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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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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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創晶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8008242 
職務名稱：品檢員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尤先生 02-26576200

         william.yu@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1.以目檢方式做生產線品檢確認

      2.出貨前商品檢驗、包裝、出貨確認   

      
          28831195
職

鎮沅有限公司

資格條件：高中職/水電科

待遇：時薪150起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務名稱：水電工程人員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郭儀蓉 02-27996654

        jungfuchu@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30~05:30/

           夜班:19:00~05:00 

現場水電工程人員

       特一科技有限公司

           27994699 
職務名稱：品保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27940809#302

         jennifer@musttech.com.tw

工作時間：需輪班(日08:30~20:30，

           夜20:30~08:30)

  待遇：面議  

1.DVD-R空白片檢測工作。

           2.有品檢工作經驗者佳。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業務司機30名,

機車宅配員30名 資格：高職以上 司機需職業駕照

工作地點台北市按居住地點及意願分配

司機月薪40000元以上   機車宅配員時薪120元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北投行政大樓5樓（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8月18日(四)下午14:00~16:0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保全人員：30名 

工作時間：0700-1900輪班制

工作地點：臺北市全區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02-8931-8334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8月19日(五)下午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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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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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國聯保全公司、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

保全人員、警衛3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工作時間：日班與夜班:07:00~19:00兩班制

           輪班、輪休:月休4天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8月18日(四)下午14:00~16: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海壽司、瓦皮安諾義式料理、橡木桶洋酒

、台業清潔公司、新高國際設施公司

職缺：正兼職服務員43名,廚師,廚助31名,吧檯2名

會計1名,收銀員3名,清潔人員46名,高鐵配送員5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7-2222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8月25日(四)下午14:00~16:00

  

  70762591 
職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急便）

待遇：月薪3.0萬～4.0萬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務名稱：理貨兼隨車工讀生10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王小姐 02-27363335

        jean@mail.t-ca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00~19:00

包裹收送服務 資格：高中職以上

  
          28831195
職

京群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務名稱：技術客服專員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于小姐 02-82276969-809

        lilia@goldengam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

線上遊戲Bug測試與回報



  臺北市照顧服務員職業工會
          14924546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1人

工作內容：處理一般行政事務,會電腦操作

聯絡人：江小姐 02-25502289

         ukhs@tpemail.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錦躍工程有限公司

        97087538 
職務名稱：台電公司委外雜役勤務工1人

工作內容：1.工務段事務助理,雜役勤務.

2.協助工程各項資料     

工作地點：

聯絡人：黃碧婉小姐

        s27510000@yahoo.com.tw

工作時間：

 資格：專科

待遇：月薪2.0萬～2.5萬   

台北市大安區　

日班:08:00~17:00 

      鑫正宇實業有限公司

          16613482  
職務名稱：客服專員1人 

工作內容：接聽電話、產品售後服務、購物

平台通路(進、出貨事宜)等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林燕玲 02-32841804

         marks@ms49.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專科/1年以下 

待遇：面議

  Royal Host(樂雅樂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3932737
職務名稱：人力資源人員1

工作內容：1.薪酬作業2.報表彙集分析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鄧小姐 02-25636865#361

     ivy.teng@royalhos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3~4年  

  高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696426 
職務名稱：會計1

工作內容：1.一般會計帳務處理

           2.應收付帳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小姐  hr@goodo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高中職/2~3年 

     美雅眼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4173281
職務名稱：商品設計師1

工作內容：根據個別國內和海外客戶及

專案需求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周先生  02-26573899

         wayne@sequoia-hk.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資格條件：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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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5740502
職務名稱：程式設計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王小姐 02-23672179分機1201

      nancywang@mail.ippi.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從事網路程式設計、架站、

網路安全維護等工作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地理學/3~4年 

     全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80660539
職務名稱：C#.net開發工程師   

工作內容：

聯絡人：邱玉琤 cindy@tdmal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專科/資訊學系/程式語言：C#.NET

開發S/W,企業內部網路化管理系統

設
計
類
群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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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comebuy)

           25119125
1職務名稱：【總公司】品牌設計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大學/藝術學類 /1~2年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wind@comebuy2002.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1.公司相關網頁設計與維護

    2.品牌檔期活動設計規劃（海內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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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內容：1.遊戲2D介面設計

           2.遊戲2D道具製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于小姐 02-82276969-809

     dennis912@goldengame.com.tw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美術學/3~4年經驗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世運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116 499 11 
職務名稱：出納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大學/會計(學)系/1年以下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2人

出納人員

聯絡人：蔡小姐 02-2 7131 968# 3523

made line tsai .tws @tra nsva nwar d.co m.tw

       博聖法律事務所

            48759853  
職務名稱：工讀生1

工作內容：協助辦公室處理一般行政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李芳瑜小姐 (02)27515101
         hr@cwl.com.tw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蟠龍文化企業社

          09655367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人員3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不限   待遇：月薪3.0萬～4.5萬 

工作內容：客戶服務/心靈諮商/運勢解析

聯絡人：何復興 02-5557-9999

         panlongtw09@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客
服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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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映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27896114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  需求：1人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人事管理及職前訓練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5122

         gld12@green-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京群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70505812
職務名稱：財務儲備人員1

工作內容：1.會計傳票建立與整理。

           2.行政事務處理與追蹤。

聯絡人：于小姐 82276969-809

    li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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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計
稅
務
職
缺

      華王貿易有限公司
           12146000
職務名稱：工讀生(工程部門助理)2人 

工作內容：協助處理公司進出貨事宜及簡

易的產品測試  

資格條件：高中職/電子科相關 

聯絡人：陳小姐 02-2545-1133

         judy@sperry.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金箭印刷事業有限公司(金箭集團)

           12521639 
職務名稱：資訊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人力資源部

         hr@gprinting.com.t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資訊工程/3~4年 

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 

伺服器網站管理/資料備份與復原

品質改善   

     我們好好股份有限公司

          28701030  
職務名稱：門市櫃檯人員1人 

工作內容：客戶關係維護,每月例行行銷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好人Lana

         weupweup@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1:00~21:00 

資格：專科/1~2年 

待遇：面議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