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一 

職務名稱 腫瘤免疫研究員            需求人數  3~4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醫學、免疫相關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免疫相關抗體藥物的研發工作 

附加條件 1. 有抗體藥研發經驗或免疫研究經驗者優先 

2. 具備腫瘤生物和免疫學相關知識及實驗經驗 

3. 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力，良好的英語閱讀及國內外文獻查詢

能力。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積極主

動、細致，具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二 

職務名稱 腫瘤免疫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需求人數  1~2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醫學、免疫相關 

工作內容 配合項目負責人執行免疫相關抗體藥物的研發工作 

附加條件 1. 具備腫瘤生物和免疫學相關知識及實驗經驗 

2. 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力，良好的英語閱讀及國內外文獻查詢能

力。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積極主動、細

致，具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三 

職務名稱 抗體藥物純化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需求人數  1~2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化學類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抗體藥物純化和方法優化 

附加條件 1. 須熟悉蛋白質純化儀器 (如: AKTA)和各種蛋白質純化方法，

並且有長時間的操作經驗 

2. 有抗體藥物開發經驗者優先 

3. 具備蛋白質化學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

力、良好的英語閱讀及國內外文獻查詢能力。有良好的溝通、協

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積極主動，具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責

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四 

職務名稱 抗體藥物分析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需求人數  1~2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化學類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蛋白質藥物特性和穩定性分析 

附加條件 1. 須熟悉 HPLC/UPLC 分析儀器並且有長時間的操作經驗，執

行過 HPLC-SEC 和 HPLC-CEX 相關的實驗 

2. 有抗體藥物開發經驗者優先 

3. 具備蛋白質化學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

力、良好的英語閱讀及國內外文獻查詢能力。有良好的溝

通、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積極主動，具有良好的團

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五 

職務名稱 動物藥效&藥動研究員  需求人數  1~2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醫學或藥學相關，至少 2 年博後研究經驗 

工作內容 1. 負責設計且實際執行活體動物腫瘤模型實驗 

2. 負責帶領動物實驗小組執行抗體體內藥效實驗相關工作

(efficacy and PK/PD) 

3. 負責設計、執行、分析動物 PK/PD/Tox 實驗 

4. 負責整理動物實驗數據以及撰寫實驗報告 

 

附加條件 1. 需孰悉動物生理和腫瘤生物學 

2. 操作過小鼠 xenograft 和 syngeneic 腫瘤模型 

3. 孰悉動物實驗技術 (含:皮下注射、腹腔注射、靜脈注射、口

服、靜脈採血、頰窩採血) 

4. 孰悉 ADMET、 熟悉 pharmacometrics 且有經驗者佳 

5. 有人源化小鼠相關實驗操作經驗者佳 

6. 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力，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

主動、細心，具有良 好的團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有獸醫執照者佳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六 

職務名稱 動物藥效&藥動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需求人數  3~4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醫學相關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活體動物腫瘤模型藥效和藥動實驗並整理動物實驗數據

以及撰寫實驗報告 

附加條件 1. 操作過小鼠 xenograft 和 syngeneic 腫瘤模型 

2. 孰悉動物實驗技術 (含:皮下注射、腹腔注射、靜脈注射、口

服、靜脈採血、頰窩採血) 

3. 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力，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工作積極

主動、細心，具有良 好的團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有獸醫執照者佳 

 

  



漢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七 

職務名稱 腫瘤疫苗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需求人數  1    名 

工作性質 ■全職 

工作待遇 □__依公司規定(依學經歷核薪)_____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巿內湖區 

可上班日 ▓_通知錄取後一個月_      □立即 

學歷要求 □學士      ▓碩士     □博士 

科系背景 生物醫學、免疫相關 

工作內容 配合項目負責人執行腫瘤疫苗開發的研發工作 

附加條件 1. 具備腫瘤生物和免疫學相關知識及實驗經驗 

2. 有疫苗開發經驗者優先 

3. 熟練的 Office 應用能力，良好的英語閱讀及國內外文獻查詢

能力。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積極主

動、細致，具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責任心強 

 

其他要求(證

照、語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