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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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

＜西工＞，電焊及燒焊、操作天
車懸吊重物、裁切鋼板或鋼管。
03-9909126
不拘 2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九人座駕駛員＞，接送傳藝中
心人員出差往返。差旅住宿費實
報實銷，需具備職業小行車駕
04-25617065 照。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 國中 1
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地為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意者請先電
話聯繫約面試時間。

林小姐

＜餐飲外場人員＞，餐飲點菜、
上菜等服務，上班時間（需輪二
03班）早班:0600~1500，晚
不拘 4
9605388#201
班:1200-2100，月排休8天，月薪
24000元，依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香格里拉冬山
宜蘭縣
河旅館有限公 12793202
五結鄉
司

林小姐

＜房務人員＞，房間清潔、保
03養、備品的控管，上班時間：
不拘 4
9605388#201 0830~1730、月休8天排休、薪資
依勞基法規定。

香格里拉冬山
宜蘭縣
河旅館有限公 12793202
五結鄉
司

林小姐

＜婚禮企劃人員＞，婚禮接洽聯
03繫及主持，上班時間：0900~1800 專科 2
9605388#201
，月休8天輪休，薪資25000元。

宜蘭縣 正鋒實業股份
1239481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佑立仁國際有
24423991
五結鄉 限公司

香格里拉冬山
宜蘭縣
河旅館有限公 12793202
五結鄉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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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冬山
宜蘭縣
河旅館有限公 12793202
五結鄉
司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宜蘭縣 MEDICOM ASIA28990073
五結鄉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宜蘭縣 MEDICOM ASIA28990073
五結鄉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宜蘭縣 MEDICOM ASIA28990073
五結鄉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宜蘭縣 MEDICOM ASIA28990073
五結鄉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林小姐

＜櫃檯人員＞，辦理進退作業、
客戶諮詢服務、簡單帳務處理。
03上班時間：早班:0700~1530，晚 專科 2
9605388#201
班:1400~2230(需輪班二班制)，
月休8天排休，薪資24000元。

陳小姐

函寄履歷

＜倉管人員＞，1、原料收發。
2、倉庫管理、清潔。3、物料控
管。4、成品揀貨。5、具有堆高
機駕照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高職 2
規定。意者請函寄履歷至：宜蘭
縣五結鄉利工一路2段11號。或
Email: sinia.li@medicomtaiwan.com。

李小姐

＜機械操作員＞，機台操作、機
台簡易維修與搬運重物。 上班時
間：0800-1920；2000-0720，週
03-9909100 休三日(需配合加班)，薪資：
高職 5
分機219
25000-30000元。 意者請函寄履
歷至：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2段
11號。或Email:
sinia.li@medicom-taiwan.com。

李小姐

＜品管員＞，測量材料、產品、
裝置、使之符合規格。 上班時
間：0800-1920；2000-0720，週
03-9909100 休三日(需配合加班)，薪資：
國中 2
分機219
25000-30000元。意者請函寄履歷
至：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2段11
號。或Email:
sinia.li@medicom-taiwan.com。

李小姐

＜作業員＞，產品組裝、檢驗、
包裝出貨等作業。 上班時間：
0800-1920；2000-0720，週休三
03-9909100 日(需配合加班)，薪資：25000國中 5
分機219
30000元。意者請函寄履歷至：宜
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2段11號。或
Email: sinia.li@medicom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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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日富金屬工業
84207315
冬山鄉 有限公司

＜鈑金折床人員>，1.鈑金產線機
器設備操作。2.維持機台正常操
胡雅雯小 03-9580699 作及故障排除。3.主管交辦之相
高中 1
姐
分機115
關事項。上班時間:0800~1730、
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歷証照核
薪。

宜蘭縣 宜瑋工程有限
12892815
冬山鄉 公司

李小姐

＜水電技工/半技工＞，一般水電
工程作業，需具汽車駕照。上班
03-9595899 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 高職 2
間一小時），供一餐，周休二日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蔡小姐

＜作業員＞，生產部線上作業，
零、組件組裝及目檢。上班時
03-9385577
高職 3
間：0800-1715，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宜蘭縣 枕頭山頂股份
80094401
員山鄉 有限公司

李小姐

＜廚房學徒＞，協助師傅料理食
材及擺盤準備，'將食材依照廚師
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末等備
03-9226969 料的工作，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 不拘 4
潔以及保養。上班時間：09:00~
14:00 及16:30~21:00，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
86622169
不限
限公司

＜採購助理＞ 有賣場及批發經驗
者佳、須熟悉Excel公式及函數運
03-9225000 用Excel套表製作報表(並非加
張先生/
分機130張先 減)、中打一分鐘40字以上，上班 高職 2
徐小姐
生
時間：0830-1800，薪資：
25000~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
86622169
不限
限公司

＜部分工時人員＞， 1.負責賣場
內的補貨、排面維持、貨架清
03-9225000 潔、商品陳列、以及收銀結帳支
張先生/
分機130張先 援。 2.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3. 專科 8
徐小姐
生
早晚班，需配合輪休。 早班：
0930-1330；晚班：1800-2200，
週排休2日，時薪140元。

宜蘭縣 承宇光電科技
28917502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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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帝煲餐飲
礁溪鄉

宜蘭縣
帝煲餐飲
礁溪鄉

26568893

26568893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張小姐

＜採購人員＞，原物料採購及請
款作業、供應商維護與新供應商
開發、系統訂單維護、詢比議
03價、設備零件採購、工程發包以
大學 1
9287626#100 及合約簽署、熟鼎新ERP系統，可
獨立作業。上班時間：0800-1700
，休假：周休二日，薪資：
25500-30000元。

胡先生

＜外場服務生＞，一般餐飲外場
服務，日班：10:30-16：30；中
0919-215112
國中 3
班：16：00-21：30。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月薪25000元起。

謝小姐

＜洗碗工＞，廚務整理清潔，日
班：11：00-20：00；中班：14：
03-9888388
國小 3
00-23：00，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
規定，月薪25000元。

王小姐

＜服務中心-服務員＞，顧客服務
行李運送，駕駛公務車，需具汽
車駕照。 工作時間:依現場輪班
03-9888223
高中 4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度:(輪
排)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26000元（不含加班費）。

王小姐

＜房務部-房務員＞，客房清潔整
理，公共區域清潔處理。工作時
間:依現場輪班 (每日工作8小
03-9888223
高中 4
時)。休假制度:(輪排)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3000-26000元（不
含加班費）

王小姐

＜櫃檯-接待員＞，辦理住宿登
記、退房、貴賓接待、服務提供
資訊。 工作時間:依現場輪班
03-9888223
專科 4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度:(輪
排)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26000元（不含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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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王小姐

＜餐飲服務員＞，1.幹部交辦之
工作。2.點菜.服務客人。3.盤
點.報破損.清點布巾。4.清潔.配
03-9888223 備準備工作.酒水。工作時間:依 高中 4
現場輪班 (每日工作8小時)；休
假制度:(輪排)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6000-28000元。

冬山河廣播電
宜蘭縣
台股份有限公 16929095
羅東鎮
司

王小姐

＜節目主持人＞，廣播節目主持
03-9565566 ，上班時間：0900~1600，月休及 不拘 3
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王小姐

＜業務專員＞，電台產品行銷，
廣告業務開拓行銷，上班時間
03-9565566
不拘 3
0900~16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薪資：22000元以上。

陳小姐

＜早餐人員＞，簡易中餐料理、
處理烹飪前與烹飪中之準備工
03-9568488 作。 上班時間：0530-1100，時
國小 3
分機619
薪：14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意者請寄履歷附照片:羅東鎮公正
路155號 管理部收，勿親洽。

黃小姐

＜助理老師＞，1.有耐心、愛心
，責任感重，科系不拘。2.有工
作熱忱。3.協助老師授課。4.協
助幼兒學習自理生活。5.提供幼
03-9533223
高中 3
兒日常生活（如：飲食、大小便
等）的照顧。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黃小姐

＜安親課輔老師＞，課業輔導，
具1年以上工作經驗。上班時間：
1100-19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03-9533223 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專科 3
意者請先E-Mail或郵寄履歷(需附
照片)再通知面試。Email：
edi.son265@msa.hinet.net

冬山河廣播電
宜蘭縣
台股份有限公 16929095
羅東鎮
司

宜蘭縣 宜泰大飯店股
89900932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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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黃小姐

＜幼教老師＞，幼兒教學，有責
任心及愛心，熱心開朗，限幼教
相關科系畢，具合格幼兒教師證
或合格教保員，有經驗者佳。上
03-9533223 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 專科 3
薪資依照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
作能力調整薪資。意者請先EMail履歷及照片至：
edi.son265@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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