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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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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凌智股份有限公司徵清潔人員10人,傳送人員10人,打

蠟人員6人; 工作內容：一般病房清潔/領藥、送藥、

傳送病歷、護理站清潔/洗地、打蠟

工作地點:台北榮總醫院.上班時間:日班07:00~17:00

徵才時間：12月7日(三)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北投就業服務站 02-28981819

 北投行政大樓5樓（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重大工程暨製造業定期定點徵才
福客食品,力泰建設,家暘企業,卡騰實業,中榮塑膠廠,文信

電子,百菓園水果誠徵操作員73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

現場徵才：就業服務處地下室  02-25942277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1號B1)

徵才時間：12月9日(五)下午2時-4時30分

 <<『OKWORK幸福職場就業安心』大型就業博覽會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爭鮮,瓦城泰統,麥當勞,二十一世紀生活,味全食品,台灣和民,吉比鮮釀,台北牛乳大王,85度C,統一午茶,統一聖娜多堡,聯發國際餐飲,金田餐飲,三井餐

飲,必勝客,王品餐飲,摩斯漢堡,利晉工程,皇昌營造,維多麗亞酒店,台北美侖大飯店,班尼路Baleno,台灣華爾納,杏一醫療,莎莎國際,全家便利商店,朱銘美術館

台灣順豐速運,寶來曼氏期貨,花旗(台灣)商業銀行,雨潔國際,水啟動國際,訊崴技術,聯網國際資訊,瑞虹科技,南亞電路板,聯維有線電視

活動地點：臺北市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噴水池東側(近逸仙路)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   活動性質：綜合性產業就業博覽會/上 okwork填寫履歷另有抽獎!網

主辦單位：北市勞工局就服處  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徵才時間：12月11日（星期日）13:00-16:30

        科技業現場徵才活動
徵才廠商：康舒科技、台灣新蛋、水啟動、東訊

職缺：品保/專案工程師2名,軟體工程師70名,機

構工程師10名,作業員30名,韌體研發工程師20名

徵才時間：12月7日(星期三) 下午13：00-16：30

現場徵才：台北人力銀行 02-8663-1000 

勞工教育館2F、3F(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號)

       信義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歐艾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保全人員40名, 清潔

人員20名, 凌智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清潔人員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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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時間：12月8日(四)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信義就業服務站 02-2729-3138
 北投行政大樓5樓（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2555003
職務名稱：門市職員200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甘啟賢 02-26628121

         kan@mail.7-11.com.tw    

負責門市各項營運作業及顧客

服務,為全職工作,高中職或二五專以上畢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大學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國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長江保全誠徵保全員70

名,清潔員20名  

工作地點：台北市、新北市

徵才時間：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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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讚牛排館 

         26310374
職務名稱：牛排廚房學徒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 李先生 02-27397060 

       just_do_it92@yahoo.com.tw 

處理烹飪前與烹飪中之準備

工作/烹調西式料理的廚師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邵家咖啡館

         26212562
職務名稱：二廚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金小姐shaocafe@gmail.com

擔任廚師之助手，處理烹飪

前與烹飪中之準備工作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資格條件：不限/2~3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00/

           部份工時:17:00~21:00 

       頂好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家福(股)公司-家樂福，招募賣場工作人員30人/生鮮

作業人員20人/家電銷售人員15人/收銀結帳人員30人

/收銀辦卡人員20人/短期工讀生200人

工作地點：臺北市/新北市各家樂福賣場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東區地下街1號店舖)

徵才時間：12月7日(三)下午2時至4時

現場徵才：頂好就業服務站 02-27400922#123
    



   台灣克羅瓦雷克斯股份有限公司

           80190452 
職務名稱：網際網路行銷企劃1人 

工作內容：日本旅遊網站行銷企劃&業務行銷(

聯絡人：施小姐  02-21002520

         nicola.shih@glovalex.com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日語：精通

待遇：NT$35,000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奧維多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0660762 
職務名稱：藝術指導1人

工作內容：須對平面設計.包裝設計.印

刷產業認識/可帶動組員創意新思維

工作地點：

聯絡人：許小姐nina@owedo.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高中職/2~3年 

日班:09:00~18:30 

   台灣蜜珂國際有限公司

         28702431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專科/2~3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人事 02-27755566 

 angel.chen@enviedeneuf.com.tw 

工作時間：輪班 

營運部主任/副理(南區)1人 

嘉義以南之櫃點情報分析

   待遇：面議

      東京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28177582
職務名稱：業務助理1

工作內容：負責客戶訂貨、出貨、帳單

整理、業務聯繫/日文檢定二級以上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聯絡人：李淑萍tokyo.lee@xuite.net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人 

待遇：月薪2萬～3萬 資格：專科/2~3年 

  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6323471
職務名稱：(總管理處)會計專員2人

工作內容：帳務處理及審核/財務分析

聯絡人：Jessica  02-55825168#1111

       hr_girf@giraf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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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會計學/3~4年  待遇：面議

     杜樂麗心饌有限公司

          24483195
職務名稱：平面設計2人 

工作內容：平面設計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聯絡人：鄭博仁/蔡善易

         pc.vc.ic@gmail.com

工作時間：輪班:二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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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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崴祐電腦企業社  

          53085674
職務名稱：助理工程師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蘇峰毅

        accpop123@gmail.com    

工作時間：夜班:17:00~21: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資格條件：不限

協助電腦工程師處理電腦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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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儀服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5145700
職務名稱：商品企劃助理1名

工作內容：設計助理相關工作/商品企劃提案

/商品圖騰美術/商品試穿、採購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服裝設計相關

聯絡人：王小姐 02-86471585

        alicewang@liey.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待遇：面議

     港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6476145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網頁人員1人

工作內容：網站設計及維護管理

協助網拍平台後續處理/諳網頁設計軟體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賴秀樺 02-28131077

         service@gfsd1982.com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鋐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6224845 
職務名稱：財務人員3人

工作內容：

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資格條件：專科/會計/3~4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財務報表分析,經驗三年以上佳

,會會計系統  工

待遇：面議   

聯絡人：徐儷榕

         hsujosie@shaw.ca

      元霖企業有限公司

          16617396 
職務名稱：業務代表3

工作內容：有固定客戶拜訪學校,醫院為主

聯絡人：施揮揚 02-27332878

        nedshih@yahoo.com.tw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月薪3萬～6萬

工作時間：夜班:13: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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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亞共合實業有限公司 

          53084957 
職務名稱：行政助理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主管交待工作事宜及環境整理

資格條件：高中職  

聯絡人：李小姐 

        euroland@euroland.net.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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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

         74878031 
職務名稱：企劃人員1人 

工作內容：辦理服務專案形象推廣宣導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謝延仁 主任

       hondao-tp@hondao.org.tw

工作時間：日班:08:00~17:00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待遇：面議

        飛亞有限公司

          28651860 
職務名稱：外勤電腦維護工程師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張訓豪  04-23873939

         newyes.tw@gmail.com

資格條件：專科/1~2年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新北市永和區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夜班:14:00~22:00 

至客戶端維修、檢測電腦及相

關設備/線上處理客戶端設備問題

  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6323471  
職務名稱：(總管理處)櫃檯行政工讀生1人 

工作內容：行政庶務、訪客接待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Jessica 02-55825168#1111  
        hr_girf@giraffe.com.tw 

工作時間：部份工時:18:00~21:30/輪班 

資格：專科 待遇：面議

    和車股份有限公司 

        70380094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協助車輛調度2.訂車資料繕打

3.帳務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郭雅玲

        service@carrental.com.tw

工作時間：日班:13:00~21:00 

業務助理1  

待遇：月薪2.5萬

資格：專科/1~2年 

     上峰水電材料行
         99969425
職務名稱：門市1

工作內容：一般接聽電話.出貨打單

工作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聯絡人：張致文

        abc_999999@yahoo.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人 

待遇：2萬～2.5萬  資格：不限  

      亞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6589053 
職務名稱：硬體研發助理工程師2

工作內容：

聯絡人：Ruby林小姐

         ruby@yokecorp.com.tw

人   

資格：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具相關基礎學經歷背景

對硬體軔體設計有興趣者(無經驗可)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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