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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 101 号 8 楼
近捷运「龙山寺站」2 号出口
02 -2308 -5230 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 58999

北投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北投区新市街 30 号 5 楼
近捷运「北投站」/ 北投区行政大楼
02 -2898 -1819

信义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 5 段 15 号 11 楼/
近捷运「象山站」1 号出口/ 信义区行政大楼
02 -2729 -3138

内湖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内湖区民权东路 6 段 99 号 7 楼
近捷运「文德站」 / 内湖区行政大楼
02 -2790 -0399

顶好就业服务暨银发人才就业中心

台北市大安区大安路 1 段 77 号东区地下街
30 及 33 号店铺 / 近捷运「忠孝敦化站」 
02 -2740 -0922

艋舺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 101 号 3 楼
近捷运「龙山寺站」2 号出口
02 -2308 -5231

台北人力银行

【不提供失业( 再) 认定服务】
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 101 号 8 楼近捷
运「龙山寺站」2 号出口
02 -2338 -0277 或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
58988

西门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万华区峨眉街 81 号
近捷运「西门站」6 号出口/ 峨眉停车场 1 楼
02 -2381 -3344

景美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 6 段 393 号 2 楼
近捷运「景美站」1 号出口
02 -8931 -5334

万华就业服务台

【一般求职求才服务，不提供失业( 再) 认
定与职训咨询与推介】
台北市万华区和平西路 3 段 251 号 3 楼
近捷运「龙山寺站」1 号出口
02 -2308 -0236

南软园区服务台

【企业招募服务，不提供就业、失业( 再) 认
定服务】
台北市南港区园区街 3 号 1 楼
近捷运「南港软件园区站」/ 南港软件园
区F 栋联合服务中心
02 -2652 -1322

各就业服务站捷运图

台北车站就业服务台

【仅提供咨询】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 号 1 楼
西南区就业服务台
近捷运「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
02 -381 -1278

个案管理资源站 

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 6 段 393 号 3 楼
捷运「景美站」1 号出口
02 -2930 -2696

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不提供失业( 再) 认定服务】 
台北市中正区仁爱路 1 段 17 号 1、2 楼
近捷运「善导寺站」3 号出口/ 捷运「台大医院站」2 号出口
02 -2395 -8567 或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 58567

淡水线

新店线

板南线

文湖线

服务电话：02 -23085230 服务传真：02 -23085359
服务地址：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 101 号 8 楼 
交通方式：近捷运「龙山寺站」2 号出口
官方网站：http://eso.gov.taipei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北投

忠孝
复兴

台北
車站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补助 广告

新住民
就业服务资源简介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1. 3.

2.

求职服务及个案管理服务
于「艋舺就业服务站」安排二名新住民专责业务辅
导员，提供您一对一专业化、个别化的服务，辅导
您求职、就业且持续追踪您的就业状况至穩定进
入职场。另各站亦会针对主动前往站上求职之外
籍与大陆地区配偶提供服务。

职业训练咨询与推介
提供您职业训练课程的相关讯息及咨询服务，推
介适合参加的职训课程，并全额补助训练费用，让
您习得一技之长。  

新住民就业研习班
就服处服务新住民求职及就业时，发现新住民普
遍有不熟悉台湾就业市场、职场生态及职场文化
之情形，故就服处针对新住民的求职者开立新住
民就业研习专班，协助新住民早日适应在台工作。

创业研习班
倘若您选择的是另一条创业之路，本处为协助您
增进创业知能及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规划创业研
习班及创业套装讲座，并提供一对一创业顾问咨
询服务，帮您实践创业梦想。

就业促进工具及就业奖助津贴
为协助在就业市场中相对弱势的特定对象求职者，
及鼓励雇主雇用，政府设计了一些就业促进工具
及就业奖助津贴方案，如果您经评估后符合相关
资格，我们将使用合适的工具或方案，提高您的就
业机会。

失业认定再认定
如果您因非自愿性离职而失业，为保障失业期间
基本生活，可至本处各就业服务站办理失业给付
认定，我们将为您进行失业认定与再认定，协助您
请领失业给付。

「艋舺就业服务站」服务窗口信息:
外籍配偶业务辅导员：02 -23085231 分机 716
大陆地区配偶业务辅导员：02 -23085231 分机 703

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
电话：02 -2872 -1940

台北市政府法律咨询专线
电话：02 -2725 -6168

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
外籍配偶法令咨询专线
电话：02 -2388 -9393 分机 3122

大陆配偶法令咨询专线
电话：02 -2389 -9983 分机 0

服务对象及服务宗旨 综合资讯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持有居留证之外籍配偶及大陆地区配偶。

服务宗旨
为提升新住民在台生活适应能力，并保障劳动人
权，本处针对在台具有工作资格之新住民，提供免
费又多元的就业服务，且能协助新住民尽早适应
新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