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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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明架企業
五結鄉

統一編號

30206303

聯絡人

侯先生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環境清潔工＞，割草、清掃落
葉、撿拾垃圾。 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2500元。 僱用期限：自到職日
0987-000079
不拘 1
起至107/12/31日止。 工作地
點：龍德兼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46
號】。

宜蘭縣 玉兔文具工廠
40606285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觀光導覽人員＞，對外：
03-9653670 導覽解說及門市銷售，對內：行
唐先生/
分機20(唐先 政庶務工作。上班時間：
高職 2
林先生
生)
08:30~17:30，月休8天排休，薪
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宜蘭縣 益祥木業股份
41746313
五結鄉 有限公司

＜操作工＞，操作機械設備(方刨
機、削片機、磨鋸台)、原物料搬
運(大約20-40公斤左右，超過40
公斤有機具輔助)、工作區域清
潔。 工作時間：0730至1630(含
03-9505336 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不拘 5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22008元至
22448元，週休二日。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7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游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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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姐

＜臨時契約僱用住宿生管理員＞
，配合班級導師指導學生學習；
負責住宿生生活照顧、管理及訓
練等事宜。中班：1500-2200；夜
班：2200-0800(含休息時間)，週
03-9509788 休二日，薪資：26642元。工作期
高職 1
分機600
間：自到職日起至107/07/31日
止。****意者請至本校網站
http://www.isse.ilc.edu.tw下
載報名表，未使用本校報名表件
者，怒難受理報名，報名期限至
107年2月12日止****

王小姐

＜行政兼廠務人員＞，行政庶務
工作及協助廠內事務處理。上班
03-9577898
高職 2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暐長企業股份
2773375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駱小姐

＜操作工-龍德廠＞，操作機械設
備(瀝青拌合設備、鋪裝機、兩輪
壓路機)、原物料搬運(大約25-40
公斤左右，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
助)、工作區域清潔。工作時間：
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
03-9909411
不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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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45元至26510元，週休二
日。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宜蘭縣 加晉電腦資訊
23832343
宜蘭市 有限公司

＜電腦維修工程師＞，硬體維修
，專科以上資訊相關科系畢。上
石先生/
03-9324754 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 專科 1
余小姐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作
能力調整薪資。

宜蘭縣 國立宜蘭特殊
19619714
五結鄉 教育學校

宜蘭縣 隆引企業股份
42068831
三星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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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廣
宜蘭縣 親老人長期照
10514470
宜蘭市 顧中心(養護
型)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鼻
胃管、洗澡、換尿布、拍背、翻
身。上班時間：(兩班制，需輪
班)日班：0800-2000；夜班：
2000-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2小時
王天賜先
03-9329922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不拘 3
生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7500元以上，排休月休八
天。供膳宿狀況：供膳宿(2餐/天
，每餐60元，住宿費月扣2000
元)。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李小姐

＜行政助理＞，協助喜慶宴會訂
席事宜、行銷企劃、訂席接單、
團體業務接洽、婚宴主持助理
03-9226969 等。上班時間：早
專科 2
班:09:30~18:30、中
班:11:30~20:30，需能配合輪班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洗碗工＞，洗碗及食材整理清
03洗。上班時間：早上11:00~14:30
國小 2
9226969#239 及下午17:00~21:30，休假及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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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3.主管臨時交辦事項。工作 專科 1
時間：10:30~14:30(14:30-16:30
空班)及16:30~21:30，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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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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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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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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股份有限
28945211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橘子股份有限
28945211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橘子股份有限
28945211
員山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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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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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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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226969
國中 1
班:10:30~14:30，中班：
16:30~21:30，需能配合輪班，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先生

＜長期工讀生＞，餐點端送及清
潔整理等作業。工作時間:平日：
03-9220171 1300-2300； 週六：1300-0100， 不拘 3
輪二班，工作時間8小時，休假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先生

＜副店長＞，1.人事管理，2.飲
料、點心製作，3.器具維護清潔
，4.餐飲端送。工作時間：週日
03-9220171
高中 1
至週四及例假日：1300-2300，週
五、六：1300-0100需輪班，休假
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先生

＜儲備幹部＞，1.人事管理2.飲
料、點心製作3.器具維護清潔4.
餐飲端送。工作時間：週日至週
03-9220171
高中 2
四及例假日：1300-2300，週五、
六：1300-0100需輪班，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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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橘子股份有限
28945211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橘子股份有限
28945211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福泉鋼業股份
07506222
頭城鎮 有限公司

林先生

＜吧台正職人員＞，飲品、點心
準備與製作、協助外場相關服務
工作，具吧台相關經驗者佳。工
03-9220171
高職 1
作時間：1300-2300、週五、六：
1300-0100需輪班，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4000元-34000元。

林先生

＜餐飲服務人員＞，正職餐飲服
務人員，餐點端送及清潔整理等
作業， 工作時間：平日130003-9220171
不拘 1
2300，週六1300-0100，需輪早晚
班，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林秀芬

＜作業員＞，機械操作，鋼線、
鋼帶、伸線、壓延之操作處理，
上班時間：早班：07：00-15：
00、中班：15：00-23：00、夜
03-9772110
班：23：00-07：00，輪三班制， 不拘 3
分機5563
需配合加班，適用勞基法之行業
，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周休二
日，月薪：早班：22444-33375
元、中/夜班：26933-40051元。

宜蘭縣
全得財168號
蘇澳鎮

＜船員＞，捕魚。 薪資：22000
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李國明先
CT3-005442
0981-658393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10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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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聯勝益號
蘇澳鎮

＜船員＞，捕魚、捕網(配合漁船
作業)。 薪資：22000元以上，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配
伍進興先
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
CT4-002669
0928-101283
不拘 15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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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天，每餐40元，住宿
費月扣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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