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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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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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專線：(02)8663-1000

【現場徵才~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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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80296032 
職務名稱：週年慶服務台工讀生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HR 

      HR_Global@twglobalmall.com

有服務台工作經驗者佳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時薪100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10:00~22:30 

     三通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056 1948  
職務名稱：行政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章小姐 02-27 99918 8#842

         janey @link .com. tw

需要有行政.總務經驗,需會一

點photo shop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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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15人

工作時間:輪日夜班制，月休4天

28981819

學歷：高中職以上  

工作內容:保全維護、安全巡邏(需具汽車駕照、基

本電腦操作) 待遇:31000~32000 工作地點: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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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五)下午2時至4時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求才公司：美肌之誌國際有限公司,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儂特利),三井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雅可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良福保全,怡保保全,首都公寓

職缺：儲備幹部8名,美容展銷人員90名,食品銷售人員10名,餐飲服務員26名,日本料理廚師15名,清潔員5名,高鐵列車整理員20名,保全員60名,

飲料外務及快遞員1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洽詢：02-25942277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活動

徵才時間：10月20日(四)下午2點到4點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浤菖生技,洋美清潔誠徵化妝品研發3名,產品包裝設計2名,

業務代表/助理5名,會計2名,倉管司機1名,清潔員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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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五)下午2時至4時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誠徵門市儲備幹部人員50名

,兼職計時人員100名   

工作地點：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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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四)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美肌之誌國際有限公司誠徵門市人員(展示銷售)30人

工作內容：屈臣氏駐點展銷顧問(門市)

工作時間：12:00-21:00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待遇：23000-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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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台北深坑假日飯店

         28572845
職務名稱：餐飲部行政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鄭先生

        recruitment@hietpe.com

資料key-in,列印,整理,維護

資格條件：不限/1~2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深坑區

工作時間：日班:10:00~22:30 

     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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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30名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工作內容：清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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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三)下午2時至4時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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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81819

學歷：(門市儲備幹部)

專科以上，(兼職計時人員)高中職以上 

工作內容：店鋪營運操作技術學習與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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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滑遍天下戶外生活有限公司
         29062623
職務名稱：門市人員1人 

工作內容：門市販售/網路商店上架與維護

聯絡人：許小姐 0936050804

工作時間：日班:13:00~21:00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拘

藍天真菌生技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53527290  
職務名稱：門市銷售人員2人

工作內容：產品銷售   

工作地點：

聯絡人：郭先生   02-85029119

     pui.shiou@msa.hinet.net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不限/日文/日語：良好

日班:10:00~19:00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22318255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人資管理報表製作與分析

資格：專科/一般商業學類/1~2年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人資 02-26968940

       peter_wu@sungchi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總公司人資專員1人 

 待遇：面議

    美台磁材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2

工作內容：應收、應付帳款，行政工作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李小姐

   coregain@ms56.hinet.net
工作時間：8:3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我們好好股份有限公司

        28701030
職務名稱：美術設計超人2

工作內容：設計/美工Flash,Painter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好人Lana

       weupweup@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

人 

資格：專科/會多媒體美工繪圖軟體

     俊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887317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助理工程師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聯絡人：張先生

        marvil@junsu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資格條件：專科/電機電子工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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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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Billing程式設計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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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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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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7580987 

 

職務名稱：LED燈具光學設計測試工程師1名

工作內容：SSL

工作地點：新北市深坑區　

資格條件：專科/ 電機電子工程/Tracpro,

          Lightools,Code-V,Asap

聯絡人：王小姐 02-77058001#27116

         hrjob@calcomp.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光學設計/光學測試/材料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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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寶實業有限公司 

        89596427 
職務名稱：美工人員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1年經驗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美工、繪圖，公司網頁維護

聯絡人：張素禎

        fongbaw@yahoo.com.tw

  福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6628485 
職務名稱：一般會計及出納1

工作內容：會計出納相關作業

聯絡人：鍾小姐  02-25602711

        chu8977@hotmail.com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會計學類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 

人
事
法
務
職
缺

客
服
業
務
職
缺

LeBags(俊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9283608 
職務名稱：教育訓練暨人資專員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行政及人事教育訓練/績效考核

資格條件：大學/一般商業學類/2~3年

聯絡人：許秘書 02-37651068#110

        anita@greatalp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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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貿股份有限公司 
        04639760 
職務名稱：業務人員 1人 

工作內容：產品代理進口/高低壓輸配

電器材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周錦雲

       umiak@ms17.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泰金寶電 通股份有 限公司

          27580987  
職務名稱： 硬體測試工 程師(無線通訊 )1

工作內容：

聯絡人：王 小姐 02-77058001#27116

         hrjob@calcomp.com.tw

人

資格條件： 專科/電機電子工 程

工作地點： 新北市深坑 區 

工作時間： 日班

無線通訊測 試治具設計 及開發

  遊戲新幹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4663 
職務名稱：合約專員1人 

工作內容：負責合約相關綜合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陳小姐 02-27863388#275

     a870170@mail.gameflie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大學      待遇：日薪1500元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27580987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大學會計、企管相關科系畢業

具有6年以上上市(櫃)製造業稽核工作經驗

工作地點：新北市深坑區　

聯絡人：王小姐 02-77058001#27116

         hrjob@calcomp.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資深稽核主管1  

待遇：月薪2.5萬～3.0萬 

    益達金屬有限公司

        70391108
職務名稱：繪圖工程師1

工作內容：熟auto cad金屬門窗圖繪製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王英杰 02-89314188  

工作時間：日班

人 

資格：不限/會多媒體美工繪圖軟體

    智凡迪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 MIS管理工程師 1

工作內容：

聯絡人：蘇 小姐

         stao@soft-world.com.tw

人

資格條件： 大學/擁有CCNA相關証照

工作地點： 台北市南港 區　 

工作時間： 日班/夜班/輪班:二班制 

伺服器網站 管理維護、 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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