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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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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止就業服務站

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268 號
（02）8692-3963
( 汐止區公所 1 樓 )

淡水就業服務站

淡水區中正東路 2 段 73 號
( 紅樹林捷運站正對面 )

（02）2808-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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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資訊

暑期工讀陷阱多 臉書直播+勞檢 新北啟動打工防護網

樹林區保安街 1 段 7 號 4 樓
（02）2681-9453
( 保安立體停車場 4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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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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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青年學子在暑假順利求職，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逗、唱的表演方式，加上詼諧、活潑的語調及口白宣導

6 月 22 日前往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辦理求職防騙暨就

求職防騙觀念，希望讓學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

另外，為保障同學暑期打工安全，勞工局自 5 月開始

業隱私話劇宣導，現場也邀請同學上臺分享打工經驗，

今年亦結合校園徵才、畢業典禮、校慶及運動會等活動，

啟動青春專案，針對同學們較常打工的場所及學校附近

並透過有獎徵答活動，加深同學對求職防騙的認識，本

入校擺設攤位進行宣導，藉由多種互動活動，讓學生從

商圈，進行安全衛生及勞動條件檢查及宣導，截至目前

次宣導活動還透過「新北勞動雲」臉書全程直播，讓現

遊戲中學習到求職防騙及就業隱私的相關知識。

為止，已實施近 1500 場次，希望提供青少年朋友一個

場同學及未到場的民眾一起認識常見的求職詐術及應對

安全的打工環境。勞工局最後提醒，同學們在暑期打工

要做好「三大準備」，也就是一要蒐集應徵公司資料，

時，應留意工作環境及勞動條件是否合法，如有任何勞

勞工局長許秀能表示，為了讓同學遠離求職陷阱，勞

二要告知親友求職地點，三要檢視職缺資訊是否合理等；

資問題都可以向勞工局尋求協助，或上新北求職防騙專

工局每年皆辦理求職防騙校園巡演活動，今年除延續話

除此之外，在面試應徵時，也要謹記「七不原則」，如

區（http://jobsafe.eso.ntpc.net.tw） 及 諮 詢 專 線 (02)2965-

劇演出外，更邀請國內知名相聲劇團「吳兆南相聲劇藝

不繳錢、不購買、不簽約、不辦卡、不離身、不飲用、

3900 洽詢。

社」與「笑林豪傑」，以及布袋戲表演團體「蘇俊穎木

不非法工作等，以避免誤入求職陷阱。若不幸遇到慣老

偶劇團」與「臺北木偶劇團」參與演出，透過說、學、

闆，亦可透過「勞檢立即 GO」向勞工局檢舉，以保障自

就業
新知

新北幸福創業微利貸款 助攻正妹店長圓夢

佳佳 ( 化名 ) 就讀機械製圖科，雖然擁有一身製

外看著我。」
佳佳在創業初期經驗不足且資金有限，採購的設

的兔子，除了吸引更多親子客群，亦可緩和顧客等

卻難以忘懷從小深埋心中的餐飲夢，在男友的鼓勵

備皆屬簡易家用型，店內設施亦有耗損情形，她坦

候時間的情緒，頗有巧思。佳佳說：「創業除了

下，佳佳決定放手一搏開了「Yummy Yummy」輕食

言創業至今遇到最困難的挫折的是經營店面的「壓

讓她與家人的感情及互動更緊密，更期盼『Yummy

下午茶，為確保食品新鮮及控制成本，店內食材都

力」，也曾經一度迷失經營方向，為內用座位增減

Yummy』是與更多人分享美食的空間及聯繫感情的

由佳佳親自到市場採買，創業初期她不辭辛苦的背

及設備淘汰與否而傷透腦筋，直到尋求『新北市幸

好處所。」

著茶飲袋，扛著蛋塔箱子，邊叫賣邊發傳單，努力

福創業微利貸款』計畫的協助，透過創業資深顧問，

佳佳利用幸福創業微利貸款計畫圓夢

一對一諮詢、輔導，「Yummy Yummy」才有今日的

福創業微利貸款」提供免擔保人、免擔保品、最高

面。這股創業

新氣象。輔導過程中顧問給予的營運計畫書、財務

100 萬元貸款金額及 5 大免費服務（創業研習課程、

的勇氣，是來

規畫等建議，佳佳改變店內的經營模式；成功獲貸

專家諮詢輔導、創業貸款協助、貸後關懷陪伴及商

自家人的支

幸福創業微利貸款資金後，立即添購專業咖啡機，

品行銷推廣），目前已有 205 位幸福頭家取得創業

持，佳佳微笑

滿足消費者更多品項的需求。她也另外在廚房加裝

貸款，共核貸新臺幣 9121 萬元，協助創業初期所

著說：「雖然

收納櫃，更靈活運用空間。

遇資金融通問題。若您想進一步瞭解計畫內容，可

不支持，但時

營運狀況，顧問建議佳佳可以調整店內牆面廣告

常偷偷躲在店

板，並栽種植物美化店門前的平台；亦稱讚佳佳考

最新
消息

107 年度幸福創業
微利貸款計畫 7 月課程預告

一、創業進階班 (18 小時 / 場 )

日期

時間

地區

地點

1

7/10( 二 )
7/12( 四 )
7/13( 五 )

08:30
-17:00

三重區

三重區勞工中心 801 教室
(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9 號 8 樓 )

二、創業精進班 (3 小時 / 場 )

對象：有心提升及學習創業能力、經營能力者。
內容：創業實戰經驗分享及潮流商機主題式講座等。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區

地點

1

7/30( 一 )

13:30
-17:00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小 4 樓視聽教室
(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 133 號 4 樓 )

撥打諮詢專線 02-8969-2107) 或上新北市創業資訊
服務網（http://happy.eso.ntpc.net.tw）。

對象：已有初步創業構想，即將創業或已創業之民眾
內容：稅務法規、資金 / 行銷規劃、市場分析、計畫書撰寫等。

場次

創業路上，需要更多的支持及協助，「新北市幸

宣傳自己的店

獲得貸款後，顧問與輔導員再次訪視，關懷最新

勞工局許局長與三重商工林校長、話劇演員及現場學生合影

量店內客源多為附近住戶，店內飼養兩隻可愛討喜

圖的好本領，出社會馬上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家人嘴巴上說

提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己的勞動權益。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為避免求職詐騙，民眾找工作前

技巧。

事前預約好，專人服務讚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求職
專欄

打工謹慎防職災
青少年安全不可輕忽

夏天到來，年輕人放暑假時常常選擇打工賺外快，打工期間雖然短暫，
但是卻往往因為青少年缺乏職前訓練就要直接上手操作，經驗與能力上也
較為不足，無形中成為職業災害高風險族群。

傷病給付逐年增加 車禍成職災最大原因
根據勞保局的投保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 16 到 24 歲打工族在 7 到 9 月期間請

職場
名人談

名人談轉職！
看看名人怎麼轉換人生跑道

轉換自己習慣的工作，投入到自己不熟悉的工作環境，過程就很像是一場未知的冒險，必
須要有足夠的勇氣與充分的準備，讓我們看看這些名人是如何面對轉職的：

領相關職業災害給付有增加趨勢，傷病給付部分增加較為明顯，去年整體青少年有
750 人請領傷病給付、12 人請領失能給付、8 人請領死亡給付。而打工族最常見到
的職業災害中以「上下班公路交通事故」為最高，共有 1208 件，其次是「非上下
公路交通事故」的 169 件，「被刺、割、擦傷」則有 152 件居第三。車禍肇因事故
就高居前兩名原因，遠超過其他事故的總和，因此青少年不管是上下班或是工作需
求要駕駛交通工具，都應該要特別注意。

交通事故高風險要當心
打工相關的交通事故中，運輸業占了很大比例，工作內容不管是運送貨品、上下物
料、或是搬運移動，青少年若是不熟悉操作過程，容易因為輕忽而造成事故；除此之
外、青少年打工族大部分還未自己擁有汽車，也比較少利用大眾交通工具，絕大多數
都會騎乘機車，相對來說風險較高。但要特別注意，交通事故若要歸類為職業災害，
前提是不能肇因於勞工私人違反交通法令，像是無照駕駛、闖紅燈、酒駕等等。

熱情支持大膽投入轉職

卸下明星光環 重新開始

曾 經 導 出《 牯 嶺 街 少 年 殺 人 事 件 》、

在我國運動史上，首位奪得奧運金牌的跆

《一一》、《恐佈份子》的國際知名台灣導

拳道國手陳怡安，引起了當時全民學跆拳道

演楊德昌，大學就是學電機工程，畢業後他

的熱潮，也是鎂光燈的注目焦點。當她卸下

以電腦工程師身分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

體育明星的光環之後，陳怡安曾經擔任過體

學從事計算機微處理器與軟體設計，他因為

育記者等相關工作，直到她開始對手工業產

興趣而大量觀看電影，受到德國新電影的影

生興趣後，便全心全意投入這個新事業，除

響，後來回台就投入影劇產業，從執導電視

了自己學習如何製作，也主動研發，凡事親

節目後開始受到注目，進而被中影啟用為電

力親為，甚至教導學員作香皂。原本從零開

影導演，從此之後一砲而紅成為台灣新電影

始，經過多年努力之後，如今不斷展店也累

的重要角色。

積不少通路，開創了自己的香皂王國。

善用自己的能力 開創新局

發現能力不足 轉職開拓另一片天

美國最受歡迎的主持人歐普拉，年輕時擔

曾寫出《幻想交響曲》的音樂家白遼士，

任晚報記者，由於她播報新聞方式太富有個

由於父親是醫生的影響，讓他從小就開始學

人情感，不受到電視製作人的青睞，但她因

醫，但他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且缺乏從醫

雖然是打工，但是青少年缺乏社會經驗，往往沒有注意工作該有的權益，除了基

此轉換跑道，成為白天電視節目的角色，當

的興趣時，毅然決然轉而投入音樂的事業，

本的薪資、休假、上下班時間之外，也要特別注意是否享有保險，勞工從報到當天

這節目一砲而紅時，她把原來自己的弱點轉

但是當時他只曾學習過一點樂器，甚至還沒

開始，就應該享有勞、健保並提繳勞退。若青少年無法確認雇主是否有主動投保，

換成優點，一步步往上爬，最終成為最知名

學習過鋼琴。在他後來不斷的努力之下，客

可以撥打專線查詢自己是否有加保，或是直接拿健保卡到各地勞保局辦事處查詢。

也最具有影響力的脫口秀主持人。

服了自己原本的不足，創作出不少知名的曲

簽訂契約要注意 勞健保確保自身權益

否則一旦發生職災才發現權益受損，屆時求償無門得不償失。

目流傳至今。

職業疾病莫輕忽 身體健康要保護
除了職業傷害較為立即明顯之外，職業疾病也是容易輕忽的問題。職業疾病指的
是在工作時，暴露在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以及其他因子導致身體產生
的疾病，認定需由醫生診斷確認。像是長期暴露在高音量的環境當中導致聽力受損、
或是處在高粉塵場域導致呼吸疾病，都屬於職業疾病。青少年若處在高風險的環境
中，需要懂得保護自己的身體，雇主也應該提供應該有的合格配備以避免員工受到
傷害。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就

業

機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會

就

就 業情報雙週刊

三重站 (02 )2974-1192
公司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製圖員

高職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30,000~35,000 元

工務課員

不拘

08:00~17:00

三重區

月薪 30,000 元

元誠捲門有限公司

自動控制工程師

不拘

08:00~17:30

五股區

月薪 27,000~30,000 元

益壯企業有限公司

業務人員

專科

08:00~17:30

新莊區

月薪 28,000~60,000 元

大洋拖吊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人員

高中

07:00~15:00
16:00~00:00

三重區

月薪 23,000~25,000 元

安正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美編行政助理

不拘

09:00~18:00

深坑區

月薪 30,000~40,000 元

精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

高中

08:00~17:00

新店區

月薪 24,000 元

通盈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機車宅配

不拘

09:00~17:00

新店區

月薪 27,000~45,000 元

梵雅股份有限公司

工務助理

高中

二班制

中和區

月薪 24,000 元

日班保全人員

國中

07:30~19:30

坪林區

月薪 29,300 元

聯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中天企業行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中和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駿浩企業有限公司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中和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晚班社區清潔人員

不拘

13:00~17:00

永和區

大小貨司機
（技術人員）

不拘

08:00~18:00

永和區

月薪 30,000~33,000 元

物流倉管儲備幹部

不拘

10:00~19:00

永和區

月薪 28,000~35,000 元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聖傑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技術員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砡群股份有限公司

包裝作業員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景福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機械組裝工

高中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9,760 元

作業員

高職

08:30~17:30

樹林區

月薪 24,000~26,400 元

金屬製品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鶯歌區

月薪 24,000~35,760 元

三易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豐騰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薪資

月薪 25,000 元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臣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場務管理人員

專科

08:15~17:30

汐止區

月薪 25,000~40,000 元

祥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廠區保全人員

不拘

07:00~19:00

汐止區

月薪 27,500 元

夢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人員

不拘

09:00~19:00

汐止區

月薪 24,000~28,000 元

統一洗染有限公司

整燙作業員

不拘

09:00~18:30

汐止區

月薪 22,000 元

美商鐳潽元件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產線作業員

不拘

08:30~17:30

汐止區

月薪 23,000~28,000 元

公司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佳榮泰廣告有限公司

一般會計及出納

專科

09:00-18:00

土城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寶之川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製造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7,120 元

松驊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沖壓、模具技術人員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三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6:30

土城區

月薪 25,316~30,753 元

有嘉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操作工

不拘

08:30-17:30

土城區

月薪 24,000~24,480 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網拍出貨正職人員

不拘

09:30~18:30

蘆洲區

月薪 25,000~29,000 元

美和印花製版有限公司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蘆洲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東漢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早夜班保全人員

高中

輪班二班制

蘆洲區

月薪 30,000~40,000 元

螺絲學徒
【缺工就業獎勵】

不拘

08:00~17:00

林口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30~17:30

林口區

月薪 24,000~28,320 元

裕福國際有限公司

兆伸螺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海力空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立名鋼模有限公司

作業員 ( 缺工就業獎勵 )

不拘

08:00~17:00

五股區

月薪 24,000 元

元誠捲門有限公司

PLC 相關工程師技術人員

不拘

08:00~17:30

五股區

月薪 27,000~30,000 元

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五股區

月薪 24,000~28,800 元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大樓及辦公室清潔員

不拘

07:30~19:30

新莊區

月薪 22,000~24,000 元

廠務助理

專科

14:30~17:30

新莊區

時薪 140 元

普羅集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

不拘

08:30~18:00

泰山區

桓峰科技有限公司

電機技術人員

高中

08:30-17:30

新莊區

月薪 24,000~38,000 元

毅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沖壓模具設計工程師

專科

08:00~17:00

泰山區

登豐工業有限公司

其它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新莊區

月薪 24,000~26,640 元

聖旻鋼模有限公司

其它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新莊區

月薪 24,000~29,280 元

職缺名稱

學歷

工作時間

上班地點

施作人員

不拘

08:30~18:00

淡水區

月薪 25,000~28,000 元

櫃場中控人員

專科

08:00~16:00
16:00~00:00
00:00~08:00

八里區

月薪 33,000~38,000 元

汽車裝配技術員

高職

08:00~17:20

八里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綠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銷售人員

高中

12:00~21:00

八里區

月薪 23,000~40,000 元

元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紡織機操作員

不拘

08:00~16:45

淡水區

月薪 23,500~24,000 元

果子廣告有限公司
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

薪資

淡水站 (02)2808-3525
公司名稱

薪資

五股台 (02)2298-8527

學歷

傳家畫廊

薪資

蘆洲台 (02)8285-8397

職缺名稱

德川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 140 元

職缺名稱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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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

土城台 (02)8262-3500
公司名稱

月薪 24,000~26,640 元

汐止站 (02)8692-3963
公司名稱

聖昌企業有限公司

薪資

板橋站 (02)2956-3512
公司名稱

出刊日期：107 年 7 月 5 日

學歷

泰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站 (02)2913-8685
東之亮國際餐飲開發有限公司

會

職缺名稱

特立潔環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機

永和台 (02)2923-7590

職缺名稱

勤剛工業有限公司

業

薪資

綺益彩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薪 140 元
月薪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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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 車床技術人員

高中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30,000~32,000 元

品管檢驗人員

高中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22,000~30,000 元

金緯美車科技企業行樹林分店

汽車美容專業人員

不拘

11:00~21:00

樹林區

月薪 25,000~27,000 元

安怡木業有限公司

小客 ( 貨 ) 車司機

不拘

08:00-17:00

樹林區

月薪 35,300 元

業務助理

大學

07:50-17:10

樹林區

月薪 22,000~25,000 元

廣合科技有限公司
惠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信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