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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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線作業員＞，1.晶圓廠生
產線作業人員。2.於無塵室作
台灣半導
宜蘭
03業。3.須配合輪班工作。上班
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時間：0800-2000；2000國中 10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0800(三個月日夜輪替)，做四
蘭分公司
休二。薪資：25000元-35000
元。
宜蘭 通盈通運
03縣五 股份有限 86379220 游先生
9600285
結鄉 公司

＜司機＞，負責宅配貨件配送
，且具備職業小貨車駕照。工
不拘 2
作時間：0800-1700，排休月
休8天，薪資：35000元。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五 產品實業 16033174 林小姐
9606051
結鄉 有限公司

＜導覽解說員＞1.協助顧客完
成公司提供之服務，包括內、
外勤。2.提供相關事項的諮詢
服務。3.提供產品售後服務。
4.傳達公司、經銷商訊息。5.
高職 2
維護客戶關係，從事如客戶電
話關心、客戶拜訪等工作。工
作時間：0830-1700，月休八
天，薪資：23800元-28000
元。

宜蘭 靖達生物
03縣五 科技股份 53545038 塗小姐
9906002
結鄉 有限公司

＜倉管人員＞，1.倉儲規劃、
環境管理。2.料帳管理及制定
盤點計劃。3.收、發料作業，
需搬20公斤內重物。4.出貨作 不拘 2
業。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
作時間：08:00-17:00。周休
二日。薪資：23800元。

宜蘭
昕鑫鋼業
03縣冬
72809376 陳小姐
行
9582666
山鄉

＜司機＞，送貨，需具備手排
汽車駕照。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休假依勞基法 不拘 1
規定，薪資：28000元-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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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昕鑫鋼業
03縣冬
72809376 陳小姐
行
9582666
山鄉

宜蘭 香格里拉
縣冬 觀光果園
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 香格里拉
縣冬 觀光果園
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
大嵌城罋
縣壯
缸雞
圍鄉

＜作業員＞，金屬加工、機台
操作。上班時間：0800-1700
不拘 1
，供一餐，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32000元。

＜櫃檯接待員＞，辦理進退房
作業、客戶諮詢服務、簡單帳
03務處理。上班時間：07:00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專科 2
15:30；13:30-21:30(需倫兩
01
班)。月輪休8天。薪資：
24000元。
＜房務人員＞，房間清潔、定
03期保養、備品盤點。上班時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不拘 2
間：0800~1700。月休8天輪
01
休。月薪：24000元。
＜廚房人員＞，負責烤雞，無
經驗可，可培訓。上班時間：
0341197610 王小姐
0930-1400、1600-2000，排休 不拘 1
9387700
月休八天，薪資：23800元
起。

財團法人
宜蘭 宜蘭縣社
03縣宜 會福利聯 10533130 陳小姐
9322833
蘭市 合勸募基
金會

宜蘭 統冠塑膠
陳總經 0921縣宜 股份有限 97333004
理
105771
蘭市 公司

＜行銷企劃人員＞，1.具經營社
群粉絲團廣告或電商網路平台工
作經驗半年以上者尤佳。2.熟悉
臉書粉絲團行銷策略。3.協助各
企劃行銷之執行。 附加條件：
1.具創意與熱情。2.較強的規
劃、組織、策劃、方案執行和團
隊領導能力，具備較高的人際溝
通和談判技巧。3.具公文撰寫、
新聞稿撰寫與記者會執行能力。
4.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佳，有
社福單位服務經驗尤佳。5.熟電
大學 1
腦應用、文書處理，需有汽、機
車駕照者，需會開車。6.可獨立
作業之能力、並兼具團隊精神。
意者請檢附履歷自傳表及2吋半
身相片1張、學歷證明文件，郵
寄或親送至宜蘭市同慶街95號5
樓，(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基金會收)(請註明應徵行銷企劃
人員)，初審合格者，擇期通知
面試，不合格者恕不退件。上班
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
薪資： 25000元-40000元，依照

＜技術員＞，射出機械操作，
輪三班制（0800-1600、1600不拘 2
2400、2400-0800)，月薪
26000元以上，周休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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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統盛國際
簡素容 03縣宜 股份有限 80298046
小姐
9284566
蘭市 公司

＜作業員＞，搬貨(約30公斤)
，裝貨櫃，飲料操作機台，蒸
煮、工廠環境清潔、包裝，會
堆高機者佳。工作時間：
不拘 2
0800-1800，周休二日，薪資
26000元。請寄履歷至(260)宜
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５６號
(宜蘭廠)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宜 產品實業 16033174 王店長
9315467
蘭市 有限公司

＜門市人員-宜蘭店＞1.負責
介紹及銷售門市商品，並提供
顧客之接待與需求服務(電話
諮詢、調貨、修改、包裝及退
換貨處理)。2.進階學習負責
商品進貨入庫、銷售庫存管
高職 2
理、商品包裝、陳列促銷工
作。3.開店閉店及維持店櫃週
遭之清潔。工作時間：08301700；1400-2000(需配合輪
班、輪調)，月休八天，薪
資：23800元-25000元。

宜蘭 超品企業
03縣宜 股份有限 24878388 林先生
9287098
蘭市 公司

＜西餐二廚＞，1.具有高度責
任心，喜愛烹調並有服務熱誠
及耐心。2餐前食品材料整
備、庫存管理。3.確保負責食
品符合衛生管理規定。4.維持
不拘 1
工作區域衛生清潔。5.能與他
人團隊合作。6.協助主廚設計
所負責各類別的菜單。工作時
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
薪30000至35000元。

＜外展社工員＞，1.高風險家
庭關懷輔導、個案管理。2.高
風險家庭方案活動企劃執行。
財團法人
3.年度高風險家庭方案接案。
宜蘭
03慈懷社會
4.高風險家庭方案個案摘要報
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9231208#2
大學 3
福利基金
告。5.高風險家庭方案結案報
山鄉
56
會
告彙整。6.高風險家庭方案核
銷。上班時間：0830-1730，
周休二日，薪資：
28000~33000元。

第 3 頁，共 7 頁

0207求才快訊

財團法人
宜蘭
慈懷社會
03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福利基金
9231208
山鄉
會

＜生活輔導員＞，1.園童生活
庶務、起居照顧。2.園童課業
輔導。3.園童心理輔導與行為
矯正，使園童身心正常發展。
4.配合社工處計畫執行。5.協 專科 4
助本會辦理各項福利活動。上
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輪班
制)，供膳宿，週休二日，薪
資：23800元。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礁 產品實業 16033174 沈店長
9873318
溪鄉 有限公司

＜門市人員-礁溪店＞1.負責
介紹及銷售門市商品，並提供
顧客之接待與需求服務(電話
諮詢、調貨、修改、包裝及退
換貨處理)。2.進階學習負責
商品進貨入庫、銷售庫存管
高職 2
理、商品包裝、陳列促銷工
作。3.開店閉店及維持店櫃週
遭之清潔。工作時間：08301700；1400-2000(需配合輪
班、輪調)，月休八天，薪
資：23800元-25000元。

＜計時廚師助理＞，廚務及協
03助料理，休假及上班時間：符
9885211#8
不拘
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60元017
170元。
＜SPA芳療師＞，1.個性主動
積極、熱忱、有強烈學習意願
五鳳旗實
03，無經驗可。2.具丙級美容技
業股份有 40642753 人資
9885211#8
專科
術士執照尤佳。工作時間符合
限公司
017
勞基法規定，月排休8天，時
薪160元~170元。
＜大貨車司機＞，棚架、器具
運送、物品整理，會開堆高
宏銘棚架
03機、吊車更佳。工作時間：
31494443 張小姐
國中
舞台企業
9883930 0800-1730，月排休8天，須配
合加班(加班費另計)，薪
資:35000元。
＜計時公共清潔員＞，1.內場
寒舍餐旅
辦公區域維護整理，2.公共清
管理顧問
03潔維護及保養作業。上班時間
股份有限 24802753 鄭先生
不拘
9058051 8小時(二班制)，休假：依勞
公司-礁溪
基法規定，時薪：160元-170
分公司
元。

宜蘭 五鳳旗實
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人資
溪鄉 限公司

3

宜蘭
縣礁
溪鄉

3

宜蘭
縣礁
溪鄉

宜蘭
縣礁
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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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人員＞，接待客人並安
排處理客房事宜，如訂房、排
房、進退房；負責接聽、過
濾、轉接電話並為客人留言，
宜蘭 宜泰大飯
03陳素慧
處理帳務、旅遊觀光諮詢，主
縣羅 店股份有 89900932
9568488分
專科 1
小姐
動發現客戶需求並提供相關服
東鎮 限公司
機618
務，客訴處理、交接事項的追
蹤處理及記錄。兩班制需輪班
，月休8天，薪資：
23800~26000元。

宜蘭
03縣羅 金城客棧 41664706 李小姐
9569066
東鎮

＜早班櫃檯人員＞1.接受訂位
訂房並記錄，幫顧客安排位子
或者登記（分配）房間。2.回
答有關旅館、觀光等服務。3.
為旅客轉交信件及留言，告知 高職 2
顧客飯店相關的規定以及週遭
環境的資訊。上班時間
7:00~16:00，月休：8天，薪
資：23800~25000元。

宜蘭
陳小姐
03縣羅 廣錦商行 37838233 (店長)/
9574974
東鎮
胡先生

＜門市人員-員泉大夜班＞1.
接受顧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
建議給顧客2.陳列商品、清潔
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與
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
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
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
優點，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
不拘 5
交後，包裝商品、收取款項、
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據，完
成交易手續6.在當天結束營業
前，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
存量及撰寫當日業務報表。上
班時間：2300~0700，月休：
依勞基法相規定，薪資：
25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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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陳小姐
03縣羅 廣錦商行 37838233 (店長)/
9574974
東鎮
胡先生

＜門市人員-員泉晚班＞1.接
受顧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
議給顧客2.陳列商品、清潔櫥
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與美
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性質、
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戶示
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點
，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交後
不拘 3
，包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
商品、開發票或收據，完成交
易手續6.在當天結束營業前，
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
及撰寫當日業務報表。上班時
間：1500~2300，月休：依勞
基法相規定，薪資：
23800~30000元。

宜蘭
辰邦機械
03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275
澳鎮

＜公共衛生人員＞，1.規劃、
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
查。2.督導相關人員實施巡
查、自駐檢查及作業環測。3.
執行安全衛生制度成效評核。
4.負責施工現場安全衛生查 高中 1
核。5.負責工地勞安查核。6.
需具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證照。上班時段：日班(每天8
小時)。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以上。

宜蘭
辰邦機械
03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275
澳鎮

＜品管檢驗人員＞，1.建立與
監控生產標準，審查初級產品
的樣品並進行測試，以確保成
品具備應有的品質。2.開發及
實施產品追蹤和品管系統，分
析生產、品管、維護和其他操
作報告，以檢視生產問題。3.
檢閱計劃，並與研究、支援人
員商討，以開發新產品和程 高中 2
序。4.執行公司產品的可靠度
測試，並分析問題，以找出造
成產品可靠度問題的關鍵因
素。5.提供客戶或公司內部員
工可靠度工程資料。上班時
段：日班(每天8小時)。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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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辰邦機械
03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275
澳鎮

＜會計＞，1.辦理銀行現金存
款、提款、匯款、轉帳作業。
2.執行一般現金收付作業。3.
核對儲存現金與記錄是否相符
合。4.管理零用金異動及撥補
作業。5.製作出納科目餘額
專科 1
表、收款日報表、利息收入調
節表、銀行存款收支日報表、
銀行往來授信明細表等。6.需
有一年以上會計經驗。上班時
段：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4000~30000元。

宜蘭
辰邦機械
03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275
澳鎮

＜行政助理＞，文書行政處理
，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需會
電腦、Excel、Outlook、
專科 1
Word。上班時段：
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4000~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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