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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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滌員＞，餐盤清潔工作。 上
04-25901399 班時間8小時，供膳宿，月休8-9
不拘 1
分機8188
天，薪資：24000元起(不含津
貼)。

台中市 儷野大飯店股
80392979
和平區 份有限公司

盧小姐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
24547114
礁溪鄉 有限公司

＜會計＞，帳務處理。上班時
林總經理 0970-369067 間： 0900~1800，月排休8天，薪 大學 1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宜鼎國際股份
27565769
宜蘭市 有限公司

黃小姐

＜操作工宜蘭廠＞，SSD產品測
驗、組裝、記憶體IC測試、Dram
模組測試、包裝出貨、進行Flash
拆解、整理、Sorting、維修目檢
(全檢)、SMT生產機台操作(印刷
機、SPI、置件機、Reflow、
AOI)、需穿無塵衣及久站。 工作
時間及薪資：(三班制，需輪班，
03-9103300
周休二日)日班：0710-1520(薪資 不拘 18
分機6211
25854元-27623元)；中班：15102320(薪資31025元-33148元)；晚
班：2310-0720(薪資31025元33148元)(每班含休息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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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85元，住宿費月扣2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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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小姐

＜操作工-宜蘭廠＞，組裝、目
檢、包裝、進出貨搬運(10-20公
斤)。 上班時間：08點至17點(含
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
03-9909698
不拘 8
基法規定)。 薪資：24000元至
25680元。 休假方式：周休二
日。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85元，住宿費月扣2450
元)。

張課長

＜清潔員＞，社區大樓清潔工
作。 上班時間：0800-1700，月
03-9310345
不拘 2
輪休八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張課長

＜秘書＞，社區行政及文書相關
作業，具小客駕照。上班時間：
03-9310345
高職 1
0800-1700，週休二日，月薪
23000元。(2.)

張課長

＜社區總幹事＞，大樓管理工
03-9310345 作。 上班時間：0800-1700，休 不拘 1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張課長

＜輪班保全人員＞，社區安全守
衛。上班時間12小時，休假方
03-9310345 式：月休八天，薪資依照勞基法 國中 1
規定。 意者請先電話聯絡，預約
面試時間。

莊小姐

＜櫃檯人員＞，接待、訂房、退
房作業，顧客服務。上班時間：
0976-311648
不拘 4
排班三班制，月排休八天，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
53811942
礁溪鄉 有限公司

莊小姐

＜房務員＞，房間清潔打掃等工
作。 上班時間：排班兩班制，月
0976-311648
不拘 4
排休八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
53811942
礁溪鄉 有限公司

莊小姐

＜公清＞，公共區域清潔。上班
0976-311648 時間：排班兩班制，月排休八天 不拘 3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普威國際有限
70552259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
531027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
531027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
531027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
53102765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
53811942
礁溪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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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富美鱻火鍋
羅東鎮

宜蘭縣
富美鱻火鍋
羅東鎮

宜蘭縣
富美鱻火鍋
羅東鎮

宜蘭縣
富美鱻火鍋
羅東鎮

37840218

37840218

37840218

37840218

車麗屋汽車百
宜蘭縣
貨股份有限公 12606833
宜蘭市
司

黎店長

＜餐飲服務員＞，餐飲外場服務
工作。上班時間：10:00-14:00及
03-9561807
不拘 3
17:00-22:0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黎店長

＜廚房中工＞，擔任廚師之助手
，處理烹飪前與烹飪中之準備工
作與其他餐廳相關事務。工作時
03-9561807
不拘 2
間：10:00-14:00、17:0020:00(輪班8小時)，休假及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黎店長

＜洗碗人員＞，1.將顧客使用過
之碗盤，先以洗碗精洗滌，再以
清水清洗。2.把碗盤擦乾或烘乾
後排列整齊以備使用。3.餐具的
保養洗餐具。4.清潔廁所大廳。
5.清洗食材。6.將食材依照廚師
03-9561807
不拘 2
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末等備
料的工作。7.工作區域和設備的
清潔以及保養。8.切菜及洗菜。
工作時間：1000-1400、1700200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

黎店長

＜工讀生＞，平、假日工讀生，
顧客服務。 工作時間：18:0003-9561807
高中 3
21:30，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周店長

＜櫃檯收銀員＞，1.櫃檯準備作
業：櫃檯清潔及事務資料整備、
會員卡辦理及換發。2.收銀操
作：現金結帳、信用卡結帳、分
期付款處理、作廢處理、HAPPY
Go結帳、工作單之開立與結帳。
3.現金及營收管理：偽鈔辨識、
03-9285688 信用卡作業管理、營收結帳與例 高中 1
行作業。4.顧客訂購作業：商品
訂購作業、訂單處理作業。5.商
品退換貨：商品退換貨作業、折
讓單開立作業。上班時間：
09:30~18:00；13:30~22:00(需輪
班)，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第 3 頁，共 5 頁

1004求才快訊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28540289
羅東鎮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28540289
羅東鎮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28540289
羅東鎮

喬信公寓大廈
宜蘭縣
管理維護有限 96927416
宜蘭市
公司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游小姐

＜網路行銷人員＞，負責產品網
路行銷業務。上班時間：090003-9557209
專科 1
190(工作時間8小時)，月休8天，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游小姐

＜門市人員＞，銷售手機及3C產
品配件、門號申辦作業、服務客
戶、手機功能教學、手機維修。
03-9557209
高職 3
上班時間：1000-2100(工作時間8
小時)，月休8天，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游小姐

＜會計助理＞，1.辦理現金及銀
行往來事項。2.傳票及財務報表
編製。3.審核各項費用單據及相
03-9557209
高職 1
關帳務處理。上班時間：09001900(工作時間8小時)，月休8天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機電人員＞，建築物之機電設
備維護保養業務。上班時間：
03-9364993
高中 2
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李先生

＜行銷企劃人員＞，1.平面設計
，包含報刊、雜誌及固冊之封面
及版面規劃設計、內頁編排、POP
美工、排版美工等。2.撰寫廣告
公關文案並送交文案總監審核。
03-9504369 3.規劃公司或顧客對外的行銷活 專科 1
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益進行
分析與建議 。4.與各部門溝通，
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案發
想。上班時間 ：08:30~17:30，
週休二日，薪資25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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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餐廳農場管理員＞，1.苗圃等
栽種種類與數量之決定。2.整
地、播種、栽培、耕作及採收。
3.種苗、肥料、農藥及其他資材
之購買。4.耕地、農舍、農業設
備及機器之租用、購買或維護。
李朝松先
03-9504369 5.提供農藝及園藝作物生產代耕 不拘 1
生
服務。6.割草機操作、修枝剪操
作園區垃圾清運作業。7.草花種
植、修剪、除草及景觀施做修
改。上班時間：0800~1700、薪
資:25000~30000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李先生

＜日式廚師＞，1.設計菜單，以
日式料理為主 。2.依據餐單準備
相關的食材 。3.將食材清洗並做
簡單的處理備用 。4.清理以及保
03-9504369
高職 1
養設備。 5.根據顧客的點單進行
烹調。上班時間：9:30~14:00、
16:30~21:00，薪資35000~4500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李先生

＜廚房學徒＞，1.清洗食材。2.
將食材依照廚師要求進行切片、
切塊或切末等備料的工作。3.進
行擺盤的動作。4.工作區域和設
03-9504369
不拘 2
備的清潔以及保養。5.完成師傅
交代事項。上班時間：
0930~1400、1630~2100、休假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兼職房務員＞，1.飯店房間的
清理打掃。2.更換床單。3.清潔
浴室，補充衛浴用品。4.房間的
李朝松先
03-9504369 消毒。5.協助其他區域的清潔作 不拘 1
生
業。6.協助早餐製作。上班時
間：0830~1300、時薪140-15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
45110853
羅東鎮 食有限公司

＜廚房助手＞，1.清洗食材。2.
組合沙拉或冷盤。3.進行擺盤的
李朝松先
動作。4.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
03-9504369
高職 2
生
及保養。上班時間：0930~1400、
1630~2100、薪資24000元~2600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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