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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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政府環
五結鄉 境保護局

統一編號

聯絡人

77010483

吳小姐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臨時人員-資源回收＞，1.協助
回收分類工作。2.資源回收形象
改造駐點輔導工作。3.加強廢家
電回收輔導及回收處理業之管
理。4.協助偏遠地區、觀光地區
之回收宣導。5.協助巡察公共場
所回收點。6.廢玻璃容器易遭任
意棄置地點巡查。7.輔導資源回
收業(站/點)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
造並納入巡檢。8.協助應回收廢
棄物資源回收點（場）之清理、
稽查及輔導工作。9.其他與資源
回收相關工作。10.環保局交辦工
作，需會電腦基本操作及上網。
03-9907755 薪資：月薪最高22000元，預計工
高職 1
分機314 作期間：自到職日起至107/12/31
日止，需自備機車、油資自付。
意者請檢附履歷附照、於
107/3/20前（郵戳為憑）郵寄至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100號黃心
潔收，合者擇優電話通知面試，
不適用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
錄取者將以電話個別通知，不另
行公佈於網站。（適用對象：對
環保工作有興趣或對巡查公共場
所回收點及資源回收形象改造駐
點輔導有專長之人，全面協助應
回收廢棄物資源回收點(場)之清
理，稽查及輔導工作，可推廣環
保教育並提昇環境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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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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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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工-明池山莊/棲蘭山莊＞
，花木修剪及維護，園區環境清
03-9809606
潔。 工作時間：0800-1700（含 不拘 2
分機8315
休息時間1小時），休假及薪資符
合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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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3
分機8315
理及垃圾處理。5.日常清潔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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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儲備幹部-力麗明池/棲蘭山莊
＞1.管控並指導人員之服務品
質。2.協調各單位工作人員，提
03-9809606 供顧客相關服務。3.突發狀況或
高中 4
分機8315
危機處理能力，並維護良好的顧
客關係。工作時間：兩班制需輪
班，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李小姐

＜會計人員-力麗棲蘭＞，1.收入
稽核作業。 2.零用金管理。 3.
03-9809606
月結請款作業。4.其他主管交辦 專科 1
分機8315
事項。工作時間：0800-1700，薪
資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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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3
分機8315
作。 5.執行其它清潔相關交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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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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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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協助安
03-9809606
排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用、接 高中 4
分機8315
送等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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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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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協助安
03-9809606
排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用、接 高中 4
分機8315
送等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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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理

＜小客(貨)車司機＞，配送餐點
，需具備小貨車駕照。工作時
03-9908566
不拘 2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32000元。

宜蘭縣 杰昌國際開發
8997665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王文平

＜平車熟手＞，車縫窗簾、抱
02-28123338
枕、床單。工作時間：0900-1800 不拘 2
分機9
，月休六天，薪資依勞基規定。

宜蘭縣 新世鋒自動化
27611187
壯圍鄉 控制有限公司

＜電機技術員＞，控制盤配線、
機械維修，具電機維修工作經驗
0937林國榮先
１年以上者佳。 上班時間：
159768/林先
高職 1
生
0800-1700，排休月休六天，薪
生
資：27000元(依工作情況調整薪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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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台食品股份
80230779
五結鄉 有限公司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3/13

第3頁

宜蘭縣
順發漁86號
頭城鎮

CT2-005715 李先生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
資：22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
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0912-593207
不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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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小姐

＜操作工＞，操作畫標線機，搬
運(約10-15公斤，有超過40公斤
有機具輔助)。上班時間：07301800(含休息時間1.5小時，依工
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03-9518127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不拘 10
式：周休二日。薪資：22008元至
24393元。(薪資為每週正常工時
40小時工資，不包含加班費)。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70元，住宿費月扣2900元）。

賴小姐

＜現場人員＞， 1.協助工地主任
，處理工務人員交辦事項。 2.監
督工程進度、工地現場驗收與承
03-9561955
不拘 2
商管理。 上班時間：0800-1700
，月休六天，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亞鑫營造有限
84425017
羅東鎮 公司

賴小姐

＜工地主任＞， 1.安排工程進
度、掌握工地狀況。 2.負責工程
事務規劃。 3.進場材料盤點。
03-9561955 4.驗收工程與結算。 5.估算數量 不拘 1
，需會AutoCAD。 上班時間：
0800-1700，月休六天，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葛瑪蘭汽車客
宜蘭縣
運股份有限公 28070701
羅東鎮
司

＜調度員 ＞，駕駛長管理、車輛
人事陳小
03-9606537 調度。 上班時間：8-10小時。月 大學 3
姐
休八天，薪資25000元以上。

宜蘭縣 兆藝交通工程
22240476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亞鑫營造有限
84425017
羅東鎮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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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宏盛16號
蘇澳鎮

CT3-004816 陳先生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
資：22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
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0975-349995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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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住宿費月扣1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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