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4期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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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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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屬維京群島商漢登企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專案招募>>
職務名稱：針對臺北市、新北市各家分店招募20名門市服務人員門市銷售人員20名    

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日班/輪班                   待遇：薪資待遇：2.6萬 ~ 2.8萬 起 

勞工教育館2F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交通方式：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明倫國小旁)

徵才時間：6月2日（四)13:00~ 16:30 

工作內容：1.服務商品的銷售與顧客服務 2.採彈性排班制

主辦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須帶履歷,自傳,1吋或2吋照片

徵才地點：

臺北市、新北市各家分店

現
場
徵
才
職
缺

金
融
財
務
職
缺

      潤泰創新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7243775
徵才職缺： 客服人員 3名,生鮮人員 12名,

兼職收銀人 員5名,維修人員 1名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有勞、健 、就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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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一)下午14:00~16:00

臺北市、新 北市  資格：高中   

        長江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

            13107808
徵才職缺： 勤務督導 2名,勤務專員 2名,

客服業務 2名,保全人員 (機動保全 )20名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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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二)下午14:00~16:00

臺北市 、新北市  

          爭鮮股份有 限公司

            97286918
徵才職缺：儲 備店長5名,儲備幹部 10名,正職

人員10名,兼職人員 30名  

工作內容：需 具服務熱誠 ，接待顧客

工作時間：排 班制

臺北市信義區  資格：不拘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有勞、健、就 保、三節獎金

現場徵才：內 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內湖行政大樓 7樓(內湖區民權東 路6段99號)

徵才時間： 6月2日(四)下午14:00~16:00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SNS平台網頁設計  需求：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SNS平台網頁設計

資格條件：專科/1~2年/美術學類

熟Photpshop、DW、Flash、

 卡莫空間設計規劃工程有限公司

           12856310   
職務名稱：室內設計助理  需求：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邱禎淳（02）2880-4077

         Camo.taipei@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協助設計師平面.立面圖繪製,工地丈量

資格條件：高中職/其他：Auto cad/擅3D max佳

     金殿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2338133   
職務名稱：電腦繪圖人員   需求：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劉副理  23568006

        emilygpi@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規劃並繪製室內空間3圖

資格條件：專科/3DMax.AutoCAD.Photoshop

 (02)

      永豐金證券內湖分公司 

         80335773   
職務名稱：證券理財專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蘇有慶   02-87936682

         rodger.su@sinopac.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6:00 

招攬證券及期貨業績

           國內外基金的銷售服務

資格條件：證券商業務員or/證券商業務員證照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3374805 
職務名稱：交易員    需求：3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人力資源處  02-66027481

         chiungtzu.kao@fubon.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6:00 

交易員

資格條件：大學/英語：良好

   仲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270666 
職務名稱：催收專員    需求：6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人力資源部   02-66064629

         resume@myt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一、協助金融機構回收不良債權

           二、善電話溝通，能配合加班

資格條件：專科/1~2年工作經驗



       史代新有限公司 

           84466797 
職務名稱：電腦工程師&業務員

工作內容：電腦週邊設備 產品 安裝 維修 

客戶開發 客服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史小姐

         stat.su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待遇：

資格條件：不限

面議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3733940  
職務名稱：機構工程師    

工作內容：研發公司專案產品、開模

試模檢討、樣機測試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電機電子/2~3年 

聯絡人：胡小姐  

         mg@ictgroup.com.tw

工作時間：

需求：2人 

台北市內湖區 

日班:09:00~18:00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13 46 63           
職務名稱：網頁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程式設計熟悉PH P, My SQ L, AJ AX .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資訊管理

聯絡人：陳小姐  02 -2 78 63 38 8# 27 5

        a8 70 17 0@ ma il .g am ef li er .c om .t 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博世力士樂股份有限公司

        11823262  
職務名稱：約聘倉庫人員     

工作內容：倉庫進出工作,拆箱,包裝

工作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徐庭諭

 elaine.hsu@boschrexroth.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8:10~17:30 

需求：1人 

       惠盛工程有限公司
             53316366 
職務名稱：冷氣安裝人員/包商    

工作內容：配合3C賣場安裝窗型、分離式冷氣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3~4年 

聯絡人：詹益偉   8732-8933

         air0938988890@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豪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771303 
職務名稱：機電技師

工作內容：空調設備施做維修保養及配管

工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先生   02-25421248

         haotinga@ms54.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19:00 

          需求：2人 

資格條件：不限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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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大眾傳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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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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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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TVBS)

         84305300 
職務名稱：工讀生-新(剪)   

工作內容：新聞資料建檔、協助資料編

輯、借調與歸還資料帶

專院校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人資先生hellen829@tvbs.com.tw

工作時間：24:00 - 08:00 排休制

需求：2人 

專科/

待遇：約22,000元/月以上

夜間部學生.新聞傳播

     蘇菲雅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23767201 
職務名稱：專業婚紗攝影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邱小姐  25982195#36

         maderje@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吃苦耐勞.有婚紗經驗者佳

資格條件：2~3年工作經驗

營
建
工
程
職
缺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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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瑞營造有限公司 

           23549563 
      

     

職務名稱：工地主任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李小姐  0937877381

        a8306@ms17.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  

人

工地現場管理

需求：1人 

面議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11072304 
職務名稱：工程人員     

工作內容：瓦斯相關工程設計規劃監造施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大學/土木電機機械化工

聯絡人：陳小姐 h1 @t ai pe ig as .c om .t w

需求：2人 

待遇：月薪3. 0萬～3. 5萬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7: 30 

     亞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28 18 31 20 
職務名稱：技術服務代表         

工作內容：美國知名進口清潔劑銷售推廣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月薪3. 0萬～4. 0萬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日班:0 9: 00 ~1 8: 00 

需求：2人

聯絡人：丘其源  02 -2 37 09 78 8

        sa le s@ ec oe qu ip me nt s. co m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511709 
職務名稱：商企中心專員      

工作內容：1.商品採購。2.供應商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   資格條件：大學/1~2年 

聯絡人：王小姐  hr@mail.aso.com.tw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 

    

     巨嘉科技電腦有限公司

          28849081  
職務名稱：資訊助理人員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電腦軟硬體檢測與軟硬體安裝

及送修/設備故障原因判定與排除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不限

聯絡人：蔡先生  hr@twgiga.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月休4日) 

     柯萊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220981 
職務名稱：品管測試工程師    

工作內容：有QA/Testing工作2年經驗

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李先生  02-27699789#610

         recruiter@hwitech.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

軟
體
設
計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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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4742997 
職務名稱：生產管理師

待遇：面議

需求：1人 

工作內容：從事生產排程規劃管理與

產銷協調/預測銷售量，擬定生產計劃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專科/資訊管理/

聯絡人：林小姐 shellice@pbf.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2~3年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27 94 04 99 
職務名稱：水電維修工程師儲備幹部(北區)

工作內容：1.電力系統維護 2.消防,設備維修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陳小姐

        hed y@w orl dgy mta iwa n.c om

工作時間：日班:10 :00 ~19 :00  

資格條件：高職/機械工程/2~ 3年  需求：1人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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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6610318 
職務名稱：硬體工程師    

工作內容：負責硬體的分析,設計,程式撰寫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大學/資訊電機工程/英語：普通

聯絡人：楊小姐

         lilyyang@deansof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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