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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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保全股份
16483116
不限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映月國際股份
24631597
三星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映月國際股份
24631597
三星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十項企業有限
12435992
頭城鎮 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洪隊長

＜保全員＞，社區安全維護、門
禁管制、訪客接待。 上班時間：
0700-1900；1900-0700，兩班制
03-9333213
不拘 3
需輪班，月休10天(排休)，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工作地點；礁
溪鄉/羅東鎮。

陳軼芸

E-mail

＜廚房助手＞，1.依據菜單準備
食材並烹調菜餚。2.掌控菜餚的
擺盤與出菜的順序。3.進行廚房
內的衛生管理及保養設備工作。
4.與同事和主管共同討論菜色與
菜單。上班時間：早
高中 2
班:6:30~15:30(含休息時間)，中
班:10:30~20:30(含休息時間)，
需輪班，薪資及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意者請先email履歷
inmooncare@gmail.com。

陳軼芸

E-mail

＜中/西餐烹飪廚師＞，月子餐料
理，廚房事務管理，上班時間：
早班:6:30~15:30(含休息時間)，
中班:10:30~20:30(含休息時間)
不拘 1
，需輪班具中餐丙級証照者佳，
薪資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意者
請先email履歷
inmooncare@gmail.com。

林先生

＜清潔人員＞，環境清潔，有經
驗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
03-9653000
不拘 1
日薪：15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工作地點:頭城烏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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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小姐

＜冷凍倉庫管理員＞，1.負責出
入庫貨及廠內貨品盤點等相關事
項。2.冷凍庫進出貨管理。3.協
助處理主管交辦事項，需會操作
03-9906000 堆高機、無証照可。上班時間： 高中 2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依照勞基法規定。意者請攜履歷
親洽，中午12：00-13：00。午休
勿電洽。

邱小姐

＜技術員＞，塑膠射出成型機操
03-9600958 作。 上班時間：0830-1730，週
高職 2
分機167
休二日，薪資依照勞基法規定，
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戴小姐

＜電機技術員＞， 1.各客戶之用
電設備維護及保養。 2.每月至客
戶廠房巡檢用電設備，以確保其
03-9605899 操作之準確及安全性。 3.支援各 高職 2
用電設備故障之叫修服務。 上班
時間：0750-1730，月休八天(排
休)，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蘭陽機電顧問
86998854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戴小姐

＜儲備技術員＞，協助並配合電
機技術員之各項工作，從中學習
電機技術員所需具備之各項能
03-9605899
高職 2
力。 上班時間：0750-1730，月
休八天(排休)，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宜蘭縣 勝贏屠宰場股
28726412
壯圍鄉 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晚班司機＞，貨品運送，上班
03-9387366 時間：21：00-06：00，休假及薪 不拘 1
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晚班作業員＞，物料，屠宰，
蒸煮，冷凍，包裝，成品工作。
03-9387366 工作時間：0200-1100，休假及薪 不拘 3
資：依勞基法規定，需配合加班
，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

康小姐

＜職業大貨車司機/助手＞，開車
載運貨物、搬運貨物。上班時
03-9303879
不拘 5
間：0800-1600，月排休八天，薪
資三萬元。

宜蘭縣 呈康食品股份
80576765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乾羅科技股份
1627159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蘭陽機電顧問
86998854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勝贏屠宰場股
28726412
壯圍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金盈貨運有限
28655612
宜蘭市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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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3177

＜洗碗工＞，洗碗及廚務清潔，
李素英小
協助廚房作業。上班時間：
03-9326628
不拘 2
姐
09:30-14:00、16:30-21:00，休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31733177

＜外場服務生＞，一般餐飲外場
李素英小
工作。 上班時間：0930-1400、
03-9326628
不拘 3
姐
1630-210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宜蘭縣 新洲全球股份
239459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林先生

＜送貨司機＞，運送包裝材料等
貨品，需搬重物。 工作時間：
03-9380006
不拘 1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簡小姐

＜【宜蘭店】廚師助理＞，擔任
廚師的助手，協助廚師烹調前與
烹調中的準備工作，與其它餐廳
的相關事務(兼職可)。 1.依據餐
單準備相關的食材 2.將食材清洗
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 3.根據顧客
的點單進行烹調 4.清理以及保養
設備 5.清洗食材6.將食材依照廚
0912-880392 師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末等 不拘 4
備料的工作7.進行擺盤的動作8.
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
養。工作時間：日班：自10時00
分~至21時30分，輪班二班制;中
班：自12時30分~至21時30分。薪
24000元-31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工作地點:新月廣場家樂
福-美食餐廳，應徵者請先電洽。

簡小姐

＜【宜蘭店】餐飲服務員＞，負
責餐飲場所的內外場聯繫、顧客
菜單諮詢、點餐供餐及桌面環境
清潔，日班：自10時00分~至21時
30分; 輪班二班制;中班：自12時
0912-880392
不拘 4
30分~至21時30分，薪24000元3000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兼職可)。工作地點:新月廣場家
樂福-美食餐廳。 應徵者請先電
洽。

宜蘭縣
金宴翔餐廳
宜蘭市

宜蘭縣
金宴翔餐廳
宜蘭市

宜蘭縣 銘宇興業有限
29096546
宜蘭市 公司

宜蘭縣 銘宇興業有限
29096546
宜蘭市 公司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3/14

第3頁

宜蘭縣 大統鋼鐵企業
02420302
員山鄉 社

＜行政助理＞，協助行政事務及
游柏倫先
主管交辦任務。上班時間：080003-9224251
高職 1
生
173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大統鋼鐵企業
02420302
員山鄉 社

游福鎮

＜卡車司機＞，運送貨物，需具
備兩年以上經驗及大卡車駕照。
03-9224251
不拘 1
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大統鋼鐵企業
02420302
員山鄉 社

＜作業員＞，成品製造。上班時
游福鎮先
03-9224251 間：0800-1730，休假及薪資依勞 高職 3
生
基法規定。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
89543576
礁溪鄉 限公司

葉小姐

＜公共區域清潔員＞，公共區域
03-9888047 清潔及維護。工作時間：
國小 2
分機1809
0800~17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

葉主任

＜房務清潔人員＞負責飯店／旅
03館內房間的打掃工作，協助整理
9888047#180 房間清潔及補充消耗性用品。工 國中 4
9
作時間：0800~1700、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
89543576
礁溪鄉 限公司

葉小姐

＜餐廳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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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工作 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
9888047#180 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 4.負責結 高職 5
9
帳、收銀之工作。上班時間：
0630~1500、1130~2000、
1400~2230，月休：8天，薪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金樽會館
礁溪鄉

＜外場服務人員＞，1.為顧客帶
位或安排座位2.記錄顧客菜單及
酒水數量3.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
吳副理/
03-9288859 的服務4.佈置及清理餐桌。上班 不拘 3
陳先生
時間：日班09:30-14:30；夜班
17:00-21:3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
89543576
礁溪鄉 限公司

3783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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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僑榮不動產
羅東鎮

40973887

賴小姐

＜營業員＞，不動產買賣租賃業
務。 上班時間：0830-1800，休
03-9553000
高職 3
假及薪資(另有業績獎金)符合勞
基法規定。

宜蘭縣
榮昱行
羅東鎮

17929734

沈小姐

＜業務員＞，文具批發業務，需
具備手排汽車駕照。上班時間：
03-9572113
高職 1
0900-1800，周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榮昱行
羅東鎮

17929734

沈小姐

＜會計＞，帳務處理。 上班時
03-9572113 間：0900-1800，周休二日，薪資 高職 1
符合勞基法規定。

王小姐

＜娃娃車司機＞，接送幼童上下
03-9967948 課。 上班時間不超過8小時，週 不拘 1
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薇
17884618
蘇澳鎮 閣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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