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6期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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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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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專線：(02)8663-1000

【現場徵才~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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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3733940  
職務名稱：硬體工程師         

工作內容：產品設計、專案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胡小姐   02-27971236

         mg@ictgroup.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大學/ 電機電子工程學/2~3年

1.有掃描.傳真機.影印機設計經驗者

待遇：面議

        泰菱有限公司

           23744685 
職務名稱：電子工程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莊小姐  27375866＊12

         5@tecpe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需求：1人

儀器維修及倉管助理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面議

    頂好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臺灣麥當勞 餐廳(股)公司誠徵計

時服務人員 約8~10人  工作時間： 排班制

工作內容： 顧客服務 ,餐點準備 ,清潔,打烊等

工作地點： 臺北市松山 區慶城街 8-1號

資格：不拘 ,時薪100元起(大夜班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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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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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6610318    
職務名稱：工程助理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楊小姐

         lilyyang@deansof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協助硬體工程師/會烙鐵/會電焊

會word/ execl

資格條件：高中職/電子科、電機科系

    北投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風車生活股 份有限公司

徵才職缺： 倉管人員 1名(兼職),廚師助理 2名

,客戶服務人 員3名,業務人員 2名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市北投 區東華街 2段256號

現場徵才： (02)2898-1819

         （臺北市北 投區新市街 30號5樓）

徵才時間： 06/29（三）下午 14:00~16:00

北投就業服 務站

    頂好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神旺大飯店 股份有限公 司誠徵外

場服務員 5人,領檯人員 2名,中餐廚房助 手2人

,房務員2人,安全員1人  工作時間： 兩班制

工作內容： 顧客服務 ,餐點準備 ,清潔,打烊等

工作地點： 臺北市大安 區,中山區,大同區

資格：不拘 ,時薪100元起(大夜班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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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二）下午 14:00~16:00

   信義就業 服務站現 場徵才
徵才廠商： 車麗屋汽車 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

誠徵誠徵門 市收銀2名,門市專員 2名,行政商

管2名,保養廠技師 10名  

工作地點： 北市南港區
現場徵才：信 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臺北市信 義區信義路 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 6/28(二）下午 14:00~16:00

臺

    浪漫一生婚紗攝影股份有限公司

             23901777 
職務名稱：主辦會計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林先生(ERIC)

         rl@romanticlif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19:00 

需求：5人

1.傳票之編製與審核。

2.發票開立及其他一般會計帳務處理。

資格條件：高中職/會計學類/3~4年經驗

       柔美飯店企業有限公司

             80167641  
職務名稱：夜班櫃台人員-昰美飯店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聯絡人：賴雅娟/陳小姐  02-2503-1133

        roumeihotel@yahoo.com.tw

工作時間：夜班 

需求：3人

1.櫃台接待2.總機接待3.訂房處理

4.主管交待事項    資格條件：專科



    新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640303   
職務名稱：FAE工程師 

工作內容：撰寫客戶端的技術文件與規格說

明/解決客戶應用技術問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吳純伶  02-27991001#606

         bess.wu@serialsy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資格條件：專科/電機電子工程/2~3年 

    待遇：面議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77127505 
職務名稱：網站維護助理  

工作內容：Asp.net(C#)網頁程式開發

，Visual Studio2008工具開發

工作地點：

聯絡人：李小姐

      justine@unitedway.org.tw

工作時間：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  

日班:09:00~18:00 

    兆辰育樂事業有限公司

〈青青食尚花園會館〉  12 87 21 78       
職務名稱：環整工務     

工作內容：宴會打桌/環境清潔歸整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不限/3 ~4年    

聯絡人：陳小姐   02 -2 84 11 99 6＊10 0

         77 67 @7 7- 67 .c om

工作時間：日班:1 0: 00 ~1 8: 00 

需求：5人

待遇：月薪2. 5萬～3. 0萬

 中日交通標誌股份有限公司

        07633347    
需求：3人職務名稱：安全設備裝設員  

工作內容：工地施工.標誌安裝.標線劃置

需具備小型車或大貨車駕照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聯絡人：郭小姐  02-25557956

         cz7956@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夜班:20:00~06:00 

待遇：面議

     力行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8159775  
職務名稱：繪圖人員             

工作內容：1.配合土木及結構設計之繪圖工作。

    2.有關土木及結構設計之文書及行政工作。

工作地點： 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聯絡人：鄧先生  0227520638

          nivek@ms2.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需求：1人 

      冠鳴實業有限公司
           28522043 
職務名稱：司機(道路救援)

工作內容：拖車      

工作地點：新北市林口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29877505

         daisya84216@gmail.com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立森國際有限公司

         27559534
職務名稱：門市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內外場服務、吧檯飲料製作、

學習收銀及經營管理門市店務

不限        

工作地點： 　  

聯絡人：王先生  02-27755533

        ap.okwork@yahoo.com

工作時間：日班11點~21點.夜班12點~22點

需求：1人 

資格條件：

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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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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邸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28469482 
職務名稱：房務部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 具備房務主管應有之認知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陳經理   02-28805599

          alice.grandee@gmail.com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2人 

不限/1~2年 

待遇：面議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3285582
職務名稱：門市兼職人員-台北市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陳先生  02-66068688-178

         88123@ms1.hilife.com.tw

工作時間：早07-15、中15-23、夜23-07

需求：10人 

待遇：   資格條件：不限要

店鋪營運管理

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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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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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翰企業社

         21761259 

:職務名稱：外務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李先生    02-25851162

         lionlee520@msn.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 1人  

進行貨物之盤點、打包、配送、

裝卸 待遇：基本月薪～2.0萬   

  日新地毯清潔器材有限公司
         12 24 07 00 
職務名稱：公務車駕駛員     

工作內容：派駐台灣中油公司(台北市松仁路3號)

駕駛主管公務車(需備有職業小客車駕照)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葉芷吟

          ye h2 53 0@ gm ai l. co m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 0萬～3. 5萬

工作時間：日 班:0 8: 30 ~1 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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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本公司工地安全衛生業務工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專科/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

工作時間：日班:0 8: 30 ~1 7: 30 

需求：1人

待遇：基本月薪～3. 0萬

聯絡人：薛志賢要  02 29 78 2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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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源有限公司

           12822972 
職務名稱：工程技術人員   

工作內容：自動門工程.五金工程.門禁管制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陳素美

         fad0905@yahoo.com.tw

需求：1人 

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370668
職務名稱：庫務人員-南港地區 需求：2人 

資格：不限  

工作內容：協助倉儲、出貨、大量貨物搬

運等相關作業   待遇：時薪150元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姜小姐  02-25010477

        evie@creation.com.tw

工作時間：夜班:15:00~21:00 

          品禾有限公司

            13129768 
職務名稱：倉管出貨人員 

工作內容：大型成衣批發出售。

要 送貨、倉庫管理、寄貨、配貨

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葉芝菁   02-87850808＃28

          yeongdah888@yahoo.com.tw

工作時間：夜班:13:00~23:0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0萬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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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992171 
職務名稱：廠內操作員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廠內生產線操作及組裝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陳秋蓉

   gloria_chen_lin@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22:00 

       錦躍工程有限公司

           97 08 75 38 
職務名稱：台電公司委外土木技術員

工作內容：工安環保督導,路線勘查及測量.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黃碧婉小姐

         s27 510 000 @ya hoo .co m.t w

工作時間：日班:08 :00 ~17 :0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5萬～4.5萬

資格條件：專科/土木工程/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1~ 2年 經驗        

營
建
工
程
職
缺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2377493 
職務名稱：JAVA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軟體應用程式設計

具備JAVA半年以上開發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陳顧問  02-27152222#150

    Tai-Chiang.Chen@kangdainfo.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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