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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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社會
宜蘭縣
及家庭署宜蘭教 29286308
三星鄉
養院

衛生福利部社會
宜蘭縣
及家庭署宜蘭教 29286308
三星鄉
養院

宜蘭縣 喆發汽車有限公
24627995
五結鄉 司

宜蘭縣
同興汽車修理廠 14903248
壯圍鄉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照顧服務員＞，1.生活照顧及環境
維護協助。2.日常生活技能、社會適
應、休閒活動等訓練與紀錄。3.執行
及紀錄個別與團體體適能活動。4.執
行及紀錄個別化服務計畫目標。須具
照顧服務員單一(丙)級技術士證照或 高職 5
結業證書。主動積極、抗壓性高、可
獨立完成工作與主管交辦事項。上班
時間採排班制：0700-1530、14302300、2230-0730，需輪班，週排休
二日，薪資28000元。

陳小姐

03-9575254

陳小姐

＜教保員＞1、擬定ISP個別化服務計
畫並執行2、班級課程經營3、正向行
為支持(安全維護)4、生活照顧品質
及紀錄撰寫須具備教保員結業證書。
03-9575254分 主動積極、抗壓性高、可獨立完成工
不拘 5
機1127
作與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日班/
晚班/大夜班，上07:00~下午15:30；
上14:30~下午23:00；上22:30~下午
07:30，需輪班。薪資29000。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游小姐

03-9655879

＜銷售人員＞，suzuki汽車銷售及服
務。工作時間：0830-1730，週休二
不拘 1
日，薪資：23800元(獎金另計)。★
請先函寄履歷再通知面試★

03-9387971

＜技師/學徒＞汽車保養、維修等工
作。上班時間：0830-180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供午餐，薪資：
23800-35000元。

林先生

第 1 頁，共 4 頁

高職 3

1117求才快訊

宜蘭縣 千藝食堂餐廳有
83528991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千藝食堂餐廳有
83528991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千藝食堂餐廳有
83528991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千藝食堂餐廳有
83528991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千藝食堂餐廳有
83528991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有
97161500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新禾加油站有限
16547343
宜蘭市 公司

吳先生

＜外場服務員＞，客人接待服務。工
0976-331261 作時間：1730-1930，休假依勞基法 不拘 5
規定，時薪：160元。

吳先生

＜停車場管理員＞，引導指揮停車、
清潔停車周邊。工作時間：17300976-331261
不拘 2
19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
160元。

吳先生

＜廚房學徒＞，協助廚師料理。工作
時間：0930-1400；1600-2100，休假
0976-331261
不拘 2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至
28000元。

吳先生

＜中工＞，中式料理。工作時間：
0976-331261 0930-1400；1600-2100，休假依勞基 不拘 1
法規定，薪資：28000元至36000元。

吳先生

＜總務＞，協助店內各項事務處理。
工作時間：0930-1400；1600-2100，
0976-331261
不拘 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元
至28000元。

舊城店
餐廳經
理

03-9331708

＜外送人員-肯德基宜蘭舊城店＞，
專職外送、顧客服務等。工作時間：
0800-0030之間(各班別中任選4~6小
高職 5
時彈性排班)，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
規定，時薪：158元(外送另有津貼：
$8-12/趟次)。

03-9280016

＜加油服務生＞，加油及收銀工作，
需認真負責。工作時間：(早
班)0700-1500、(中班)1500-2300， 不拘 5
薪資：238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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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益康畜牧場
員山鄉

AA08702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誠業牧場
礁溪鄉

AA14224

宜蘭縣 宜蘭安永樂活股
45103451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私立信踴
宜蘭縣
老人長期照顧中 72620697
蘇澳鎮
心（養護型）

楊先生

03-9231877

＜畜牧工＞，飼養及繁殖肉雞、環境
整理消毒、飼料調製、搬運約10公
斤。工作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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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5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80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假日兼職人員＞1.負責賣場內的補
貨、排面維持、貨架清潔、商品陳
張先生/ 03-9225000分
列、以及收銀結帳支援。2.其他主管 國小 10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交辦事項。時薪：158元，上班時間
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畜牧工＞，飼養及繁殖肉雞、環境
整理消毒、飼料調製、搬運約10公
斤。工作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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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8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80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楊先生

03-9231877

人事部

＜作業員＞，水產品加工處理。上班
03-9953399分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不拘 1
機610
資：26000-30000元。上班地點：蘇
澳鎮鎮德興二路8號。

陳小姐

＜機構看護工＞，照顧生活自理能力
缺損需他人照顧或需鼻胃管、導尿管
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工作時間：
(二班制，需輪班)日班08：00至20：
00；晚班20：00至08：00(每班含休
息時間2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不拘 6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休假方式：排休月休8天。薪
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2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2000元)。

03-996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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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廣福田牧場
蘇澳鎮

AA14168

謝志明
先生

03-9954225

＜畜牧工＞，飼養及繁殖肉豬、環境
整理消毒、飼料調製。工作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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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5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
二日。薪資：28000元。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70元，住
宿費月扣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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