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2期5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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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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駿企業有 限公司

           16344184
職務名稱：國 貿人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工 廠詢價,準備樣品與報 價給國外

           客人,安排船期 ,報關整理

工作地點：新 北市三重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 科

聯絡人：羅小 姐  taiwan-tcf@umail.hinet.net

親洽: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4段190號12F之2

工作時間：日 班:09:00~18:00

      紹柏企業有限公司

          27994776
職務名稱：網路行銷人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以網路行銷方式本公司產品,需

           有網路行銷或網拍經驗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學經歷不限

聯絡人：      02-27485416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9:00~18:00

陳柏菁

shaobo_boching@yahoo.com.tw

   大順報關行股份有限公司

          00801776
職務名稱：文件部文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押匯及報關文件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國際貿易科

聯絡人：鄭秋龍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02-25819127#258

           manage@ats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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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寶拉股份有限公司

          53080039
職務名稱：美療師(板橋區)     需求：3人

工作內容：提供各部位美容,美體,精油芳

           療技術服務

工作地點：新北市板橋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美容美髮/1~2年工作經

           驗

聯絡人：人資部     02-27191200

           hr@debol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1: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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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花漾歡"薪"」就業博覽會活動 >>

*徵才廠商：

*

龍笛實業,德佳鋼鐵,欣欣企業,宜龍(股),華珍窯業廠,晉強橡塑膠,方霖實業,八海國際餐飲,奇異島(股),潤泰創新國際(股)

 ,家福(股),帝國停車場事業,那象創意行銷,慶豐保全(股)等14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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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時間：100年5月13日下午2時-4時30分 

職務名稱：操作員76名,店長5名,儲備幹部18名(餐飲,門市,停車管理),內外場餐飲人員20名,廚務員10名,客服人員3名,生鮮/

 賣場人員22人,收銀兼職人員10人,銷售人員11名,停車場服務員8名,設計師及助理4名,保全員10名共198個工作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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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就業服務站聯合徵才>>
徵才廠商：千翔保全(股),喬保大樓管理,

           洋美清潔

徵才職缺：保全人員30名,廚務助理,清潔

人員32名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信義區,中山區

待遇：面議,勞健保、團保、三節獎金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2729-3138

       (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5月5日(四)  下午2:00~4:00

               綠逗薏人

            17090336
徵才職缺：正職門市人員5名/計時兼職門市人

員5名,司機1名

工作內容：甜品製作,收銀點餐,貨物運送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不拘

待遇：面議,享勞,健保,勞退提撥、全勤獎金

,伙食津貼、油費補貼、生日禮金、三節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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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三)下午14:00~16:00

台北市     

       超宇網際網路公司

           27770641
徵才職缺：門市人員4名,店長/儲備店長

工作內容：門市商品銷售,顧客接待

門市管理營運,客戶維繫   

7名

工作地點：中正區

資格條件：經驗不拘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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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四）下午14:00~16:00

    皇家明粧事業有限公司

          97314983
職務名稱：芳療師             需求：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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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不限/1~2年工作經驗

聯絡人：張先生      02-25569843 

工作時間：日班:10:00~18:00

   蘇菲雅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23767201
職務名稱：造型助理            需求：2人

工作內容：造型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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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小姐    02-25982195#36

           maderje@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玖億精密有限公司

          97226433
職務名稱：品保人員

工作內容：工業塑膠製品製造檢驗,生管流

          程,進出貨管控,相關檢驗報告書

工作地點：新北市樹林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雅雯     02-26761277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vanessa_lin@joeen.com.tw

高中職/1~2年工作經驗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成品檢驗人員       

工作內容：成品檢驗,測試,資料建檔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義真      02-22216681

工作時間：日班:08:00~15:00

需求：1人

新北市中和區

高中職/具電腦基本操作,文書處

           理,中文輸入/1~2年相關經驗

       特一科技有限公司

           27994699
職務名稱：品保員             

工作內容：DVD-R空白片檢測工作,月休八

           天,排休制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1人

台北市內湖區

學經歷不限

李小姐    02-27940809#302

           jennifer@musttech.com.tw

   派卜樂時尚國際有限公司

          24408534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門市通路管理與經營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孫先生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5人

專科

su n@ po pu la ro ut le t. co m. tw

 台業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22898444
職務名稱：客服人員          

工作內容：提供線上各類問題諮詢及註冊

          服務,負責接洽本公司自動來電

          諮詢之客戶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具電腦基本操作/中英

           打20字/分

聯絡人：許小姐   02-26969000#511
gracesheu@taiye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5人

            

元誠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16557
職務名稱：法催專員            

工作內容：具有二年以上不良資產處理經驗

           熟法務催收法令及技巧

工作地點：新北市板橋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吳s    snow.wu@eam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3人

高中職/國台英語普通

    奇鋒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3436792
職務名稱：會計                  

工作內容：處理公司相關帳務會計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02-25975301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一般商業學類會計學

paitechf@ms5.hinet.net

  東風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374513
職務名稱：3D美術              

工作內容：遊戲角色,裝備,NPC,怪物,場景,

           特效...等等3D物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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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2人

高中職/熟美工繪圖軟體3Dmax,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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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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30975680
職務名稱：美編助理            

工作內容：公司產品包裝圖稿美編修改,DM

           美編製作,印刷相關廠商聯繫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孫雅妮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

待遇：面議

熟美工繪圖軟體photoshop

            ,coral draw,Illustrater

0968300491

           yaniesun@ms15.hinet.net

      洋洋企業有限公司

          09490443
職務名稱：美編企劃助理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經理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3人

協

待遇：面議

可熟練使用各種美編軟體者佳,

           助美編,美工,企劃案等相關工作

專科

02-29130868#11

          a0922008158@yahoo.com.tw

會
計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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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姜小吃店

          26228234
職務名稱：總務會計人員               

工作內容：會計記帳與貨物收發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02-28813939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專科/會計(學)系/1~2年工作經驗

      嘉德食品有限公司

          13095346
職務名稱：助理會計/出納/記帳  

工作內容：協助業務人員處理帳務方面的整

           理,零用金管理,接聽電話,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劉主任     02-27155616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高中職/會電腦office系統/1~2

           年工作經驗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542219
職務名稱：人事助理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協助主管招募相關事宜,及

           人事相關事宜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小姐 joyce@emers.com

工作時間：日班:~

大學/企業管理相關/2~3年

           工作經驗/熟電腦Office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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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大學/日文聽說讀寫中等以上/

           有人資經驗或一兩年工作經驗

聯絡人：黃琡瑛    02-27082929

    台灣東華書局(股)公司

          03557109
職務名稱：倉儲部行政人員    需求：1人

英打100字/分

工作內容：內勤單據確認,整理,列印作業,

           文書作業,協助貨件追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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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中和區

專科/具電腦基本操作,文書處理

           能力,中打50字/分,

陳協理   hrm@tunghua.com.tw

     岫林興業有限公司
          86888147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進出貨,庫存管理,客戶電話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谷桂森     02-23698288

需求：1人

高中職/國台語普通

           kksen.jason@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莉蓁國際有限公司

          16989500
職務名稱：工讀生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報表輸入,倉庫管理,主管交辦等

           事項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林菁菁     02-82311413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學經歷不限

     五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736645
職務名稱：資料輸入員        

工作內容：資料登打,校對資料,文件掃瞄,

           整理,郵件收受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黃小姐    02-22597092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高中職/中英打30字/分

bear2273664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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