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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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103000

＜地磅操作員＞，操作大卡車過磅秤
重記錄，需會電腦，中打20字/分。
三班制每班8小時，週休二日，薪
國中 4
資：23800元。工作地點：南澳/和平
/和中/和仁地磅站。

宜蘭縣 櫻展企業有限公
89302984 黃小姐
羅東鎮 司

0960512166

＜安裝維修技師＞，瓦斯爐、熱水
器、除油煙機、烘碗機等安裝維修，
具經驗者佳，具備相關證照者優先錄
高職 1
用。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30000
元(績效獎金另計)。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林協理
礁溪鄉 限公司

＜電焊技術員＞，電焊工，鋼構機械
組合。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
03-9870080
國中 5
依勞基法規定，日薪:1264元-2500
元。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林協理
礁溪鄉 限公司

＜鋼構組裝工＞，具識圖能力佳，具
03鋼構組配經驗3年。上班時間：0800國中 5
9870080#66 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日薪
1300元-2500元。

宜蘭縣 翎鷹興業股份有
27386409 葉小姐
礁溪鄉 限公司

＜機台操作人員＞，鑄造，研磨，澆
03-9281122 鑄，熔解。工作時間：0800~1700， 高職 3
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25000元

宜蘭縣 翎鷹興業股份有
27386409 葉小姐
礁溪鄉 限公司

＜包裝作業員＞，機械零件打包裝箱
03-9281122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高職 1
，薪資：24000元~25000元

花蓮縣 主立科技股份有
12742231 柳小姐
秀林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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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祐華國際有限公
12902378 江先生
礁溪鄉 司

＜收銀人員＞，賣場或門市裡提供商
03-9880522 品介紹及收銀。工作時間及休假依勞 高中 3
基法規定，薪資：23800元以上。

宜蘭縣 祐華國際有限公
12902378 江先生
礁溪鄉 司

＜理貨人員＞，賣場或門市裡提供商
品介紹及商品整理。工作時間及休假
03-9880522
高中 3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800元以
上。

宜蘭縣 長傳實業有限公
53878801 陳經理
礁溪鄉 司

＜計時餐飲服務員＞，1.對餐飲營運
工作有興趣。2.可配合麥當勞彈性排
班需求。3.面帶笑容，殷勤款待來訪
顧客。4.遵守麥當勞工作站標準。5.
03-9871338
不拘 8
準備高品質的產品。工作時間日班：
0500-1400/時薪158元，夜班：00000700/時薪213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曹小姐
礁溪鄉 公司

＜洗滌員＞，1.洗淨餐具、杯類、器
皿。2.收集搬運餐廳及廚房垃圾廚餘
至處理區域。3.搬運、收集和整理資
03-9882828
國小 5
源回收。4.器皿、清潔機具的保養。
工作時間：輪三班，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5000元-28000元。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人資部
礁溪鄉 公司

＜櫃台接待員＞，1.辦理旅客住退房
03，訂房接待事宜。2.處理客人事務。
9886880#31 3.主管交辦事項。4.具服務熱忱。工 專科 6
11
作時間：3班制，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月薪：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人資部
礁溪鄉 公司

＜安全員＞，1.人員出入管理。2.飯
03店區域巡護。3.停車場管理與巡邏。
9886880#31 4.突發狀況處理。5.協助服務中心進 高中 3
11
行交通督導。工作時間：3班制，月
排休8-9天，月薪26000元~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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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人資部
礁溪鄉 公司

＜餐飲服務員＞，1.擺設餐桌、收桌
2.接受客人點餐3.維持服務區域及工
03作站的整潔4.提供顧客餐飲服務5.其
9886880#31
國中 5
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輪3班
1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排休)，薪
資：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企
31494443 黃小姐
礁溪鄉 業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棚架搭設。
03-9883930 上班時間0800-1730，月排休8天，薪 不拘 4
資30000元。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企
31494443 張小姐
礁溪鄉 業

＜大貨車司機＞，棚架、器具運送、
物品整理，會開堆高機、吊車更佳。
03-9883930 工作時間：0800-1730，月排休8天， 國中 3
須配合加班(加班費另計)，薪
資:35000元。

宜蘭縣
山那邊有限公司 54253895 人資部
礁溪鄉

＜安全員＞，1.人員出入管理。2.飯
店區域巡護。3.停車場管理與巡邏。
034.突發狀況處理。5.協助服務中心進
9886880#31
高職 3
行交通督導。工作時間:輪3班，休
12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元
~30000元。

歐遊國際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3789076 人事
宜蘭市
司

＜中班櫃檯人員＞，1.處理房間安排
事宜，如：訂房、排房、進房、退房
等。2.處理帳務，如：收款、核帳、
查帳等。3.負責轉接電話。4.提供當
03-9281133 地旅遊諮詢，並協助安排旅行計畫、 專科 2
交通工具租用、接送等事宜。5.接待
客人，並提供相關服務。上班時間：
1600~2400，薪資24000~27000元，休
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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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工讀生-必勝客宜蘭中山店＞
，依標準程序製作餐點、櫃台服務、
用餐環境清潔維護、外送餐點。附加
條件：親切熱情、態度佳、工作認真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有
宜蘭中山
負責。外送員需具普通重型機車駕
97161500
03-9355151
高職 5
宜蘭市 限公司
外送店
照。早班:07:00~15:00，中
班:09:00~17:00，晚班:15:00~23:00
，可於各班別中任選4~6小時彈性排
班。時薪158元。休假方式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調整。

宜蘭縣 白水芳華酒業股
28167661 唐先生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廠內事務處理及環境
03-9287608 清潔。上班時間：0830-1700，供一 不拘 1
餐，周休二日，薪資：23800元。

頤養家長照社團
宜蘭縣 法人附設宜蘭縣
85291654 連小姐
壯圍鄉 私立嗣大人住宿
長照機構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洗澡、
拍背、餵食、換尿布等)。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日班：08點至
16點；中班：16點至24點；夜班：24
點至08點(每班含休息時間30分鐘，
03-9306911
不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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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周休二日。薪資：27500
元。供膳宿：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5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中道
95936985 羅主任
壯圍鄉 高級中學

＜行政助理＞，中學部註冊組文書及
03-9306696
庶務處理。上班時間：0730-1730， 專科 1
分機140
周休二日，薪資：23800元。

宜蘭縣
超勝企業社
冬山鄉

92911976 邱小姐

0918934991

＜泥水工＞，土木工程施工，灌漿、
粉刷。上班時間：0730-1700，週休
二日，日薪：1400元(依照工作能力 不拘 5
調整薪資)。上班地點：台化龍德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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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超勝企業社
冬山鄉

宜蘭縣
超勝企業社
冬山鄉

宜蘭縣
超勝企業社
冬山鄉

92911976 邱小姐

92911976 邱小姐

92911976 邱小姐

0918934991

＜粗工＞，土木工程、綁鐵等相關工
作。上班時間：0730-1700，週休二
日(視工作需要配合加班)，日薪：
不拘 5
1400元(依照經驗、技術能力薪資可
以在調整)。上班地點：台化龍德
廠。

0918934991

＜鋼筋工＞，鋼筋加工，有鋼筋加工
經驗者佳。上班時間：0730-1700，
週休二日，日薪：1400元(依照工作 不拘 5
能力調整薪資)。上班地點：台化龍
德廠。

0918934991

＜模板工＞，土木工程施工，會堆高
機者佳。上班時間：0730-1700，週
休二日，日薪：1400元(依照工作能 不拘 5
力調整薪資)。上班地點：台化龍德
廠。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蔡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國貿人員＞，1.按規定辦理押匯/
結匯業務、並協助整理進出口報關文
件及向報關行協調報關事宜。2.具進
03-9904668
不拘 1
出口相關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至
25000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蔡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船務人員＞，1.向報關行協調報關
事宜、並協助'整理進出口報關文件
及按規定辦理押匯/結匯業務?。2.具
03-9904668
不拘 1
進出口相關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至
25000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蔡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行政人員＞，1.整理進出口報關文
件、並協助向報關行協調報關事宜及
按規定辦理押匯/結匯業務?。2.具進
03-9904668
不拘 1
出口相關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至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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