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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南平廠) 攤位編號 免填 

公司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 215號 統一編號 22044755 

負責人 葉培城 員工人數 7000人 

連絡人 洪小姐 連絡電話 03-4396780 

E-mail Keller.h@np.gigabyte.com 

公司網址 https://www.gigabyte.com/tw 

服務項目 

從一片主機板開始，逐步拓展到顯示卡、電腦周邊、筆電；並以恆久穩定的儲存裝

置、伺服器，協助全球各大企業完善企業解決方案；同時為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

前瞻性科技，提供豐厚的發展基礎。我們持續與消費者深入對話，針對特殊需求量

身打造：挑戰感官激情的頂級電競品牌─ AORUS，職人指定使用的專業筆電─ AERO

系列，以及性能強悍又體積輕巧的超微型電腦─ BRIX。技嘉以創新技術研發出品質

穩固的產品，多元產品滿足全面需求。 

勞動權益 
勞、健保 勞退 休假制度____________(凡屬勞動基準法規訂定之項目請填入此

欄位) 

福利制度 

●各種名人、音樂、藝術、健康講座／藝文走廊 

● 歡樂家庭日活動／運動會／尾牙旺年會 

● 多元社團活動（鐵馬社／籃球社／瑜珈社／羽

球社/Zumba社…） 

● 附設餐廳供應多樣飲食／便利商店（廠區） 

● 生日、三節禮品／旅遊補助或購物金 8000元

（年資 1年以上） 

● 結婚、生育、喪葬補助／急難、社團補助／ 電

腦課程補助／子女獎學金補助 

● 公司產品、輔銷品員購優惠／特約商店／兩廰

院藝文優惠票／端午.中秋.年貨大街 

是否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是 

公司簡介 

全球科技領導品牌─技嘉科技 GIGABYTE，致力於「創新科技，美化人生 Upgrade 

Your Life」的企業使命，經營範圍涵蓋家用、商用、電競、雲端等多元科技領域。

技嘉以持續前進的品牌動能，掌握眾多突破性的專利技術，並結合 5G、AI、AIoT 布

局雲端智能，積極打造高效能、高品質與超耐久的科技解決方案。同時，我們堅守

回饋和關懷社會的經營理念，鏈結永續發展目標，矢志為全人類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職務名稱 人數 主要資格條件 待遇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備註 

維修助理工

程師 
4 

學歷:  

高中以上電子資訊

相關科系 

 

技能專長: 

MS-DOS、Linux、

Microsoft Office 

 

專業知識及技能: 

烙鐵、三用電表、示

波器、熱風槍、小錫

爐 

月薪 28000~ 

35000 元 
產品不良維修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

w.104.com.

tw/job/7h0

6x?jobsour

ce=company

_job 

SMT工程師 

/助理工程

師(日、中、

夜) 

10 

高中、專科、大學 

 

電機電子維護相

關、電機電子工程相

月薪 30,000~ 

40,000 元 

1. SMT設備基本維修調

整。 

2. 生產異常排除。 

3. 具 SMT生產設備維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h06x?jobsource=company_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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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程學科類 修經驗佳，可培訓。 

4. OFFICE 基本操作。 

5. 可配合加班、支援

其他班別。 

https://ww

w.104.com.

tw/job/7iv

t7?jobsour

ce=company

_job 

生產技術員

-(DIP 插件

流動線) 

30 高中以上 

月薪

25,250~28,000

元 

1.DIP 插件流動線作

業 

2.其他支援性作業 

3.可配合加班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

w.104.com.

tw/job/7jg

r6?jobsour

ce=company

_job 

SPI / AOI助

理工程師

(日、中、夜) 

5 

專科、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相

關、工業工程相關、

工程學科類 

月薪 28,000~ 

45,000 元 

1. 專案規劃與執行 

2. 機台保養與例行維

護 

3. 具 3D SPI / AOI 操

作與程式編輯優化經

驗尤佳 

4. 相關視覺/光學工

作經驗 

5. 無經驗可培訓 

6. 基本電腦文書、資

料庫操作，統計軟體 

7. 需配合加班。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

w.104.com.

tw/job/7lg

hk?jobsour

ce=company

_job 

倉管作業員

(日、中、

夜)-APW3 

3 高中、專科、大學 
月薪 26,000~ 

45,000 元 

1.成品出貨、成品打

盤、裝櫃作業 

2.隨貨、輔銷品出貨 

3.CKD 出貨、裝櫃、打

盤 

4.領料托運、可配合加

班 

5.Office基本電腦操

作。 

6.日中夜班。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

w.104.com.

tw/job/7ln

eu?jobsour

ce=company

_job 

工讀生(廠

務部行政

課) 

1 

應屆畢業生、夜間

部、日間部就讀學

生。 

時薪 170元 

1.行政事務、資料處

理。 

2.協助物品搬運、整

理、新人報到協辦。 

3.主管交辦事項。 

桃園市平

鎮區 

一週至少可

上班 2-3

天。(8:00- 

17:00) 

有機會轉正

(或其他單

位轉正) 

倉管作業員

(日、中、

夜)-APW1 

3 高中、專科、大學 
月薪 26,000~ 

45,000 元 

1.GEEK 機台操作、庫存

管理。 

2.物料歸整、領料、備

料。 

3.其他支援性作業。 

4.需配合加班。 

5.Office基本電腦操

作。 

6.日中夜班。 

桃園市平

鎮區 

詳情請上

104網頁查

詢 

 

https://ww

w.104.com.

tw/job/7jg

ps?jobsour

ce=company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ivt7?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r6?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ghk?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lneu?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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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job 

 

 

https://www.104.com.tw/job/7jgps?jobsource=company_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