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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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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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上誼興業有限
80407558
三星鄉 公司

＜堆高機操作員＞，堆高機操作
，需配合廠內碾米及包裝作業。
陳先生/
03-9560833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國中 1
黃小姐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意者
請先電話聯絡預約面試***

宜蘭縣 上誼興業有限
80407558
三星鄉 公司

＜機械操作員＞，碾米機機械操
作。 上班時間：0800-1700，週
陳先生/
03-9560833 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國中 1
黃小姐
***意者請先電話聯絡預約面試
***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會計＞， 1.收發、記錄及彙整
交易產生之原始憑證，並登錄至
會計系統製作傳票。 2.審核有關
03各項費用交付之發票、單據及帳
高職 2
9606959#207 務處理。 3.處理廠商貨款或費用
等應付款項帳務。 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黃小姐

＜品檢人員＞，成衣品檢工作，
無經驗者，肯學習。 上班時間：
03-9585111
不拘 2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歐小姐

＜教保員＞，照顧服務及課程安
排，isp撰寫，需具備教保員證
03-9356672 照。 上班時間：0800-1800(含休 高職 1
息時間)，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中國唯一製衣
宜蘭縣
廠股份有限公 35068201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社團法人宜蘭
19320849
宜蘭市 縣自閉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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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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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新洲全球股份
239459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林先生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達
26115560
宜蘭市 文西托嬰中心

＜保姆＞，托嬰保育工作。 上班
李雨珊小
時間：0800-1700，供一餐，週休
03-9363068
不拘 1
姐
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依學
經歷、證照核薪)。

宜蘭縣 向陽能源科技
53049919
宜蘭市 有限公司

謝小姐

＜工務助理＞，太陽能光電工程
系統建造，機電施工配置，需配
合至外縣市出差。 工作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依照
03-9256707
不拘 1
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
整薪資。 意者請先郵寄履歷或電
洽。**會Auto CAD及具手排汽車
駕照者優先通知面試***

宜蘭縣 恆仲交通有限
31340594
員山鄉 公司

陳小姐

＜會計＞，帳務處理。上班時
03-9231263 間：0800-1700，休假及薪資依勞 高職 2
基法規定。

CT3-004955 陳先生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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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0939-274397
不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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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金勇發86號
頭城鎮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劉小姐

＜櫃檯接待員＞櫃檯服務，對飯
店業有興趣，具有高度服務熱忱
，笑容可掬，待人親切活潑，略
03-9883899 外語佳。上班時間：0700~1600、 專科 3
1400~2300(需輪班)，薪資：
22000~30000元，休假：依勞基法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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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宜蘭縣 久雅植科股份
28171692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竹林農牧場股
4062577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吳小姐

＜休閒部服務人員＞1.有服務之
熱忱、活潑外向、樂於與客人互
動。 2、負責戲水區域之安全與
各項活動的引導。3、水區機器維
護及水質保養。4、協助水區清潔
03-9883899
不拘 5
工作。5、具救生人員證照者為
佳。上班時間：0700~1600、
1400~2300。期間有多種時段可選
擇（工時符合勞基法），休假及
符合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洗滌員＞，1.將顧客使用之餐
具器皿，以洗碗精洗滌，再以清
水清洗。2.將餐具擦乾或烘乾後
歸位，做好餐具盤點及管理。3.
03-9883899 負責環境的打掃清潔例行工作。 不拘 3
4.廚餘回收及垃圾處理。5.主管
交辦廚務作業事項。工作時間：
0630-1430、1600-2230(二班制)
，月休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餐飲外場服務員＞，1.跑單、
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
2.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
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
碗盤與清理環境 4.進行簡易餐飲
03-9883899
不拘 4
之料理，如：烤土司或調配飲料
等 5.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工
作時間：6:30~14:30、
16:00~22:30 排班制輪二班、月
休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工讀生＞，清點財產、文書處
理、有財會經驗者佳。 上班時
間：每日工作2-4小時、時薪：
02-29383637 15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上 高職 1
班地點：礁溪。***意者請傳真或
Email履歷：
sunn.yard@msa.hinet.net***

林小姐

＜現場作業員＞，撿蛋、養雞，
能獨立作業。上班時間：07300910-259119
不拘 1
1600(含午休1.5小時，休假及薪
資皆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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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東方商務大飯
17934292
羅東鎮 店

宜蘭縣 茂榮工業有限
53481978
蘇澳鎮 公司

朱經理

＜暑期工讀生＞，協助房務、廚
房等工作。 上班時間：060003-9568858
不拘 1
1500，輪休月休八天，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陳經理

＜臨時現場操作員＞，機械工具
操作。 上班時間：(三班制，需
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週休二日
03-9909863
國中 2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且依照
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意者請
先電話聯絡、傳真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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