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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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人員＞，蘇花改監控影幕，問
題訊息回報等。上班時間：每月輪日
中晚班(每班8小時)，月薪：32000元 專科
，月排休8天。工作地點：蘇澳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宜蘭縣 禮頓企業有限公
28306951 邱先生
蘇澳鎮 司

02-86725372

宜蘭縣 東碱股份有限公
11384405 謝小姐
蘇澳鎮 司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
一、五下午1點至5點※※※＜操作
工-蘇澳總廠＞，機械維修、軸承、
馬達、機械拆卸等工作。工作時間及
薪資：(三班制，需輪班，每班含休
息時間30分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03-9905121分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不拘
機207
定)。早班：0630至1430(薪資:25100
元至40107元)；中班：1430至
2230(薪資:30120元至48128元)；晚
班：2230至0630(薪資:30120元至
48128元)。休假方式：排休月休8
天。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60元，

19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份
34286449 郭小姐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品保品檢員＞，IPQC線上巡檢、電
性量測、製程檢驗，需於無塵室工
03-9285017分 作、有半導體廠經驗者佳。工作時
高中
機206
間：(四班二輪)日班/晚班，月薪：
23100元-30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5

宜蘭縣 農田股份有限公
彭站長
16039945
壯圍鄉 司
或會計

＜早/中班加油員＞，客戶加油服
務。早班：0600~1400；中班：
不拘
1350~2200，月休六天，時薪150元。

3

03-930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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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亞洲國際野生物
53576502 張小姐
壯圍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亞洲國際野生物
53576502 張小姐
壯圍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亞洲國際野生物
53576502 張小姐
壯圍鄉 有限公司

07-6315183

＜營業部總監＞，1.制定公司年度營
業策略和業務計畫: 依照公司訂單,
擬定出貨運輸計畫及 發展多樣性養
殖生產計劃提案，全年度營收計畫擬
定提報。穩定國內魚類供貨來源及拓
展新供應商。2.人資管理: 負責養殖
場員工的管理,人員調派及工作分配
，並擬定人員培訓計畫、員工年度績
效考核。3.配合國際業務部, 進行組
織市場研調,協助客戶進行需求溝通 不拘
準確掌握客戶需求，提供海洋生物種
類。公司品牌的整體發展戰略規劃，
擬定年度設計發展目標、策略和市場
計畫。4.可配合短期駐點中國上班
及配合出差。5.有10年以上管理經驗
尤佳。工作時間：0800~1800，月排
休8天，月薪：40,000元以上。先email履歷表
wildlifesource@gmail.com

1

07-6315183

＜行政總務人員＞，1.收發公司郵件
管理。2.庶務性事務用品採買。3.簡
易會計出納與零用金管理。4.公司內
部庶務工作。5.會駕駛小客車優。6.
反應靈敏.合群開朗。7.需協助飼養
專科
動物及清潔工作。8.工作經驗三年以
上優。工作時間：0800~1800，月排
休8天，月薪：25,000元-30,000元。
先e-mail履歷表
wildlifesource@gmail.com

1

07-6315183

＜養殖人員＞，海洋公園觀賞魚及海
洋生物養殖。1.飼育大型海水觀賞魚
類，建立養殖模式，培養餌料生物，
協助繁養殖實驗。2.生物健康行為管
理、生物飼養環境清潔、生物飼養、
醫療。3.檢查動物的健康狀態、觀察
記錄動物的行動和飲食。4.負責出口
大學
運輸、飼養及包裝；育種、檢驗等相
關技術之改良與指導。5.需海洋養殖
相關科系或有海洋館飼育員。6.供住
宿、可配合海外出差者。工作時間：
0800~1800，月排休8天，月薪：
36,000元-40,000元。先e-mail履歷
表wildlifesource@gmail.c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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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9-969696

＜行銷業務人員＞，業務拓展及行銷
企劃，上班時間：09:00~18:00，週 高職
休二日，薪資：23100元+獎金。

1

0939-969696

＜水電技師/半技師＞，水電配線、
維修等相關工作，需具備汽機車駕照
會開手排車，具經驗。上班時間：
不拘
0800-1730，排休月休8天，日薪：
1500~2500元。

3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國內外業務人員(八貫一廠)＞，1.
處理公司商品訂單或服務國內/外客
戶之業務聯繫等工作。2.處理公司商
品、樣品及目錄，進行國內/外業務
家洽與出貨準備等工作。3.處理業務
人員完成銷售及收款，並執行業務相 不拘
關任務的行政、後勤等工作。4.能配
合公司不定期參與國外展覽公司商
品。5.以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
上班時間：0900~1800，週休二日，
月薪：27000元~33000元。

1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國內外業務助理(八貫一廠)＞，1.
協助處理公司商品訂單或服務國內/
外客戶之業務聯繫等工作。2.協助處
理公司商品、樣品及目錄，進行國內
/外業務家洽與出貨準備等工作。3.
協助業務人員完成銷售及收款，並執
行業務相關任務的行政、後勤等工
不拘
作。4.協助配合公司不定期參與國外
展覽公司商品。5.以現場投遞或填寫
履歷為主。語文條件：英文--聽/中
等、說/中等、讀/中等、寫/中等。
上班時段：0900~1800，月薪：
23100~25000元，週休二日。

1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品保人員(八貫一廠)＞，1.製程改
善。2.客訴處理。3.設計品質驗證。
4.供應商品質改善。5.以現場投遞或
不拘
填寫履歷為主。上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月薪：
23100~25000元。

1

宜蘭縣 宏程水電工程有
54524567 黃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宏程水電工程有
54524567 黃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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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現場生產作業員(八貫一廠)＞，1.
管控庫存物料以及管理收貨、儲藏，
配合生產、發貨進度，協助規劃跨部
門間的物料流通並記錄庫存異動。2.
不拘
具有倉管經驗及堆高機證照者更佳。
3.以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上班
時段：0730~1630，休假方式：週休
二日，月薪：25000元。

4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工程助理(八貫一廠)＞，1.工程數
據資料彙整。2.稽核資料整理。3.以
E-mail或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
不拘
上班時段：0900~1800，休假方式：
週休二日、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3100~24000元。

1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12386676
電子郵件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採購人員(八貫一廠)＞，1.國內外
採購。2.以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
主。語文條件：英文--聽/中等、說/
不拘
中等、讀/中等、寫/中等。上班時
段：0900~1800，週休二日，月薪：
23100~25000元。

1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12386676
電子郵件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現場製程工程師(八貫三廠)＞，1.
生產產品技術的提升。2.生產製程的
持續改進(品質)。3.生產效率的評
估。4.生產技術文件的建立。5.以現 不拘
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上班時間：
0900~1800，週休二日，月薪：30000
元~40000元。

1

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採購人員(三廠)＞，1、採購相關
表單及定期請款作業。2、紙箱包材
採購，正側嘜/布標/標籤圖檔對稿。
3、國外進口採購英文書信。4、工程
不拘
樣品開發詢價及找料。5.以現場投遞
或填寫履歷為主。上班時段：
0900~1800，月薪：23100-25000元，
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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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八貫企業股份有
李小姐/ 03912386676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小姐 108336#226

＜品保助理工程師＞，1.生產品質控
管及統計分析、異常處理、確保產品
品質。2.儀器校驗、產品測試。3.委
外測試聯繫。4.協助處理客戶訴怨案
不拘
件並追?改善活動之有效性。5.以現
場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上班時間：
0730~1630，工休假方式：依勞基法
規定。月薪：25,000元。

1

中美矽晶製品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28113743 張小姐
五結鄉
分公司

03-9905511

＜生產技術員＞，機台操作。上班時
間：0730-19301930-0730，做四休二 高職
，薪資：25000-30000元。

9

03-9905511

＜設備工程師＞，設備稼動最佳化、
機台故障排除與維修。上班時間：
專科
0730~1930，1930~0730，做四休二，
薪資：26000-40000元。

2

03-9501222

＜儲備主管＞，1.不動產稅費諮詢服
務。2.免費行情、成交情諮詢。3.客
戶拜訪開發及銷售房地產。4.不動產
買賣、租賃仲介及諮詢服務。5.負責
開發不動產的買方及賣方或租賃雙
國中
方,促成雙方交易達成。6.售後之客
戶服務。7.配對買方帶看不動產銷售
，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上班時間：
0900-1200，1330-1800，月休八天，
薪資：40000元。

5

03-9501222

＜房產專業經理人＞，1.不動產稅費
諮詢服務。2.免費行情、成交情諮
詢。3.客戶拜訪開發及銷售房地產。
4.不動產買賣、租賃仲介及諮詢服
務。5.負責開發不動產的買方及賣方
國中
或租賃雙方，促成雙方交易達成。6.
售後之客戶服務。7.配對買方帶看不
動產銷售，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上
班時間：0900-1200，1330-1800，月
休八天，薪資：25000元。

5

中美矽晶製品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28113743 張小姐
五結鄉
分公司

宜蘭縣 宏軒房屋有限公
54222227 劉小姐
五結鄉 司

宜蘭縣 宏軒房屋有限公
54222227 劉小姐
五結鄉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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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宏軒房屋有限公
54222227 劉小姐
五結鄉 司

宜蘭縣 平洋企業有限公
40528726 王經理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34788560 陳先生

34788560 陳經理

34788560 陳先生

34788560 陳先生

34788560 陳經理

03-9501222

＜土地開發經理人＞，1.土地稅費諮
詢服務。2.免費行情、成交情諮詢。
3.客戶拜訪開發及銷售土地。4.土地
買賣及諮詢服務。5.負責開發土地的
買方及賣方或租賃雙方，促成雙方交 國中
易達成。6.售後之客戶服務。7.配對
買方帶看土地銷售,維護不動產交易
安全。上班時間：0900-1200，13301800，月休八天，薪資：24000元。

5

03-9283185

＜會計＞，從事人事薪資、會計交易
紀錄、收付款，以及從事現金出納事
項，需有相關工作經驗一年以，高職
高職
以上。上班時間：0800-1730，供一
餐，月薪：24000-25000元，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

1

03-9374524

＜早班門市人員-7-11壯志店＞，便
利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商品。工
不拘
作時間：0700-1500，週休二日，薪
資：23100-25000元。

4

03-9374524

＜晚班門市人員7-11壯志店＞，便利
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補貨服務
不拘
客人。上班時間1500-2300，月薪
24000元-26000元，週休二日。

4

03-9374524

＜大夜班門市人員-7-11壯志店＞，
便利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商品。
不拘
上班時間：2300-0700，月薪：28000
元-32000元，週休二日。

4

03-9374524

＜早班門市人員-7-11壯圍店＞，便
利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商品。上
不拘
班時間：0700-1500，月薪：23100
元-25000元，週休二日。

4

03-9374524

＜晚班門市人員-7-11壯圍店＞，便
利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補貨服
不拘
務客人。上班時間：1500-2300，月
薪：24000元-26000元，週休二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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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夜班門市人員-7-11壯圍店＞，
便利商店工作人員，負責銷售、補貨
服務客人。上班時間：2300-0700， 不拘
月薪：28000元-32000元，週休二
日。

4

＜正職收銀營業員＞，1.負責收銀結
帳、銷售、電話接聽廣播及店內顧客
服務等工作。2.賣場內環境清潔維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 03-9225000分
86622169
護。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4.需配合 高職
員山鄉 公司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輪班、輪休。兩班制，早班：07501730；中班：1330-2230，月休八天
起，23100-24900元。

5

＜正職生鮮營業員＞1.需配合排班、
輪休2.主管交辦事項3.賣場環境維護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 03-9225000分 負責生鮮產品處理、陳列，以及面對
86622169
國中
員山鄉 公司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面銷售服務、有熟食處理經驗佳，上
班時間：0730-1730；1330~2230。月
休八天起，薪資：21300~24900元。

5

＜正職雜貨營業員＞，1.商品訂貨、
補貨與陳列作業。2.特價品陳列與商
品管理。3.顧客服務、賣場環境維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 03-9225000分
86622169
護。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5.需配合 高職
員山鄉 公司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輪班、輪休。兩班制，早班：07501730；中班：1330-2230，月休八天
起，23100-24900元

5

03-9558469

＜兼職外場服務員＞，收銀清理、喜
愛服務客群、親切有耐心、可配合門
市輪調、維持門市清潔。上班時間： 高中
每日工作4-8小時彈性排班，時薪
$15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8

03-9903222

＜會計＞，帳務處理，基本文書處理
作業。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
高職
二日，薪資23100~25000元。意者請
於上班時間內電洽預約面試。

2

0937-523292

＜撿石工＞，小石頭挑選分類。上班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不拘
資：23100元。

1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34788560 陳經理

宜蘭縣 爭鮮股份有限公
97286918 店長
羅東鎮 司

宜蘭縣
五浚有限公司
五結鄉

45101600 張小姐

宜蘭縣 鑫傳機械有限公
84890484 余先生
蘇澳鎮 司

03-937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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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鈺馨園藝
冬山鄉

29288235 李小姐

宜蘭縣 龍德設計工場股
53838560 李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龍德設計工場股
53838560 李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培德
26673261 于主任
羅東鎮 社區復健中心

宜蘭縣 爭鮮股份有限公
97286918 店長
羅東鎮 司

03-9593386

＜除草工＞，縣內園藝維護，種植花
草、除草、需背割草機，上班時
間:0800-1700、月休8天排休，日薪 不拘
1300元、公司有專車每天從公司接送
至工作地點。

3

履歷

＜作業員＞，1.系統櫃材板.檢驗包
裝出貨等作業。2.協助生產作業(手
工、備五金)。3.適工作量能配合公
司加班。上班時間：0800~1700、週
不拘
休二日、薪資25000~28000元。意者
請先email履歷
design.works@msa.hinet.net、合者
通知面試。

3

履歷

＜業務人員＞，1-業務推廣、產品行
銷、客戶維繫、客戶開發等工作。2招攬各區經銷商並就近服務與支援。
3-支援專案承接與工程協調。4-視客
戶需求提出專業建議及客戶問題處
理。5-工程進度追蹤掌握及工地現場 專科
工班之整合管理。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23100元
加獎金，意者請先email履歷
design.works@msa.hinet.net、合者
通知面試。

5

03-9577045

＜職能治療師＞，1.復健計劃評估與
執行成效。2.(大型)活動設計及執
行。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工作時
大學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6000元。

1

03-9571120

＜餐飲外場-兼職人員＞，1.定食8顧客接待、桌邊服務、環境維護等外
場工作。2.具主動性，適時觀察顧客
需求並提供服務。3具正面、積極態 高中
度、責任感、抗壓性佳。每日工作48小時彈性排班，時薪150元，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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