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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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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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97313611 
職務名稱：品管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1.品質管理、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

品品質  2.品質制度及目標建立與推行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洪小姐  shine@meitifoo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30~18:00 

資格條件：大學/ 食品科學相關/2~3年

待遇：面議

        正美企業(股)公司

           11167126 
職務名稱：品檢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王小姐    02-27852285#124

        cm.hr@ccm.cymmetrik.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需求：5人

負責成品檢驗及產品清潔工作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月薪2.0萬～2.5萬

    頂好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星聚點股份 有限公司

徵才職缺： 外場服務員 30人,吧檯人員 8人,

總清洗滌員 (兼職) 5人,廚房助手 (兼職) 5人,

中式/港點廚師共 15人,日式廚師  5人

工作地點： 北市(西門館 、復興館、板 橋館)
現場徵才：頂 好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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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二）下午 14:00~16:00

  <<景美就業服務站聯合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盛記食品廠,好樂迪,台北牛乳大王,潤泰創新國際,寶雅國際,全家便利商店,瀚駿保全,三商朝日,台灣士

瑞克保全,綠逗薏人 徵才職缺：作業員10名,時薪服務人員/時薪廚務員15名,果汁服務員10名,客服人員5名,生鮮人

員10名,賣場人員6名,維修人員1名,美容顧問15名,門市人員5名,總幹事2名,行政助理2名,大樓管理員6名,清潔員3名,

直營業務人員10名,配送人員10名,安全人員30名,門市外場服務員10名,PT兼職人員10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連絡單位：景美就業服務站 02-8931-5334      

徵才時間：6月29日下午2點-4點      現場徵才地點：景行區民活動中心6樓(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6樓)

      苙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471593   
職務名稱：品保工程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蘇小姐   02-88665255

         rita@aatc.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品保工程師 

資格條件：高中職/電子科、電子電機科系

       景美

銀行、豪宅、辦公大樓安全維護

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職務名稱：保全員30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新北市新店區,大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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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三)下午14:00~16:00

工作時間：日班：07:00-19:00夜班：19點至7點

           部分工時：08:00-18:00(銀行)

     內湖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漢 堡王,勝博殿(日式豬排 )岩島成(日

式烘焙),綠逗薏仁 ,中居企業 ,友銘企業 ,輔大保全

徵才職缺：餐 飲服務員 (兼職)90名,門市管理幹

部(正職)20名,內場助廚 (正/兼職)10名,烘焙員

(正/兼職)10名,居家照顧服務 員10名,保全人員 /

總幹事兼保全 5名    工作地點：臺 北/新北市

現場徵才：內 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臺北市內湖 區民權東路六 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 6/24(五）下午 14:00~16:00

    承德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聖東營造 ,王品餐飲 -石二鍋台中

漢口分公司 ,雅可樂多公 司

徵才職缺： 道路管理員 25名,值班襄理 20名

,宅配人員 5名,工讀/兼職各20名,

工作地點： 臺北市
現場徵才：內 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臺北市內 湖區民權東 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 6/23(四）下午 14:00~16:00

    西門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喬 信保全,喬信公寓管理 維護

徵才職缺：保 全人員20名,社區秘書 (會計)2名,

總幹事4名,機電人員 7名,清潔員8名

工作時間：日 班,二班 資格：秘書專 科

總幹事.機電人員高中 職以上,清潔不拘

工作地點：臺 北市及新北市

現場徵才： 就業服務站 (02)2381-3344

         （臺北市萬華 區峨眉街 81號）

徵才時間： 6/23(四）下午 14:00~16:00

西門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04655091
職務名稱：【2011你雄厲害】業務菁英專區30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王小姐     02-21759888

jenniewang@liontrave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銷售業務類] 、[專案業務類] 

各類旅遊產品諮詢/客製化行程、獎勵旅遊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面議



   智聖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5121109  
職務名稱：專案助理   

工作內容：1.協助各項專案進行、專案

需求產出2.協助公司內部進行專案流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林小姐02-2322-5766

         is@innersmart.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天成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03069208
職務名稱：西餐部餐飲服務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現場待客點餐/營業事項操

作/商品製備作業

工作地點：

聯絡人：許博傑02-2311-8905#237

        hirotake@seed.net.tw

工作時間：

待遇：月薪2.5萬～3.0萬 需求：1人

    資格：高中職

台北市中正區　  

日班/夜班/輪班   

     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48 96 56 36      
職務名稱：行政與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擔任會計師事務所的助理工作，兼

行政與祕書等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專科   

聯絡人：許小姐  (0 2) 25 68 22 11 #1 5

        an ni e. hs u9 9@ gm ai l. co m

工作時間：日班:0 9: 00 ~1 8: 00 

需求：2人

待遇：月薪2. 0萬～3. 0萬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9477962    

需求：1人職務名稱：法務人員  

工作內容：1.例行性契約審查及修正

2.員工扣薪處理3.承辦商標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學類/3~4年  

聯絡人：人力資源課02-66008888#3324

      crystal_huang@breez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6:00~13:00 

       富士多媒體有限公司

           29073348  
職務名稱：門市櫃台客服人員  

工作內容：有相關門市櫃檯經驗者尤佳.(熟捻鼎新

進銷存或相關之進銷存軟體者

工作地點： 台北市萬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湯國賓   02-23708989

        info@df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5人 

        宸紳企業社
           25576712 
職務名稱：美編/網站行銷/廣宣

工作內容：設計、繪圖、美術編輯等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盧盈璇 02-86631048

         richwin88@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24000元~25000元  

資格條件：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台灣永旺財務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70463355 
職務名稱：逾期帳款催收人員   

工作內容：1.逾期帳款催收事宜(電催.催

訪) 2.法律程序處理與執行

須有汽機車駕照/法律系尤佳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聯絡人：林小姐  

     virginia@aeoncredit.com.tw

工作時間：09:00~18:00/ 12:00~21:00

需求：1人 

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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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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立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7471239  
職務名稱：銀行應收帳款催收人員 

工作內容： 透過電話或信件通知客戶繳款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鄭小姐  (02)5573-8198

        hsienhan@lia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3人 

不限

待遇：面議  

     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48965636  
職務名稱：理財與節稅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許小姐   (02)25682211#15

        annie.hsu99@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30~04:0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2.5萬～4.0萬  資格條件：大學

一、學習財務管理與節稅規劃

二、願努力學習  三、培養業務開發能力

設
計
類
群
職
缺

人
事
法
務
職
缺

   禾義新型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53223450 

:職務名稱：工業包裝設計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資格條件：不限/會Autocad

聯絡人：黃郁心  (02)2218-5699#27

         divine45xin@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 1人  

紙板、EPE和其他相關包裝材料進

行工業包裝設計 月薪2.5萬～3.5萬   待遇：

       品禾有限公司
          13 12 97 68
職務名稱：美編助理      

工作內容：商品網頁編輯/流行圖T設計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會Dr ea mw ea ve r、Fr on tP ag e

聯絡人：葉芝菁   02 -8 78 50 80 8＃28

         ye on gd ah 88 8@ ya ho o. co m. tw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夜班:1 3: 00 ~2 3: 00 

         品禾有限公司

           13 12 97 68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ke y資料對廠商帳發票寄信件及協

助公司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2 ~3年 

工作時間：夜班:1 3: 00 ~2 3: 00 

需求：2人

待遇：月薪2. 5萬～3. 0萬

聯絡人：葉芝菁  02 -8 78 50 80 8＃28

         ye on gd ah 88 8@ ya ho o. co m. tw

    樂天餐飲有限公司(DOZO)

           27521616
職務名稱：人事主管    

工作內容：人力召募 . 行政流程規劃 .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陳先生  02-27781135

         seven7777715@yahoo.com.tw

需求：10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紹柏企業有限公司

         27994776 
職務名稱：團購業務銷售員   需求：3人 

資格：不限  

工作內容：針對企業、團體、從事商品或

服務之國內銷售、業務推廣及客戶拜訪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柏菁   02-27485416

        shaobo_boching@yahoo.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9:00~18:00 

       汎宇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36723
職務名稱：台北市業務專員  

工作內容：負責台北市...等醫院診所藥局等調劑

藥及營養保健食品之推廣銷售/ 收款及服務

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何先生   04-22990466

         cmc@cosmi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

客
服
業
務
職
缺

行
政
總
務
職
缺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22318255
職務名稱：總公司人資專員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1.人資管理報表製作與分析

2.人資策略執行追蹤與進度彙整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專科/一般商業學/1~2年 

聯絡人：人資   02-26968940

         peter_wu@sungchi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48 96 56 36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協助會計師事務所處理行政事務

所與記帳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許小姐  (02 )25 682 211 #15

         ann ie. hsu 99 @gm ail .co m

工作時間：日班:09 :00 ~18 :00  

            需求：2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月薪2.0萬～3.0萬

會
計
稅
務
職
缺

    香港商凱吉森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16836907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接聽電話,處理銀行事務,穩定性

高,中午休息一小時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白雅尼先生   02-25367556

工作時間：日班:11:30~16:30 

 需求：1人 

待遇：時薪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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