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不覺這學期就過一半了，已經調整好步伐和心態，想在課餘時間尋找累積經驗的機會？


快加入臉書社群：  /  / 
獲得最新的實習和正職資訊！

蛋糕找實習 蛋糕找工作：科技與新創 蛋糕找工作：半導體 

軟體測試實習生 Software 
Testing Intern, QSD

 在 Windows/Android/Chrome/
Mac/iOS 平台上進行軟體測

 執行問題驗證

168 ~ 180 TWD /  
小時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rn, Summer 2023

 應用過去所學電腦科學的知識於實
際的問題

 分析資訊並評估結果，對問題選擇
出最好的解決方式

經常性薪資達
NT$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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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CAD工程師(士
林)(全學年)

  1.  Creo 共用件 3D 圖檔建置

  2.  PDMLink (3D 圖檔系統)管理 27K ~ 35K TWD / 月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rn, Frontend - Buyer 
Experience (前端工程師實
習生)

 Program well-designed, 
maintainable and efficient cod

 Deploy programs and evaluate 
user feedback

200 ~ 250 TWD /  
小時

Engineer Intern (QA 
Team) 產品測試實習生

 軟體功能手動測試、測試管理與bug
管理

 測試計畫、測試項目與技術文件撰
寫

175 TWD / 小時

實習職缺

Cloud Support Intern

Apply advanced troubleshooting 
techniques to provide unique 
solutions to our customers' 
individual needs

40K+ TWD / 月

[2023 研發替代役] 
Software Automation 
Test Development 
Engineer (RDSS Intern)

 Develop automation test 
infrastructure-based data cente

 Demonstrable comprehens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經常性薪資達
NT$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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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職缺

Android OS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Android new OS upgrade covering 
from source code to bootu

 New feature development on 
NVIDIA product

經常性薪資達
NT$40,000

職缺名稱 企業名稱 工作內容 薪資

車聯網平台 - 手動測試

實習生 QA Intern

 根據 sprint 規劃、制定使用情境的
測試案例文

 執行 Web / App 的手動測試，以確
保產品品質穩定性

173 TWD / 小時

[KKStream] QA intern (台
北/高雄)

 進行產品 Android/iPhone/iPad 等
裝置黑箱/整合/功能性測

 維護並改善自動化測試工具、腳本
190 TWD / 小時

歡迎點選職缺連結，工作內容以連結中的描述為主。祝大家都能找到喜歡的機會 :)


另外，CakeResume 全新 Podcast 節目上架囉！主要會透過各個真實的職場的情境故
事，串連從學生到上班族，不同位置對於工作的想像！

半導體設備工程師(新竹)
1. 設備裝機

2. 客戶端現場(無塵室內)設備保養、修
繕、改造等

40K ~ 80K TWD / 月

Customer Support 
Technician 客戶支援設備
助理工程師

 執行標準 Tier I 程序包含晶圓量測
 發現並解決基本的技術問題

40K ~ 60K TWD / 月

網站開發助理工程師
 開發網站後端程式，進行功能測試

與修改
 協助集團內部網站系統維護

32K ~ 43K TWD / 月

Field Engineer (新竹/台
中/台南)

 半導體設備之技術支援、Trouble-
shooting

 根據客戶需求進行After service後
期銷售，以技術觀點提出企劃提案

57K ~ 100K TWD / 
月

數位IC設計工程師 (sensor
感測器)

 設計感測處理器晶片的數位電
 開發測試程式  

60K ~ 200K TWD / 
月

點擊收聽：


職涯探險⟫ 帶你探索職場與人生的經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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