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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人力網 網站： http://www.goodjob.nat.gov.tw

「雖是清潔工作，但我很踏實」
新北伴浪子脫毒入職場

抱病前來監獄探望阿銘的父親語重心長地說：「我
不知道我的身體還能撐多久？」，而那就是父親留給
阿銘最後的身影。出身富裕家庭的阿銘，在同儕與好
奇心引誘下，15 歲那年首次接觸毒品，雖未成癮，但
與朋友聚會時仍會吸食，而阿銘自恃可以控制毒品。
28 歲那年站上人生高峰，家庭事業兩得意的他，孰料
2 年後生意失敗，未曾遭遇挫折的阿銘，無法面對現
實，自此躲進毒品的世界裡，陷入毒癮的深淵。
進出監獄長達十年間，妻離子散。最後一趟入監，
隨著家人一個個相繼辭世，再沒人等著他回家，一次
因緣際會結識現在的女友，女友不顧父母反對，始終
不離不棄陪在阿銘身邊。阿銘回憶過往：「毒品讓我
失去所有，想到母親的淚、父親的話、女友啜泣的身
影，都是我最深的痛…」阿銘不禁落下了男兒淚，告
訴自己：絕不能再失去！
去年出監後，暫住朋友家的阿銘，為謀生計，四處
求職，卻到處碰壁；為求生存，阿銘接受朋友安排至
賭場工作，但身處高風險環境下，讓阿銘日益不安，
甚至於假釋報到時不敢驗尿；知情的友人為幫助阿銘
早日脫離苦海，於是提供他新北市就業服務處更生就
服專線，再三考量下阿銘終於提起勇氣拿起電話求
助。
就服員鄭瑞書表示：「主動聯絡我們的阿銘，一開
始對我們的邀約卻是再三推延，但我相信他是真的想
脫離那環境，只是欠缺了支持！」於是就服員親自前
往賭場，與阿銘深談並了解他的就業意願，取得阿銘
信任後就服員便積極推介適合工作，並陪同他至友善
企業「居家美清潔」面試。「居家美」劉主任表示：「初
見面時，我覺得他和一般人沒什麼不同，因為比起學
歷、背景，我重視的是態度！」，劉主任馬上答應僱
用阿銘，並安排宿舍讓阿銘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而
就服員瑞書仍持續陪伴輔導，並多次前往職場訪視，

更不吝分享自身的經歷，讓阿銘的生活與工作逐漸進
入正軌。歷時一個多月，阿銘終於脫離原來的環境搬
進宿舍，全心投入工作，又因其工作表現優異，於今
年 5 月升任為組長。阿銘表示：「雖然只是清潔工作，
但是對得起良心，讓我安心、感到踏實。」接著他說
今年清明掃墓時，感覺父母在天之靈已經原諒我，感
謝上蒼、新北市就業服務處及一路上幫助過我的所有
人！

就業服務處長林澤州表示：
「幫助一個更生人就業，就等於幫助一個家庭重生！」
就服處自 105 年 5 月起開辦「更生受保護人就業輔
導計畫」，並與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合作，
由專案就服員提供職涯測評、陪同面試、深度就業諮
商、職業訓練等資源，並結合就業促進工具及持續開
發友善雇主，幫助毒癮及更生朋友找工作。在他們順
利就業後，仍持續職場訪視及追蹤關懷，協助渡過職
場適應期。截至 107 年 3 月底，已成功協助 121 位
穩定就業。有需求的更生朋友可洽本專案就服專線：
（02）2936-2992 尋求協助。

廣告

新北就服助中高齡
找回自信與快樂
再創職涯契機

踩著沉重的腳步來到三重就業服務站的老張 ( 化名 )，對
著就業服務員嘆道 :「唉…年紀大工作真的不好找，但為了
生活及孩子我要繼續打拼…」。
現年 54 歲的老張，育有兩子，長子就讀高職，次子為重
度身心障礙者，白天安置於教養院，為了照顧年幼孩子及
支應生活費用等龐大經濟開銷，老張自退休後就積極地尋
求返回職場的機會。四處求職的老張，期望工作除了要能
應付生活開銷，還要能配合接送次子上下課時間，因此，
求職過程屢屢遭拒，為了維持家計，老張僅能靠著四處打
零工維生。
後來，老張來到三重就業服務站，就業服務員耐心聆聽
及提供專業諮詢後，便開始幫老張媒合工作，但是囿於工
作時間等因素一直無法順利找到合適工作。多方評估下，
就業服務員決定運用「臨時工作津貼」的就業促進方案，
因為，這是最能符合老張在短期內需有相對穩定收入及配
合接送次子彈性工時的要求。就業服務員推介老張至校園
擔任工友一職，輔導推介過程中就業服務員積極的擔任校
方與老張間的溝通橋樑，並努力爭取面試機會。面試後，
校方認為老張態度十分誠懇、積極，同時在瞭解老張家庭
的處境後，也願意彈性調整工時，配合其家庭照顧需求。
上工後，老張主要負責修繕校園內各種器材及設備，曾
從事水電、粗工等工作的老張，在操作上十分駕輕就熟；
偶爾老張也會支援校方辦理各類活動。不推託、肯努力、
認真打拼的精神及高度的負責態度，獲得校方極度賞識和
肯定，也讓校方在 6 個月的「臨時工作津貼」方案結束前，
決定將老張轉任校內自聘員工予以重用，正式成為這個大

最新
消息

家庭的成員之一。成功轉任為正職員工的老張，不只獲得
一份穩定的工作，更重新創造自己生涯的另一個肯定。
特地前來就業服務站表達感謝之意的老張，言談中充滿
自信與快樂，與先前簡直判若兩人，老張說：因為就業服
務員一路以來的陪伴及從旁協助與關懷，讓他由求職、面
試、媒合上工到成功轉正職得到莫大的支持！也讓老張解
決經濟上的燃眉之急又能兼顧家庭，順利地重返職場再創
職涯契機。
我國已邁入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依勞動部調查資料中
顯示，中高齡勞動參與率於民國 105 年已達 62.42%，勞
動力人數為 432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7.4 萬人或 1.74%，
顯示中高齡勞動人數逐年增加。雇主對於中高齡求職者，
應予正面態度，給予再就業機會及友善對待、支持。為利
失業中高齡、銀髮人才等特定對象失業勞工再投入職場，
政府特別規劃多項就業促進方案措施。期能助弱勢求職者
爭取就業機會，亦讓雇主提高僱用弱勢求職者之僱用意
願。如雇主或失
業勞工欲瞭解相
關辦法，歡迎洽
詢本市各就業服
務站，就業服務
員將竭誠為您服
務。

107 年 6 月 15 日新北市 現場徵才活動歡迎您

為協助本市想求職的朋友順利就業，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
處將於 6 月 15 日 ( 五 ) 舉辦中型現場徵才，當天邀請 20 家
廠商直接與求職者進行面試，減少交通來回奔波的時間，並
提供「職涯諮商服務」，幫助民眾自我探索展現優勢，提昇
面試成功機率，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加。活動詳情可上新北
市人力網 http://www.goodjob.nat.gov.tw 或電洽就業服務處免
付費電話：0800-091-580（您就業、我幫您）。

日期

時間

6 月 15 日 10:00( 星期五 ) 14:00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現場徵才
蘆洲區公所 7 樓禮堂
活動
(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5 號 7 樓 )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據點
據點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三重就業服務站

三重區重新路 4 段 12 號

（02）2976-7157

板橋就業服務站

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 號

（02）2959-8856

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店區中興路 2 段 190 號

（02）8911-1750

新莊就業服務站

新莊區中正路 425 號

（02）2206-6196

求職總會面對形形色色的工作選擇，面試的過程雖然不長，但如何在這短暫

汐止就業服務站

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268 號 ( 汐止區公所 1 樓 )

（02）8692-3963

的幾十分鐘間抓住主考官的心，讓他對你激起好奇、甚至願意讓你進入到下一

土城就業服務台

土城區金城路 1 段 101 號 ( 土城區公所 1 樓 )

（02）8262-3500

五股就業服務台

五股區五工六路 9 號 ( 五股勞工活動中心 1 樓 )

（02）2298-8527

永和就業服務台

永和區竹林路 202 號 ( 國父紀念館 1 樓 )

（02）2923-7590

樹林就業服務台

樹林區保安街 1 段 7 號 4 樓 ( 保安立體停車場 4 樓 )

（02）2681-9453

淡水就業服務台

淡水區中正東路 2 段 73 號 ( 紅樹林捷運站正對面 )

（02）2808-3525

新莊公所就業服務台

新莊區中正路 176 號 ( 新莊區公所 1 樓 )

（02）2991-6380

蘆洲就業服務台

蘆洲區三民路 95 號 ( 蘆洲區公所 1 樓 )

（02）8285-8397

職場
星座

你求職面試時是充滿優勢的星座嗎?
關就顯得特別重要，讓我們來看看哪些星座在求職時具有特別的優勢：

事前預約好，專人服務讚
提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毫無保留老實人 處處細節處女
處女座對於細節非常的講究，因此不喜歡在面試時說謊，將自己的一切
娓娓道來毫不保留的回答給面試官，也因此容易讓面試官留下極為深刻

求職
專欄

就業保護個人隱私
避免資訊遭到挪用

的印象。

奮力求取拼向上 動力驅動天蠍

求職的過程中，求職者都會遇到面試的關卡，每間公司依據習

天蠍座喜歡與他人競爭，因此抓住機會會想要努力表現自己，不大會有

慣與需求各有不同的面試方式，除了面對主試官五花八門的各種

所保留。遇到有其它能力好的競爭對手，也會挑戰到底，積極的態度有

問題之外，有些問題看似與工作項目無關，實際上涉及個人的隱

時候雖然會比較過火，但是在茫茫競爭者之中更容易被面試官看到。

私，我們需要特別的注意防範，以免無形間被侵犯個人權益。

現代社會注重隱私
在媒體的大量曝光之下，個人的「隱私權」逐漸受到重視，為了保障個人生活的私領域不受到他

動用人脈挖資源 社交高手天秤

人干擾，保護個人的資料就顯得特別重要。在求職時主要特別需要保護我們的生理資訊、心理資訊、

天秤座喜歡運用自己的社交關係來攫取自己所需，面對求職的準備時一

及個人生活資訊不被任意洩露。

樣需要藉由人脈資源來獲取一切的就業訊息，藉由別人的資訊快速增加

生理資訊、心理資訊、及個人生活資訊

自己的見聞，藉由這些別人所不知道的眉角來快速打開通關。

生理資訊包括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
心理資訊包括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個人生活資訊包括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隱私相關問題頻率高 若被問到要顧好

信心十足迎挑戰 勇敢面對獅子
獅子座具有強烈的企圖心，目標遠大且不害怕挑戰，面對問題與挫折

以上所提到的就業隱私問題，實務上求職者最常被問到的隱私相關問題像是智力測驗、心理測驗、

都當作是可以讓自己變強的歷練過程，也因此不容易被現實面所擊倒

婚姻狀況、家庭背景和戶籍等相關問題的頻率較高，其次為生理相關如血型、重大疾病、體檢、視

，只要能拿出對自己信心滿滿的表現，就能夠在面試過程中拿高分。

力與色盲、是否擔負家庭經濟與刑事紀錄證明等。

部份職業需求可能會有提供相關資料
以上所提到的就業隱私，仍有可能因為該公司職缺的專業性、經濟性、或是目的需求性需求而可
能必須提供。例如要應徵保全人員，對方為了確保你身家清白且無不良嗜好，所以需要提供「警察

兼容並蓄集大成 多才多藝雙子

刑事紀錄證明書」，若應徵的是行銷人員對方要你提供此份資料的確不合理且侵犯隱私，但是保全

雙子座符合大部分面試官喜歡的優點，像是充滿靈性、聰明、口才一流

人員依照保全業法有要求：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肅清煙毒條例、麻醉 藥品管理條例、毒品危害

且活力充沛，因此在面試時具有極大的多重魅力，雖然有時候太多面向

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等等罪行則不得擔任保全人員，故若不提供相關

不容易被理解，但是只要善用自己的表現，就容易讓面試官喜歡。

證明而拿不到該份工作就屬於合理範圍，或是像是從事食品從業人員，依規定從事食品接觸的工作
不能夠有會造成食品污染的相關傳染病如 A 型肝炎、結核病、傷寒等等，故應徵該類工作就有可能
要提供相關的醫療測試。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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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站 (02 )2974-1192
公司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錦松米行

小客 ( 貨 ) 車司機

不拘

08:00~18:00

五股區

月薪 40,000~45,000 元

川山科技有限公司

汽車維修技術人員

不拘

08:00~17:00

三重區

月薪 30,000~40,000 元

亨泰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CNC 車床儲備幹部

專科

早晚二班制

五股區

月薪 32,000 元

銀凱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人員

專科

早晚班排班制

三重區

月薪 26,000~38,000 元

威宏實業有限公司

品管檢驗人員

不拘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23,000~24,000 元

薪資

新店站 (02)2913-8685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工程師

專科

08:15~17:30

新店區

月薪 32,000~34,000 元

富美上光有限公司

(3K) 操作工

不拘

08:30~17:30

中和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育美五金有限公司

工務司機

不拘

08:00~17:00

新店區

月薪 30,000~50,000 元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維修工程師

專科

08:30~17:30

新店區

月薪 27,000~40,000 元

立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高中

08:20~17:30

新店區

月薪 23,000~24,000 元

博祥企業有限公司
將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宏閣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薪資

CNC 車床技術人員

高職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5,000~30,000 元

作業員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24,000 元

製造業繪圖工程師

專科

08:30~17:30

土城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焊接、切割工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6,000 元

業務助理

高職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24,000 元

土城台 (02)8262-3500
公司名稱
新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揚電裝股份有限公司
東眾有限公司
雨王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潤模特 ( 股 ) 公司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薪資

電子設備裝修技術員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時薪 140 元

採購人員

專科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7,000~35,000 元

作業員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包裝作業員

不拘

09:00~18:00

土城區

月薪 22,000~24,000 元

作業員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6,000 元

五股台 (02)2298-8527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30~17:40

五股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物流配送司機

不拘

09:00~17:30

五股區

月薪 32,000~33,000 元

立泰特殊印刷有限公司

機械操作員

高職

08:00~17:00

五股區

月薪 25,000~31,000 元

威伸興業有限公司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泰山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亨泰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產線工程師

大學

輪班兩班制

五股區

月薪 30,000~32,000 元

禾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沛有限公司

薪資

新莊站 (02)2206-6196 / 新莊公所台 (02)2991-6380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作業員

不拘

08:30~17:30

新莊區

月薪 24,000 元

其它機械操作工

高職

08:00~17:00

新莊區

月薪 25,000~28,000 元

台北縣小販業職業工會

行政助理

高中

08:30~17:30

新莊區

月薪 24,500 元

淶安國際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專科

09:00~18:00

新莊區

月薪 30,000~40,000 元

慶展塑膠有限公司

作業員

不拘

08:00~17:30

新莊區

月薪 22,000~23,000 元

東元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同鈞產業有限公司

出刊日期：107 年 6 月 5 日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汽車維修技師

高中

排班制

中和區

月薪 28,000~35,000 元

摺紙師傅

不拘

輪班兩班制

中和區

月薪 28,000~36,000 元

盛詮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操作工

不拘

08:30~17:30

中和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新北市私立松永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 ( 養護型 )

機構看護工

不拘

輪班兩班制

永和區

月薪 27,500 元

送貨司機

高中

08:00~17:00

中和區

月薪 30,000-50,000 元

協信裁紙有限公司

薪資

薪資

汐止台 (02)8692-3963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工程助理

專科

08:00~17:00

汐止區

月薪 26,000~32,000 元

鈺鏵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工程師

高職

08:00~17:00

汐止區

月薪 25,000~30,000 元

鈺鏵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型操作技術員

不拘

08:00~17:00

汐止區

月薪 25,000~35,000 元

全晟特化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工

不拘

07:00~17:00

汐止區

月薪 35,000 元

漢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作業員 ( 印刷 )

不拘

09:00~18:00

汐止區

月薪 25,000 元

科亞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

蘆洲台 (02)8285-8397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不拘

日班

蘆洲區

月薪 30,000 元

高年級安親班老師

高職

日班

蘆洲區

月薪 23,000~29,000 元

聯興空調技術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高職

08:30~17:30

蘆洲區

月薪 25,000 元

城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配送產品司機

高職

08:00~17:30

八里區

月薪 34,000~37,000 元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約用職能治療師

大學

08:00~16:30

八里區

月薪 43,041 元

春凱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私立愛麗斯幼兒園

巨原企業有限公司

會

學歷

台灣客喜達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薪資

板橋站 (02)2956-3512
連盛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昱軒實業社

職缺名稱

公司名稱

機

永和台 (02)2923-7590

職缺名稱

公司名稱

業

薪資

淡水台 (02)2808-3525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薪資

城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配送產品司機

高職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34,000-37,000 元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補焊作業員

高中

08:00~17:00

淡水區

月薪 22,000-22,000 元

中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人員

高中

08:30~17:30

八里區

月薪 28,000-32,000 元

威宏實業有限公司

品檢人員

不拘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23,000-24,000 元

快樂學園

幼教老師

專科

07:30-18:00

八里區

月薪 25,000 元

樹林台 (02)2681-9453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操作工

不拘

07:30~16:30

樹林區

月薪 24,000~24,480 元

唯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膠製品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22,008~26,285 元

昇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排版技術人員

不拘

08:30~17:30

樹林區

月薪 22,500~35,000 元

昇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檢驗人員

不拘

08:30~17:30

樹林區

月薪 22,500~26,000 元

機械設計／繪圖人員

不拘

08:30~18:00

樹林區

月薪 22,000~25,000 元

一般會計及出納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25,000~28,000 元

三銘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台京有限公司

薪資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