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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7325092
職務名稱：人力資源顧問3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林小姐 02-27087118#206

        researcher@amci.com.tw

1.人才蒐尋,面談,工作配對

 2.客戶關係服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4~5年經驗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哈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5310 1631  
職務名稱：招募專員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廖先生 02-22 99512 2

        gld12 @gree n-lan d.com .tw

人才招募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資格條件：專科/1年以下  待遇：2萬～3萬

工作時間：日班:09:0 0~18: 30 

       聯鼎法律事務所

          04135228  
職務名稱：法務助理1名

工作內容： ,

聯絡人：鄭小姐 (02)2722-2999

        ddinglaw@ms12.hinet.net

法務案件的送審 法院的開庭

資格條件：大學/1~2年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家事多有限公司誠徵儲備幹部8名,家事組長4名,日薪

服務員15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

工作時間：日班：08:00~18:00  月休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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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聯合徵才

神旺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外場服務員6人,中

餐廚房助手2人,房務員2人,兼職洗滌員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同區、中山區、大安區

徵才時間：11月14日(一)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27400922分機123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佐登妮絲誠徵美容師及美容助理12人,新加坡商德安徵

外務專員10人 工作地點：大臺北區 工作時間：日班

工作內容：客戶臉部及身體美容及專業諮詢/行政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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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二)下午2時至4時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熱海大飯店,北投溫泉渡假飯店,麗禧溫泉酒店,春天酒店,泉都飯店,荷豐溫泉會館誠徵稽核主管1名,業務助理5名,櫃檯員17名,訂房員

5名,出納員5名,餐飲服務員29名,貨物搬運員5名,清潔員34名,救生員2名,餐務領班1名,中餐廚師(港式點心)3名,西餐廚師6名,廚師助理5名

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現場徵才：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6樓)

徵才時間：11月1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景美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大無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10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 工作時間：二班制 

工作內容：駐點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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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四)下午2時至4時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誠徵實習服務員30名

工作地點：臺北市內湖區

工作內容：接待/點菜/上菜/收碗  待遇：時薪105-125元

徵才時間：11月14日(一)下午2時至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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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時薪賣場工作人員,時薪收銀暨

服務人員;內湖店15人&大直店10人&三民店15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內湖&大直&松山待遇：時薪100元起

徵才時間：11月16日(三)下午2時至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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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思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2677365
職務名稱：會計工讀1人 

工作內容：協助帳務管理及帳本基本key-in

聯絡人：楊欣如 02-87125287

        jennifer@ideawealth.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待遇：時薪100  資格條件：不限/1~2年經驗

    城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0661050
職務名稱：會計助理1人

工作內容：開發票.銀行郵局事務.

帳務處理      

工作地點：

聯絡人：蔡秋仙 02-2773-1210

      erica@metro-town.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台北市中山區　

資格：專科/商學院/1~2年經驗   

日班:08:30~17:30 

      永日星有限公司

         12879307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繪圖美工

資格：不拘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聯絡人：李店長  (02)23880836

         sunstar.joe@msa.hinet.net

工作時間：日班 

繪圖美工 1人 

   待遇：面議

 台灣聯通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6517413 
職務名稱：電子設備維護人員3

工作內容：對電腦、電子機器設備組裝

配線有基礎的認知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張小姐 02-25235000#122

     b0021@taiwan-parking.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高中職/電子科    

   展欣科技企有限公司

        86305797 
職務名稱：MIS程式設計師1人

工作內容：寫程式：ASP,Javascript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陳小姐 

        techcom5054@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部份工時:08:00~21:30 

資格：大學/2~3年  待遇：面議

     景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219680
職務名稱：製程品保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協助量產前打樣.協助測試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聯絡人：郭凱立  elly@tpms.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30  

資格條件：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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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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美企業有限公司
         33754205
職務名稱：作業員3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世明 0229895314

         sc762128@seed.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不限

處理收縮包裝封口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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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利德電球股份有限公司

          53323107 
職務名稱：工程助理1名

工作內容：協助工程研發人員完成工作

故障排除、電腦組裝/測試

工作地點：新北市鶯歌區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林容暄  02-86780887

        emilylin@unile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待遇：面議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3167712 
職務名稱：採購部開發品質業務1人

工作內容：與客戶確認圖面後與廠商協調

需要經常性國內出差(不用應酬)/會開車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張小姐career@pasona.com.tw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1~2年

精通英文(多益600分以上)會日文尤佳

工作時間：日班

     公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45708 
職務名稱：Web應用系統分析師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資格條件：大學/資訊管理/3~4年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具UML，SA/SD文件撰寫能力

待遇：面議     

聯絡人：王文焄 

         hr@kelly.com.tw

   德創股份有限公司

          27761621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1

工作內容：工程資料建檔及外包管理

聯絡人：王正傑  02-27200121

         job@jwe.com.tw

人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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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領航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27740041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2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設計、繪圖、美術編輯

資格條件：高中職/1年以下  

聯絡人：劉先生 02-2331-1053

         a27740041@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軟
體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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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99607296
職務名稱：主辦會計1人 

工作內容：日記帳帳務登錄處理

資格條件：大學/會計系/3~4年經驗    

聯絡人：李秀鳳 02-23894915#12

        ludylee@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工作地點：台北市萬華區　待遇：面議

   臺北汽車 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

          35505603 
職務名稱： 技工5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黃 淑美   02-29822886#202

        1480@capital-bus.com.tw

資格條件： 高中職 待遇：月薪 3萬～3.5萬

工作地點： 新北市三重 區

工作時間： 日班/輪班 

引擎、電工 修護,路故修理排 除

       鎧峻網路拍賣

         27732160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2人 

工作內容：設計主題框架.網路賣場頁面設計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鄭竣謚  02-28220547 

        admiralpili@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1~2年經驗/PhotoShop,Corel Draw

  群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425488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到客戶端維護POS、PC軟硬體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徐惠芝 02-27839488#120

         judy@mail.emis.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夜班:15:00~00:00

助理系統工程師1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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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網站管理維護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蘇小姐 

       rose-su@gamefirs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輪班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大學

溢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20765290
職務名稱：食品工廠生產線作業員12

工作內容：

聯絡人：邱世樑

   steve.evergiant@hotmail.com

人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月薪2萬～2.5萬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食品工廠生產線作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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