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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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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百益商店
不限

宜蘭縣
百益商店
不限

統一編號

13656727

13656727

宜蘭縣 隆引企業股份
42068831
三星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
24873187
大同鄉 有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陳志明

＜晚班門市人員＞，理貨、收
銀。上班時間：1500-2300，休
03-9301476 假、薪資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地 國中 4
址( 全家 礁溪、宜蘭市、壯圍、
員山)

陳志明

＜夜班門市人員＞，理貨、收
銀。上班時間：2300~0700，休
03-9301476 假、薪資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地 國中 4
址( 全家 礁溪、宜蘭市、壯圍、
員山)

王小姐

＜會計＞，帳務處理，需有經
03-9577898 驗。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 高職 1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李小姐

＜公清人員-力麗棲蘭＞，1.客房
清潔以及備品作業。 2.負責工作
區域清潔工作。 3.資源回收整理
03-9809606
及垃圾處理。 4.日常清潔保養工
分機8323、
不拘 4
作。 5.執行其它清潔相關交辦事
8315
項。工作時間：兩班制需輪班(含
休息時間1小時)，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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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
24873187
大同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
24873187
大同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
24873187
大同鄉 有限公司

李小姐

＜櫃檯接待人員-棲蘭山莊＞1.處
理房間安排事宜，如：訂房、排
房、進房、退房等。2.處理帳務
，如：收款、核帳、查帳等。3.
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協助安排
03-9809606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用、接送 高中 3
棲蘭
等事宜。4.接待客人，並提供相
關服務（如：行李運送、車輛引
導）。5.電腦操作、文書處理。
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休假
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蔡副理

＜房務員-明池山莊＞， 1.客房
清潔以及備品作業。 2.樓層保養
作業及備品倉儲作業。 3.負責工
03-9809606 作區域清潔工作。 4.資源回收整
分機8323、 理及垃圾處理。 5.日常清潔保養 高中 3
8315
工作。 6.執行其它清潔相關交辦
事項。 工作時間：兩班制需輪班
，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蔡副理

＜櫃檯接待人員-明池山莊＞1.處
理房間安排事宜，如：訂房、排
房、進房、退房等。2.處理帳務
，如：收款、核帳、查帳等。3.
03-9809606 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協助安排
分機8323、 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用、接送 高中 4
8315
等事宜。4.接待客人，並提供相
關服務（如：行李運送、車輛引
導）。5.電腦操作、文書處理。
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休假
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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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
24873187
大同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食品工業
41695406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靖瑋營造有限
42076924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台宜食品冷凍
22600507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生活保全股份
16483116
宜蘭市 有限公司

蔡副理

＜餐廳服務生-明池山莊＞1.負責
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
之工作。2.負責客人帶位、倒
水、點餐等工作。3.於客人用餐
03-9809606 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
分機8323、 境。4.進行簡易餐飲之料理，
高中 4
8315
如：烤土司或調配飲料等。5.負
責結帳、收銀之工作。工作時
間：兩班制需輪班(含休息時間1
小時)，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林尚喆

＜動力機電管理人員＞，1、協助
工廠電力、空調及空壓等能源及
動力系統的新產線能源需求規劃
及驗收。2、稽查點撿計畫執行及
監督缺失改善。3、協助優化工廠
電力系統及電盤標準化。具備證
03-9514457
專科 1
照：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甲種
電匠。其他條件：1、具備工業配
現證照尤佳 。2、每週需至宜蘭
廠區巡檢上班時間：08:00~17:00
，休假及薪資依照勞基法規定，
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陳小姐

＜現場工程師＞，現場相關工作
，需會AutoCAD。 上班時間：
03-9906125
不拘 1
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鄒先生

＜冷凍庫工作人員＞，冷凍廠工
作，碎冰，搬貨，具汽車駕照(手
排車佳)。 上班時間：早
03-9282321
不拘 5
班:0800-1730，中班:13:0021: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
加班費另計）。

洪隊長

＜清潔員＞，社區環境清潔。 上
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
03-9333213
不拘 2
時間），月排休8天，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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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

＜技術工程師＞，營建材料試驗
，工科相關科系畢業者佳（土木
03-9372219 科優先），需具備相關證照。 上 專科 4
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藍主任

＜夜間禮賓接待＞，負責夜間櫃
03檯作業管理及顧客關係維護，處
9965000*117 理旅客各種緊急或意外事件。上 專科 2
1
班時間：2300-0900，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藍主任

＜訂房/總機＞，電話接聽、轉接
及留言服務，接聽房客事務需求
電話及回應處理 ，回應有關飯店
提供服務或旅遊資訊之電話諮詢
03，電話轉接、電話(線上)訂房、
9965000*117
專科 3
OTA上專案(網路訂房開關房)等相
1
關事務，協助客人訂房、訂金收
取、確認訂房 。休假、薪資及上
班時間：三班制，均符合勞基法
規定。

藍主任

＜訂房組長＞，訂房相關事務熟
03練，協助帶領基層及新人同仁工
9965000*117
專科 3
作。休假、薪資及上班時間：三
1
班制，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藍主任

03＜餐飲服務員＞，餐飲服務。休
9965000*117 假、薪資及上班時間：三班制， 不拘 3
1
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藍主任

03＜房務員＞，客房整理清潔。休
9965000*117 假、薪資及上班時間：三班制， 不拘 3
1
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健荃技術顧問
16973752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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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煙波大飯店股
23513848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藍主任

＜管衣員＞，負責全館之布巾，
制服、客衣及其他應以水洗或乾
洗方式處理之事項，負責管衣室
03作業之運作，制服、布巾品及公
9965000*117
不拘 3
物修補、發放、排列及整理工作
1
，機動性支援客房清理。休假、
薪資及上班時間：三班制，均符
合勞基法規定。

藍主任

＜公共區域清潔員＞，公共區域
打掃，植栽澆水維護，器材保養
03維護 ，公區定期月、季、年保養
9965000*117
不拘 3
工作執行 。休假、薪資及上班時
1
間：三班制，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藍主任

＜房務組長＞，房務員工作熟稔
，協助帶領基層與新人同仁工作
03經驗，透過實際操作示範讓同仁
9965000*117
不拘 3
達到標準與熟練度。休假、薪資
1
及上班時間：三班制，均符合勞
基法規定。

藍主任

＜西餐廳/彩繪人員＞，彩繪創作
有興趣，兼職、約聘，工作時間
03彈性，完整教育訓練、交叉訓練
9965000*117
不拘 3
學習，有餐飲經驗佳。休假、薪
1
資及上班時間：三班制，均符合
勞基法規定。

藍主任

＜西餐廳/泡泡派對人員＞，有在
校社團活動經驗、喜好領導，兼
03職、約聘，工作時間彈性。完整
9965000*117 教育訓練、交叉訓練學習，有餐 不拘 3
1
飲經驗佳。 休假、薪資及上班時
間：三班制，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藍主任

＜西餐廳/組長＞，對服務生工作
熟稔，有協助帶領基層與新人同
03仁工作經驗，透過實際操作示範
9965000*117 讓同仁達到標準與熟練度，未來 不拘 3
1
可配合外調他館尤佳。休假、薪
資及上班時間：三班制，均符合
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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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精英保全股份
80270130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詳城股份有限
86746491
頭城鎮 公司

宜蘭縣 幸福水泥股份
40601248
南澳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幸福水泥股份
40601248
南澳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黃主任

＜保全人員＞，1.門禁管制2.監
看中央監控設備3.安全巡檢勤務
4.災變事故處理5.停車場管理與
交通指揮，具相關保全工作經驗
03-9311025 者優先錄取，無前科紀錄【依據 國中 4
保全法第10條規定】及不良嗜好
(具飲酒及嚼食檳榔習慣不予錄
用)。工作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

蕭小姐

＜作業員＞，電子作業員。 上班
03-9778897 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薪 國中 2
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游先生

＜電儀輪班工務員＞， 1.現場電
控、儀錶相關工程。 2.具備維修
03-9986110 經驗(PLC、電儀維修等工作)。
高職 9
分機109
三班制:晚班/大夜班/假日班，需
輪班，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游先生

＜現場操作員＞1.水泥現場機械
操作及簡易保養維修工作2.須輪
03-9986110
班。三班制，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高職 5
分機109
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劉經理

＜櫃檯服務員＞，訂房諮詢、辦
理房客進退房櫃檯業務，具服務
03-9889889 熱忱。 早班：07:00~15:30，中 專科 2
班：15:00~23:00，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劉經理

＜大夜班櫃檯員＞，辦理房客進
退房及櫃檯接待，態度親切，具
03-9889889 服務熱忱，有櫃檯工作經驗者佳 高職 2
，工作時間：22:30~07:30，休假
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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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31494443
礁溪鄉 企業

王皇嘉

＜晚班販賣部服務人員＞，1.spa
售票服務。2.名產及泳衣銷售。
03-9889889 3.進行簡易餐飲之料理。上班時 高中 1
間：1600-2330，休假方式及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王皇嘉

＜晚班遊憩部指導員＞，1.維護
溫泉spa區域環境。2.看顧遊客安
03-9889889 全，有救生員執照佳。3.略懂水 不拘 1
電。 工作時間：16:00-01:00，
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人資

＜禮賓接待＞，1、熱心、活潑、
儀表端莊，喜歡與人接觸。2、具
飯店客務、房務相關經驗或旅館
03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佳。3、日文 高中 3
9875012#170
或英文聽說能力佳。4、辦理入住
登記及退房手續。月薪25000元，
上班時間、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人資

＜布巾管理員＞，1. 布巾及員工
制服之管理及盤點。 2. 需具備
溝通協調能力。 3. 制服修改及
03縫補，具縫紉技術及縫紉機之操 高中 3
9875012#170
作。(有平車及拷克車操作經驗者
優先考慮)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品管人員＞1.品質異常分析／
改善 2.製程品質監控 3.其他主
03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專科 3
9287626#100
1700，休假：周休二日，薪資：
24000-30000。

張小姐

＜美工企劃人員＞，美工繪圖等
相關工作。 上班時間：080003-9883930
不拘 3
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8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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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31494443
礁溪鄉 企業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31494443
礁溪鄉 企業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31494443
礁溪鄉 企業

宜蘭縣
帝煲餐飲
礁溪鄉

26568893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
04268726
礁溪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
04268726
礁溪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
04268726
礁溪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東興婦產科診
37955787
羅東鎮 所

黃鈺綺

＜帆布清潔工＞，清洗架設舞台
拆卸之帆布。上班時間：08:0003-9883930
國小 3
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黃小姐

＜技師＞，舞台搭設，提供住宿
及三餐。 上班時間：0800-1700
03-9883930
不拘 5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33000元起。

黃小姐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搭設，
提供住宿及三餐。 上班時間：
03-9542094
不拘 5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30000元起。

謝小姐

＜假日工讀生＞，一般餐飲外場
服務。上班時間：週六、日；日
03-9888388 班：11：00-20：00；中班：15： 不拘 3
00-24：00，時薪符合勞基法規
定。

吳小姐

＜房務員＞，負責房間整理、公
共區域清潔。上班時間：090003-9102000
不拘 4
1730，月休9-10天，薪資：
23000-26000元。 兼職可。

吳小姐

＜餐廳服務員＞，餐廳外場服務
工作。上班時間：0630-1430、
03-9102000
高職 3
1500-2300，月休8天，薪資：
24000-26000元。

吳小姐

＜櫃檯接待員 ＞1.負責櫃檯事務
及帳務稽核 2.具相關工作經驗者
佳。 上班時間：070003-9102000
專科 3
1530/1430-2300/2200-0700，月
休9-10天，薪資：25000-30000
元。

江先生

＜護理人員＞，護理工作，需具
備護理師執照，無經驗可。 工作
03-9531666 時間：三班制，需輪班，休假依 專科 5
勞基法規定，薪資：32000元至
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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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寶程國際物業
42763401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陳先生

＜機動打臘人員＞，醫院內工作
區域打蠟工作，執行其它相關交
0919329926 辦事項。 上班時間：日班8小時 不拘 5
，排休月休8天，薪資：22000
元。 上班地點：羅東博愛醫院。

王小姐

＜生產儲備人員＞ 1.機械工程、
自動化控制、電機相關科系畢業
尤佳。 2.錄取後需先至各生產線
擔任製程技術職工程師，以實際
03-9905409
了解生產實際狀況。3.具有積極 大學 3
分機133
及正面思考的工作態度。上班時
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資30000元~40000元。(可年後上
班)

王小姐

＜輪班作業員＞(無塵室)產品組
03裝、包裝...等。 上班時間:
高職 3
9905409#133 0800~2000，排休-月休8~9天，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王小姐

＜倉管人員＞，負責管控庫存物
料以及管理收發材料、貨品盤點
及帳務處理、倉庫清潔維持、倉
庫紀錄保存等工作。1.物品入
03-9905409 倉、送貨、清點盤存作業。2.作 專科 1
業區環境整理、清潔維護作業。
3.有駕駛堆高機經驗及證照佳。
上班時間：0800-1710 ，周休二
日，月薪23000元-25000元

王小姐

＜研發工程師-機械＞ (1)半自動
化設備整合開發。 (2) 3D列印設
備管理。 (3)治具設計、零件設
03-9905409
計及新模具開發。 (4)須協助測 大學 5
分機133
試操作機台及生產線現場測試。
上班時間:8:00~17:10，週休二日
，薪資27000元~3200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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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
86306206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姐

＜研發工程師(化工)＞，需研修
過流體力學及高分子化學及專利
檢索實務 ((1)協助押出測試。
03-9905409 (2)專利檢索。(3)新模具開模前
大學 2
分機133
模流分析。 (4)產業動態資料收
集整理。上班時間：8:00~17:10
，週休二日，薪資:27000~32000
元。

王小姐

＜塑膠射出儲備幹部＞，1.射出
技術管理、模具改善、產品及零
件測試。2.管控排程、交期及產
03量。3. 控制產品品質及生產線管
高職 3
9905409#133 理經驗。4.具有積極及正面思考
的工作態度。上班時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規
定。(可年前面試、年後上班)。

王小姐

＜人資管理師＞， 1.人才選、
訓、育、用、留之制度建立及執
行 2.績效考核及回饋、提升 3.
人力需求評估、調節及控管 4.人
03員升遷制度建立及執行 5.熟悉勞 大學 1
9905409#133
動基準法及人事相關法令 6.外勞
事務 7.其他主管交辦工作。上班
時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規定。

王小姐

＜生管管理師＞，1. 生產流程掌
控與各工段工廠接洽生產、出入
貨事宜及追蹤進度、效率、損耗
狀況 2. 原料及包裝材物料需求
計算、請購並跟催入料時間3. 生
03管表單作業及ERP資料輸入4. 溝 大學 2
9905409#133
通協調能力強及抗壓性高 5. 數
字概念及邏輯清楚 6.其他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10、
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規定。(可
年前面試、年後上班)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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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詠創精密股份
24350913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詠創精密股份
24350913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游小姐

＜警衛人員＞ 1.巡邏廠區與周遭
環境，留意可疑線索，確保人事
物之安全。2.執行公司規定之政
策,落實門禁安全管理。3.忠誠可
03-9902701
靠,能迅速處理突發狀況，有保全 高職 1
分機107
經驗者佳。上班時間採輪班制，
日班:0630~1830、晚班1830~0630
，薪資待遇及休假方式符合勞基
法規定。

游小姐

＜主辦會計＞ 1.規劃及檢討改善
會計作業流程，並覆核各項財
務、會計作業。 2.解決並督導關
係企業帳務處理及覆核其財務報
表。 3.提供並分析其他管理決策
所需之管理會計資訊。 4.公司財
03-9902701 務管理/現金流量/應收/應付帳款
專科 1
分機107
/稅務事項。5.成本會計結算相關
作業及流程審核。6.銀行往來相
關資料提供。7.內控制度維護及
執行。8.協助主管交辦事項。9.
有導ERP經驗者佳。上班時
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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