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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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廖小姐

＜司機＞， 快遞物流業貨物配送
工作。 上班時間：0730-1800(含
03- 9305181
不拘 1
休息時間)，月休八天，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王小姐

＜會計＞，帳務處理，需有經
03-9577898 驗。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 高職 1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隆引企業股份
42068831
三星鄉 有限公司

王小姐

＜行政兼廠務人員＞，行政庶務
工作及協助廠內事務處理。 上班
03-9577898
高職 1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傑昇數位科技
86239684
宜蘭市 有限公司

＜通訊技術員/學徒＞，本公司為
從事資訊、通訊、監控系統之施
工。歡迎具備水電工經驗者應徵
李先生或
，或有通訊相關工作經驗者，願
03-9380239
不拘 3
張小姐
意從基礎學起者應徵。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週六
上班有加班費，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展宜企業社
不限

42253358

宜蘭縣 隆引企業股份
42068831
三星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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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合興國際企業
2439551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陳先生

＜業務司機＞，1.開發潛在客戶
，拓展市場，以達成業績目標。
2.定期拜訪經銷客戶，維繫穩定
客戶關係。3.負責國內業務接洽
及訂單處理。4.負責產品報價及
產品展示，並處理帳款回收相關
事宜。5.負責業務推展，傳達及
說明公司各項業務重大訊息、活
03-9606779
高中 3
動及產品。6.盤點倉庫並進行貨
物配送。7.裝卸貨物，並妥善打
包。8.整理、盤點、記錄所有進
出貨。9.整理出貨單與打單。10.
負責巡補貨，並將商品配送給固
定客戶。上班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永鉅興業股份
12624327
壯圍鄉 有限公司

黃小姐

＜加油員＞，加油作業。 上班時
03-9306358 間三班制，月排休八天，時薪： 不拘 3
140元。

葉小姐

＜大貨車司機＞，搬運建材及送
03-9304215 貨。 工作時間：0730-1700，休 不拘 1
假及薪資皆依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廚師＞，準備食材(蒸炒煮等)
03-9961969 及廚房清理等。上班時間：二班 不拘 2
制，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餐廳外場人員＞，餐飲點菜、
上菜等服務及吧檯服務，上班時
03-9961969
不拘 2
間：二班制，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豪記建材行
壯圍鄉

92926555

宜蘭縣 汎太平洋國際
00681272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汎太平洋國際
00681272
蘇澳鎮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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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金馬塑膠廠
頭城鎮

宜蘭縣
金馬塑膠廠
頭城鎮

02419678

02419678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27867981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中天大飯店有
28137724
礁溪鄉 限公司

林先生

＜儲備幹部-製程工程師＞，1.透
過公司的訓練及栽培，執行各項
工作任務，成為公司未來升任主
管職位之專業經理人。2.對經營
管理工廠有興趣者。3.具電腦基
03-9885556 本能力。4.有心學習者，細心有 不拘 1
責任感、反應快、配合度高。5.
現場機台操作。6.其他主管交辦
事項。※有無經驗皆可。上班時
間：08:00-17:00，月排休8天，
薪資3萬元起。

林先生

＜儲備幹部-行政人員＞，1.透過
公司的訓練及栽培，執行各項工
作任務，成為公司未來升任主管
職位之專業經理人。 2.對經營管
理工廠有興趣者。3.具電腦基本
03-9885556
不拘 1
能力。4.有心學習者，細心有責
任感、反應快、配合度高。5.其
他主管交辦事項。※有無經驗皆
可。上班時間：08:00-17:00，月
排休8天，薪資：25000元起。

劉經理

＜晚班販賣部服務人員＞，販賣
部商品銷售、盤點，親切、具服
03-9889889 務熱忱者佳。 上班時間：16： 高中 2
00-00：3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王皇嘉

＜晚班遊憩部指導員＞，1.維護
溫泉spa區域環境。2.看顧遊客安
03-9889889 全，有救生員執照佳。3.略懂水 不拘 2
電。 工作時間：1600-0100，休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莊小姐

＜房務清潔員＞，房間整理、湯
屋清潔及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03-9100111
不拘 5
間8小時，月輪休8-10天 ，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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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本事農莊有限
54049698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本事農莊有限
54049698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本事農莊有限
54049698
礁溪鄉 公司

郭先生

＜網路行銷高手＞， 1.產品行
銷。 2.網站行銷企劃。 3.活動
0972-912858 企劃。 上班時間：0830-1730， 不拘 1
供一餐，月排休八天，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郭先生

＜農場種植主管＞， 1.安排農作
生產(瓜果類)。 2.帶領種植採
0972-912858 收。 3.溫室搭建管理。 上班時 不拘 1
間：0900-1800，供一餐，月排休
八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郭先生

＜休閒觀光企劃＞， 1.對觀光旅
遊有經驗者。 2.農場觀光活動企
0972-912858 劃。 3.編輯故事、講解。 上班 不拘 1
時間：0900-1800，供一餐，月排
休八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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