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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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宜蘭 喜互惠股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不 份有限公 86622169
徐小姐 機130張先
限
司
生

台灣半導
宜蘭
03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蘭分公司
台灣半導
宜蘭
03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蘭分公司
台灣半導
宜蘭
03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蘭分公司
台灣半導
宜蘭
03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蘭分公司
宜蘭 金澤冷凍
03縣五 水產有限 70641892 蔡小姐
9909151
結鄉 公司
宜蘭
03縣五 金龍園藝 77041161 陳小姐
9311360
結鄉

工作內容
＜雜貨營業員＞，1.訂貨、補
貨、陳列作業。2.特價品陳列與
商品管理。3.顧客服務、賣場環
境維護。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早班：0750-1730；中班：13302230，月休八天起，薪資：
25000-26000元。
＜作業員-輪班＞，1.機台操
作。2.可於無塵室作業。3.可配
合四班二輪。上班時間：08002000(薪資：27000元起)；20000800(薪資：34000元起)，做二
休二。
＜品保工程師＞，1.品質系統維
護。2.統計數值分析。3.客戶稽
核事項。4.主管交辦事項。上班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30000元-45000元。
＜作業員-固定班＞，1.機台操
作。2.可於無塵室作業。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排
休)。薪資：24000元。
＜品檢員＞，1.IPQC線上巡檢。
2.電性量測。3.製程檢驗。4.可
於無塵室工作。5.需配合輪班。
6.有半導體廠工作經驗者佳。上
班時間：0800-2000；20000800(三個月日夜輪替)，做二休
二，薪資：25000元-35000元。
＜倉管人員＞，倉庫進出貨管
理。工作時間：0800-1700，周
休二日，薪資：24000元。
＜清潔工＞，打掃學校廁所。工
作時間：1300-1700，周休二日
，時薪：160元。工作地點：宜
蘭縣五結鄉國民中路22-20號(宜
蘭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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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工＞，依生產作業順序手
工包裝產品，無經驗可。上班時
宜蘭 靖達生物
03間：0800~1700，供午餐，周休
縣五 科技股份 53545038 塗小姐
9906002 二日，薪資：26000元以上。意
結鄉 有限公司
者請電洽、攜履歷親洽或投遞電
子履歷(hm9906002@gmail.com)
宜蘭
＜風管學徒＞，風管製作、安裝
兆國工程
09縣冬
83368299 張元章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有限公司
79182599
山鄉
日，日薪:1300~1500元。
宜蘭
＜司機＞，送貨，整理貨物，上
好管家有
0913縣冬
24867404 嚴小姐
班時間：0800~1700，週休2日，
限公司
755200
山鄉
薪資:26000元起。
＜品管員＞，1.工地現場樣本製
作，模具回收清理。2.配合工地
製作樣本與操作檢測機。3.協助
羅嘉勝
宜蘭 享正實業
客戶服務(車輛調度、交通指
先生/陳 03縣冬 股份有限 22584176
揮、工地清潔)。4.測試硬度及
佩譯小 9905146
山鄉 公司
檢測數值報告整理。5.原物料品
姐
質檢驗。工作時間：0800-17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32000元至35000元。
＜業務司機＞，拜訪客戶，送貨
宜蘭
政達木業
03，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2
縣冬
89497279 薛小姐
有限公司
9585175 日，薪資:30000元，需具備3.5
山鄉
噸貨車駕照。
＜早餐廚房人員-急徵＞，準備
宜蘭 香格里拉
03早餐食材(蒸、炒、煮等)及喜宴
縣冬 觀光果園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支援，無證照可。上班時間：
山鄉 有限公司
01
0500~1400。月輪休8天。薪資：
24000~26000元。
＜生產作業員＞，1.從事機器操
作、產品包裝、生產線事務運作
等工作。2.操作機械與機台設備
，並負責設備維修、巡檢、保
養、整頓、異常排除、故障檢
修、建立標準等工作。3.製程改
宜蘭 名牌食品
03善及管理，設定製程參數及機台
縣頭 股份有限 23159760 蔣小姐 9773147分
，檢視與評估整體生產流程，以
城鎮 公司
機762
使生產功能維持正常。上班時
間：輪三班，薪資：24000元26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請郵寄或親送履歷至宜蘭縣頭城
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
mail:至tina@yeswater.com.tw

第 2 頁，共 9 頁

不拘 2

不拘 1

不拘 1

高中 2

高職 1

不拘 2

高職 10

1005求才快訊

宜蘭
蘭海飲食
鄭重義 0939縣頭
37835876
店
先生
180760
城鎮

宜蘭 五鳳旗實
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人資
溪鄉 限公司

039885211#8
016

宜蘭 五鳳旗實
03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莊小姐 9885211#8
溪鄉 限公司
017

宜蘭 五鳳旗實
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人資
溪鄉 限公司

039885211#8
017

宜蘭 五鳳旗實
03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莊小姐 9885211#8
溪鄉 限公司
017

宜蘭 五鳳旗實
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人資
溪鄉 限公司

039885211#8
016

宜蘭 五鳳旗實
03縣礁 業股份有 40642753 莊小姐 9885211#8
溪鄉 限公司
017

＜廚師助理(正職/兼職)＞，協
助主廚中西餐、咖啡簡餐料理。
上班時間：1030~2000(二班制)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正職薪
資：28000元~30000元，兼職時
薪：160元。
＜西點烘焙坊(麵包)-二級廚師
＞1.麵包製作工作感興趣者。2.
主動積極，可獨立作業。3.具有
相關工作經驗尤佳。上班時間：
8小時/日班/晚班(需輪班)，月
排休8天，月薪26000~33000元。
＜計時餐飲服務員＞，願意學習
正統餐飲服務者優先錄取。上班
時間：早班08:00~15:00；晚班
17:00-22:00。月休依勞基法定
規定，時薪160元-170元。
＜得天露營車接待員＞，1.辦理
入住及退房事宜。2.露營車及露
台相關整房及清潔工作。3.帶房
至露營車介紹及泡茶。4.準備早
晚餐點及茶點。5.DIY活動帶領
及準備。6.得天露營區環境參訪
及介紹。上班時間：5-8小時，
月排休9-10天，時薪160元-170
元。
＜計時房務員＞，勤奮負責、熱
情、有活力，負責客房清潔及整
理工作。上班時間：4到8小時，
月排休依勞基法定規定，時薪
160元-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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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救生員執照(體育
署核發)。4.各項活動的介紹與
引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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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廚師/二級廚師＞，1.具
廚務工作1年以上經驗，能獨立
作業。2.具炒爐經驗。3.具中餐
丙級證書及廚師證照。月薪
27,000~32,000元，工作時間及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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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修工程師(小夜班)＞，
宜蘭 元耀科技
9287626#1 生產設備維護保養與故障排除。
縣礁 股份有限 16197211 張小姐
專科
00
上班時間：1620~0020，周休二
溪鄉 公司
日，薪資：32000元-45000元。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制定規劃
宜蘭 元耀科技
03與推動廢水處理業務。具甲級廢
縣礁 股份有限 16197211 張小姐 9287626#1 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上班 專科
溪鄉 公司
00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32000元-45000元。
＜研發工程師＞，1.負責二極體
宜蘭 元耀科技
03晶片開發工作。上班時間：
縣礁 股份有限 16197211 張小姐 9287626分
大學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溪鄉 公司
機100
30000元-45000元。
＜產品應用工程師＞，1.客戶售
前服務（協助業務或客戶進行產
品介紹、選型及應用相關事
宜蘭 元耀科技
03宜)。2.產品應用測試、分析及
縣礁 股份有限 16197211 張小姐 9287626分
大學
匯整報告。3.客戶／市場應用資
溪鄉 公司
機100
訊蒐集及分析。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0000元-45000元。
＜採購人員＞，熟悉採購作業與
宜蘭 元耀科技
03國際貿易流程。上班時間：
縣礁 股份有限 16197211 張小姐 9287626分
專科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溪鄉 公司
機100
27000元-35000元。
＜網路行銷助理＞，網路行銷、
電腦文書、櫃檯服務。上班時
宜蘭
間：0900-1800，休假：符合勞
呂美麗企
李欣儀
縣礁
09828396
E-mail
基法規定，薪資：30000元起。 高中
業社
小姐
溪鄉
請先EMAIL投遞履歷：
teachuang8888@gmail.com面試
時間:AM9:30~PM5:30
＜大夜班櫃檯員＞，1.夜間客務
作業登記出納流程。2.處理顧客
抱怨及各種緊急事件。3.具備基
宜蘭 東之順股
礎英語能力。工作時間2300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黃小姐 E-MAIL
專科
0700，月排休8日以上，薪資：
溪鄉 司
26000元~30000元。意者請EMAIL：pe@maisondechine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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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東之順股
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溪鄉 司

宜蘭 東之順股
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溪鄉 司

宜蘭 東之順股
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溪鄉 司

宜蘭
莊茶國際
縣礁
16857515
有限公司
溪鄉

宜蘭 晶華國際
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 晶華國際
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溪鄉 有限公司

＜兼職洗滌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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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搬
03運、收集和整理資源回收。4.器
人資部
9882828 皿、清潔機具的保養。工作時
間：日班/晚班(輪班)(最晚到
22: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60元。
＜安全員＞，1.人員出入管理。
2.飯店區域巡護。3.停車場管理
與巡邏。4.突發狀況處理。5.協
黃小姐 E-MAIL
助服務中心進行交通督導。工作
時間：兩班制(需輪班)，月排休
8-9天，月薪26000元~30000元。
pe@maisondechine-jx.com
＜食潮咖啡廳(兼職服務人員)＞
1.進行咖啡及其他飲品調製。2.
負責簡易餐點或輕食。3.負責結
帳與收銀，並整理現金收據。4.
負責清洗咖啡杯、餐具、吧台設
黃小姐 E-MAIL
備以及周遭工作環境。5.咖啡豆
及沖煮器具之專業介紹和銷售。
6.定期盤點剩下的飲料與食材。
7.假日花車產品販賣。上班時
間：晚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排休)，時薪165元以上。
＜工作助理＞，手工包裝，展場
人事小 03服務，環境清潔。上班時間：
姐
9883979 0900-1800，供1餐，排休月休8
天，薪資：30000元起。
＜泳池救生員-晶泉丰旅(正職)
＞，1.泳池巡視及設備維護。2.
水質檢測、水溫紀錄。3.環境維
03護整理。4.須具備體委會認證的
吳小姐 9102000救生員證照。上班時間：日班/
8806
晚班(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31000元~35000
元。
＜餐廳服務員-晶泉丰旅(兼職)
＞，1.餐廳外場服務。2.餐具及
03環境清潔。3.可彈性排班。上班
吳小姐 9102000*8
時間：0700-1100或1700-2300，
806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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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晶華國際
03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溪鄉 有限公司
8806

宜蘭 晶華國際
03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溪鄉 有限公司
8806

宜蘭 晶華國際
03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8
溪鄉 有限公司
806

宜蘭 晶華國際
03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8
溪鄉 有限公司
806

福泰國際
旅館管理
宜蘭
顧問股份
03縣礁
43800306 陳副理
有限公司
9888223
溪鄉
礁溪分公
司

宜蘭
縣礁
溪鄉

宜蘭
縣礁
溪鄉

福泰國際
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
0343800306 陳副理
有限公司
9888223
礁溪分公
司
福泰國際
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
0343800306 陳副理
有限公司
9888223
礁溪分公
司

＜夜間櫃檯接待員-捷絲旅＞，
1.負責處理夜間客房及帳務。2.
緊急事件應變處理。上班時間：
2230~070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6000元-30000
元。
＜接駁車司機-晶泉丰旅＞，1.
協助車站及轉運站旅客之接駁服
務。2.協助旅客上下行李及現場
接待服務。3.停車場管理。上班
時間：1000~1830，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元35000元。
＜房務員-晶泉丰旅(兼職)＞，
1.客房清潔整理。2.客房保養。
3.公共區域清潔。上班時間：
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時薪：160元。
＜房務員-捷絲旅(兼職)＞，1.
客房清潔整理。2.客房保養。3.
公共區域清潔。上班時間：
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時薪：160元。
＜休閒部-活動專員＞，1.館內
遊憩活動帶領。2.各式DIY活動
與動態活動編排及執行。3.表演
工作執行、活動歡樂氣氛營造。
4.館內緊急救援任務。5.浴場規
劃經營與維護清潔。6.休閒活動
之安全戒護。7.責任區域維護清
潔。8.協助上級交辦專案及其他
事項之辦理。工作時間:依現場
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
度: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30000元。

專科 3

高中 2

不拘 3

不拘 3

專科 4

＜櫃檯接待員/行李員＞，訂房
諮詢、櫃檯接待服務、協助運送
行李。上班時間：排班制(符合 高職 4
勞基法)，周休二日，薪資：
24000-30000元。
＜房務員＞，房間及公共空間清
潔整理。上班時間：排班制(符
不拘 4
合勞基法)，周休二日，薪資：
24000-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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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國際
旅館管理
宜蘭
顧問股份
03縣礁
43800306 陳副理
有限公司
9888223
溪鄉
礁溪分公
司
宜蘭
優勢補習
0955縣礁
21563624 郭主任
班
675252
溪鄉
宜蘭
優勢補習
縣礁
21563624
班
溪鄉
宜蘭 宜震廣告
縣羅 工程有限 84868526
東鎮 公司
宜蘭 宜震廣告
縣羅 工程有限 84868526
東鎮 公司
宜蘭
縣羅 金醇商行 10041368
東鎮

宜蘭
縣羅 金醇商行 10041368
東鎮

宜蘭 上島食品
縣蘇 股份有限 80164927
澳鎮 公司

＜餐飲服務員＞，送餐及餐後清
潔整理。上班時間：排班制(符
高職 4
合勞基法)，周休二日，薪資：
24000-26000元。

＜國小課輔老師＞，課業輔導。
工作時間：1200-2000，周休二
日，薪資：24000元起。
＜行政人員＞，協助課輔老師及
0955文書作業。工作時間：1200郭主任
675252
2000（可彈性調整），周休二日
，時薪：160元起。
＜美工人員＞廣告設計相關經驗
，需會coreldraw、photoshop、
0937陳小姐
Illustrator。上班時間：0800163996
1730，週休二日，薪資：
25000~350000元。
＜半技工＞，廣告招牌相關作
0937業、肯學習、有經驗者佳。上班
陳小姐
163996
時間：0800-1730，日薪：2000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工作人員＞，飲料調製、收
銀、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每
03林麗芬
日工作8小時，排休月休6天，薪
9577322
資：27000元以上。意者請先投
遞履歷
＜門市人員＞，飲料調製、收
銀、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每
03天不超過八小時(排班制)，加班
林麗芬
9577322 依工作需要，時薪160元，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待優)。意者請
先投遞履歷。
＜手搖飲服務人員－早班＞，1.
飲品調製。2.櫃檯服務。3.執行
店長交辦事務。4.客人接待、引
導、飲品介紹、點餐、環境維護
等餐飲服務工作。5.觀察顧客的
(03)99099 需求，提供超乎預期的服務。6.
林特助
66#235
對餐飲服務工作有熱忱，具備高
度親和力。7.具飲料店經驗尤
佳。上班時間：0930~1730。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
25000~30000元。應徵者請先電
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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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1

高職 3

高職 3

國中 2

高職 2

高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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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上島食品
03縣蘇 股份有限 80164927 林特助 9909966#2
澳鎮 公司
35

宜蘭 上島食品
03縣蘇 股份有限 80164927 林特助 9909966#2
澳鎮 公司
35

宜蘭 上島食品
03縣蘇 股份有限 80164927 林特助 9909966#2
澳鎮 公司
35

宜蘭 上島食品
03縣蘇 股份有限 80164927 林特助 9909966#2
澳鎮 公司
35

宜蘭
03依田股份
縣蘇
89440353 陳 小姐 3278155分
有限公司
澳鎮
機259

＜網路行銷人員＞，1.行銷企劃
案之撰寫、規劃與執行，蒐集市
場情報，並擬定、分析行銷策略
和價格策略。2.廣告投放數據分
析，協助進行社群媒體廣告提
案。3.擅行銷規劃及專案管理能
力，熟悉產業生態，可獨立思考
及作業者。4.實體活動講座規劃
協辦，與公司內部相關部門溝通
協調及專案進度控管。薪資：
25000~30000元。上班時間：
083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應徵者請先電話預約。
＜倉儲管理人員＞，1.負責倉庫
之收發料、出貨處理、貨品盤
點。2.倉庫清潔維持、倉庫紀錄
保存等工作。3.需搬運重物。薪
資：26000~30000元。上班時
間：0830~173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應徵者請先電話預約。
＜食品作業員＞，1.負責廠內自
動化機械設備操作。2.接受現場
主管安排之工作。3.有食品廠工
作經驗尤佳。4.可立即上班者優
先錄取。薪資：25000~40000
元。上班時間：0830~1730。周
休二日。應徵者請先電話預約。
＜奇麗灣小農市集-麵食館人員
＞，1.外場：顧客接待、點餐、
收銀、送餐、定時遞補小菜及調
味料、調配飲料、製作甜點、桌
面清潔、維持用餐環境整潔、當
日帳款結清。2.內場：食材整理
準備、依標準作業烹調餐點、餐
具清潔整理、出餐時間及順序控
管、內場環境清潔整理、食材冷
藏。3.需具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
證照。上班時間：早班/晚班(需
輪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月
薪：26000~30000元。應徵者請
先電話預約。
＜生產技術員＞，操作機台、生
管、品保、包裝出貨。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周休二日
，薪資：31000元至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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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3

不拘 5

高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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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依田股份
縣蘇
有限公司
澳鎮

宜蘭
春霖服務
縣蘇
有限公司
澳鎮

宜蘭 國原貨運
縣蘇 股份有限
澳鎮 公司

＜包裝品檢人員＞，根據品質管
制標準規格，檢查成品，使其符
89440353 陳小姐 E-MAIL
合製造標準之工作。工作時間： 高職 5
三班制/需輪班，周休二日，薪
資：31000元至36000元。
＜照顧服務員＞，照顧服務。工
作時間：三班制須輪班(每日工
王主任/
0988作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游督導/
28196321
012967(王 ，薪資：27500元至30000元。工 國小 8
許管理
主任)
作地點：臺北榮民醫院蘇澳分院
師
暨員山院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附設醫院。
＜司機＞，運輸工作。工作時
0342097575 陳先生
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 不拘 2
9908148
規定，薪資：5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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