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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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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蜜珂國際有限公司

          28702431
職務名稱：專案設計師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人事 02-27755566#111

         hr@enviedeneuf.com.tw      

具備五年以上室內設計、

百貨專櫃相關工程經驗及估價

工作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專科/室內設計學系/5~6年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港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647 6145  
職務名稱：美工設計網頁人員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賴秀樺 02-28 13107 7

         servi ce@gf sd198 2.com

網站設計及維護管理協助網拍

平台後續處理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不限  待遇：面議

工作時間：日班:09:0 0~18: 00 

     快譯通股份有限公司

          84115857  
職務名稱：美術編輯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人事部 job@instant.com.tw

電腦動畫繪圖與動態製作

           電子圖檔製作與編修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經驗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西門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東京都環保服務有限公司誠徵清潔員10名

工作內容：台北車站轉運站清潔工作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工作時間：日班0700-1600/中班1600-2200

夜班2200-0700  待遇：月薪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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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二)下午2時至4時

       承德就業服務站現場徵才
『首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誠徵(早班)

高鐵列車整理員10名，(晚班)高鐵列車整理員10名

『凌智股份有限公司』誠徵病房清潔員20名，停車場

清潔人員10名 /工作地點：北投榮總

徵才時間：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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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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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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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儲備代書10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黃小姐

        s256188@sinyi.com.tw      

辦理不動產買賣合約簽立

產權移轉登記等手續

工作地點：台北市信義區  待遇：4萬

資格條件：大學/地政、土地資源管理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淡江大學數位語文研究中心

          37300900 
職務名稱：視障電話客服人員5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王尹伶 02-26209750

        cdlr@mail.iwillnow.org      

淡江大學盲生資中心視障電

話客服人員/電信業務滿意度調查

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朔方科技有限公司

           28680106 
職務名稱：專案維護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駐點維護電腦及印表機

聯絡人：allen.wu 0933820022
         c.y3906@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待遇：1.8萬～2.5萬 資格條件：專科/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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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作內容：對硬體軔體設計有興趣者

工作地點：

聯絡人：林小姐

        ruby@yokecorp.com.tw

工作時間：

待遇：面議 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大學/電機電子工程

日班:08:30~17:30 

     精興國際有限公司

         28145415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資格：大學/1~2年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聯絡人：陳小慈 02-28111677轉14

         jx004@jx-intl.com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 

ERP、RD開發人員4人 

   待遇：面議

ERP、RD開發

 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6087755
職務名稱：採購助理3

工作內容：Process item availability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聯絡人：Kate Lu  02-27845352
    manpower@manpowertw.com.tw

工作時間：日班 

人 

待遇：月薪2.8萬～3萬 資格：專科/1年

      朔方科技有限公司

         28680106
職務名稱：維護工程師2人

工作內容：電腦維護/印表機維護

聯絡人：allen.wu 0933820022
        c.y3906@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

資格：專科  

工作地點：新北市三重區 待遇：面議     

待遇：基本月薪～3萬

  大裕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4334490  
職務名稱：實習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管道工程、鋼構工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　

聯絡人：蘇日春 02-23826288

        plenty0602@yahoo.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資格條件：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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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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宬揚企業有限公司 
          53085674
職務名稱：包裝人員兼送貨司機1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莊小姐 

        jurjl_1234@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8:00

待遇：面議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　

資格條件：高中職/1~2年

包裝、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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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07005228
職務名稱：水電配管線人員3名

工作內容：室內裝璜/大樓管線配置/架設工程

工作地點：台北市士林區　　　

資格條件：不限

聯絡人：湯秀雯 tang.hsiuwen@g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 

 待遇：面議

     丸金實業有限公司
         24350131
職務名稱：金屬加工安裝人員(鐵工)2人

工作內容：金屬鐵件製作安裝(鐵工)

工作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聯絡人：陳小姐

        k5586.6688@msa.hinet.net

 

待遇：面議    資格條件：高中職/1~2年 

工作時間：日班:08:30~06:00 

        醄醴有限公司
           27450204
職務名稱：泡菜製作現場作業員1人

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資格條件：不限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泡菜原物料清洗 切菜,泡菜製作

待遇：面議     

,

聯絡人：李麗霞

        tao.lee@msa.hinet.net

    東京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28177582
職務名稱：食品工廠作業人員1

工作內容：食品生產、包裝

聯絡人：李淑萍  

       tokyo.lee@xuite.net

人 

資格條件：高中職/2~3年 

工作地點：北市南港區 待遇：2萬～2.5萬

工作時間：日班:09:30~18:30 

軟
體
設
計
職
缺

電
腦
硬
體
職
缺

   智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50814 
職務名稱：MIS管理工程師1人

工作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待遇：面議

工作內容：伺服器網站管理維護、架設

資格條件：大學  

聯絡人：蘇小姐

        rose-su@gamefirst.com.tw

工作時間：日班/夜班/輪班

技
術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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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86468118 
職務名稱：網路系統工程師1人 

工作內容：網路架構規劃及專案管理

資格條件：專科 

聯絡人：邱智芬

        elainechiu@az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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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快遞 股份有限 公司

          70764991
職務名稱： 台北運務員 2名

工作內容：

聯絡人：林 先生

         frank@chex.com.tw

資格條件： 高中職 待遇：月薪 2.5萬

工作地點： 台北市中山 區　

工作時間： 日班:08:00~18:00

銀行票據業 務運送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4467879  
職務名稱：資訊管理人員1人 

工作內容：設定、檢修網路設備

工作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聯絡人：管理部黃小姐

        katie@lvd.com.tw

工作時間：日班:09:00~18:00 

資格：高中職/2~3年  待遇：面議

  美台磁材有限公司 

        13089554
職務名稱： 人

工作內容：進出貨點收、包裝、庫存明細

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

聯絡人：李小姐

        coregain@ms56.hinet.net

工作時間：新北市汐止區

倉管人員1  

待遇：面議  擅長工具： Illustrator  

資格：專科/3~4年 

     銓信實業有限公司
         86009634
職務名稱：作業員1

工作內容：線上作業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

聯絡人：郭美莉小姐 02-28965018

        poly4938@hotmail.com

工作時間：日班:08:30~17:30 

人 

待遇：面議  資格：專科/電子工程系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5505603 
職務名稱：職業大客車駕駛員(松山.

木柵.內湖.南港)15

工作內容：

聯絡人：黃淑美 02-29822886#202

       1480@capital-bus.com.tw

人   

資格條件：松山、文山、南港、內湖

工作時間：輪班 

待遇：面議

 

駕駛市區公車、公路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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