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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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明鈺有限公司 12615713
五結鄉

＜廚房工作人員＞，清洗蔬菜、
烹煮蔬菜、商品包裝、環境整
黃廠長/
理。 工作時間：0900-1800、
03-9507419
不拘 2
方小姐
1200-1300午休。 休假：週休二
日(固定休週日、週一)。 薪資符
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千慶實業有限
86918682
冬山鄉 公司

＜粗工＞，廠區內相關作業協助
工作人員及助手。工作時間：
03-9909670 08：00-17：00，周休二日。日 不拘 5
薪：1300元-2300元，供一餐。工
作地點：台化龍德廠。

宜蘭縣 岩成科技事業
54800471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忠華保全事業
23617576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李小姐

＜操作工-冬山廠＞，操作機台
(射出機)、包裝、檢驗(目檢)。
工作時間及薪資：(二班制，需輪
班"一個月輪班一次"，周休二日)
日班：0830至1730(薪資：24000
元至24480元)(含休息時間1小
03-9593500
黃小姐
時)。晚班：2030至0830(薪資： 不拘 10
分機203
28800元至29376元)(含休息時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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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住宿費月扣4400
元)。
＜保全人員-蘭陽別院＞，安全維
護及車輛進出登記。 需輪班，每
班8小時，做四休一，薪資：
仇先生/ 仇先生091324000元起。 上班地點：佛光山 國中 1
黃組長 818396
蘭陽別院。 意者請先電話聯絡：
仇先生0913-818396/黃組長098803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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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固公寓大廈
宜蘭縣
管理維護股份 86886289
宜蘭市
有限公司

林主任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
97161500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張襄理

榮江股份有限
宜蘭縣
公司新月分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

翁小姐

榮江股份有限
宜蘭縣
公司新月分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

榮江股份有限
宜蘭縣
公司新月分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蘭晶心作料理 37835502
宜蘭市

宜蘭縣
蘭晶心作料理 37835502
宜蘭市

＜保全人員＞，1.辦公大樓之安
全維護。2.人員進出安全管制。
0939-183499
不拘 2
上班時間:0700-1900；1900-1700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餐飲服務員＞，肯德基宜蘭店
餐飲服務工作，正職或兼職計時
人員皆可。上班時間：06:0003-9355151
不拘 4
13:00、11:00-20:00、18:0001:30，休假及時薪符合勞基法規
定。
＜餐廳洗滌員＞1.負責廚房區域
之衛生與清潔工作。2.餐具及器
03皿之洗滌。3.每月固定盤點事
9330022*360 宜。4.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不拘 3
3
間：1130-1530、1800-2230，月
休8-10天，薪資：23000-25000
元。

翁小姐

＜計時餐廳洗滌員＞ 1.餐飲服務
032.餐廳環境整潔 3.工作積極樂
9330022*360 觀、抗壓性高 上班時間：排班制 不拘 3
3
，時薪：140元，月休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

翁小姐

＜餐飲服務人員＞，負責餐飲場
03所的內外場聯繫、顧客菜單諮
9330022*360 詢、點餐供餐及桌面環境清潔。 不拘 4
3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胡小姐

＜餐飲服務員＞，協助上菜、介
紹菜色、餐後清理等工作，工讀
0989-667782 可。 工作時間：1000-1400、
不拘 1
1700-2100，周休二日(排休)，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胡小姐

＜洗碗工＞，清洗碗盤廚房雜
務。 工作時間(早班)100003-9371234
不拘 1
1430、(晚班)1800-2200，月休6
天，薪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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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力麗開發
53855912
員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力麗開發
53855912
員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盧小姐

＜接待員＞，1.行李運送，客人
停車指引 ，迎賓。2.提供旅遊諮
詢及週邊景點介紹。3.客人接駁
03-9232111 服務。4具小客車或中巴駕照佳。 不拘 4
上班時間：早晚班(需輪班，每班
8小時)，月休符合勞基法相關規
定，薪資22500-27000元。

盧小姐

＜房務員＞，1.房間清潔及備品
擺放 2.客房內硬體保養維護 3.
03-9232111 公共區域清潔保養。上班時間及 不拘 4
休假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22500-27000元。

宜蘭縣 宜蘭力麗開發
53855912
員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盧小姐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張小姐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張小姐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張小姐

＜廚師助理＞1.負責為飯店的各
式餐廳出餐做準備。2.在任何廚
師離開其崗位時可馬上替補。3.
遵從飯店的政策和做法，要求廚
師以有禮貌、安全和高效率的方
法，提供及維護最高水準服務。
03-9232111 4.樂於接受改變，喜歡接受挑戰 不拘 3
，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基本衛
生觀念，行為舉止有禮。具西餐
丙級證照，一年以上飯店相關工
作經驗，會英文尤佳。上班時
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品管人員＞ 1.品質異常分析／
改善2.製程品質監控3.其他主管
03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 專科 3
9287626#100
，周休二日，薪資24000-30000
元。
＜業務助理＞，1.負責客戶聯
繫、訂單處理、安排出貨及跟催
交期。 2.對帳單／請款／出口相
03關事宜處理。3.其它主管交辦事 專科 2
9287626#100
項。熟英文佳，上班時間：08：
00-17：00，周休二日，薪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
＜研發人員＞，產品研發與製程
03-9287626 改善 ， 1年以上工作經歷。上班
專科 2
分機100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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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姐

＜設備維修人員＞，廠務系統維
修與保養（設備包含黃、白光室
設備，晶片擴散高溫爐，各式化
03學藥劑清洗台、吹砂機、研磨
不拘 2
9287626#100 機、切割機、電子零件測試機
等)。上班時間：16:20-24:20，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簡先生

＜二手麵包助手＞，麵包製作及
烘焙等作業。上班時間：
03-9557558
國中 3
08:00~17:00，月休及薪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

簡先生

＜三手麵包助手＞，協助麵包製
作及烘焙等作業。上班時間：
03-9557558
國中 3
08:00~17:00，月休及薪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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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覆有關餐飲問題，必要時提供建
議。晚班：1700-2300，休假、薪
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42006131

歐小姐

＜大夜班人員＞，點單、飲料調
配、蛋糕包裝、結帳收銀 、門市
0919-534545 清潔工作、主管交待事項。上班 不拘 4
時間：2300-0800，休假依勞基法
相關規定，薪資28000~32000元。

42006131

＜正職門市人員＞，飲品調製、
林啟旭先
販售、門市清潔工作。早班：
0919-534545
不拘 4
生
0800-1700；晚班：1800-2400，
周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淡淡的幸福早
41192360
羅東鎮 午餐

吳小姐

＜假日計時工讀生＞，送餐，廚
務清潔工作。上班時間：110003-9550087
不拘 1
1430、1700-2000，時薪：140150元。

宜蘭縣 泓荃物產文創
24858398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林先生

＜清潔人員＞，館內環境清潔打
039-951050 掃等，上班時間:0830-1730，月 不拘 1
排休8天，月薪24000元。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雪山蛋糕
53266400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雪山蛋糕
53266400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4200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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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金進鴻號
蘇澳鎮

宜蘭縣
新福安6號
蘇澳鎮

＜船員＞，抓漁。 薪資：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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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工時及 不拘 15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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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2-004156 顏先生

＜船員＞，捕魚。 薪資：23900
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0978-881938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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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