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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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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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專線：(02)8663-1000

【現場徵才~活動快報】

現
場
徵
才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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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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77127505
職務名稱：公關部門助理(兼職人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李小姐

        justine@unitedway.org.tw

協助文件處理、剪報蒐集整理

資格條件：專科/一般大眾傳播學類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時薪100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喜悅髮型美容設計公司

           23055771
職務名稱：營業部儲備主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經理 02-27316431

       Cher.chen@merryspa.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日班 

行政事務管理.產品推廣銷售

資格：不限/2~3年 

   <<『王品集團、錢櫃、好樂迪』視聽娛樂暨餐飲服務專案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品集團),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

職缺：儲備幹部20名,餐飲服務員30名,廚房助理30名,外場服務人員80名,吧檯調理人員30名 條件：高中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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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星期五)下午13：00-16：30    　

活動地點：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地下1樓大會議室(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B1，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信義

億可國際飲食股份有限公司(CoCo都可茶飲)誠徵

門市儲備幹部30名,門市服務人員(正職/兼職)30名

工作內容：飲品調製與販賣 工作時間：排班制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台北市 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9月15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金都建築物管理維護有限公司誠徵照顧服務員5名,

勤務、傳送員5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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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潔俐企業有限公司誠徵清潔員10名

1.工作內容：定點打掃蘆洲線捷運站

2.工作時間：早班:06:00~14:00 ;09:00-17:00

晚班:14:00-22:00;16:00-24:00 (可固定班)

輪休:月休4天  3.待遇：月薪18500~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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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五)下午2時至4時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漢堡)誠徵

門市儲備幹部30名,兼職計時人員50人

工作內容：收銀服務,材料準備 工作時間：排班制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02-27400922分機123

（台北市 ）

徵才時間：9月14日(三)下午2時至4時

    美亞特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4238187 
職務名稱：行政秘書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王品森 0939395865

        jui2408@kimo.com

具財會基礎,會公司簡單財務帳

資格條件：專科/一般商業學類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2.5萬起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儲備幹部10名

三商行(美廉社),威寶電信,台灣築地魚金誠徵

儲備幹部20名,門市人員80名,

工作內容：門市銷售及客戶服務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

徵才時間：9月16日(五)下午2時至4時

     南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天玥溫泉會館)  53316801
職務名稱：房務員6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陳哲文 02-28988662

         qbasicc@hotmail.com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輪班:二班制/三班制 

負責旅館公共區域清潔工作

資格：不拘 



   美亞特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4238187
職務名稱：行政會計1人 

工作內容：執行貨品例行運送作業

聯絡人：許小姐

         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基本月薪～3.0萬 資格條件：不限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89394750 
職務名稱：基金會計2人

工作內容：負責國內,海外及私募基金淨

值計算/金融商品評價及系統需求改善

工作地點：

聯絡人：陳小姐

     hrmail@mail.citfund.com.tw

工作時間：

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會計學類/3~4年    

日班:08:30~17:30 

   皇家明粧事業有限公司

        97314983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規劃企業網站的視覺風格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張先生 02-25569843

         m25521058@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18:00 

網頁設計 ， 美編1人 

資格：不限/1~2年     待遇：面議

   凱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38656 
職務名稱：java軟體工程師3
工作內容：Java web-based application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77223313#330

  michelle.lin@unio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資訊軟體學系

   誠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6142764 
職務名稱：倉庫管理員1

工作內容：倉庫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張榮豐 02-27678366

        yk5203@chenlo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資格：高中職  待遇：面議

        創映工程有限公司

          16488512 
職務名稱：繪圖工程師(空調水電工程)1人 

工作內容：空調水電相關工地工作監督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聯絡人： 陳小姐 02- 22194288

         tech.ch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30~19:00 

資格條件：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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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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亭餐坊
         26246351 
職務名稱：外場正職人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惠娟

      alex200411@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30~21:30

需求：1人 

餐廳進行顧客服務,介紹點餐

資格條件：不限

 銀杏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IR餐飲事業集團)   12943650
職務名稱：餐飲儲備幹部(大葉店) 

工作內容：

聯絡人：鄭伊芳 02-27811197

         Tdd.co@msa.hinet.net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個性積極樂觀、愛好餐飲業

技
術
操
作
職
缺

軟
體
設
計
職
缺

  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5025506
職務名稱：保養廠技工7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汽車科 

聯絡人：楊先生 02-29882133#320

         sanchong122@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30 

人  

車輛保養維修

待遇：面議  

   (Lamigo婚宴廣場)薇庭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28726975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電機,空調設備一般保養,維修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康小姐

       amy.kang@mail.lanew.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東方美學有限公司

         530 973 77 
職務名稱：採購人員 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1.原物料庫存管理2.定期盤點管理   

聯絡人：毛小姐

       east ern_ esth etic s@ya hoo. com. tw

     喜悅髮型美容設計公司 

            23055771 
職務名稱：網站管理企畫助理(工讀)1

工作內容：網路廣告上下檔專案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經理 02-27316431
        Cher.chen@merryspa.com.tw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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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網頁設計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遊戲官網, 廣宣製作

資格條件：專科/熟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DM,

Photoshop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金旺國際有限公司

        70451034 
職務名稱：食品加工作業人員3

工作內容：食品加工作業人員

聯絡人：張小姐

       elsie@thomasmeat.com.tw

工作時間：下午班(13:30~18: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1~2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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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雲記帳士事務所
        97977080
職務名稱：助理會計2人 

工作內容：助理會計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林小姐 02-77129888

         tennille_q@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祥發順興有限公司

            53333724
職務名稱： 吧台人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王經理 02-87719392

        kelly_hsiung@hotmail.com

需求：2人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負責吧台工作

   保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8178040 
職務名稱：網站管理及美編1人 

工作內容：合作網站後台管理:商品建檔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孫昭鵑 02-25810151

         u4603@seed.net.tw

工作時間：日班

待遇：2萬5千起

資格：專科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70843031 
職務名稱：MIS專員1人
工作內容：設計及維護集團資料系統架構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人力資源部

         tinachang@ttfb.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資訊工程/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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