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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徵才~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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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69627 
職務名稱：法務人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童小姐

      sophia@lianhw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科系/3~4年   

待遇：面議

處理公司各項法務訴訟

   綠映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27896114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5122

      gld12@green-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人事管理及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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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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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面議  

薪酬作業/人員招募與任用作業

資格：大學/3~4年

   <<台北人力銀行「OKWORK帶你走進科技職場」科技業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廣穎電通,大同(股),台灣陶氏化學,士林電機,仁寶電腦,欣興電子,倫飛電腦,鈺創科技,華亞科技,華義國際,

遠傳電信,茂傑生技,釩創科技,戰國策國際,神通資訊,佳得(股),創見資訊,荷商派立,傑氏電腦,資拓宏宇,零壹科技等42家。

職缺：研發工程師50名以上,資訊業務人員20名以上,多媒體設計師10名以上,軟體網頁設計師30名,品管/電機工程師30名以上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桃園/新竹/宜蘭/大陸    現場徵才：臺北人力銀行(02)8663-1000 

徵才時間：9月3日(六)下午1時-4時30分　活動地點：中油大樓(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 近板南線市政府捷運站3號出口)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海先股份有限公司(海壽司)

職缺：外場正職/儲備幹部6名,內場正職/儲備幹

部4名,清潔人員4名   工作時間：10:00~22:00

工作地點：臺北市各店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27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9月1日（四）下午2:00～4：00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 )

( )，

徵才廠商：首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 公司

職缺：正職高鐵列車整理員約20名,假日兼職

高鐵列車整理員約10名 工作內容：高鐵車廂清潔

正職月薪20,000元 月休6天 兼職時薪100元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02-27400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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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二)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30名,外派營運主管4名,保全人員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外派為至大陸工作

徵才廠商：億可國際（CoCo都可茶飲）,輔大保全

職缺：門市儲備幹部30名,門市服務人員30名

外派儲備幹部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內湖區公所７樓（北市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9月2日(五)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世毅(世運)食品有限公司

職缺：門市收銀員10名

工作時間：正職8點-15點,兼職17點-23點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02)2381-3344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9月1日(四)下午14:00~16:00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07525207
職務名稱 ：廚師 助理(坪林茶 博館)1名

工作內 容：

工作地 點：新 北市坪 林區 

聯絡人 ：黃小 姐 02-26557799#832

         eva.huang@ttch.com.tw

工作時 間：日 班:08:30~17:00 

待遇： 面議

負責洗,剝,削,切各種 食材,

以完成 烹飪的 前置工 作/有丙級 證照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味全食品,王德興茶業

職缺：前場儲備幹部20名,後場麵包烘焙20名, 

倉庫包裝員(中和)10名 工廠烘焙作業員(五股)10人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02-27400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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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一)下午2時至4時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會計人員-台北地區2人 

工作內容：營業帳務處理(訂單,貨款,庫存)

聯絡人：姜小姐 02-25010477

         evie@creatio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待遇：2.5萬以上

資格條件：專科/帳務一年經驗

   台北市各業工人聯合會

        00996771
職務名稱：會計1人

工作內容：核對勞保、健保、團保事務

工作地點：

聯絡人：陳霈萱小姐 02-23121732

       a2218492@ms12.hinet.net

工作時間：

待遇：月薪18780,2節各加發一個月,

      年終加發2個月

台北市萬華區

日班:09:00~17:00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 3人

工作內容：程式設計/AJAX、PHP/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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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程式設計師

資格：碩士/1~2年  待遇：面議

     冠鑫展業有限公司

        84626963 
職務名稱：美工-工讀2
工作內容：網頁產品圖片修改上傳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邱政通 02-25852813

      bancointl.tw@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人 

待遇：時薪100以上  資格：不限 

   訊康國際有限公司
        70826899
職務名稱：工讀生-包裝2

工作內容：1.包裝2.電腦作業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洪先生 02-25671821

  ppppp12345687@pchom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06:00 

人 

資格：不限      待遇：時薪100以上

   英屬維京群島商台北普及瑜珈

有限公司    27924414
職務名稱：機電維修人員1

工作內容：瑜珈會館機電設備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人事--吳小姐02-81617888-7812

      hr.tw@pure-internationa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夜班:16:00~01:00

人

資格條件：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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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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70814319
職務名稱：節目企劃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鄭小姐 02-29437888#3542

        pearl_jeng@ehs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6人 

負責商品於電視購物節目內銷

售之包裝、企劃/熟悉電視購物銷售流程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慧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3225255 
職務名稱：資深機械工程師   

工作內容：

聯絡人：林曼圓  02-25151200＃201

        linda@fichtn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機械工程(學)系

工程規劃、設計/工程專案執行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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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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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奐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5150899
職務名稱：技術專員1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大學/1~2年

聯絡人：賴小姐/曹小姐 02-2655-7717

         hhic@hhi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協調工廠相關事宜,安排產品出貨

待遇：面議  

    昶陞汽車有限公司
          80493097 
職務名稱：技師1

工作內容：汽車引擎、客戶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林國營 02-87516865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具備汽車修護3年經驗

工作時間：日班:09:00~19:00 

    路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6 597 04 
職務名稱：自動控制工程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08: 00~1 7:00  

需求：1人

馬達繞線機自動控制設計製造

聯絡人：徐s.  (02) 2694 0590

         jfan g68@ gmai l.co m

     冠富行銷有限公司

           24456654 
職務名稱：網頁視覺設計1

工作內容：公司形象之視覺規範,視覺設計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聯絡人：彭俊琪 02-29482727
         jun@crowndesign.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2~3年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優利瑪資訊有限公司

         12780614 
職務名稱：軟體設計師5人 

工作內容：軟體分析,設計,程式撰寫

聯絡人：何小姐

         Linda.Ho@pintoo.co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資格：專科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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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comebuy)   25119125
職務名稱：品牌設計專員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公司相關網頁設計與維護

          門市促銷活動相關文宣設計

資格條件：大學/藝術商業設計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comebuy)  25119125 
職務名稱：倉庫人員3

工作內容：貨品進出與上架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八里區

資格條件：不限

生
產
製
程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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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6619562 
職務名稱：會計行政助理1人 

工作內容：KEY IN傳票.應付帳款

資格條件：高中職/ 2~3年 

聯絡人：張小姐 02-26592659#16

         automity@ms31.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4049262 
職務名稱： 公車駕駛員(內湖)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林小姐 02-87920358#508

       clare@mtcbus.com.tw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5萬～6.5萬/資格條件：國中以上

台北市內湖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公車駕駛(司機)

   柯萊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220981 
職務名稱：C#.NET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熟 C#.NET/

熟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李先生 02-27699789#610

        recruiter@hwitech.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大學/1~2年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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