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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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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記杏仁豆腐專賣店(鳳蓮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7579638 
職務名稱：倉儲儲備主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蔡小姐  (02)25702587

        simon@yustofu.com.tw

商品進出貨與庫存管理

資格條件：高中職/5~6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台灣森永製菓股份有限公司

          07524903
職務名稱：倉管人員1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李惠懿 02-2891-4151#23

         hui-f@morinaga.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日班 

蒐集、計算貨物清單，並用紙

筆或電腦記錄資料 資格：高中職  

     益來成實業有限公司

          8685 1893  
職務名稱：倉管人員3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許先生   02-22 30544 5

協助倉庫出,進、退貨處理

資格條件：高中職/工讀.夜校生皆可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 0~18: 00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員15人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資格：高中職以上

工作內容：安全巡邏維護 待遇：月薪31000元~32000元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02-27400922分機123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徵才時間：10月12日(三)下午2時至4時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億可國際飲食股份有限公司(CoCo都可茶飲)徵門市

儲備幹部30人，門市服務人員(正職/兼職)30人

工作時間:排班制

28981819

學歷：專科/高中以上       

工作內容:飲品調製操作與販賣、店務處理及管理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

 北投行政大樓5樓（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徵才時間：10月14日(五)下午2時至4時

    <<台灣華爾納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徵才>>
誠徵Calvin Klein專櫃銷售顧問 (台北)34名           

洽詢：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 19

(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

工作地點：台北市各大百貨公司服飾專櫃  待遇：底薪+抽成

工作內容：品牌介紹與顧客資料管理/門市顧客服務、店務管理/處理門市進銷存等相關商品管理POS系統操作 / 1年銷售經驗    

現場徵才：勞工教育中心勞工教育館2樓                活動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2F)

徵才時間：10月14日(五)下午1點到4點半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歐艾斯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清潔維護員

20名,駐衛保全60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月薪：清潔維護員：1.9～2.1萬/駐衛保全：2.8～3.7萬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10月14日(五)下午2時至4時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台北國際飯店,寶雅國際,信義之星公寓,國聯保全

臺

誠徵餐飲

服務員5名,營運儲備幹部5名,保全員25名,清潔員9名,出納

 1名廚師2名,廚師助理2名,泊車1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7-2222

          ( 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10月13日(四)下午2時至4時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天鷹保全,洋美清潔誠徵保全人員20

名,清潔人員18名  工作地點：大台北地區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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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員15名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工作地點：臺北市

現場徵才：景美就業服務站 (02)8931-5334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10月14日(五)下午2時至4時



    成雅企業有限公司
        34045929
職務名稱：印刷作業員1人 

工作內容：會調色/

聯絡人：呂小姐

       abo@shiann-ye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印刷作業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不拘

台灣中油濱江大直橋加油加氣站

        25638689 
職務名稱：加油氣員1人

工作內容：加油、加氣作業

工作地點：

聯絡人：徐慶衡站長

         942871@cpc.com.tw

工作時間：

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時薪100～120

資格：高中職  02-25177975

日班 

   長沅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comebuy)   25119125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展店工程統籌管理/2~3年經驗

裝修、水電、空調、設備工程管理

既有資產維修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楊哲嘉 02-2331015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總公司】裝潢工程人員1人 

 待遇：面議

   名翔遊覽通運有限公司
         16761764
職務名稱：遊覽車駕駛2

工作內容：駕駛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聯絡人：林小姐  02-22776531

        aerobus82@gmail.com
工作時間：7：00～16：00

          15：00～22：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3~4年 

     第一手麻辣火鍋

        78495366
職務名稱：內場人員1

工作內容：出餐管理、內場備菜、

環境清潔整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汪小姐 02-2562-3776

   firsthand1989@yahoo.com.tw

工作時間：夜班:22:00~06:00 

人 

資格：不限

      波斯天堂有限公司

           29061912 
職務名稱：行銷人員2人 

工作內容：從事產品行銷企劃擬定，透過

廣告、公關、媒體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翁小姐 02-27671661

         persianheaven@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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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品管紀錄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限公司
           84453385
職務名稱：遊戲測試員(原爆點)2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小姐 02-55590070#117

        hr@way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專科/資訊工程學系   

專案測試案例(Test Case)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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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Bags(俊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9283608 
職務名稱：品牌行銷企劃部副理1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大學/大眾傳播學相關/3~4年 

聯絡人：許秘書  02-37651068#110

         anita@greatalp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品牌定位及市場行銷策略擬定

           年度行銷策略提案(活動、公關)

待遇：面議 

 英屬維京群島商先亞有限公司
          80346384 
職務名稱：行銷企劃1人

工作內容：行銷公司產品

           管理百貨專櫃之營運及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蔣先生  02-55559580

         lisa@scentasia.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品宣小吃店(火鍋世家)

         48972947 
職務名稱：火鍋店內場正職人員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拘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廚務處理,餐點整理

聯絡人：王中興 0933726269

        arthurwang@gogo.net.tw

    新航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28852780  
職務名稱：報關人員(進出口)2

工作內容：報關操作人員,歡迎有報

          關經驗/船務經驗/空運操作經驗

聯絡人：陳經理

         eric@timar.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月薪2萬～3萬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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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和越工程有限公司
          27728449
職務名稱：工務人員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月薪2.5萬～3.5萬

工作內容：現場監工,放樣.會電焊尤佳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陳小姐   02-27062378

          

工作時間：日班

is.wh@msa.hinet.net

    富堂食品有限公司

        53526855
職務名稱：正職人員2

工作內容：製作餐點,備材,清潔等等

聯絡人：陳寬誌 0939773921

        joeboy2006@hotmail.com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0:00~22: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1年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飯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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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力茂汽車快速保養所
       83907064
職務名稱：汽車維修技工 1人 

工作內容：汽車維修/保養

資格條件：高中職/3~4年  

聯絡人：蔡先生

       cfsong0227@seed.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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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市內湖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9:30~17:30 

規劃與執行 品質保証系 統

資格條件： 專科/工業工程系

     易森營造有限公司

         70481810 
職務名稱：施工人員3人 

工作內容：防水工程.修繕、等工程施工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魏小姐 02-22397313

        hydrogel00@pchome.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資格：不限      待遇：日薪1500元

  峰富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28556269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道路障礙物清除/需有相關駕照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吳承睿 0912327211

         hondo7711@yahoo.com.tw

工作時間：(08:00-16:00、16:00-00:00

          、00:00-08:00 ) 三班輪班

職業大貨車司機3  

待遇：月薪2.5萬～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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