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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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鈺馨園藝
不限

統一編號

292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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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李小姐

＜園藝工＞，縣內園藝維護，種
植花草、割草、環境清潔等公司
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03-9593386
不拘 5
1700、月休8天排休，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公司有專車每天從公司
接送至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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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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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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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太大鋼鐵企業
42000805
三星鄉 社

＜技術員＞，鐵材設計、加工、
除銹、物料配色及支援送貨需有
胡先生/
03-9891122 3.5噸駕照。 上班時間：0800- 不拘 1
鍾小姐
1700，周休二日，薪資：依學經
歷証照核薪。

宜蘭縣 太大鋼鐵企業
42000805
三星鄉 社

＜作業員＞，鐵材設計、加工、
胡先生/
除銹、物料配色。 上班時間：
03-9891122
不拘 3
鍾小姐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3000-25000元。

宜蘭縣 力順興企業有
25023178
冬山鄉 限公司

李淑美

＜大貨車司機＞，送貨及載運怪
手、必須熟悉宜蘭縣內的路線。
工作時間：05:00-15:00(依工作
0933-989606 需要彈性)，中間休息2小時；每 不拘 1
週日休，週六上班給付加班費，
薪資：30000元，且依照工作能力
調整薪資。

宜蘭縣 久九機械有限
84594202
冬山鄉 公司

＜技術員＞，機械加工、焊接切
割、需依圖施工（看懂圖面者
林佩怡小
03-9902087 佳）。 上班時間：0800-1700， 不拘 3
姐
週休二日，供一餐，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張瓊美

＜會計＞，基本流水帳,進銷存會
計系統登帳,繪圖,估價,網拍。上
03-9601609
專科 1
班時間：08:00~17:00，月休6天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張瓊美

＜業務人員＞，針對企業、團體
或個人，從事商品或服務之國內
03-9601609 外銷售、業務推廣、客戶開發等 不拘 1
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
月休6天，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業務助理＞，簡單流水帳、繪
圖、倉儲管理、網路銷售等，上
03-9601609
專科 1
班時間：08：00-17：00，月休六
天，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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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美

＜技工/半技工/學徒＞，廚具組
裝及安裝。上班時間：0800-1700
03-9601609
高職 1
，月休六天，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張瓊美

＜美工網路行銷人員＞，網拍，
繪圖，倉管，上班時間：
03-9601609
專科 1
08:00~17:00，月休6天，薪資依
學經歷証照核薪。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張瓊美

＜維修人員＞，負責產品設備(瓦
斯器具)的檢查、修理與故障排除
03-9601609 ，並定期進行相關維護工作。上 不拘 1
班時間：8:00~17:00，月休6天，
薪資22000~30000元。

宜蘭縣 同億工程股份
42027425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水電技工/半技工/學徒＞，水
簡宏祥先
電工程配置裝修。上班時間：
0987-696101
不拘 2
生
0800-1700，供一餐，休假及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

金元福包裝企
宜蘭縣
業股份有限公 34227006
冬山鄉
司

梁小姐

＜技術人員＞，現場機台操作。
早班：0800-2000；夜班:200003-9596999
0800，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
不拘 4
分機3515
歷、証照核薪。意者請先Emal履
歷，合者通知面試。

陳莎莉

＜設備操作工＞，現場機台設備
操作之相關工作。上班時
03-9904622
不拘 2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4000~27000元。

林小姐

＜行政業務助理＞， 1.安排生產
出貨，處理進口貨品報關文件作
業。 2.採購，託工與交期追蹤
03-9370500 3.協助理貨發貨 4.處理公司行政 不拘 1
工作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
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禾風國際有限
28339257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隆育企業有限
42100728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福展美科技有
25166225
壯圍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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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姐

＜鉗工工程師＞，1.設計模具，
並參與模具製造、加工、組立、
送樣、試模及驗收工作。2.繪製
2D與3D的模具設計圖。3.負責開
模前之規劃及開模後之進度掌
控。4.進行模流分析。5.車,銑,
03-9370500 磨 加工。6.模具保養、維修。7. 不拘 1
設計模具，並參與模具製造、加
工、組立、送樣、試模及驗收工
作。8.負責開模前之規劃及開模
後之進度掌控。工作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高經理

＜餐飲服務員＞，餐廳外場服務
工作。兩班制需輪班，早班
0928-004134 1000~1430，晚班1700~2100(亦可 不拘 2
選擇早班或晚班)，月排休8天，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胡先生

＜委任業務人員＞，單一案件、
特定案件開發銷售執行。 上班時
03-9310777
高職 3
間：0900-2000(含休息時間)，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論件計酬。

宜蘭縣 宜弘汽車貨運
3114164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董小姐

＜堆高機司機＞，操作堆高機、
裝車/卸貨/配合搬運等相關工
作、具備大貨車駕照及堆高機證
03-9385500
不拘 2
照，供午餐。上班時間:08001800，週日休息，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建成五金行
宜蘭市

09869059

＜門市人員＞，建材、五金銷
楊宗濡先
03-9323165 售。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 高職 1
生
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

財團法人一粒
宜蘭縣 麥子社會福利
15744887
宜蘭市 慈善事業基金
會

＜復康巴士司機＞，具職業小客
車駕照。工作時間：0800-1700，
03-9253688
高職 2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請先電話預約面試。

宜蘭縣 福展美科技有
25166225
壯圍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米爾餐飲有限
54106682
宜蘭市 公司

宜蘭縣 利河伯地產顧
24861817
宜蘭市 問有限公司

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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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和風休閒趣股
28162835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廚房學徒＞，擔任廚師的助手
，協助廚師烹調前與烹調中的準
主廚林師
03-9777711 備工作，與其它餐廳的相關事務 不拘 1
傅
，供兩餐。上班時間：1000-2100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祐華國際有限
12902378
礁溪鄉 公司

周小姐

＜店長＞，賣場經營與管理。 工
03-9880522 作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 不拘 2
定。

李小姐

＜晚班傷科助理＞，協助包紮，
無經驗可。 上班時間：190003-9563590
不拘 1
2130，週休二日，時薪：140元
(獎金另計)。

謝襄理

＜夜間櫃檯服務人員＞，１.接受
訂位或訂房並記錄。2.回答有關
旅館或觀光等服務問題。3.住客
旅遊導覽服務與行程。4.櫃檯接
03-9563126
高職 1
待服務、帶房、領路、飯店介紹
及用餐安排。上班時間：23000800，月休8天排休，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黃先生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拍
背、灌食、換尿布、鼻胃管。薪
資：27500元，周休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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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至1600；中班1600至2400；
03-9617611
不拘 5
晚班24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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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供膳宿情況：供膳宿(2餐/
天，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1500
元)。

宜蘭縣 政漢不動產有
54514532
羅東鎮 限公司

楊小姐

＜行政特助 ＞，文書處理工作、
主管交辦事項、需具備汽車駕
03-9612299 照、熟悉office。 上班時間： 國中 1
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政漢不動產有
54514532
羅東鎮 限公司

楊小姐

＜業務專員 ＞，不動產銷售。
03-9612299 上班時間：0900-1800，薪資及休 國中 5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三星堂中醫診
26714354
羅東鎮 所

宜蘭縣
亞奇旅館
羅東鎮

42076277

宜蘭縣私立幸
宜蘭縣 福老人長期照
10038005
羅東鎮 顧中心(養護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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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展興營造股份
84558613
羅東鎮 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文書處理、電腦
作業，需具備一年以上營造業相
張秋霞小
03-9566382 關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 專科 1
姐
周休二日，薪資：24000-26000
元。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
25067822
蘇澳鎮 公司

＜倉管人員＞，進銷存管理。 上
03-9909179 班時間：0800-1700，隔週休，薪 高職 1
資依勞基法規定。

黃小姐

宜蘭縣
新吉豐號
蘇澳鎮

＜船員＞，捕魚。 薪資：23900
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簡鳳春小
CT2-005558
0985-194122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5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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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得慶號
蘇澳鎮

＜船員＞，抓魚。 薪資：23900
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伍信明先
CT4-001544
0975-31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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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元，住宿費月扣2270元)。

宜蘭縣
歐欣有限公司 89655826
蘇澳鎮

宜蘭縣
歐欣有限公司 89655826
蘇澳鎮

宜蘭縣 宇岳遊艇有限
53991938
頭城鎮 公司

林小姐

＜CNC車床技術人員＞，CNC車床
及廠內作業。上班時間：080003-9902077
不拘 3
170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林小姐

＜電焊工＞，CO2及廠內作業。上
03-9902077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不拘 3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港務人員＞， 1.港口水電維
修。 2.曳引機、堆高機、龍門吊
機具維護保養。 3.有吊車執照者
0921-336496
不拘 2
佳。 工作時間：0900-1800，排
休月休八天，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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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宇岳遊艇有限
53991938
頭城鎮 公司

陳小姐

＜船務人員＞： 1.進行港區&船
隻例行的清潔與維護（如：打
草、檢查纜繩、更換機油及船隻
加油）。 2.簡單船隻零件保養，
檢視磨損狀況，並進行必要的拆
0921-336496
不拘 2
修換裝。 3.進行船隻清洗美容工
作。 4.負責簡易船隻改裝工作。
5.負責簡易船隻配件裝修。 工作
時間：0900-1800，排休月休8天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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