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不覺這學期就快結束了，已經調整好步伐和心態，想開始為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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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ware Engineering 
Intern, Spr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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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精選實習 & 新鮮人科技月報       Internship Jobs

職缺名稱 企業名稱 工作內容 薪資職缺名稱 企業名稱 工作內容 薪資職缺名稱 企業名稱 工作內容 薪資職缺名稱 企業名稱 工作內容 薪資

機器學習 & 深度學習 
工程師(約聘/實習)

  landing AI in real world
 publication at top conference/

journal (DAC, IEEE/TCAD, ICLR, 
ICML…)

2.6 萬 ~ 8 萬 TWD / 
月

AI 數據工程師 (實習/約聘)

 協助 AI Team 團隊進行數據準備、
數據建模等任務

 協助團隊完成數據分析任務，建置
數據分析 Dashboard。

2.6 萬 ~ 8 萬 TWD / 
月

【實習】資訊部實習生  
(新竹)

 協助資訊設備軟硬體問題處
 協助資訊部門驗證及測試資訊系統

(資安相關系統)
3 萬 TWD / 月

【寵物科技新創實習】 RD 
Intern - Backend

 協助設計與開發 Furbo 使用的雲端
系統與 AP

 協助在 AWS 上部署與維護雲端服務
168 TWD / 小時

Data Center Technician 
Intern, Summer 2023

Contribute to repairs, upgrades, 
decoms, deployments, cabling, and 
more.

經常性薪資達
NT$40,000

實習職缺

實習《2022資安高手實習
培育計劃》

 金融資安實務→見習資安需求維
護、問題處理，並參與專

 資安技術技能→研讀網路安全防禦

技術、處理資安風險

180 ~ 200 TWD /  

小時

https://cakeresume.me/isRty
https://cakeresume.me/PBoKO
https://cakeresume.me/NuF8Q
https://cakeresume.me/R1drx
https://cakeresume.me/R1drx
https://cakeresume.me/R1drx
https://cakeresume.me/8OenU
https://cakeresume.me/8OenU
https://cakeresume.me/PvuEN
https://cakeresume.me/qUKdg
https://cakeresume.me/qUKdg
https://cakeresume.me/oLxNm
https://cakeresume.me/oLxNm
https://cakeresume.me/MTGyP
https://cakeresume.me/MTGyP
https://cakeresume.me/3FHYt
https://cakeresume.me/3FH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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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職缺

(2023 Campus Hire) 
Application Developer 
(高雄)

 協助客戶開發高品質、具規模性的
產品與介面的整體系統開發(含前後
端

 運用 IBM design thinking 的方式來
開發產品，並提供良好的使用者體
驗(安全、品質、穩定性)

66 萬 ~ 71.5 萬 TWD 
/ 年

BI系統工程師
 BI Cognos 開發與維
 Global SAC 接洽
 伺服器排成管理

4 萬 ~ 6 萬 TWD / 月

軟體開發工程師(內湖)
 Windows自動化相關軟體開
 ServerTCP/IP通訊軟體開
 主要語言C/C++/C#程式設計

3.6 萬 ~ 6 萬 TWD / 
月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r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2022.12.14 投遞截止)

 Lead and design the strategy in 
User Operations.

 Apply predictive power of 
algorithms.

100 萬 ~ 120 萬 
TWD / 年

Intern Software Engineer 
(12 months)

Design & implement new features 
and improvements on frontend, 
backend components

168 ~ 250 TWD /  
小時

Unity 開發實習生 Unity 
Developing Intern

Built and published web application 
using Unity.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n 
AWS Could Service.

180 ~ 250 TWD /  
小時

實驗室與測試助理實習生 
Laboratory and Software 
Testing Intern, PMSD

 協助顯示器與感測器相關實驗進
 實驗數據整理與分析

168 ~ 180 TWD /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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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缺

https://cakeresume.me/rpDv2
https://cakeresume.me/rpDv2
https://cakeresume.me/rpDv2
https://cakeresume.me/cFtBi
https://cakeresume.me/3thJw
https://cakeresume.me/Iw25g
https://cakeresume.me/Iw25g
https://cakeresume.me/Iw25g
https://cakeresume.me/Iw25g
https://cakeresume.me/PWGdC
https://cakeresume.me/PWGdC
https://cakeresume.me/BbIOO
https://cakeresume.me/BbIOO
https://cakeresume.me/020YF
https://cakeresume.me/020YF
https://cakeresume.me/020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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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職缺新鮮人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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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萬 ~ 10 萬 TWD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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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收聽：


職涯探險⟫ 帶你探索職場與人生的經驗故事。

Customer Engineer 客戶
支援設備工程師

Performs all standard service 
activities through Tier I unassisted.

經常性薪資達 
NT$40,000

[DC] Data Scientist (士林)

 資料結構分析: 釐清資料定義、剖析
資料特性、整合資料、資料視覺

 問題的定義和判別: 發掘與分析問
題，與團隊合作建立機器學習模型
演算法

6 萬 ~ 20 萬 TWD / 
月

CPU Validation Engineer

 Porting embedded system and 
linux system tests to RISC-V 
architectur

 Debugging CPU in the system 
level

5 萬 ~ 15 萬 TWD / 
月

ERP系統軟體工程師(新竹)

 系統分析與程式開發(使用 C# .NET 
Framework 4.6.2以上、.NET 
MVC、WebAPI、Python等工具

 維護與開發ABAP、RFC 程式

4 萬 ~ 8 萬 TWD / 
月

https://cakeresume.me/MpeyI
https://cakeresume.me/MpeyI
https://taplink.cc/cakeresume.life
https://cakeresume.me/S9PAs
https://cakeresume.me/S9PAs
https://cakeresume.me/zGbnx
https://cakeresume.me/MADk4
https://cakeresume.me/h7P9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