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08期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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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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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建國慶百年扭轉薪未來 轉職就業博覽會>>
＊活動時間：100年3月12日（六）下午1點-5點    ＊電話：(02)8663-1000
＊地點：中油大樓、松仁廣場(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近市政府捷運站3號出口)
＊參與廠商：古典玫瑰園,南亞電路板,首都客運,群義不動產,廣穎電通,環球購物,寶雅國際,水啟動,坤健國際,
  鼎冠園,集盛實業,世貿聯誼社,味全食品,光泉牧場,澳盛銀行,八海國際,大閤屋,水灣企業,台灣和民,  敬鵬工
  業,精彩饗宴,俊嶽企業,台灣可億隆,米朗琪,85度C,典華婚訂,神腦國際,巨匠電腦,三澧企業,倫飛電腦,全家便
  利商店,全家國際,仁寶電腦,遠東商銀,遠傳電信,統聯客運,昱晶能源,好樂迪,錢櫃企業,春源鋼鐵,微風廣場等  
＊職缺：儲備專職,製程工程師,設備管理工程師,品保工程師,產品設計工程師,駕駛員,秘書,儲備代書,人資人員,
  專案經理,採購/銷售專員,物流課長,樓面管理人員,資訊人員,美容師,程式設計師,美工設計人員,高級技術員,
  房貸專員,門市銷售人員,生管/料管助理,美語招生顧問,分行基層行員,土木工程師等3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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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待遇：1萬8千-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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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中居企業,潔俐企業,家事多

職務名稱：照顧服務員20名,清潔員25名,業務

5名 工作內容：居家照顧/環境清潔

工作地點：台北市     

徵才時間：3月10日(四) 下午2:00~4:00

待遇：2萬2千元起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

現場徵才：信義就服站2729-3138

           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11樓

  「重大工程暨製造業」定期定點徵才
徵才廠商：威宏實業,萬福企業,麥杰(股),御冠

團膳,冠達應用材料,力興精密科技

職務名稱：操作員37名

工作內容：操作機械(需站立操作機械)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待遇：2萬2千元起 

現場徵才：就業服務處地下室 (臺北市承德路

           3段287之1號B1)   2597-2222

徵才時間：3月11日下午2時-4時30分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03522600
職務名稱：游泳池救生人員   

工作內容：廠區游泳池救生員需配合公

           司規定時段出勤

工作地點：新竹縣新埔鎮    待遇：面議

聯絡人：吳小姐   03-5882511#7052

           dollylin@fenc.com

需求：2人

資格條件：碩士/救生員證照

工作時間：輪班四班二輪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內勤人員           需求：1

 工作內容：旅遊業及團體旅遊之內勤事務

            與日本本社聯絡

 資格條件：專科/日文流利/有1~2年旅遊業

            經驗/熟 文書處理基本操作

 

 聯絡人：

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PC

周月惠    02-27082929

            career@pason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健身器材指導     需求：2人

工作內容：健身器材指導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杜正忠    02-23218222
           kime640222@yahoo.com.tw

待遇：面議

學經歷不限/須有體適能證照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三德觀光,漢樺企業,長江保全,永

勝租屋,安心開發,元太公寓,首都公寓

職務名稱：中西餐服務生17名,業務員87名,

秘書4名,保全49名,設計2名,清潔52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待遇：2萬2千元起

現場徵才：  (臺北市承德路

           3段287之1號B1)電話：2597-2222

徵才時間：3月11日下午2時-4時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承德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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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無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28183471
職務名稱：保全人員：20人

工作內容：駐點保全、安全維護、車輛管制

工作地點：1.士林天母家樂福(車道或賣場)

2.板南線捷運站、3.新店蘆洲線捷運站

 /捷運站，時薪120元

徵才時間：3月10日(四) 下午2:00~4:00

待遇：3萬1千元起

工作時間：輪日夜班制，每班12小時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2898-1819

 ext.109 李小姐 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凌智有限公司

          27902452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3名

清潔員  10名機動清潔4名

工作內容：儲備幹部:管理調度訓練/清潔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機動清潔須備汽車駕照

徵才時間：3月10日(四) 下午2:00~4:00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各點工作時間不同

現場徵才：西門就服站2381-3344

           萬華區峨眉街81號

   美芝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24281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專員10名★ <高中>

工作內容：電話開發新客戶<公司現有會員>

工作地點：中正區(捷運出口一分鐘)

徵才時間：3月11日(五)下午14:00~15:30

待遇：20000~(保證不倒扣)+高額獎金

       勞保、健保、6%提撥,職前教育訓練

工作時間：09:00~18:00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02)8931-5334

           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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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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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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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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的三次方企業有限公司

          27365642
職務名稱：美容師              

工作內容：美容工作者,請參考官網 

           www.83japan.com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羅小姐     02-28858383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0:00~22:00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hr@eightcube.com

    力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665207
職務名稱：美髮助理           

工作內容：洗髮,燙,染,剪造型服務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經理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需求：6人

台北市松山區

學經歷不限

          cher.chen@merryspa.com.tw

      太子城企業有限公司

           97125081
職務名稱：美容師.美顏師    

工作內容：各部位美容,美體,精油芳療技術

           服務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賴勁百      02-87735877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50人

台北市大安區

學經歷不限

princes.town@msa.hinet.net

       禮寶有限公司

         86476264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文書處理,外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月眉    02-87513767#2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學歷不限,2年工作經驗/具英台

           語能力/汽機車駕照

gifpower@ms51.hinet.net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18559415
職務名稱：行銷企劃專員      

工作內容：新產品規劃,專案促銷規劃及執

           行,媒體廣告策略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謝小姐  lilylee@tenre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大學/企業管理行銷與流通學類

       佳紡企業有限公司

           29073608
職務名稱：業務           

工作內容：成衣企劃銷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祝智    0937406926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高中職/5~6年工作經驗

chuchih@ms21.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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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部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5人

新北市汐止區

大學/電子電機工管學系/二年

           以上相關經歷

HR

leon_kao@silicon-power.com

     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6190953
職務名稱：產品專案工程師    

工作內容：新產品專案整合,審核及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王小姐     02-87523311
            hrm@wonder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碩士/機械工程相關學類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12148598
職務名稱：汽車維修技師      

工作內容：各式車輛維修,週休一日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廖先生   

需求：2人

高中職/汽修相關/各式車輛電機

           ,底盤,引擎系統維修三年經驗

hr@secom.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台灣社區志工聯盟

          10095841
職務名稱：業務幹部      

工作內容：幸福村希望工場管理,規劃

           工場產品業務推廣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5527858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fchange@kimo.com

     通泰傳媒科技有限公司

           27981081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理及歸檔

           工作,收發公文並處理會簽文件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羅先生   serena@phimedia.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1人

專科   

      飛弘通運有限公司

          22877659
職務名稱：進口關務助理        

工作內容：進口報單繕打,帳單製作,物流安

           排,客戶聯絡等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劉先生 allport@allpor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國際貿易系/英語良好

       蟠龍文化企業社

          09655367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人員       

工作內容：客戶服務/心靈諮商/運勢解析/

           姓名解析/陽宅風水健診/不孕求

           子/卜卦問事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何宗紘     02-5557999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panlongtw09@gmail.com

      美台磁材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業務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收發信件歸檔，轉達資訊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梁先生或李小姐  02-26953400

           coregain@ms56.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2人

大學

        立千有限公司

          80304188
職務名稱：業助工讀生         

工作內容：家飾品 業務助理,理貨,客戶服

           務,處理主管交代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s     02-27020226

       linyenli8@yahoo.com.tw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13:00~17:00

       政諭法律事務所

          48877015
職務名稱：法務                 

工作內容：協助律師處理訴訟案件,簡易撰

           狀,法律研究等相關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劉小姐     02-2396839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大學/法律系

chinyui8@ms2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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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17:30

需求：1人

大學/具JLPT第二級證照/兩年

           人資工作經驗

career@pasona.com.tw

元誠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16557
職務名稱：法務專員            

工作內容：執行,出庭,撰狀,案件控管,其他

           外出法務行動等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人資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大學

snow.wu@ea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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