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第820期 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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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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卡有限公司
          84909651
職務名稱：代工室助理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曹小姐 02-28979837

        ikat.hom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剪布車裂  

   群尚彩藝玻璃有限公司
          24342436 
職務名稱：玻璃技工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黃小姐 02-27647358

        yao.yao3@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資格條件：不拘/2~3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玻璃運送安裝,能獨立作業丈量

        達晰實業有限公司
           89617703 
職務名稱：空調工程施工人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宋小姐/黃小姐 0223773680

         jtlin_tasi@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待遇：面議  

中央空調、分離式等空調施工

資格：不限/1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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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遠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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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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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北投
徵才：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儲備幹部10名,

門市人員 1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資格：高中職(肄業可)工作內容：收銀結帳,賣場

補貨上架 上班時間：07:00~15:30,15:30~24:00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北投區行政大樓5樓(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8月25（四）上午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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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鷹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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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蒂鑽石材晶化科技有限公司

職缺：病房清潔員5名,病房勤務員3名,公區外圍

清潔員2名, 工作時間：7:00~17:00（午休2小時）

工作地點：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榮民總醫院）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8月23日（二）下午14:00~16:00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港欣餐廳

職缺：餐飲服務人員72名,清潔員3名,會計2名

工作時間：7:00~17:00（午休2小時）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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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四）下午2:00～4：00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照顧服務員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工作內容：陪伴照顧.陪同就醫.膳食料理

現場徵才：  (02)2381-3344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8月25日(四)下午14:00~16:00

西門就業服務站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
徵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黑貓宅急變）

10名,時薪製機車工讀生

理貨兼隨車工讀生   工作地點：台北市

資格：高中職   工作內容：包裹收送服務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內湖行政大樓7樓，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8月26日(五)上午10:00~12:00

職缺：業務司機 10名

10名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28726861 
職務名稱：水電人員1人  

工作內容：維修廠內機器設備.

聯絡人：杜正忠 02-26547412

         kime640222@yahoo.com.tw

工作時間：夜班:13:30~21:00

須有1年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須有甲級證照或乙級室內配電 

        勤繹企業社

         30321015
職務名稱：測量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現況測量、衛星定位測量

  

工作地點：

聯絡人：彭德義 0286477307

       teyi.hom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

資格：不限

待遇：月薪基本月薪～3.5萬  

新北市汐止區

日班:07:00~19:00 

      新航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28852780 
職務名稱： 1人 

工作內容：報關操作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經理  eric@tima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報關人員(海/空運進出口)

資格：不限/1~2年經驗

待遇：月薪2.0萬～3.0萬

  台灣知多家股份有限公司

         84308735 
職務名稱：大直店儲備幹部2
工作內容：廚房料理製作與出餐備貨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曾沛霝

        pltseng@chitak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21:30/夜班/輪班 

人 

待遇：月薪2萬～3萬  資格：高中職 

  薩摩亞商宇丰玄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70826899
職務名稱：行銷美工助理1

工作內容：市場分析、資訊搜集、企劃

文件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方小姐

       amyfang@drfis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人 

資格：大學/市場行銷/商業及管理學科

       基因色彩有限公司

           12747502 
職務名稱：服裝助理1

工作內容：協助商品生產規劃&行程控管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27408308*311

         dr.gcolor2@genecolor.com

工作時間：日班:10:00~19:00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服飾設計管理系/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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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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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圓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7350578
職務名稱：臺北區客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87735233

         sa@mamajan.com.tw

工作時間：夜班:13:00~21:00 

    需求：2人 

主動在本公司網站報名的朋

友們聯絡  待遇：基本月薪～2.0萬

資格條件：高中職

  塏育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70504475
職務名稱：房屋銷售人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意淩 (02)2848-7777   

         ka399388@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20:30 

需求：2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蘆洲區

資格條件：不限

專營全新成屋,電梯華廈等銷售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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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偉事業有限公司

           25088468
職務名稱：內勤工讀生5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板橋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張小姐 02-22539588

         s25088468@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人  

執行雇主或主管交辦之任務

待遇：面議  

  宇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25147109
職務名稱：工讀生1

工作內容：1. 一般行政文書處理

           2. 各項事項聯絡及跟催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小姐 (02)2562-7022

       tancha.ltd@msa.hinet.net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雙子星媒體影音製作有限公司

         291 755 29
職務名稱：活動企劃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月薪2.5萬～5.0萬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7:00

需求：1人

對於活動有興趣 會製作企畫書

及執行等工作  

聯絡人：曾先生  02-2 9427 335

         gmps 530@ gmai l.co m

    東櫻綜合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97470175 
職務名稱：日/夜間櫃檯出納接待員1

工作內容：旅館住宿之登記，接待、訂房

服務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林副理
         lintienshow@gmail.com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需精通日文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金砂國際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89891976 
職務名稱：砂石車司機3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不限/1~2年經驗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基隆港/台北港砂石運送

聯絡人：鄭伊珊

         sandy@kst.tw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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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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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閣旅社
         31267685 
職務名稱：餐廳服務人員 需求：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負責客人帶位點餐清潔工作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何小姐 02-28913388

         shanyue1010@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11:30~21:30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遊戲企劃2

工作內容：遊戲企劃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專科/有WEB/SNS遊戲產業

一年以上相關開發/企劃經驗

行
銷
企
劃
職
缺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3846206 
職務名稱：工程師(工地主任)2人 

工作內容：工程進度掌控、品質管制

資格條件：高中職/  建築或土木 

聯絡人：薛僑儀 02-23882898#139

         chiaoyi@hh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峽區  待遇：面議

    安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3429002  
職務名稱：銷售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聯絡人：陳小姐 02-22798210#213

         22798210@seed.net.tw

需求：5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新北市新莊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電話拜訪或直接拜訪開發新客戶

      松和食品有限公司

          27390430  
職務名稱：外務司機2人 

工作內容：配送食品原物料商品至客戶端

工作地點：新北市板橋區　　

聯絡人：曹嘉洋  0226877566

        nc26877566@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資格：不限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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