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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幸福」創業家開創特效之路 再現影片後製新價值
近年全球影視產業

創業前，佩伶也曾擔心未來的客源，不過她相信只要

萬元貸款金額及 5 大免費服務（創業研習課程、專家

有舊客戶還有老師、同學介紹業務，再加上宣傳行銷，

廣），開辦迄今已有 225 位幸福頭家取得創業貸款，若

蓬勃發展，影像後製、

有競爭實力，不怕沒生意，在業界已累積 6 年人脈的她，

在電影、電視劇集、廣

已闖出一番好成績。不過在創業初期，仍需要資金購買

特效合成也廣泛應用

告 等。82 年 次 的 賴 佩

伶，看準市場對於特效
合成製作的需求，創立
巧橋設計有限公司，期
望成為新一代小型後
期製作公司。

個性外向、樂於挑戰和學習的佩伶，自在學期間即在

業界公司實習，也曾擔任 3D 燈光合成師、視效合成師
主管等職務，對於業種、業態相當熟悉，因為希望自己

的作品、特色被看見，讓從學校畢業不到 5 年的她勇敢

創業，從影像後製特效合成、2D 及 3D 動態圖像等實拍、
虛擬特效皆是她獨自完成，「成為獨立製作影視的高端
影像藝術家」是佩伶對自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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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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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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重新路 4 段 12 號

板橋就業服務站

新北頭路

專業的軟硬體設備，幸好，在籌措資金的過程中，透過

朋友介紹得知「新北市政府幸福創業微利貸款計畫」，
經由創業課程，也讓佩伶瞭解市場評估、如何計算公司
損益等等，更解決了事業營運的週轉金需求。

未來，佩伶將持續朝建立個人品牌邁進，除了接案外，

也開始接觸一些 3D 課程來增進自己的能力，並希望透

過經營 YouTube 或是爭取實體課程講師來增加曝光機
會、提高知名度，賴佩伶深信，只要把實力培養好，客
源自然找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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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協助少年開創職涯新方向

因為複雜的家庭因素，「想賺錢、可以開心的玩，跟

利的錄取賣場工作職缺，開心得在第一時間跟輔導員報

他參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少年就業輔導方案」，

懷陪伴、運用僱用獎助津貼計畫資源提供雇主雇用的誘

儘快獨立過生活」是 16 歲的小堯的目標。經由社工轉介，
在就業輔導員的專案協助下，小堯接受職業心理測驗、
深度就業諮詢及職涯探索課程，擬定自己的職涯規畫。

規劃完成的下一步，是引導小堯參加職業探索課程及

見習。小堯不但學到基本勞動法規、自我情緒控管、發

進入職場，在就業輔導員推薦及陪同參加面試後，他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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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

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衝擊下，非典型勞動者大為增加，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

諮詢輔導、創業貸款協助、貸後關懷陪伴及商品行銷推

力運用調查報告顯示，從事非典型勞動以 15-24 歲的青年為最多，其中以大專以

民眾在創業初期有資金融通問題或想進一步瞭解計畫內

年輕化的情況，繼而導致有就業但收入低於標準的貧窮工作者增加，更加速其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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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教育程度的畢業青年居首，並發現投入非典型勞動市場之就業者年齡有越來越
為長期失業者。

新北市政府推出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針對設籍或實際居住新北市，

年滿 18-29 歲，畢業後（未就學）近 2 年內曾從事非典型工作合計 3 個月以上，

目前仍從事非典型工作或待業中，有意願轉一般典型工作且願意配合安排相關輔

導之本國籍勞動者、取得居留證之青年，透過「全職涯輔導模式」，以協助非典
青年轉銜正職工作。

本計畫針對青年需求及參考職業心理測驗結果，擬定個別化的就業輔導計畫，

透過職涯諮商、職場參訪、團體輔導、就促研習、徵才活動、推介就業等就業服務，
以及協助建置職涯存摺，完整記錄個人資料，並提供輔導津貼及成功轉業獎勵金，
最高補助 2 萬 4,000 元。

歡迎有興趣的青年朋友撥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專線：0800-091-580，或至新

北 勞 動 雲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jog-hunting-for-atypical-youth)
填寫申請預約單提出預約申請。

並逐步朝向自立的目標邁進。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辦理「高關懷及受保護處分少

業資源、職業興趣探索課程、 就業輔導、就業媒合、陪

極表示，家人期待他能早日開始工作，他自己也準備好

（02）2959-8856

的廚師助理超過一個月，與家人的關係也逐漸修復中，

店進行為期 2 週的見習，雖然時間不長，但他發現，自
與就業輔導員一同檢視見習期間工作表現後，小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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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 號

因及多次的媒合就業，現在的小堯，已經擔任食品工廠

年就業輔導計畫」，針對有就業意願之 15 歲至 18 歲高

己對烘焙興趣濃厚，就算工作又累又辛苦都願意嘗試。

提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淡水就業服務站

預約電話

（02）2976-7157

喜，可惜因故放棄工作機會。不過，在長達 10 個月的關

掘自我潛能、職場倫理等課程，也到企業參訪，進行多

元職前準備。在就業輔導員媒合協助下，更順利到麵包

事前預約好，專人服務讚

地址

三重就業服務站

關懷及受保護少年，提供職業心理測驗、就業諮詢、就

同面試及職場關懷服務，期以提升少年之就業各項能力，
及協助排除就業障礙，進而順利就業。有就業需求的少
年朋友請洽就業服務專線：02-22465066#1152 或 022652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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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無限 就業好順心

過去許多女性在結婚或生子後，只能中斷工作暫

時選擇擔負家庭責任，而重返職場的就業率，也會
受到子女數量以及子女年齡的影響，換句話說，當
子女年齡愈小，而母親的就業率就會愈低。不光是
國內才有此情形，其實很多海外國家，像是日、韓

兩國也是如此，隨著年齡不同婦女的勞動參與率，
多數呈現 M 型狀態，日、韓兩國婦女在婚育年齡
時期，她們可能會暫離職場，但多半在 40 至 55

歲之間會再重回職場，之後隨年齡的老化，勞動參
與率逐漸降低。但我國略有不同，未呈現出 M 型

足處提供修改建議。

三、職業心理測驗：透過測驗了解個人特質、

盤點工作經驗，以提升自我需求與職場工作連結的
精準度，並建立自主性且個別化的職涯發展機制。

四、職訓推介：為提升二度就業婦女工作技能，

提供職業訓練管道促進其就業，經就業服務站就業
及職訓諮詢並評估適訓後，得開立職業訓練推介單
至訓練單位報名參訓。

五、求職交通補助金：為解決求職者交通問題，

曲線，簡單來說我國女性一旦退出職場，多數不再

增加其求職動機及意願，開辦求職交通補助金，凡

女性不再重回職場的因素，多數是覺得自己專業

向本處所屬各就業服務站台辦理求職登記後，經開

重回職場。

度不夠，導致自信心不足，或是找工作的方向不清
楚，求職前準備不夠，導致求職屢屢碰壁，最終放

棄重返職場。因此女性重回職場前，需要進行「重

設籍新北市之二度就業婦女失業者檢附身分證，

立介紹卡推介工作者，每人每次得發給新台幣 100
元，每人每年度以發給 4 次為限。

另，為提供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之弱勢婦

建工作技巧」、「了解目前職場趨勢」、「對自我

女，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獨立負擔家計

了促進女性就業，開發及辦理多樣化的職業能力訓

自強，解決生活困難，並結合轄區內相關社政、民

專業技能的再認識」三項步驟。目前日本與韓國為

練，除了正職工作之外，另外也有適合從事部分工
時者的短期職業訓練。同時，也設有模擬經濟活動

課程，並提供已婚婦女職業訓練機會，以韓國為
例，成立了 17 所職業婦女中心，特別提供低於 6
個月的短期訓練課程，包括電腦、電子出版技術、

導讀技術、烹飪、美髮、居家服務等課程，未來結

業後，即可優先提供派遣工作機會，到一般公司任
職，若能勝任現有職務，工作表現達到公司期望，
則可轉任正職，獲得更好的福利及職位。

目前新北市政府就服處為促進二度就業婦女就

業，提供全方位資源連結，如職業訓練、職涯諮詢、
健康諮商、家庭照顧、財務規劃等資源，排除女性

退離職場之可能因素，協助續留職場，以提振其就
業信心。

服務內容：

一、就業媒合專人服務：採取「單一窗口」、「固

定專人」的客製化、個別化服務模式。透過事前預
約方式，安排專人提供專業服務，服務免等待，並
強化服務的深度。

二、履歷健診服務：藉由專業人員現場諮詢及線

上諮詢方式，提供一對一個別化指導，對於履歷不

者、更生受保護人、特殊境遇婦女等，協助其自立
間單位資源，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幫助其確認就
業目標，排除就業障礙，以順利投入職場。

為提供弱勢婦女就業，依照其身心狀況提供不同階
段的就業服務：

一、就業前的身心輔導與準備：

針對處於危機期或身心混亂的婦女，提供就業

前身心輔導與準備，如情緒支持與輔導，並協助申
請或轉介相關社政、民間單位資源。
二、就業輔導與媒合：

由專業個案管理員協助訂定個案就業計畫、釐

清就業問題，並運用模擬面試、陪同面試方式，並

安排職業訓練諮詢評估，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以
提振其信心，協助其儘早就業。
三、就業後的職場關懷：

提供順利一般職場後的就業適應協助與職場人

身安全維護等。

相關資訊請上新北勞動雲 (https://ilabor.ntpc.

gov.tw/) 查 詢， 或 電 洽 弱 勢 婦 女 服 務 專 線 022251-1225 分機 114 王小姐。

109 年度新北頭路薪鮮報第一波【尋找彩蛋大作戰】抽獎活動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09/3/31 止

●活動辦法：請至新北勞動雲下載【新北頭路薪鮮報】第 4、5、6 期，找出彩蛋關鍵字，至【尋找
彩蛋大作戰】活動頁回答問題，填寫完個人資料後參加抽獎，個人資料僅供抽獎兌獎
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另作他用。

職場
運勢

2020 開好運 你是職場閃亮星

新年開始，是充滿機會新生的一年，要學習揮別不需要的事物，才會順利拓展好運。若想要幸運相隨，趕快來看看如何開好運，迎接幸福新職場！

牡羊座

天秤座

金牛座

天蠍座

開運顏色：粉紅色。
開運好物：今年在工作與感情部分容易失去平衡，凡事
切勿強勢，謹記保持彈性。建議可以添加粉紅色系列的
床頭燈或窗簾等設置，改變一下心境。

開運顏色：黃色。
開運好物：今年會有海外工作增廣見識的機會，當擴展
眼界後，能更清楚未來想追求的人生。有關於旅行的配
件，都是你的幸運物，黃色行李箱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幸
運物，等著迎接快樂的出航吧！

雙子座

開運顏色：橘色。
開運好物：雖然今年比較有壓力，建議可以採用充滿富
有朝氣的橙色，為今年帶來更多的活力。像是馬克杯、
桌巾、餐盤等餐具，能在一早順勢展開滿滿的活力。

開運顏色：咖啡色。
開運好物：天秤座的家庭和諧，是幸福好運的源頭。建
議今年可以營造森林系風格，從牆壁顏色著手，貼上木
紋壁貼或是重新刷上大地色系油漆，讓房間或辦公室充
滿暖暖的原木森林風，一踏進上述空間，心情自然會跟
開運顏色：紫色。
開運好物：今年是天蠍座的學習年，可透過不同管道學
習新知。建議多增添紫色裝飾品在書桌或辦公桌擺設，
像是乾燥花、書架、文件架等，有助於提升專注力及吸
收知識的效率。

射手座

開運顏色：藍色。
開運好物：射手座今年切記要多跟別人溝通，不可以自
己悶著頭做，凡有助於表達與溝通的物品，都是你的幸
運物，建議從客廳或餐桌換上新的藍色桌巾、餐盤等，
即可輕鬆開好運。

巨蟹座

摩羯座

獅子座

水瓶座

處女座

雙魚座

開運顏色：紅色。
開運好物：「當個有自信的人」是今年巨蟹座最重要的
功課，切勿將情緒寄託在他人身上，充滿自信和勇氣的
紅色，正是巨蟹座最需要的能量。建議可以更換住家的
客廳、房間或辦公室的窗簾、沙發、地毯為紅色系列，
可以隨時激勵自己，時時充滿自信能量。

開運顏色：白色。
開運好物：獅子座要多留意健康狀況，白色象徵著潔淨
與保護在長時間使用的空間，像是辦公桌、房間、書房
等，多一點白色元素，可帶來寧靜與平衡，讓自己達到
最放鬆的狀態，可有效減少壓力。

開運顏色：橘色。
開運好物：切記別過度沈浸在自己的世界，同時也要學
著加強內在。建議可從住家玄關或辦公桌隔板，弄一些
橘色的簡單裝飾品，例如磁鐵或是小卡片等，讓自己每
天保持正面能量。

●得獎公告：109/4/20( 一 ) 於新北勞動雲及新北頭路薪鮮報上統一公告。
●獎項內容：7-11 禮券 500 元，共 16 個名額。

開運顏色：黑色、白色。
開運好物：摩羯座今年要多花點心思在自己身上，記得
隨時提醒自己凡事都要取得平衡，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
力。建議在居家或辦公室的布置打造成黑白極簡風，營
造簡單清爽無負擔的空間，適時紓緩壓力。

開運顏色：綠色。
開運好物：神秘的水瓶座今年要多學著多跟社會產生連
結，雖然直覺力和超自然力量，能為水瓶座在新的一年
帶來很多好運，但還是建議可以多接觸大自然，像是綠
色植栽做為住家及辦公桌的擺設，充滿綠意盎然的自然
氛圍，與世界結合。
開運顏色：黃色。
開運好物：雙魚座今年要學會理性處事，學著不靠感覺
衡量事物，要多一些邏輯思考，與大家多一些知識方面
的交流。建議在住家的客廳、書房或辦公桌等，添加黃
色擺飾小物，增加理性能量。

尋找彩蛋大作戰
活動連結

新北勞動雲
薪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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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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缺 名稱

三 重 站 (02)2 976 -71 57
學歷
國中

工作 時 間

08:00~17:00

上班地點

薪資

公司名稱

三重區

月薪 25,800 元

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

職 缺 名稱

淡 水 站 (02)2 8 0 8 -3 52 5
學歷
專科

工作 時 間

14:00~22:30

上班地點

薪資

淡水區

月薪 27,000~30,000 元

鑫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工組裝體力工

今翔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小客 ( 貨 ) 車司機

不拘

08:30~17:30

三重區

月薪 32,000 元

北新莊企業有限公司

其它機械操作工

不拘

08:00~17:00

淡水區

月薪 50,000~55,000 元

會計助理

不拘

09:00~18:00

新莊區

月薪 23,800~28,800 元

宜得世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組裝工

不拘

08:30~17:30

八里區

月薪 32,000 元

美容技術員

高職

12:00~21:00

三重區

月薪 23,800~25,000 元

綠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倉管人員

高中

08:30~18:00

八里區

月薪 27,000~29,000 元

倉管人員

高中

09:00~18:00

八里區

月薪 27,000~29,000 元

杜老爺工業有限公司

一般會計及出納

高中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27,000 元

製程技術員

不拘

09:00~18:00

三重區

月薪 30,000 元

新北市私立幼親國際幼兒園

教保員

高職

08:00~18:00

三芝區

月薪 28,000~32,000 元

昱葒國際有限公司
立新美學診所
綠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幾何次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不拘

工作 時 間

09:00~18:00

上班地點
永和區

月薪 25,000 元

辦公室清潔員

不拘

07:00~16:00

中和區

月薪 23,800 元

社區清潔

不拘

08:00~17:00

中和區

月薪 25,000~27,000 元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廚房作業員 ( 漳和國中 )

不拘

07:00~16:00

中和區

月薪 23,800~24,000 元

誠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專科

08:45~17:45

中和區

月薪 27,000~32,000 元

技術組裝員

不拘

08:30~17:30

中和區

月薪 25,000~26,000 元

駿絃有限公司

穎潔實業有限公司
立潔馨企業社

十全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宏洲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成電機有限公司

巨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易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鴻榮染整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職 缺 名稱

中和 站 (02)2 24 6 -1 2 5 0
學歷

業務人員

職 缺 名稱

板 橋 站 (02)2 959 - 8 8 5 6

商業設計人員
機械操作工
業務助理

助理工程師

一般會計及出納

機械設計／繪圖人員

學歷

工作 時 間

上班地點

07:50~17:10

樹林區

不拘

08:00~17:00

專科

08:00~17:00

不拘
專科
專科
大學

07:50~17:10
08:30~17:30
08:00~17:00

薪資

薪資

公司名稱

絲路國際有限公司
文信電子有限公司
兩班家有限公司

新九龍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忠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布列德麵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勤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鶯歌區

月薪 27,000 元

湧勝電子有限公司

樹林區

月薪 25,000~30,000 元

丞謚有限公司

月薪 30,000~35,000 元

台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樹林區
樹林區
樹林區

45 歲以上
在職中高
齡勞工、1
8 歲以上
在職婦女、
企業

月薪 25,000~29,000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立佑實業社

錦德彈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總務人員

職 缺 名稱

汐止 站 (02)8 6 92-3 9 6 3
學歷

倉儲人員

製程技術員

廠務管理處廠務助理
一般會計及出納
社區清潔

中央工廠 / 麵包初級技師

職 缺 名稱

汐止區

08:30~18:00

高中

08:00~17:20

高職
不拘
不拘
高中

學歷

08:00~17:00
08:00~17:00
07:00~15:30

月薪 30,000 元

汐止區

月薪 26,000~30,000 元

蘆洲區
永和區
五股區

上班地點

不拘

08:00~17:00

土城區

不拘

08:00~17:00

新莊區

高中

機械操作工

不拘
高中

08:30~17:00

09:00~18:00
08:00~17:00

08:00~17:20

薪資

汐止區

工作 時 間

高職

製程技術員

08:00~17:20

不拘

水電配線技術員
機械操作工

上班地點

新 莊 站 (02)2 2 0 6 - 61 9 6

倉管人員

機械操作工

工作 時 間

月薪 27,000~32,000 元
月薪 25,000~26,000 元
月薪 24,000~26,000 元
月薪 25,000~30,000 元

薪資

土城區

月薪 24,000~28,000 元

新莊區

月薪 29,000 元起

樹林區

樹林區

月薪 25,800~28,638 元
月薪 25,800~28,638 元

月薪 25,800~28,638 元
月薪 24,000~28,000 元

月薪 30,000~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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