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廠商名稱 職務名稱 職缺數 學歷 薪資 工作地點

遊戲測試(韓文)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行銷企劃(韓文) 3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社群營運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平台營運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會員經營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英文本地化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系統開發工程師 2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系統工程師 2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數位行銷企劃 2 大學 月薪35,000元起

遊戲系統企劃 1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遊戲數值企劃 1 大學 月薪36,000元起

直播行銷企劃 1 大學 月薪30,000元起

櫃檯接待 10 不拘 月薪30,000-35,000元

專員 10 不拘 月薪35,000元起

彩妝造型師 10 不拘 月薪35,000元起

人像攝影師 10 不拘 月薪35,000元起

拼圖大使 15 大學 月薪25,250-30,000元
台北、新北、新竹、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

商品設計 2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商品行銷 2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商品設計 2 大學 時薪180-200元 居家上班

導演助理 1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動態攝影師 2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剪接師 1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2D動畫美術設計人員(AE) 1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3D場景設計 1 大學 月薪30,000-35,000元

視覺特效合成師 1 大學 月薪30,000元起

執行製片 1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製片助理 1 大學 月薪28,000-30,000元

企劃 1 大學 月薪28,000-32,000元

2D美術設計師 2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3D-Animation動畫師 2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Light&Comp合成師 2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3D動畫師 2 專科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2D動畫師 2 專科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綁定師 2 專科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模型師 2 專科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特效師 2 專科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Maya 3D燈光合成師 2 高中以上 月薪25,250-30,000元

公關專員 (消費/科技/數位) 1 大學 月薪30,000-35,000元

Senior AE 公關專員

 (消費/科技/數位)
2 大學 月薪30,000-35,000元

Social Media Planner

社群行銷企劃
1 大學 月薪30,000-33,000元

Account Executive

廣告AE業務人員
2 大學 月薪30,000-33,000元

Account Executive (PR)

公關專員
2 大學 月薪30,000-33,000元

Designer 2 大學 月薪30,000元起

活動執行/行銷企劃/活動公關

Account Executive / AE
4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平面設計師 2 大學 月薪33,000元起

有意參與者請將履歷以電子郵件並標註「廠商名稱」及「應徵職缺」寄送板橋就業服務站代收履歷電子信箱BQESS@ntpc.gov.tw

★☆★新北市校園線上徵才活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線上徵才活動日期:111/05/17~111/05/31

1
真好玩娛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一般服務業

2

千里揚國際

有限公司

Holo+FACE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中山區

新北市板橋區

台中市北區

高雄市鼓山區

3
雷諾瓦國際

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

台北市中正區

4
本初映畫

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6
好動動畫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

新北市中和區

8
奧美廣告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

5
冉色斯動畫

股份有限公司

7
縱橫傳訊公關顧問

有限公司

9
以沛

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編號 廠商名稱 職務名稱 職缺數 學歷 薪資 工作地點

動態攝影 2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影音企劃 1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資訊設計師 1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後製剪接 2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攝影助理 2 不拘 時薪200元

演員 3 不拘 時薪200元

助理 2 不拘 時薪170元

歌手 3 不拘 時薪200元

美工人才 1 不拘 時薪170元

電腦助理 1 不拘 時薪200元

行銷活動企劃 2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視覺設計 2 高中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設計企劃 2 專科以上 月薪30,000-35,000元

展場設計助理 2 專科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行政美編助理 1 不拘 月薪26,000-30,000元

平面廣告設計師 3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14
友善之地文創開發

有限公司
插畫漫畫美術專員 3 不拘 月薪26,000-31,000元 台北市中山區

15
天熊聯合建材

有限公司
藝術塗裝匠師 3 不拘 月薪30,000元起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偶有外縣市施工

彩繪兼職 5 大學 時薪170元起
台北市、新北市

偶有外縣市

活動工讀 5 大學 時薪170元起
台北市、新北市

據活動地點而定

行銷實習生 1 大學 時薪168元

設計實習生 1 大學 時薪168元

電商實習生 1 大學 時薪168元

展覽經理 1 大學以上 月薪31,000元起

行銷宣傳 1 大學以上 時薪168元起

19
圖王數位影像

有限公司
設計人員 2 不限 月薪26,000-31,000元 新北市中和區

20
可染品牌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視覺設計師 1 不拘 月薪25,250元 新北市板橋區

21
傑優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音樂專任講師 10 大學 月薪28,000-31,000元

國內共22所教學中心分

發

美編工讀 1 大學以上 時薪200元
古典鋼琴,爵士鋼琴,小提琴

爵士鼓,西洋長笛,國樂,吉他老

師

6 大學以上 鐘點360-600元

儲備幹部 3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元起

業務代表 3 大學以上 月薪26,000元起

23
台北市私立亞曼瑞

舞蹈技藝短期補期班
舞蹈老師 5 大學 月薪28,000-33,000元 台北市大安區

綠色科技領航員

-MA儲備幹部培訓計畫
5

大學/圖文傳播

藝術及相關設

計科系

大學月薪75,000元起

碩士月薪85,000元起
海外

平面設計師 1 大學 月薪30,000元起 新北市中和區

客服專員 1 高中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印前審稿專員 4 專科以上 月薪30,000-35,000元

海報審檔校稿人員 2 高中以上 月薪30,000-33,000元

噴圖加工人員 1 高中以上 月薪30,000-35,000元

加工作業員 2 高中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物流配送司機 2 高中以上 月薪35,000元起

理貨人員 2 高中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噴圖審檔校稿人員 1 高中以上 月薪28,000-33,000元

印刷業務 1 大學 月薪30,000元起

客服專員 1 大學 月薪28,000元起

印刷技術員(二手/學徒) 1 高中 月薪28,000元起

22
東和樂器木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24

金箭印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金箭集團)

10
錨點影音整合行銷

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12
雙象文創

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

13
移動天使整合行銷

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

台北市、新北市

17
印花樂美感生活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

台北市、新北市

在家上班

16
杉木藝術

有限公司

11
世昀國際影業

工作室

18 水谷藝術 台北市萬華區

科技製造業

25
健豪印刷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

26
沈氏藝術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編號 廠商名稱 職務名稱 職缺數 學歷 薪資 工作地點

印刷工程師 1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美工設計專員 1 大學以上 月薪32,000元起

行銷專員 1 大學以上 月薪35,000元起

儲蓄業務 1 大學以上 月薪32,000元起

印前製作人員Pre-Printing 2 大學以上 月薪28,000元

業務專員 Sales 2 大學以上 月薪26,000元起

印刷工務Factory Assistant 1 大學以上 月薪26,000元起

糊盒技術員 2 高中 月薪28,000元

品保人員 1 高中 月薪30,000元

【啜飲室】正職餐飲外場人員 5 大學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啜飲室】兼職餐飲外場人員 5 大學以上 時薪170元起

【啜飲室】正職餐飲內場人員 5 大學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啜飲室】兼職餐飲內場人員 5 大學以上 時薪170元起

品牌公關 1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平面設計師 3 高中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資深行銷企劃 1 大學以上 月薪40,000元起

社群文案企劃 1 大學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社群行銷 1 大學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國內外採購供應鏈專員/

資深採購
2 大學以上 月薪32,000元起

業務開發專員(北區) 2 大學以上 月薪29,000元起

業務開發專員(中南區) 2 大學以上 月薪29,000元起

業務助理 2 專科以上 月薪28,000元起

物流行政專員 1 專科以上 月薪28,000元起

生啤設備技師 2 高中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會計專員(約聘) 1 專科以上 月薪30,000元起

會計專員(兼職人員) 2 專科以上 時薪170元起

房務員 10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房務副理 2 不拘 月薪46,000元起

房務主任 2 不拘 月薪36,000元起

房務領班 2 不拘 月薪33,000-38,000元

餐飲主任 6 不拘 月薪36,000元起

房務內勤辦事員 2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房務外勤辦事員 2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中/西餐廳外場兼職人員 8 不拘 時薪170-200元

六福村遊樂設施服務員 4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六福村娛樂表演組長 2 不拘 月薪35,000-40,000元

六福村表演企劃領班/專員 2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六福村表演服裝庶務員 2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六福村舞蹈表演人員 4 不拘 月薪28,000元起

六福村飛禽秀訓練及表演人員 2 不拘 月薪28,000-33,000元

防疫旅館櫃檯接待/大夜櫃檯 2 專科 月薪26,000元起

防疫旅館房務員 2 高中 月薪25,250元起

綠園公寓櫃檯接待員 1 專科 月薪26,000元起 台北市松山區

桔子公園櫃檯接待員 3 專科 月薪25,500元起

桔子公園房務員 5 高中 月薪25,500元起

桔子公園餐飲服務員 1 高中 月薪25,500元起

桔子文化大夜/晚班接待員 2 專科 月薪26,000元起

桔子文化房務員 2 高中 月薪25,250元起

山形閣櫃檯接待員 3 專科 月薪27,000元起

山形閣休閒美工專員 1 專科 月薪28,000元起

山形閣訂房人員 2 專科 月薪27,000元起

山形閣餐飲服務員 3 高中 月薪27,000元起

內/外場兼職人員 20 不拘 時薪170-185元

內/外場儲備幹部 15 不拘 月薪28,600-32,600元

幹部/組長 15 不拘 月薪32,800-37,800元

副店長 5 不拘 月薪35,800-40,800元

新竹縣關西鎮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南港分公司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31

32

宜蘭縣礁溪鄉

嘉義市

台中市中區

台北市中山區

台北市中正區

台北市萬華區

33
依求職者及營運需求分派

王座旗下品牌營運據點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京都勝牛/杏子豬排)

福泰國際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

27
紙意家(股)公司

璟華印刷(股)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29
華德包裝服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

28
麥思印刷整合

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

旅宿餐飲業

30
臺虎精釀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市萬華區

台中市西區

新北市汐止區



編號 廠商名稱 職務名稱 職缺數 學歷 薪資 工作地點

儲備幹部 20 專科以上 月薪33,000-37,000元

門市服務人員 40 不拘 時薪168元起

行銷企劃專員 5

大學以上/

企業管理相關

市場行銷相關

月薪30,000-35,000元 新北市新莊區

門市兼職人員 10 不拘 時薪168-223元 台北市、新北市

門市正職人員 10 高中畢 月薪30,000-32,000元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網路客服專員 2 大學畢 月薪35,000元以上

行政助理(營業部) 1 高中畢 月薪25,500元

行政助理(財務部) 1 高中畢 月薪25,500元

零售量販業

鬍鬚張

股份有限公司
34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市、台中市

(全省直營門市)

統一生活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康是美)

35

台北市內湖區

＊本活動結束後，您的履歷將登入「新北市人力網」及「台灣就業通」，協助其後續作業。

＊您的履歷僅提供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從事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業務使用。

徵才活動洽詢電話：(02)29598856 分機819王先生、分機820黃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