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

※此為本日新增職缺，如欲查詢更多工作機會，請洽本中心服務人員或上台灣就業通
地點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羅主任

＜謢理人員＞ 1.個案生活照護、
護理計畫撰寫執行等。 2.照顧服
務方案管理與品質促進等，需要
護士證書或護理師證書。 工作時
03-9606000
高職 1
間：(輪班三班制)日班：08001600；中班：1600-2400；晚班：
2400-0800，供一餐，周休二日，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慈愛養 83806559
五結鄉
護院

羅主任

＜照顧服務員＞，老人生活照
顧、環境清潔整理，需有照顧服
務員結訓證書或證照。 工作時
03-9606000
不拘 2
間：0800-2000(含中間休息時間2
小時)，輪休月休9-10天，薪資：
27500元以上。

宜蘭縣 謝記畜產食品
16709584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食品技師＞， 食品檢驗、品質
監督、教育訓練、流程管控、衛
簡麗秋小
03-9907719 生管理等工作，需具備證照。 上 高職 1
姐
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週
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慈愛養 83806559
五結鄉
護院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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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蘭智
社會福利基金
宜蘭縣
會附設私立蘭 09880809
冬山鄉
陽智能發展學
苑

宜蘭縣 靖瑋營造有限
42076924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靖瑋營造有限
42076924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建蘭企業有限
27661952
宜蘭市 公司

密件

張小姐

＜操作工-龍德廠＞，組裝、車削
(鐵削)、研磨、鑽孔、補土、噴
漆、搬運(約30公斤)、工廠環境
清潔。 薪資：22008元至26770元
(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
03-9904668 ，不包括加班費)，週休二日。
不拘 19
分機43
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
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6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鍾小姐

＜夜間生活服務員＞，需配合住
宿，協助身障者住宿及生活起居
相關事宜，安全巡視，緊急狀況
03-9561981 之處理與反應，寢室清潔及早餐
高職 2
分機16
準備，需教保初級班或照顧服務
員研習證書優先錄取。上班時間
15:30~0:00 (8小時)，月休8天輪
休，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測量人員＞，土木工程測量相
關工作，需有經驗。 上班時間：
03-9906125
不拘 1
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陳小姐

＜事務員＞，內業文書作業，需
03-9906125 有經驗。 上班時間：0800-1700 專科 1
，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游小姐

＜操作工＞，洗衣、整燙、搬運
床單及衣物(約30公斤)、工廠環
境清潔。 薪資：22008元至22545
元 (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
工資，不包括加班費)，週休二
03-9288660 日。 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含 不拘 6
休息時間0.5小時，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
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60元，住宿費
月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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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竹林養 95942488
礁溪鄉
護院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
24547114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
24547114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
24547114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
24547114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密件

許小姐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洗
澡、拍背、換尿布、餵食.....等
工作)。工作時間：(二班制，需
輪班)。日班0800至2000；晚班
20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2小
03-9889357 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不拘 6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7500元以上，輪休
月休八天。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1餐/天，每餐60元，住宿費月扣
2000元)。

楊經理

＜農曆年臨時工＞，門市銷售包
裝清潔等公司交辦事項。初一至
03-9289096 初三時薪280元，初四至初五，時 高職 2
薪140元，工作期間：2/16-2/20
，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楊經理

＜假日及代班臨時人員＞，假日
及代班休假人員之作業。工作時
03-9289096
高職 1
間、薪資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

楊經理

＜電子商務行銷企劃專員＞，1.
具備官網與電子商務平台系統操
作、銷售、管理與維護。 2.能獨
立作業執行網路接單一貫作業流
03程(上架、維護、撈單、包裝、出 專科 1
9289096*611
貨、對帳) 。3.電商通路促銷、
各種活動安排、規劃與執行。上
班時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楊經理

＜美編人員＞，1.商品外包裝設
計與賣場海報、商品DM等各式文
宣需求的平面版面設計。2.負責
商品的平面拍攝、去背修圖、美
03工編排等。3.配合網路電商需求 專科 1
9289096*611
製作網路廣告Banner、EDM等的設
計。3.需熟練photosh。上班時
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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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42006131

42006131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密件

歐小姐

＜大夜班人員＞，點單、飲料調
配、蛋糕包裝、結帳收銀 、門市
清潔工作、主管交待事項。 上班
0919-534545
不拘 3
時間：2300-0800，休假依勞基法
相關規定、月薪$28000~32000
元。

歐小姐

＜晚班工讀生＞，協助正職人員
處理工作上的事務、依照規定票
價，出售票務、進行驗票工作並
0919-534545 保留存根、.將菜單遞交顧客，答 不拘 5
覆有關餐飲問題，必要時提供建
議。 晚班：1800-2300，休假、
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人資部

＜烘焙坊廚師＞，1.具備旅館烘
焙坊主廚二年以上實務經驗與廚
師證照(俱籌備經驗尤佳)。2.需
負責統籌烘焙坊內場所有蛋糕、
麵包、巧克力、各式西點研發與
生產管理作業，需具備烘焙坊員
工教育訓練之能力。3.具領導、
03-9551581
不拘 1
監督與管理烘焙坊同仁之作業與
食材利用，提高館內西點與麵包
的自製率。4.負責編列烘焙坊年
度預算，並能有效執行預算與控
制烘焙坊所有自製成本。上班時
間及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蔣小姐

＜客服部-禮賓接待員＞，1.具備
旅館禮賓接待實務經驗尤佳。2.
現場迎賓、接待、送客服務。3.
具備英語或日語能力；英日語俱
佳者優先考慮。4.提供顧客日常
服務、資訊。5.協助主管完成交
辦工作。6.良好之溝通協調並能
03-9057988 與客人良好互動關係。7.喜愛與 不拘 4
人接觸，應對禮節合宜。8.具客
務接待經驗或旅館管理相關科系
畢業者優先考慮。9.具有強烈責
任心及服務熱忱。上班時間、休
假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符
合勞基法規定以上，且依照工作
能力調整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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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宜蘭縣 宜蘭芷園餐飲
45124977
羅東鎮 有限公司

闕小姐

宜蘭縣
金醇商行
羅東鎮

官小姐

10041368

宜蘭縣 辰邦機械有限
16508192
蘇澳鎮 公司

宜蘭縣
金進鴻號
蘇澳鎮

密件

黃小姐

＜客務部-櫃檯接待員＞，1.處理
房間安排事宜，如：訂房、排
房、進房、退房等。2.處理帳務
，如：收款、核帳、查帳等。3.
負責轉接電話並且為客人留言。
(含收發E-Mail) 。4.接待客人，
並提供相關服務，如當地旅遊諮
03-9057988
高職 5
詢，並協助安排旅行計畫、交通
具租用、接送等事宜。5.需具服
務熱忱及臨場應變能力。6.基本
英語(或日語)溝通能力。7.配合
完成主管交待之事項。上班時間
及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待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廚師＞，設計菜單、依據餐單
準備相關的食材、將食材清洗並
做簡單的處理備用、根據顧客的
點單進行烹調、清理以及保養設
03-9615089
高職 3
備、中式廚師2年以上經驗，工作
態度認真。 上班時間輪二班、供
兩餐，休假、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門市人員＞，飲料調製、收
銀、清潔等工作。 上班時間：每
天不超過八小時(排班制)，加班
依工作需要，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03-9577322
高職 2
基法規定(待優)。 意者請親洽投
遞履歷。
上班地點：清心福全羅東站前
店。
＜行政會計＞，一般行政相關工
作及帳務處理。 上班時間：
03-9909275
專科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船員＞，抓魚。 薪資：22000
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俞士源先
CT4-001579
0910-521984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15
生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
35元，住宿費月扣22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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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福寶冷凍食品
24437664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銅座鑄造科技
27868969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密件

吳小姐

＜操作工＞，漁獲處理、分裝、
打包、出貨(須搬運20-30公斤，
貨品如超過40公斤有機械輔助)。
薪資：23889元至26959元(薪資為
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不包
括加班費)。工作時間：08點至17
03-9902706
不拘 5
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
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排休周休二日。供膳宿情況：供
宿(住宿費月扣5000元)，不供
膳。

王小姐

＜操作工＞，機台操作(造模機、
溶解爐)及搬運較重物品(10-15公
斤左右)。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
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
03-9902198 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不拘 19
周休二日。薪資：22444元至
33375元(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
小時工資，不包括加班費)。供膳
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60元，住宿費月扣3500元）。

2018/1/9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