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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專線：0800-091-580

新北勞動雲：http://ilabor.ntpc.gov.tw/file/272013423

侯友宜到場挺就業
新北首場大型徵才活動媒合率近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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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新知

超過 100 場的徵才活動，全力拚就業。

事前預約好，專人服務讚
提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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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打氣。本次徵才有 36 家廠商，統計參加有 1017 人次，廠商
收到 636 份履歷，擬錄用 250 人，初估媒合率達 39.3%。

侯市長聯訪時表示，前陣子受到疫情影響，企業資遣和無薪假

都飆高，4 月份全國失業率更上升到 4.03%，創下近 7 年同月新
高，所以解封後第一時間，他立刻要求勞工局和經發局幫忙市民找

工作，也幫助各企業廠商覓得好人才，解封後到年底，勞工局將辦

勞工局長陳瑞嘉表示，新北解封後百場徵才陸續開辦，接下來

6 至 7 月份預計辦理 12 場實體徵才，包含 6/19 三重正義活動中心、
6/23 土城區公所行政大樓禮堂、6/24 新店區中央市民活動中心、

7/10 市府大禮堂，都有現場徵才活動，另外 7/25 也與中央在新莊

體育館合辦高達百家廠商的就業博覽會，歡迎求職者踴躍前往。詳

情請搜尋「新北市人力網」或電洽專線 0800-091-580（您就業、
我幫您）。

力挺應屆畢業生 新北市推動職訓＋初尋 2.0 計畫
新冠肺炎疫情徹底打亂就業市場，面對六月畢業季即將來臨，

為避免許多青年陷入「畢業即失業」困境，新北市政府特別推出

協助方案，包括「青年職業訓練補助最高 2 萬元」，以及「青年
初次尋職 2.0」，將待業期由半年縮短為 2 個月，輔導期間仍可
領取尋職津貼最高 1 萬 5 千元，兩項計畫均自 7 月 1 日起實施，
力挺應屆畢業生釐清方向、蓄積能量，順利度過求職黑暗期。

為降低職場新鮮人的就業衝擊，陳瑞嘉局長表示，勞工局將自

7 月 1 日起，針對應屆畢業青年推動「職業訓練補助計畫」，凡設

籍新北市、18至29歲無工作的應屆畢業青年，報名參加政府自辦、
委辦，以及由財團法人職業訓練機構所辦理的課程，勞工局將提供

（02）2808-3525

（02）8911-1750

「由下而上」式地蒐集一般青年的求職與就職經驗，並提供
青年發聲、意見交流平台。計畫委託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執
行，將在新店區大豐社福館、汐止區厚德山光市民活動中

員及短期兼職工作，得知今日徵才活動訊息後，就鎖定生活工場門

工局長陳瑞嘉及廠商協進會多位理事長，都特別到場為大批求職者

淡水區中正東路 2 段 73 號
( 紅樹林捷運站正對面 )

（02）8692-3963

再採「公民審議」模式，在「青年就業」公民審議計畫，將

23 歲的琦琦，去年自餐飲相關科系畢業，一年來曾做過門市店

忙免費複印很貼心，也期待能快點收到錄取通知。

（02）2206-6196

（02）2246-1250

因此，繼 106 年推動「中高齡就業」公民審議計畫後，

有求職需求，」他希望疫後能有更多徵才活動。

解封後首場大型徵才活動，包括市長侯友宜、經發局長何怡明、勞

新莊區中正路 425 號

服務，也盼廣納青年好創意，讓政策更貼近需求。

技製造業，就帶著遞履歷來面試。「除了我以外，一定還有很多人

表、到廠商攤位了解工作內容。琦琦認為履歷表填寫後，有專人幫

（02）2959-8856

涯諮商、職業訓練、尋職輔導津貼、職場參訪、徵才活動等

開始感受到經濟壓力。好友告知新北有大型徵才，有不少熟悉的科

疫後求職人潮湧現！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與經發局 18 日攜手舉辦

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 號

業、初次尋職及斜槓等不同就業型態的青年，量身打造如職

馬先生說，本來以為只是短暫休息，沒想到過年後還要繼續休，也

市店員、華泰飯店房務人員等職缺，一到場就抓緊時間填寫履歷

淡水就業服務站

預約電話

（02）2976-7157

訂政策前先傾聽交流
新北青年公民審議區域會議自 6/10 開放報名

「本來在大陸工作，疫情回不去，工作也丟了，」擔任台幹的

最新
消息

中和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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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三重就業服務站

新北青年看過來！你對政府的青年就創業、職業訓練政

策，有不吐不快的建議嗎？現在正是時候！新北市政府勞工
局將自 7 月中旬起，在新店、汐止、三重各辦 1 場青年就
業公民審議會議，邀請 15 歲至 29 歲的青年朋友與會「發

聲」，會議內容將成為政策訂定的重要參考，歡迎手刀報名，
一起成為青年政策搖籃的推手。

依據主計總處統計，今年 4 月 15-24 歲的青年失業率為

11.15%，比全國 4.03% 的失業率高出近 2 倍，顯示青年就

業問題至關迫切。勞工局長陳瑞嘉表示，除了持續為應屆畢

補助費用最高 2 萬元，協助畢業生增強多元化的工作技能。

另外新北市已經第 8 年推動的「青年初次尋職就業服務計畫」，

是六都最早「協助青年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方案，過去資格鎖定

畢業超過 6 個月未成功就業的青年，今年特別放寬將畢業超過 2
個月未就業的青年納入，過程施以職涯諮商、團體輔導、職場參
訪，輔導期間可以領取尋職津貼每次 5000 元，每人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勞工局希望協助青年釐清職涯方向、增強就業力，
全心為投入職場做準備。

對於日前行政院會通過勞動部的「應屆畢業青年就業措施」，

勞工局長陳瑞嘉強調，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其實沒有衝突，例如職

心、三重區過圳市民活動中心各辦理 1 場區域會議，只要是

18 歲至 29 歲，在新北設籍、實際居住、就學或就業的朋友，
都可報名參加。

區域會議自 6 月 10 日起開放報名，歡迎對青年就業議題

有興趣的市民朋友踴躍就近報名參加，各場報名人數上限除

新店場為 100 人外，汐止場、三重場均為 80 人，額滿為止。
除了規劃妥善防疫措施、也備有餐盒、精美小禮與摸彩活動
跟與會青年共享。想報名或瞭解更多，可上網搜尋「新北勞
動雲」、電洽 22465066 分機 1132 黃先生，或臺北大學社
會學系 86741111 分機 67064 陳小姐。

業訓練方面，中央鎖定在 5 ＋ 2 國家重點產業，新北市沒有對職

訓種類設限，反而能讓畢業生發展更貼近職涯目標的技能。另外
勞工局也很鼓勵應屆畢業生，先透過新北市的「初尋」釐清職涯
方向，再運用中央的就業 / 僱用獎勵，儘早踏出職場的第一步。

至於非應屆畢業的青年，新北市持續以青年就業三部曲協助 -「初
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以及「斜
槓青年職能培力」，並結合中央「職得好評」等計畫，合力解決
青年就業問題。相關資訊可電洽

0800-091-580，將有專人為您服務，相關資訊亦可上「新北

勞動雲」(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GoodJob)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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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勝履歷求職搶先機

在找工作時難免會遇到挫敗，像是拼命投履歷，卻總是沒有回

音。首先，履歷表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自我推銷文件，主要目的就
是要讓素未謀面的面試主管看完後「很有感」，為自己爭取到面
試機會。製作一份又完整又能令主考官印象深刻的履歷表，是件
很重要的事，到底什麼樣的履歷表才能成為第一塊敲門磚，幫助

同時，切勿過於吹噓或提供不實資訊，面試主管通常在業界閱人
無數，如果過份擴大自己過去的功績或職位，會很容易會漏出破
綻，老實為上，才能駛得萬年船。
「必做 5 大重點」

你成功獲得夢想中的工作呢？千萬要記住「勿做 4 大錯誤」及「必

一、從最高最近開始說明
學歷部分建議從大學時期開始說明，再行補充校外競賽之名次

工作。

畫或各公私立機關活動執行等，建議可加以說明，千萬別忘了註

做 5 大重點」步驟，如此就能把握求職先機，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勿做 4 大錯誤】

一、複雜格式加特殊字型
如果你想採用橫式書寫，請記得自左而右，自上而下。若是直

式書寫，則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千萬不能直書與橫書交雜使
用，面試主管在閱讀時會很痛苦，就算你的學歷或經驗非常吸引

人，多數面試主管會認為你不好溝通，太過於主觀意識。另外，

字型也不要超過 3 種以上，使用方便閱讀的黑體或明體，除了內
容易懂，也容易得到主管青睞。

二、個人資訊勿搞怪
聯絡資訊是非常重要的，當面試主管想藉此聯繫你時，若是
錯誤的聯絡方式，很可能就此錯過大好的工作機會，請再三確認

英文、數字無誤，送出前請務必檢查確認。另外，建議可以創建
一個工作專用的 e-mail，一方面能有效整合所有與工作相關的
資訊，另一方面將工作帳號與私人帳號分開，減少個人社交資訊
曝光的風險。在履歷表上請使用正式的中英文姓名，在正式的場
合及領域切勿使用綽號，會讓你失去專業感。而履歷表上的個人

照片請勿使用網美照，無論是仰角、俯角自拍、手指比 YA、用
手或物品遮臉等，這些都是大忌，建議使用面帶微笑的正臉照即

可。另外，也要注意拍攝的背景，請勿雜亂骯髒或是不合時宜的
場地，而衣著須整齊乾淨，切記勿裸露。

三、亂無章法的用字遣詞
有些人想展現語文能力，於是會犯了中英文夾雜的壞習慣，
正式的履歷表應該中文表述完後，再接著英文表述，如此完整敘

述你的職場經歷與規劃，面試主管才能觀察出你是一個什麼樣的

人，包括思考方式以及狀態，更重要的是，能給予面試主管穩重
信賴的感覺。再者，有些人為了要吸引面試主管的注意，於是自
創縮寫字詞或是使用錯別字，事實上，特定的名詞都有其標準撰

寫模式，若隨意自創縮寫，會讓面試主管認為你不專業，甚至於
詞不達意、標新立異。

四、內容不實或不當
若使用流水帳方式撰寫個人經歷，或是提供過多且非必要的
個人資訊，無形中便會扯斷面試主管的理智線，例如你想應徵會
計工作，卻在履歷表上大幅說明不相關的工作經驗，面試主管每
天要審核很多履歷表，這對他們而言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請務
必寫出與該職務相關的工作經驗即可。另外，自傳不是你的回憶

錄，只須具體呈現你的個人價值觀、處事態度、以及未來的目標。

職場
運勢

2020 上半年即將結束，相信有很多人好奇下半年的運勢走向，無論是好運當頭或是水逆纏身，建議大家都要抱持著正向的

心態，凡事謙虛，遇事也不要害怕，要試著去接受、擁抱它，它將是你成功的養分，話不多說，趕快來看最新運勢吧！新年新
開始，2020 年是充滿機會新生的一年，想知道最新職場運勢發展如何，趕快來看看 12 星座工作運勢分析。

牡羊座

始說明，如果任職時間太短，較容易造成「穩定性低」的負面印

象，除非該工作內容對目前想面試的工作有加分的效果，否則建
議不要列入。

金牛座

雙子座

巨蟹座

留心。另一半是你的貴人，能協助你克服生活與工作

獅子座

找工作不再一籌莫展，一起來打造完勝履歷表吧！

摩羯座

處女座

事業運勢相當旺的你，在下半年仍有加薪晉升的好機
會，要更加謙虛，避免遭人妒忌或是背後議論。這一

年裡你們很適合採取主動攻勢，也可以適時的抒發自
己的意見與想法，不要再像過往一樣故步自封，會有
好的回饋。

低調謙虛行事，避免引來不必要的妒忌與
不會故步自封，不利於工作發展。

水瓶座

在個人脾氣控管上要多注意，才不會影響
到工作表現，人際關係是你工作成敗的重
要關鍵，當工作不順遂時，請先整理好自
己的情緒，再慢慢解決問題，在工作上要
加以謹慎，終究會有好事開花結果，獲得

切記安分守己、穩定行事。因為工作勞心勞力的你們，
得無論是生活上或工作上的眾多幫助。

由於貴人運勢旺，整年份的工作運都很好，
見，記得要適時虛心採納不同的聲音，才

阻礙與麻煩不少，在努力充實下，以便解決遇到的關

心，穩住情緒與脾氣，這樣才能讓更多人支持你，獲

都會否極泰來。

猜疑。耳朵不要太硬，因為你容易堅持己

2020 這一整年 , 對於獅子座來說要努力自我充實，

會極度渴望身邊人的支持，此時的你，需要更多的耐

許多挫折，別輕言放棄，一有機會就要抓
會或是身旁的人，把握住這個原則，凡事

卡，下半年避不開水逆影響，遇到難關千萬別氣餒，

時與其他求職者競爭容易處於弱勢，建議在求學過程中，曾參與

式呈現，切勿長篇大論，如此，便能給面試主管較好的第一印象。

上許多難關與挫折。

這一年的你非常忙碌，在工作上也遇到了
加強大，要學會「珍惜」，無論是工作機

想不到的好成果。多改善作事急躁的小毛病，工作上
行創業的你，要更謹慎留意細節，公司財務管理要多

的展望」等。社會新鮮人多數因為沒有工作經歷，相對的，求職

建議以段落分明的短文呈現，部分段落也可以採用條文編列的方

下半年工作運勢轉好，建議可以多做衝刺，將會有意

才會更順利。

緊時機展現自己，這些磨練都會讓你得更

係將轉化成互相學習的狀態，彼此相互提升。若是自

通技巧」、「個人職涯規劃」、「未來新職務的貢獻」、「未來

經歷，可在自傳中舉實例說明，即能為自己的履歷表加分。自傳

射手座

才不容易出差錯。若是與合作夥伴一起創業的你，關

履歷表自傳可以強調「個人優點及特質」、「團隊合作能力」、「溝

校內研究計畫，例如某教授的助理，或是校外競賽、打工等相關

趁機扯你後腿，剛好可以趁此機會磨練自己，努力的

提升你們之間的關係，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

測驗或全民英檢、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廚師證照等。領有證

五、屬於你的客製化自傳
公司在選擇用人時，均會選擇具備相同核心價值的人才，你的

討論，要多展現自己的親和力，在事業上

同理心去看待雙方不同的觀點與價值觀，如此將大大

證書、證照等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電腦相關、TOEIC 多益英語
建議列出，同樣能產生加分效果。

整體的工作運是相當不錯的，雖然會受到小人干擾，

不是只繞著你轉動，倘若雙方有摩擦或是
以及負面言語的態度，而是正視問題好好

表現，但態度要保持謙遜，面對同仁與顧客時，請用

履歷表上有提及語言、軟體、其他專業能力時，請附上相關檢定、
書或通過任何資格認證，即使跟自己要應徵的職種無直接關係，

好的境界。

下半年要改掉太過於自我的壞毛病，地球
需要溝通的時候，不要採取冷戰或是疏離

你將會獲得回報，因此請盡情展現你的實力，要力求

找到強而有力的推薦人，例如指導教授、前公司主管等，便能加

四、職場能力證明很加分
檢定認證、技術類證照是履歷表加分的重要依據之一，當你的

天蠍座

多換角度看待事物，也許職場人際關係會因此提升到

三、強而有力的推薦
就算履歷表寫的再好，面試主管也會抱持著保留態度，若是能
示你在前一份工作上有好表現，他們願意為你證實。

許多決策都會得到好結果，值得好好努力。

語，切記凡事謹言慎行，另外，不要太過堅持己見，

間的積極度、充實度，以及對於自我期許與規劃。

強履歷表的可信度。試想，若前公司主管願意為你背書，即是表

辦法都無法改善時，建議下半年可以跳槽或轉換工作

也能學習到很多東西，但下半年小心理財
得很忙碌很疲憊，但凡事都將有所回報，

喜降臨，有助於事業發展。如果避不開小人的閒言閒

如此能讓面試主管第一時間了解你實際從事的項目，以及具備何
可，這些經歷是你成長的養份，面試主管能藉此了解你在求學期

今年的工作運時好時壞，如果上半年工作不順，想盡

天秤今年貴人運不錯，能遇到不錯的夥伴，
投資，才不致於產生損失。下半年雖然覺

業上最大的助力。

環境，整理好心情再出發，也許會有新機遇伴隨著驚

重點列出與應徵的職務「相關事蹟」，並以數字呈現實際的成效。
究計畫，例如某教授的助理，或是校外競賽、打工等相關經歷即

謹慎，有可能遭遇破財，建議凡事多做評估再決定，

天秤座

了身旁的人，要多關心家人與朋友，畢竟他們是你事

二、條列重點、量化數據強調表現
有工作經驗者想強調自己曾從事過的工作內容或是成效，建議

種工作能力。應屆畢業生則可以呈現在求學期間曾參與的校內研

升職加薪的機會降臨，但對於理財投資部分則要小心
切勿莽撞行事。而事業心較重的你們，非常容易忽略

或獎勵等說明，若是在求學期間已有工讀經驗，或是參與研究計
明你辛苦得到的學位。工作經歷部分，建議從最近的工作經歷開

12 星座下半年工作運勢大公開

回饋。

雙魚座

下半年將近，此時的你應該忙到快要喘不
過氣了，因為疲情影響，這時候忙也是件
好事，生性敏感的你沒空胡思亂想，但要

記得適時放鬆，也要盡量避免讓情緒影響
到工作，要懂得幫自己找方法紓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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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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工作 時 間

08:30~17:30

上班地點
五股區

月薪 27,000~30,000 元

綠科科技有限公司

板金技術員

不拘

08:30~17:30

泰山區

月薪 30,000~35,000 元

前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吊車、起重機操作員

不拘

09:00~18:00

林口區

月薪 35,000~40,000 元

業務助理

專科

08:00~17:00

泰山區

茂陵企業有限公司

傳統車床技術人員

不拘

08:30~17:30

安富工業有限公司

其他機械操作工

高職

日班 08:20~17:30

樂清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健明汽車修護廠
鐿勝企業社

元碩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錦宥興業有限公司

宏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鉅淇生技有限公司
源舜冷凍食品行

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輻射防護
發展協會
京瑞營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奕勝紙器有限公司
湧勝電子有限公司

信綺絲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紳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彥揚企業有限公司
黑木股份有限公司

職 缺 名稱

三 重 站 (02)2 976 -71 57
學歷

儲備幹部

職 缺 名稱

中和 站 (02)2 24 6 -1 2 5 0

大學

工作 時 間

09:30~18:00

上班地點
淡水區

月薪 23,800~28,800 元

包裝作業員

不拘

08:00~17:00

淡水區

月薪 23,800~26,000 元

加利科技有限公司

業務人員

高職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25,000 元

月薪 25,000~30,000 元

宜鋐企業有限公司

塑膠射出技術人員

不拘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30,000 元

五股區

月薪 40,000~45,000 元

長華石業有限公司

石材安裝工

不拘

08:00~17:00

八里區

月薪 30,000 元

五股區

月薪 23,800~28,800 元

千群機械有限公司

機械組裝工

不拘

08:00~17:00

三芝區

月薪 30,000 元

不拘

工作 時 間

08:00~17:00

上班地點
新店區

月薪 30,000~35,000 元

廠辦清潔人員

不拘

07:30~16:00

新店區

月薪 25,000~26,000 元

品管包裝作業員

國中

08:00~17:00

深坑區

月薪 24,000~25,000 元

小客 ( 貨 ) 車司機

不拘

08:00~17:00

永和區

月薪 25,000 元

行政人員

大學

09:00~18:00

中和區

月薪 28,000~30,000 元

現場監工

不拘

09:00~17:00

中和區

月薪 36,000~40,000 元

鋁門窗現場安裝技術人員

職 缺 名稱

板 橋 站 (02)2 959 - 8 8 5 6

紙製品操作工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其它機械操作工
其它機械操作工

機械設計／繪圖人員
倉管人員

學歷

薪資

學歷
不拘
高中
不拘
不拘
專科
專科

工作 時 間

上班地點

08:00~17:00

土城區

08:00~17:00
07:00~16:00
07:30~16:30
08:00~17:00
08:00~17:00

樹林區
土城區
土城區
土城區
土城區

薪資

薪資

月薪 25,800~29,670 元
月薪 23,800~24,000 元
月薪 25,800~29,236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月薪 25,000~28,000 元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傑漢國際規劃企業
友暉貿易有限公司
明達精密有限公司

聯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穎電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罡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自然環境綠邑股份有限公司

還元本部

槿隆紙業有限公司

晶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 缺 名稱

淡 水 站 (02)2 8 0 8 -3 52 5
學歷

IC 佈局工程師

職 缺 名稱

汐止 站 (02)8 6 92-3 9 6 3

機械助理工程師 ( 新北市 )
資訊助理
業務助理
網站管理

保養維修工程師
技術人員

職 缺 名稱

學歷

工作 時 間

上班地點

08:00~17:00

汐止區

專科

08:00~17:00

專科
以上

08:30~17:30

專科

不拘
專科
高工
以上

08:30~18:00
08:30~18:00
08:30~17:30

新 莊 站 (02)2 2 0 6 - 61 9 6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手工組裝體力工

學歷

月薪 25,200~30,000 元

蘆洲區
永和區
五股區

07:30~16:00

土城區

不拘

10:00~:19:00

新莊區

不拘

08:30~18:00

專科

其它機械操作工

不拘

其它機械操作工

汐止區

高中

水電製圖人員
按摩技術員

月薪 35,000~40,000 元

上班地點

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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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

汐止區

工作 時 間

不拘

薪資

月薪 28,000 元

月薪 25,000~30,000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月薪 28,000~33,000 元

薪資

土城區

月薪 24,000 元

新莊區

月薪 30,000~35,000 元

樹林區

樹林區

月薪 24,800 元

月薪 23,800~28,000 元
月薪 25,000 元

月薪 27,106~29,8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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