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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預約好，專人服務讚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專線：0800-091-580

新北勞動雲：https://ilabor.ntpc.gov.tw/

新北市人力網 網站：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GoodJob

致力中高齡續留職場＋促進青年就業
勞工局明年成立樹林站、後年設立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11 月 18

最新
消息

侯友宜市長聽取報告後表示，青年政策必須向下紮根，尤其新時代的技職教

日在市政會議提出「新北就服、全

育，例如幼保、物流、電動車、長照科系的人才培育，都必須與政策、產業轉型

出，新北市全國首創「青年就業三

外勞優秀查察員黃文哲延緩退休為例，「65 歲退休實在沒什麼道理」，美國總

力出擊」專題報告，處長林澤州指
箭」，今年上半年締造青年失業率

8.7% 全國最低，首創設立「婦女及
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倡導「顧
家好企業」、為企業留住好人才。

因應疫情也推出安心上工等短期就業機會及 100 場徵才，另為避免「畢業即失

業」，也推出「初次尋職就業服務 2.0」及「職業訓練補助」，協助青年度過難關。
勞工局長陳瑞嘉也補充表示，我國人口紅利將從明年開始負成長，勞動力人口

每年預計減少 10 萬人，在少子化和高齡化衝擊之下，如何將婦女及中高齡勞工

續留職場，同時讓青年儘速投入職場，是勞工局的工作重點。此外，勞工局也將

在「青年就業公民審議」的基礎上，持續導入「青年參與式預算」，讓預計 111
年成立的「青年交流及職涯發展中心」，透過青年自己提案、票選出最符合需求
的空間與服務規劃，持續跨局處合作傾聽青年心聲，徹底落實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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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就業服務站

中和區景安路 118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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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店區中華路 43 號

新莊就業服務站

New Taipei Cit y

發行人 / 陳瑞嘉 總編輯 / 林澤州

三重區重新路 4 段 12 號

板橋就業服務站

新北頭路

和時代趨勢緊密結合，創造學用合一，拉近校園與職場距離。侯市長還以勞工局

統兩位候選人 70 多歲都還在拚，他期待私人企業能夠鼓勵更多有意願繼續工作
者延退。包括衛生、社會、教育等相關局處，也都表示會協助婦女及中高齡勞工
「照顧不離職」，以及在托兒、托老、托育方面人才培育的配合。

「感恩你們，我兒子現在上班很好，謝謝兩位恩人。」專題報告一開始就呈現

某位成功就業個案母親的感謝函，說明就業服務是一項助人的工作，而且透過專
業陪伴，把長期失業者推介成功就業，不僅解決了勞動力缺口，也是第一線就服
員最大的成就感來源。「有溫度的服務富有熱忱且將心比心，看見個案一張張滿
意的笑容，是就業服務不斷前進的核心價值。

就服處報告還指出，勞工局將在達成「區區有 ( 就服 ) 據點」目標後，明年將

樹林台提升為新北第 8 站，完整提供樹三鶯地區所有求職求才、失業認定、諮詢
服務，減少舟車勞頓，讓市民安居樂業在新北。

青年就業公民審議提 12 項建議
勞工局長代表市府接下報告書 允諾列入政策參考

一起關心青年就業！新北市政府 11 月 16 日舉辦「青年就業公民審

有很高的期待，勞工局會依照權責分工，將勞權保障、改良就業資訊

共同聆聽青年代表提出的「打造青年創業資源平台」、「建立友善職

善雇主名單的推動，也會督促相關局處納入未來預算編列和政策推動

議政府回應會」，勞工局邀請經發、教育、研考、文化等相關局處，

場雇主名單」、「促進校園與職場工作連結」等 12 項建議，並由勞

工局長陳瑞嘉代表市府接受意見報告書，各局處代表也與青年交流互
動。相關建議將由各局處納入政策參考，現場互動熱烈。

介面等，積極向中央反映，至於地方層級的職訓升級、職災預防、友

的參考。議員洪佳君也以在鶯歌推動多場參與式預算的經驗，鼓勵青
年一定要多多參與地方公共政策。

勞工局攜手台北大學社會系團隊舉辦的青年就業公民審議，利用暑

回應會是由 4 場區域會議的回顧影片開場，百忙之中特別抽空參與

假期間在新店、汐止、三重、淡水召開 4 場區域會議，共計 240 位青

北市已經推動「青年就業三箭」多年，為了更貼近青年朋友需求，勞

共識，最後撰寫成意見報告書，把各項建議提供市府納入施政參考。

兩場活動的侯友宜市長身影也收錄其中。陳瑞嘉局長致詞時表示，新
工局透過公民審議來徵集創意與建議，也感謝所有參與青年。在回應
時段，陳瑞嘉則指出，他充分感受到青年對職涯發展、就業與創業，

年參與，最後選出 20 名代表，於 10 中旬還進一步與專家對話、凝聚

現場並由來自泰山區、剛從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畢業的江佳
玲，代表朗讀報告書，她自己很關心青年就業與職場陷阱議題，今天

提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地址

三重就業服務站

淡水就業服務站

預約電話

（02）2976-7157

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 號

（02）2959-8856

新莊區中正路 425 號

（02）2206-6196

淡水區中正東路 2 段 73 號
( 紅樹林捷運站正對面 )

（02）2246-1250

（02）8692-3963

（02）2808-3525

（02）8911-1750

新北幸福創貸助父子開創事業
子承父業進軍有機市場

「爸爸的夢想由我來守護 !」，琉璃園食品商行創辦人盧照程為延續父親

盧光輝近 40 年的有機事業，開始嚐試、研究各種養生食品，進軍有機食品市
場。隨著國民健康意識抬頭，現代人對健康食品的需求逐年增長，而吃的健

康、活的自然一直是父親盧光輝畢生努力的目標，照程也繼承父親創造生機
品牌的理念，極力推崇健康飲食，希望帶給消費者全新的健康概念。

高中就讀餐飲科的盧照程，畢業後在餐飲界服務，因為一場車禍讓他無法久站工作，轉行後雖曾創下 8-9 萬元月

薪，但因不忍父親獨自一人搬貨、送貨，因而離職接手父親事業。除了販售各式有機餅乾、乾貨、抓餅蛋餅皮產品，
還有老麵饅頭系列以及新開發的水蒸餐包，主要透過有機食品商店寄售或是公家機關、社區大樓展售，每日必須親

送當日純手工現做的餐包、老麵饅頭至各店家，辛勤的早出晚歸為的是希望讓消費者更加重視食品的安全、天然性。
創業初期，照程持續擴展寄售店家、開發新客源，但即使有父親的人脈，上中游廠商應付款都需要週轉金，在籌

措資金過程中，經父親引薦「新北市政府幸福創業微利貸款計畫」，藉由免費的創業課程學習撰寫創業計劃書，輔
以創業顧問的指導，改善公司的財務與資金規劃方式，在取得 50 萬貸款資金挹注後，可做為事業營運週轉金，也能

更專注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未來，照程除了延續舊顧客，也將積極開發新客戶、新產品，朝開創自己的生機品牌邁進，
琉璃園食品商行有了父親的經驗傳承和照程自身的努力，將會持續穩定成長。

勞工局長陳瑞嘉表示，創業除了自助更需要人助，為了協助新創業及創業未滿 3 年的微型企業，「新北市幸福創

業微利貸款」提供免擔保人、免擔保品、最高 100 萬元貸款金額及 5 大免費服務（創業研習課程、專家諮詢輔導、

創業貸款協助、貸後關懷陪伴及商品行銷推廣），開辦迄今已有 221 位幸福頭家取得創業貸款，若民眾在創業初期
有資金融通問題或想進一步瞭解計畫內容，可撥打幸福創業諮詢專線 (02)8969-2107，將有專人為您提供完全免費
的服務，或至「新北市創業資訊服務網（http://happy.eso.ntpc.net.tw）」查詢。
特別以「蘿莉塔」造型盛裝出席，更讓現場感受到一片青春洋溢。

青年的建議涉及職涯發展、勞動權益、創業育成 3 面向，包括「建

立青年創業資源平台」、「增加職涯發展規劃與青年就業參與式預
算」、「促進校園與職場連結」、「加強國高中職涯輔導與培力」、「職

免疫情造成「畢業即失業」，更推出「初次尋職青年就業 2.0」及「應

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接受輔導最高可補助 3.5 萬元。未來勞
工局將持續傾聽、貼近青年需求。

訓課程再升級」、「建立友善職場雇主名單」、「增加創業課程名額

與類別」、「推動地方創生的輔導」等 12 項建議，勞工局特別邀請
研考會、教育局、經濟發展局、文化局代表一同聆聽青年聲音，未來
也會督促納入施政參考。

勞工局就業服務處補充，新北市 109 年上半年青年失業率 8.7%，

為全國及六都最低，除持續推動「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非典

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斜槓青年職能培力」就業三箭，另為避

本報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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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專欄

後疫情時代工作難找
如何成為無往不利的職場戰將

在疫情嚴峻的時代，嚴重影響了全球的產業與經

濟，許多產業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然而，求職者要

三、不斷的創造與創新

雖然，有時墨守成規不容易出錯，但是在這變動

如何才能保有優勢職場競爭力，保有職場存在感，

的時代，各行各業都面臨到「不進則退」的困境，

今求職者最為重要的學習課題。

變，就沒有預測未來產業發展的能力，甚至於未能

不受疫情影響，維持正常的收入與事業發展，是現

掌握關鍵能力 一起成為炙手可熱的人才吧！

在疫情期間，許多企業為了縮減支出，一方面對

外減少或停止招募職缺，對內則是開始放無薪假，

甚至於實行裁員精簡人力，而另外一方面則是企業
轉型，引進資訊系統和 AI 人工智慧取代例行性工
作，全面數位化。求職者想擁有高薪，必須事先掌

求職者與在職者也是陷入同樣冏境。如果保持不

修學習，嘗試新觀念、新技術，除了能為公司降低

成本，更能提升自我競爭力，成為不被取代的企業
中流砥柱。

四、懂得解決複雜問題

所取代，同時也不會被 AI 人工智慧搶奪工作，將

維方式和智力活動，是許多專業人士認為必要的技

職者，也不要忘記要隨時精進自己，為爭取高薪或

言可喻。首先要有系統性的思考，並於蒐集資料後

成為求職者現在最重要的學習課題。然而，就算在
更高階的發展做好準備。

精進自己 培養關鍵能力的５大方式
一、保持良好的溝通

良好的溝通能力是成功人士的共通點，不光是訓

練口才，各種形式的訊息傳遞都是溝通的方式，懂

能。若你是能為公司解決複雜問題的人，其地位不
快速比對出差異，順勢找出問題所在，並對問題提
出最快速、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並持續追蹤與修正

五、要懂得反省與挑戰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答案，職場上前輩的經驗之

時間內，完成高效率的工作績效，並且能與人建立

自己的看法，面對其他想法時，先不要全盤接受，

最為重要的好能力。

二、善用團隊協作的力量

鼠

展，甚至於會陷入無法解決的僵局。凡事都應該有
更不要全盤否決，人人都需要不斷地自我反省以及
挑戰的精神，這並非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找到
符合現狀的最佳解決方案。

牛

發個人潛能，學習到新知與新技術，藉此達到團隊
效益最大化，創造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更要時刻
保持專注力與動力，隨時應變工作上出現的挑戰。

夠大有所獲，就連自身的職位以及薪酬也跟著步步上升，在

【屬牛】正值需謹慎理財的流年

犯太歲的你，在 2021 年需要貴人扶持，才能有機會化解危

機。要謹慎理財，也不要輕易的更換工作，一動不如一靜，

虎

【屬虎】不求大富大貴，但求收入平穩

過去疫情影響眾多產業，導致許多員工放無薪假而生計困

羊

兔

【屬兔】投資求財設妥計畫是重點功課

屬兔的你在 2021 年能擁有「名」，但在工作上多了些責任，

猴

【屬龍】有財無庫凡事小心

屬龍的你，可別忘了在 2021 年要安太歲，雖然財運旺盛，

但如果策略不對，錢財就會左手進右手出，這就是典型的「有

雞

狗

高層次的發展，少不了要借助貴人的好運氣。建議要與自己
的同事搞好關係，有利於拓展自己的職場發展及財富上升，
雖然是好的流年，但不宜留太多的現金在身邊，以避免不必
要的意外，導致錢財流失。

屬猴的你在 2021 年運勢發展容易受到波動影響，顯得有點

起伏不定，容易大起大落。需要處理的事物也是非常多，若
主動，順向思考逆向操作。

【屬雞】需要提升競爭力的一年

屬雞的你在 2021 年名利雙收，工作運勢十分旺盛，會出現

比較多的貴人。在職場前輩的提攜與提點之下，能獲得許多
爭力，並且認真工作，才能保持好運氣。

【屬狗】要規律有度養成良好作息

屬狗的你在 2021 年的運勢非常低迷，在職場當中容易有

口舌之爭，不利於工作發展，在財運上同樣不太穩定，搞不

好會出現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現象。雖然運勢較為低迷，
但幸好過去努力工作，還是會有貴人來相助。建議別忘了在

2021 年要安太歲，更要好好維護職場人際關係，這樣才能擺

累積財富。

屬蛇的你在 2021 年運勢比前幾年好許多，想要運勢得到更

【屬猴】改變思維，轉變投資策略

需要努力，多虛心向前輩們學習各種工作經驗，提升職場競

建議要保持儲蓄，如果想置產，則可以選擇購屋，能有機會

蛇

好每一步。健康方面也需多多注意。

不錯的發展機遇，對於事業發展非常有幫助。但不代表你不

財無庫」，在充滿考驗的一年，除了需具備頑強的意志力，

【屬蛇】現金存起來就對了

變動，生活會陷入非常奔波的狀態中。不但事業運和財運受

改變舊有思維，多吸收新知，接收新的理財觀念，化被動為

事業，同時也不要忘記多多充實學習，建議不要太過自信，

龍

屬羊的你在在 2021 年有破財的可能性，會面臨很多阻礙和

是不能妥善處理，很容易會陷入瓶頸。如果想要突破，就要

需要多加強「利」，因此，要用心研究如何發展可以賺錢的
而做出孤注一擲的決定。

【屬羊】破財的一年，切勿隨意投資

老前輩多多幫忙，尤其是要重視資深員工的指導，並謹慎走

勢表現都是比較平平，基本上處於沒有多大進展的狀態，但
習慣，自然就能兼顧好工作與家庭生活。

握時機努力打拚。

阻，且事業發展停滯不前，除了安太歲之外，更需要職場的

難，幸好屬虎的你在 2021 年收入平穩，雖然在各方面上的運

能妥善管理資產，建議要設定好目標，並保持自發自律的好

是在健康方面，千萬別忘了安太歲，可以在家裡和辦公室的

否則犯了口舌，是非就會降臨。財運方面表現不錯，可以把

就盡量別借，最好把收入通通都存起來，不要任意流通。除
雕飾，可以旺財旺運。

屬馬的你在 2021 年各方面運勢的發展都非常不順利，特別

出，就能為事業打下基礎，千萬不要跟著周遭的人一起議論，

對象，對於親友們之間的借款行為，則要量力而為，能不借，
了「安太歲」拜財神之外，建議可以在東北方擺放金色的雞

【屬馬】擺放聚寶盆把錢聚起來

東北方擺放聚寶盆。切記多做事、少說話，在工作上默默付

而輸了裡子。

留在原地發展反而會有更佳的運勢。更重要的是要慎選合作

要大得多，共事的感覺能讓人動力更強、更願意投
要學會投入團體融進社群，彼此教學相長，才能激

2021 年屬鼠的你事業運勢日漸上漲，不僅在工作當中能

馬

必謹記「保守」二字，在工作事業上，切勿為了想贏到面子，

一群人一起共同努力，遠比單打獨鬥的力量還

入，表現也會更好。尤其是在這資源共享的時代，

【屬鼠】要謹言慎行，不宜過度擴張

2021 年裡將有望取得不錯的事業成就。建議要穩健行事，務

作法，如此才能做一個為公司積極解決問題的人。

談，在現在快速轉換的世代中，有時會限制公司發

良善溝通，建立彼此互信互賴的好關係，是職場上

議換個思維與策略，重新再出發，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事事必定豁然開朗。

「解決問題」，是一種兼具創造性、操作性的思

得妥善運用，例如：視訊通話、E-mail、Line，都

是現今必備的重要溝通工具。在工作上即能在第一

學習、愛情等目標，都一一實現吧！事實上，保守估計明年疫情仍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才能保持我國防疫模範生的稱號。若大家想提升財富運勢，建

汰的工作者，隨時被吞沒、取代，時時保有創造與

創新的精神，才能在市場上成為常勝軍，不斷的進

2021 生肖財運報你知

告別疫情嚴峻的 2020 年，象徵重新出發的 2021 辛丑牛年即將到來，相信大家都會想要重新振作起來，迎接全新的運勢，無論是事業、財務、健康、

提早轉型，導致無法與時俱進，容易成為被時代淘

握知識產業技能，除了培養關鍵能力，成為企業之

間最炙手可熱的人才，更要讓自已不被其他競爭者

職場
測驗

豬

脫壞運氣。

【屬豬】遵守紀律步步為營

屬豬的你在 2021 年運勢變化比較大，因為凡事不愛出風

頭，所以自身事業發展很緩慢，導致發展平平，甚至會處於
原地踏步的狀態。在新的一年驛馬星動，經常需要外出辦公

跑業務，雖然會比較忙碌，但只要堅持下去，在年底會有意
想不到的好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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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就業情報雙週刊

就業機會
公司名稱

不拘

工作 時 間

08:00~17:00

上班地點
八里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康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特別助理

其它機械操作工

國中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30,000 元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納原企業有限公司

包裝作業員

不拘

08:30~17:30

五股區

月薪 25,800~30,000 元

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博瑞歐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資訊專業人員

專科

08:30~18:00

三重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自動化機械加工技術人員

不拘

09:00~18:00

三重區

倉管人員

專科

08:00~17:00

五股區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川日企業有限公司

幾何次元股份有限公司
麥豐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職 缺 名稱

三 重 站 (02)2 976 -71 57
學歷

包裝作業員

08:00~17:00

上班地點
淡水區

月薪 23,800 元

金融專業人員

專科

07:30~15:30

淡水區

月薪 30,000~35,000 元

品管檢驗人員

高職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27,500~32,000 元

亞的有限公司

業務助理

高中

09:00~18:00

八里區

月薪 26,000 元

月薪 30,000 元

鈞徽有限公司

廚師助理

不拘

11:00~21:00

三芝區

月薪 32000~36500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三生石農業開發有限公司

經營管理主管

高職

08:00~17:00

三芝區

月薪 35,000~40,000 元

不拘

08:00~17:00

上班地點
坪林區

月薪 23,800 元

行政助理

專科

08:30~17:30

深坑區

月薪 26,000~31,000 元

倉管人員

高職

08:30~17:30

深坑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郵務袋整理人員

高中

08:00~17:00

新店區

月薪 24,000 元

柏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會計

高職

08:30~17:30

永和區

月薪 28,000 元

筆星實業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

高職

08:30~17:30

中和區

月薪 26,000~30,000 元

伊美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得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身心障礙人福利促進協會

公司名稱

信威電子有限公司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黑木股份有限公司

信綺絲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騰昱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翔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員
( 坪林區茶葉博物館 )

職 缺 名稱

板 橋 站 (02)2 959 - 8 8 5 6

其它機械操作工
園藝栽培工

自動化機械加工技術人員
其它機械操作工
塑膠製品操作工
電子工程師

學歷

專科

工作 時 間

工作 時 間

艮達工程有限公司

職 缺 名稱

中和 站 (02)2 24 6 -1 2 5 0

薪資

學歷
高職
高中
高職
高職
高職
專科

工作 時 間

上班地點

08:00~17:00

三峽區

08:00~17:00
08:00~17:00
07:00~16:00
08:00~17:00
08:00~17:00

板橋區
土城區
土城區
三峽區
土城區

薪資

薪資

月薪 24,000~25,000 元

月薪 26,000~30,000 元
月薪 26,000~30,000 元
月薪 25,800~29,236 元
月薪 26,000~28,000 元
月薪 35,000~38,000 元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昌鑫鋼鐵工業有限公司

展晟科技有限公司汐止廠

宗盈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聯有限公司

晴揚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全穎電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職 缺 名稱

淡 水 站 (02)2 8 0 8 -3 52 5

職 缺 名稱

學歷

汐止 站 (02)8 6 92-3 9 6 3
學歷

工地工務助理
作業員

品質客服工程師

汐止區

專科

08:30~17:30

高中

薪資

汐止區

月薪 26,000 元

汐止區

月薪 28,000 元

月薪 23,800 元

DIP 組長助理

不拘

08:00~17:00

蘆洲區

月薪 24,000~25,000 元

技術人員

高工
以上

08:30~17:30

五股區

月薪 28,000~33,000 元

美編設計助理

職 缺 名稱

高職

學歷

上班地點

不拘

08:30~17:30

土城區

國中

08:30~17:30

新莊區

不拘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倉管人員

不拘

機械組裝工

包裝作業員

永和區

工作 時 間

其它機械操作工

包裝作業員

09:00~18:00

新 莊 站 (02)2 2 0 6 - 61 9 6

廣鑫機械有限公司

電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8:30~17:50

08:00~17:30

塑膠製品操作工

東元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上班地點

高中

亞太模型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禽業有限公司

工作 時 間

薪資

不拘

不拘

08:30~17:30

08:00~17:00
08:30~17:30

08:00~17:00

月薪 25,000 元

薪資

土城區

月薪 25,800~26,316 元

新莊區

月薪 25,800~28,638 元

樹林區

樹林區

月薪 25,000~30,000 元
月薪 32,000~35,000 元

月薪 26,000~30,000 元
月薪 29,000 元

更多職缺

請上新北人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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