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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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快訊

每週二出刊
貼心小提醒:就業快訊刊物每雙週寄送紙本，當週最新

工作機會每週二出刊於台北人力銀行
http://www.okwork.gov.tw歡迎上網下載或至本市各
就業服務站索取

洽詢專線：(02)8663-1000

【現場徵才~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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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聚點股份有限公司

         24461170
職務名稱：外場服務員      

工作內容：負責營運現場顧客接待,包廂

           清潔等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應徵主管    02-23120001

          interview@newcbparty.com

需求：30人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  待遇：時薪100元

工作時間：日班:~ 夜班:~

      佳紡企業有限公司

          29073608
 職務名稱：業務               需求：1

 工作內容：成衣企劃銷售

 資格條件：高中職/汽機車駕照/國台語良好

          /有日本線成衣廠經驗者優先錄用

 

 聯絡人：

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陳祝智    0937406926

            chuchih@ms21.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冰如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3748583
職務名稱：餐飲業務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洋酒餐飲業務開發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8261051
            binzoo.ltd@gmail.com

待遇：面議

學經歷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市民申辦各項服務，歡迎使用臺北市民生活網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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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活動 >>
徵才廠商：  16315667太平洋生活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徵才統編：

職務名稱：業務專員,助理各2名,櫃檯接待員1名,儲備幹部1名,餐飲服務員(可兼職)3名,救生教練2名,接待清潔員(

可兼職)3名,房務員3名,洗滌員(可兼職)3名   

工作內容：電話接聽及業務初步報價/房務整理,湯屋清潔/員工餐廳清潔整理

徵才時間：3月16日(三) 下午2:00~4:00   

工作地點：太平洋北投溫泉渡假飯店    待遇：2萬元起 

工作時間：輪日夜班制，行政職為日班/供應1餐  資格條件：不拘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2898-1819  ext.110 曾小姐 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安心開發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

            24493047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房屋買賣仲介銷售,開發仲介

工作地點：臺北市文山區 待遇：2萬5千元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02)8931-5334

北市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景美捷運站出口

徵才時間：3月17日(四)下午14:00~16:00

工作時間：日班

文山旗艦店展店底薪制營業員

20名,文山旗艦店秘書：4名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喬信保全,超越保全,連晟保全,

洋美清潔公司 職務名稱：保全人員30名,

清潔員21名,機電人員8名

工作內容：房屋買賣仲介銷售,開發仲介

工作地點：臺北市文山區  待遇：2萬元起 

現場徵才：內湖就服站(02)2790-0399

北市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內湖行政大樓

徵才時間：3月16日（三）下午2點-4點

工作時間：日班

          彩登國際實業社

          30298767
徵才職缺：大樓清潔員,廚房清潔員,

房務清潔員共30名   資格：不拘

工作內容：大樓清潔,廚房/房務清潔

工作地點：台北市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西門就服站  2381-3344

           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3/17(四）下午14:00~16:00

工作時間：各點工作時間不同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場徵才活動
＊活動時間：3月24日(四)11:00-17:30 (面試時間 13:00-16:30)     ＊連絡電話：02-26521322 陳先生
＊地點：勞工教育館3樓(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號/捷運圓山站)＊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職缺：北區賣場人員130名,儲備幹部人員20名 等150個工作機會數
＊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二/三班制   資格條件：高中職畢業以上
＊工作內容：1.協助營業賣場陳列商品2.協助營業賣場收銀3.提供顧客諮詢服務4.例行性工作執行,賣場維護
  5.熟電腦基本操作、網際網路6.每日分兩班輪班 7.月輪休7日8.享教育訓練進修、子女教育補助、員工旅
  遊、健檢、生日禮金、婚喪喜慶禮金9.會依住家地點分發服務分店
 活動詳情：請上台北人力銀行網站  http://www.okwork.gov.tw

待遇：面議 



  聖鸚印刷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15874608
職務名稱：QC作業員            

工作內容：產品品質檢定,降低產品不良率,

           問題的追縱處理及故障排除,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待遇：時薪100元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3320810

     請使用台北人力銀行履歷表應徵功能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3人

高中職

  精信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09 73 43
職務名稱：品檢人員           

工作內容：品檢 需配合加班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靖雯   

工作時間：日班:0 8: 00 ~1 7: 30

需求：3人

新北市五股區

高中職/3 ~4年工作經驗

Da mi @j xp c. co m. tw

     廣穎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80161908
職務名稱：品管工程師         

工作內容：外包廠商及廠內異常追蹤處理,

           品管檢驗手法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5人

新北市汐止區

leon_kao@silicon-power.com

大學/電子電機工管科系

HR  

    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98074
職務名稱：總務助理          

工作內容：總務行政庶務工作執行,電話接

           聽與人員接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先生  c00326@unali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學經歷不限/稍懂英文

      冠德食品有限公司

          28903774
職務名稱：業務司機           

工作內容：開發銷售公司產品,巡視客戶並

           補貨,瞭解市場價格及反應現況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歷不限/1~2年工作經驗/

           具備普通大貨車駕照

聯絡人：傅心磊     02-86650787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2人

        singlay1982fu@ms94.url.com.tw

     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6190953
職務名稱：招募任用管理師     

工作內容：人才招募規劃與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王小姐   hrm@wonder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大學/3年以上人才甄選面試經驗

       /熟悉人資管理作業流程及勞動法令

       台灣銀髮族協會

          48853061
職務名稱：總務出納            

工作內容：文書行政,總務出訥,懂會計,網站

           資料傳輸,須配合協會活動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莊大維     02-23927527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3人

專科/會計事務科

makotpe@gmail.com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593217
職務名稱：插畫人員            

工作內容：書籍或文宣插圖繪製,應徵時請

           提供插畫繪圖作品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周春暉    02-22982933#233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學歷不限/美術學相關/

           3~4年相關經驗

mge01@lungteng.com.tw

若想更加了解以上職缺，請撥台北人力銀行客服專線(02)8663-1000，將由專人為
您服務；或上台北人力銀行網站(www.okwork.gov.tw)查詢。

市民申辦各項服務，歡迎使用臺北市民生活網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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岠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89592864
職務名稱：室內設計助理       

工作內容：協助設計師完成設計工作相關

        事項:丈量工地,繪製圖面,工地監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易芳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學歷不限/室內設計學系/
  懂美工繪圖軟體photoshop,illustrator,AutoCAD,SketchUp

02-27326332

      請使用台北人力銀行履歷表應徵功能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1275691
職務名稱：繪圖人員             

工作內容：工程繪圖與文書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專科

mdshr@mds.com.tw

會
計
稅
務
職
缺

客
服
業
務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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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4455249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處理客戶基金等投資事務,建檔

           及資料管理,客戶服務及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楊先生     02-27560707#12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大學/一般商業學類

service@roundhigh.com

    熊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0837420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1年以上外帳及會計師事務所經

           驗者,熟鼎新軟體 系統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方襄理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ERP

katyfang@kumacorp.com.tw

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國際事務專員  

工作內容：合約審閱交涉,簡報,企劃

           書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大學/精通英文聽說讀寫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            

工作內容：人事相關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琡瑛       02-27082929

           

工作時間：日班:08:45~17:45

需求：1人

大學/1~2年工作經驗/JLPT二級

           /日文聽說讀寫中等以上

career@pasona.com.tw

萬寶華 企業管 理顧問 股份有 限公司

           16087755
職務名 稱：開 戶業務 專員        

工作內 容：負 責銀行 客戶的 開戶,銷售

工作地 點：      待遇： 面議

資格條 件：

聯絡人 ：   02-27845352

         

工作時 間：日 班:09:00~18:00

需求：5人

台北市 中山區

專科/1年工作 經驗

Doreen 林小姐

manpower@manpowertw.com.tw

  弘運電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719279
職務名稱：廣告              

工作內容：從事公司相關業務招攬或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劉小姐     25784669

      請使用台北人力銀行履歷表應徵功能

AE 需求：3人

學歷不限/1~2年工作經驗/須自

           備交通工具/具備基本行銷

02-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聖恩全生涯股份有限公司

           80020801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會員各項諮詢服務

           櫃檯各項行政庶務及訪客接待

工作地點： 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商業學類 /

聯絡人：鄭小姐 02-33651919

allie@sheng-e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1~2年工作經驗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1275691
職務名稱：內勤行政人員   

工作內容：會計,出納,文書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mdshr@md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專科/英文能力普通/

           1~2年工作經驗

行
政
總
務
職
缺

管
安
規
職
缺

品

人
事
法
務
職
缺

  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設籍於臺北市或在臺北市境內遭逢職業災害事件，導致其個人或家庭功能失調及生活
  陷入困境者。請洽詢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身障就業科，服務電話02-2559-8518 轉208、2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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