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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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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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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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王餐飲集團(紅鼎王企業有限公司)」百萬年薪店長專案徵才
職務名稱：儲備店長5名,月薪48000起;大廳儲備幹部20名,32000~35000;廚務儲備幹部

20名,32000~35000;外場服務人員40名,26000~31000;內場廚務人員40 名,26000~31000

;大廳服務計 時人員30名,105/H起;內場廚務計時人員30名,105/H起

工作地點：臺北光復店/臺北市民店

聯絡單位：臺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徵才時間：7月13日(星期三) 下午13：00-16：30

徵才地點：勞工教育館2樓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近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

資格條件：大學/高中職,有餐飲經驗佳,主管職需有餐廳幹部經驗，當天請準備1吋或兩吋照片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食祿軒餐廳股份有限公司誠徵

餐飲服務員約10人,廚務人員約10人

工作時間：餐飲服務員10點至21點;

廚務人員9點至21點(約14點至17點空班休息)

工作地點：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號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2740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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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週三)下午2時至4時

  <<『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85度C)』專案招募活動>>
徵才職缺：倉管/備貨人員5名(新莊店),門市計時人員100名,門市正職人員30名,門市儲備幹部20名,麵包學徒25名,

麵包二手5名,麵包一手5名,麵包領班5名,西點學徒25名(新莊店),西點二廚25名(新莊店),西點一廚10名(新莊店),

西點領班10名(新莊店)  工作地點：大台北各分店/新北市新莊區  

連絡單位：臺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02-2652-1322  待遇：2萬至3萬7千元(依職缺而定)

徵才時間：7月6日(三)下午1點-4點半     請求職者攜帶2吋或1吋照片，並請提早到場 

現場徵才地點：勞工教育館2樓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家樂福-100年度中元節 專案招募
徵才職缺： 賣場陳列補 貨員(119人),生鮮

作業員(54人),收銀暨服務 員(153人),購物

車管理人員 (14人),收貨驗收人 員(17人)

待遇：時薪 100元,團保,月休六天

工作地點： 重慶店,東興店,內湖店,汐止店..

現場徵才：
地點：勞工教 育館三樓 (大同區承德路 3段287號)

徵才時間： 7/11（一）下午 13:00~16:30

臺北人力銀 行02-8663-1000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台灣麥當勞餐廳誠徵計時服務

人員10名,計時外送人員10名;台灣士瑞克

保全徵保全人員30人,業務人員2人

資格：高職以上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2898-1819曾小姐

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北投區公所大樓5樓

徵才時間：7/7(四）下午14:00~16:00

   承德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國興保全 ,繼香實業 (繼光香香雞 )

,三井餐飲 ,饗賓餐旅事 業

職缺：保全 人員40名,服務員45名,工讀

生5名,日本料理廚 師15名,日本點心師 傅2名

,銷售人員 10名,廚務人員 20名,清潔員13名

工作地點： 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承 德就業服務站 B1 02-25942277

   （台北大同 區市承德路 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 7/6(三）下午 14:00~16:00

臺

   勞工局就 業服務處 「職場開 "薪"」就業博 覽會
徵才廠商： 皇品國際 ,三得電子 ,大華鋼鐵機 械,川勝企業 ,資力壓鑄 ,一之鄉,捷正公寓大

廈管理,好樂迪,美商德盟 ,大成餐飲 ,新高清潔 ,良福保全 ,彭村梅國際 美容,六星集

職缺：操作 工100名,餐飲/服務員155名,水電機電專 員4名,中央監控專 員2名,設備保養維

護專員3名,消防設備士 1名,行銷/公關2名,客服專員 1名,展售專員 30名,清潔員13名,保全員

30名,總幹事4名,專業美容師 15名,美容助理 15名,門市幹部 10名,培訓推拿師 /芳療師10名

工作地點： 北市/新北市/新竹市   連絡電話： 02-2597-2222   

現場徵才： 勞工公園廣 場舞台區  (臺北市承德 路3段287號)  

徵才時間： 7月8日下午2時-4時30分　

臺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千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

員20名,清潔員3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新店區,萬華區

資格：薪資22 00 0元以上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0 2) 89 31 -5 33 4

         （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7月12日(二)下午14 :0 0~ 16 :0 0



    飛鳥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6169290  
職務名稱：FIT商務部主管   

工作內容：具5年以上FIT商務經驗者

ABCUS訂位系統  

聯絡人：賴進國  02-23414188

         asuka@asuk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3~4年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7127505 
職務名稱：OP人員  

工作內容：具備基本英文能力  

工作地點：

聯絡人：吳秀慧  02-25132929

        t0348@signet.com.tw

工作時間：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台北市中山區

日班:08:30~17:30

       藝之門企業有限公司

            86728727       
職務名稱：船務行政     

工作內容：安排船期、出貨、催貨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專科       

聯絡人：簡世堯   

         amyhan77@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80007906    
需求：8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台北)  

工作內容：1.電腦Key in、書檔案管理

2.簡易帳務管理 3.客戶接待..電話接聽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吳小姐  02-27128488

         cy66906@chy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岫林興業有限公司
            86888147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 進出貨，庫存管理/客戶電話服務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谷桂森

         kksen.jason@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80007906 
職務名稱：人力資源人員<台北> 

工作內容：1.勞健保、團保加保事宜

2.執行招募相關活動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吳小姐   02-27128488

         cy66906@chy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25119125
職務名稱：會計專員  

工作內容：應收/應付帳款、帳務處理作業

專科/會計學/1~2年

工作地點：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wind@comebuy2002.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 待遇：面議

台北市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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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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28864110 
職務名稱：行政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 行政、帳務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張小姐   02-25232773

        nasha0120@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不限

待遇：月薪2.0萬～2.5萬

    世運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11649911
職務名稱：會計及出納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 -2 71 31 96 8# 35 23

     ma de li ne ts ai .t ws @t ra ns va nw ar d. co m. tw

工作時間：早07 -1 5、中15 -2 3、夜23 -0 7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會計(學)系/2 ~3年

需會計及出納各一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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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信法律事務所

         14539305 

:職務名稱：助理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林展義律師   02-33221747

         vincible@ms72.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 1人  

小型法律事務所,客戶大多為法人

機構.接聽電話,辦理雜務及律師交辦

待遇：月薪2.0萬～2.5萬

  聯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6 84 81 73
職務名稱：HR訓練課程規劃師     

工作內容：對外課務作業的聯繫諮詢窗口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1 ~2年 

聯絡人：侯小姐  02 -2 71 71 06 66

          hr @h ri .c om .t 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 9: 00 ~1 8: 00 /值班服務

        京瑩國際有限公司 

          251 444 12
職務名稱：門市人員          

工作內容：銷售燈具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13: 00~2 1: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聯絡人：謝小姐

         ging @gin g-gr oup. com

    詠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822972 
職務名稱：行政人員   

工作內容：一般行政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陳小姐  02-33937168

         nitech.chiou@msa.hinet.net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艾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507457 
職務名稱：行銷企劃專員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大學/2~3年/ 網頁視覺設計經驗   

工作內容：企劃專案的撰寫、規劃、籌備

待遇：

聯絡人：陳瓊燕

        sophiac@alpha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雙子星媒體影音製作有限公司

          29175529
職務名稱：活動企劃人員    

工作內容：對於活動有興趣

要 送貨、倉庫管理、寄貨、配貨

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聯絡人：曾先生   02-29427335

         gmps530@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2.5萬～5.0萬   資格條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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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百慕達商中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7927257 
職務名稱：約聘Keyin人員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電腦資料輸入及核對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邱瓊慧  02-81611988#8710

        joan.chiou@ace-ina.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台灣意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7997871 
職務名稱：銷售顧問(台北)   

工作內容：SUBARU新車銷售及售後服務業務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徐宜嫈

         joycehse@motorimage.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部份工時:17:30~21:30 

 需求：8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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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救生員救生教練

工作內容：救生安全.游泳教學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杜正忠  02-26547412

         kime640222@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6:00~14:00/

         夜班:13:30~22:00/輪班:二班制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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