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才公司 :波若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3163)  

聯絡窗口 : 劉小姐  TEL: (03)5630099#6909, 

 Mail to: melody.liu@browave.com 

一、  產品工程師 (HS1607005)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  類  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職務說明  

1. 新產品開發、製程開發  

2. 產品製程優化整合  

3. 專案執行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碩士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 

二、  機構工程師 (AV1610003)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類  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 ,光電工程師 ,機構工程師   



職務說明  

負責相關產品之機構規劃，並與客戶進行規格討論，同時

執行 Design review&FMEA 報告分析等開發驗證工作。  

1. 具備 3 年以上消費性電子產品機構設計經驗  

2.具備產品與生產治具的設計經驗  

3.能與客戶、廠商溝通，解決問題及輔導能力  

4.具備 2D/3D 工程繪圖，熟悉塑膠、壓鑄、鈑金之零件

設計及相關製程  

5.負責、細心、抗壓性高、管理整合能力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  機械工程相關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中等、寫 :中等 ) 

 

三、  工程師  (AV1610002)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至 2 人   

職類  電子工程師 ,電機技師／工程師 ,電子產品系統工程師   

職務說明  

1.熟悉 TOSA/ROSA/TRX 產品之高速光電信號測試。  

2.測試製程開發與整合。  



3.專案執行與管理。  

4.有生產製程相關經驗者尤佳。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3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電機電子維護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中等、寫 :中等 ) 

四、  電路設計高級工程師 (FK1609007)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類  電子工程師 ,電機技師／工程師 ,電子產品系統工程師   

職務說明  

光電模組產品控制電路開發  

1.單晶片控制電路設計。  

2.電路與韌體整合驗證。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3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電機電子維護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中等、寫 :中等 ) 

五、  資深光電工程師 (HB1609008)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  類  電機技師／工程師 ,光電工程師   

職務說明  

1. 光電零件之設計  

2. 光電模組之設計  

3. 計劃管理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3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  光電工程相關 ,材料工程相關 ,物理學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 

六、  品質工程師 (QA1610006)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  類  品管／品保工程師   

職務說明  

1. 負責從樣品到量產過程的產品品質工程、設定品質

管制計畫、品質提升計畫  

2. 負責處理品質問題 (含客訴 )，運用品質手法追蹤改善  

3. 了解產品並制定各種品質相關的檢驗標準方法  



4. 材料端相關的品質改善工程  

5 主管交辦事項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碩士  

科系要求  

工程學科類 ,工業技藝及機械學科類 ,數學及電算機科學

學科類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 

七、  研發工程師  (DV1608004)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  類  光電工程師 ,材料研發人員 ,機械工程師   

職務說明  

1.測試開發工程師   

2.熟悉  Labview 程式  

3.專案管理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不拘   

學歷要求  研究所以上  

科系要求  物理學相關 ,光電工程相關 ,通信學類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 



八、  研發工程師  (JK1610004)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  類  光電工程師 ,光學工程師   

職務說明  

1.光通訊被動元件產品設計開發。  

2.元件製程設計開發。  

3.專案執行  : 依專案管理程序執行研發專案。  

4.產品技術移轉量產。  

5.具備光通訊主動 /被動元件產品研發、製造經驗尤佳。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學歷要求  碩士  

九、  機構工程師 (FK1607002) 

      工作內容  

職務性質  全職  

需求人數  1 人   

職類  光電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電機技師／工程師   

職務說明  

1. 光機電整合模組機構設計與驗證  

2. 製程設計開發所需之機構設計製作   

       應徵條件  



工作經驗  3 年以上   

學歷要求  大學以上  

科系要求  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光電工程相關 ,材料工程相關   

語文條件  英文 (聽 :略懂、說 :略懂、讀 :略懂、寫 :略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