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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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電視股份
70434113
三星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好喜樂綜合五
41195900
三星鄉 金行

宜蘭縣 宜蘭縣動植物
40671588
五結鄉 防疫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莊小姐

＜會計＞，1.財務收支帳務憑證
處理及編表。2.廠商貨款及各項
費用等應付款項帳務處理。 3.處
理銀行往來相關業務。 4.熟稅務
相關法令及勞健保相關業務。5.
03年度預.決算編列。6.有耐心、細 專科 2
9898686#21
心負責，具溝通協調能力，抗壓
性強。7.能獨力完成主管交辦財
務會計相關工作。上班時間：
0830~1800，週休二日，供一餐
(素食)，薪資24000~30000元。

林經理

＜門市人員＞，收銀、商品上
架、整理貨架。 上班時間：早班
0913519252 0800-1700，中班1300~2200，需 不拘 3
輪班，供一餐，週休二日，薪資
23100元。

詹小姐

＜臨時人員＞，調查縣內荔枝椿
象寄主植物(龍眼、台灣欒樹等無
患子科植物)位置及數量、平腹小
蜂之釋放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03-9602350
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 國中 2
分機631
，日薪：1202元-1238元(依照學
歷)。僱用期限：自108/2/25至
5/31日止。意者請先函寄履歷再
通知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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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小姐

＜出納＞，一般行政會計，業務
助理及帳務處理相關工作。 工作
03-9655879 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高職 1
資：25000元。 意者請先函寄履
歷再通知面試。

游小姐

＜銷售人員＞，suzuki汽車銷售
及服務。 工作時間：0830-1730
03-9655879
不拘 1
，週休二日，薪資：23100元。
請先函寄履歷再通知面試。

宜蘭縣 喆發汽車有限
24627995
五結鄉 公司

游小姐

＜技師＞，suzuki汽車維修相關
工作，需具經驗。 工作時間：
03-9655879 0830-1730，輪休月休8天，薪
高職 1
資：25000元起。 意者請先函寄
履歷再通知面試。

宜蘭縣 美德向邦股份
70541649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操作員＞，機械操作(洗烘醫院
布服)。 工作時間：0800-1700，
何副廠長 03-9901179 須能配合加班，排休(符合勞基法 不拘 1
規定)，薪資：25000元起。 ※意
者請於上午11點前親洽面試。

宜蘭縣 美德向邦股份
70541649
冬山鄉 有限公司

＜作業員＞，洗烘衣服、床單分
類、折疊、平燙、需久站，歡迎
二度就業者。 工作時間：0800何副廠長 03-9901179 1700，須能配合加班，休假依勞 不拘 2
基法規定，薪資：23100元起。
※意者請於上午11點前親洽面
試。

宜蘭縣 日日發鋼鐵股
27824837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統一面試時間：每周一、
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 ＜
操作工＞，搬運約35公斤，超過
40公斤有機具輔助。 上班時間：
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
林國明/
03-9906588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6
柳淑菁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
假方式：周休二日。 薪資：
25100元至30622元。 供膳宿狀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7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宜蘭縣 喆發汽車有限
24627995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喆發汽車有限
24627995
五結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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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
宜蘭縣 教靈醫修女會
42091559
冬山鄉 附設瑪利亞幼
兒園

社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社區照顧促 49921257
壯圍鄉
進會

歐遊國際股份
宜蘭縣
有限公司宜蘭 53789076
宜蘭市
分公司

宜蘭縣 九股山食品股
86231156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
23159760
頭城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
23159760
頭城鎮 有限公司

陳月霞

＜教保員＞，在幼教場所擔任教
師，從事班級經營、課程規劃與
實施、學習環境規劃等各種教學
03-9583183
專科 2
活動，上班時間：0800~1730、週
休二日、薪資23100起並依證照經
驗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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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先生

＜中班房務員＞，清潔、整理房
間、具經驗佳。上班時間：170003-9281133 02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不拘 3
24000元。 請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勿親洽。

潘小姐

＜業務兼司機人員＞須具備汽車
03駕照、有行銷經驗者佳。上班時
國中 1
9779988#228 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33000-37000元。

蔣小姐

＜電控人員＞，1.協助產線機台
設備維護。2.生產設備所需動力
系統更新維護。3.協助廠區電力
系統查修。上班時間：0800-1700
03-9773147
，薪資：25000-35000元，休假符 專科 1
分機762
合勞基法規定。 意者請郵寄履歷
表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
號-管理課收。或e-mail至
tina@yeswater.com

蔣小姐

＜成品組長 ＞，1.負責管理與人
力調配。2.進銷存帳務管理。3.
進行商品入倉、交期、送貨、調
度安排等管理相關工作。 上班時
03-9773147
間：0800-1700，薪資：25000- 高中 2
分機762
2800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意者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頭城
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
e-mail至tina@yeswat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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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
23159760
頭城鎮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天主
教白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基金
宜蘭縣
會附設宜蘭縣 87801400
頭城鎮
私立聖方濟老
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宜蘭縣 楓葉亭飯店股
5326928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藍海國際餐飲
27730677
礁溪鄉 股份有限公司

蔣小姐

＜保全員＞，1.管制廠內外人
員、車輛、物品進出之檢查登
記。 2.廠區內外巡邏、維持秩
序、交通管理等。 3.清點棧板及
瓦斯。 4.工廠財產設備之監守，
03-9773147 預防盜竊宵小的侵害及加強門禁
高職 1
分機762
管制。上班時間三班制，薪資：
23100-2500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意者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
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
收。或e-mail至
tina@yeswater.com.tw

吳小姐

＜輪班照服員＞，每天到府接、
送長者至院內、並照護日間的生
03-9771132
國中 1
活起居，上班時間：二班制。 周
休二日，月薪：25000-33000元。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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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轉接電話並且為客人
03留言。 3.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
高中 3
9882233*788 協助安排 旅行計畫，交通接送事
宜。4.具服務熱忱，態度親切。
上班時間：1530-2300，月休8天
，薪資：26000-28000元。

林小姐

＜兼職餐飲服務員＞，1.餐飲服
務與接待。2.展現親切熱忱的顧
客服務。3.維護工作站的清潔衛
生。工作時間：10:00-20:00(含
03-9873222
不拘 3
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
薪150元。工作地點：礁溪庄˙櫻
桃谷(礁溪鄉礁溪路7段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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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藍海國際餐飲
27730677
礁溪鄉 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計時清潔洗碗員＞，1.將顧客
使用之餐具器皿，以洗碗精洗滌
，再以清水清洗。2.將餐具擦乾
或烘乾後歸位，做好餐具盤點及
管理。3. 負責環境的打掃清潔例
行工作。4. 廚餘回收及垃圾處
03-9873222
不拘 3
理。5.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
工作時間：10:00-20:00(含休息
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50
元。工作地點：礁溪庄˙櫻桃谷
(礁溪鄉礁溪路7段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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