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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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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元鼎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97052524
職務名稱：救生員               需求：4人

工作內容：維護泳客安全環境及衛浴清潔,

           機器保養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具救生員證

聯絡人：李經理    02-27271075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ling90@livemail.tw

 台灣親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3057095
職務名稱：網路資訊工程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網路訂房.產品銷售.旅行業相關

           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資訊相關

聯絡人：     02-25551816

    北市市民大道一段211號12樓之12-13號

工作時間：日班~

費德智小姐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須有體適能證照     需求：2人

工作內容：健身器材指導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運動相關學系

聯絡人：杜正忠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02-23218222

           kime64022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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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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德盟全球(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27245318
徵才職缺：賣場展售專員20名

工作內容：景美愛買賣場中專業的產品介紹

、試吃及用品提供   

工作地點：臺北市文山區 資格條件：不拘 

待遇：時薪：120元至130元；

有勞,健,就保,職前訓練   工作時間：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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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時間：4月12日(二)下午14:00~16:00

       全球直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188060
徵才職缺：電話客服員/電話行銷專員各10名

工作內容：顧客資料確認更新,商品資訊接受

度意願調查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高中以上學歷/有產險,壽險證照佳

待遇：月薪2萬起+佣金與獎金

聯絡人：錢小姐02-66366556-0 

  admthr@adms-asia.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台北市(近捷運站)

       拉亞企業有限公司

           80588565
徵才職缺：餐飲門市人員正職/兼職共12人

工作內容：早餐製作與顧客服務  

工作地點：中山區龍江路/中正區杭州南路

資格條件：高職以上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5:00~14:00

現場徵才：頂好就服站27400922分機123

 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徵才時間：4/13(週三)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輔大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晶城環保服務有限公司,喬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保全員26名,總幹事兼保全1名,清潔員24名,社區秘書6名,社區主任5名,機電員6名,生鮮員5名,

餐廚作業員5名,收銀門市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資格條件：高職以上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內湖行政大樓7樓,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連絡電話：2790-0399

徵才時間：4月15日（五）下午2-4點

       全球直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188060
徵才職缺：行政助理1名

工作內容：行政庶務處理,報表製作,總機櫃台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行政作業經驗2年以上、擅長電腦

文書處理作業、國台語流利、略懂英文佳

待遇：月薪2萬起+佣金與獎金

聯絡人：錢小姐02-66366556-0 

  admthr@adms-asia.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台北市(近捷運站)

            承新牙醫診所

            00979560
徵才職缺：牙醫助理

工作內容：1.跟診 2.器械消毒 3.環境打掃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8號

資格條件：大專畢    待遇：24300起

聯絡人：莊于慧  02-28865111#106

          angel@drwells.com.tw

工作時間：08:45~22:00(排班制，月休八日)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金都建築物管,歐艾斯保全,

拉亞企業  職缺：保全員,櫃枱秘書,採購

人員,專案業務,門市人員,兼職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排班/輪班

現場徵才：信義路5段15號11樓

信義就業服務站   27293138

徵才時間：4/14（四）下午2:00～4:00



 彭村梅國際美容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27149
職務名稱：美容師,美容助理

工作內容：女子舒壓按摩,美容護膚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4-24731824

 

工作時間：日班:10:00~21:00

    

待遇：面議

          spa666hum@yahoo.com.tw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媚婷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967052
職務名稱：美容師(三重店)    

工作內容：美容師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小姐    02-27218156#520

        jo-yu.chen@matinform.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20:00

需求：6人

新北市三重區

高中職/美容相關或具美容丙級

           執照

       鎧偲國際有限公司

           28833855
職務名稱：美容師              

工作內容：美容美體技術服務,客戶諮詢,產

           品介紹,門口接待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chiassu@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0:00~20:00

需求：3人

台北市中山區

學經歷不限

林小姐      02-85026262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76947385
職務名稱：企劃執行人員      

工作內容：活動企劃撰寫與執行,例行性內

           部行政工作,基礎PC及內部網路

           維護,基礎繪圖或美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翁雅惠  monica@organ.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專科/國台語良好/1年以上工作

           經驗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 檢驗人員      

工作內容：目視 檢驗人員,須認識 零

           件,有一年以上經驗者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歷不限

聯絡人：黃義真     02-22216681

   或親洽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6樓

工作時間：日班:8~17 / 夜班:0~8 

SMT  

AOI SMT

需求：2人

     中華民國陶業研究學會

            00988499
職務名稱：幹事                 

工作內容：帳務及一般學會庶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尹淑娜小姐    02-23631767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1人

高中職/商學相關系

    明天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27552244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展銷專員     

工作內容：推廣及銷售兒童圖書,成人旅遊類

           及藝術類書籍,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諸葛小姐     02-23495793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3人

有完整職前訓練.

學經歷不限

chukejane@greenebook.com

       博聖法律事務所

          48759853
職務名稱：工讀生              

工作內容：協助辦公室處理一般行政事務,

        包括接待客戶,接聽電話,文書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芳瑜小姐    02-27515101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高中職/英語稍懂,台語普通

hr@cw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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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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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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和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23311569
職務名稱：助理                

工作內容：接聽電話,中文輸入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吳淑娟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7:00~16:0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學經歷不限

02-25622226

或洽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120號1樓

   高鼎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0685715
職務名稱：作業部專員          

工作內容：勞委會外勞申請專案文件籍外勞

           管理系統製作及控管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學經歷不限

02-27001498

           golden1498@gmail.com

客
服
業
務
職
缺

品
管
安
規
職
缺

國際紐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80329815
職務名稱：內勤電話行銷人員

工作內容：以電話方式進行特定保險商品之

           銷售,有完整職前訓練.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鈕小姐      0809028038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高中職               需求：3人

hr_tm@nylitc.com.tw

  懷邦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9962747
職務名稱：課程規劃師          

工作內容：通過電話,拜訪,約見,研討會等方

           式,開發客戶,推廣培訓課程,完成

           銷售目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鄭久康     02-23917868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大學/國英語良好

service@witsbound.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高島運動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84949942
職務名稱：行政工讀生      

工作內容：客戶資料建檔,完成主管交

           辦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小姐    02-25018098

     snack_joan@takasima.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9:00~17:00

需求：1人

學經歷不限/具文書處理能

           力,中英打50字/分

  意象媒體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24306522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打電話,寄發mail,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洪小姐    02-27182066#259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碩士

joyce@emers.com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2449566
職務名稱：DQM工程師          

工作內容：執行確認產品所需之硬體及系

         統相關規格以確保規格之正確性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1人

台北市內湖區

大學/電機電子資訊工程相關

人力資源發展部 ecshr@ecs.com.tw

     亞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6589053
職務名稱：硬體設備維護工程師

工作內容：PCB電子零件焊接及設備組裝,設

           備製作品管測試及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Ruby林小姐  

ruby@yokecorp.com.tw

需求：1人

大學/電子工程系/1~2年工作經驗

02-27917838 #111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達陸廣告有限公司

          25103720
職務名稱：電訪人員           

工作內容：電話訪問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姚副總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3人
待遇：時薪110元

學經歷不限/國台語精通

02-25030549

           call488788@yahoo.com.tw

     古采藝創環境有限公司

           24307971
職務名稱：企劃人員           

工作內容：企劃撰寫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美華    02-27991232

            huanghmh@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1人

大學/國台英語良好/具文書處

           理能力,中英打30字/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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