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0期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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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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30966
職務名稱：門市驗光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門市人員,驗光師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歷不限/2~3年工作經驗

聯絡人：王小姐  hua@ms.formosa-op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龍江牙醫診所

          76905667
職務名稱：牙醫助理           需求：2人

工作內容：櫃檯,跟診,檔案分析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國台英語良好

聯絡人： 張      0988270375

           

工作時間：日班:13:30~22:00

Dr

alan.chang@kimo.com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189 169 06
職務名稱：推拿師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推拿師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台語良好

聯絡人：林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 

02-2 3957 070# 221

           tzu@ sunt en.c om.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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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集團-原燒、西堤牛排」餐飲服務專案徵才    
職務名稱：餐飲服務員40名,廚房助理20名,

工作內容：1.學會餐廳基本禮儀及外場服務流程2.學習顧客互動技巧與顧客

抱怨處理3.學習餐廳基本營運管理/1.各項餐點製作2.對烹飪有高度的熱誠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待遇：時薪98~105元(以全日計時同仁任用,通過店舖考核,即晉升正職同仁)

現場徵才：4月8日(原燒)及4月11日(西堤)下午13：00-17：00 

活動地點：勞工教育館2樓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聯絡人：臺北人力銀行 呂豐榮 86631000-16

資格條件：高中職以上畢

英屬維 京群島 商台北 普及瑜 珈有限 公司

          27924414
職務名 稱：櫃 檯服務 人員       需求：1人

工作內 容：負 責會員Check in手續及 會員

           諮詢及 相關服 務

工作地 點：台 北市大 安區      待遇： 面議

資格條 件：專 科

聯絡人 ：人事  吳小姐   02-81617812

       hr.tw@pure-international.com

工作時 間：排 班輪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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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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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洽詢電話：2597-2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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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園股份有限公司

          84767175
徵才職缺：專櫃服務人員(台北)20名

工作內容：喜愛琉園水晶玻璃產品並能認同其

品牌文化者   工作地點：琉園各百貨專櫃

資格條件：1.高中職以上2.略英文與電腦

基本操作能力3.精品銷售經驗 待遇：2萬4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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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週五)下午13：30 - 16：30

連絡人：台北人力銀行 林小姐8663-1000#17

       全球直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188060
徵才職缺：電話行銷專員 20名,專案客服 15名

電話行銷督導 1名,Marketing Director 1名

工作內容：電話銷售商品/客戶關懷人員管理及

輔導/行銷活動規劃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高中以上 待遇：2萬元以上

有勞保、健保、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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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日(二)下午14:00~15:30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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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工作內容：忠孝愛買賣場中專業的產品介紹

;試吃/用品提供   

工作地點：忠孝東路五段297號愛買賣場

資格條件：經驗不拘 待遇：時薪120~130元

工作時間：日班11:00~19:00,

           夜班13: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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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週一)下午2時至4時



      呈定企業有限公司

          80281299
職務名稱：產品研發人員  

工作內容：研發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衍儒     02-37652361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yenlu.chen@chending.com.tw

需求：2人

碩士/食品科學類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03 52 26 00
職務名稱：生醫工程研究員(內壢研究所)

工作內容：生醫工程研究員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卓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 8: 00 ~1 7: 00

需求：10人
桃園縣中壢市

碩士/光生物學醫藥工程化學相關

yl ch o@ fe nc .c om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職務名稱：化學分析技術員     

工作內容：藥品有效成分檢驗方法開發,檢

           驗規格、方法制定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hcm@sinpha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宜蘭縣冬山鄉

大學/化學藥學相關

黃小姐 

   京元鼎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97052524
職務名稱：救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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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李經理    02-27271075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日:5~14 夜:13~20  

需求：4人

學經歷不限/具救生員證

ling90@livemail.tw

          漾麗診所

          25649975
職務名稱：美容師             

工作內容：護膚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

聯絡人：人事 李小姐    07-2213308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5人

tsaiyi22@hotmail.com.tw

     普洛物業經紀有限公司

           70548827
職務名稱：市場調查專員        

工作內容：負責針對特定辦公商圈市場相關

        調查,並依據所得數據整理可用資訊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淑英    02-87731876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專科/市場行銷相關/具機車駕照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公司

          97119975
職務名稱：品檢員(淡水)         

工作內容：檢查,測試,或測量材料,產品,裝置

          ,使之符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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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1人

專科/機械科畢/會使用游標卡尺,

           分厘卡

jessica.chi@egtran.com

      鴻洋商務有限公司

          25071071
職務名稱：助理                

工作內容：電腦文書軟體操作,資料處理轉

           換,商品控管,理揀貨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連小姐    02-29060007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homeya5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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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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成國際有限公司

          04448544
職務名稱：工讀生              

工作內容：KEY-IN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呂章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時薪100元

學經歷不限/1~2年工作經驗

0933041008

           ether044@ms13.hinet.net

     圓方達企業有限公司

          84475682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接受公司儲備店長訓練成為公司

           未來門市店長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先生     

工作時間：日班:08:30~16:30

需求：10人

待遇：面議

專科/具汽機車駕照/英語稍懂

02-2999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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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SMT檢驗人員        

工作內容：SMT目視AOI檢驗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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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義真     02-22216681

工作時間：日班:8~17  夜班:0~8

需求：2人

學歷不限/具1~2年相關經驗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64580
職務名稱：驗証工程師          

工作內容：建置自動化測試程式設計工程師

           產品軟硬體整合測試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呂先生     02-77396888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專科/電機電子資訊工程相關/

           英語良好

sam@edimax.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得克有限公司

          86132557
職務名稱：建材業務工程師 

工作內容：建材業務對像,建築師,設

           計師事務所及餐飲業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明達    02-23024447

      新莊區中正路508巷35弄33-2號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需求：2人

學經歷不限/具汽機車駕照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媒體企劃            

工作內容：廣告媒體創意企劃,預算採買,

           企劃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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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有廣告公司經驗者為佳

tingru@mail.gameflier.com.tw

      鎧偲國際有限公司

          28833855
職務名稱：美容助理           

工作內容：門口接待,電話接聽,學習美容

           美體技能服務,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02-85026262

           

工作時間：日班:10:00~22:00

需求：1人

台北市中山區

學經歷不限

林小姐

chiassu@gmail.com

        SHOWHAIR沙龍店

          48957360
職務名稱：美髮助理          

工作內容：洗髮`護髮`吹風`燙髮`染髮等,

           協助設計師完成顧客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小姐      

showhair_salon@yahoo.com.tw

需求：2人

學經歷不限/美容美髮科

02-27912557

         
工作時間：日班:09:00~21:00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7296486
職務名稱：台北票務部~OP人員

工作內容：國外機票OP人    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葉 副總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2人

專科/英語稍懂,會中英打字

02-25132911

           judy@signet.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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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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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費德智小姐    02-25551816

   北市市民大道一段211號12樓之12-13號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大學/資訊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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