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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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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58378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人資

    chiang@fomed.com.tw

文書工作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銳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5123269 
職務名稱：儲備幹部2名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25557429

        richhouse@hotmail.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日班:09:00~18:00 

審查銷售紀錄與報告，協助業

務同仁達成業績目標  資格：不限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億可國際飲食股份有限公司(CoCo都可茶飲),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饗食天堂),洋美清潔公司

職缺：儲備幹部40名，門市人員40名，廚務人員20名，清潔員30名，洗碗員20名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徵才時間：10月6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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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私立奎山中學

          29903409 
職務名稱：總務主任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吳麗珠  02-28212009#25

         jesusjesus46@tp.edu.tw

需具備總務行政.工友管理.供應

採購.維修營繕管理經驗/熟悉政府採購法

資格條件：大學/3~4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7: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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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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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蓉宏股份有限公司誠徵維修/監控人員1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待遇：22000/月薪

工作內容：捷運站地下室監控系統執勤

條件：高工（中）以上/電子、電機、機械、資訊系畢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02-2381-3344分機19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0月4日(二)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大無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誠徵保全人員10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工作內容：豪宅、捷運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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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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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山捷運站2號出口->

工作地點：台北市各大百貨公司  待遇：底薪+抽成

工作內容：品牌介紹與顧客資料管理 / 1年銷售經驗

洽詢：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 19

現場徵才：勞工教育中心勞工教育館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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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肌之誌國際,信義之星公寓誠徵美容展售人員20名,

優質安管員5名,清潔員5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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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五)下午2時至4時

    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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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高中職 工作內容：安全巡邏維護 

工作地點：臺北市 待遇:31000-32000元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2381-3344 ext.17張小姐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0月6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公司  16094897 
職務名稱：電話行銷高手2人 

工作內容：電腦基本操作能力/溝通能力

聯絡人：許小姐

       evelyn.koh@cardif.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條件：不拘

    勤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863706
職務名稱：客服配量組員(北部)1人

工作內容：負責商品出貨配量及客服行

政工作   工作地點：

聯絡人：高槙霙 02-29169135

      chainlink@chainlink.com.tw

工作時間：

新北市新店區

待遇：月薪2萬3千元~2萬4千元

資格：高中職/1~2年

日班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1257316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績效與薪酬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黃小姐

        005779@mail.sog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17:30 

忠孝店-人資人員2人 

具人資工作經

驗或人力資源,企管,心理科系/大學畢

  待遇：面議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
         04377371 
職務名稱：財務稽核人員1

工作內容：負責麗嬰房集團八大循環查

核作業及海外稽核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87976699#306

      noel@lesenphant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會計(學)系/3~4年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

        04377371
職務名稱：嬰童服飾 設計師1

工作內容：1.童裝企劃設計

2.開樣品說明單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李小姐 02-87976699#306

      noel@lesenphant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資格：專科/3~4年 

     弘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6324954
職務名稱：電子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ARM-based CPU with IO 應用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陳小姐 02-87978868 #221

         hr@onnt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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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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崴技術有限公司

        27992931 
職務名稱：通信/通訊工程師60

工作內容：

聯絡人：林小姐     

fiona.lin@hua.wei.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數通工程師:熟TCP/IP,

switching,網管,系統安全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大學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Billing程式設計1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資格條件：大學/熟Asp,Asp.net

網站程式設計開發(ASP.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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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23861037 
職務名稱：維修工程師3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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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無線路圖無線電設備，交換

機系統維修開發/維修件模組測試及製具開發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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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作內容：影像處理程式撰寫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蔡小姐 02-7722-0888#760

         recruit@cgcg.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C, C++、Python 

Maya / 3ds MAX / Softimage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台灣介入有限公司

          899 496 47
職務名稱：創作設計人員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美術學類/1~2 年 

工作時間：日班:09: 00~1 8:00  

平面設計、結構發想

聯絡人：熊小姐 oldw ang@ tkki nc.c om.t w

     崇瑜實業有限公司

          22139422 
職務名稱：會計2

工作內容：會計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洪先生 02-27962889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00~1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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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合約專員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負責合約相關綜合業務  

資格條件：大學/英文流利/懂合約/法務流程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貝金企業有限公司

        23125951 
職務名稱：商品設計人員2

工作內容：手提袋設計製作打樣

           手提袋打樣

聯絡人：侯小姐  6600-9900#119

        maggie@goldshell.com.tw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人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設
計
類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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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16087755

職務名稱：業務秘書 1人 

工作內容：5-7年客戶服務於電子零組

件國外製造原廠經驗/諳SAP 4.6操作

資格條件：大學/5~6年  

聯絡人：Kate Lu 02-27845352

manpower@manpowertw.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茂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58378   
職務名稱：電腦工程師

工作內容：

聯絡人：人資  chiang@fomed.com.tw        

1人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系統維護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569627 
職務名稱：法務人員1人 

工作內容：負責處理公司法務訴訟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童小姐

        sophia@lianhwa.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法律相關科系/3~4年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86248419 
職務名稱： 1人

工作內容：審核工地各項費用支付之發票

、單據及帳務處理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店區　

聯絡人：林湘芸  02-86665591

         Whc8419@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會計行政人員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會計(學)系/4~5年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