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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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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80660539
職務名稱：Internet程式設計師3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邱玉琤

         cindy@tdmal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待遇：面議/2~3年經驗  

資格條件：專科/程式語言：ASP.NET,C#.NET

開發企業內部網路化管理系統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遊戲測試員2名

工作內容：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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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WEB/SNS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302177 
職務名稱：Sales Engineer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鄭小姐   02-87976866

        aitghr@aitin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Account Handle,二年產銷經驗

 盛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327447
職務名稱：沖壓廠技術指導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許美娟  02-27017199

         Shing789@ms29.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20:3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具沖壓廠技術管理能力者

     台灣介入有限公司
           89949647
職務名稱：工務人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李小姐

        diane@popmedi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面議  

處理工務/備汽、機車駕照

  (必勝客)富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3525767 
職務名稱：採購專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胡小姐

        hrd@pizzahu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採購

資格條件：專科/食品營養

  待遇：面議  

廠商管理及產品議價

產品採購及庫存管理/二年 或貿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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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班尼路Baleno)英屬維京群島商銀

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職缺：儲備經理人不限,正/兼職人員不限

工作地點：全省門市/月薪：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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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五)下午14:00~16:00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咖哩好侍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保全人員6名,清潔人員4名,業務司機30名,機車工讀生30名,餐飲儲備幹部10名,餐飲儲備主管3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福利制度：1.依照勞基法規定辦理  2.勞健就保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02)2729-3138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7月28日(四)下午14:00~16:00

      (漢堡王)家城股份有限公司

             23309178 
職 餐廳服務員(兼職)20名

顧客服務、食品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務名稱：

工作內容：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吳佳真小姐  

        hr04@mail.gwg-fs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00~23:00/夜班/輪班 



  盛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327447 
職務名稱：塑膠鋼模廠技術指導員1人

工作內容：具塑膠射出成型廠經驗者

聯絡人：許美娟  02-27017199

         Shing789@ms29.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20: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鉅聯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28840820
職務名稱：電腦輸出人員2人

工作內容：核對文件資料教稿

工作地點：

聯絡人：杜佳芬  (02)2778-8100

     yangyi.le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資格：高中職

台北市中山區　

日班:09:00~19:00 

     吉興工程顧問(股)公司

          12223723      
職務名稱：總辦事處建築設計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悉電腦繪圖工作有建築師事

務所工作經驗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聯絡人：楊慧敏   02-29160061

        hmy@gibsi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資格：大專/土木建築科系

 待遇：面議

     快樂味饌有限公司

         12995191
職務名稱：美食街櫃台販賣 3

工作內容：美食街櫃台販賣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29926012        

工作時間：日班:08:00~21: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全美國際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25102757
職務名稱：新媒體行銷專員/經理1

工作內容：新媒體產品行銷企劃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2341-9869#132

        pink@ifgworld.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2~3年

   王朝大酒店(仙妮蕾德餐旅管理

有限公司)    28337899
職務名稱：工程技術員-機電電信

工作內容：熟悉機電設備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胡小姐  02-27198399#3921

recruitment@sunworlddynasty.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1人

資格條件：專科/機電實務經驗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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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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式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4305397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工讀生佳)

工作內容：一般行政庶務/電話總機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林思翰

         hans711128@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需求：1人 

 英屬維爾京群島商莎莎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97175167
職務名稱：店長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27892998 ext. 315 

         tw.irene_lee@sasa.com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曾任美妝專櫃櫃長或組長、

督導職2年以上經驗 

門市營運管理/商品管理/員工管理

暨業績達成  

品
管
安
規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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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 346 63 

  :職務名稱：測試主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陳小姐  02-2 7863 388# 275

        a870 170@ mail .gam efli er.c om.t w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 1人  
負責網路遊戲測試評估專案管理

待遇：面議  

  家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 

          22478180 
職務名稱：SMT檢驗人員2

工作內容：須認識SMT零件

有一年以上經驗者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黃義真  02-22216681

         a790730@ms58.hinet.net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夜班:00:00~08:00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3 021 77
職務名稱：產品工程師    

工作內容：產品之包裝行銷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1人

聯絡人：鄭小姐  02-8 7976 866

         aitg hr@a itin c.c om.t w

     大唐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53119040 
職務名稱：外場服務人員 2

工作內容：外場服務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不限/1年以下 工作經驗

聯絡人：曾經理  02-87868998

        yibin20001202@gmail.com

人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30~21:30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8793600 
職務名稱：土木工程師2人 

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高中職

工作內容：工地督工、測量及行政事務

待遇：

聯絡人：王婉茜  02-27727711

        eunice@cc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勤展機電有限公司

           13131666
職務名稱：機電設備保養人員2人

工作內容：大樓機電保養維修

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洪小姐  02-22390932 

         cj13131666@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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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極光主題餐廳

          25556286
職務名稱：外場服務人員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外場接待,點餐,送水服務,整潔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陳彥成 02-28367755

        ckz388@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0:00~20:00/

           夜班:12:00~22:00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77127505
職務名稱：資深行銷企劃專員1

工作內容：負責募款工作及企業開發

　

聯絡人：李小姐 

    justine@unitedway.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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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通空調有限公司
         28224092 
職務名稱：空調冷凍技術人員1人 

工作內容：安裝冷氣機及保養維修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黃清香  02-27362262

        taitong.ac@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待遇：面議

 英屬維爾京群島商莎莎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97175167
職務名稱：美容顧問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李小姐  02-27892998 ext. 315 

         tw.irene_lee@sasa.com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美容科畢業/或具專櫃美容師

忠孝店/西門町店/士林店/汐止店

美妝品、保養品、香水銷售/專業

美容保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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