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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航日有限公司

          12865248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魏小姐

       wei88vv88@yahoo.com.tw

庫存管理,資料建檔,擅長資

料分析與整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月薪2.5萬～3萬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建國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451 5703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小姐 02-23 89157 5

         sengi n2000 @yaho o.com .tw

行政庶務處理，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 0~18: 00

    田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906116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業務,外務,一般事

務人員3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田小姐

        cloudtein@gmail.com

行政助理,業務

資格條件：大學/4~5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聖皇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徵不動產營業員30人,合一生機園徵儲備幹部10名,門市人員15名,松青商業(股)徵門市人員正職、兼職各6名

資格：高中職以上    工作地點：台北市

現場徵才：內湖就業服務站  02-27900399

徵才地點：內湖就業服務站（內湖行政大樓7樓）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11月4日(五)下午2時至4時

     永勝租屋經理有限公司

          27980055
職務名稱：業務秘書10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小姐

         hr@123885.co m

會議記錄/網路管理電腦建檔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月薪3萬～3.5萬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 0

   金儀股份有限公司(震旦集團)

          03028349  
職務名稱：行銷業務專員18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陳先生 02-23458018# 1352

         aoac@oa-worl d.com.tw

影印機,單槍投影機之產品銷售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月薪2.5萬～3萬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 0 

     法藍四季食品有限公司

         29163805 
職務名稱：網路品牌行銷企劃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余小姐 02-22222363

商品管理,規劃,設計,推廣開發

進行通路推廣，統籌產品行銷活動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月薪2.5萬～3萬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國聯保全,亞東保全,嘉賀保全,僑樂保全徵保全人員

74名,清潔人員8名

工作時間：日班：7：00-19：00/夜班：19：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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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四)下午2時至4時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首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徵高鐵列車整理員10名

工作內容：高鐵列車車箱整理及清潔工作

工作時間：日班0600-1530/夜班1530-003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現場徵才：西門就業服務站 2381-3344 ext.17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徵才時間：11月3日(四)下午2時至4時

      綠映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27896114  
職務名稱：人事專員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廖先生 02-22995122

        gld12@green-land.com.tw

人事管理及職前訓練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金鎬貿易有限公司
        23594193
職務名稱：技術業務銷售人員2人 

工作內容：協助研發作業,產品資料管理

聯絡人：彭小姐 02-27163693

       chinhaoo@ms12.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1年以下 

     鉅昇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53328980
職務名稱：業務人員2人

工作內容：外面跑業務,幫忙場務

工作地點：

聯絡人：梁小姐 02-25868080

    e25119636@yahoo.com.tw

工作時間：

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不限      待遇：面議 

日班:09:00~18:30

   永勝租屋經理有限公司

        89308621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提昇公司內部不動產培訓課程

之規劃 資格：高中職/3年不動產實務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張小姐

         hr@123885.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21:00 

不動產訓練師-台北1人 

 待遇：面議

嶸華欣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12942771 
職務名稱：助理會計2

工作內容：處理公司帳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陳振祥

     polo@timar.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28847204 
職務名稱：網頁前端工程師1

工作內容：包協助構成與管理規劃網

站前端網頁架構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楊小姐 02-25166186#8621

        hr@rakute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資格：專科

    鴻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352962  
職務名稱：電子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負責各新機種開發設計繪圖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張小姐 02-87973990-212

         vivian@risu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資格條件：專科   待遇：月薪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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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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7976720 

職務名稱：MIS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簡小姐

       annie.chien@icatchinc.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大學/資訊工程或管理

管理與維護鼎新Workflow 

ERP系統及資料庫/資訊系統日常監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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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碁有限公司 

           23881408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1名

工作內容：資訊相關商品安裝(含軟硬體設定)

故障排除、電腦組裝/測試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聯絡人：簡素麗

         tina@wisetec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2619999 
職務名稱：資訊中心工讀生1人

工作內容：個人電腦軟硬體設備安裝測試

協助公司個人電腦系統故障排除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陳紫蘭

        cindycheng@acs.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電子工程(學)系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貝金企業有限公司

          23125951
職務名稱：商品設計人員2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

按件計酬/手提袋設計製作打樣

聯絡人：侯小姐 02-6600-9900#119

        maggie@goldshell.com.tw

   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48965636
職務名稱：帳務助理1

工作內容：會計交易登打入帳

聯絡人：林小姐 (02)25682211#20 

        annie.hsu99@gmail.com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時薪100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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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評國際有限公司
          13115429
職務名稱：就業服務專員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負責招募與甄選、訓練與發展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張國強  02-2935-5515

        leon0724777@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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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28847204
職務名稱：開店招商業務專員3人 

工作內容：網路店家,中小企業拓展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聯絡人：楊小姐 02-25166186#8621

        hr@rakuten.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台灣樂天 市場股份 有限公司

        28847204 
職務名稱： 資料庫管理 師1

工作內容：

聯絡人：楊 小姐 02-25166186#8621

       hr@rakuten.com.tw

人

資格條件： 專科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山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9:00~18:00 

管理與維護 MSSQL& MYSQL資料庫

    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843062 
職務名稱：法務人員1人 

工作內容：民、刑訴訟案之開庭,強制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聯絡人：林先生 02-81611588

    mia_fu@pacificstargroup.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法律學科類/2~3年

 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22662664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1內控制度建立 2會計帳務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楊小姐

         yoshinoyatw170@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會計暨內控人員1  

待遇：月薪4萬～5萬 資格：專科/會計學類

         永祥影視  
          24344814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1

工作內容：平面設計和網頁設計(3d)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聯絡人：張宇翱 0225500007

        galant5612@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人 

待遇：月薪2.5萬～4萬  資格：高中職

  帝緯系統 整合股份 有限公司

          23214665 
職務名稱： 軟體應用客 服工程師 3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 小姐

       dsichr1@mail.dsic.com.tw

人

資格條件： 專科/資訊管理 /1~2年經驗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山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9:00~18:30 

系統測試 /系統安裝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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