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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四方，成就达人】 

友达光电 2018 校园访才火热招募中… 

 

清晨，睁开双眼，是否为简历石沉大海而忧愁？ 

夜晚，华灯初上，是否为技无所施而失落？ 

一个人，挤进一场又一场人影窜动的宣讲会 

孤独感，是否会涌上心头？ 

别怕，友达光电正在寻找因为梦想而出航的你们！ 

 

如今机会触手可得，是否决定改变现状？ 

 

你是想在帝都将就生活，还是来苏州讲究生活？ 

你是想在帝都感受拥挤的后海，还是在苏州欣赏静谧的金鸡湖？ 

人生一个选择就会发生大的改变 

世界那么大，不来友达怎知你牛逼 

不做枉青春~友达等你来！ 

 

新厂区、新业务、新职能、友达“千人计划”等你来实现 

2018 友达光电校园访才，期待你的加入~ 

 

总有一个城市有你的身影！ 

我们不将就，只为寻找有梦想的你！ 

23 座城市，30 所高校，总有一站遇见你。 

 

友你陪伴 一同前行： 

我们为您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工作机会，更是一种使命感 - 与友达团队共同创造美好的视觉生活，这是我们给全

球的客户与超过 43,000 名员工们始终如一的信念。 

我们坚持产品不断改善与企业的永续发展，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能为你提供： 

 全方位的培训体系 

 职位轮调及全面性的职涯发展机会 

 极具竞争力的薪资福利条件 

 完善的工作生活配套设施 

 热情洋溢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期待更多有梦想、有激情、有活力的新鲜血液加入。还等什么呢？心动不如行动，快快加入友达温暖的大家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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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四方，成就达人】 

友达光电 2018 校园访才招募简章 
 

一．公司简介： 

友达光电原名为达碁科技，成立于 1996 年 8 月，2001 年与联友光电合并后更名为友达光电，2006 年再度

并购广辉电子。经过两次合并，友达得以拥有制造完备大中小尺寸面板的各世代生产线。友达光电亦是全球第一

家于纽约证交所(NYSE)股票公开上市之 TFT-LCD 设计、制造及研发公司。公司自 2008 年起进军绿能产业，致力

提供客户高效率太阳能解决方案。 

友达光电 2016 年营业额为人民币 747.16 亿元，目前公司全球员工人数达 43,000 人，营运据点遍布中国台

湾、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及欧洲等世界营运据点。 

友达不断强化产品技术领先优势，结合 UHD 4K 超高分辨率、广色域及超高动态对比，及時尚高规曲面显

示技术，创造完美影像画质，同时也开发新一代 oTP 及 In-cell Touch 整合型触控技术，发挥整合优势在生活各层

面提供人们更精彩丰富的视觉享受。友达并拥有从 3.5G、4G、4.5G、5G、6G、7.5G 到 8.5G 最完整的各世代生

产线，能提供各种液晶显示器应用所需的面板产品，尺寸范围涵盖 1.2 吋到 85 吋 TFT-LCD 面板。 

友达为全球领先的 TFT-LCD 面板制造业者，大尺寸面板市占率为 16.3%(注 a: 资料来源 – DisplaySearch 

Market Tracker report, January 2017)，致力提供客户高附加价值的创新产品组合，运用完整世代生产线的竞争优

势，弹性调整并开发各种应用产品，进一步掌握市场先机，取得综效之利基。 

友达拥有多项研发专利，并获选为美国 2013/2014 年 Ocean Tomo 300®专利指数成份股之一。截至 2017 年

3 月，友达累积的专利申请量已达 23,100 件，获核准之全球专利总数超过 17,100 件。 

友达光电（昆山）有限公司是由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和友达合资建立，总投资额 31.22 亿美元，占地面

积 625 亩，总建筑面积 68.3 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世界第三条的 6 代 LTPS 生产线。友达光电拥有国际先进

的生产设备，一流国际化的实验室，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将实现一条龙的服务，包含前段 Array 数组制程→

CF 彩色滤光片制程→ Cell 面板组立制程→in-house 薄化制程→模块制程→触控板贴合，以支援中高阶智能手

机面板、内嵌式触控面板及高阶笔记型电脑面板需求，建立最具全球竞争力的 LTPS 产能，带动和强化昆山光电

产业的新发展。  

 

 

二．招聘对象:  1. 2018 年毕业的本科、研究生 

2.具备诚信正直、自主当责、创新等特质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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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募职位: 

职类 职位 专业需求 学历 

工程制造类 

制造工程师 

工业工程、电子测控、机械机电、自动化、计算机

（编程）、材料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制程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 

整合工程师 

研发类 

结构工程师 光学、物理、机械、模具等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电子工程师 电子、通信、机电等相关专业 

LCD 产品工程师 电子、光学、物理、材料、半导体等相关专业 

厂务环安类 厂务工程师 
暖通空调、环境工程、电气自动化、机电自动化、

材料化学 
本科 

品质类 

供应商管理工程师  
自动化、品质、电子、材料、化学、物理等相关专

业 
本科 品质工程师  

品质系统工程师  

资讯工程类 .Net 软件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相关专

业 
本科 

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师  

人力资源、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等管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厂区服务管理师  

财务 财务管理师  会计、审计、财务 本科 

资材类 关务管理师  国贸、物流、运筹、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 本科 
 

 

四．宣讲会行程： 

城市 目标院校 日期 时间 宣讲地点 

东北线 
哈尔滨理工大学 9 月 22 日 16:00-18:00 西 1 多功能厅 

长春理工大学 9 月 25 日 14:00-16:00 东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华东线 

江苏大学 10 月 10 日 16:00-18:00 讲堂群 110 报告厅 

江苏科技大学 10 月 10 日 16:00-18:00 教三 107 

南京理工大学 10 月 13 日 14:00-15:35 第四教学楼 A204 

南京邮电大学（仙林校区） 10 月 13 日 18:00-20:00 仙林校区教 3-208 

常州大学 10 月 10 日 18:00-20:00 待定 

安徽工业大学 10 月 16 日 19:00-21:00 秀山校区教 D102 

安徽理工大学 10 月 19 日 18:00-20:00 厚德馆 B211 招聘厅 

盐城工学院 10 月 16 日 待定 待定 

淮阴工学院 10 月 19 日 待定 待定 

南通大学 10 月 23 日 待定 待定 

南京工业大学 

(江浦校区) 10 月 27 日 
18:30-21:30 厚学 2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浦口校区） 18:00-20:00 待定 

华北线 
山西大学 

11 月 2 日 
16:00-18:00 坞城校区文瀛苑五层 

太原理工大学 待定 待定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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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聘流程:  

网申(简历投递、职能测评)→静候 HR 简历通过短信→参加宣讲会→笔试→面试→录用 

 

六．应征方式： 

1、网络投递：  http://hire.auo.com/hr.html?site=AUKS&emptype=3&usetype=idl&source=校招 

   职能测评：  http://assessment.104china.com/talent/index.jsp（不完成测评将不具备简历初筛条件） 

                  

 

 

 

 

                    

简历投递                                          职能测评 

                                                 提醒：不完成测评将不具备简历初筛条件 

2、宣讲会现场投递 

(1)接收时间：宣讲会结束 

(2)流    程：宣讲会现场投递简历→宣讲会当晚完成职能测试→当晚 24：00 前短信&电话通知面试→笔试→面

试→录用 

 

七．互动平台： 

1、公司招募门户网站 http://auo.hirede.com/ 

2、官方互动平台 

   

 

3、请关注“友达光电”人人网、大街网、开心网、应届生公共主页 

 

八．友达招募团队联系方式 

公司主页：www.auo.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腾路 6 号 

简历地址：Sandy.Huang@auo.com 

联系电话：0512-50358800-1624  

http://assessment.104china.com/talent/index.jsp
http://auo.hirede.com/
file:///C:/Users/sandyhu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W67PW54Z/www.auo.com
mailto:Sandy.Huang@au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