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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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編號

新北市 介明塑膠股份
33926782
樹林區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諶氏文創股份
55896641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天宥興業有限
24871293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嵩達光電科技
28043579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嵩達光電科技
28043579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鄭小姐

＜操作員＞，押出機之裝模、入
料、開機、捲取及包裝生產作
02-26896574 業。 上班時間三班制(可固定班) 不拘 5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范小姐

＜門市人員＞，1.台灣墨玉解說
導覽。 2.藝術品、飾品，生活用
品展售。3.DIY體驗示範教學。上
班時間：0830~1800(中午休1.5小
03-9503786
高職 2
時)， 暑假二個月配合宜蘭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開園時間輪班，月
排休8天，月薪24000元。工作地
點: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林小姐

＜怪手司機＞，有經驗者佳，需
03-9905251 具備執照。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 不拘 3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邱小姐

函寄履歷

＜倉管技術員＞，出產入庫及出
貨包裝相關作業。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依 高職 1
勞基法規定。意者請函寄履歷：
宜蘭縣冬山鄉德興四路9號。

函寄履歷

＜研發工程助理工程師＞，1.觸
控模組設計測試 。2.設計文件撰
寫 。3.樣品試做。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符合 專科 2
勞基法規定(依學經歷核薪)。 意
者請函寄履歷：宜蘭縣冬山鄉德
興四路9號。

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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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嵩達光電科技
28043579
冬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政府委
託宜蘭縣幼兒
宜蘭縣
教育事業學會 17123104
宜蘭市
辦理公共托嬰
中心

榮江股份有限
宜蘭縣
公司新月分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八甲小吃部
員山鄉

宜蘭縣
八甲小吃部
員山鄉

14904252

14904252

宜蘭縣 宜蘭力麗開發
53855912
員山鄉 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1.模治具檢驗及
管理 。2.模具圖面繪製 。3.協
助工程師材料驗證。4、.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
專科 1
00，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歷証
照核薪，需會Auto Cad。意者請
函寄履歷：宜蘭縣冬山鄉德興四
路9號。

邱小姐

函寄履歷

張主任

＜托育人員＞，0-2歲嬰幼兒保育
工作，需具備證照。 上班時間：
03-9362211
高職 1
0730-1700或0830-1800，供一餐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韓小姐

＜暑期工讀生＞，餐飲服務、餐
廳環境清潔、需配合現場輪班輪
休、工作積極樂觀、抗壓性高。
每日上班7.5小時，月休及薪資依
03-9542094
不拘 10
勞基法相關規定。意者請於6/19
前將履歷表送至羅東鎮中正北路
50號一樓羅東就業中心接待台韓
舜文小姐收 6/24統一面試。

彭先生

＜廚房學徒＞，協助料理製作，
上班時間：09：00-14：00、17：
03-9225990
不拘 3
00-21：3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3.35）

彭先生

＜兼職計時房務員＞，客房清潔
03-9225990 ，時薪150元，上班時間及休假符 不拘 3
合勞基法規定。

盧小姐

＜飯店服務人員＞，櫃台服務、
餐飲服務、客房清潔等飯店內相
03-9232111 關工作。工作時間：8小時需輪班 不拘 20
(含休息時間1小時)，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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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暑期工讀生＞，點餐、送餐、
清潔服務，時薪：140元，工作時
03-9224255
不拘 3
間：每日工作6小時，休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

陳先生

＜假日工讀生＞，點餐、送餐、
清潔服務，時薪：140元，工作時
03-9224255
不拘 3
間：每日工作6小時，休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兼職亦可。

陳先生

＜廚師助手＞，餐點製作及廚務
工作。 上班時間兩班制，每班8
03-9224255
不拘 2
小時，薪資：24000~27000元。月
休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金甜心有限公
24608245
員山鄉 司

陳先生

＜販賣部人員＞，售票、飲料販
售。薪資：24000~27000元，上班
03-9224255
不拘 2
時間：0900~1800。休假依勞基法
相關規定。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
86622169
員山鄉 限公司

＜暑期工讀生＞， 1.負責賣場內
的補貨、排面維持、貨架清潔、
03-9225000 商品陳列、以及收銀結帳支援。
張先生/
分機130張先 2.其他主管交辦事項。3.早晚班 專科 10
徐小姐
生
，需配合輪休。早班：09001400；晚班：1730-2230，月休八
天起，時薪140元。

宜蘭縣 金甜心有限公
24608245
員山鄉 司

宜蘭縣 金甜心有限公
24608245
員山鄉 司

宜蘭縣 金甜心有限公
24608245
員山鄉 司

宜蘭縣
榮勝36號
頭城鎮

CT2-005302 吳小姐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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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594112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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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師助理＞，協助廚師料理及
人事主
備料，完成主管交辦事務。工作
任-陳小 03-9882828 時間：日班/晚班，兩段班，需輪 國中 1
姐
班，月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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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美嘉美大飯店 70923956
礁溪鄉

宜蘭縣
東珩商行
羅東鎮

41195182

陳小姐

＜房務領班＞ 1.負責樓層人力配
置與管理，2.監督客房清潔流程
，3.檢查客房及公共區域，4.每
03-9882828
高職 2
月盤點及備品庫存作業，上班時
間：日班/晚班，需輪班，月排休
8-9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救生員＞ 1.游泳池,兒童遊戲
池及烤箱安全維護及清潔保養，
2.泳池機房操作流程及基礎水質
控制管理(泳池/浴場)，3.參與及
協助休閒遊憩相關任務，4.參與
03-9882828
高中 2
館內休閒遊憩活動企劃與執行，
5.需具合格救生員證照與CPR等相
關急救能力。工作時間：日班/晚
班，需輪班，休假及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接待人員＞休閒中心接待員，
1.營業現場(休閒中心/健身房/兒
童遊戲室/各式產品販促與票券販
售)接待服務， 2.飯店體驗活動
03-9882828 與遊客服務導覽內容介紹， 3.清 高職 2
潔維護水質與環境清潔， 4.執行
主管交辦任務。上班時間：日班/
晚班，需輪班，月排休8-9天，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邱小姐

＜中班櫃檯＞，訂房工作，認真
負責、肯學習、有經驗佳，備汽
車駕照，上班時間：15：30-23：
03-9882937
高中 3
30，月休6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意者請來電預約面試， 附履
歷加照片。（3.40）

李小姐

＜門市人員-OK超商＞，收銀、補
貨、清洗機台。 上班時間：
0980-429879
不拘 3
2200-0700，排休周休二日，時
薪：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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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達芃企業社
羅東鎮

3783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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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店長

＜大夜班門市收銀員＞，收銀、
清潔工作。上班時間：
23:00~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03-9578051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高職 2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親送履歷
合者約談面試。

賴小姐

＜工業4.0專案工程師＞，訓練生
產管理幹部，配合工業4.0自動化
策略，具備英文能力。 1.具工
程、生產、生技、品保相關工作
03-9905409
經驗者佳。 2.具電機、機械、自 大學 5
分機160
動化，工程改善經驗者佳。上班
時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資：30000-45000元(依經驗敘
薪)。

賴小姐

＜倉管人員＞ 1.負責管控庫存物
料以及管理收發材料。 2.貨品盤
點及帳務處理、倉庫紀錄保存等
工作。 3.物品入倉、送貨、清點
03-9905409
盤存作業。 4.作業區環境整理、 專科 1
分機160
清潔維護作業。 5.有駕駛堆高機
經驗及證照佳。上班時間：08001710 ，周休二日， 月薪23000
元-25000元

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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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905409 擔任製程技術職工程師，以實際
大學 3
分機160
了解生產實際狀況。 3.具有積極
及正面思考的工作態度。上班時
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
30000元~40000元。

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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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905409
生管表單作業及ERP資料輸入 4. 大學 2
分機160
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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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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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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小姐

＜研發工程師-機械＞1.產品機構
設計與開發。2.模具開發、試
模、測試及檢討。3.產品製程規
劃安排及維護。4.新產品導入溝
03-9905409
通及問題處理。5.生產問題處理 大學 5
分機160
及協調。6.設計開發技術相關文
件製作。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17:10，週休二
日，薪資27000元~32000元

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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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3-9905409
專利檢索。3.新模具開模前模流 大學 2
分機160
分析。4.產業動態資料收集整
理。上班時間：08:00~17:10，週
休二日，薪資:27000~32000元。

賴小姐

＜人資管理師＞，1.熟勞基法等
人資相關法令。2.員工招募、面
談、聘僱作業與相關任用報到等
作業。3.考勤作業。4.訓練行政
03-9905409
事務處理。5.考核行政事務處
大學 1
分機160
理。6.團膳及外勞等行政庶務。
7.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
基規定。

賴小姐

＜廠務助理＞，1.負責主管工作
行程之規劃安排及協助廠務文件
之處理。2.整理簽核文件及發送
，並負責追蹤執行狀況，隨時掌
控進度。
3.負責會議安排與通知，製作會
03-9905409
議記錄並追蹤處理決議事項。4. 大學 1
分機160
主管交辦事項。5.文書作業處理
能力強。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
k等)6.英文TOEIC500分以上。上
班時間：0800-1710、週休二日、
薪資依勞基規定。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8

第6頁

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
23577048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曾小姐

＜觀光工廠服務人員＞，遊客接
待及服務解說，需略懂英文。上
03-9907101
高職 2
班時間:08:00-17:00，月休8天輪
休，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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