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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業國際有限公司 

           80671141
職務名稱：國貿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李小姐

        lioncen@ms17.hinet.net

資料蒐集建立，產品實測Demo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06:00 

    泛亞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39067
職務名稱：貿易助理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陳小姐

        paamuse3@giga.net.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日班:09:30~18:30 

國外機台.器材等進出口.報關

資格：大學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訊崴技術有限公司  職缺：技術支援通信(訊)工程師40名
工作內容：1.數通工程師:熟TCP/IP,switching,網管,系統安全2.光網路工程:熟傳輸,通信網路,SDH/PDH,SNMP/Corba,SQL server3.核心網工程師:熟TDM

交換機,或其他交換機4.網規網優工程師:通訊、電訊網規,網優工程師5.無線通訊工程師:熟CDMA,WCDMA6.接入網工程師:熟DLC,TDM交換機,GPON,XDSL,VOIP

條件：大學畢   工作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工作時間:09時~18時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27400922分機123

徵才時間：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3：00-16：30    　

活動地點：頂好就業服務站(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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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儲備業務主管10人

1.工作地點：臺北市及新北市各區

2.工作內容：開發客戶、拓展市場、達成業績目標

3.資格：高中職以上 4.待遇：底薪25,000加獎金

現場徵才：

徵才時間：9月21日(三)下午2時至4時

    美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

          70541649
職務名稱：行銷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馬小姐 hr1@unet.net.tw

1.行銷宣傳及業務招商

2.客戶服務   3.支援各項行政工作.

資格條件：大學/財稅金融/4~5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台灣華爾納,安心食品(摩斯漢堡),士瑞克保全,潤泰

創新國際誠徵儲備幹部50名,銷售顧問17名,收銀員

20名,賣場補貨員20名,接待人員20名,維修員2名,

保全員30名，兼職計時員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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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均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3101800 
職務名稱：工讀生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林玲如  (02)27478496#19

        a0989869732@yahoo.com.tw

櫃台接待：電話接聽,遞茶水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00 

    定瑜地政士事務所

         25637540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蔡定瑜  02-23578457

        daelai@yahoo.com

文書處理 訪客接待 稅捐申報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基本月薪～2.0萬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華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97318159 
職務名稱：社區英日文秘書5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游小姐 02-25621021#25

        yu125782@yahoo.com.tw

社區住戶交辦事務服務

資格條件：高中職/具英日文聽,說,寫能力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雄衛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誠徵大樓管理員6人

(社區3人/機動3人) 工作地點：新北市地區

工作內容：社區保全、清潔維護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2381-3344#14陳先生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9月22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正美企業(股)公司
           11167126
職務名稱：品保人員2人 

工作內容：製程品質監控,異常分析與解決

聯絡人：王小姐 02-27852285#124

         cm.hr@ccm.cymmetrik.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專科

     彬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087498
職務名稱：維護部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代理設備之維護及設備安裝

試俥、配合國內出差

工作地點：

聯絡人：徐小姐 02-23913212#313

        abbyhsu@taibeco.com.tw

工作時間：

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機械工程學

日班:08:30~17:30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80007906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文書作業及檔案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吳小姐 02-27128488

        cy66906@chy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行政秘書3人 

資格：專科     待遇：面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帝國停車場事

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6972116 
職務名稱：國際級飯店停車場服務員1
工作內容：客戶服務,車輛引導,環境清潔等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梁小姐 02-27229208

        imparkHR@impar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20:00/

           夜班:11:00~23:00 

人 

待遇：時薪100  資格：高中職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家樂福)

       22662550 
職務名稱：全國蔬果課訓練講師1

工作內容：藉由店訪主動協助解決問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人資 02-82879000*682

    joyce_chiang@carrefour.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人 

資格：高中職/3~4年    待遇：面議

    磁通磁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484692
職務名稱：會計人員1人 
工作內容：公司內部會計帳務,財務報表製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 洪小姐 02-27904906

        service@wagtec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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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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基電腦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23035564 
職務名稱：3D特效動畫師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7722-0888#760

        recruit@cgc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需求：1人 

3D特效技術研發

資格條件：不限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月刊)
           16780474 
職務名稱：美術編輯

工作內容：

聯絡人：鄭淑芬 02-27070657#302

         fenc@bnex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美術、設計相關科系/1~2年 

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報和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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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植行

         02354464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1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一般商業學類

聯絡人：張小姐 2924-2727

         w111aaa@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公家機關業務接洽,一般電腦作業

待遇：面議 

     南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674796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1人

工作內容：負責傳票key in等帳稅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張小姐 02-2552-2242

      golden1.light@msa.hinet.net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 696 27
職務名稱：法務人員 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法律系/3~4 年

工作時間：日班:08: 30~1 7:30  

處理公司各項法務訴訟相關事務  

聯絡人：童小姐

        soph ia@l ianh wa.c om.t w

         兒童園圖書社 

            25668796
職務名稱：業務員2

工作內容：1.產品銷售2.顧客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詹小姐 02-27227564
         green139@pchome.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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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英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86313585
職務名稱：及人中學國際教育班行政秘書1人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負責文書資料處理及歸檔工作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林秘書 02-2771-7911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peggy@hanyin.org

         仁康醫院

         04165897 
職務名稱：醫院人事專員1

工作內容：規劃與執行人員招募,甄選

聯絡人：黃小姐

    judy.adjust690428@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管理相關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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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352962
職務名稱：品管檢測員1人 

工作內容：品檢作業，包括IQC及OQC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張小姐 02-87973990-212

         vivian@risu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月薪2.0萬～2.5萬

       馬辣鴛鴦火鍋專賣店

           48701868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企劃行銷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瑜玲小姐

         ab.c4203@msa.hinet.net

需求：1人

待遇：月薪3萬以上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1~2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熟悉美工軟體,有設計餐飲文宣品

   滿堂紅餐飲開發有限公司

          27978810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2人 

工作內容：餐飲服務及管理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梁佩瑜、李美環 02-25025613

       f0937086299@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0:00~21:00/

           夜班:12:00~21:30

待遇：面議

 塏育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70504475 
職務名稱：房屋銷售人員2人
工作內容：透天厝.不動產開發 銷售

工作地點：新北市蘆洲區　

聯絡人：陳意淩 (02)2848-7777

        ka399388@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20:30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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