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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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56683 賴先生

＜操作工＞，操作機台(碎解、篩
選、清洗、汙水處理、混合成型、乾
燥)、需搬運物品(10公斤以上推車輔
助)，工作區域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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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
03-9893188
不拘
二日。薪資：25100元至29116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上班地
點：宜蘭縣三星鄉紅柴林八王圍464、46-5、61-17、61-9、62-4、621、62-2、62-3、77、253、254-2地
號。

5

宜蘭縣 立名機械有限
29055215 方小姐
五結鄉 公司

＜操作工＞，物料切割、裁剪、成
型、研磨、焊接、成品組裝搬運(約
搬重30公斤)。工作時間：08點30分
至17點30分(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03-9902880 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 不拘
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
休二日。薪資：25100元至30622元。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3

宜蘭縣
耕盈行
三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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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裕賓汽車股份
27283620 謝科長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關懷專員＞，1.接待及引
導客戶至休息區。2.維護休息區整
潔。3.客戶資料異動。4.客戶預約時
間安排。5.報表整理。6.協助外展活
03-9604907
專科
動。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
間: 0800-1730(午休1.5小時)，休假
時間: 週休二日，薪資: 2400026000元。

1

宜蘭縣 懋興企業有限
16231652 陳小姐
五結鄉 公司

＜作業員＞，兼職亦可，海產加工作
業及包裝，偶而支援載貨，需會開手
03-9902111
不拘
排車。上班時間：0800~1700，休
假：月休6天，薪資：28000元。

3

宜蘭縣 懋興企業有限
16231652 陳小姐
五結鄉 公司

＜計時作業員＞，兼職亦可，海產加
工作業及包裝，偶而支援載貨，需會
03-9902111
不拘
開手排車。上班時間：0800~1700，
時薪150元，月休6天。

2

宜蘭縣 懋興企業有限
16231652 陳小姐
五結鄉 公司

＜環境清潔工＞，廠區清潔環境維護
03-9902111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23100 不拘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1

宜蘭縣 隆育企業有限
42100728 劉課長
冬山鄉 公司

＜設備操作員＞，操作機台、簡易保
養。上班時間：0800~17:00，需配合
03-9904622
國中
加班。週休二日。薪資：
23100~24500元。

2

宜蘭縣 暐長企業股份
27733750 駱小姐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操作工-龍德廠＞，操作機械設備
(瀝青拌合設備、鋪裝機、兩輪壓路
機)、原物料搬運(大約25-40公斤左
右，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工作
區域清潔。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
03-9909411 (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不拘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
規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 薪
資：25100元至29116元。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7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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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中
95936985 羅主任
壯圍鄉 道高級中學

＜行政助理＞，教務處註冊組文書及
03-9306696 庶務處理。上班時間：0730-1730(含
專科
分機140
休息時間)，週休二日，薪資：23100
元。

1

宜蘭縣 台灣石邦科技
42962062 林先生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會計＞，行政作業、會計帳務
作業(需手切傳票)。上班時間：
0939-236575
高職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5000
元。

1

宜蘭縣 宜泰大飯店股
89900932 陳小姐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房務員＞，房務打掃、環境清潔。
上班時間：0830-1700（午休1小時）
，薪資：23100~26000元，月休：依
03-9568488
不拘
勞基法相關規定。意者請寄履歷附照
片寄至：羅東鎮公正路155號 管理部
收。

4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
80059903 李小姐
羅東鎮 限公司

＜晚班包裝人員＞，產品包裝，倉庫
整理。上班時間：1300-2200(含休息
03-9549881
不拘
時間)，時薪15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
相關規定。

3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
80059903 李小姐
羅東鎮 限公司

＜晚班門市人員＞ 1.負責賣場門市
營運管理。2.負責賣場與客戶關係的
建立與維繫。3.制訂商品的價格策
略。4.執行進銷貨分析 5.規劃、協
03-9549881
高中
調廣告活動和促銷宣傳。6.上班時
間：13：30-17：30(固定班)，時
薪：150元，月休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2

宜蘭縣 博士鴨畜產品
16033174 陳小姐
羅東鎮 實業有限公司

＜門市人員＞ 1.負責介紹及銷售門
市商品，並提供顧客之接待與需求服
務(電話諮詢、調貨、修改、包裝及
退換貨處理)。2.進階學習負責商品
進貨入庫、銷售庫存管理、商品包
03-9572275
高職
裝、陳列促銷工作。3.開店閉店及維
持店櫃週遭之清潔。工作時間：
0830-1700；1400-2000(需配合輪
班、輪調)，月休八天，薪資：
23100-2400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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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百貨股份
宜蘭縣
有限司羅東分 86381963 店長
羅東鎮
公司

9552760

＜大夜班收銀人員＞，負責門市收銀
結帳、包裝、陳列、清潔與顧客服務
等工作。上班時間：2400~0800，月 高職
休8天輪休，時薪：150元，意者請親
洽門市面談。

＜銷售員＞，販售果醬及農產品。
宜蘭縣 朝日農業科技
林小姐/林
80080194
03-9611928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先生
時薪：150元-170元。

宜蘭縣
勵伸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勵伸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勵伸商行
羅東鎮

2

高職

2

30341357 張小姐

＜正職工讀生＞，1.接受顧客詢問或
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
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質、
0958-017254 特徵、品質與價格。4.在成交後，包 不拘
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
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上班時
間：1330~1730，時薪：150元，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

3

30341357 張小姐

＜兼職工讀生＞，1.接受顧客詢問或
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
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質、
0958-017254 特徵、品質與價格 4.在成交後，包 不拘
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
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上班時
間：1330~1730，時薪：150元，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

3

30341357 張小姐

＜門市人員＞，1.接受顧客詢問或主
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
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質、
特徵、品質與價格。4.在成交後，包
0958-017254
不拘
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
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上班時
間：日班0900~1700，中班1330~2130
需輪班，薪資25000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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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門市人員＞，1.接受顧客詢問
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列
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
潔與美觀。 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
0958-017254 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在成交後 不拘
，包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
開發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上班
時間：1330~1730需輪班，時薪150元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2

＜操作工-蘇澳工廠＞，操作機台、
保養機台、需搬原物料約30公斤、包
裝、工作(粉塵)環境清潔。上班時
間：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
宜蘭縣 聯峰工礦股份
郭小姐/陳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41910329
03-9965158
不拘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先生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薪資：25100元至
29116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
元)。

6

宜蘭縣
勵伸商行
羅東鎮

30341357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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