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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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人員＞，1.開發
潛在客戶，拓展市場，
以達成業績目標。2.定
期拜訪經銷客戶，維繫
穩定客戶關係。3.負責
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處
宜蘭 三升農機
03理。4.負責產品報價及
縣三 科技股份 23864098 吳小姐 9893175分
產品展示，並處理帳款
星鄉 有限公司
機17
回收相關事宜。5.負責
業務推展。需具小客車
駕照，業務獎金另計。
上班時間：08：00-17：
00、週休二日、月
薪:26000~33000元。
＜行政助理＞，地政相
關業務及企劃書書寫。
上班時間：0800宜蘭
海天顧問
1730(午休1.5小時)，週
縣羅
66996554 朱先生 Email履歷
社
休二日，薪資：23800
東鎮
元。意者請Email履歷：
juunye@yahoo.com.tw或
電洽。
＜稅務助理＞，稅務業
務處理及記帳。上班時
間：0800-1730(午休1.5
宜蘭
海天顧問
小時)，週休二日，薪
縣羅
66996554 朱先生 Email履歷
社
資：23800元。意者請
東鎮
Email履歷：
juunye@yahoo.com.tw或
電洽。
＜會計＞，會計相關事
務。工作時間：0900宜蘭
1800(中午休一小時)，
正欣文具
03縣羅
97273651 沈小姐
月休：依勞基法相關規
有限公司
9572113
東鎮
定，薪資：24000元。
***應徵前請先與沈小姐
電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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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員-頭城廠＞，機
械操作，鋼線、鋼帶、
伸線、壓延之操作處理
與包裝。上班時間：早
班：0800-1700；中班：
宜蘭 福泉鋼業
03林秀芬
1500-2300；夜班：
縣頭 股份有限 07506222
9772110分
小姐
2300-0800(三班制需配
城鎮 公司
機5561
合加班，加班費依勞基
法規定)，周休二日，薪
資：日班25800-38442
元；中班/夜班3096046130元。
＜作業員＞，食品製
作。1.細心、有責任
感、學習能力佳、可久
宜蘭 百喬食品
03站。2.可配合公司及主
縣頭 股份有限 28629093 張小姐
9778689 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城鎮 公司
間：1330-2230，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時
薪:158~200元。
＜司機＞，運送餐點。
宜蘭
全順餐盒
0919上班時間：0600-1400，
縣員
92934366 郭小姐
食品工廠
313009
週休二日，薪資：
山鄉
25000-30000元。
＜廚師＞，烹飪餐點，
宜蘭
需具備中餐丙級證照。
全順餐盒
0919縣員
92934366 郭小姐
上班時間：0600-1400，
食品工廠
313009
山鄉
週休二日，薪資：
25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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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國際
宜蘭
股份有限
縣宜
53789076 人資
公司宜蘭
蘭市
分公司

039281133

歐遊國際
宜蘭
股份有限
縣宜
53789076 人事
公司宜蘭
蘭市
分公司

039281133

宜蘭 新和保全
03縣宜 股份有限 25015466 張先生
9311139
蘭市 公司

＜早班櫃檯人員-宜蘭館
＞，1.處理房間安排事
宜，如：訂房、排房、
進房、退房等。2.處理
帳務，如：收款、核
帳、查帳等。3.負責轉
接電話。4.提供當地旅
遊諮詢，並協助安排旅
行計畫、交通工具租
用、接送等事宜。5.櫃
台接待客人，並提供相
專科 2
關服務。專科學歷，觀
光事務、餐旅服務、其
他觀光服務等相關科系
畢業。語文條件：英文-聽、說、讀、寫，需略
懂。台語--精通。上班
時間：0800-1600，月薪
24,000~25,000元，休假
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有
意願者,請電話預約面試
時間，勿親洽。
＜早班房務員＞，1.房
務清潔工作。2.公共區
域清潔打掃。3.具經驗
者佳。上班時間：
08:30-16:30，休假方式 不拘 2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4000~25000元，請電話
預約面試時間，勿親
洽。
＜保全人員＞，社區大
樓門禁管制。工作時
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國中 3
做4休2，薪資：23800元
以上。工作地點：礁溪
鄉/宜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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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涮乃葉日式火鍋-內外
場正職人員＞，1.基層
的服務工作，各工作站
作業開始學習起。2.負
責點餐、送餐及聯繫內
外場之工作。3.學習協
助店內產品掌握、結
宜蘭 雲雀國際
02帳、盤點及清潔規範等
縣宜 股份有限 27766105 蕭美蓮
26534008 相關事宜。4.人員訓練
蘭市 公司
相關學習。5.顧客服務
滿意度提昇，學習。上
班時間：日班09001800、中班1100-2100、
晚班1400-2300(8H需輪
班)，月休9-10天，月薪
28000元-33000元。
＜內外場服務人員＞，
1.對餐飲營運工作有興
趣。2.可配合餐廳彈性
排班需求。3.面帶笑容
，殷勤款待來訪顧客。
宜蘭 和德昌股
餐廳值
4.遵守麥當勞工作站標
03縣宜 份有限公 12411160 班經理
準。5.準備高品質的產
9356316
蘭市 司
林先生
品。工作時間：日班/夜
班/大夜班/假日班，時
段可排，時薪158元-271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工作地點：麥當勞宜蘭新興店。
＜歡樂送外送員＞，1.
負責外送麥當勞餐點，
協助過程中準備。2.可
配合餐廳彈性排班需
求。3.遵守麥當勞工作
宜蘭 和德昌股
餐廳值
03站標準。4.需自備機車.
縣宜 份有限公 12411160 班經理
9356316 合格駕照。5.另提供外
蘭市 司
林先生
送獎金及激勵獎金。工
作時間：日班/夜班/大
夜班/假日班，時段可排
，時薪158元-271元，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會計＞，總帳、出
納、銀行事宜，支授櫃
宜蘭
福將企業
賴淑惠 0910台接待。上班時間：
縣五
02390124
社
小姐
954393
0830~1730，月休8天排
結鄉
休，薪資：27000-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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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作業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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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達光電
包裝出貨等作業。上班
宜蘭 科技股份
時段：日班:0800-1700
縣五 有限公司 29117752 鄭小姐 email履歷 ，夜班:2000~0500，輪 高中 3
結鄉 宜蘭分公
班二班制休假制度：週
司
休二日，月薪:日班
24000，夜班:24000十夜
班津貼6000，意者請先
Email履歷合者通知面試
(hr@higgstec.com.tw)
。
＜物理治療師＞，1.依
物理治療評估結果、擬
定與執行ISP計畫。2.物
理治療相關諮詢、衛教
指導與個別化復健服
衛生福利
務。3.團體服務、輔具
宜蘭
03部社會及
服務、綠色復健。4.主
縣三
29286308 陳小姐 9575254分
專科 1
家庭署宜
動積極、抗壓性高、可
星鄉
機1127
蘭教養院
獨立完成工作與主管交
辦事項。須具備物理治
療師證書，一年以上工
作經驗。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35000元。
＜廚工人員＞，1.三餐
伙食供應。2.食材進出
貨記錄與驗收。3.溫溼
度紀錄、檢體採樣保
存。4.廚房環境清潔消
毒。5.協助院生衛生安
衛生福利
全與配合工作指派。6.
宜蘭
03-957部社會及
須具丙級以上中餐餐飲
縣三
29286308 陳小姐 5254分機
國小 1
家庭署宜
技術士執照，主動積
星鄉
1126
蘭教養院
極、可獨立完成工作與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日工8小時:06301530；0730-1630排班制
，供餐。薪資：25000元
起，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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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1.依
職能治療評估結果、擬
定與執行ISP計畫。2.職
能治療相關諮詢、衛教
指導與個別化復健服
衛生福利
宜蘭
03務。3.團體服務、輔具
部社會及
縣三
29286308 陳小姐 9575254分 服務、綠色復健。須具 專科 1
家庭署宜
星鄉
機1127
備職能治療師證書。主
蘭教養院
動積極、抗壓性高、可
獨立完成工作與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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