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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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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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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軟體工程師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專案程式撰寫與維護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凱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38656 
職務名稱：java軟體工程師3名

工作內容：

程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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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面議

日班:09:00~18:00 

Java web-based application 

資格：大學/資訊軟體學系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訊威技術有限公司,浤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歐艾斯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良福保全,首都公寓大廈管理(股)

職缺：技術支援通信工程師60名,研發人員3名,業務人員3名,設計人員2名,會計2名,機電員3名,維修員2名,保全員90名,清潔員20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徵才時間：9月28日(星期三)下午2時至4時
活動地點：承德就業服務站(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北投就業服務站02-28981819

 北投行政大樓5樓（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中居企業有限公司徵居家照顧員10人

1.工作地點：臺北市及新北市各區

2.工作內容：居家照顧,溫馨陪伴,膳食料理

3.待遇：時薪110元~170元

現場徵才：

徵才時間：9月27日(二)下午2時至4時

    可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7976720 
職務名稱：MIS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簡小姐

        annie.chien@icatchinc.com

管理與維護鼎新Workflow ERP

系統及資料庫2.評估ERP作業流程並提出改善

資格條件：大學/會計與資訊/3~4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全球一動股份有限公司

           12874653  
職務名稱：OA工讀生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江小姐 02-87515000

 melody.chiang@globalmobile.com.tw

桌上型/筆記型電腦硬體安裝設定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西基電腦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23035564
職務名稱：研發部研發工程師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蔡小姐 02-7722-0888#760

        recruit@cgcg.com.tw

影像處理程式撰寫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弘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6324954
職務名稱：電子工程師2名  

工作內容： 應用設計

聯絡人：陳小姐  02-87978868 #221

        hr@onnto.com.tw

ARM-based CPU with IO 

資格條件：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3~4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操作員5人,品管員6人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資格：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8：00-16：00/夜班：15：00-23：00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10月6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摩斯漢堡(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誠徵門市儲備幹

部50人, 兼職計時人員100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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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雅緹傢飾生活館_竺風傢飾生

活館有限公司   70351767 
職務名稱：國外採購+資訊管理員1人 

工作內容：根據商品的庫存量,執行訂購

聯絡人：張小姐  02-28382222

       elite28382222@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專科

      集昌股份有限公司

        07387302 
職務名稱：倉庫作業員1人

工作內容：送貨 整理倉庫

工作地點：

聯絡人：馬逸才 02-25533256

       tctm55.tm@msa.hinet.net

工作時間：

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高中職

日班:09:00~18:30 

   華鏞資訊有限公司

       16151313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監視系統,通訊系統,門禁防盜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蔡雯雯

        sandy@hyj.idv.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9:00 

技工1人 

資格：專科/電機工程(學)系

  待遇：面議

     森茂食品有限公司 
         97441518 
職務名稱：送貨司機2

工作內容：麵粉食品送貨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陳勇錡 0228123406

       cuc312913@gmai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30 

人 

資格：不限

待遇：月薪3.5萬～4.0萬 

    治汶有限公司

      29068886 
職務名稱：收銀員3

工作內容：徵 日/工讀. 時薪可談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徐先生  0955851788

         

工作時間：日班:11:00~19:00/

           部份工時:10:00~14:00

人 

資格：高中職/3~4年    待遇：面議

jim@ojs.com.tw

 

    創義行銷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27723161
職務名稱：專案執行企劃2人 
工作內容：政府標案或企業專案活動企劃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 洪小姐 02-27904906

        service@wagtec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資格條件：專科  大眾傳播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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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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23861037 
職務名稱：品質助理工程師3

工作內容： ,

　　

聯絡人：陳小姐 02-26982211#207

        betty_chen@remote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各式測台操作 執行系統,檢

測步驟撰寫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弘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6324954
職務名稱：品保經理/副理2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小姐  02-87978868 #221

         hr@onnt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7:3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專科/工業工程(學)系/3~4年

新產品設計規格測試和檢驗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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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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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格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306799
職務名稱：業務2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許雅華 02-28386699#25

         vivien@aboutnic.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1.業務開發、簡報、服務

2.瞭解客戶需求後，分析及網站規劃並報價

待遇：面議 

     曜嘉進出口服務有限公司

           12180288 
職務名稱：報關人員1人

工作內容：提供國內外顧客進出口報關

以及文件製作的協助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邱金炎  02-25027729

       beauty0608@hotmail.com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頂呱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3 687 53 
職務名稱：全職或兼職(漢中店)3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基本月薪～2.5萬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負責前售.後售.炸肉.收銀等四個

工作區域工作

聯絡人：熊小姐 oldw ang@ tkki nc.c om.t w

       湄南小鎮有限公司

            89476128
職務名稱：中央廚房貨車司機2

工作內容：每週三趟送貨至南京及中壢店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葉蘭茶  26532218#10
         christine@maenam.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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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陞廣告實業有限公司

         89852538 
職務名稱：招牌技工2人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招牌製作安裝施工.鐵架焊接.

資格條件：不限/1~2年

聯絡人：江聖堯 0226955664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lulu.jang@msa.hinet.net

  神旺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80273376
職務名稱：房務清潔員2

工作內容：1.飯店客房清潔整理

2.公共區域維護

聯絡人：黃小姐  02-27812822#2600

         hr@sanwant.com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1~2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飯
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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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
        70541649
職務名稱：生產儲備幹部(海外)5人 

工作內容：負責製造生產,銷售,物料庫

儲等廠務之統籌

資格條件：專科/紡織工程相關

聯絡人：馬小姐  hr1@unet.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待遇：月薪2.0萬～2.5萬

     鴻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352962  
職務名稱：品管檢測員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小姐 87973990-212

         vivian@risun.com.tw

1人

待遇：月薪2.0萬～2.5萬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品檢作業，包括IQC及OQC及OQC

     泰通空調有限公司

         28224092
職務名稱：空調冷凍技術人員1人 

工作內容：安裝冷氣機及保養維修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黃清香  02-27362262

        taitong.ac@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待遇：面議

   耶利亞花藝設計有限公司

         86885351
職務名稱：外務1人
工作內容：花卉外送.會開手排車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陳啟祥 02-27052290

        yalia@ms74.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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