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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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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TVBS)

          84305300  
職務名稱：編輯-新(編)   需求：1人

工作內容：整點新聞編排/ON AIR、剪帶子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人資先生  02-21628168#8897

        hellen829@tvbs.com.tw

工作時間：晚班(14:00pm-01:00am)

電視新聞工作必須6年

待遇：面議

     意象媒體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24306522 
職務名稱：雜誌總編輯  需求：1人 

工作內容：熟廣編流程/熟悉精品流行趨勢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6~7年/具有企劃編輯能力  

聯絡人：洪小姐   02-27182066*259

         joyce@emers.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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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G TEN 漢登企業 專案招募
職務名稱：門市銷售人員2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勞工教育館2F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徵才時間：6月2日（四)13:00~ 16:30 

工作內容：服務商品的銷售與顧客服務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須帶履歷、自傳、個人照片

徵才地點：

廠
商
急
徵
職
缺

 <<精彩饗宴餐飲集團專案招募 >>

*職務名稱： 儲備幹部, 外場服務人員,8名櫃檯出納,8名廚務助理,2名倉管人員,30名內外場兼職人員，共73個名額

＊ 大大茶樓(股)/大閤屋開發(股)：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3＆4樓(momo百貨)

＊精彩火鍋(股)/精彩食譜(股)：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3樓(momo百貨)；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2號

*待遇：正職2萬3至2萬7；兼職100-120/時

11名 14名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徵才時間：5月20日(周五)下午1時-4時30分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 大同區現場徵才：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臺北市 承德路3段287-1號B1) 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附近  

            南亞科技 (股)公司
            89390656
徵才職缺： 製程技術員 10名

工作內容： 半導體廠商 精密生產設 備操作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 高中職

待遇：23400-30900元,供住宿及伙 食補助

工作時間： 四班二輪

現場徵才： 西門就業服 務站 2381-3344

           臺北市萬華 區峨眉街 81號

徵才時間： 5/19(四）下午 14:00~16:00

泰山區     

           華泰大飯店

           11658137
徵才職缺：廚房清潔員(洗碗工)3名

           環境清潔員2名

工作內容：廚房洗碗工,公共區域清潔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三節獎金,免費膳食,員工旅遊

工作時間：0930-2130 空班休息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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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五）下午14:00~16:00

王品集團-品田牧場、陶板屋專案招募
職務名稱：餐飲服務員40名，廚房助理20名
工作內容：各項餐點製作  工作可供2餐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須帶履歷、自傳、個人照片(現場備有空白履歷)

徵才地點：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工作時間：廚藝組10:00~14:00、16:30~21:30

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地下一樓

徵才時間：5月27日（五) 09:30-15:30

    瓦城泰統集團(瓦城,非常泰,

     1010 香辣料理)專案招募
徵才職缺：餐廳內場主管10名, 廚師和廚助30名, 

餐廳外場主管和儲備幹部10名及正兼職外場服務

人員職缺50名

工作地點：大臺北 23家分店   待遇：面議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徵才地點：統一阪急百貨台北店7F瓦城阪急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8號，近捷市政府站2號出口

徵才時間：5/26( 四)14:00~17:00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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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聯合徵才
徵才廠商：中居企業,長江保全,金都建

築物管理維護
徵才職缺：照顧服務員10名,保全員24名,

客服2名,護送員10名,清潔員10名,行政1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資格條件：經驗不拘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北投行政中心6樓 2898-1819

       北投區新市街30號6樓

徵才時間：5月24日（二）下午2點-4點

     信義就業服務站聯合徵才
徵才廠商：康庭環衛,喬信保全,富旺國際
徵才職缺：病媒防治師10名,保全員30名,環

保員20名,社區秘書6名,社區主任3名,機電員

6名,專案業務29名,儲備店長1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資格條件：經驗不拘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27293138

           (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5/19（四）下午2:00～4:00



   瀚草影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230761 
職務名稱：企劃

工作內容：1.節目主題發想、內容構思

2.腳本撰稿3.專案執行  4.後製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1~2年/英語：精通 

聯絡人：李玲齡  02-27110331#15

        lucy.hanksfilms@gmial.com

工作時間：日班:10:00~0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永勝租屋經理有限公司

          27980055 
職務名稱：媒體企劃(台北)      

工作內容：議題蒐集、分析、規劃與專題寫作

新聞稿撰寫與發佈/廣告媒體曝光規畫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小姐  04-22939355#526

         hr@123885.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台北市中山區　　

大學/大眾傳播學

     蘇菲雅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23767201 
職務名稱：攝影助理       

工作內容：協助攝影工作.

工作地點：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邱小姐  25982195#36

maderje@hotmail.com

工作時間：

需求：2人 

台北市中山區

日班:09:30~18:30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4 31 31 72 
職務名稱：主管駕駛       

工作內容：擔任主管駕駛,六年主管駕駛之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盧小姐   02 -8 75 18 78 8# 62 7

     kc ap 07 @m ai l. kc da ir y. co m. tw

工作時間：日班:0 7: 30 ~1 9: 30 

需求：1人

高中職/住南崁或桃園市者尤佳

國聯觀光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12211114 
職務名稱：房務員      

工作內容：清潔整理飯店客房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人力資源部

         02-27731515#101

       kuan@unitedhote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4人 

        私立立泓康復之家

             10300511  
職務名稱：職能治療師    

工作內容：1.職能評估2.服務計畫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曾莉萍  0229336593

         lihong526688@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1~2年 

      佶昕企業有限公司
            53040207 
職務名稱：台北(公館)自來水園區救生員   

工作內容：水池安全管理維護，水質檢測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先生  0935047979

         a861816@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時薪120元              需求：4人 

不限/具備救生人員證照

    我們好好股份有限公司

          28701030  
職務名稱：美髮部門主管      

工作內容：人資管理/店內客人吹髮，整髮

廣告CF髮型設計跟拍/商品銷售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3~4年

聯絡人：好人Lana   02-27495165

         weupweup@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1:00~21:00 

需求：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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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髮
美
容
職
缺

    水蓮天股份有限公司 

          53193370 
職務名稱：美容師/芳療師  

工作內容：美顏、美體保養課程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馨之  02-27930339

        riply915@yahoo.com.tw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2人 

不限

待遇：面議

 麗婕國際美容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4271191 
職務名稱：教育訓練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柯小姐 (03)459-5131

         m0937913143@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9:00 

需求：5人

待遇：面議

輔導配合的美容店家,技術教學

旅
遊
休
閒
職
缺

飯
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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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7296486 
職務名稱：台北團體部~OP人員    

工作內容：文件、簽證處理,有經驗者佳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觀光休閒學系 

聯絡人：顏 副協理   02-25133086

         maysasa@signe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2人

  順怡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7960255 
職務名稱：旅遊直客業務人員 

工作內容：1、針對公司行號、輔委會等機

關開發公司業務。2、推廣公司行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魏小姐   02-25362691

         ad005@shunyitravel.com.tw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2~3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勤曜醫事檢驗所

           25130938 
職務名稱：醫檢師             

工作內容：臨床檢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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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錦弘  26521211

         info.gb@msa.hinet.net

     四海遊龍鍋貼專賣店 

           30300139 
職務名稱：正職人員        

工作內容：櫃台工作及製作餐點、送餐、清潔等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月薪2.0萬～2.5萬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詹先生 02-29112921

        m1017124@yahoo.com.tw

需求：2人 

工作時間：夜班:16:00~23:30

           部份工時:17:00~21:00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60762 
職務名稱：商化陳列專員    需求：4人 

工作內容：1.執行貨品例行運送作業。

2.執行指定客戶貨品接回作業。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月薪基本月薪～3.0萬

聯絡人：人資  239567777-301

        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藍海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7730677 
職務名稱：物流司機        

工作內容：駕駛貨車,貨品原料運送至門市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

聯絡人：蔡字容 02-22989988-788

         tom@howswee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00~17:00 

需求：3人

不限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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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94823 
職務名稱：  麵包門市計時人員 

待遇：時薪 98~109元/小時

需求：3人 

工作內容：1.內外場清潔  2.商品銷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鄭副理  02-22686736#9

      beatricecheng@iscoffee.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23:00

高中職

         資生堂醫院

           04 11 61 01 
職務名稱：護士護理師     

工作內容：照顧呼吸器依賴之病患(傷口處理,

OnI v,寫紀錄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張乃薇小姐    022 786 76 96# 21

         Sus ant own @s o-n et. net .tw

工作時間：輪班:三班制 

需求：5人

資格條件：專科

醫
療
保
健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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