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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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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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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台灣森永製果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食品製造(現場作業員)25名 

工作內容：生產.包裝

工作地點：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22號

資格：高中,8：00-17：30/輪三班制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02)2898-1819

       （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7月20日(三)下午14:00~16: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肯德基,寶雅國際,倍適得電器,中居企業,聯邦保全,歐艾斯保全

徵才職缺：正/兼職服務員115名,正兼職門市/收銀人員40名.照顧服務員10名,保全員60名,機電員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7月21日（四）下午2點-4點

承德就業服務站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17121561  
職務名稱：導覽解說人員暨業務推廣專員(福

田園教育休閒農場)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廖小姐  03-9381269

         angela@taiwanfarm.org.tw

工作時間：輪班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園區活動解說導覽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7296486
職務名稱：台北行銷部~ 業務代表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吳秀慧  02-25132929

         t0348@signe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業務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救生員救生教練3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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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救生安全.游泳教學

      明資食品有限公司 

             16299786   
職務名稱：美編企劃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簡貝亦  02-87739077 #77

         mints.import@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廣告設計科/1~2年經驗     

公司月刊企劃、廣告文宣設計、

繪圖、美術編輯       

 新領航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7740041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劉先生  02-2331-1053

         a27740041@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美術科  待遇：面議  

繪製2D或3D繪圖/設計、美術編輯

   喜悅髮型美容設計公司 
           23055771  
職務名稱：美術視覺設計專員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經理  02-27316431

        Cher.chen@merrysp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產品設計學/2~3年經驗

  待遇：面議  

各式輔銷品整體規劃與製作

 新領航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7740041 
職務名稱：宣導工讀生5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林先生  02-2331-1053#11

         a27740041@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中打：60字／分

待遇：時薪100～150 

政令宣導工作，需先經集訓上課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饗賓餐旅事業,輔大保全,歐艾斯保

全,恆美事業 

職缺：餐飲服務員40名,保全員23名,清潔人員

20名,機電專員4名,家事服務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02)2790-0399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7月29日(五)下午14:00~16:00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comebuy)   25119125   
職務名稱：【總公司】市場行銷總監1人

工作內容：執行年度品牌行銷計畫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wind@comebuy2002.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企業管理學/5~6年

   城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0661050   
職務名稱：行銷業務人員4人

工作內容：銷售代理冷凍食品

工作地點：

聯絡人：蔡秋仙 02-2773-1210

     erica@metro-town.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2~3年 

台北市中山區　

日班:08:30~17:30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370927      
職務名稱：品保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參與工廠產線生產活動

工作地點：新北市深坑區

資格：大學/電機電子英文TOEIC 455以上

聯絡人：楊先生

      hr_recruiter@kinp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待遇：面議

     怡正實業有限公司 

         84936622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  

工作內容：處理文件連絡廠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林萃芬

         eddaco@ms25.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品禾有限公司
           13129768 
職務名稱：五分埔門市人員1

工作內容：門市服飾批發零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葉芝菁   02-87850808＃28

        yeongdah888@yahoo.com.tw

工作時間：夜班:13:00~00:00

人 

待遇：月薪2.5萬～3.0萬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80007906 
職務名稱：教育訓練人員      

工作內容：訓練計劃擬定/人資專案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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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金隆出風口設備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97295579 
職務名稱：會計行政     

工作內容：接聽電話,負責廠商請款與結帳

,接收訂單 待遇：月薪2.0萬～3.0萬

工作地點：

聯絡人：郭慧萍

         kin.lo@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需求：1人 

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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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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53119040 
職務名稱：出納、會計      

工作內容：會計、出納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曾經理

         ap.okwork@yahoo.com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00/

           夜班:11:00~21:30 

需求：1人 

不限

待遇：月薪2.5萬～3.0萬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張小姐  career@pason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需求：1人 

待遇：月薪 28,000元    

資格條件：專科/3~4年 

會計處理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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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
  

971 762 70

需求 1人  
通訊傳播法規研究 待遇：面議

職務名稱：法規研究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碩士以上，法律、通訊

1年以上法務或法規或電信相關工作經驗

聯絡人：許小姐     nina @owe do.c om.t w

工作時間：日班:08: 30~1 9:00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

         12205020
職務名稱：人力資源主管(林口廠)

工作內容：5年以上人資主管經驗

英文精通

工作地點：桃園縣龜山鄉　

資格條件：大學/工程學門

聯絡人：孫小姐  03-3973939#2321

         petlo@cmcnet.com.tw

1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 

        慈益禮儀公司

           534 188 35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       

工作內容：代替客戶辦理靈骨塔過戶手續

及客戶的聯繫.不需要親洽禮儀事宜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10: 30~1 7:00  

需求：5人

聯絡人：簡先生   02-2 5284 095

        c242 3525 2@ya hoo. com. tw

      悠閒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28470333 
職務名稱：旅行社人員-業務助理2

工作內容：資料文件整理/聯絡及接洽客戶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楊孟婷小姐

         mingting@ms22.hinet.net

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富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04217918
職務名稱：品管人員1人 

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峽區　　

資格：大學/3~4年 

工作內容：製程管制、客訴處理

待遇：

聯絡人：鄭寶富 02-25914105#18

     kiki.cheng@fuji-carbo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SMT 檢驗人員2人

工作內容：SMT目視 AOI檢驗人員

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黃義真   

         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夜班:00:00~08:00 

待遇：月薪2.0萬～3.0萬  資格條件：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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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優力內

湖店)     25076245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領班  需求：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加油、加氣作業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陳站長  02-27961845

          andy.c1216@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夜班:17:00~00:00 

    萬商不動產有限公司 

           25010722 
職務名稱：不動產經紀人營業員

工作內容：開發房屋及土地市場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聯絡人：李宛臻  02-22766161

         s14715@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22:00

3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客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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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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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八達科技有限公司 
           28472249 
職務名稱：業務船務助理

工作內容：進銷項(中英文)訂單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林小姐  02-27040295#12

        eamilia@fadatec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1人

待遇：月薪2.5萬～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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