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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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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傑工程企 業有限公司

           20865777
職務名稱：助 理繪圖員           需求：2人

工作內容：修 改.繪製施工鷹架 圖檔( )

           電腦資料輸入 (

工作地點：台 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 中職

聯絡人：丁毅 斌    02-26546265

           

工作時間：日 班:08:00~18:00

AutoCAD

key in)

arkyding101@yahoo.com.tw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9477962
職務名稱：營繕人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木作,泥作基本修繕,主管交辦事

           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建築相關/1~2年工作經

           驗

聯絡人：      02-66008888

           

工作時間：日班:~

黃小姐

sandy_huang@breeze.com.tw

      飛慶科技有限公司

          53115776
職務名稱：協助安裝燈具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業務助理,協助洽談,安裝 業

           務事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電子相關科系/具電

           腦文書處理能力/中打30字/分

聯絡人：人事部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LED

02-25993733

           feiching168@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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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曜有限公司

          16972141
職務名稱：包裝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包裝糖果,秤重,裝箱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具機車駕照

聯絡人：廖小姐     02-22782901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廠
商
急
徵
職
缺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招募活動
徵才職缺：通訊門市員30名,維修檢測員、

硬體測試員、維修工程師共5名,行政客服

、廣告AE、人力資源共5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現場徵才：勞工教育館2樓(圓山捷運站2號

出口)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徵才時間：5月2日(一)下午13：00-16：30

連絡人：02-26521322,02-86631000

    均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8011582
職務名稱：工程師              需求：2人

工作內容：電子產品組裝

工作地點：桃園縣龜山鄉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電機電子科系

聯絡人：郭雪娥     03-2115781

           wilson@allstron.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佳格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3015650
職務名稱：產品維修助理       需求：1人

工作內容：產品維修、送貨、客戶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類/具機車

           駕照/台語良好/會電腦文書處理

聯絡人：徐彰聰      02-27625908

           jag@ja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
*

大潤發_內湖分公司,翔穏企業有限公司,長榮警備保全公司

工作地點：臺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

* 洽詢電話：02-2790-0399

職務名稱：收銀員,3C面銷員,生鮮處理員,補貨員,安管人員共20名,國貿人員、車縫人員,包裝作業員各2名,駐警員20名

*

徵才時間：4月29日(五)下午14-16時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內湖區公所7樓（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

中華全球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食物網) 
徵才職缺：網站研發設計師 & 系統架構師

工作內容：顧客資料確認更新,商品資訊接受

度意願調查/資料庫設計與維護

工作地點：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01號9樓

資格條件：大學/4年經驗/會C#、C++、Java

願意配合短期大陸出差/熟悉Android平台
待遇：面議

聯絡人：陳振富先生 02-27191289 *220

        johnny_chen@foodchina.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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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70470026
職務名稱：採訪記者

工作內容：負責報社採訪相關事宜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邱靖茜     02-87877828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mandy@merit-times.com.tw

大學/一般大眾傳播學類/國台英

           語普通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英文翻譯/客服部    

工作內容：原廠遊戲資料,相關信件及報表

           翻譯,會議紀錄,同步口譯

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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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南港區

專科/英語精通,會韓文者佳

   現代保險雜誌社有限公司

           12974442
職務名稱：編輯               

工作內容：喜歡保險,財經,健康等資訊,具

           備企劃,採訪,撰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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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有文字,編輯相關工作經驗

           /具備團隊合作精神

黃小姐  sendra@rmi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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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獨立作業,完成採訪,撰稿,資

           料蒐集與整理分析等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小姐  02-25782626#188

        wendy_huang@liveabc.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大學/新聞其他大眾傳播相關/

           備汽車駕照,能開車上路

    皇家明粧事業有限公司

          97314983
職務名稱：美容師            

工作內容：美容護膚課程,芳香療法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歷不限/1~2年工作經驗

聯絡人：張先生 02-25569843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號9樓

工作時間：日班:10:00~18:00

需求：20人

           麗中藥局

           48716102
職務名稱：藥局助理            

工作內容：藥局助理,依排班休假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洪先生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2人

專科/具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0921051634

           jotifu.huwu@msa.hinet.net

      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70843031
職務名稱：研發主管             

工作內容：針對集團新菜上市及舊菜改良專

           案,規劃並確保進度執行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人力資源部

       請使用台北人力銀行履歷表應徵功能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大學/食品科學食品營養相關

     金堡旅行社有 限公司

          89963083
職務名稱：國際 訂房員         

工作內容：分區 全球旅館訂房服 務

工作地點：台北 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周小姐   chateay.gracchoy@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 :~

需求：3人

專科/英文聽說讀寫流 利/具電腦

         基本操作 ,文書處理 ,網際網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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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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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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保養,環境清

           潔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紫綾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4人

學經歷不限/具救生員證照

待遇：面議

02-2727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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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費德智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網路訂房.產品銷售.旅行業相關

           業務

大學/資訊/熟電腦操作

02-25551816

     北市市民大道一段211號12樓之12-13號

生
物
技
術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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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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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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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81593708
職務名稱：中研院楊文欽老師徵免疫學碩士助理

工作內容：研究 my el oi d de ri ve d su pp re ss or ce ll s

           在免疫與抗腫瘤之功能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楊文欽     02 -2 78 72 07 6

           wc ya ng @g at e. si ni ca .e du .t 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碩士/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3535435
職務名稱：化驗室技術師        

工作內容：分析儀器操作,化學藥液滴定,分

           析資料處理及上傳

工作地點：桃園縣龜山鄉      

資格條件：

聯絡人：人資部

        jade_wang@unimicron.com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專科/化學相關/稍懂英語

工作時間：輪班

       國軍松山總醫院

          04171321
職務名稱：護理員         

          afsshnd@yahoo.com.tw

需求：3人

工作內容：門診工時護理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周副主任   02-27648852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8:00~22:00

專科/護理學系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護士                

工作內容：客戶的傷口包紮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1人

學經歷不限/須有護士證照

聯絡人：杜正忠    0935767913

           kime640222@yahoo.com.tw

  四海遊龍鍋貼專賣店-北新店

          30300139
職務名稱：晚班正職人員       需求：2人

工作內容：櫃檯工作及製作餐點,送餐,清

           潔等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夜班:16:00~23:30

新北市新店區

高中職

詹先生     0952838581

           m1017124@yahoo.com.tw

     博多開發有限公司
          70561314
職務名稱：廚務               

工作內容：中央廚房,廚務工作,包裝清潔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賴欣妤    02-28200282#602 

需求：1人

學經歷不限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六段449號之1

工作時間：日班:09:30~17:30

    威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9829609
職務名稱：專案管理儲備主管   需求：2人

工作內容：會議,展場,典禮等各式活動行銷

           整體規劃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唐伯寅     02-27665367#18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專科/國台英語精通/會office系

           統/中英打50字/分/2年工作經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30號14樓-4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TVBS)

           84305300
職務名稱：字幕員-新(導)      

工作內容：四副控播出時 字幕機二台

           操作,轉播時字幕機操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鄭先生  

工作時間：日班:10:30~18:30

需求：1人

專科

DECO

yinshou@tv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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