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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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三升農機科技
23864098
三星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三升農機科技
23864098
三星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三升農機科技
23864098
三星鄉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天主
宜蘭縣 教靈醫會私立
66253259
三星鄉 聖嘉民啟智中
心

密件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吳小姐

＜機械加工技術員＞，1.機械操
作及生產作業。2.主管交辦事
03-9893175 項。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4
，週休二日，薪資依照勞基法規
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吳小姐

＜電焊工＞，1.具自動氬焊.電焊
3年以上經驗。2.配合度佳。需有
電焊工作經驗，上班時
03-9893175
國小 3
間:08:00~17:00，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以上，且依照工作能力調
整薪資。

吳美玉

＜生管人員＞，1.生產排程安
排。2.排定生產計劃 。3.交期協
調、進度控管、交期聯繫及跟
催。4.主管交辦事項等。需具備
03-9893175
高職 1
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以上，且依照
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陳主任

＜照顧服務員＞，照顧三歲以上
身心障礙者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工
作。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班)，日班0730-1530；中班153003-9899556
2330；晚班2330-0730，(每班含 不拘 2
分機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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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27500元，週
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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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和德昌股份有
12411160
五結鄉 限公司

＜長期工讀生-麥當勞＞， 產品
製作及櫃檯服務，工作時間可調
配，時薪符合勞基法規定，(夜班
值班經理 03-9650060
不拘 5
24:00~06:00另加給津貼每小時55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歡
迎肯吃苦耐勞者應徵。

宜蘭縣 水岸森林休閒
30321710
冬山鄉 農場

施先生

＜房務員＞，房間、園區整理。
03-9610277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休 不拘 2
假依勞基法規定。

施先生

＜會計＞，帳務相關事宜處理。
03-9610277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及 高職 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施先生

＜櫃檯人員＞，協助客人訂房、
櫃檯相關事務處理。早班
03-9610277 08:00~17:00，中班13:00~22:00 專科 2
，需配合輪班，薪資及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

吳主任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
人。薪資：27500元以上(薪資為
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不包
括加班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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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至
16：00；中班16：00至24：00；
03-9588990
不拘 5
晚班24：00至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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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輪休月休
六天。供膳宿情況：供膳宿(2餐/
天，每餐50元，住宿費月扣2600
元)。

宜蘭縣 水岸森林休閒
30321710
冬山鄉 農場

宜蘭縣 水岸森林休閒
30321710
冬山鄉 農場

宜蘭縣私立杏
宜蘭縣 林老人長期照
72698821
冬山鄉 顧中心(養護
型)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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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
人。薪資：27500元以上(薪資為
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不包
括加班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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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至
16：00；中班16：00至24：00；
03-9587985
不拘 5
晚班24：00至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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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輪休月休
六天。供膳宿情況：供膳宿(2餐/
天，每餐50元，住宿費月扣2600
元)。

宜蘭縣私立順
宜蘭縣 安老人長期照
72698842
冬山鄉 顧中心（養護
型）

吳主任

宜蘭縣 偉福機械工程
86836633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操作工＞，冷作、電焊、搬運
機械器具(大約30公斤)、工廠環
境清潔。薪資：22008元至26770
元(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
資，不包括加班費)，周休二日。
李卉榛小
03-9903311 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 不拘 19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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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6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宜蘭縣 銓億機械股份
7999284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社區照
49921257
壯圍鄉 顧促進會

大地天然生物
宜蘭縣
科技股份有限 24772575
宜蘭市
公司

密件

李小姐

＜電機技術員＞，依配電盤線路
圖配線規劃、施工，具自動控制
相關經驗者尤佳，需能配合加班
03-9518989
及出差。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4
分機13
週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以上，且 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林先生

＜家事管家督導＞，文書處理，
網路行銷，業務開發。 上班時
03-9381371
大學 1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31000-33000元。

江小姐

＜會計助理 ＞，協助會計作帳及
行政事務，需相關科系及經驗，
03-9289958 其他主管交辦事宜。 上班時間：
高職 1
分機23
0830-1730，周休二日。工作地
點：宜蘭市。面試前請電洽、函
寄或寄送Email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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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蒼禾企業社
宜蘭市

09934880

宜蘭縣 夢想家休閒農
14904268
員山鄉 場

誠闊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42658246
礁溪鄉
公司

誠闊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42658246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聖潔企業社
羅東鎮

密件

41198646

店長

＜收銀員7-11農專門市＞，商品
銷售、收銀。上班時間：
0700~1500(日班)；
03-9355846
高職 3
15:00~23:00(中班)；23:0007:00(晚班)。休假與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陳先生

＜外場服務人員＞，1.負責替客
人帶位、倒水。2.接待客人。3.
負責內外場相關工作，例：送單
至廚房，為客人點菜、擺盤、上
菜。4.餐點製作、相關產品介
03-9228520
高職 4
紹、顧客服務。5.結帳。6.維護
環境清潔安全。上班時間：11：
00-20：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休假及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餐廳外場服務人員＞，1.客人
帶位及顧客服務應對。 2.負責收
拾碗盤與環境清理。 3.對餐飲服
0966591925 務有興趣，具服務熱忱。 工作時 不拘 4
間：輪二班(每班8小時)，休假：
排班制月休9-10天，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張小姐

＜房務員＞，1.每日整理客房及
回報房況。2.管控各樓層房務用
品與客房備品管控。3.整理及清
潔所有公共區域。4.盤點每日送
洗布巾。5.執行飯店永續經營理
0966591925 念。6.執行飯店環保政策（整房 不拘 5
時隨時關閉房內不使用電源，定
期參加環保概念訓練，養成資源
回收習慣)。工作時間：輪二班
(每班8小時)，休假：排班制月休
9-10天，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清潔人員＞，醫院清潔工作。
上班時間：早班:0730-1630；中
03-9556422 班15:00~24:00，休假及薪資符合 不拘 2
勞基法規定。工作地點：羅東聖
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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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立鼎興業股份
86648941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密件

藍小姐

＜操作工＞，搬運原料(30公斤)
，加工拌合、工廠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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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902696
不拘 4
定)。 薪資：22945元至26510元
(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
，不包括加班費)，周休二日。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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