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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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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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就業服務站 >>
求才廠商：都城(大成集團),綠逗薏人,鬍鬚張,和欣客運,企樂科技,金都建築物業,

信義之星公寓,良福保全,士瑞克保全

現場徵才

徵才地點：

職務名稱：餐廳服務員40名,外場/兼職餐飲服務員26名,票服人員10名,站務員10名,

工讀生10名,國道駕駛員10名,業務人員5名,商品行銷員3名,通路開發員3名,護送員10名

,清潔員10名,照顧服務員10名,總幹事4名,保全人員44名,清潔人員7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連絡單位：承德就業服務站02-2597-2222

承德就業服務站地下一樓(台北市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交通方式：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明倫國小旁)

徵才時間：6月9日（四)下午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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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就業服 務站現場徵 才
徵才職缺： 台灣愛惠浦 有限公司誠 徵特力

屋賣場人員 -駐點銷售 20名

工作內容： 公司產品介 紹、銷售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 景美就業服 務站 

            02-8931-5334

     (臺北市文山 區羅斯福路 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 6/8(三）下午 14:00~16:00

臺北市、新 北市  

資格：不拘   

      全球直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188060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專員10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近捷運站)　　

待遇：保障底薪2萬5+高額獎金

聯絡人：錢小姐(02)6636-6556分機0

        admthr@adms-asia.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須配合加班 

電話銷售商品

資格條件：國中以上學歷畢/具壽險或產險證照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366616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人員    需求：5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市府捷運站)

聯絡人： 02-87581228

        Yolanda.Peng@acegroup.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撥打優質名單，電話銷售保險商品

資格條件：高中以上，有保險證照，擅溝通

待遇：$26,000+高額獎金

彭小姐       

     西門就業服 務站現場徵 才
徵才職缺： 星聚點徵 1.外場服務員 兼職10名

,全職5名2.總清洗滌 5名3.吧檯人員兼 職5名

4.廚房助手兼 職2名,新高清潔徵 員數名清潔

臺北市、新 北市  

資格：不拘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 西門就業服 務站

           (02)2381-3344

         （臺北市萬 華區峨眉街 81號）

徵才時間： 6/9(四）下午 14:00~16:00

      景美就業服 務站現場徵 才
徵才職缺： 洋美清潔有 限公司誠徵 清潔人

員10名,工作內容： 社區、辦公室清潔 維護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 景美就業服 務站 8931-5334

     (臺北市文山 區羅斯福路 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 6/10(五）下午 14:00~16:00

臺北市信義 區

資格：不拘

工作時間 ：日班: 08:00~17:00  

輪休:月休4日/提供勞健保 、三節獎金

      信義就業服 務站現場徵 才
徵才廠商： 彭村梅國際 美容,六星集,海壽司

徵才職缺： 美容師、美 容助理員 10名,門市

儲備幹部 10名,內/外場員16名,清潔員4名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 信義就業服 務站 2729-3138

    (臺北市信義 區信義路 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 6/10(五）下午 14:00~16:00

臺北市、新 北市

資格：不拘

提供勞健保 、團保、三 節獎金

  四季甜煮食 品有限公司 (綠逗薏人 )

             25035815
徵才職缺： 門市外場服 務員/兼職人員 20人

工作內容： 冰品盛裝、 產品製作、 收銀點餐

工作時間： 正職:10點至19點,14點至23點

           兼職:13點至18點,18點至23點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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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週一)下午2時至4時

臺北市 資格：不拘   

  <<OKWORK新生卡位戰大型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
求才廠商：統一集團旗下19家公司(阪急,星巴客,無印良品,酷聖石,奇威行等),台灣麥當勞,太極影音

維他露,丹堤咖啡,大創百貨,乾杯,鼎王,黑橋牌,薇閣,春秋烏來,Best倍適得電器,信義房屋等72家企業

職務類別：餐飲服務,行政,總務,人事,採購,業務,資訊,行銷,美工,設計,等

活動時間：6月18日 下午1點到4點半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活動地點：信義區新光三越香堤大道、香堤廣場(近市政府捷運站3號出口)

提供超過4000個工作機會



財團法人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78964830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主要做台灣文史資料整理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李小姐

        nori.shih@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大學/具備基礎帳務會計能力

待遇：面議

    弘典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8189572  
職務名稱：計畫幕僚暨活動規劃員

工作內容：計畫幕僚暨活動規劃作業

工作地點：

資格條件：碩士畢/藝術人文科系

聯絡人：張小姐

         karen@synko.com.tw

工作時間：

需求：5人        

台北市中正區　 

日班:09:00~18:00 

待遇：月薪3.5萬

     美商新秀麗太平洋有限公司 

            22 65 77 05      需求：1人

職務名稱：專櫃銷售人員(大直家樂福店) 

工作內容：1.負責旅行箱銷售2.店內庫存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高中職/具2年百貨零售經驗

聯絡人：趙小姐

        an ni e. ch ao @s am so ni te -a si a. co m

工作時間：日班:1 0: 00 ~2 1: 00 

 台灣和民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7725371   需求：1人  
職務名稱：人材開發部-招募主管

工作內容：總部職缺與店舖人員招募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HR業界經驗2~3年

聯絡人：王組長 02-23110012#8813

    recruit.dept@watam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安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8449923  
職務名稱：營造工程財務/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公司內會計內帳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1~2年 

聯絡人：張鈞祺

        a23550290644@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9480260 
職務名稱：網頁設計專員

工作內容：熟悉HTML語言設計網頁者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廖雪鳳   02-22289070

        chienhua@chienhu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44506 
職務名稱：維修助理工程師    

工作內容：1.曾任職維修員經歷2年。

           2.熟悉烙鐵焊接技能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聯絡人：黃小姐

         nicole_huang@ctsystem.com

工作時間：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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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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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萊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220981 
職務名稱：系統設計師        

工作內容： 有.NET,C#and Oracle 4年經驗

有Reporting Services 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李先生   02-27699789#610

        recruiter@hwitech.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專科/

待遇：面議

3~4年 

   恆新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679950 
職務名稱：程式設計助理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王小姐  jeff@examno1.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30 

需求：4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維護PHP、MYSQL、Flash

 

管理維護及開發公司網站功能

設
計
類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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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466046 

     

職務名稱：行銷部-美術設計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待遇：   

資格條件：專科/美術學類/3~4年 

聯絡人：羅小姐(02)28919900#613

betty0203kimo@mail.jpg.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1人 

文宣製作物 設計美術編輯

面議

   新領航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7740041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    

工作內容：繪製2D或3D繪圖/從事平面媒體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劉承業 a2 77 40 04 1@ gm ai l. co m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 9: 00 ~1 8: 00 

      尚椿貿易有限公司

           89 45 80 37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會計助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台北市大同區

需求：2人

面議

聯絡人：吳小姐(0 2) 25 59 -0 05 8

       sh an g. ch un 5g @m sa .h in et .n et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22318255 
職務名稱：總公司人資專員     

工作內容：人資管理報表製作與分析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   資格條件：專科/企業管理

聯絡人：人資   02-26968940

         peter_wu@sungching.com.tw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 

    

      十二果子有限公司 

          25109225 
職務名稱：國際業務代表     需求：6人 

資格：大學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負責開發並培養國際新客戶,

促成訂單、跟單相關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margaret

     margaretatamos@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2:00~21:00  

     大康織機股份有限公司 

          59192665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行政事務.文書工作.客戶聯繫

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張瓊予  denim@dalzo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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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3765401 
職務名稱：(委外)觀護佐理員

待遇：面議

需求：2人 

工作內容：建置社會勞動人卷宗資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心理,社工,教育系

聯絡人：社會勞動組觀護人

       dorisnun@mail.moj.gov.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財團法人防癌教育基金會
           10 53 85 09 
職務名稱：人事會計

工作內容：須製作結算申報書.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游小姐  02- 280 995 95# 13

    can dy_ yu@ cap rev ent ion .or g.t w

工作時間：日班:09 :00 ~18 :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1~2年/大學會計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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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盛營造有限公司 

          16680242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協助處理公司行政工作兼出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高先生

         kao.hsu@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2.5萬～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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