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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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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媒體公關專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蘇小姐 

        rose-su@gamefirst.com.tw       

具媒體公關實務經驗

2年公關公司或線上記者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310 1631  
職務名稱：婚紗攝影助理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李小姐 hrm@k uos.c om.tw

協助攝影師完成拍攝任務,

接受攝影師指導及工作分派執行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10:0 0~22: 00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限公司

          84453385 
職務名稱：新聞採訪記者(台灣電競)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小姐 hr@wayi.com.tw

電競/遊戲產業新聞採訪撰寫

職業隊伍選手訪問及報導

資格條件：專科/大眾傳播學/1~2年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中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徵照顧服務員30人

工作內容：陪伴照顧就醫膳食清潔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待遇：時薪110~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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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三)下午2時至4時

<<餐飲服務業聯合專案招募>>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二鍋)&家成股份有限公司(漢堡王)&岩島成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值班襄理20名, 兼職計時人員50名,門市管理幹

部30名, 門市服務人員正職/兼職5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8663-1000現場徵才：台北人力銀行

          勞工教育館3F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號)

徵才時間：11月24日(四)下午1時至4時30分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家福,浤菖生技,安心食品,駭客環衛,三德觀光大飯店,大鼎清潔誠徵賣場工作人員30名,中餐廳領班1名,

中西餐廳正/兼職服務員12名,生鮮作業人員20名,家電銷售人員15名,收銀結帳人員30名,收銀辦卡人員20名,

倉管司機1名,化妝品研發3名,業務助理2名,業務代表3名,會計2名,門市儲備幹部50名,兼職計時人員100名,

電話開發人員10名,病媒消毒員2名,清潔員35名

徵才時間：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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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大潤發內湖一店,大潤發內湖二店,大潤發中崙店,大潤發景平店誠徵賣場營業人員(商品陳

列、補貨),接待人員,收銀兼職人員,生鮮人員(熟食/水產/蔬果),3C銷售人員,維修人員,安

管人員18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松山區，新北市中和區

信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信義區

現場徵才：

          (臺北市 信義路五段15號11樓)

徵才時間：11月24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輔大保全誠徵保全員5名,浤菖生技誠徵化妝品研發3名

業務代表3名,會計助理2名,業務助理2名,倉管司機1名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02-2790-0399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徵才時間：11月25日(五)下午2時至4時



  全國加油站洲美站股份有限公司

          29206826
職務名稱：月薪加油員5人 

工作內容：油品販賣.相關產品販賣.洗車服務

.人員管理  

聯絡人：徐錦榮

       npc84@npcga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待遇：月薪2萬～2.5萬 資格條件：不限

         宏福商行
         17549093
職務名稱：外送人員1人

工作內容：水果外送 月休四天

工作地點：

聯絡人：何小姐  02-27064989

工作時間：

待遇：基本月薪～3萬

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高中職

日班:08:30~17:30 

    柔美飯店企業有限公司

         80167641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清潔、整理住房服務-----等

資格：不拘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賴雅娟/陳小姐 02-2503-1133

        roumeihotel@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 

房務員-柔美飯店5人 

   待遇：面議

台灣克羅瓦雷克斯股份有限公司

        80190452 
職務名稱：網路行銷企劃&業務人員3

工作內容：本旅遊網站行銷企劃&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施小姐 02-21002520

      nicola.shih@glovalex.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月薪3萬～4萬 資格：專科/1~2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17958483
職務名稱：專員1人

工作內容：學齡前弱勢兒童家庭的知

識關懷/說故事比賽,行動閱讀

郵寄：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88號12樓

聯絡人：陳若琪  02-23676441 

       sca.h884@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資格：大學/2~3年  待遇：時薪120元

     美台磁材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業務行政助理2人 

工作內容：收發信件歸檔，轉達資訊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郭凱立  elly@tpms.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資格條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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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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28759089
職務名稱：會計人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符玉娟 leo@givita.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大學/1~2年

負責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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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麗華企業有限公司

          31299928 
職務名稱：業務專員(士林區)15名

工作內容：開發新客戶及舊客戶持續優質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林小姐 02-82856873

         usco1870@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泛亞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3166236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5人

工作內容：事前客戶聯繫.資料準備工作

需學習基礎行銷及基本專業知識

工作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聯絡人：廖先生 (02)8260-2007

        bill2008ay@yahoo.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維思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2677365 
職務名稱：專案執行專員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資格條件：大學/1~2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專案企劃及執行

待遇：面議     

聯絡人：楊欣如 02-87125287

       jennifer@ideawealth.com.tw

  網路中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70535344
職務名稱：產品企劃人員10

工作內容：具備英文聽.說.讀.寫流利；有

機會參加國際會議  

聯絡人：廖小姐 

        mlliao@digiage.com.tw

人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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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恩養生包點商行

          27740041 
職務名稱：饅頭生產員~無經驗可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待遇：2.2萬至3萬

工作內容：操作機器～饅頭生產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馬先生 02-2769-2609　

        masimon64@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6:30~13:3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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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榤祐新清潔維護有限公司

        24459081
職務名稱：垃圾清運司機1人 

工作內容：社區大樓的垃圾集中,分類

處理及載運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賴小姐 02-27111133

        belive1030@yahoo.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4:00~20:30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杜樂麗心 饌有限公 司 

          24483195
職務名稱： 晚班櫃台出 納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鄭 博仁/蔡善易 

         pc.vc.ic@gmail.com

資格條件： 高中職 待遇： 面議

工作地點： 台北市大安 區　

工作時間： 輪班:二班制 

排班制/會POS系統,收銀機結帳

       懿圖有限公司

         53357979 
職務名稱：儲備店長2人 

工作內容：外場管理,吧檯管理,內場管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唐懿萱 0223255840

        lieblings88@gmail.com

工作時間：輪班

  

資格：不限   待遇：月薪2萬～2.5萬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6517321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行銷活動規劃及執行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聯絡人：顏小姐

     recruit.hrd@cosmosbank.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整合行銷企劃人員1  

待遇：面議  擅長工具： Illustrator  

資格：專科/藝術商業設計/3~4年 

   崴騰國際通運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1

工作內容：文件OP人員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聯絡人：江小姐 02-27679628

       chiang@ueiter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勝德國際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12702977 
職務名稱：會計專員1

工作內容：

聯絡人：吳宜惠

       pt@power-tech.com.tw

人

資格條件：大學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中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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