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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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人數

宜蘭
許心慧
縣五 明架企業 30206303
小姐
結鄉

不拘 1

宜蘭
富禾電器
縣羅
84158686 曾小姐
有限公司
東鎮

宜蘭 純精加油
縣羅 站股份有 97488528 許先生
東鎮 限公司

財團法人
宜蘭
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章小姐
立蘭陽仁
溪鄉
愛之家

工作內容
＜環境清潔工＞，割
草、清掃落葉、撿拾垃
圾，需具汽車駕照且會
開車。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0953資：23800元。僱用期
773902
限：自上工日起至
109/12/31日止。工作地
點：龍德兼利澤工業區
服務中心。※意者請先
電話聯絡預約面試時
間。
＜家電裝配技術人員＞
1.配送安裝冰箱.洗衣
機.液晶電視。2.安裝窗
型冷氣.分離式冷氣。3.
03安裝其他週邊電器產
9558001 品。4.學徒易可。需會
開3.5噸貨車。上班時
間：0900-1800，休假依
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26000-40000元。
＜中班加油員＞，1.加
油服務。2.為顧客結帳
及贈品兌換。3.工作場
所環境清潔與維護。4.
03交班帳務核對。5.完成
9613650
組長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中班:1430~2230，
排休月休8天，薪資：
24100~29000元。
＜社工員＞，1.機構個
案服務。2.方案規劃與
03執行。3.團康活動設計
9283880分 及辦理。4.其他交辦事
機111
項。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薪
資：30000元-35000元。

第 1 頁，共 3 頁

高中 2

高職 5

專科 2

0219求才快訊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張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355
愛之家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張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355
愛之家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章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111
愛之家

宜蘭 東之順股
03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曹小姐 9886880#3
溪鄉 司
111

＜照顧服務員＞，1.長
者日常生活照顧。2.協
助機構環境維護。3.其
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8
小時，三班制(需輪班)
，月排休8-10日，薪
資：25000元-30000元。
＜護理師＞，1.提供長
者基礎護理照顧，如：
包紮傷口、換藥。2.測
量並記錄長者生理狀
態。3.進行發藥及胰島
素注射，觀察長者給藥
之後的狀況。4.觀察、
記錄長者在接受護理後
狀態的改變，必要時聯
繫家屬並採取送醫救護
措施。5.與其他專業醫
護人員進行個案討論。
6.辦理長期照護相關行
政工作。7.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8小時
，三班制(需輪班)，月
排休8-10日，薪資：
32000元-40000元。
＜廚師＞，1.素食料理
，並負責準備、整理、
烹調相關食材。2.其他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600-1830(0600-0800、
1000-1300、1630-1830)
含空班，月排休8-10日
，薪資：26000元。
＜房務員＞，1.客房清
理及清潔。2.備品補
充。3.公共區域清潔維
護。4.客房定期保養。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日班/晚班(輪二班)，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4000元-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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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員-計時＞，
1.擺設餐桌、收桌。2.
接受客人點餐。3.維持
服務區域及工作站的整
宜蘭 東之順股
03潔。4.提供顧客餐飲服
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曹小姐 9886880#3
務。工作時間：早班
溪鄉 司
111
0830-1730；中班1430230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排休)，時薪：158
元。
＜廚務清潔員＞，1.洗
淨餐具、杯類、器皿。
2.收集搬運餐廳及廚房
垃圾廚餘至處理區域。
宜蘭 東之順股
033.搬運、收集和整理資
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曹小姐
9882828 源回收。4.器皿、清潔
溪鄉 司
機具的保養。工作時
間：輪三班，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28000元。
＜生鮮作業員＞，農產
宜蘭
品處理，生鮮食品包
宜蘭縣農
03縣宜
40147206 陳先生
裝。上班時間：每天8小
會
9385444
蘭市
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23800元。
＜保溫半技工＞，負責
保溫保冷工程現場安裝
及現場作業，無經驗
宜蘭
千慶實業
03可。工作時間：0800縣冬
86918682 李小姐
有限公司
9909670 1700，周休二日，日
山鄉
薪：1300元-2500元，供
一餐。上班地點：台化
龍德廠。
＜代理教保員＞，在幼
財團法人
教場所協助執行促進兒
天主教靈
童語言、身心、體格發
宜蘭 醫修女會
03展的各種教學活動，僱
縣冬 附設宜蘭 42091559 陳月霞
9583183 用期限3個月。上班時
山鄉 縣私立瑪
間：0800-1715，週休二
利亞幼兒
日，薪資：27000~29000
園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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