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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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縣老人失
50280701
不限
智症照顧協會

宜蘭縣
一三五商行
三星鄉

宜蘭縣
一三五商行
三星鄉

09646706

09646706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林先生

＜居家照服員-急徵＞，居家照護
，兼職可。工作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兼
0958-373831
不拘 5
職時薪：180元)。工作地點：壯
圍、宜蘭、員山。***請自備交通
工具，機車或汽車皆可***

黃小姐

＜晚班賣場營業員＞，收銀結
帳、整理貨物、補貨上架，有經
驗者待優，意者請先電話聯繫。
03-9907199
不拘 2
工作時間：1200-2200 (中間休息
2小時)需輪班，月排休8天，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

黃小姐

＜早班賣場營業員＞，收銀結
帳、整理貨物、補貨上架，有經
驗者待優，意者請先電話聯繫。
03-9907199
不拘 2
工作時間：0800-1800(中間休息2
小時)需輪班，月排休8天，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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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耕盈行
三星鄉

77056683

賴先生

＜操作工＞，操作機台(碎解、篩
選、清洗、汙水處理、混合成
型、乾燥)、需搬運物品(10公斤
以上推車輔助)，工作區域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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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 休假方
03-9893188 式：週休二日。薪資：24000元至 不拘 3
27840元(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
小時工資，不包括加班費)。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70元，住宿
費月扣2500元）。上班地點：宜
蘭縣三星鄉紅柴林八王圍46-4、
46-5、61-17、61-9、62-4、621、62-2、62-3、77、253、254-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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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0900-1800(120003-9601315
不拘 1
方小姐
1300午休)，週休二日(固定休週
日、週一)，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聯泰順有限公
27826201
冬山鄉 司

李小姐

＜生產技術員＞，木板類生產技
術操作或工地現場安裝、組裝。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請先E-MAIL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意者請 國中 2
先MAIL履歷，請勿電洽，合者面
談。E-mail：
liantaishun@gmail.com

林先生

＜居家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
，需具照顧服務員結訓證書或證
03-9386833
不拘 2
照。 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週休二日，時薪：200元。

葉小姐

＜會計＞，一般帳務處理。 上班
03-9280287 時間：0900~1830，休假及薪資依 高職 1
勞基法規定。

社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社區照顧促 49921257
壯圍鄉
進會

宜蘭縣
伯龍佛具商行 70934551
宜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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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得意樓餐廳
宜蘭市

92935914

宜蘭縣 萬和豐企業股
8957378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正芳營造有限
42025496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何老板

＜廚房中工/學徒＞，切菜、蒸
籠、廚房工作。上班時間：09：
03-9322042 30-21：00(含中午休息時間13： 不拘 2
30-17：00)，排休月休8天，月薪
符合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包裝作業員＞，以螺絲包裝為
主，需搬重約20公斤。工作時
03-9285700 間：08-17:00，周休二日，薪資 不拘 3
符合勞基法規定，意者請先來電
預約面試時間。

江先生

＜會計＞，1.帳務處理，需具營
造業會計實務經驗。2.行政相關
0935-668961
專科 1
事務。上班時間：0800-1700，週
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環境清潔工＞，公共區域清潔
03，會館內外環境打掃。上班時
不拘 2
9226969#239 間：0900~1800，休假及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冷台助手＞，協助廚師烹調前
與烹調中的準備工作，其他餐廳
03-9226969
不拘 1
相關事務。上班時間：0900~1800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廚房學徒＞，1.將食材依照廚
師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末等
備料的工作。2.進行擺盤的動
03-9226969 作。3.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 不拘 3
及保養。上班時間：0900~ 1400
及1630~2100，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鄭經理

＜總務人員＞，1.協助喜慶.宴
會、活動相關事宜及燈光音響控
制。2.全館設備檢修、維護.計
03-9226969
專科 1
畫。3.主管臨時交辦事項。工作
時間：1030~1430及1630~2130，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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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鄭經理

＜餐飲部副理＞，1.負責餐廳外
場的人事管理。2.人員調配、訓
練管理。3. 協助主管督導與協調
03-9226969 餐飲服務員，分配服務區域、維 高職 1
持流程順暢運作等。工作時間：
10:30~18:30，休假及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鄭經理

＜外場主任＞，1.管理現場服務
人員、協助宴會流程場控。2.備
品補給、盤點。3.營業前、後宴
會廳整理整頓。4.協助主管執行
03-9226969
專科 1
公司政策、交辦任務、落實服務
品質要求。工作時間二班制，
10:30~14:30 ;16:30~21:30，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外場組長＞，1.協助主管督導
與協調餐飲服務員，分配服務區
域、維持流程順暢運作。2.了解
03-9226969
高職 1
訂席情形並擺設場地。上班時
間：10:30~14:30；16:30~21:30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餐飲服務生＞，1.聽候主管分
配工作與執行。2.了解訂席情形
並擺設場地。3.環境及餐桌椅之
清潔。4.檯布鋪設及口布之摺
疊。5.餐具擦拭及擺設。6.依照
訂席菜單準備所需之佐料。7.服
03-9226969 務檯之清潔及餐具擺設。8.毛巾 高職 4
之摺疊、桌花之準備。9.檢查椅
子是否清潔、動搖。10.檢查燈
光、音響、空調是否正常。上班
時間兩段班：1030~1430、
1630~213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李小姐

＜菜口人員(控菜)＞，餐飲服務
，協調內、外場，掌控出菜程
序、速度。上班時間：早班：
03-9226969
國中 1
1030~1430，中班：1630~2130，
需能配合輪班，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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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理

＜櫃檯出納＞，前檯迎賓、結帳
服務、報表整理等。工作時間：
03-9226969
高中 2
1030~1430及1630~2130，休假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CT1-003729 李先生

＜船員＞，捕魚。 工作時間：配
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0912-430291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900元 不拘 4
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
宿（3餐/天，每餐扣50元，住宿
費月扣1100元）。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順發268號
頭城鎮

林先生

＜作業員＞，現場生產作業，需
要搬貨，無不良嗜好。上班時
0970-369067 間：0800-1730，週休二日，薪資 不拘 2
依照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
力調整薪資。(2.)

林先生

＜品管人員＞，產品品質檢驗。
0970-369067 上班時間：0800-1700，月排休8 專科 1
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冬山行股份有
70507500
羅東鎮 限公司

魏店長

＜營業員＞，生鮮超市(食品、百
貨、生鮮食品)上架、管理、客服
等工作。上班時
間:07:50~17:30、月休8天輪休， 不拘 4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先Email履歷0023@surewell.com.tw
合者通知面試。

宜蘭縣 宜蘭縣勞工教
19597042
羅東鎮 育協進會

＜行政人員＞，一般行政庶務、
聯絡學員上課等事宜。上班時間
莊先生/
0938025653 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周休二 高職 3
林小姐
日。意者請先EMAIL履歷，再通知
面試，勿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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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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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勞工教
19597042
羅東鎮 育協進會

＜會計＞，會計及行政庶務工作
，連絡學員上課事宜，需具備會
莊先生/
計基礎，需配合加班。上班時
0938025653
高職 1
林小姐
間、薪資依勞基法規定。周休二
日。意者請先EMAIL履歷，再通知
面試，勿電洽。

台灣老康泰銀
宜蘭縣
髮服務股份有 42965589
羅東鎮
限公司

＜照服員-附設宜蘭縣私立老康泰
社區長照機構＞，銀髮日間照顧
03-9560956 服務，需具備照服員證照。上班 不拘 2
時間：0800-1700，供一餐，週休
二日，薪資：28000-30000元。

惠康百貨股份
宜蘭縣
有限司羅東分 86381963
羅東鎮
公司

惠康百貨股份
宜蘭縣
有限司羅東分 86381963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金泉春1號
蘇澳鎮

宜蘭縣
新取厚106號
蘇澳鎮

吳小姐

店長

店長

9552760

＜大夜班收銀人員＞，負責門市
收銀結帳、包裝、陳列、清潔與
顧客服務等工作。上班時間：
高職 2
2400~0800，月休8天輪休，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親洽門市
面談。

9552760

＜晚班收銀人員＞，負責門市收
銀結帳、 包裝、陳列、清潔與顧
客服務等工作，上班時間：
高職 2
1600~2400，月休8天輪休，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親洽門市
面談。

CT2-004125 潘先生

＜船員＞，捕魚。工作時間：配
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0936-142587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900元 不拘 6
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供膳
宿（3餐/天，每餐扣50元，住宿
費月扣1100元）。

CT3-005065 吳小姐

＜船員＞，捕魚。工作時間：配
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0919-282232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900元 不拘 10
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供膳
宿（3餐/天，每餐扣35元，住宿
費月扣1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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