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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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市人員兼維修＞，家電銷售及售
後服務。
03-9589473
高職
兩班制(每班8小時)，排休月休9-10
天，薪資：26000-36000元。

2

77060997 廖先生

0937865799

＜暑期工讀生＞，跟隨業務人員送
貨。
不拘
工作時間：0800-1700(需配合業務加
班)，周休二日，時薪：150元。

3

66256777 張小姐

＜作業員＞，輸送帶接合工作，需會
開小貨車，偶爾需要送貨。
03-9586004
不拘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30000元以上。

2

宜蘭縣 逸豊塑膠企業有
42942046 吳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技術員＞，操作機台(射出機、送
料機、吹瓶成型機、貼標機)、成品
03-9908178 包裝，需具備相關工作經驗。
三班制需輪班(每班8小時)，薪資：
28000元起，排休月休8天。

不拘

4

宜蘭縣 宜蘭縣動植物防
40671588 張小姐
五結鄉 疫所

＜臨時人員(家畜業務)＞，
1.協辦本縣養豬場採血。
2.畜牧場查核工作。
3.收取家畜健康聲明書。
03-9602350 4.其他上級交辦工作。
分機304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日薪：1202元-1332元(依學歷核
薪)。
僱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108/12/31
日止。

國中

2

大同綜合訊電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70788591 黃小姐
不限
分公司

宜蘭縣
川品商行
冬山鄉

宜蘭縣
吉恩企業行
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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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電焊，需搬原物料約20
公斤，工作環境打掃。
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
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宜蘭縣 鑫暐機械有限公
楊小姐/黃
23860902
03-9903973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不拘
冬山鄉 司
先生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
薪資：25100元至30622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元)。

5

＜送貨員＞，鋼材送貨工作。
宜蘭縣 萬耀鋼鐵有限公
林先生/李
13015218
03-9582768 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
冬山鄉 司
小姐
薪資：32000元起。

1

宜蘭縣 九股山食品股份
86231156 莊小姐
頭城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九股山食品股份
86231156 莊小姐
頭城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私立育立愛兒村
15581743 江勝泰
頭城鎮 文理短期補習班

宜蘭縣 九股山食品股份
86231156 莊小姐
頭城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九股山食品股份
86231156 潘小姐
頭城鎮 有限公司

不拘

＜異檢作業員＞，檢視空瓶外觀是否
有不良及污損、檢視產品色澤是否異
03常、檢視瓶身噴印是否正常、檢查液
9779988#21 位是否足夠。
不拘
0
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
23100-25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生產作業員＞，生產線作業、瓶
檢、裝箱。上班時間：0800-1700，
03薪資：23500-25000元，休假依勞基
9779988#21
不拘
法規定。
0
＜課輔老師＞，國小學童課後輔導。
0932088047 上班時間：1200~1900，休假依勞基 專科
法規定，薪資：23100元。
＜鍋鑪人員＞，蒸汽引擎及鍋爐操
作。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
0330000元-35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9779988#21
定。
0

＜業務兼司機人員＞須具備汽車駕
03照、有行銷經驗者佳。上班時間：
9779988#22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8
資：33000元-3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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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
吳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6

＜房務員＞，負責房間整理、公共區
域清潔，兼職可。上班時間：輪二班
03-9102000 制，月休9-10天，薪資：26000元不拘
28000元。

2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
吳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6

＜櫃檯接待員 ＞，1.負責櫃檯事務
及帳務稽核。2.具相關工作經驗者
03-9102000
專科
佳。上班時間三班制，月休9-10天，
薪資：27000元-32000元。

1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
吳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6

＜業務主管 ＞，1. 具市場開拓和客
戶管理能力。2. 年度業務計畫之擬
訂。3. 專案行銷企劃。4. 直客公司
行號團體開發。5. 旅行社及相關同
03-9102000
專科
業業務開發、拜訪聯繫。6. 熟悉旅
行社.國旅.inbound市場資。上班時
間三班制，月休9-10天，薪資：
37000元-47000元。

1

宜蘭縣 青葉廚具有限公
27502174 林小姐
羅東鎮 司

＜廚具製圖人員＞，廚具繪圖、庫存
03-9577477 管理。工作時間： 0830-1730，周休 高職
二日，薪資：23100元起。

1

宜蘭縣 純精加油站股份
97488528 許先生
羅東鎮 有限公司

＜早中班加油員＞，
1.加油服務。
2.為顧客結帳及贈品兌換。3.工作場
所環境清潔與維護。4.交班帳務核
03-9613650 對。5.完成組長交辦事項。上班時
高職
間：早班:0630~1430、中
班:1430~2230，排休月休8天，薪
資：23500~26500元。※暑期工讀
可。

4

宜蘭縣 福順冷凍股份有
16858681 廠長
羅東鎮 限公司

＜作業員＞，冷凍庫/廠房設備清
潔、搬運、整理、除霜及倉儲服務。
03-9565788
不拘
上班時間：1200-2200(含休息時間2
小時)，月休8天，薪資：2310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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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祥盛實業股份有
44969251 陳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操作工＞，碎石機及打碎機操作、
搬運(大約25公斤)、工作環境打掃。
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
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03-9964648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 不拘
方式：周休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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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
元)。

4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股
86306206 賴小姐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工業4.0專案工程師＞，1.培訓練
生產管理幹部，配合工業4.0自動化
策略，具備英文能力。2.具工程、生
產、生技、品保相關工作經驗者佳。
03-9905409
3.具電機、機械、自動化，工程改善 大學
分機160
經驗者佳。上班時間：0800-1710。
薪資：28000-40000元。週休二日。
意者請先函寄或投遞電子履歷後再通
知面試。

5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股
86306206 賴小姐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研發助理＞，1.具相關繪圖軟體操
作能力(CorelDRAW、AUTO CAD)。2.
協助開發文件相關製作、整理及歸
檔。3.新品開發料號新增&BOM建立。
4.現有產品設計變更文件維護。5.研
03-9905409
發需求物料領用。6.產品包裝設計與 專科
分機160
文件製作。7.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及事
務性工作。上班時間：0800-1710。
薪資：27000-45000元。周休二日。
意者請先函寄或投遞電子履歷後再通
知面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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