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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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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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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三井日本料理,摩斯漢堡安心食品,班尼路Ba le no ,華南期貨,金都

建築物管理,良福保全

徵才職缺：日料廚師/高階廚師15名,日式點心師傅2名,外場服務員15名,清潔

員3名,工讀生25名,期貨營業員15名,期貨交易員/後台人員各2名,照顧服務員5

名,勤務、傳送員5名,保全員30名,門市正兼職人員不限名額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0 2) 27 90 -0 39 9（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工作地點：臺北/新北市 徵才時間：7/ 15 (五）下午14 :0 0~ 1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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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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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二)下午14:00~16:00

      全球直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 18 80 60

徵才職缺：電話行銷專員10名

工作內容：電話銷售商品

工作地點：台北市(近捷運站)

資格條件：國中以上學歷畢/具壽險或產險證照

待遇：保障底薪2萬5(不倒扣)+高額獎金

聯絡人：錢小姐(0 2) 66 36 -6 55 6分機0

         ad mt hr @a dm s- as ia .c om

工作時間：日班09 :0 0- 17 :3 0須配合加班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台灣史瑞克保全公司

徵才職缺：保全人員30名

工作內容：負責建築物保全安全防護工作

工作時間：二班制       資格：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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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四）下午14:00~16:00

西門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徵才職缺：製程技術員

工作內容：半導體廠商精密生產設備操作

工作時間：輪班制     資格：高中職

工作地點：新北市泰山區

待遇：23400-30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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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五）下午14:00~16:00

西門

     信義就業服務站聯合徵才
徵才廠商：喬保大樓管理,聖東營造
徵才職缺：環境清潔工10名,廚務助理10名,

道路管理員20名,夜間道路管理員3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資格條件：經驗不拘 待遇：面議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27293138

           (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7/14（四）下午2:00～4:00

         喜悅髮型美容設計公司

             23 05 57 71
徵才職缺：美術視覺設計專員1人 

工作內容：輔銷品整體規劃與製作(D M、海報)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2 ~3年/產品設計學類

待遇：

聯絡人：陳經理  02 -2 73 16 43 1

         Ch er .c he n@ me rr ys pa .c om .t w

工作時間：日班 

面議

         尚詠股份有限公司

             23 14 15 71 
徵才職缺：美工設計1人 

工作內容：禮品設計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美術科    

待遇：

聯絡人：林秀玫(0 2) 27 11 25 78

         ju li e@ he li o. co m. 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 

面議



     喜悅髮型美容設計公司 

           23055771   
職務名稱：網站管理企畫助理(工讀)1人

工作內容：網路廣告上下檔專案執行

聯絡人：陳經理  02-27316431

         Cher.chen@merrysp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耐特普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9631965  
職務名稱：系統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異地備援建置 

工作地點：

聯絡人：陳小姐  02-87910011

  belinda.chen@netpro.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台北市內湖區　

日班:08:30~17:30 

       仲盛纖維有限公司

           80524562     
職務名稱：生管2人 

工作內容：布疋生產管理追進度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不限/3~4年       

聯絡人：李貞宜

        polyester757@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冠陞廣告實業有限公司

         89852538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2~3年 

職務名稱：招牌技工  

工作內容：招牌製作安裝施工. 鐵架焊接

.具備吊車操作証照優先錄用.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江聖堯  0226955664

         lulu.jang@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添喜工程行
            09959684   
職務名稱：機電維修人員         

工作內容：捷運機電維修,小客車/機電證照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陳小姐  02-28109587

         enw128816@y 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 0 

需求：2人 

      蓬達貨運有限公司
           31315716  
職務名稱：大貨車駕駛      

工作內容：物品運送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邱小姐/邱先生  0918921552

         smiler56782@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品皇食品有限公司

         27564564 
職務名稱：早餐店員工     

工作內容：早餐產品料理  

不限

工作地點：

聯絡人：張翰奭   02-27563246

         hahh.shyh@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5:00~13:00 

需求：2人 

資格條件：

台北市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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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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森國際有限公司

         27559534 
職務名稱：門市服務人員      

工作內容： 進行顧客服務、內外場聯繫、

點餐供餐等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

聯絡人：王先生 02-27755533

         ap.okwork@yahoo.com

工作時間：兩班:11點至21點;12點至22點

需求：1人 

不限

待遇：月薪2.0萬～2.5萬

    神旺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80273376 
職務名稱：中餐廚助(忠孝東路)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謝小姐   02-27812822#2600

         hr@sanwant.com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備料、廚房環境整理等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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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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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 607 62 
職務名稱：商化陳列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許小姐   

         nina @owe do.c om.t w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30  

需求：4人  

執行貨品例行運送作業

待遇：月薪基本月薪～3.0萬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外務     

工作內容：具一年電子加工廠工作經驗

識電子零件者尤佳/具汽機車駕照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黃義真  02-22216681

          a790730@ms58.hinet.net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台北市私立奎山中學

          299 034 09
職務名稱：庶務組長          

工作內容：供應採購.水電.木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2~3 年 

工作時間：日班:07: 00~1 7: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聯絡人：吳麗珠  02-2 8212 009# 25

         jesu sjes us46 @tp. edu. tw

     艾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507457 
職務名稱：客服專員      

工作內容：客戶報修服務處理及回報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大學/資訊傳播科技學系1~2年 

聯絡人：陳瓊燕

         sophiac@alphaa.com.t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輪班 

    

     晶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0783202 
職務名稱：採購專員1人 

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資格：專科/電機電子工程/5~6年

工作內容：電子零組件採買

待遇：

聯絡人：李小姐

         ally@litemax.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60762 
職務名稱：生管採購1人

工作內容：擬定生產排程計畫

溝通協調,進度確認/出貨完銷貨

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許小姐

         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待遇：月薪2.0萬～3.0萬  資格條件：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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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濱江大直橋加油加氣站

           25638689
職務名稱：加油氣員  需求：2人

待遇：時薪100～120   

工作內容：加油、加氣作業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徐慶衡站長  02-25177975

          942871@cp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5656776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   

工作內容：土木、建築、工地現場監造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洪偉峰

         jn104@joyea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需求：3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營
建
工
程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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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在學夜校生，平日可兼職

聯絡人：李小姐

         justine@unitedway.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1人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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