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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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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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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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菓風小舖股份有限公司

         16218145
職務名稱：貿易採購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岳士傑 02-27721557 

       jeff.yueh@sophisca.com.tw

確認產品規格,向廠商訪價

資格條件：大學/3~4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工作時間：日班:10:00~22:30 

 豐宴食品興業有限公司(野宴餐

飲連鎖加盟集團)    7056 1948  
職務名稱：食材採購經（副）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馮小姐 02-29 03788 8#302

         n8750 93@ya hoo.c om.tw

海鮮、肉品採購事宜及品保管

理規劃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 0~18: 00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求才公司：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漢堡)徵門市儲備幹部50人、兼職計時人員100人 

學歷：(門市儲備幹部)專科以上，(兼職計時人員)高中職以上   待遇:正職面議，兼職時薪98~120元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工作內容：(門市儲備幹)店鋪營運操作技術學習與熟練，及協助營運管理工

作。(兼職計時人員)收銀服務、材料準備、漢堡製作、門市清潔等。

工作時間: 正職每日排班9小時需配合輪班輪休月休8-10日，兼職每日排班4小時以上，每週排班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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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時間：10月2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漢堡王(家城股份有限公司),輔大保全誠徵門市管理幹部

20名,服務人員(正職/兼職)30名,保全人員5名,保全兼總幹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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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五)下午2時至4時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儲備主管10名,儲備幹部

50名,計時工讀30名,正職28000元/月起，兼職時薪98元

獎金制度、勞健就保及完整職前/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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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20人

工作內容：案場安全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2381-3344 ext.19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0月25日(二)下午2時至4時

       艾盟有限公司

         27618702 
職務名稱：助理採購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朱如菁 02-27656464

        cosima.tw@msa.hinet.net

採購,出貨,簡易會計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20人

工作內容：案場安全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2381-3344 ext.19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0月2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精彩一百、就業滿百」大型就業博覽會
求才公司：矽格,王品餐飲,上銀科技,豐宴食品,海霸王,六角國際,台灣屈臣氏,鼎王餐飲,八海,神旺大飯店,安悅建設,寶雅國際,元誠國際資產,博學屋限

,遠東商銀,威寶電信,群義不動產,集盛實業,崇友實業,味全食品,康曜資訊,大元光電,和泰綠能,米蘭國際,天紅整合行銷,三澧企業,晶旺餐飲等72家廠商

活動性質：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配合建國百年慶典暨慶祝成立57週年與第33屆榮民節大會擴大舉辦「精彩一百，就業滿百」就業嘉年華會活動

活動地點：假臺北市政府市民廣場-捷運板南線於市政府站2號出口      就業服務連絡單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徵才時間：10月29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6時                    主辦單位：臺北市榮民服務處、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統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7212331
職務名稱：生鮮食品作業員6人 

工作內容：食品包裝/生產線作業人員

聯絡人：鍾小姐 02-22900079*552

        secretary@hungyua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6:00~14:30/輪班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氫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3329025
職務名稱：西工師傅3人

工作內容：西工師傅   

工作地點：

聯絡人：吳小姐 02-2564-3332

     r6603273@yahoo.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高中職/3~4年 

日班:08:30~17:30

   昇邦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89308621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工地勞安衛專職管理

資格：專科/3~4年/勞安衛乙級技術士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丁秋萍

       building@kinglu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勞安衛管理員1人 

 待遇：面議

 榤祐新清潔維護有限公司

       24459081 
職務名稱：垃圾清運司機1

工作內容：垃圾集中、分類處理及載運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賴小姐 02-27111133

   belive1030@yahoo.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4:00~20: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星聚點股份有限公司

        24461170 
職務名稱：兼職總清洗滌員5

工作內容：包廂清潔、餐具清洗

工作地點：板橋、西門、復興店

聯絡人：應徵主管 02-23120001#306

     interview@newcbparty.com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部份工時

人 

資格：不限

    大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6612907  
職務名稱：遊戲行銷企劃2人 

工作內容：負責遊戲產品行銷規劃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黃小姐

  amandahuang@softsta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條件：大學/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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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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泰企業有限公司

              20810823
職務名稱：品管檢驗工程師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黃先生 02-27174575#256

        hr@betteralways.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機械工程/2~3年 

五金產品品管檢驗

熟衛浴五金/AUTO CAD與P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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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三菱鉛筆股份有限公司

           16440460
職務名稱：活動企劃專員2名

工作內容：1.商品行銷企劃/2.執行行銷活動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黃小姐

         Miaki@mail.mpun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南昌行股份有限公司 
         86866164
職務名稱：品牌行銷企劃人員2人

工作內容：進口食品之品牌行銷管理

新產品文案撰寫/有食品業相關實務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粘小姐 0227988686

    personnel@nanchong.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企業管理學類/2~3年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菓風小舖股份有限公司

       16218145 
職務名稱：餐飲管理幹部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2~3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負責餐飲部的管理制度建立

與人員訓練事宜

聯絡人：岳士傑 02-27721557

       jeff.yueh@sophisca.com.tw

    豐達五金有限公司
          27903699
職務名稱：靠行司機(自備小貨車)2

工作內容：小貨車上下卸貨/自備小貨車

聯絡人：林文欽cicihahala@gmail.com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7:00~09:30

           /夜班:1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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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深坑假日飯店
          28572845 
職務名稱：工程部領班1人

工作地點：新北市深坑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工程機電及相關電路等維修

資格條件：3~4年/室內配線證照優先考慮 

聯絡人：鄭先生

        recruitment@hietpe.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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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儀科技有限公司
        22859287  
職務名稱：電子技術工程師3人 

工作內容：廣播設備-各式廣播擴音機

資格條件：高中職/電機電子工程學類

聯絡人：陳小姐 02-87925278-140

       raditek@ms13.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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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條件： 專科/工業工程 (學)系 /3~4年 

工作地點： 台北市內湖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9:30~17:30 

建立品質發 展策略與方 案

       勤展機電有限公司

          13131666  
職務名稱：水電工程人員1人 

工作內容：社區機電消防設備保養,修繕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洪小姐 02-22390932

       cj13131666@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資格：高中職      待遇：面議

   香繼光實業有限公司 
        24435384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物流配送.需搬重物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陳小姐

         shan@jgssg.com

工作時間：日班

物流司機1  

待遇：月薪2.5萬～3.0萬    資格：不限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東路分公司   25145307
職務名稱：房務員2

工作內容：房務作業相關流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黃秀英 02-25281376

        hp26@citysuites.com.tw 

工作時間：早班8點~17點/

           中班13點~22點

人 

資格：不限

      鎧特科技 有限公司  

          29170762
職務名稱： 工程人員 3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 先生 c23327188@gmail.com

人

資格條件： 有甲級電匠 證照:薪4萬~5萬元

           監視系統設 定,安裝,綠材施工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正 區/1~2年經驗 

工作時間： 日班:09:00~18:00 

大樓消防檢 測,機電工程維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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