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缺名稱 Service Technician 風機維護技師 

需求人數 6 人 

工作地點 台中港/彰化/雲林 

所需技能 

•理工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或具備電氣、機械或營建

工程實作經驗一年以上 

•兼顧工作品質及安全意識 

•接受經常性出差，能夠獨立工作，適應不同地點及

環境 

•具備高度學習意願及問題解決能力 

•具備基本英語溝通能力，能夠與不同族群文化的夥

伴團隊合作 

工作內容 

協助處理大型零組件更換、翻新、故障排除及其餘特

殊作業。執行風機運轉維護相關工作、撰寫風機營運

及維修報告、工作流程管理及文件處理與紀錄，並向

安全程序相關人員報告任何技術上的困難及安全疑



慮。 

工作待遇 薪資四萬以上，詳情待面議 

公司福利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年薪12個月，加上年終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保 4.眷屬團保(配偶，子女

及員工父母(80歲以內) 5.意外險 6.職災保險 (包括員工團體

定期壽險、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員工及眷屬之團體健康保險、

員工及眷屬之防癌保險, 上述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員工

父母保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制度類：與時具進的績效評估制度，與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合作

與發展機會 

設備類：1新穎開放的辦公環境 2.免費現磨咖啡與茶包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辦公室人員)，現場人員需輪班 

2.優於勞基法之年假/特休，到職即可按比例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特休天數 3.陪產假及男性員工陪產檢假 4.不扣薪病假 5.女性

同仁生理假 6.西門子歌美颯特別假日  

補助類：1.退休金提撥 2.免費提供公務機與通話費補助(經主

管核准)  

其他：1.年度健康檢查 2.每週兩天員工免費按摩福利 

 

其它條件  

連絡方式 

請來信 

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或

cassie.Chang.ext@siemensgamesa.com 

mailto: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職缺名稱 Construction Technician 風機建置技師 

需求人數 6 人 

工作地點 台中港/彰化/雲林 

所需技能 

•理工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或具備電氣、機械或營建

工程實作經驗一年以上 

•兼顧工作品質及安全意識 

•接受經常性出差，能夠獨立工作，適應不同地點及

環境 

•具備高度學習意願及問題解決能力 

•具備基本英語溝通能力，能夠與不同族群文化的夥

伴團隊合作 

工作內容 

參與開工前預備流程，包含場地打理及備齊相關工具

零件。執行風機組裝及安裝作業，依照操作手冊或安



裝說明執行指定工作，遵循相關主管人員指示作業，

回報作業進度並完成風機建置相關報告。 

工作待遇 薪資四萬以上，詳情待面議 

公司福利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年薪12個月，加上年終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保 4.眷屬團保(配偶，子女

及員工父母(80歲以內) 5.意外險 6.職災保險 (包括員工團體

定期壽險、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員工及眷屬之團體健康保險、

員工及眷屬之防癌保險, 上述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員工

父母保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制度類：與時具進的績效評估制度，與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合作

與發展機會 

設備類：1新穎開放的辦公環境 2.免費現磨咖啡與茶包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辦公室人員)，現場人員需輪班 

2.優於勞基法之年假/特休，到職即可按比例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特休天數 3.陪產假及男性員工陪產檢假 4.不扣薪病假 5.女性

同仁生理假 6.西門子歌美颯特別假日  

補助類：1.退休金提撥 2.免費提供公務機與通話費補助(經主

管核准)  

其他：1.年度健康檢查 2.每週兩天員工免費按摩福利 

 

其它條件  

連絡方式 

請來信 

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或

cassie.Chang.ext@siemensgamesa.com 

mailto: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職缺名稱 Logistic Technician 倉儲運輸管理師 

需求人數 4 人 

工作地點 台中港/彰化/雲林 

所需技能 

▪理工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或具備倉儲、供應鏈、流通

管理實作經驗一年以上 

▪ 可配合輪班及海上作業者 

▪ 熟悉使用 SAP 系統，具備堆高機操作技術士證照者 

▪ 喜愛挑戰，熟悉高壓工作環境者 

▪ 良好的中英文溝通能力 

工作內容 

準備與發放物料及設備，管理工具和設備清單，檢查

並回報缺貨物 

料，規劃及執行交期，協助運送物料、工具和設備至

風場或維修站。根據台灣當地法律或 SGRE 法規的要



求，按時程規劃檢查庫內電器，維護及修理機械設

備。 

工作待遇 薪資四萬以上，詳情待面議 

公司福利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年薪12個月，加上年終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保 4.眷屬團保(配偶，子女

及員工父母(80歲以內) 5.意外險 6.職災保險 (包括員工團體

定期壽險、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員工及眷屬之團體健康保險、

員工及眷屬之防癌保險, 上述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員工

父母保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制度類：與時具進的績效評估制度，與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合作

與發展機會 

設備類：1新穎開放的辦公環境 2.免費現磨咖啡與茶包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辦公室人員)，現場人員需輪班 

2.優於勞基法之年假/特休，到職即可按比例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特休天數 3.陪產假及男性員工陪產檢假 4.不扣薪病假 5.女性

同仁生理假 6.西門子歌美颯特別假日  

補助類：1.退休金提撥 2.免費提供公務機與通話費補助(經主

管核准)  

其他：1.年度健康檢查 2.每週兩天員工免費按摩福利 

 

其它條件  

連絡方式 

請來信 

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或

cassie.Chang.ext@siemensgamesa.com 

mailto: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職缺名稱 Project Coordinator 專案協調專員 

需求人數 2 人 

工作地點 台北 

所需技能 

• 理工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或具備專案管理、各部門

溝通協調經驗三年以上 

• 可以配合出差及出國訓練者。 

• 熟悉多元文化背景，具備良好的的英文溝通及表達

能力 

• 具備跨國專案合作的經驗，能夠與不同族群/文化

的夥伴團隊合作 

• 具有兼顧成果及工作品質的特質，以及良好的計畫

協調能力 



工作內容 

協助專案計畫執行、進度追蹤及收尾，確保在台風場

專案順利執行。註冊及建立專案資料管理系統，安排

專案內部會議與工作坊，協助參與客戶及下包商會

議，確保必要資訊公開透明，在歐亞間順利流通。 

工作待遇 薪資四萬以上，詳情待面議 

公司福利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年薪12個月，加上年終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保 4.眷屬團保(配偶，子女

及員工父母(80歲以內) 5.意外險 6.職災保險 (包括員工團體

定期壽險、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員工及眷屬之團體健康保險、

員工及眷屬之防癌保險, 上述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員工

父母保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制度類：與時具進的績效評估制度，與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合作

與發展機會 

設備類：1新穎開放的辦公環境 2.免費現磨咖啡與茶包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辦公室人員)，現場人員需輪班 

2.優於勞基法之年假/特休，到職即可按比例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特休天數 3.陪產假及男性員工陪產檢假 4.不扣薪病假 5.女性

同仁生理假 6.西門子歌美颯特別假日  

補助類：1.退休金提撥 2.免費提供公務機與通話費補助(經主

管核准)  

其他：1.年度健康檢查 2.每週兩天員工免費按摩福利 

 

其它條件  



連絡方式 

請來信 

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或

cassie.Chang.ext@siemensgamesa.com 

 

 

職缺名稱 Project Planner 專案策畫專員 

需求人數 2 人 

工作地點 台北 

所需技能 

• 理工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或 具備專案排程管理經

驗三年以上 

• 熟悉 Primavera 6 及 Microsoft Project 操作 

• 具備市場預測，策略擬定能力 

• 具備良好的的架構分析，資訊整合能力 

• 具備良好的中英文語言能力，溝通協調能力 

工作內容 

執行指定專案的全球概覽，時程安排及管理。負責聯

繫各營運部門與現場單位，包含內部供應商的進度追

蹤。針對專案相關挑戰所帶來的影響，進行未來動向

mailto: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的分析與資訊整合。 

工作待遇 薪資四萬以上，詳情待面議 

公司福利 

薪資：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年薪12個月，加上年終獎金。 

保險類：1.勞保 2.健保 3.員工團保 4.眷屬團保(配偶，子女

及員工父母(80歲以內) 5.意外險 6.職災保險 (包括員工團體

定期壽險、員工團體意外保險、員工及眷屬之團體健康保險、

員工及眷屬之防癌保險, 上述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員工

父母保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制度類：與時具進的績效評估制度，與全球各地專業人才合作

與發展機會 

設備類：1新穎開放的辦公環境 2.免費現磨咖啡與茶包  

請 / 休假制度： 1.週休二日(辦公室人員)，現場人員需輪班 

2.優於勞基法之年假/特休，到職即可按比例享有優於勞基法之

特休天數 3.陪產假及男性員工陪產檢假 4.不扣薪病假 5.女性

同仁生理假 6.西門子歌美颯特別假日  

補助類：1.退休金提撥 2.免費提供公務機與通話費補助(經主

管核准)  

其他：1.年度健康檢查 2.每週兩天員工免費按摩福利 

 

其它條件  

連絡方式 

請來信 

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或

cassie.Chang.ext@siemensgamesa.com 

mailto:recruit_tw@siemensgames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