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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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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6087755
職務名稱：採購助理1名  

工作內容：

Process item availability

聯絡人：Kate Lu  02-27845352
       manpower@manpowertw.com.tw

Update PO delivery.

資格條件：專科/1年以下 

待遇：月薪2萬8千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森昱食品有限公司

         53091789 
職務名稱：百貨美食街門市工讀生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蔡佳玲 02-27632955

         marshatsai526@gmail.com

工作時間：

待遇：時薪100

客服銷售,收銀,現場甜品製作

資格：大學/3~4年

夜班:15點~19點(平日下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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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業務司機30名,機車工

讀生30名， 工作內容：包裹、文件  收送服務

資格：高中職畢業 待遇：司機4萬起，兼職120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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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二)下午2時至4時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秘書1名,清潔員3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北投行政大樓5樓

國聯保全,天下保全,良福保全誠徵保全人員31名,社

區經理1名,行政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9/6(二)10:30~12:0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聯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水蓮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30名,總幹事(社區主任)

1名,儲備幹部1名, 社區秘書1名，客服(禮賓接待)

3名，清潔人員1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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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五)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伊蜜國際美容有限公司誠徵專櫃人員/美容

師30名 工作內容：身體保養,臉部保養,精油

芳療,保養品銷售 

工作時間：10:00-22:00(三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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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四)下午14:00~16:0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李白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誠徵業務專員10名

資格：高中職畢  工作內容：套房出租,管理套房

帶看,招租,管理房客,與房客互動,維持套房清潔

工作時間：9:30-17:30 待遇：月薪:26,800+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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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資格：學經歷不拘 

  工作地點：北投區

北投行政大樓5樓

天玥溫泉會館誠徵房務員6名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09/08(四) 14:00~16: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鼎王餐飲集團,森邦公司(拉亞漢堡、瓦薩比薩),

首都公寓大廈公司,松潔公司,慶豐保全徵儲備幹

部18名,餐飲服務員45名，高鐵列車整理員30名,

保全員10名，清潔員20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2597-2222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地下一樓

徵才時間：9月8日(四)下午14:00~16:00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60762 
職務名稱：商化陳列專員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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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621614
職務名稱：主管司機1人

工作內容：公司高階主管日常用車業務

工作地點：

聯絡人：吳小姐 02-77102383

     angela.wu@topco-global.com

工作時間：

台北市內湖區 

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5~6年 

        沐道餐飲

        27562094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熟外場事務操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陳先生 02-87927555

         kebin@fuya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儲備幹部5人 

資格：不限待遇：月薪2.5萬～3.0萬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60762
職務名稱：藝術指導2
工作內容：可帶動組員創意新思維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許小姐

        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人 

待遇：   資格：高中職/2~3年  面議

  動點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13033709
職務名稱：長期工讀生2

工作內容：電腦資料KEY IN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皇杰 02-25671700*320

        hrppmtw@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人 

資格：大學  可待遇：時薪100～120

      奇蹟不動產有限公司 

           27968714 
職務名稱：行銷帶看專員5人 

工作內容：不動產開發與銷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 李小姐 02-27712188 

         cutefish32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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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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人資有限公司

         53029245 
職務名稱：人事招募專員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3500

      gld12@green-lan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9:00

 需求：5人 

1.人事招募2.出缺勤管理

資格條件：專科

    動點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13033709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皇杰 02-25671700*320

         hrppmtw@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需求：2人

待遇：月薪3萬～3.5萬 

資格條件：專科  

人員召募及任用/薪資計算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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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久風機有限公司

          23732978 
職務名稱：工務工程師2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丁蘭雲 27267345*12

         ysh245@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設備試車、消檢配合、工程管理

待遇：面議  

    台灣華爾納股份有限公司

         27551603
職務名稱：CK Jeans 專櫃銷售顧問(台北)

工作內容：品牌介紹與顧客資料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劉先生 stliu@warnaco.com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1~2年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長頸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63 234 71 
職務名稱：(總管理處)櫃檯行政工讀生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8: 00~2 1:30

行政庶務、訪客接待 需求：2人

聯絡人：Jess ica  02-5 5825 168# 1111

        hr_g irf@ gira ffe. com. tw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社群專員1

工作內容：社群專案企劃、活動舉辦與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蘇小姐
        rose-su@gamefirst.com.tw

人 

資格條件：專科/~2年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8710621  
職務名稱：紅色繽氛西餐廚助1人 

工作內容：點餐製作 

聯絡人：林小姐 21828888-9201

        ingrid@radium.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18:00

     /夜班:12:00~20:00/輪班:二班制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專科      待遇：時薪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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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網路活動企劃 需求：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FB平台行銷操作

       活動企劃(SNS、Web Game)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奇蹟不動產有限公司

       27968714
職務名稱：工讀生(時段可調)3

工作內容：司附近派發DM、張貼廣告

聯絡人：李小姐 02-27712188

      cutefish329@gmail.com

工作時間：下午班(13:30~18:30)

人 

待遇：時薪100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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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事務機器有限公司

        16794694 
職務名稱：外務1人 

工作內容：北市公家機關.學校.公司辦

公室自動化機器與耗材運送及服務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陳一元

         first918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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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0萬～2.5萬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69627
職務名稱： 法務人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童小姐

        sophia@lianhwa.com.tw

需求：1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科系/3~4年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負責處理公司各項法務訴訟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大正商行

         48863814
職務名稱：咖啡館早班儲備幹部2人 

工作內容：加爾第咖啡-通化店/吧檯內外

場飲料餐點製作、咖啡器具及咖啡豆販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27324287

          k27324287@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2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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