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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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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暨製造業」定期定點徵才
徵才廠商：普太實業,盛記食品,裕澤特殊,

大華鋼鐵,偉瀚實業,川勝企業,佑億金屬

職缺：操作員103名/工作內容：機台操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勞工局就業服務處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之1號B1

徵才時間：8月12日(五)下午14:00~16:30

     帝航日有限公司
          12865248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魏小姐

        wei88vv88@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月薪2.0萬～3.0萬

操作Illustrator,庫存管理

資料建檔,公文管理

 貝飛特國際留遊學有限公司
           24315000
職務名稱：英文行政助理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25860606*12

        sofia@perfecturway.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19:00 

資格條件：大學/英美語文    待遇：面議  

 1. 公司內部行政事宜

2. 協助翻譯學生及學校資料 

    萬達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24320952  
職務名稱：節目採購助理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林小姐

         eve33me@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一般大眾傳播學/3~4年 

  待遇：面議  

1. 採購文書事務處理.

  2. 協助主管交辦事項.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漢堡王(美式速食),勝博殿(日式豬

排),岩島成(日式烘焙)

職缺：餐廳服務員(正/兼職)40名,門市管理幹

部20名,內場助廚10名,烘焙員(正/兼職)10名

工作地點：台北/新北市 資格：高中職/工讀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02)8931-5334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8月8日(一)下午14:00~16:00

  台北人力銀行辦理專案招募活動
徵才廠商：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怡和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肯德基)

職缺：儲備幹部20名,店長10名,工讀生200名,實

習襄理30名,計時人員10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臺北人力銀行(02)8663-1000

  勞工教育館3樓(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徵才時間：8月12日(五)下午13:00~16:30

   <<台北人力銀行「OKWORK立業成家」好ㄩㄣˋ連連-園遊會暨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食祿軒餐飲管理顧問、三商朝日、六福開發、大來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維多麗亞酒店、金格食品,太平洋北投溫泉渡假飯店

、典華婚訂資源整合、上海鄉村食品、三井餐飲、吉比鮮釀共10家廠商

職缺：廚務人員134名,婚宴秘書12名,配送人員10名,直營業務人員10名,西點師傅10名,麵包師傅10名,技術維修員2名,房務員3名,

門市人員7名,外場儲備經理2名,日本料理廚師15名,日式點心師傅2名,水產門市銷售人員5名,禮服秘書2名,游泳救生員2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臺北人力銀行(02)8663-1000 徵才時間：8月6日(六)下午1時30分-4時30分　

活動地點：信義新光三越香堤大道、香堤廣場 (A8-A9-A11間，臺北市松高路12號，近市政府捷運站3號出口)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漢堡王(美式速食)

職缺：餐廳服務員(正/兼職)40名

工作地點：台北/新北市

工作內容：顧客服務、門市行政、食品製作

資格：高中職/工讀 彈性排班07:00-23:00

現場徵才：北投就服站02-2898-1819#116

（台北市北投區新市街３０號５樓）

徵才時間：8月4(四)下午14:00~16: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徵才廠商：中興保全誠徵保全人員20名

潔俐企業有限公司誠徵清潔員10名

工作地點：台北/新北市蘆洲線捷運車站

待遇：月薪18500~20000元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8月4(四)下午14:00~16: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廠商：班尼路Baleno,國昀保全,喬信保全,國聯

保全,雅可樂多,恆美事業
職務名稱：門市儲備經理10名,正兼職服務員40名,保

全人員77名,清潔員12名,督導專員2名,社區主任3名,機

電人員8名,居家清潔服務員15名,宅配外送人員10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8月11日(四)下午14:00~16:00



    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70847753 
職務名稱：業務及倉管人員2人

工作內容：推展影音電視業務及倉儲管理

聯絡人：林小姐

        abel-lin@abico-a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玩銀興業社

       18381255 
職務名稱：行政及門市人員(長期工讀)

工作內容：客訴案件處理、櫃檯門市接

待與需求服務       需求：1名

工作地點：

聯絡人：劉嵐 02-2531-9866

        chungs.team@gmail.com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台北市大安區

日班:12:30~21:30/輪班 

香港商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8986612      
職務名稱：人事副理1人 

工作內容：Implement the full spectrum

 of the HR operations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周小姐  0226599080#812

sandy.chou@newera.messefrankfurt.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學/5~6年 

待遇：面議

世運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11649911 
職務名稱：出納人員2

工作內容：出納/認真負責,細心肯學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27131968#3523
madelinetsai.tws@transvanwar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會計(學)系/1年以下   

  勝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702977
職務名稱：工業設計/資深工程師2

工作內容：新產品構想,產品外觀設計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吳宜惠  02-82215588#1224

        pt@power-tec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3年設計經驗

     茂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58378 
職務名稱：機構工程師2

工作內容：1.負責產品機構設計/包裝設計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聯絡人：人資

         chiang@fome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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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體
設
計
職
缺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Flash遊戲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Flash遊戲程式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精通ActionScript、C++/1~2年 

需求：1人 

      廣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6164683 
職務名稱：MIS工程師      

工作內容：

聯絡人：余經理  02-86933588#23

         gavin@kuang.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1~2年 

1.網路管理及維護2.機房管理維護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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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8 172 82

  :2

, ,

職務名稱：管線設計工程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大學/機械工程學類 /2~3 年

聯絡人：葉小姐  (02) 2833 9999 分機1212 3

         boya .yeh @ctc i.co m.tw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 人  

擔任管線設計 應力分析 管線材料

待遇：面議  

   鑫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152602 
職務名稱：軟體工程師2

工作內容：軟體工程師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聯絡人：人資  

        vivi.lee@bonuspay.biz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C C# Jave SQL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月刊)  167 804 74   
職務名稱：美術編輯     

工作內容：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報和DM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1~2 年/美術、設計相關科系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1人

聯絡人：鄭淑芬 02-2 7070 657# 302

         fenc @bne xt.c om. tw

      優質人資有限公司

            53029245 
職務名稱：勞務管理師3

工作內容：1.員工出缺勤管理2.勞健保作業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3500

      gld12@green-land.com.tw

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優質人資有限公司

          53029245
職務名稱：人事招募專員5人 

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資格：專科

工作內容：1.人事招募2.出缺勤管理

待遇：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3500

        gld12@green-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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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696426
職務名稱：會計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工作內容：1.一般會計帳務處理

2.應收付帳處理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聯絡人：陳小姐

         hr@goodo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京群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70505812 
職務名稱：2D網頁美術設計師1

工作內容：遊戲2D介面設計/道具製作

聯絡人：于小姐 02-82276969-809

  dennis912@goldengam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專科/美術,藝術商業/3~4年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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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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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58378
職務名稱：國貿船務人員1人 

工作內容：熟國貿進、出口貿易流程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人資

         chiang@fome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京群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70505812 
職務名稱：測試工程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于小姐 02-82276969-809

         lilia@goldengame.com.t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資訊工程

依公司流程執行品保工作、並作

品質改善   

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831570    
職務名稱：教育訓練人員1人 

工作內容：教育訓練規劃及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劉晉維  02-27525252#509

        htb3351@hwataiban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資格：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學/1~2年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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