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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捷運圖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號 8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 -2308 -5230或臺北市市話撥
1999轉 58999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 號 5 樓
近捷運「北投站」/ 北投區行政大樓
02 -2898 -181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5 號 11 樓
近捷運「象山站」1 號出口 / 信義區行政大樓
02 -2729 -3138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99 號 7 樓
近捷運「文德站」／內湖區行政大樓

02 -2790 -0399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 1 段 77號東區地下街 
30 及 33 號店舖，近捷運「忠孝敦化站」
02 -2740 -0922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號 3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 -2308 -5231

 【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號 8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 -2338 -0277或臺北市市話撥
1999轉 58988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 81 號
近捷運「西門站」6 號出口 / 峨眉停車場 1 樓
02 -2381 -3344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393 號 2 樓
近捷運「景美站」1 號出口 / 景行行政大樓
02 -8931 -5334

【一般求職求才服務，不提供失業（再）

認定與職訓諮詢與推介】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3段 251號 3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1號出口
02 -2308 -0236

【企業招募服務，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號 1樓
近捷運「南港軟體園區站」/
南港軟體園區F棟聯合服務中心
02 -2652 -1322

【僅提供諮詢】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 號 1 樓
西南區就業服務臺

近捷運「台北車站」/ 臺北車站
02 -2381 -1278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393 號 3 樓
近捷運「景美站」1 號出口 / 景行行政大樓
02 -2930 -2696

【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 17號 1、2樓
近捷運「善導寺站」3號出口或捷運「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
02 -2395 -8567或臺北市市話撥 1999轉 58567

淡水信義線

松山新店線

板南線

文湖線

服務電話：02 -2308 -5230  服務傳真：02 -2308 -5359 
服務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8 樓 
交通方式：近捷運「龍山寺站」2 號出口 
官方網站：http://eso.gov.taipei 

廣 告



本處成立之初，是民國 34年成立之「台北市職業介紹所」，隨著
臺北市升格、組織修編等因素幾經更名為民國 102年之「臺北市
就業服務處」。我們提供的服務亦隨著時代與就業市場的變遷，

不斷地轉型創新，從單純職業介紹擴展為全面的就業、創業服務

提供，引領每一位踏進本處尋求就業服務的民眾，穩定就業、提

升個人自尊與生命價值。

本處在本市 12個行政區域，設有 7個就業服務站、3個服務臺、
個案管理資源站、台北人力銀行、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及銀髮

人才就業諮詢站，並於各區公所設置就業服務點，提供便利且在

地的服務。

  就業服務
提供免費就業服務，依據您的工作意願及工作能力予以推介就業，

只要您是年滿 15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依親居留之外籍配偶、
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之大陸配偶，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個案管理服務
如您總是在求職路上跌跌撞撞，我們將提供專業的個別化服務及

諮詢晤談，為您量身打造提升就業競爭力的服務策略。

  失業認定與再認定
非自願性離職勞工請親至本處各就業服務站接受失業認定與再

認定服務，我們將協助您請領失業給付，保障失業一定期間之基

本生活。

  就業促進與就業保險相關措施
對於因公司關廠歇業或業務緊縮被迫離職、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

之特定對象，或是失業之就業保險被保險人等求職者，我們將使用

各種就業促進工具 ( 獎助、津貼等 )，提高您的就業機會。

  職業心理測驗與深度就業諮詢
如果您是尚在摸索就業方向的求職者，我們提供免費職業心理測

驗，並由個案管理員根據施測結果，透過職業介紹進行就業媒合服

務。如經評估，您需要深度晤談釐清就業問題，我們將安排免費專業

就業諮詢師與您晤談，協助釐清就業問題並提供建議或轉銜服務。

  職業訓練諮詢及推介
針對有工作意願但工作能力相對不足、欲重新習得一技之長者，個

案管理員將提供簡易就業諮詢、職業訓練諮詢及推介適合的職訓課

程，為您開啟另一片天地。

  就業或創業研習課程

1. 就業研習
為使求職民眾瞭解就業市場現況及趨勢，開辦多種求職技巧、就

業轉職及就業市場趨勢等課程，除聘請專業人士講授外，亦輔以

名人講座分享，以協助民眾順利就業。

2 . 創業研習
每年為有意創業之民眾，提供數場次免費之創業相關課程，規劃有

【創業研習班】及【創業相關專題講座】，讓有意創業之民眾了解創業者

基本知能、專業知識，並可洞悉創業危機及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率。

參與創業課程之民眾，還可向本處申請創業顧問一對一免費諮詢。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約聘僱人員暨專案技工、工友及公
   立幼兒園契約人員甄選
每月辦理 1 次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約聘僱人員暨專案技工、工友甄試，
甄試簡章相關訊息將於每月月底至隔月月初公告於本處及台北人力

銀行(OK WORK)網站【最新消息】。

  雇主服務暨徵才活動
由深具熱忱的工作團隊規劃企業人才招募活動，每季辦理 1 場大型
徵才活動或為企業量身打造之專案招募活動。

  特定對象就業服務
針對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臚列之特定對象，如獨力負擔家計者、
年滿 40歲至 65歲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2年以上
重返職場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外籍及大陸地區配

偶具合法工作權者等族群，本處提供一對一的個案管理服務，期以

全方位的支持與陪伴、專業化的諮詢與協助，幫助各特定對象回歸

職場、穩定就業。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因應網路時代重新建置的台北人力銀行，不僅提供完整充分求才求

職資訊，也透過手機、電子郵件、社群網站等多元管道強化會員的

溝通及互動，同時為民眾求職權益嚴格把關，力求資訊公開透明。

我們的服務有：

  現場徵才活動
就業博覽會：台北人力銀行開發優質職缺，每年辦理 4 場大型就業
博覽會，滿足企業求才及民眾求職之需求。

 企業專案招募活動：針對單一廠商的特殊需求或聯合數家廠商共同
合作，為企業量身打造之專案招募，解決企業大量求才之需求，並強

化企業形象之建立。

  科技園區服務
專業人員進駐「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並設置就業服務臺，每年亦特

別於南港及內湖科技園區辦理科技業徵才活動。

  就業秘笈
網站提供職場充電、求職面試寶典、職場影音等職場新訊，讓您掌握

勞動市場脈動。

  求職求才服務
民眾透過台北人力銀行網站可查詢到企業求才訊息及每月臺北市政

府各機關專業技工暨約聘僱人員招考訊息；公司企業登入求才會員，

可免費露出各項職缺，並獲得人才推介服務。

網 址：https：//www.okwork.taipei
客 服 專 線：週一至週五請撥 ( 02 ) 2338-0277或                          轉 58988  
Line 線上客服：ID「OKWORK」，加入好友 !
服務時間：10：00 ∼ 11：30；14：00 ∼ 16：30
Facebook 粉絲團：「台北人力銀行」，按「讚」加入粉絲。

找工作、
       找人才 !

在這個帶有濃烈文青風的設計空間裡，我們推出素質優秀的職涯諮

詢團隊，秉持專業、創意、陪伴、支持的理念，讓懷抱熱情夢想的

一隻隻青鳥，得以在 TYS 的大樹下停頓棲息，從自我觀察出發，開
啟職涯發展評估、職場體驗實習、職涯成長支持、求職服務及創業

發想平臺的各項服務，為年輕人定錨，當年輕人的靠山。

職涯發展評估：職業適性測驗諮詢分析。

職場體驗實習：企業有薪實習、資深輔導人制度。

職涯成長支持：職涯講座、標竿學習、追求夢想。

求職服務：專業適性就業媒合。

創業發想平台： 資訊的集中營、腦力創意的薈萃所。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日 (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息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服務電話：02-2395-8567 或                           轉 58567
傳真：02-2395-8568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7 號 1、2 樓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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