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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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線組長(輪班)＞，1.廠內之生
香港商麥
產排程、交期及產量。2.提升產
宜蘭 迪康亞太
E-MAIL或 能、降低成本、提升引質改善。3.
縣五 有限公司 28990073 李小姐
郵寄
需配合輪班、加班。上班時間：
結鄉 台灣分公
0800-1920；2000-0720。周休二
司
日。薪資：40000元以上。
＜兼職電話客服人員＞，1.負責接
聽客戶服務專線、並協助客戶訴怨
解決問題。2.接聽客戶查詢、異
宜蘭 蘭揚汽車
03動、申請電話、客戶諮詢服務、客
縣五 股份有限 22818548 呂小姐 9658888#3 戶訂單處理、處理客訴問題、客戶
結鄉 公司
32
售後服務。3.電話詢問顧客意見及
客服人員自身意見提供，提供公司
改進。工作時間：0930-1730，時
薪：160元，休假:月休8天排休。
＜業務司機＞，宮廟用品批發推銷
宜蘭
伯龍佛具
03和送貨。上班時間：0900~1830，
縣宜
70934551 葉小姐
商行
9280287 供一餐，排休週休二日，薪資：
蘭市
28000-30000元。
＜中班人員-陽大醫院勤務＞，1.
送病患檢查。2.送檢體。3.領血、
宜蘭
威合股份
0905領藥。4.文書處理。5.現場交辦事
縣宜
23526442 人事
有限公司
096983
項。工作時間：1200~2100(中間休
蘭市
1小時)，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4000元。
＜小夜班清潔勤務員-陽大醫院＞
，1.送病患做檢查、送檢體、領
血、領藥及現場交辦事項。2.基本
宜蘭
威合股份
0905電腦作業、手機APP使用。3.現場
縣宜
23526442 人事
有限公司
096983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蘭市
1500~2400(中間休1小時)，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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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宜蘭廠＞，電焊、操作
機台(切割機、剪床、研磨機、噴
砂)、品檢、搬運貨物約30公斤、
需長時間站立。上班時間：08點至
宜蘭
茂詮企業
黃文柏 0317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
縣宜
17939748
社
先生
9285952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蘭市
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週休
二日。薪資：26000元至31720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200元)。
宜蘭
＜兼職保姆人員＞照顧新生兒。上
麗晶產後
03縣宜
91265887 呂小姐
班時間：0900-1700，休假符合勞
會館
9333337
蘭市
基法規定，時薪：160-200元。
＜環境整理維護工/臨時人員＞，
一、工作內容：1.頭城鎮立運動公
園環境清潔：除草、吹葉、修剪樹
枝、遊具設施清潔及公廁打掃等。
2.場地管理：體育器材借用、場地
巡視、設備報修及燈具控制。3.其
他臨時交辦事項。二、甄選方式：
宜蘭
03宜蘭縣頭
請將履歷表(須貼上照片並註明聯
縣頭
40409209 鄭先生 9772371#2
城鎮公所
絡電話)、自傳、身分證正反面影
城鎮
85
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及退伍
令或免役證明(女性免)。資格審查
合格者，以電話通知面試，如不合
格不通知及退件。三、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110年10月13日下午5時前
親送或郵寄(郵戳為憑，逾期不受
理)。
＜操作工-金馬廠＞，射出機台操
宜蘭 金馬鞋業
作、切割機操作、組裝、包裝。上
03縣頭 股份有限 12704270 林先生
班時間：0800-1800，休假符合勞
9885556
城鎮 公司
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30000
元。
＜行銷助理＞，FB、IG、官網維護
宜蘭 品創科技
及內容更新，回覆線上問題，主管
03縣頭 製造股份 54540335 張先生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
9770388
城鎮 有限公司
，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30000元。
＜生產儲備幹部＞，1.從事水產品
處理、清潔及生產線事務。2.協助
宜蘭 品創科技
直屬主管規劃產線流程。3.產線設
03縣頭 製造股份 54540335 張先生
備操作及訓練。4.其他主管交辦事
9770388
城鎮 有限公司
項。上班時間：0800-1700，休
假：周休二日，薪資：28000元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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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
宜蘭
宜蘭縣愛
縣礁
26701885
加倍關懷
溪鄉
協會
宜蘭 翎鷹興業
縣礁 股份有限 27386409
溪鄉 公司
宜蘭 翎鷹興業
縣礁 股份有限 27386409
溪鄉 公司
宜蘭 翎鷹興業
縣礁 股份有限 27386409
溪鄉 公司

＜行政助理＞，兒童教育、行政文
03書、需具資訊操作基本能力。上班
廖小姐
9289995 時間：0800-1200，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時薪：160元。
＜包裝作業員＞，產品包裝作業。
03葉小姐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9281122
日。薪資：24000元以上。
＜作業員＞，造模、熔爐等作業。
03葉小姐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9281122
日。薪資：24000元-25000元。
＜銑床技術人員＞，銑床機械操
03葉小姐
作。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
9281122
二日，薪資：24000-25000元。
＜餐廳服務員--捷絲旅(兼職)＞，
宜蘭 晶華國際
031.餐廳外場服務。2.餐具及環境清
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8 潔。3.可彈性排班。上班時間：
溪鄉 有限公司
806
0630~14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60元。
＜房務員-晶泉丰旅＞，1.客房清
宜蘭 晶華國際
03潔整理。2.客房保養。3.公共區域
縣礁 酒店股份 04268726 吳小姐 9102000*8 清潔。上班時間：0900~1730，休
溪鄉 有限公司
806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24000
元~28000元。
＜工地司機＞材料運送。上班時
宜蘭
發奇營造
0977間：0830-1730，供1餐，休假符合
縣礁
24620120 陳先生
有限公司
395767
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45000
溪鄉
元。
＜工地主任＞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之
宜蘭
督導與工地施工進度排程、管理。
發奇營造
0977縣礁
24620120 陳先生
上班時間：0830-1730，供1餐，休
有限公司
395767
溪鄉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45000元。
＜工地助理＞營造工程相關工作，
宜蘭
發奇營造
0977並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縣礁
24620120 陳先生
有限公司
395767
0830-1730，供1餐，休假符合勞基
溪鄉
法規定，薪資：26000-35000元。
＜行政助理＞，1.行政：電話接聽
，電話紀錄，資料歸類，案件核銷
（公司會進行培訓），協助培訓事
宜蘭
務。2.庶務：零用金管理（系統管
華燊有限
03縣礁
83711890 陳先生
理，只需電腦輸入），進貨管理（
公司
9283261
溪鄉
系統操作，思緒清楚、細心)。3.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83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24000元-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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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專員＞1.負責接駁、引
導停車與泊車等服務。2.協助引導
誠闊旅館
客人、行李寄存及送房服務。3.負
宜蘭
03管理顧問
責公務車輛之清潔與保養維護。4.
縣礁
42658246 余小姐 9875728#2
股份有限
工務助理負責客房簡易修繕、維
溪鄉
005
公司
護。5.其他上級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二班制(需輪班)，排休月休810天，薪資：26000~28000元
＜客務櫃檯人員＞，1.接待住客資
料登記及退房結帳作業。2.住客住
宿期間諮詢服務。3.處理與安排訂
房、排房、進房、退房等事宜。4.
誠闊旅館
處理如收款、核帳、查帳等帳務事
宜蘭
03管理顧問
宜。5.負責轉接電話，為客人留
縣礁
42658246 余小姐 9875728#2
股份有限
言。6.提供當地旅遊諮詢，協助安
溪鄉
005
公司
排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用，接送
等事宜。7.接待客人，並提供如行
李運送等相關服務。工作時間：輪
三班制，排休月休8-10天，薪資：
26000~27000元。
＜兼職房務員＞民宿房間清理打
宜蘭
松滿緣民
03掃、備品補齊、早餐製作、環境維
縣羅
37960000 李先生
宿
9641680 護。上班時間：0800-1200，月排
東鎮
休八天，時薪：160元。
＜業務助理＞，11.計畫與方案協
助。2.支援個案/團體方案、社區
社團法人
教育宣導及議題倡議等聯繫、佈置
宜蘭 宜蘭縣安
李昭儀 03會場。3.依方案協助辦理親子療育
縣羅 安慢飛天 26673706
秘書長 9568546 活動、親職活動等聯繫、佈置會
東鎮 使家庭關
場。4.其他行政、電話聯繫工作。
懷協會
上班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
，薪資28000-33000元。
宜蘭 順順視聽
＜清潔人員＞，包廂環境清潔。上
03縣羅 歌唱有限 83946637 羅小姐
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
9563185
東鎮 公司
薪：160元。
＜晚班櫃檯人員＞，接待服務、電
宜蘭 順順視聽
03話接聽等工作。上班時間：2000縣羅 歌唱有限 83946637 羅小姐
9563185 0530(含休息時間)，休假符合勞基
東鎮 公司
法規定，薪資：26000-32000元。
＜外場人員＞，外場服務工作。上
宜蘭 順順視聽
03班時間：1100-2030(含休息時間)
縣羅 歌唱有限 83946637 羅小姐
9563185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東鎮 公司
26000元。
宜蘭 順順視聽
＜假日工讀生＞，外場服務工作。
03縣羅 歌唱有限 83946637 羅小姐
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9563185
東鎮 公司
160元。

第 4 頁，共 6 頁

專科 1

專科 2

不拘 5

高職 1

不拘 2

不拘 1

不拘 4

不拘 3

1006求才快訊

宜蘭 汎太平洋
0915縣蘇 國際有限 00681272 李小姐
091549
澳鎮 公司
宜蘭 汎太平洋
0915縣蘇 國際有限 00681272 李小姐
091549
澳鎮 公司
宜蘭 汎太平洋
0915縣蘇 國際有限 00681272 李小姐
091549
澳鎮 公司

宜蘭 邦特生物
縣蘇 科技股份 86306206 鄒先生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 邦特生物
縣蘇 科技股份 86306206 鄒先生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 邦特生物
縣蘇 科技股份 86306206 鄒先生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房務員＞，負責客房清潔及整理
工作。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排休月休8天，薪資：28000元
起。
＜廚房工作人員＞1.餐點製作。2.
房務整理。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
規定，排休月休8天，薪資：32000
元起。
＜櫃檯人員＞1.客人登記接待、客
服應對、房間分配。2.吧檯及下午
茶前置作業準備。上班時間：符合
勞基法規定，排休月休8天，薪
資：28000元起。
＜塑膠射出技術人員＞，1.調整及
操作機器，將加熱熔融之塑膠射入
模具中，並保壓予以成型固化。2.
電動射出機台操作、次料粉碎/拌
料、原料供應系統操作、物料點
收、設備保養.....等等工作環
境。3.無塵室恆溫。上班時間：
0800-2000~2000-0800(需輪兩
班)。周休二日。薪資：
25000~35000元。應徵者請先投遞
履歷(hucktsou@bioteq.com.tw鄒
先生收)。
＜自動化設備設計工程師＞，1.自
動化設備規劃及設計。2.針對現有
設備進行改善及自動化評估。3.具
自動化設備設計、機電整合、製造
三年以上經驗。4.具設計完成自動
化設備經驗者。5.具電機、機械、
自動化改善經驗者。6.機械、自動
化、電機相關科系畢業。上班時
間：08:00-17:10。周休二日。薪
資：30000元以上。應徵者請先投
遞履歷(hucktsou@bioteq.com.tw
鄒先生收)
＜日班作業員＞，1.無塵室產品組
裝、包裝。2.需配合加班(加班費
依勞規定)。上班時間：08001710。周休二日。薪資：
24000~32000元。應徵者請先投遞
履歷(hucktsou@bioteq.com.tw鄒
先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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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邦特生物
縣蘇 科技股份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
晟達興業
縣蘇
有限公司
澳鎮

煙嵐大飯
宜蘭
店有限公
縣蘇
司-蘇澳分
澳鎮
公司

宜蘭 瓏山林實
縣蘇 業股份有
澳鎮 限公司

宜蘭 瓏山林實
縣蘇 業股份有
澳鎮 限公司

＜輪班技術員＞，1.自動化機台操
作、物料點收、設備保養.....等
等。2.工作環境為無塵室恆溫。上
班時間：0800-2000；200086306206 鄒先生 E-MAIL
0800(需輪兩班)。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5000~35000元。應徵
者請先投遞履歷
(hucktsou@bioteq.com.tw鄒先生
收)
＜大貨車司機＞，協助載運資源回
03收物。有吊桿經驗者佳。上班時
84094608 張先生
9903358 間：0810-1710。供一餐。週休二
日。薪資：35000元。
＜客務部計時人員＞，1.服務態度
熱情親切、主動積極。2.協助館內
指引、寄存行李、物品之保管服
務。3.協助櫃檯辦理住宿登記與退
03房手續。4.協助客人運送行李及提
42751030 林小姐 9965000分
供客人需求物品。5.提供旅遊資訊
機1172
，協助安排交通工具等事宜。上班
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60-175
元。
＜餐飲服務員＞，1.指引帶位、送
餐、收拾清理環境。2.配合主管交
03辦事項。3.個性活潑、具服務熱
24365486 林小姐 9966666分 忱。上班時間：日班/中班。休假
機2001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6000~30000元。應徵者請Mail或
郵寄履歷並請註明應徵職務類別。
＜餐廳主任＞，1.負責飯店餐廳各
時段外場之事務，包含引導、點
餐、結帳環境及桌面清潔。2.餐廳
人力安排與管理。3.服務人員教育
03訓練執行，管理5-8人。4.基礎顧
24365486 林經理 9966666分 客抱怨處理及顧客關係維護。5.餐
機2001
飲部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日
班/中班(輪兩班)。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32000~36000元。
應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
職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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