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5期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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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泰大飯店徵才活動>>
職務名稱：華泰大飯店誠徵正職/兼職

服務員30名,洗皿員13名

1.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2提供三節獎金,免費膳食,員工旅遊補

助.年度健康檢查 3.資格：高中以上

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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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景美捷運站1號出口

徵才時間：6/14(二）下午14:00~16:00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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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行環保有限公司

            80188060   
職務名稱：廠務1名

工作內容：肯學習、刻苦耐勞,維護廠區環境整潔

工作地點：新北市樹林區

聯絡人：蔡小姐(02)26826844

        lihsing.oil@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網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0479912 
職務名稱：『電子商務』產品開發,行銷主任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新竹皆可/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吳小姐   hr@ebsuccess.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網站商品開發,網店商品洽談 需求：2人

資格條件：專科/具三年以上3C資訊及消費電子商品

廠商開發及採購經驗/有零售通路電子商務經驗者佳

待遇：面議

      內湖就業服 務站現場徵 才

徵才廠商： 家樂福,士瑞克/喬信保全
徵才職缺： 賣場工作員 28名,銷售員4名,收銀

12名,生鮮作業 19名,麵包二手名 ,內勤3名,

購物車管理 2名,收貨2名,保全54名,秘書2名,

機電7名，清潔 8名 工作地點：

現場徵才： 內湖就業服 務站(02)2790-0399

    （臺北市 區民權東路 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 6/17(五）下午 14:00~16:00

臺北/新北市

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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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職缺： 新高清潔服 務公司

誠徵清潔員 20名

工作內容： 環境清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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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三）下午 14:00~16:00

臺北市中正 區

資格：不拘

     北投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職缺： 四季甜煮食 品有限公司 (綠逗

薏人)誠徵外場服 務員與兼職 人員20名

工作內容： 冰品盛裝  工作時間： 二班制

工作地點： 北投、大同 、文山

待遇：享勞 健保,三節,年終,業績獎金

現場徵才： 北投就業服 務站 2898-1819

  (臺北市北投 區新市街 30號5樓)

徵才時間： 6/15(三）下午 14:00~16:00

區

        鼎鼎股份有限公司

            89588361   
職務名稱：業務儲備幹部10名,綠能規劃師10名

工作內容：開發潛在客戶，拓展市場,客服服務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保障底薪2萬5

聯絡人：人資林經理  02-2278-7687

          tracy@deniz.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須配合加班 

資格條件：高中以上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

             27362244   
職務名稱：生鮮食品採購專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沈小姐

         jobhra@citysup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1.負責/協助生鮮食品部門營銷業務。

          2.年度採購與銷售計畫之制定與執行。

資格條件：專科/3~4年經驗

       明惠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70479912 
職務名稱：工讀生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蕭文惠   02-89780312

         jobs@minghway.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08:00~17:00 

貼貼紙,打字,KEYIN,整理傳票,倉庫內務

需求：2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時薪100元



     弘政通信有限公司 

          70598419  
職務名稱：技術工程人員   

工作內容：公共天線,廣播系統維護保養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王秋蘭  06-2327226

         caf@hong-che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待遇：月薪2萬

      正美企業(股)公司 

         11167126   
職務名稱：印刷技術員   

工作內容：1.印刷機器設備操作。

           2.製程中/成品檢驗工作。

工作地點： 資格：高中職

聯絡人：王小姐  02-27852285#124

        cm.hr@ccm.cymmetrik.com

工作時間：

需求：10人

待遇：月薪2.0萬～2.5萬

南港區   

日班:08:00~17:30/輪班  

     永續企業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22 91 78 42       
職務名稱：安全衛生工程師        

工作內容：負責本公司安全衛生業務工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待遇：17 88 0元-3 .0萬

資格：專科/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要會開車

聯絡人：薛志賢  02 -2 97 82 27 6

         hs ue h2 00 2@ xu it e. ne t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7: 30 

需求：1人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TVBS)
        84305300     

需求：1人職務名稱：助理導播-新(製)  

工作內容：熟悉Betacam操作

助理導播或字幕員工作經驗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鄭先生yinshou@tvb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6:00~13:00 

       立行環保有限公司

            12840401  
職務名稱：大貨車司機  

工作內容：具大貨車駕照、刻苦耐勞、有責任

心、能配合加班

工作地點：新北市樹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蔡小姐  02-26826844

        lihsing.oil@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5人 

     寶格力成業股份有限公司

           28530331 
職務名稱：房務員

工作內容：房務整理及清潔/公共區域維護

/個人責任區域保養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陳怡君   23582799

         lucy@hotel8zone.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網路行銷企劃課員   

工作內容：網路行銷規劃及執行、遊戲網

站規劃及製作

工作地點：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陳小姐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2人 

台北市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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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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泰利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97380961 
職務名稱：海外遊戲評測專員     

工作內容： 1.搜尋海外新遊戲產品，評估測

試後呈交完整的分析報告2.支援其他運營單

位所需之測試工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傅小姐 hr@m-ete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高中職/

待遇：面議

2~3年/專案測試2年經驗佳

   智星教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2496842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黃小姐  sumay@bestlearning.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04:00 

需求：1人 

待遇：基本時薪～120 

資格條件：高中職/國際貿易科 

協助業務處理樣品, 信件寄出, 

國內部批發訂單處理出貨

飯
店
餐
飲
職
缺

傳
播
媒
體
職
缺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70443909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募集中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張先生

         ahao@kanpa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5人  

店舖管理 待遇：月薪5.0萬  

          北港豆花

          01 78 54 71 
職務名稱：餐飲服務人員   

工作內容：基礎養成：負責豆花外帶裝袋與

蓋杯蓋,進階工作：負責舀豆花與其他食品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蔡坤哲  09 19 -2 02 -2 03

        ku nc he .t sa i@ gm ai l. co m

需求：2人 

待遇：時薪10 0～12 0  

工作時間：夜班:0 4: 00 ~1 1: 00 /輪班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7 29 64 86 
職務名稱：台灣旅遊部~外務人員  

工作內容：需協助簽證辦理及相關行政作業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   

資格條件：高中以上，需自備機車。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7: 30 

需求：1人

面議

聯絡人：吳秀慧 02 -2 51 32 92 9

          t0 34 8@ si gn et .c om .t w

      華瑞廣告有限公司

            89449782 
職務名稱：執行助理    

工作內容：協助導演拍片執行,找Model道具,片場協助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   資格條件：高中職

預執行工作一年以上最佳 

聯絡人：林佳慧   

         angel3625@yahoo.com.tw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10:00~19:00 

    

      群義歐化廚具有限公司

         80706459  
職務名稱：廚具組裝安裝人員  需求：1人 

資格：會開手排貨車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櫃體裁切組裝及至客戶處現場

安裝作業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聯絡人：黃先生  (02)2231-2559

         qunyi@xuite.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陸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9727743 
職務名稱：客服維修專員  

工作內容：具客服維修經驗及工程相關背景

可獨立專案管理維修廠商,修繕簡易工程

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不限/土木工程(學)系/2~3年經驗 

聯絡人：謝小姐  02-82879977#175

         cuw1027@lujia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萬～4.5萬 工

營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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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星媒體影音製作有限公司

        29175529 
職務名稱：攝影助理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協助攝影師處裡攝影事宜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曾先生 02-29427335

         gmps530@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泰昀企業有限公司
           22 86 68 00  
職務名稱：送貨員

工作內容：搬運家電商品有經驗者更佳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王小姐  02- 258 133 16

         twi ng. twi ng @ms a.h ine t.n et

工作時間：日班:09 :00 ~19 :00  

             需求：2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月薪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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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興紙器有限公司

          33999428  
職務名稱：工廠作業員   

工作內容：機器操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江建立  02-22401960

         againg@ms72.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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