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09期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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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案
招
募
職
缺

    大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86735419 
職務名稱：工讀生      

工作內容：客人資料登記及電腦輸入公司

           內務整理.收件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邱憶芳    0223457111

         dawaytour@gmail.com

需求：2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現代保險雜誌社有限公司

          12974442 
 職務名稱：基金會專任秘書     需求：1

 工作內容：1.態度積極具親和力2.對公益活

 動有高度熱情 3.熟悉公共關係互動 

 資格條件：大學/一般商業學類/2~3年經驗

 

 聯絡人：

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黃小姐

          sendra@rmim.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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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商
急
徵
職
缺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活動 >>
徵才廠商：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彩登國際實業社

職務名稱：業務司機、時薪機車宅急便、時薪隨車司機共50名,清潔人員、廚務人員、房務員共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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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四) 下午2:00~4:00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區    待遇：33,000—38,000元(依案場而定)/面議/勞健保,團保,年終,三節,全勤獎等

工作時間：自 08時至 17 時;自 07時至19時   資格條件：不拘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Tel：2729-313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中居企業有限公司(中化居家照顧)

            25116226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居家照顧,膳食料理,簡單家事

工作地點：台北市各區 待遇：110元/時起

資格：不拘,無經驗,證照可,公司可培訓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2898-1819

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捷運北投站光明路)

徵才時間：3/23（三）下午14:00~16:00

工作時間：自由選擇上班時間

照顧服務員   10人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良福保全,凌智,香城飯店,潔俐

職務名稱：保全人員22名,清潔員33名,

房務員10名

工作內容：駐衛安全/服務,接待,清潔

工作地點：臺北市各區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地下一樓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287-1號) 2597-2222

徵才時間：3/24(四)下午2:00~4:00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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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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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聖法律事務所

          30298767
徵才職缺：行政助理   需求：1名

工作內容：辦公室處理一般行政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文書處理

聯絡人：李芳瑜小姐(02)27515101

         hr@cw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行
政
經
營
職
缺



   漢英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86313585 
職務名稱：業務專員           

工作內容：1.留遊學產品介紹與諮詢

           2.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待遇：時薪100元

資格條件：大學/任職留學公司兩年經

聯絡人：林秘書   2771-7911

          peggy@hanyin.org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驗

   現代保險雜誌社有限公司 

           12 97 44 42 
職務名稱：發行部專員       

工作內容：1.通路市場及相關客戶開發

           2.客戶聯繫與客戶管理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黃小姐se nd ra @r mi m. co m. tw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7: 30

需求：1人 

台北市士林區　

具備2年以上業務經驗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NEC)

          12368733 
職務名稱：維護工程師-約聘人員/

工作內容：pos設備清潔整備

           部品整備及入出庫管理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2人 

南港科技園區

專科

人事夏先生  hr@nec.com.tw

    其利國貿股份有限公司

         11363112 
職務名稱：人力資源人員      

工作內容：維護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紀錄

           人員招募、甄選與任用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王小姐  personnel@pr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大學

      美台磁材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應收、應付帳款，行政工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江小姐  26953400

  

工作時間：日班:8:30~18:00

需求：2人

        coregain@ms56.hinet.net

      勝巧企業有限公司

          89609041 
職務名稱：室內設計師     

工作內容：室內設計規劃及估價監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賴先生  02-25147711

         sq.arc@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2~3年/室內空間設計學系   

AutoCAD具備3D繪圖，會圓方室內系統

       順琦企業有限公司

          14011247 
職務名稱：資深機構工程師     

工作內容：負責產品機構設計與結構評估

         模具設計,開模,試模, 檢討及修模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管理部  02-22141133#200

         danniceliu@samwellg.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大學/機械工程/工業設計相關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125343 
職務名稱：ERP工程師(HMG)  

工作內容：ORACLE ERP系統需求開發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先生  25007022-6220

          rose_lin@hm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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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訊
軟
體
職
缺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美編設計企劃     

工作內容：設計與製作公司形象規範

           使用各種軟體製作專案網頁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1~2年 /高中職

      camuschang@gamefirst.com.tw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77127505 
職務名稱：資訊專員            

工作內容：Asp.net/Asp網頁程式開發熟悉C#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小姐   02-23782256#102

         justine@unitedway.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大學/1~2年 

電
腦
硬
體
職
缺

會
計
稅
務
職
缺

      光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129959 
職務名稱：台北區電腦維護工程師 

工作內容：有電腦系統維護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孫小姐   02-26961200

          apple@conjoi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8人 

1~2年/丙級電腦硬體裝修  

      佳鎂機械有限公司

          84656430 
職務名稱：電控工程師         

工作內容： 現場組立,設備維修,配電 

工作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紀佳怡   22613688

         angel@chiamey.com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孫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30975680 
職務名稱：美編助理   

工作內容：產品包裝圖稿美編修改,DM

美編製作,部落格網路購物頁面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孫雅妮  0968300491

        yaniesun@ms15.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2~3年經驗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網頁美編           

工作內容：遊戲官網活動、EDM、廣宣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

        ieart@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3人 

不限

        頂晟企 業有限 公司

          24475126 
職務名 稱：行 政會計      

工作內 容：辦 理銀行 作業;執行現 金收付

工作地 點：      待遇： 面議

資格條 件：

聯絡人 ：

         

工作時 間：日 班:09:00~17:30 

需求：1人

台北市 士林區

不限;一般商 業學類

黃小姐  28162679

diingshiang@kbronet.com.tw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555349 
職務名稱：財務部副理(南港)  

工作內容：財務、會計作業流程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鄭小姐

         hr@microbio.com.tw

需求：1人

大學/會計學相關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闊腦有限公司
          28700948 
職務名稱：專利工程師        

工作內容：專利撰稿.製圖 

工作地點： 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林炳宏    27585009

         oscar390325@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2099907 
職務名稱：法務管理師(新店)   

工作內容：法律文件審核/教育訓練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楊先生

        aksa.yang@coretronic.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大學/法律相關科系

人
事
法
務
職
缺

客
服
業
務
職
缺

設
計
類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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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