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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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46706 黃小姐 03-9907199

＜倉管人員＞，進出貨管理，其他主
管交辦事項，需具電腦能力。上班時
不拘
間：0800-1800(含休息時間)，排休
月休8天，薪資：24000元。

2

宜蘭縣 生命電視股份有
70434113 莊小姐 03-9898686
三星鄉 限公司

＜帳務資料建檔人員＞，1.財務收、
支帳務相關憑證處理及編表。2.細心
負責、執行力強、溝通能力佳、能獨
立作業尤佳。3.具會計實務經驗。擅
長工具：Access、Excel、Word、中 專科
文打字50~75。工作技能：財務報表
製作。上班時間：0830~1800，週休
二日，供一餐(素食)，薪資月薪
24,000~30,000元。

5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懷哲復康之 20252708 何小姐 03-9897229
三星鄉
家

＜居家照顧服務員＞，1.協助個案餐
飲餵食、翻身、洗澡、更換尿布及衣
物。2.協助抽痰、口腔護理、換藥。
3.陪同或代購生活用品、陪同就醫。
4.其他相關居家服務。須具備照顧服 高中
務員證照。工作時間:08:30至17:30
，月排休八天，薪資32000~38000。
意者請先電洽約時間面試，面試時請
攜帶文件：履歷。

4

宜蘭縣 晶圓包心行銷企
80108236 黃小姐 03-9601177
五結鄉 劃有限公司

＜儲備幹部＞，門市管理、商品販
售、庫存管理。上班時間：
1500~2300，月休：8天，薪資：
24000~36000元。

2

宜蘭縣
一三五商行
三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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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柳小姐 0920-699848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房務清潔人員＞，1.房務清潔及備
品盤點送洗清點。2.環境清潔整理。
3.其他交辦事項。4.具飯店房務經驗 不拘
者佳。工作時間：0830-1730，月排
休8天，薪資：25000元起。

2

宜蘭縣
啟元食品行
宜蘭市

＜業務司機＞，送貨及業務連絡，上
班時間：08:00-18:00，月薪30000元 高職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2

宜蘭縣
榮記紙器企業社 92933471 蔡小姐 03-9389226
宜蘭市

＜作業員＞，需搬重。正常班(工作
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需配合加班
，週休二日，薪資：23100元~24000
元，三個月後視狀況調薪。(2.45)

國中

1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柳小姐 0920-699848
宜蘭市 顧問有限公司

＜會計＞，1.帳務處理。2.需會製作
會計相關報表。3.具會計事務所工作
經驗者佳。4.具備會計丙級證照者
高職
佳。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0850-1800，周休二日，薪資：
28000元。

1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柳小姐 0920-699848
宜蘭市 顧問有限公司

＜行銷人員＞，1.企業行銷企劃、活
動執行及媒體關係經營。2.社群、網
站及實體活動、行銷企劃、撰文、執
行。3.協助資訊傳播及美術設計。4. 專科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0850-1800，周休二日，薪資：30000
元。

1

宜蘭縣 廣源企業社（全
31450395 林店長 03-9230814
員山鄉 家便利商店）

＜門市人員＞收銀、清潔、排貨。早
班：0700-1500；中班：1500-2300；
不拘
夜班：2300-0800，薪資：23100元，
月休符合勞基法規定。

6

70920022 蘇太太 03-930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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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綺色佳股份有限
22505074 林小姐 03-9284100
礁溪鄉 公司

＜操作工＞，操作機械設備(切線
機、控制機)、原物料搬運(大約2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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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
不拘
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
件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100元至
27861元。休假方式：周休二日。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6

宜蘭縣 大東消防安全器
23195597 陳小姐 03-9574466
羅東鎮 材有限公司

＜消防檢測人員＞1.視行業而定，跟
隨師父學習專業的技能，並且處理該
行業最基礎的文書工作2.照明燈具、
開關插座安裝、火警消防設備安裝， 不拘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
23100-3500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

5

宜蘭縣 大東消防安全器
23195597 陳小姐 03-9574466
羅東鎮 材有限公司

＜施工人員＞1.按照藍圖進行配水電
消防配管配線、、電路維修及消防設
備安裝2.一般建築物消防給水管路的
簡單基本設計、施工與維護3.照明燈
不拘
具、開關插座安裝、火警消防設備安
裝、UPS不斷電設備安裝，上班時
間：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
日薪：1400-2200元，

5

宜蘭縣 中原廣播股份有
16928666 江先生 03-9565566
羅東鎮 限公司

＜倉管行政＞，正航系統進銷存、櫃
檯、倉管、行政等工作。上班時間：
0900-1800；1300-2100(兩班制需輪 不拘
班)，做五休二，供一餐，薪資：
23100-25000元。

1

宜蘭縣 中原廣播股份有
16928666 江先生 03-9565566
羅東鎮 限公司

＜節目部專員＞，節目部行政事務、
播音、節目剪接、具良好溝通協調能
力及創新思維。上班時間：0900不拘
1800；1300-2100(兩班制需輪班，需
配假日輪班)，做五休二，供一餐，
薪資：23100-2500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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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中原廣播股份有
16928666 江先生 03-9565566
羅東鎮 限公司

＜總務＞，1.協助公司事務處理及檔
案管理。2.採購並維護辦公事務及庶
務用品，以有效管理各部門之採購需
求。3.若遇颱風天等天氣因素，須配
合值班。4.基地台維修。5.需具備手
不拘
排汽車駕照。6.每周需輪值一次大夜
班(21:00-09:00)。7.其他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0900-1800；13002100(兩班制需輪班)，做五休二，供
一餐，薪資：23100-25000元。

1

台灣老康泰銀髮
宜蘭縣
服務股份有限公 42965589 吳小姐 03-9560956
羅東鎮
司

＜照服員-附設宜蘭縣私立老康泰社
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銀髮日間照
顧服務、活動帶領，需具備照服員證
不拘
照。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
，週休二日，薪資：27000-30000
元。

1

宜蘭縣 晶圓包心行銷企
80108236 簡小姐 03-9601177
羅東鎮 劃有限公司

＜門市計時人員＞，商品販售、庫存
管理。上班時間：1800-2200，休
不拘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時薪150
元。上班地點：礁溪店/羅東店。

6

宜蘭縣 晶圓包心行銷企
80108236 簡小姐 03-9601177
羅東鎮 劃有限公司

＜門市人員＞，商品販售、庫存管
理。上班時間：1600-2200，休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23100~36000元。上班地點：羅東夜
市。

不拘

2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42006131 歐小姐 0919-534545

＜大夜班人員＞，點單、飲料調配、
蛋糕包裝、結帳收銀、門市清潔工
作、主管交待事項。上班時間：
不拘
2300-08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月薪25000元。

5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林啟旭
42006131
0919-534545
先生

＜正職門市人員＞，飲品調製、販
售、門市清潔工作。早班：08001700；晚班：1800-2400，周休二日
，薪資：23100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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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工讀生＞，飲品調製、販售、
門市清潔工作。晚班：1700-2300，
不拘
時薪：15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

5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80059903 李小姐 03-9549881
羅東鎮 公司

＜倉管人員＞1.負責倉儲進貨點收、
出貨、理貨作業2.定期盤點，確保包
材最低庫存量3.清潔倉庫4.配合各部
高中
門補足包材，月薪：25,000~30,000
元，月休：8~10天，上班時間：
0830~1700。

1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80059903 李小姐 03-9549881
羅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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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時間)，時薪15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
相關規定。

2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80059903 李小姐 03-9549881
羅東鎮 公司

＜晚班長期工讀生＞1.產品組裝，有
打工經驗者佳2.主動積極、活潑大方
有笑容。上班時間：1300~2200，時 高中
薪：150~160元，月休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

1

宜蘭縣私立好厝
宜蘭縣 邊居家式服務類
官家芬
82175251
03-9560736
羅東鎮 長期照顧服務機
小姐
構

＜居服督導員＞1公部門之聯繫與接
洽2.個案轉介服務與特殊與突發狀況
之處理3.服務對象之開案、評估、訪
視、派任居家服務員、照顧計畫擬
定、特殊狀況通報、結案等4.居家服
大學
務員之訓練、管理及督導考核5.民眾
有關居家服務之業務諮詢6.其他相關
社會資源連結或轉介7.主管交代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26000~36000元。

1

宜蘭縣
海天顧問社
羅東鎮

＜行政兼會計助理＞，行政及會計相
關工作，中打40字/分以上。上班時
間：0800-1730(午休1.5小時)，週休
專科
二日，薪資：23100元。意者請Email
履歷：juunye@yahoo.com.tw或電
洽。

1

宜蘭縣
央瑩商行
羅東鎮

42006131 歐小姐 0919-534545

66996554 朱先生 Email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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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一三五有限公司 42586948 黃小姐 03-9907088
蘇澳鎮

＜生鮮包裝人員＞，生鮮物品包裝、
處理、整理、上架排列等工作。上班
不拘
時間：0700-1600，月排休8天，月
薪：24000元。

1

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林特助 03-9909966
蘇澳鎮
司

＜央廚助手(二廚)＞，中西餐備料，
需具備2年以上實務經驗。上班時
高職
間：0830-1730。薪資：25000-28000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1

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林特助 03-9909966
蘇澳鎮
司

＜客服主管＞，具責任感，需具門市
管理實務3年以上經驗。上班時間：
高職
0830-1730。薪資：28000-50000元。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1

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林特助 03-9909966
蘇澳鎮
司

＜倉管人員＞，庫存及物料管理，需
具備2年以上實務經驗。上班時間：
高職
083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6000-30000元。

1

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林特助 03-9909966
蘇澳鎮
司

＜客服人員＞，需具客服實務1年以
上經驗。上班時間：0830-1730。薪
資：24000-30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高職

2

宜蘭縣 聯群鋼鐵股份有
0386966446 羅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9902002#601

＜大貨車司機＞，需領有大貨車駕駛
執照，駕駛大貨車載運貨品或原料。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
不拘
30000~31000元。周休二日。應徵者
先來電預約面試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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