科技(股)公司 售服工程師

1.提供客戶技術服務，必要時外勤至客
戶處安裝、檢修儀器設備
2.協助RD解決客戶問題及客訴之問題分
析與解決
3.協助業務技術問題及提供售後技術支
援

1. 熱情、耐心，有其設備維修經驗者佳
2. 英文聽說讀寫尚可

2人 桃園八德

大量科技(股)公司 業務專員

1. 設備銷售
2. 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及客戶關係
維護
3. 其它業務相關作業(收款、參展…)

1. 對設備銷售有興趣，有其銷售經驗者佳
2. 英文聽說讀寫中等

2人
桃園八德
台中
高雄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川升(股)公司 通訊軟體應用工程師
•通訊量測軟體開發
•負責軟體量測驗證、特性優化與維護
•協助客戶排除軟體問題與軟體升級

•通訊工程背景(L1)
•熟悉Labview

3人(全職/實習)
台北市內湖區行
愛路69號

川升(股)公司 系統應用工程師
•高頻元件(PA, LNA...)整合
•自動化程師開發
•客戶技術支援

•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相關
•熟悉自動化設備

2人(全職/實習)
台北市內湖區行
愛路69號

川升(股)公司 天線設計工程師
•mmWave天線設計
•產品量測驗證
•協助客戶解決天線設計或量測問題

•熟悉高頻天線模擬 2人(全職/實習)
台北市內湖區行
愛路69號

川升(股)公司 機電整合工程師
•電控、機械、機構維護與改善
•機電整合設計
•機械零件加工

•電機電子或機械相關
•熟悉自動化設備

2人(全職/實習)
台北市內湖區行
愛路69號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核網軟體工程師

1. Familiar with 5G Core Network Function & 
Tracking 3GPP status
2. Build/Maintain Platform (LTE, 5G Core 
Network)

1.對虛擬化5G Core Network 系統軟體
開發有興趣者
2.GSM/WCDMA/LTE/5G Protocol
3.SW development/Maintenance –
N2/N3/N4
4.熟悉虛擬化技術

2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NFV軟體開發工程
師

1. 研究ONAP網路自動化相關技術
2. 研究NFV/SDN相關技術
3. 開發整合5G網路功能虛擬化架構之系統軟體
4. 設計5G架構與整合NFV/SDN解決方案

1.熟Java/C++程式語言開發
2.熟悉網路各層協定及架構之基礎概念
3.對NFV技術有興趣,具相關開發經驗佳
4.熟悉Linux系統與虛擬化系統(K8S, 
OPENSTACK)
5.具網路自動化(ONAP)經驗尤佳

2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基站軟體工程師/
基站智能控制(RIC)

1.Design,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O-
RAN SMO and Fronthaul (M-plane), A1, O1 & 
O2 interfaces.
2.Design,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O-
RAN Near-RT & Non-RT RAN Intelligent 
Controller(RIC), and E2 & Fronthaul interface
3.Good software design methodologies for 
coding: documentation, commenting, 
verification and maintenance

1.Good understanding of 3GPP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architecture
2.Familiar with O-RAN technologies 
and architecture
3.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RAN/Small cell product is a plus.

2人 台北內湖區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NG-RAN 
Physical Layer軟
體工程師

1. Develop/Maintain SW for 5G physical layer, including 
TS38.211~214, DPD, CFR, synchronization, equalization, etc
2. Develop/Maintain eCRPI/FAPI interface
3. Support IOT/FT/OT worldwide.

1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NG-RAN (5G 
Small Cell) 
ANAGEMENT軟
體工程師

1. Develop/Optimize SW for O-RAN SMO and fronthaul (M-
plane), A1, O1 & O2 interfaces.
2. Develop/Optimize SW for CBRSA/WINNF SAS-CBSD 
interface.
3. Develop/Customize SW for Web-based GUI.
4. Create/Run MANAGEMENT test Plan.
5. Maintain/Operate SMOs for worldwide customers.
6. Support IOT/FT/OT worldwide.

1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NG-RAN (5G 
Small Cell) 
SYSTEM軟體工程
師

1. Develop/Optimize ARM-based BSP.
2. Enhance/Optimize Linux.
3. Do 3GPP radio-related jobs (ex. calibration and 
conformance).
4. Create/Run SYSTEM test plan.
5. Support production process.
6. Support IOT/FT/OT worldwide.

1人 台北內湖區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NG-RAN (5G Small 
Cell) PROTOCOL 
STACK軟體工程師

1. Develop/Optimize SW for 3GPP NR-Uu, 
NG, F1, E1, Xn, S1-U & X2 interfaces.
2. Develop/Optimize SW for O-RAN Near-RT 
& Non-RT RICs, and E2 & Fronthaul (CUS 
planes) interfaces.
3. Create/Run PROTOCOL STACK test Plan.
4. Maintain/Operate Core Networks.
5. Support IOT/FT/OT worldwide.

1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
業(股)公司

通訊協定(Protocol 
Stack)軟體工程師

1. GSM/WCDMA/LTE/5G Protocol
2. Operator & Customer requirements 
Implementation.
3. GCF/PTCRB/IoT/Lab Test/Field Test 
support
4. SIM/USIM/Data/IMS/Call/MM/RRC/RRM 
functions
5. Programing Language C/C++

2人 台北內湖區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3點)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仁寶電腦
工業(股)公
司

5G RF 工程師

1.Cellular RF driver tuning, Modem, 
RIL/AT (QMI) development.
2.Collaborate with RF HW engineer for 
modem/RF device requirement.
3.Collaborate with RF HW engineer for 
adjusting configuration and tuning work.
4.Collection and analysis RF issues from 
carrier and lab test.
5.Study Qualcomm/MTK documents and 
summarize for internal training.
6.負責5G/LTE/UMTS/GSM/CDMA/TD-
SCDMA通訊協定研發及優化
7.負責手機及平板相關網路的問題、開發測
試工具

1. Be familiar with 
Qualcomm/MTK modem 
solution especially for RF driver 
tuning, QCN configuration is 
better.
2. Be familiar with 
Qualcomm/MTK RF utility and 
could be able to analyze the 
log file is better.

2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
工業(股)公
司

5G行動裝置基頻
電路設計工程師

1.5G基頻電路設計、零件選用、效能評估
2.5G基頻電路繪製與零件布局規劃
3.工廠支援試產及產線量率改善
4.基頻電路優化與測試驗證，提供EMI 、
EMC、 ESD改善對策，支援產品認證除錯
5.基頻新技術的學習與開發、工程文件申請

2人 台北內湖區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3點)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仁寶電腦工業
(股)公司

行動裝置RF工程師

1. RF circuit/layout design
2. RF certification debugging and 
solution
3. WCDMA/LTE/WiFi/BT/Router 
performance tuning, measurement 
and debugging
4. Desense debugging and solution
5. Product production support

需熟悉OrCAD/PADS tool, RF test 
equipment

2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業
(股)公司

手機天線(Antenna)
工程師

1. 天線量測儀器操作
2. 天線分析及設計
3. EMC/EMI 設計與量測
4. 瞭解各國天線專利及天線專利申請

1. 熟悉天線理論及天線模擬軟體
2. 具手機天線設計經驗尤佳

1人 台北內湖區

仁寶電腦工業
(股)公司

5G新技術研究人員
(契約人員)

1.3GPP標準前期研究
2.技術文件撰寫與報告
3.測試程式開發

1人 台北內湖區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正文科技
(股)公司

4G-LTE / 5G-NR 
CPE 軟韌體研發工
程師(RDSW_145)

*Design/Develop/Maintain SW features from 
physical layer to application layer on 4G/5GNR 
advanced routers and network access devices.

*SW Programmer, implement driver, kerne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voice, network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Web-GUI,…, SW 
features on embedded Linux/RTOS platform.

*System Engineer, design and verify the system 
with internal implementation groups and maintain 
the whole system deployed in worldwide 
commercial environment.

工作經驗不拘
英文：中等
擅長工具：Linux、C、C++

1人
303新竹縣湖口鄉中
華路15之1號

正文科技
(股)公司

4G/5G 硬體研發工
程師(RDHW_002)

*4G wireless product hardwar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Hardware sys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debu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factory and 
production line yield rate tune up

工作經驗不拘
英文：中等

2人
303新竹縣湖口鄉中
華路15之1號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佳思科技
有限公司

SI/PI 工程師

•負責專案SI/PI執行與分析
•協助優化產品特性
•負責建立模擬與量測驗證方案

1. signal integrity / power 
integrity分析經驗
2. 熟悉 EM 模擬軟體
3. 熟悉 VNA 網路分析儀 量測

2人
高雄(高雄大學 育
成中心)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翔探科技
(股)公司

機構工程師

1. 設計機構設計圖面(熟Pro-E/Creo、
FreeCAD等繪圖軟體)。
2. mockup樣品製作，熟悉模型製作加
工技巧。
3. 設計規格標準訂定及技術文件撰寫、
開模檢討/試模/組裝/功能性、驗證/試
產與問題解決改善。

1年以上/熟Pro-E/Creo、
FreeCAD等繪圖軟體及模型製
作加工技巧

1~2人
新北巿新店區寶
興路87巷1號3樓

翔探科技
(股)公司

嵌入式系統開發
工程師及儲備幹
部

1.系統硬體測試及除錯能力。
2.具備驅動程式撰寫能力。
3.熟悉 ST/Microchip 等微處理器架構
及開發流程。

無經驗或應屆畢業生可(具備電
控或航太領域背景尤佳)/熟
Linux、C++、Java

1~2人
新北巿新店區寶
興路87巷1號3樓

翔探科技
(股)公司

硬體開發工程師
及儲備幹部

1.飛行器組裝及軟硬體測試。
2.協助飛行器機體及系統研發工作。
3.協助客戶教育訓練課程及相關工作。

無經驗或應屆畢業生可(具備電
控或航太領域背景尤佳)

1~2人
新北巿新店區寶
興路87巷1號3樓

翔探科技
(股)公司

專案經理

1.研發專案計畫管理及執行需善於溝通
協調，帶領團隊於時效內完成專案。
2.抗壓性高，個性主動積極協助訂定公
司市場開發方向及產品服務法遵事宜。
3.投標專案計畫書及報告撰寫經驗。
4.負責與國外客戶開會通知、議程及議
事錄編製等相關事宜。

2年以上/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1人
新北巿新店區寶
興路87巷1號3樓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3點) 工作經歷/技能 需求人數 上班地點

詮隼科技
(股)公司

【5G技術人才】
電信軟體工程師

★5G、O-RAN網路元件軟體開發與軟硬體整合。
★5G、O-RAN測試項目開發與執行、除錯。
★產品功能整合、維護及實地合作測試。

工作經歷不限，歡迎來挑戰。
工作技能：
★ 熟悉Python語言開發
★ 熟悉行動網路架構
★ 熟悉無線網路架構
★ 熟悉Go語言開發

2人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二
路229號3樓之1

詮隼科技
(股)公司

【5G技術人才】
RF通訊協定工程師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5G physical 
layer for both UE and gNB according to 3GPP
specification 38.211~214.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FAPI/FAPI-
like interface according to support 
interactions between MAC and PHY.
★ Design and impelmentation for MAC layer 
according to 3GPP specification 38.321
◇ logical channels
◇ multiplexing/demultiplexing
◇ scheduling
★ Implementation of HARQ functions
★ Optimization of RF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to 
team members.

工作經歷不限，歡迎來挑戰。
工作技能：
★ Familiar with RF/transceiver 
concep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 Experienc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layer 
on FPGA/SDR platform.
★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of 
5G/4G 3GPP physical layer/MAC 
layer specification (3GPP
38.211~214, 38.321)
★ Familiar with 
C/C++/Python/Go/Verilog/VHDL
.

1人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二
路229號3樓之1



徵才公司 職務名稱 主要工作描述 工作經歷/技能 上班地點

耀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天線研發工程師

1.各類天線設計與開發
2.案件天線設計評估分析
3.協助設計導入生產
4.天線性能量測
5.提供分析報告與建議

1.電機電子工程相關,通信學類,光電工程相關科系
2.具備良好溝通能力與態度積極正向思考
3.持有經濟部能力鑑定(iPAS)天線設計初級或中級證書
者尤佳

桃園市八德區
和平路772巷
19號

耀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電磁模擬工程師

1.熟悉 HFSS, ANSYS, CST, SEMCAD 等模擬

軟體

2.演示天線模擬軟體,提供軟體技術支援和銷

售support

3.開發模擬軟體需求潛客，提供試用

4.追蹤公司產品客戶端的試用進度，預算編列

時間及客戶使用上問題，並加以收集處理。

5.負責技術支援文件的更新維護

6.撰寫並提供客戶正確的產品規格與應用資訊，

以供客戶參考

1.通信學類,電機電子工程相關科系，研究所以上

2.熟悉天線模擬軟體, CST or HFSS or SEMCAD

3.具天線設計, Smith Chart基本概念與基本微波電路、

電磁學、電子電路學

4.擅長使用Excel、Outlook、PowerPoint、Word

5.具外語溝通能力：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中等、

寫:中等)

6.具備駕照：普通小型車

桃園市八德區
和平路772巷
19號

耀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前瞻研發工程師

1.Customized internal antenna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for 4G

LTE, 5G MIMO and WLAN MIMO.

2.Antenna design for mmWave antenna 

array.

3.RF circuit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1.學歷要求：碩士

2.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中等、讀:中等、寫:中

等)

3.具射頻、天線相關產業經驗

桃園市八德區
和平路772巷
1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