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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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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863706 
職務名稱：鈑金技師(新北市)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高槙霙  02-29169135

      chainlink@chainlink.com.tw

具維修柴油車經驗/需備汽照

(普通或職業皆可)/技師需有汽車1年經驗

工作地點：新北市樹林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汽車修護科/1~2年

工作時間：日班 

       協鴻科技有限公司

           2832 0572  
職務名稱：業務人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吳鳳珠 02-86 42363 1

         lin.l in108 5@msa .hine t.net

接洽業務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專科/1年以下  待遇：2萬～3萬

工作時間：日班:08:0 0~17: 00 

      信盈工程有限公司

          34250478  
職務名稱：空調技術人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潘秀英 02-23393491

        sinice@ms37.hinet.net

水電、空調等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具備甲種電匠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誠"薪"誠意」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
徵才廠商：海晶企業,仕鈺工業,同芳毛刷,百菓園水果,力泰建設,固祥企業,味全食品工業(布列德麵包),三商行(三商巧福、拿坡里、福勝亭)

,怡和餐飲(肯德基),香港商福維克樂智,戰國策,全家便利商店,王品餐飲(石二鍋),台灣薩利亞餐飲

徵才職缺：操作員84名,門市人員90名,餐飲服務員130名,儲備幹部115名,業務專員10名,網路行銷專員10名,網管工程師10名,MIS工程師2名

現場徵才：11月11日下午2時-4時30分　洽詢電話：2597-2222    

徵才地點：勞工公園廣場舞台區 (臺北市承德路3段287號)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徵正職人員6名,兼職人員6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信義區 工作時間：輪班制

資格：高中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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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三德大飯店』誠徵中餐廳領班1名，中西餐廳服

務員4名，西餐廳兼職服務員8名

『岩島成(大成集團餐飲)』誠徵門市儲備幹部

10名，烘培人員10名，正兼職門市人員30名

徵才時間：11月10日(四)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富記國際(港式連鎖餐飲)誠徵正兼職外場人員

20名,正兼職內場人員20名;蛋塔工廠食品誠徵門

市人員35名,烘培人員15名;駭客環衛國際徵清潔

員30名,電話開發人員/行政11名,消毒人員2名

徵才時間：11月11日(五)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承德就業服務站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雅可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宅配專員 10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內容：養樂多優酪乳訂戶轄區配送,理貨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02-8931-5334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徵才時間：11月9日(三)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85度c)誠徵餐飲外場服務員10名

工作內容：咖啡.蛋糕.麵包製作及銷售與收銀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時薪：時薪98-103元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2381-3344 Ext.17 張小姐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1月11日(五)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誠徵照服員10名,護士2名,

廚工2名,大廚1名,洋美清潔事業有限公司

內湖就業服務站

誠徵社區清

潔員5名,辦公室清潔員10名

內湖

現場徵才：   02-27900399

        (臺北市 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11月11日(五)下午2時至4時



  (必勝客)富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3525767
職務名稱：工程專員(助理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門市新開店及改裝之施工圖繪製

聯絡人：胡小姐 02-23222659#654

        hrd@pizzahu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食品營養相關

     群義歐化廚具有限公司

         53328980
職務名稱：廚具組裝安裝人員1人

工作內容：櫃體裁切組裝及至客戶

處現場安裝作業

工作地點：

聯絡人：黃先生 02-2231-2559

         qunyi@xuite.net

工作時間：

新北市新店區　 

資格：高中職/1~2年  待遇：面議 

日班:08:30~17:30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

        70764991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銀行票據業務運送

資格：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林先生 02-25219999#606

         frank@chex.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台北運務員1人 

  待遇：月薪2.5萬～3萬

        厚讚牛排館

        26310374 
職務名稱：正職外場服務生2

工作內容：顧客服務,內外場聯繫,點餐

工作地點：02-27397060 

聯絡人：李先生 02-27397060 

       just_do_it92@yahoo.com.tw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人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穗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254991 
職務名稱：秘書1

工作內容：進出口內外相關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黃添亮 (02) 27317727

        bright@ms3.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人 

資格：大學

待遇：月薪3萬～4萬

    公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45708 
職務名稱：產品專案經理1人 

工作內容：產品線規劃,開發,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王文焄

        hr@kelly.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大學/5~6年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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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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沙企業有限公司
         22445251  
職務名稱：食尚銷售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李繡珠 02-28756185

       lisaever@ms17.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部份工時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專科

推廣樂活時尚飲食美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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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莎貝拉金飾股份有限公司

         28821491 
職務名稱：總機1名

工作內容：接聽,過濾,轉接來電,並提供資訊

故障排除、電腦組裝/測試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林麗文 02-25364158

        wen.0152@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北渡批發有限公司
         05067465 
職務名稱：特勤助理1人

工作內容：協助或完成主管交辦公私事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江瑞華 02-23149520

        ogoodo@ms18.hinet.net

 

待遇：月薪3萬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夜班:17:00~22:00 

     德創股份有限公司

         27761621
職務名稱：行銷助理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00 

1.有能力做網站維護/影音編輯

2.曾有國內外參展經驗3.熟2D或3D繪圖工具

聯絡人：王正傑 02-27200121

         job@jwe.com.tw

   冠冕盒餐食有限公司

         80189309
職務名稱：廚助1

工作內容：中央廚房生產助理 

聯絡人：林麗卿 02-26596970

       may_lin@ms62.url.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1~2年工作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時薪100

工作時間：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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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清股份有限公司 

         23870802
職務名稱：送貨司機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月薪2.5萬～3萬

工作內容：桶裝油品送貨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楊倩芬 06-2536789#6972

      daphneyang@mail.pec.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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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天國際企業社
        26240504
職務名稱：園藝長工1人 

工作內容：環境維護，基本水電,木工

資格條件：不限/4~5年經驗  

聯絡人：林玉璽 0975228233

       jasmain27@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面議

       美台磁材 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 業務人員 1名；業務助 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李 小姐 02-26953400

        coregain@ms56.hinet.net

資格條件： 專科 

工作地點： 新北市汐止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8:30~18:00 

管理與維護 MSSQL& MYSQL資料庫

     統漢實業有限公司

          30971087
職務名稱：送貨司機1人 

工作內容：送貨司機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葉先生 02-28108008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不限

   三井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24477481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日式專業料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莊詠嵐 02-25952099

 alice.chuang@mitsuitaipei.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30~21:30/輪班:二班制 

日本料理廚師20  

待遇：月薪26500元  資格：不限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行銷副理1

工作內容：制訂年度策略與行銷計劃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蘇小姐 02-27863388#377

       rose-su@gamefirs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5~6年 

     逸松股份有限公司
          16136828 
職務名稱：業務專員5

工作內容：

聯絡人：盧小姐

      sophie_lu@watsonbell.com

人

資格條件：大學/2~3年經驗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1.陌生拜訪及開發新客戶

2.Marketing 分析 3.管理客戶需求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