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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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小姐

＜廚師＞，食材分類清洗、協助
廚房工作、其他交辦事項，需具
02-77462345 備一年以上經驗。 上班時間：兩
不拘 1
分機210
班制(需輪班)，供膳宿，輪休做5
休2，日薪：1400元。 工作地
點：翠峰山屋。

宜蘭縣 十項企業有限
12435992
五結鄉 公司

林先生

＜清潔人員＞，室內環境清潔，
需爬高，有經驗者佳。上班時
03-9653000
不拘 5
間：0800-1700，日薪：1500元，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仁記鋼索行
五結鄉

39977013

＜送貨員＞，整理商品及送貨工
何先生/
作。 上班時間：0800-1730(午休
03-9600353
不拘 2
吳小姐
1.5小時)，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財團法人宜蘭
縣私立力麗樂
宜蘭縣
活老人長期照 02711462
五結鄉
顧中心(養護
型)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及老
人。薪資：27500元(薪資為正常
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不包括加
班費)，輪休月休六天。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需配合加
班，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日班
03-9650736
0800至1600；中班1600至2400； 不拘 3
分機203
晚班24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
30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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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住宿費月扣3800
元)。

宜蘭縣 優利資源整合
54359503
大同鄉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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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衡鈺營造有限
24861719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衡鈺營造有限
24861719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友愛飯店股份
16272490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私立萬
宜蘭縣 安老人長期照
37782625
宜蘭市 顧中心(養護
型)

宜蘭縣 威儀物管股份
53916832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美麗微半導體
97056839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密件

邱小姐

＜粗工＞，模板組立、鋼筋綁
03-9617357 紮。工作時間：0800-1700，週休 不拘 2
二，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邱小姐

＜現場工程師＞，工地事務處理
，工程進度掌控，人員調配需具
03-9617357 品保或勞安証照佳。上班時
高職 2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陳小姐

＜宴會廳菜口＞，廚房至外場出
03-9369936 菜流程控管，供兩餐。 上班時
不拘 1
分機303
間：1000-1400、1700-2100，月
休6-7天，薪資24000元。

林先生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生活
起居/灌食/換藥。 工作時間：
(三班制，需輪班) 日班0800至
1600；中班1600至2400；晚班
2400至0800 (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
03-9359697 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不拘 3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75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
餐/天，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
2900元)。

申督導

＜保全人員＞，安全防護。 工作
時間0700-1900、1900-0700(需輪
0912-588308
不拘 2
班)，月排休6日，月薪32000元。
上班地點：中天大飯店。

游淑芳

＜作業員＞，設備操作維護。 上
班時間：日班0800-1900，中班：
03-9284876
高職 8
1200-230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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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姐

＜作業員＞， 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 2.進行製造現
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貨
等作業。 3.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
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 4.
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
0972-924583
國中 6
序事宜。 5.除大專夜間就讀人員
外,餘需配合加班。(需負重20公
斤左右，但不是整日都要搬)上班
時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先投遞
履歷再通知面試。(2.)

宜蘭縣 首朋企業股份
1618193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黃小姐

＜品管人員＞ 1.檢查、測試、或
測量材料、產品、裝置，使之符
合規格。 2.使用測量儀器（如：
尺規或測微器等）測量產品的尺
寸以符合規格。 3.收集或挑選樣
0972-924583 本，以進行測試或作為模型使
專科 1
用。 4.分析、計算測驗數據，以
確認測試結果。 5.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10，週休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意者
請先投遞履歷再通知面試。

宜蘭縣 統盛國際股份
80298046
宜蘭市 有限公司

＜作業員>，搬貨(約30公斤)，裝
貨櫃，飲料操作機台，蒸煮、工
簡素容小
03-9284566 廠環境清潔、包裝，會堆高機者 不拘 1
姐
佳。 工作時間：0800-1800，周
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
24878388
宜蘭市 有限公司

林先生

＜寒假/假日工讀生＞，餐飲服
03-9287098 務。 薪資、上班時間、休假依勞 不拘 6
基法規定。

林先生

＜外場正職人員＞，餐飲服務。
03-9287098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 不拘 2
規定。

宜蘭縣 首朋企業股份
1618193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
24878388
宜蘭市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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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行銷業務專員＞1.觀光工廠業
務推廣，包含導覽與訓練及參
展。 2.負責行銷企劃案的撰寫、
規劃，籌備、執行公司對外的行
銷活動與媒體活動（如：觀光工
廠行銷推廣），並對其效益進行
分析與建議。 3.建立及維護推廣
網路通路。 4.建立、分析現有顧
客與潛在顧客資料，並發展客戶
03-9287098
大學 2
維繫方案。5.建立、推廣、經營
與管理現有品牌、產品以及公司
整體的形象，並負責相關文宣資
料的規劃與製作。6.負責媒體雜
誌宣傳及新聞稿撰寫等廣告通
路、公關活動規劃及執行相關事
務。有業務開發經驗、企圖心
者。上班時間：0900-1730，周休
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天主教蘭陽 77045357
羅東鎮
青年會

張小姐

＜補習班老師＞1.班級經營(國小
中高年級，面試協議)。2.家長溝
通。 3.課業教學輔導 。4.其他
03交辦事項。上班時間：週一、週
專科 1
9511161#41 三~週五 12:00~19:00 週二
14:00~19:00 週六排班制 ●寒、
暑假:早上08:00~17:00，薪資符
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千化機械工程
23570919
蘇澳鎮 有限公司

＜維修人員＞，索道維修。上班
方先生/ 03-9602337 時間：0800-1730，月輪休6天，
不拘 1
陳小姐 陳小姐
月薪35000元。工作地點：蘇澳鎮
白米社區附近。

宜蘭縣 誼美冷凍食品
42022717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技師＞，食品品管檢驗工
作，需具備食品技師證照。 上班
03-9901491 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 高職 1
時)，周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
24878388
宜蘭市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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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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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逢吉58號
蘇澳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
資：22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
洪維芬小
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CT2-005183
0936-048583
不拘 7
姐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
天，每餐50元，住宿費月扣1100
元)。

宜蘭縣
集豐68號
蘇澳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
資：22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
劉玉山先
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CT3-003677
0910-057190
不拘 5
生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
天，每餐40元，住宿費月扣1800
元)。

宜蘭縣
漁滿168號
蘇澳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
資：22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
洪俊一先
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CT2-004498
0921-837753
不拘 4
生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
天，每餐50元，住宿費月扣1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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