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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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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人事相關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日語聽說讀寫良好/1 ~2年工

           作經驗

聯絡人：黃琡瑛    02 -2 70 82 92 9

工作時間：日班:~ 

        闊腦有限公司

          28700948
職務名稱：專利工程師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專利事務所-誠徵專利撰稿.製圖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聯絡人：      02-2758500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林炳宏

oscar390325@gmail.com

       陽昇法律事務所

          10348114
職務名稱：實習律師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法律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學系/國台英語良好

聯絡人：劉美莉     

工作時間：日班:0 9: 00 ~1 8: 00

02 -2 77 51 36 3

         su nr is et ai pe i@ ya ho o.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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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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

*

凌智股份有限公司,北投麗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桃園/新竹縣市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

* 洽詢電話：28981819 

職務名稱：打蠟人員5名,清潔人員5名,傳送員5名,中餐服務員2名,西餐服務員6名,中餐領班1名,西餐領班2名,升降機

 維修保養作業員16名,保全儲備幹部3名,行政助理2名,保全人員15名

*

徵才時間：4月22日（五）下午2點-4點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新市街30號5樓)，北投捷運站光明路口附近  

    艾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57319
職務名稱：門市銷售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銷售 等數位播放器

           耳機,喇叭等週邊產品,客戶服務

          ,簡易庫存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高小姐     02-23142662

           

MP3,MP4,MP5

service@icat-tech.com

工作時間：日班:11:00~22:00/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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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就服站  2381-3344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4/20(週三)下午2時至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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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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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家福股份,雅可樂多,信義之星

公寓大廈管理(股)有限公司

徵才職缺：賣場服務員30名,宅配員10名,

開發專員1名,保全員2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2729-3138

           4月21日(四) 下午2:00~4:00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誠徵

門市業務代表30人

工作內容：收費,申裝異動業務,門號銷售

資格：專科以上  工作時間：輪班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27400922#123

           4/25(一) 14:00~16:00

地址：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

號店舖



       帝航日有限公司

          12865248
職務名稱：主管助理

工作內容：進出貨庫存管理.電腦繪圖軟體.

           熟悉會計師作業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魏小姐     02-2563766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wei307307@yahoo.com.tw

需求：1人

學歷不限/財政稅務系/具電腦文

           書處理,美工繪圖能力

    林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9977088
職務名稱：會計                

工作內容：會計相關工作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於忠漢     02-37653225#16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台北市松山區

學歷不限/具3~4年相關經驗

ken@lintex.com.tw

       飛慶科技有限公司

           53115776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能及時處理老闆交代事項,能獨

           立完成交辦作業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feiching168@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台北市中山區

高中職/具獨立會計2~3年相關

           經驗/具機車駕照備機車

人事部     02-25993733

         

      巧姿美學有限公司

          28706859
職務名稱：平面廣告設計      

工作內容：網頁修圖.編排.熟美編相關軟體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佳慧    02-87801187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熟美編相關軟體高中職/美術設計/

懂ADOBE ILLUSTRATOR.ADOBE PHOTOSHOP.FLASH

  台灣工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3407600
職務名稱：營業員/信義分公司 

工作內容：證券經紀業務及交易營業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HR   hr@ibts.com.tw

         履歷合格者專人預約面談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2人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23526674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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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歐陽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專科/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hr3@siemens.com

     快譯通股份有限公司

          84115857
職務名稱：軟體工程師          

工作內容：崁入式產品之軟體設計與研發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人事部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0人

大學/理工相關科系/熟悉C/C++

           /熟悉Linux操作及程式開發/有

           Embedded system程式開發經驗

job@instant.com.tw

    嘉益螺 絲股份 有限公 司

          11857207
職務名 稱：作 業員              

工作內 容：包 裝整理 出貨

工作地 點：台 北市中 山區      待遇： 面議

資格條 件：

聯絡人 ：譚慈 淑    02-25217297

           gaescrew@ms19.hinet.net

工作時 間：日 班:09:00~18:00

需求：1人

高中職/具汽車 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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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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廣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704233
職務名稱：採購人員            

工作內容：處理國內外各事項之詢價&比價&

           採購及訂立合約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專科/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1~2年工作經驗

待遇：面議

02-23677190

      飛慶科 技有限 公司

          53115776
職務名稱 ：研發人 員             

工作內容 ： 研發,需會3 繪圖

工作地點 ：台北市 中山區       

資格條件 ：

聯絡人： 人事部     

工作時間 ：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 議

LED D

高中職/電子光電 /熟電腦操 作

02-25993733

           feiching168@gmail.com

軟
體
設
計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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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東風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374513
職務名稱：遊戲程式           

工作內容：線上遊戲 端 端程

           式設計開發(熟3 繪圖技術)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朱小姐  sallychu@insightsof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SERVER CLIENT

D

需求：2人

高中職/熟悉DirectX/C++/

Win32 API/AQL/Microsoft.NET Framework

      東燊科技有限公司

          89939839
職務名稱：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後台ERP軟體開發或修改(VB),寫

           網頁,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洪素貞     02-29342636

           tosun@ms47.hinet.net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專科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碩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474067
職務名稱：研發助理      

    jasmine_han@cyberpowersystems.com.tw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幫各部門新產品打樣,零件

           備料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韓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高中職/電機電子相關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1275691
職務名稱：設備維護人員      

工作內容：資訊設備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專科

聯絡人：陳小姐    mdshr@mds.com.tw

元誠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16557
職務名稱：電話催收專員(身障缺)

工作內容：處理逾期應收帳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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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

專科               需求：10人

吳小姐  snow.wu@eamc.com.tw

     冠翊顧問有限公司
          70458965
職務名稱：金融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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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王冠文      

ttvlibraliu@yahoo.com.tw

需求：3人

學經歷不限

0928116005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30

    至富行銷實業有限公司

          28182044
職務名稱：廣告設計            

工作內容：平面廣告設計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詹小姐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00

需求：1人

大學/1~2年工作經驗

02-27013559

           ss.betty@msa.hinet.net

    三通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0561948
職務名稱：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負責公司系統平台開發,設計,

           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小姐    02-27999188#820

           erin@3-lin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學經歷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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