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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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興中環保科技股
80424374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興中環保科技股
80424374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興中環保科技股
80424374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興中環保科技股
80424374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成鋼鐵實業有
54951049
冬山鄉 限公司

聯絡人

何經理

何經理

何經理

何經理

楊小姐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email

＜電力技術員＞，造紙機械電力設備
維修。需輪班(每班8小時)，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30000 高職 2
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
a2327@hcpaper.com.tw

email

＜造紙技術員＞，造紙機械操作。需
輪班(每班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
高職 10
，薪資：28000元起。意者請先Email
履歷：a2327@hcpaper.com.tw

email

＜廢水操作人員＞，1.廢水處理設備
巡檢/操作/清潔/保養。2.藥劑溶泡/
劑量調整控制。3.執行6S/環境區域
清潔維護。4.日常操作單記錄/完成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高職 2
0800~1700，需配合加班，，輪休週
休二日，薪資28000~30000元。意者
請先email履歷：
a2327@hcpaper.com.tw

Email

＜機台操作員＞，紙塑生產機台操
作。需輪班(每班8小時)，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7000元起。意
者請先Email履歷：
a2327@hcpaper.com.tw

03-9591888

＜操作工＞，1.各類鋼筋彎曲、裁剪
作業，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不拘 3
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月薪：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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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台成鋼鐵實業有
54951049
冬山鄉 限公司

楊小姐

03-9591888

＜會計人員＞，1.進出貨帳管理。2.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高職 1
0800-1700，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
定，月薪：26,000元。

宜蘭縣 恆興機械有限公
16580150
冬山鄉 司

胡小姐

03-9907758

＜操作工＞，電焊、機械組裝。工作
時間：0800至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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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休假
不拘 5
方式：週休二天。薪資：25800元至
28638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8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宜蘭縣 美元蜜餞食品有
15969273
宜蘭市 限公司

吳小姐

03-9283957

＜作業員＞，包裝、秤料。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3800元。

03-9883988

＜櫃檯人員＞，1.於飯店內提供顧客
服務，讓客人享有良好服務品質及愉
快的住宿經驗。2.在飯店櫃檯接待旅
客，辦理住房與退房的登記，並提供 高中 1
旅館、觀光等的諮詢服務。上班時
間：日班/晚班，需輪班，月休8~10
天，薪資：24000元-28000元。

03-9883988

＜房務員＞，1.於飯店/旅館內提供
顧客服務，讓客人享有良好服務品質
及愉快的住宿經驗。2.負責飯店內客
房清潔服務，整理及補充消耗性用
不拘 2
品。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輪
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4000-30000元。3.請先電話預約面
試。

03-9883988

＜廚師助理＞，廚房餐點處理及清
潔、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日班
國小 2
/晚班，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4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沐恩國際溫泉渡
28787867
礁溪鄉 假飯店有限公司

宜蘭縣 沐恩國際溫泉渡
28787867
礁溪鄉 假飯店有限公司

宜蘭縣 沐恩國際溫泉渡
28787867
礁溪鄉 假飯店有限公司

蔡小姐

蔡小姐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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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沐恩國際溫泉渡
28787867
礁溪鄉 假飯店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順順視聽歌唱有
83946637
羅東鎮 限公司

宜蘭縣 順順視聽歌唱有
83946637
羅東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全家便利商店股
23060248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全家便利商店股
23060248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全家便利商店股
23060248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依田股份有限公
89440353
蘇澳鎮 司

蔡小姐

羅小姐

羅小姐

蔡小姐

蔡小姐

蔡小姐

陳小姐

03-9883988

＜禮賓接待人員＞，1.飯店住客泊車
引導、房客行李搬運。2.旅客服務、
大廳值勤。3.旅客接送服務。4.外縣
高中 1
市正職人員提供宿舍。上班時間：日
班/晚班，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5000元~28000元。

03-9563185

＜廚工＞，負責油炸類餐點。上班時
間：1700-22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不拘 1
定，時薪：160-200元。

03-9563185

＜櫃檯服務人員＞，接待服務、電話
接聽等工作。上班時間：1200高職 1
2130(含休息時間)，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33000元。

03-9595854

＜加油站站長＞站務處理、人員管理
及主管交辦事項，具加油站管理經驗
者佳。上班時間：0900-1800，休假 大學 1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面議(每月經
常薪資達4萬元以上)。

03-9595854

＜加油副站長＞站務處理、人員管理
及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輪班制，
大學 1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
元以上。

03-9595854

＜加油儲備幹部＞汽車加油(氣)操
作、設備維護及等相關工作。上班時
不拘 5
間輪班制，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30000元以上。

E-MAIL

＜製程技術員＞，1.機台操作、包裝
組貨。2.可配合加班、.無經驗可。
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28000~35000元。意 專科 3
者請先投遞電子履歷
(sharon.chen@textint.com.tw人資
陳小姐收)

第 3 頁，共 4 頁

1118求才快訊

宜蘭縣 依田股份有限公
89440353
蘇澳鎮 司

陳小姐

E-MAIL

＜客服人員＞，1.輸入、處理並追蹤
客戶訂單，並將訂單資料存檔備份。
2.保持與客戶間之聯繫，回覆email(英文書信與客戶聯繫溝通)，並
確認交貨期。3.提供出貨文件並安排
出貨，熟悉進出口報關作業(快遞、
空運、海運)。4.做事積極主動、有
大學 3
責任心並有效率，具耐心、時間與數
字觀念佳。5.需配合加班，無相關工
作經驗可。上班時間：0830~1730。
周休二日。薪資：28000~36000元。
意者請先投遞電子履歷
(sharon.chen@textint.com.tw人資
陳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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