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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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大同鄉
宜蘭縣
英士社區發展 14556535
大同鄉
協會

南僑化學工業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41734718
五結鄉
羅東營業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吳仙玲/
03-9801319
周淑芬

＜照顧服務員＞，1.主責長者照
顧服務推動站內服務項目，並分
工輪流執行相關業務。2.配合站
內行政業務含財管、記錄等資料
建置。3.配合普查服務地區照顧
需要。4.配合本會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政策宣導。具有服務老人
經驗，並取得照顧務員職類技術
證，或完成照服員90小時訓練時
高職 2
數及具有原民族語能力者佳，工
作時間:0800-1600，周休二日，
月薪:31000元-33000元。進用時
間:108/01/21-108/12/31日止，
收件日期:即日期至108/01/14星
期一下午17時整，備妥相關資料
親送本協會(地址:宜蘭縣大同鄉
英士村梵梵6鄰90-5號2樓)。工作
地點:英士部落文化健康站。

人資處

＜駕駛配送員＞，商品配送，需
具大貨車駕照（8.5噸大貨車），
一個月需出差至花蓮、台東6-7天
。 上班時間：0800-1800(中午休
國中 1
息二小時)，週休二日，薪資：
23100元＋送貨獎金。***應徵前
請先電話聯繫：每日下午2點至8
點***

03-96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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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美德向邦股份
70541649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勝贏屠宰場股
28726412
壯圍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勝贏屠宰場股
28726412
壯圍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勝贏屠宰場股
28726412
壯圍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白水芳華酒業
28167661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世界健
宜蘭縣
身事業有限公 24797132
宜蘭市
司宜蘭分公司

宜蘭縣 傑晟電腦資訊
99446594
宜蘭市 社

何副廠長 03-9901179

＜司機＞，醫院床單被服之收取
與配送，運送地點為各醫院至工
廠間。上班時間：0800-1700，排
高職 1
休月休八天，薪資：三萬元起。
**意者請於上午11點前親洽面試*
*

林小姐

03-9387366

＜作業員＞，白肉雞電動屠宰，
生產線自動他流程，作業員需協
助肉雞上生產線及檢視清潔作業
。工作時間：0100-1000(中間休1 不拘 2
小時)，月排休8天，薪資：26000
元，需配合加班，加班費依勞基
法規定。

03-9387366

＜送貨員司機＞，貨品運送，分
溪南/溪北區，固定區域運送，上
不拘 2
班時間：2100-0600，月排休8天
，薪資：30000元以上。

03-9387366

＜廚房助手＞，採買食材、烹煮
約4-5人午/晚二餐及廚房清理。
上班時間：0900-1200、1600不拘 1
1800，時間彈性，煮完及清理完
畢即可離開，薪資：2500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03-9287608

＜網路行銷人員＞，拍照及影像
處理、網頁編輯等工作。上班時
不拘 1
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
：26000元。

03-9369333

＜清潔員＞，環境清潔。時薪150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工作
不拘 3
時段：兼職機動清潔員
0700~1600、0900~1800。(2.)；
正職清潔員1800-2430。(3.)。

03-9328289

＜兼職電腦工程師＞，投影機、
電腦維護、安裝、維修，需有一
年相關工作經驗，日薪1200元，
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需有汽車駕照，意者請先電話
聯絡。

林小姐

林小姐

唐先生

李小姐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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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品創科技製造
54540335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品創科技製造
54540335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劉怡伶小 03-9770657
姐
分機334

劉小姐

＜食品技師＞，1.執行廠內衛生
及品質管理。2.規劃食品追溯追
蹤系統，並監督執行狀況。3.制
、修訂廠內食品安全系統之相關
文件，並進行管理及確認。4.規
劃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監督執行
及稽核，以確保系統有效性。5.
大學 1
建立實驗室品質標準，管理廠內
外檢驗及相關事宜。6.舉辦內部
人員食安衛生安全教育訓練，使
人員之管理有標準可依循，執行
各項管理要求。需具備證照。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38,000元 至 45,000元。

業務專員， 1.輸入、處理並追蹤
客戶訂單，並將訂單資料存檔備
份，協助完成生產流程。 2.保持
與客戶間之聯繫，回覆e-mail，
產品報價，並確認交貨日期。3.
提供出貨文件，協助業務人員控
03管出貨，並處理進出口事宜。4.
專科 1
9770657#334 定期提供業務銷售狀況報表，以
供業務人員或主管參考。5.協助
業務人員處理銷售業務相關之公
司內部行政作業。6.完成主管交
辦事宜。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3,100元 至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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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品創科技製造
54540335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新滿滿26號
頭城鎮

劉小姐

＜生管主管＞，1.佈達排定之當日作
業內容及目標，讓現場同仁知道當日
工作內容及注意事項。 2. 監督與協
助現場同仁的工作狀況、內容，以提
升效率及產能，準時完成今日任務。
3.排解突發危機狀況，以降低公司傷
害。4.稽核離場環境作業，確保廠區
安全及明日順利運作。5.回報廠長當
天的目標達成率及稽核成果，以達成
目標管理及績效考核。6.與廠長討論
03並制訂下週及隔日的工作目標及人員
高職 1
9770657#334 調度，以達成月產能目標。7.呈報廠
長設備或工件故障清單，追踪修繕進
度，以達成生產目標。8.參與週會與
月會，並協助廠長制定新月產能目標
。9.培訓儲備幹部，增加現場管理人
才，讓現場更有效控管且調度更靈活
。10.監測每日各站數據並分析結果
，必要時提出修改、提升方案，以確
保品質效率在正常範圍內。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35,000元 至 40,000元。

＜船員＞，捕魚、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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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豪先
CT4-002134
0913-390579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不拘 6
生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
餐40元，住宿費月扣1880元)。

宜蘭縣 東方商務大飯
17934292
羅東鎮 店

宜蘭縣 東方商務大飯
17934292
羅東鎮 店

朱經理

朱經理

03-9568858

＜廚房助手＞，協助廚師料理餐
點。部份工時(每周約1~2天)，時
不拘 2
薪：150元。 ***意者請攜帶履歷
親洽***

03-9568858

＜晚班櫃檯代班人員＞，櫃檯接
待，需略懂電腦基本操作。 上班
時間：2300-0700(每月約8~10天) 不拘 1
，時薪：150元。***意者請攜帶
履歷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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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
宜蘭縣
教靈醫會羅東 42003535
羅東鎮
聖母醫院

宜蘭縣 東方商務大飯
17934292
羅東鎮 店

宜蘭縣
杉福漁211號
蘇澳鎮

宜蘭縣
杉福漁311號
蘇澳鎮

宜蘭縣
新凌波236號
蘇澳鎮

簡小姐

朱經理

03-9544106
分機5210

＜機構看護工-附設護理之家＞，
照顧病人及老人。薪資：27500元
以上(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
工資，不包括加班費)，排休月休
六天。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班，需配合加班，加班費依勞基 不拘 15
法規定)。日班08：00至16：00；
中班16：00至24：00；晚班24：
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30分
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03-9568858

＜房務工讀生＞，房務清潔打掃
，有經驗者佳。 上班時間：
0800-1500，時薪：150元。 工作 不拘 1
期間：大年初一至初七。***意者
請攜帶履歷親洽***

CT3-005439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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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2-266333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3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
35元，住宿費月扣1850元)。

CT5-001658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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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2-266333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3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
35元，住宿費月扣1850元)。

CT3-005048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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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795165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不拘 3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
35元，住宿費月扣1850元)。

第 5 頁，共 6 頁

0109求才快訊

宜蘭縣
新喜盛16號
蘇澳鎮

CT3-004917 簡小姐

03-99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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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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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元，住宿費月扣1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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