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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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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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建設
縣不 股份有限 83149083 陳小姐
限
公司

專科 2

宜蘭 晨光建設
縣不 股份有限 83149083 陳小姐
限
公司

宜蘭
縣三 耕盈行
星鄉

77056683 賴先生

財團法人
宜蘭 天主教靈
縣三 醫會私立 66253259 黃主任
星鄉 聖嘉民啟
智中心

工作內容
＜行政人員＞ 1.土地開發。2.建
築設計管理。3.建築工務管理。
034.驗交屋及售後服務。5.建築系
9532626 或土木相關科系畢業者佳。上班
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排休月休8
天，薪資：30000元。
＜工地主任＞ 1.需會估算數量。
2.建築工程現場工作經驗。3.有
結構體、裝修、交屋等經驗。4.
03需熟Autocad繪圖詳圖。5.建築系
9532626
或土木相關科系畢業。上班時間
符合勞基法規定，排休月休8天，
薪資：40000元。
＜操作工＞，操作機台(碎解、篩
選、清洗、汙水處理混合成型、
乾燥)、需搬運物品(10-20公斤，
有推車輔助)，工作區域清潔。上
班時間：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間
03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9893188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26000元至30160元。供膳宿
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70
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週
一、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 ＜
機構看護工＞，照顧三歲以上有
身心障礙者的生活起居。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日班0800031600；中班1600-2400；晚班
9899556分 2400-0800 (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
機1716
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7500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
餐/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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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勢鴻有限
縣三
16005178
公司
星鄉

宜蘭
五姨婆商
縣五
82192738
行
結鄉

宜蘭
五姨婆商
縣五
82192738
行
結鄉

宜蘭 佳恩營造
縣五 實業有限 13006436
結鄉 公司

宜蘭 煙嵐大飯
縣五 店有限公 54113500
結鄉 司

財團法人
宜蘭縣私
宜蘭
立宏仁老
縣宜
30112559
人長期照
蘭市
顧中心(養
護型)

＜操作工-大洲廠＞，操作機台
(碎解、篩選、清洗、汙水處理混
合成型、乾燥)、需搬運物品(1020公斤，有推車輔助)，工作區域
清潔。上班時間：08點至17點(含
03賴先生
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9893188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
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二
日。薪資：26000元至30160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外場服務人員＞，1.招呼、點
餐、送餐及餐後清潔整理。2.其
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987何先生
0850~18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082524
薪資：28000-30000元(具中餐丙
級證照者另有加給)。意者請先電
洽預約面試。
＜內場廚房人員＞，1.餐點烹調
加熱製作、內場清潔等。2.其他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987何先生
0850~18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082524
薪資：28000-30000元(具中餐丙
級證照者另有加給)。意者請先電
洽預約面試。
＜營造會計＞ 1.採購、帳務、文
書處理。2.具備營造業品管證
03林小姐
照。上班時間：0800-1730(午休
9605511
1.5小時)，周休二日，薪資：
30000-35000元。
＜宜蘭傳藝館西餐廳洗滌員＞，
03內外場餐具洗滌保養、外場補
張駐店
9256899分 盤、員工餐廳清潔。上班時間及
經理
機1110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68
元。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看護
工作。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
班)。日班：0800至2000；晚班：
2000至0800 (每班含休息時間3小
03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彭小姐
9328295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休假方式：排休月休8天。
薪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
，住宿費月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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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信裕冷凍
03縣礁 食品有限 28648394 王小姐
9880985
溪鄉 公司

財團法人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礁 立竹峖身 17121372 許小姐
9889357
溪鄉 心障礙養
護院

宜蘭 冬山行股
縣羅 份有限公 70507500 店長
東鎮 司

039506600

宜蘭 亞毅精密
03縣蘇 股份有限 27279148 黃先生
9908068
澳鎮 公司

＜外務司機＞，產品外送，自小
客駕照可，工作範圍:北部地區
(星期六需配合加班)。工作時
間：0830-1800，週休二日，薪資
27000元。
＜機構看護工＞，照顧身心障礙
者日常生活起居。工作時間：(兩
班制，需輪班) 日班0800-2000；
2000-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2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
假方式：排休月休8-10天。薪
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
宿費月扣2500元)。
＜門市謍業員＞負責百貨、雜
貨、生鮮食品處理、陳列、收銀
等工作。上班時間：0750-1720、
1400~2230(周末到23:00)，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25000元。
＜操作工-利澤廠＞，機台操作
(沖床、壓床、裁切機、研磨
機)、搬運貨物(30公斤)、出貨品
檢作業、工廠環境清潔。工作時
間：08點20分至17點40分 (含休
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
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周休二
日。薪資：26000元至28860元。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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