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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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作業員＞，電子產品(電源供應
03-9653512 器)之插板、組裝、測試。 工作
不拘 2
分機206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依照勞基法規定。

林先生

＜技師/半技師/學徒＞，汽車維
修工作。 上班時間：0800-1800
03-9650099
不拘 2
，供午餐(加班供晚餐)，休假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龍鼎汽車商行 78232940
五結鄉

林先生

＜業務人員＞，中古汽車銷售工
作，有經驗者佳。 上班時間：
03-9650099
不拘 2
0800-180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
28741455
冬山鄉 果園有限公司

＜房務員＞，房間清潔、定期保
林小姐/ 03養、備品盤點。上班時
不拘 3
劉小姐 9511456#600 間:0800~1700，月休8天輪休，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
28741455
冬山鄉 果園有限公司

＜早班餐飲服務人員＞，餐飲點
林小姐/ 03菜、上菜，偶爾協助廚房切菜
不拘 3
劉小姐 9511456#600 等。上班時間：0500-1400，月輪
休8天，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塗裝技術工＞，船舶製造:表面
處理，噴漆，有意願從事造船產
03業者歡迎應徵，無經驗可。上班
國中 4
9901166#119 時間：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
合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
調整薪資。

宜蘭縣 銓發股份有限
12726823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龍鼎汽車商行 78232940
五結鄉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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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造船工業
40607762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宏勛企業有限
53645590
宜蘭市 公司

張小姐

＜焊接技工＞，船舶製造:木工、
電工、鋁合金組立安裝、鋁合金
焊接、塗裝等工作，無經驗可，
03有經驗者尤佳，有意願從事造船
國中 5
9901166#119 產業者歡迎應徵。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張小姐

＜造船技術員＞，船體之組立組
裝、焊接與研磨，上班需輪班：
03日班/晚班/大夜班/假日班，上班
高職 5
9901166#119 工時及輪休方式及薪資，均符合
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
整薪資。

張小姐

＜機械操作工＞，NC切割機械操
作，具摩擦焊接機與水刀切割機
操作經驗者佳。需輪班：日班/晚
03班/大夜班/假日班，上班工時及 高職 5
9901166#119
輪休休假及薪資，均符合勞基法
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張小姐

＜品管工程師＞，船艇品質檢驗
管理，上班時間：08:00~17:00、
03-9901166
不拘 2
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歷証照核
薪。

鄭先生

＜室裝木工＞，船舶室內裝潢、
隔音工程與木工艤裝，有木工經
0932-020212 驗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4
薪資30000~33000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鄭先生

＜機械設計製圖員＞，船舶機械
及管路製圖，有意願從事船舶設
03計者歡迎應徵，應徵時請附上3D
高職 2
9901166#123 作品 jpeg或PDF檔案尤佳。上班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黃小姐

＜鐵工＞，焊接、鋼構製造及組
立。上班時間：0800-1730，供一
03-9253115
不拘 5
餐，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依勞基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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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單員＞，路邊停車場開單人
員 上班時間：採早晚班輪班制，
03-9351451 輪休月休9-10天，薪資：22660
不拘 2
分機94
元。 工作期間：107/05/15107/12/31日止。 工作地點：礁
溪鄉。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警
40401403
宜蘭市 察局

林先生

宜蘭縣
泓誌有限公司 28394835
宜蘭市

＜會計＞，內帳、出貨單、會計
陳仁地先
帳處理。 工作時間：0800-1700
03-9386156
高職 2
生
，月休及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宜蘭縣
泓誌有限公司 28394835
宜蘭市

陳仁地

＜儲備業務人員＞送貨業務，進
出貨及管理盤點，上班時間：
03-9383828
國中 2
0800~1700，月休及薪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

陳小姐

＜包裝作業員＞，1.進行製造現
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貨
等作業。2.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
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3.
03-9289388 填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 高職 5
標的距離。4.完成主管交辦有關
生產產品、程序事宜。上班時
間：0800-1700。薪資與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

簡小姐

＜【宜蘭店】餐飲服務員＞，負
責餐飲場所的內外場聯繫、顧客
菜單諮詢、點餐供餐及桌面環境
清潔，日班：自10時00分~至21時
30分; 輪班二班制;中班：自12時
0912-880392
不拘 4
30分~至21時30分，薪24000元3000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兼職可)。工作地點:新月廣場家
樂福-美食餐廳。 應徵者請先電
洽。

宜蘭縣 益欣食品股份
84527746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銘宇興業有限
29096546
宜蘭市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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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銘宇興業有限
29096546
宜蘭市 公司

宜蘭縣 麟手創料理餐
10639909
宜蘭市 廳

宜蘭縣 麟手創料理餐
10639909
宜蘭市 廳

宜蘭縣 嘉豪福有限公
70730944
員山鄉 司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
89543576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簡小姐

＜【宜蘭店】廚師助理＞，擔任
廚師的助手，協助廚師烹調前與
烹調中的準備工作，與其它餐廳
的相關事務(兼職可)。1.依據餐
單準備相關的食材。2.將食材清
洗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3.根據
顧客的點單進行烹調。4.清理以
及保養設備。5.清洗食材。6.將
食材依照廚師要求進行切片、切
0912-880392
不拘 4
塊或切末等備料的工作。7.進行
擺盤的動作。8.工作區域和設備
的清潔以及保養。工作時間：日
班：自10時00分~至21時30分，輪
班二班制;中班：自12時30分~至
21時30分。薪資24000元-31000元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工作地
點:新月廣場家樂福-美食餐廳，
應徵者請先電洽。

簡小姐

＜外場服務生＞，餐廳外場服
務。上班時間：09：30-14：30、
03-9368658
高職 3
17：00-20：00，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

陳小姐

＜晚班工讀生＞餐廳外場服務。
03-9368658 上班時間：18：00~21：30，休假 高職 3
及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廖小姐

＜計時人員＞，一般收銀、門市
工作。 上班時間：0700-1500、
03-9232867
高職 4
1500-2300、2300-0700，時薪14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葉小姐

＜公共區域清潔員＞，公共區域
03-9888047 清潔及維護。工作時間：0830不拘 1
分機1809
1700；1330-2200，月排休八天，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莊小姐

＜計時餐飲服務員＞，願意學習
03正統餐飲服務者，餐飲或觀光相
9885211#801 關科系。早班-08:00~15:00；晚 高中 3
7
班-17:00-21:30。月休8天，時薪
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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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政府委
託宜蘭縣幼兒
宜蘭縣
教育事業學會 17123104
礁溪鄉
辦理公共托嬰
中心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竹峖身 17121372
礁溪鄉
心障礙養護院

宜蘭縣
亞奇旅館
羅東鎮

42076277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人資

＜行李接待員＞，負責行李配送
與服務中心相關業務，具基礎英
03或日語溝通能力者佳。上班時
高職 3
9875012#170 間：0630-1430、1430-2230，需
輪班，月休6天，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莊小姐

＜計時房務員＞，負責客房清潔
03及整理工作。上班時間：4-8小時
9885211#801
不拘 3
，時薪符合勞基法規定，休假：
7
月排休8天。

黃主任

＜托育人員＞，0-2歲嬰幼兒保育
工作，需具備證照。 上班時間：
03-9871993
高職 1
0730-1800(需輪班)，供一餐，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許靜宜

＜護士＞，住民安全維護，身體
心理的健康照護,具護士證照，上
03-9874661
高職 4
班時間：08:00~17:30，月休及薪
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謝襄理

＜客房部服務人員＞，1.飯店房
間的清理打掃。2.清潔浴室，補
充衛浴用品。3.房間的消毒。4.
協助其他區域的清潔作業。5.家
俱、辦公室設備保養清潔。6.餐
03-9563126
不拘 2
廳早餐服務。早班：09:00~18:00
需輪班，月休8天排休，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意者請先投遞履歷
luodong.artch@gmail.com 合者
預約面試。

李先生

＜行銷企劃人員＞，1.平面設計
，包含報刊、雜誌及固冊之封面
及版面規劃設計、內頁編排、POP
美工、排版美工等。2.撰寫廣告
公關文案並送交文案總監審核。
3.規劃公司或顧客對外的行銷活
03-9504369
專科 1
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益進行
分析與建議 。
4.與各部門溝通，以了解產品特
色，為企劃案發想。上班時間：
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
25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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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宜蘭縣 第五季國際旅
54769751
羅東鎮 店有限公司

宜蘭縣 第五季國際旅
54769751
羅東鎮 店有限公司

李先生

＜日式廚師＞，1.設計菜單，以
日式料理為主 。2.依據餐單準備
相關的食材 。3.將食材清洗並做
簡單的處理備用 。4.清理以及保
03-9504369
高職 1
養設備。 5.根據顧客的點單進行
烹調。上班時間：09:30~14:00、
16:30~21:00，薪資35000~4500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李先生

＜中餐廚師-中工＞，1.準備食材
並烹調菜餚 。2.進行廚房內的衛
生管理工作。3.掌控菜餚的擺盤
與數量。4.負責研發新菜色。5.
與同事或經營者共同討論港式點
心菜單。6.計算進貨的數量，並
進行成本之控管。7.設計菜單，
以其他料理為主。8.依據餐單準
03-9504369
專科 1
備相關的食材 。9.根據顧客的點
單進行烹調 。10.將食材清洗並
做簡單的處理備用。11.依據餐單
準備相關的食材。12.將食材清洗
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上班時
間:9:30~14:00、16:30~21:00(含
休息時間)，薪資:30000~350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鄭先生

＜房務人員＞，房間打掃床巾更
換及浴廁備品補充。上班時間：
03-9557222
不拘 1
08:00~17:00，月休8天排休，薪
資22000~25000元

闕太太

＜櫃檯儲備幹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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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務工作及人力的分配、調度與
0937-341346 班表安排。4、美食及私房景點等 不拘 2
旅遊路線規劃。5、客訴及危機處
理。 工作時間：0800-1700；
1000-1900；1400-2300(需輪班)
，月休8天輪休，薪資：26000元
至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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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上島食品股份
80164927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林特助

E-MAIL

宜蘭縣 上島食品股份
80164927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林特助

E-MAIL

＜營運主管＞，1.規劃及審核公
司各項管理制度，以符合經營管
理之需求。 2.規劃公司人才開
發、及教育訓練課程。3.塑造公
司組織氣候及企業文化，以符合
發展需要，引導各部門經營方向 高職 3
與公司營運目標方向一致。4.上
級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應徵者請先寄
MAIL:jnj16173@ms49.hinet.net
＜客戶服務主管＞，1. 導引介紹
館內設施及服務。 2. 館內各項
主題並予以說明其典故、由來或
歷史淵源。 3. 保障參觀者之導
覽過程之安全與必要性之服務。
高職 3
4. 機動事項之配合 。5.上級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
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應徵
者請先寄
MAIL:jnj16173@ms49.hinet.net
＜儲備幹部＞，1.規劃及審核公
司各項管理制度，以符合經營管
理之需求。 2.規劃公司人才開
發、及教育訓練課程。 3.塑造公
司組織氣候及企業文化，以符合
發展需要，引導各部門經營方向
與公司營運目標方向一致。 4.定 高職 2
期召開經營會議並落實、督促和
協調各部門的工作進展 。5.上級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應徵者請先寄
MAIL:jnj16173@ms49.hinet.net

宜蘭縣 上島食品股份
80164927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林特助

宜蘭縣
老三林食品廠 41597854
蘇澳鎮

＜食品衛生管理員＞，食品衛生
加工管理，須有食品衛生管理相
陳妙如小
03-9963541 關證照者。 上班時間：0800專科 1
姐
170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E-MAIL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5/16

第7頁

＜操作工＞，-20度冷凍庫產品堆
疊搬運(約10公斤，超過40公斤有
機具輔助)、剁殺魚蝦機器操作。
薪資：24000元至27120元，周休
二日。 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
03-9902107
不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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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
天，每餐5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宜蘭縣 和誠億水產股
42102893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吳小姐

宜蘭縣 尚鮮冷凍食品
54521581
蘇澳鎮 有限公司

＜美編人員＞， 1.雜誌排版、書
籍圖文版型設計排版(1~3年經驗
優)。 2.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
報和DM。 3.商品包裝的設計、
logo設計。 4.Banner等文宣製
李欣儀小
作。 5.會Adobe Photoshop、
03-9905535
不拘 1
姐
Illustrator、Indesign、mac系
統。6.具HTML/HTML5/CSS網頁技
術相關經驗及能力者尤佳。7.請
提供個人作品供參考。上班時
間：0800-1700，供午餐，週休二
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水上救生員＞，水質檢測，負
責游泳場所安全檢查及游泳急
不拘 2
救。薪資34000元以上，上班時間
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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