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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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李小姐

＜信件處理員＞，郵件業務處
理。 上班時間：080002-22011730 1830(1200-1430午休)，周休二日 不拘 1
，時薪：145元。 僱用期限：
107/9/1~108/8/31日。

宜蘭縣 映月國際股份
24631597
三星鄉 有限公司

游小姐

＜護理人員＞，1.產婦及新生兒
護理工作 。2.具產後護理之家經
驗 。早班：8:00~16:30，中
班:15:30~24:00，大夜
24:00~08:00 需輪班，休假及薪 專科 3
資依勞基法規定，需具備護士執
照或護理師証照或CPR証照，意者
請先email履歷
inmooncare@gmail.com。

宜蘭縣
宏澄飲料店
冬山鄉

41197386

＜櫃檯收銀人員＞，客戶接待、
劉宥宏先
結帳收銀。上班時間：1100~2000
03-9585907
高職 1
生
，休假：每星期二、三休息，薪
資25000元。

宜蘭縣 尊保櫥櫃有限
25191054
冬山鄉 公司

簡先生

＜行政人員＞，行政作業，須會
AutoCad。 工作時間：0830-1730
03-9606152
不拘 2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蔡小姐

＜電機技術人員＞，熟PLC、程式
撰寫、負責機台配線與配電工
作。自動化技術相關科系畢業者
03-9904668
高職 2
尤佳。 上班時間：0800-1710，
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歷証照核
薪。

宜蘭縣 亞克晟企業有
12828547
三星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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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鴻德養 17126496
員山鄉
護院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
40642753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蔡小姐

＜CNC銑床/車床人員＞，操作磨
床(銑床)加工機械，上班時
03-9904668 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專科 2
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且依照工
作能力調整薪資。

游先生

＜機械組立技術員＞，機械組裝
，無經驗可。上班時間：080003-9904668
高職 5
171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劉盈華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翻
身、拍背、灌食、洗澡)。薪資：
27500元以上，排休周休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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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231106 2400；晚班2400至0800(每班含休 不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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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
40小時工資，不包括加班費)。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50元，住宿費月扣3000元)。

黃小姐

＜禮賓接待＞，1、熱心、活潑、
儀表端莊，喜歡與人接觸。2、具
03飯店客務、房務相關經驗或旅館
9885211#801 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佳。3、日文 高中 3
6
或英文聽說能力佳。4、辦理入住
登記及退房手續。上班時間、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人資

03＜藝品店銷售員＞，具銷售實務
9885211#801 經驗者佳。上班時間、休假及薪 高職 3
6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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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景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53156121
礁溪鄉
公司

＜餐廳服務員＞，1.負責擺盤、
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2.負
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
不拘 3
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
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上班時
間、休假及時薪依勞基法規定。

黃小姐

03922875012

虹景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53156121
礁溪鄉
公司

黃小姐

＜服務中心接待員＞，1.至火車
站接送旅客。2.引導住客停車。
03-9875012 3.客房介紹。4.行李提送。5.有 高中 3
汽車駕照者佳。上班時間、休假
及時薪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員＞，1.勤奮負責、具服
務熱忱、有活力，負責客房清潔
及整理工作，2.有飯店客房清潔
人資部/
03-9057988 維護保養等工作經驗者佳。工作 國中 10
方小姐
時間及休假方式及薪資依照勞基
法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洗碗人員＞，1. 餐具器皿洗
滌。 2. 餐具歸位、餐具盤點及
管理。3. 環境打掃清潔等例行工
人資部/
作。4. 廚餘回收及垃圾處理。5.
03-9057988
不拘 3
方小姐
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上班時
間及休假方式及薪資依照勞基法
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長期工讀生＞，1.主管交辦事
項。2.協助餐飲內外場環境維護
人資部/
03-9057988 等工作。上班時間及休假方式及 不拘 3
方小姐
薪資依照勞基法規定，採時薪
制。

惠康百貨股份
宜蘭縣
有限司羅東分 86381963
羅東鎮
公司

＜早班兼職營業員＞，負責門市
生鮮的品檢、處理、包裝、陳
列、訂貨與顧客服務等工作、作
03-9552760 業場及陳列櫃的清潔、作業器具 高職 2
的維護。上班時間：08:00~13:00
，月休8天輪休，時薪140元，意
者請親洽門市主管面談。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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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千慶實業有限
86918682
蘇澳鎮 公司

李小姐

＜工務助理＞，協助廠內相關事
務作業。 工作時間：08：0003-9909670 17：00，周休二日。 薪資方式： 不拘 1
依學經歷核薪。 供膳方式：供一
餐不扣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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