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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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麗明池股份有
24873187
大同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有
24873187
大同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合佳興業股份有
68617663
五結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合佳興業股份有
68617663
五結鄉 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工務人員＞園區內設備、裝設、保
養及維修、與設備廠商之連繫溝通。
不拘 2
0800-1700(工作時間8小時)，月排休
8天以上，薪資：27000~32000元。

李美惠

03-980-9606
#8315

李小姐

＜洗滌員-棲蘭/明池山莊＞負責餐飲
部後場環境清潔維護及餐務洗滌工作
03-9809606分
工作時間：兩班制需輪班(每班8小
不拘 2
機8315
時)，薪資：25000-26000元，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03-9603199

＜現場操作人員＞，生產線操作，無
經驗可。上班時間：0800-1700，供1
餐，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起。
不拘 5
意者請先Email履歷至：
cowell.co@msa.hinet.net陳小姐，
公司會隨即安排面試。

03-9603199

＜原料倉操作人員＞，原料倉操作，
具推高機、山貓合格證照者為優先考
慮。上班時間：0800-1700，供1餐，
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起。意者 不拘 1
請先Email履歷至：
cowell.co@msa.hinet.net陳小姐，
公司會隨即安排面試。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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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公
42001500
冬山鄉 所

宜蘭縣 嵩達光電科技股
2804357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嵩達光電科技股
2804357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徐老師

人資課

人資課

林小姐

039586210*13

＜廚工＞，1.食材之搬送、清洗、前
處理等作業。2.負責處理幼兒園師生
午餐、上、下午點心工作。3.菜餚之
烹調與調味、配送與搬運、餐具清
洗。4.廚房內外環境整理、設備清潔
及幼兒園環境衛生清潔工作。5.其他
不拘 1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400，
周休二日，月薪24000元。需具備丙
級廚師執照，報名日期3/5早上9時至
下午2點止，報名簡章請上冬山鄉公
所網站自行下載，或至冬山就業服務
台索取。

請寄履歷表

＜品保品檢員＞，1.FQC、IPQC檢驗
人員(產品檢驗、尺寸量測、功能測
試等)，2.儀器量測。上班時段：日
班0800~1700，休假方式：周休二日
，月薪：24500元。請先投遞履歷
至:hr2212@abontouch.com.tw

請寄履歷表

＜品保助理工程師＞，1.環測實驗
室。2.安規、綠色產品。3.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段：0800-1700，周休 高職 2
二日，月薪25,000元。請先投遞履歷
至:hr2212@abontouch.com.tw。

E-MAIL

＜廚師助理＞，＜廚師助理＞，1.負
責工作區域清潔工作。2.負責日常清
潔維持工作。3.備品補充、物品管理
及收納。4.執行其它清潔相關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高中 1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假
日加班費另計)。請先E-MAIL或郵寄
履歷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
管理部收，再通知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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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蔣小姐

＜製罐技術操作員＞，1.製罐機台操
作及異常排除。2.機台檢查與保養。
3.具有射出成形或製瓶經驗優先，無
經驗亦可。上班時間：日班/大夜班
03-9773147分
(輪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高中 8
機762
資：24000元-25000元。意者請郵寄
履歷表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
1號管理課收或親送履歷表至警衛
室。

蔣小姐

039773147#762

＜工讀生＞，1.整理成品.須搬重
物。2.配合現場工作。上班時間：
0800-1630，薪資：24000元，休假：
高職 1
依勞基法規定。意者請郵寄履歷表至
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
課收。

蔣小姐

＜成品組長＞，1.負責管理與人力調
配。2.進銷存帳務管理。3.進行商品
入倉、交期、送貨、調度安排等管理
03-9773147分 相關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
高中 2
機762
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30000元-33000元。請郵寄履歷
表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
管理課收，或親送至警衛室。

蔣小姐

＜堆高機操作員＞，堆高機疊貨操作
員，1.負責管理與人力調配。2.進銷
存帳務管理。3.進行商品入倉、交
期、送貨、調度安排等管理相關工
03-9773147分
作。上班時間：0800-1700需輪班， 國中 1
機762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28000元。意者請郵寄履歷
表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
管理課收，或親送至警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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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蔣小姐

＜行政助理＞，1.員工加班考勤管
理、外國勞工之勞健保加退及稅務申
報作業。2.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申辦、
教育訓練訊息發布、內訓管理、證照
類管控及講師接洽等。3.具文中系統
03-9773147分
考勤管理經驗優先錄取。4.其他主管 專科 1
機762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5000元-28000
元。應徵方式：郵寄履歷至宜蘭縣頭
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親送
至警衛室。

林小姐

E-MAIL

＜守衛＞，1.管制廠內外人員、車
輛、物品進出之檢查登記。2.廠區內
外巡邏、維持秩序、交通管理等。3.
清點棧板及瓦斯。4.工廠財產設備之
監守，預防盜竊宵小的侵害及加強門
高職 1
禁管制。上班時間：輪三班制，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28100元，加班費另計。請先EMAIL或郵寄履歷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
路236巷1號管理部收，再通知面試。

蔣小姐

＜廢水處理員＞，1.基本系統操作
(另有教育訓練)。2.無經驗可。上班
時間：日班/大夜班，
03-9773147分 07:50~16:00/20:00~04:15，需輪班
高中 1
機762
，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35000
元。意者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頭
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親送
至警衛室。

蔣小姐

＜電控人員＞，1.協助產線機台設備
維護。2.生產設備所需動力系統更新
維護。3.協助廠區電力系統查修。上
03-9773147分
班時間：0800-1700，休假：符合勞 高中 1
機762
基法規定，薪資：35000元-40000
元。意者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頭城
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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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名牌食品股份有
23159760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潤泉國際企業有
16386091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潤泉國際企業有
16386091
礁溪鄉 限公司

蔣小姐

＜團膳廚師助理＞，1.廠商食材驗
收。2.每日午晚餐各種食材洗、剝、
削、切，完成烹煮的前置工作。3.午
晚餐烹煮，掌控供餐時間、菜餚供應
量與餐點品質。4.開立菜色與菜單。
5.食材庫存管理，符合先進先出原
03-9773147分
則。6.餐廳內外環境及食材倉庫日常 高職 1
機762
清潔與整理。7.餐具清洗、醬料與飲
品補充、清潔及垃圾傾倒。8.餐廳採
購用品管理(如:餐桌面紙、紙杯、清
潔用品等)。9.主管交辦事項。上班
時間：0800-1800，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4000元~26000元。

蔣小姐

＜品保化驗員＞，品管／檢驗人員、
ISO／品保人員。上班時間：
0720~1645(需輪班)，休假：符合勞
03-9773147分
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25000
高中 1
機762
元。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頭城鎮
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E-mail
至：tina@yeswater.com.tw

林小姐

03-9885968

＜行政人員＞，1.協助客戶對於商品
價格的查詢及報價相關的問題，國內
外客戶訂單處理、出口報價、信函回
覆等事宜與訂單流程處理。2.負責公
部門申請相關文件之處理，建檔以及
追蹤維護。3.客戶維護及客戶資料整
理。4.完成主管交辦事項或部門後勤 專科 1
支援。5.協助業務人員處理銷售業務
相關之公司內部行政作業。6.定期提
供業務銷售狀況報表，供業務人員或
部門主管參考。7.經營網路行銷及網
站管理維護。工作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5000元以上。

03-9885968

＜生產儲備幹部＞，1.生產製造運作
與監控。2.食品機台維護與保養。3
產線技術操作與異常處理。4儀器/設
備故障排除。5廠務管理與運作。6其 高中 1
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段：日班，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35000元。

黃淇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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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潤泉國際企業有
16386091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潤泉國際企業有
16386091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有
24547114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龍潭食品股份有
24547114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黃淇小
姐

黃淇小
姐

曾小姐

曾小姐

林協理

林協理

03-9885968

＜作業員＞，1.負責生產線機器、設
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2.
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
裝出貨等作業。3.與其他作業員進行
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4.填
高中 2
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距
離。5.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
程序事宜。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4000元-25000
元。

03-9885968

＜網站行銷企劃＞，1促銷活動檔期
規劃，活動成效分析。2網站流量監
控，提升銷售轉換率。3數位廣告流
量策略規劃。4官網會員經營，提升
客戶忠誠度。5活動視覺與文案規劃
執行。6網站維護管理。7具網路及美
專科 1
編背景尤佳。8負責網站前後台功能
及整體動線的企劃、執行與維護。9
規劃網路內容、服務及活動，並定期
更新、維護及管理。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5000元-35000元。

03-9289096

＜展場收銀員＞，櫃檯收銀。工作時
間：0830-1730，排休月休8天，薪
高職 2
資：24000-28000元。

03-9289096

＜清潔人員＞，廠區清潔工作。工作
時間：0830-1730，排休月休8天，薪 高職 1
資：24000-28000元。

039870080#66

＜鋼構組裝工＞，須具識圖能力、須
具鋼構組配作業主管、或鋼構組裝經
驗三年以上上班時間：0800-1730， 國中 3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日薪：1300
元-2500元。

03-9870080

＜吊卡車司機＞，吊卡司機須具證
照。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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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林協理

03-9870080

＜電焊技術員＞，電焊工，鋼構機械
組合。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
國中 5
依勞基法規定，日薪:1600元-3000
元。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林協理

03-9870080

＜電腦繪圖員＞，須具鋼構或機械製
圖經驗3年以上、繪圖軟體CAD。上班
高中 1
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30000元-40000元。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林協理

03-9870080

＜鋼構組裝工＞，鋼構安裝或電銲。
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符合 不拘 1
勞基法規定，日薪：1300元~2500元

039870080#66

＜倉管人員＞，具庫存管理經驗、具
ERP導入經驗。上班時間：日班0800專科 1
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24000元-35000元。

03-9546707

＜助理老師＞，協助幼童照護工作。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大學 1
薪資：24000元起。

03-9577322

＜工作人員＞，飲料調製、收銀、清
潔等工作。上班時間：每日工作8小
國中 2
時，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以上。

宜蘭縣 礁溪鋼鐵機械有
40639455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小甜
02442220
羅東鎮 甜幼兒園

宜蘭縣
金醇商行
羅東鎮

10041368

林協理

劉小姐

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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