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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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博越科技股份有
五結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鑫暐機械有限公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信益不動產
宜蘭市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80059903 劉小姐

＜門市人員-五結＞
1.販售門市商品。
2.陳列商品、工作環境清潔維護、維
Email履歷 持營業場所的整潔與美觀。
高中
3.有大型門市經驗者佳。上班時間：
0800-1800(含休息時間)，月輪休8天
，薪資：25000元以上。

3

53179004 范先生

＜操作工＞，長時間站立操作機械手
焊接設備、機台清理保養、故障排
除、品檢、清理廠房、搬運(約25公
斤，有推車輔助)。工作時間：08點
至17點
03-9906836 (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不拘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
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26140元至27970元。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50元，
住宿費月扣3500元)。

3

23860902 蕭先生

039903973

＜西工＞，機械焊接及製造。上班時
間：0800-1730，供1餐，休假符合勞
不拘
基法規定，日薪：1500元(依能力調
薪)。

4

34793509 張先生

0932088887

＜行政助理＞，文書處理及送件工
作。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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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人數

高職

0720求才快訊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茂良鋼構有限公
礁溪鄉 司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
礁溪鄉 私立竹林養護院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
礁溪鄉 私立竹林養護院

40642753 人資

＜洗滌員＞，1.將使用之餐具器皿清
潔作業。2.餐具擦乾或烘乾後歸位，
03做好餐具盤點及管理。3.負責環境的
9885211#80
不拘
打掃清潔例行工作。4.主管交辦廚務
16
作業事項。上班時間8小時，月排休
9-10天，月薪25000元-28000元。

3

40642753 人資

＜西點烘焙坊(麵包)-二級廚師＞，
1.麵包製作工作感興趣者。2.主動積
03極，可獨立作業。3.具有相關工作經
9885211#80
不拘
驗尤佳。上班時間：8小時/日班/晚
16
班(需輪班)，月排休8天，月薪
26000~33000元。

3

40642753 人資

＜休閒活動指導兼救生員＞，1.活潑
外向、樂於與客人互動。2.負責戲水
區域之安全與各項活動的引導。3.具
03備救生員執照(體育署核發) 。4.各
9885211#80 項活動的介紹與引導。
高職
16
5.具休閒飯店相關經驗佳。上班時
間：8小時/日班/晚班(需輪班)，月
排休8天，月薪25000~28000元(救生
員証照津貼5000元另計)。

3

27649584 廖小姐

＜鐵工學徒/半技工/師傅＞，焊接、
金屬加工、鋼構建築。上班時間：
03-9289355
不拘
0830-1730，供午餐，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日薪：1400元-2600元。

6

95942488 許靜宜

＜社工師＞1.個案管理、外展服務、
活動企劃與執行。2.針對失能或失依
的服務對象及其家庭提供服務。3.諮
商管理、評估及處理。4.方案的撰寫
03-9889357
大學
及執行。5.社會資源的連結與整合。
6.團體活動的辦理、家庭訪視等。上
班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30000~38000元。

3

95942488 許小姐

＜照顧服務員＞，照顧老人(洗澡、
拍背、換尿布、餵食等工作)，具照
03-9889357 服員證照。工作時間：08:00~17:30
，輪休周休二日，薪資：2600027500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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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
礁溪鄉 私立竹林養護院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竹峖身心障
礁溪鄉
礙養護院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竹峖身心障
礁溪鄉
礙養護院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竹峖身心障
礁溪鄉
礙養護院

宜蘭縣 瑞德童話藝宿有
礁溪鄉 限公司

95942488 許小姐

＜護士＞，提供服務對象身體及心理
的健康照護、生活上的安全維護、員
工或服務對象的醫療衛教等，具護士
或護理師証。工作時間：(二班制，
03-9889357 需輪班)日班0800至2000；晚班2000 專科
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3小時)，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4000元至
38000元。

3

17121372 許小姐

＜護理人員＞，提供服務對象身體及
心理的健康照護、生活上的安全維
護、員工或服務對象的醫療衛教等。
03-9874661 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班 專科
0800至2000；晚班2000至0800(每班
含休息時間3小時)，月排休8天，月
薪34000元至38000元。

3

17121372 許小姐

＜教保員＞， 提供個別合宜的服務
模式與課程運作(如生活服務、身體
03-9874661 照顧服務等)，ISP擬定與執行。上班 高職
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32000元起。

3

17121372 許小姐

＜社工師＞1.個案管理、外展服務、
活動企劃與執行。2.針對失能或失依
的服務對象及其家庭提供服務。3.諮
商管理、評估及處理。4.方案的撰寫
03-9889357
大學
及執行。5.社會資源的連結與整合。
6.團體活動的辦理、家庭訪視等。上
班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30000~38000元。

3

42623232 李小姐

＜大夜櫃檯人員＞，1.接待客人並安
排處理客房事宜(如訂房、排房、進
退房)。2.處理帳務,如收款、結帳、
核帳。3.負責接聽、過濾、轉接電話
並為客人留言。4.提供當地旅遊資訊
並協助安排旅遊計劃。5.負責文件表
03-9887777 單歸檔及保存。6.完成主管交辦事
高職
項。上班時間：2230-0730，月排休8
天，月薪24000~27000元。意者請先
寄mail：
juvkel_juvkel@yahoo.com.tw
李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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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救國團
宜蘭縣 直屬台灣省宜蘭
羅東鎮 縣團務指導委員
會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40404915 魏小姐

＜工讀生＞，櫃台行政工作及服務等
工作(報名、接聽電話、課程解說、
海報製作、搬運教材、交辦事項、環
境維護、教室開啟關閉)。 上班時
間：(輪班制)週一至週五18002200、週六0900-1800(中間休1小時)
03-9510410
專科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60
元。工作地點：救國團羅東終身學習
中心。
▲請自備履歷表附照片、學生證(需
蓋註冊章)送至中心櫃檯或MAIL至
s140812@cyc.tw 魏小姐。

1

80059903 李主任

＜早班門市人員-羅東＞
1.販售門市商品。2.陳列商品、工作
環境清潔維護、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
03-9549881
高中
與美觀。3.有大型門市經驗者佳。上
班時間：0800-1730(含休息時間)，
月輪休8天，薪資：24000元。

2

80059903 李主任

＜晚班門市人員-羅東＞
1.負責介紹及銷售門市商品。2.提供
顧客之接待與需求服務。3.負責商品
03-9549881
高中
進貨入庫、銷售管理及庫存管理。上
班時間：1400-2200(含休息時間)，
月輪休8天，薪資：24000元。

2

80059903 李主任

＜倉管人員＞
1.負責倉儲進貨點收、出貨、理貨作
業。2.定期盤點，確保包材最低庫存
量。3.清潔倉庫。4.配合各部門補足
03-9549881 包材。5.需會駕駛手排貨車。6.衛生 高中
局窗口。7.協助出貨部送貨。上班時
間：0800-1730(含休息時間)，月輪
休8天，薪資：28000~30000元(視表
現3個月後調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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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羅東鎮 公司

宜蘭縣 中宜實業有限公
蘇澳鎮 司

宜蘭縣 名台食品股份有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蘇澳鎮 公司

80059903 劉小姐

＜會計助理＞
1.一般銀行會計帳務作業。2.管理零
用金異動及撥補作業。3.收發、記錄
及彙整交易產生之原始憑證 ，並登
錄至會計系統製作傳票。4.處理客戶
Email履歷
大學
應收款項帳務。5.處理其他一般會計
帳務。6.具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7.
會鼎新系統。
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
薪資：25000~28000元。

2

80059903 劉小姐

＜出貨人員＞
1.驗收物流貨物、清點盤存作業。2.
建置物流作業管控點及制定相關之管
理報表。3.配合業務需求，適時調整
物流及倉庫相關作業。4.為後勤系統
Email履歷
高中
與零售體系間溝通運作之窗口。5.製
作及管理客戶訂單報表。
6.規劃配送路線。上班時間：08001730，月輪休8天，薪資：
26000~30000元。

2

80059903 李主任

＜生產部作業員＞
1.產品製造、生產。2.產品組裝、檢
03-9549881 驗、包裝出貨等作業。3.視情況支援 國中
其他部門。上班時間：0800-1700，
月輪休8天，薪資：24000元。

2

42985797 郭小姐

＜門市人員＞販售商品製作及櫃檯收
銀。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月休8天
不拘
，薪資：25000元起(全勤另加1000
元)。

3

80230779 曾經理

＜廚工＞，協助廚師料理食物。上班
時間：每天8小時，月休6天，薪資：
03-9908566
不拘
26000元。工作地點：蘇澳榮民醫
院。

2

80059903 劉小姐

＜長期兼職門市人員-發明館＞，需
具備大型門市服務經驗。上班時間：
Email履歷
不拘
每日6-8小時，月輪休8天，時薪：
160元。

3

093561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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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綺麗珊瑚有限公
蘇澳鎮 司利澤分公司

宜蘭縣 綺麗珊瑚有限公
蘇澳鎮 司利澤分公司

宜蘭縣 綺麗珊瑚有限公
蘇澳鎮 司利澤分公司

52410785 林小姐

52410785 林小姐

52410785 林小姐

E-mail

＜親子區服務人員＞，1.簡易收銀。
2.場域清潔。3.維護秩序。4.其他主
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900不拘
1730。月休8天。薪資：24000-28000
元。意者請Email履
歷：:chiilih.lz5388@gmail.com

3

E-mail

＜客服導覽解說員＞，1.顧客接待、
引導。2.解說公司簡介。3.一般櫃檯
作業及電腦作業。4.電話接聽、應
對。上班時間：0900-1730。週休二 不拘
日(排休)。薪資：24000-30000元。
意者請Email履
歷：:chiilih.lz5388@gmail.com

3

E-mail

＜收銀及行政人員＞，1.進行現金、
信用卡、電子現金卡等收費。2.一般
行政事務與主管交辦事項協助。3.開
立統一發票、辦理旅客購物退稅相關
不拘
事宜。4.報表整理key in建檔。上班
時間：0900-1730。月休8天。薪資：
24000~28000元。意者請Email履
歷：:chiilih.lz5388@gmail.c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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