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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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葛瑪蘭汽車客運
人事陳小
28070701
03-9606537
不限
股份有限公司
姐

＜國道客運駕駛長＞，載送旅客(宜
蘭←→台北)。上班時間：8-10小時
，月休八天，薪資48000元以上。

宜蘭縣 葛瑪蘭汽車客運
人事陳小
28070701
03-9606537
不限
股份有限公司
姐

＜調度員＞，駕駛長管理、車輛調
度。上班時間：8-10小時。月休八天 高職 2
，薪資27000元。

國中 8

＜機動總幹事＞，協助社區處理事
務、完成主管交辦事項、需配合公司
宜蘭縣 慶威物業管理顧
張先生/張 張先生098524336482
調派。上班時間：0900-1800，周休 不拘 1
不限
問有限公司
小姐
558140
二日，薪資：26000-35000元。工作
地點：宜蘭市或礁溪鄉。

宜蘭縣 虹將空力技研有
徐芳玲小
12633418
03-9903229
五結鄉 限公司
姐

＜操作工＞，汽機車零件加工製造、
成型機操作、修邊、搬運貨物(約30
公斤，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工
作時間及薪資：(二班制，需輪班)日
班08：00至17：00(薪資：26258元至
31772元)；中班17：00至01：00(薪
不拘 3
資：31510元至38127元)；(每班含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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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周休二日。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70元
，住宿費月扣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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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崇仁科技事業股
22320442 李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崇仁科技事業股
22320442 李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晟營造有限公
55880303 蔡先生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岩成科技事業股
54800471 黃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03-9908618

＜採購專員＞，1.供應鏈管理、評估
及稽核。2.國內外、集團內採購作業
及追蹤。3.詢價、比價、議價與核價
作業。4.進出口作業之展開。5.委外
採購交期管理。6.退貨流程、對帳及 專科 1
折讓處理作業。詢7.模具移模掌控。
8.協助品保品質異常處理。上班時
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35000~40000元。

03-9908618

＜製程工程師＞，1.模具成本及開模
時間控管。2.試產檢討及修正。3.協
助解決量產製造及製程中的機構相關
問題。4.原物料採購作業。5.供應商
專科 2
管理作業。6.委外模具驗證。7.生產
設備SAP系統維護。上班時
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38000以上。

03-9590327

＜行政人員＞，營造相關文書資料處
理。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高職 1
日，薪資：25000元以上。

03-9593500
分機203

＜操作工-冬山廠＞，操作機台(射出
機)、包裝、檢驗(目檢)、搬重約1520公斤。工作時間及薪資：【二班制
，需輪班(一個月輪班一次)】日班：
0830至1730(薪資：26000元至26520
元)(含休息時間1小時)；晚班：2030
不拘 13
至0830(薪資：31200元至31824
元)(含休息時間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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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周休二日。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20元，住宿費月扣4400元)。

＜清潔人員＞，社區環境清潔。上班
宜蘭縣 慶威物業管理顧
張先生/張 張先生098524336482
時間：每日2小時，排休月休8天，時 不拘 1
宜蘭市 問有限公司
小姐
558140
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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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幸福水泥股份有
40601248 游先生
南澳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幸福水泥股份有
40601248 游先生
南澳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幸福水泥股份有
40601248 游先生
南澳鄉 限公司

03-9986110
分機109

＜會計＞1.工作單帳務處理、請款之
核對及合約之整理。2.營業稅(進項
部份)憑證之整理及申報。3.採運報
表及應付費用(含鐵路運費)之核對。
4.協助成本報表製作及績效會議報告
之提供。5.服務部門差異說明(含預 專科 1
算輸入)。6.生產報表之製作及審核
各項開支。7.具成本及會計工作經驗
者佳。8.其他交辦事項。薪資：
26,000~35,000元，上班時間：
07:3016: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03-9986110
分機109

＜總務助理＞1協助庶務股各項管理
及擬訂單位年度目標及工作計劃之執
行。2.ISO辦法、說明書改版、文件
修改業務。3.人員、車輛、物品出入
專科 1
廠管理。4.庶務性工作。5.來賓接
送。6.其他交辦事項。薪資：
26,000~33,000元，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03-9986110
分機109

＜土木助理工程師＞1.土木工程規
劃.設計.量測.監造。2.大宗原物料
盤點.測量作業。3.主管交辦事項。
薪資：27000~35000元，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陳富美小
立笋家禽屠宰場 26783372
03-9382041
員山鄉
姐

專科 1

＜屠宰工＞，家禽類等屠宰，切割及
搬運工作(約10-20公斤，超過40公斤
有機具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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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8
基法規定)。休假方式：週休二日。
薪資：260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月
扣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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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李小姐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櫃檯服務人員＞，1.協助遊客辦理
住房與引導並招待。2.接應電話並篩
選來電。3.支援客戶相關諮詢回覆。
034.接受訂位或者是訂房並記錄。5.回 高中 2
9779122#133
答有關旅館、觀光等服務問題。工作
時間：輪二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7500元~28000元。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李小姐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房務員＞，1.負責客房清潔維護及
保養。2.客房設備、備品補充。3.客
房、公共區域整體環境維護。4.主管
03交辦事項。5.其他：園藝工作、基本 國中 2
9779122#133
電腦文書系統作業。工作時間：輪二
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7500元-28000元。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李小姐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人員＞，1.於客人用餐完
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2.
負責餐廳的打掃與清理，時而進行環
境布置。3.創意食材發想、有學習熱
忱、培養成為餐廳二廚。4.刻苦耐勞
03，有活力，願意接受公司培訓，熱衷
高中 3
9779122#133 學習，喜愛大自然。5.食材貯存管
理、食物製前準備、排盤與食品裝
飾、熟悉食物性質與營養知識，餐飲
相關科尤佳。工作時間：輪二班，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元34000元。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莊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計時房務員＞，勤奮負責、熱情、
03有活力，負責客房清潔及整理工作。
9885211#801
不拘 4
上班時間：4到8小時，月排休依勞基
7
法定規定，時薪160元-170元。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人資
礁溪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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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
03救生員執照(體育署核發)。4.各項活
9885211#801 動的介紹與引導。5.具休閒飯店相關 高職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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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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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修女會附設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瑪利 66268422 王小姐
羅東鎮
亞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9512060

＜照顧服務員＞照顧老人及病人。工
作時間：日班0800-1600；中班1600不拘 3
0000；晚班0000-0800，月休8~10天
，薪資：27500元。

宜蘭縣 葛瑪蘭汽車客運
人事陳小
28070701
03-9606537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姐

＜維修技工＞，進行例行的維修與保
養工作服務（如：更換機油、潤滑油
及調校車輛）、具電機維修經驗。上 高職 1
班時間：每日上班8小時，月休八天
，薪資：34000元以上。

宜蘭縣 全家便利商店股
23060248 宋先生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03-9595854

＜門市正職人員＞基礎收銀結帳作
業、補貨作業、顧客服務、各式器具
設備及環境清潔，主管交辦事項處
理。上班時間：0700-1500(時薪160
高中 6
元)；1500-2300(時薪160元)；23000700(時薪160元起)，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工作地點：國道5號蘇澳服
務區。

03-9906463

＜操作工-龍德廠＞，進料拆解、粉
碎、搬運料件(約30公斤)、工廠環境
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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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6000元-28860元。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3000元)。

宜蘭縣 宏泰清除股份有
86390604 吳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林佑杰
蘇澳鎮

＜家庭幫傭＞，照顧2名剛出生雙胞
胎及1名老人(約81歲)，煮飯、打掃
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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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217*** 林佑杰先
0972-778069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不拘 1
**
生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300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8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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