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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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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宜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3733420
職務名稱：外勤電腦維修工程師  需求：5人

工作內容：至客戶端維護個人電腦相關設備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硬體維修

聯絡人：盧小姐    02-27297990#541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PC

    傲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5120404
職務名稱：數位 設計工程師   需求：1人

工作內容：熟 儲存界

           面等相關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碩士/3~4年相關經驗

聯絡人：馬先生    02-23772088#111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IC

verilog,FPGA flow,

bryant@all1.com.tw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23526674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          需求：2人

工作內容：協助進行中的專案工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電機電子工程相關/諳英文

聯絡人：歐陽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hr3@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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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翊顧問有限公司

          70458965
職務名稱：金融專業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業務行銷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

聯絡人：王冠文     09 28 11 60 05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8: 30

tt vl ib ra li u@ ya ho o. co m. tw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7935073
職務名稱：北區核保人員        

工作內容：核保風險案件評估,核保爭議案

           件處理,核保規則制定與編修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護理學系/壽管學會核保人

   員資格/國台語流利,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佳

聯絡人：林小姐     02-87716699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3人

    中譽財信管理有限公司

          80542822
職務名稱：銀行帳務協商專員   需求：5人

工作內容：承接國內外各大銀行銀行委任

           之信用卡,現金卡逾期帳款進行

           催收作業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魏小姐    02-25556685#3100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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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超商門市專案招募

          30298767
徵才職缺：門市正職人員30個名額(2萬2

千元起)門市兼職人員100名(時薪98元起)

工作地點：大安/松山/中山/士林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不拘

現場徵才：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地下一樓

(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捷運圓山站)

徵才時間：3月28日(一)及3月30日(三)

           下午1點到4點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活動 >>
徵才廠商：歐艾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地點：臺北市(大安、信義、松山、內湖、士林區等) 待遇：保全員須無前科，櫃台秘書需具文書處理&會計基礎能力。

待遇:櫃台秘書面洽，保全員: 26000 ~ 37000元，清潔維護員:19000 ~ 20000元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資格條件：不拘

職務名稱：櫃台秘書5人,百貨公司駐衛保全員30人,轉運站駐衛保全員6人,百貨公司清潔維護員6人,轉運站清潔維護員3人

工作內容：社區櫃檯秘書/百貨公司安全維護/轉運站安全維護/百貨公司清潔維護/轉運站清潔維護

徵才時間：3/30(週三)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頂好就服站   27400922分機123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花現"薪"機」就業博覽會活動 >>

徵才廠商：元鼎金屬,晉強橡塑膠,毅進鐵工廠,長勝針織,德明針織,世揚電業,方霖實業,

和昌國際工業,光紅建聖,松青商業,大都會汽車,統一速達,天鷹保全,台灣京譽顥,彩登國

際,首都公寓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待遇：面議

職務名稱：操作員70名,光電工程師2名,機構設計工程師2名,技術助理工程師2名 

ERP人員2名,加工技術員2名,車床人員2人,收銀兼職人員18人,駕駛員30名,

業務司機50名,保全員12名,專櫃人員10名,駐點清潔員28名,機電員5名,清潔員64名

徵才時間：4月8日下午2時-4時30分　洽詢電話：2597-2222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現場徵才：勞工公園廣場舞台區 (臺北市承德路3段287號) 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附近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8916906
職務名稱：資訊專員            

工作內容：用戶端電腦軟硬體維護,伺服器

           管理維護,企業網路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洪小姐    02-23957070#221 

           tzu@sunte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大學/資訊管理系

   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

          02253037
職務名稱：資訊專員           

工作內容：系統管理,網站維護更新,電腦檔

           案存檔管理,區域網路維護,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呂小姐    02-26216117#114

           

工作時間：日班:14:00~22:30

需求：1人

新北市淡水區

專科/具企畫,文字能力,熟電腦

           及網站管理/自備交通工具

emily@tamsui.org.tw

   戰國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3117762
職務名稱：網管工程師         

工作內容：負責維護主機正常運作及排除障

           礙,處理及解決客訴案件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5人

台北市中山區

mandy@hotels.com.tw

專科

吳小姐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公司

          97119975
職務名稱：作業員             

工作內容：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

         維持機台正常運作,填寫生產報表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紀小姐   02-28959777#8634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jessica.chi@egtran.com

      勁昇企業有限公司

          22748446
職務名稱：電子設備組裝員    

工作內容：生產線作業員 需會使用烙鐵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工讀生可

聯絡人：洪麗明小姐    02-88096406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需求：2人

,

       閎順科技有限公司

           53085528
職務名稱：施工圖製圖員        

工作內容：需具備繪製水電施工圖,CAD電腦

           製圖能力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02-28935281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需求：2人

高中職/1~2年工作經驗

   統一午茶風光股份有限公司

          28845851
職務名稱：日文翻譯時薪制人員  

工作內容：翻譯與商品建檔,庶務協助,(兼職

           工讀可)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楊小姐    02-27478711#2013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日文聽說讀寫能力佳

君安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0521811 
職務名稱：廣告AE         

工作內容：具廣告業務開發策略規劃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許秘書   02-25637018

          eric@richer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1人

廣告業務開發經驗2年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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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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48948460
職務名稱：記者           

工作內容：新聞與活動採訪策劃能力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李先生 02-55828188*2402

         hr@dhf.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2人

採訪記者職務2年工作經驗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6161396 
職務名稱：編採部-採訪編輯    

工作內容：編輯採訪，企劃職場,財經、品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黃小姐  02-25782626#188

wendy_huang@liveabc.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限新聞傳播相關科系

文
字
編
輯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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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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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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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77127505
職務名稱：學刊編輯助理        

工作內容：編輯發行中英雙語學術期刊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小姐

           justine@unitedway.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碩士/圖管系外文系研究所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翻譯人員            

工作內容：中英翻譯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專科/有口譯經歷者,有魔獸世界

           線上遊戲經驗者佳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久堡營造有限公司

          97337108
職務名稱：裝修工程師    

工作內容：工地人員,機具,物料管理,

        進度管理,工地勞安衛事項,施

        工品質管理,文書作業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高先生  02-28103161#13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需求：1人

高中職/室內裝修設計或建

           築或土木

web3161@yahoo.com.tw

      頂晟企業有限公司

          24475126
職務名稱：水電工              

工作內容：水電管線施作,進行基地台線路

     的舖設及連接,行動電話機房設備安裝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小姐      02-28162679

工作時間：日班:07:30~17:00

需求：5人

高中職

  百威國際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8000826
職務名稱：技術員              

工作內容：先至公司學習及協助行政業務

           以便瞭解公司產品及項目,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02-27922202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office

台北市內湖區

學經歷不限/英文聽說寫流利/

    會基本 文書處理/具汽機車駕照

舒小姐

cai88.tw@msa.hinet.net

    遠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0356221
職務名稱：作業員             

工作內容：機台操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嘉敏    87977855#131

   或親洽 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81巷16號1樓 

需求：3人

專科

02-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SMT技術員          

工作內容：SMT機台操作,上料等,須認識SMT

           零件,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課長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日8~17 晚0~8

需求：2人

學歷不限/一年以上相關經驗

02-22216681

      聯益機械廠有限公司

           23084939
職務名稱：立式車床技術人員  

工作內容：直徑2米之立式車床襙作人員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施依秀     0983989793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需求：2人

高中職/1~2年相關經驗

lani109.shi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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