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19期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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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三蔬果商行
          48725502
職務名稱：採購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田政忠 02-23320355

         tjj.ten@msa.hinet.net
工作時間：夜班2:30~8:00/1個月後調

整上班時間 從晚上9:00~清晨5:30 月薪32000元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月薪20000 

需先瞭解基本食材 必須在現

場實習包裝1個月

   能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829867
職務名稱：生產技術人員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呂小姐  02-86934393

        susan@energyspringtech.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有經驗者佳，有銅氣焊或冷凍

空調技術士證照者/1年以下經驗

        卡氏股份有限公司

          89389855 
職務名稱：採購專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吳怡君

         sharon@carsgroup.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一般商業學類/2~3年  

  待遇：面議  

各項原物料、包材及其他事項

之採購、報價/有進出口相關工作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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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管理職-1.店舖實務學習2.協調溝通能力3.領導統禦能力養成4.店舖事務性工作

現場徵才：臺北人力銀行(02)8663-1000

徵才地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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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聯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水蓮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徵日班保全9名，夜班保全

6名，輪班保全5名，機動保全10名，社區主任1名

，社區秘書1名，禮賓接待3名，清潔人員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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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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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開架式美容顧問20人,儲備主任20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信義,大安,文山,中正

、汐止、新店) 美容顧問具美容丙級證照者尤佳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27400922分機123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徵才時間：8月10日(三)下午14:00~16:0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三井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職稱：外場服務員10人,清潔員3人,料理廚師10人
點心主廚2人,水產銷售服務員2人/選品超市銷售員1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信義區/中山區/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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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三)下午14:00~16:0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日班/夜班保全員6名

工作時間：0700-1900輪班制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待遇：2萬5千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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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五)下午14:00~16:00



   路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659704
職務名稱：機械技術人員2人

工作內容：機械組裝及加工

聯絡人：徐小姐 (02)26940590

         lutron@so-net.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機械相關科

    優質人資有限公司

        53029245 
職務名稱：組裝作業員

工作內容：1.塑膠背殼組裝/自動輸送帶

2.塑膠背殼目檢,品管       需求：1名

工作地點：

聯絡人：廖先生02-22993500

        gld12@green-land.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新北市樹林區　

固定日班或夜班

       樺訊科技有限公司

           89618219     
職務名稱：網路電力配線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機房、辦公室的網路、電力線路

佈放/具有弱電者經驗者佳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聯絡人：鄭全秀

        show@hst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資格：不限

待遇：面議

  邁世快速流通有限公司

       24311882
職務名稱：外勤客服電面巡訪員1

工作內容：店面 巡訪調查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鐘小姐 

         max888@max888.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人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不限   

 詩特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3225889 
職務名稱：門市內場正職廚師/廚助2

工作內容：食材製前準備/食材成本控制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楊小姐  02-29177494*210

        anne@auntstell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

           21102756
職務名稱：管理人員2

工作內容：人員管理/公司內部事務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陳德明  (02)2307-6929

         rv.park@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資格條件：大學/1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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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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帥有限公司

         84903208
職務名稱：國貿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江小姐  02-27658266

    amistad_7821001@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負責報關、出口程序，需有出

口概念，出口船務經驗一年以上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需求：1人 

 香港商史偉莎企業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台北營業所       26317405
職務名稱：業務人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郭綉芬  02-25557105

         swisherfen@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0萬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有餐廳.飯店.物業管理推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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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042 549 12

  :1職務名稱：英文訂房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1~2 年

聯絡人：張小姐 ac6@ tris tar. com. tw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需求 人  
1.了解國外飯店特性，屬性，

優缺點  2. 國外飯店房間訂購，協調等

待遇：面議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救生員救生教練3

工作內容：救生安全.游泳教學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杜正忠 02-26547412  

        kime640222@yahoo.com.tw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夜班:13:30~22:00

           /輪班:二班制

      立森國際有限公司

           275 595 34 
職務名稱：門市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內外場服務、吧檯飲料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11: 00~2 1:00 /

           夜班:12: 00~2 2:00  

需求：2人

聯絡人：王先生  02-2 7755 533

         ap.o kwor k@ya hoo .com

      偉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143864 
職務名稱：送貨外務2

工作內容：外務、送貨、專門收送公司與

客戶之間貨物與文件要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人資  02-27186655
      great.pine@msa.hinet.net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13:00~22:00 

    

     裕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8680289
職務名稱：水電/空調工程師3人 

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資格：專科/機電工程學系

工作內容：機電空調工程現場監工或規劃

待遇：

聯絡人：劉小姐  02-25093187#14

         ur.zon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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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沅有限公司

         28831195  
職務名稱：外務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月薪3.5萬起

工作內容：吊卡司機/自來水管工程包商

載運自來水管、吊料及挖土機等機具載運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郭儀蓉 02-27996654

         jungfuchu@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7:30~18:30/

           夜班:21:00~06:00 

   意大利創意小吃店
          26302732 
職務名稱：廚房助手1

工作內容：備料清潔 

聯絡人：林小姐 02-88662820

       h8973.hu@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10:00~21: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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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
         14004175 
職務名稱：作業員(長期臨時人員)1人 

工作內容：1.打蛋 2.工作負責,配合加班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人資

         ivo@e-g-sain.com.tw

工作時間：早上7:00上班

待遇：面議

     京群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70505812 
職務名稱：產品行銷企劃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于小姐 02-82276969-809

         lilia@goldengame.com.tw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大眾傳播學/2~3年經驗

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會員導入規劃與執行/效益分析

品質改善   

     得城工程有限公司

         12478838    
職務名稱：工務助理1人 

工作內容：工務助理 營建施工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鄭先生 02-27129288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資格：專科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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