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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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居家照顧服務員＞，
提供居家服務，需具有
宜蘭縣私
照顧服務員證照。上班
宜蘭
立大心居
0932時間：日、晚班(每日工
縣不
85293196 林小姐
不拘 8
家長照機
266046
作8小時)，休假方式：
限
構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
200元。工作地點：冬
山、蘇澳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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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居等工作。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
財團法人
日班0800-1600；中班
宜蘭 天主教靈
031600-2400；晚班2400縣三 醫會私立 66253259 黃主任 9899556分
不拘 9
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1
星鄉 聖嘉民啟
機1716
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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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配送員＞，商品
配送，需具大貨車駕照
(8.5噸大貨車)，一個月
需出差至花蓮、台東6-7
宜蘭 南僑油脂
天。上班時間：080003縣五 事業股份 52610685 吳小姐
1800(中午休息二小時) 不拘 1
9601358
結鄉 有限公司
，週休二日，薪資：
23800元(送貨獎金另
計)。***應徵前請先電
話聯繫：每日下午2點至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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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半技師/學徒＞
，汽車維修工作。上班
宜蘭
龍鼎汽車
03時間：0800-1800，供午
縣五
78232940 林先生
商行
9650099 餐(加班供晚餐)，休假
結鄉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25000-30000元。
＜送貨司機＞，運送全
聯福利中心貨品，且具
宜蘭
職業大貨車駕照，有經
龍輝物業
0976縣冬
27441260 余先生
驗者佳。工作時間：
有限公司
187617
山鄉
0800-1730(中午休息1.5
小時)，周休二日，薪
資：35000元。
＜品檢員-龍德廠＞，從
事光電元件檢查。上班
宜蘭 冠西電子
03時間：早班0700-1600，
縣冬 企業股份 34348590 李小姐 9583455分 中班1250~2130，晚班
山鄉 有限公司
機211
1610-0050，週休二日
(六、日)，薪資：23800
元。
＜品檢員-鹿埔廠＞，從
事光電元件檢查。上班
宜蘭 冠西電子
03時間：早班0700-1600，
縣冬 企業股份 34348590 李小姐 9583455分 中班1250~2130，晚班
山鄉 有限公司
機211
1610-0050，週休二日
(六、日)，薪資：23800
元。
＜粗工＞，廠區內相關
作業協助工作人員及助
宜蘭
手。工作時間：0800千慶實業
03縣冬
86918682 李小姐
1700，供一餐，周休二
有限公司
9909670
山鄉
日，日薪：1300元-2300
元。※上班地點：台化
龍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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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餐，周休二
山鄉
日，日薪：1300元-2500
元。上班地點：台化龍
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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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健荃技術
03縣宜 顧問有限 16973752 游淑慧
9372219
蘭市 公司

宜蘭 信億紙器
03縣宜 股份有限 23203739 沈小姐
9308399
蘭市 公司

宜蘭 潤泉國際
03縣礁 企業有限 16386091 林小姐
9885968
溪鄉 公司

＜會計＞，一般帳務處
理，具會計工作經驗1年
以上。工作時間：0830專科 2
1730，周休二日，薪
資：23800元至26000
元。
＜作業員＞，綑綁紙箱
機械操作。工作時間：
不拘 1
0800-1730，周休二日，
薪資：23800元。
＜業務助理＞，1.協助
客戶對於商品價格的查
詢及報價相關的問題，
國內外客戶訂單處理、
出口報價、信函回覆等
事宜與訂單流程處理。
2.負責公部門申請相關
文件之處理，建檔以及
追蹤維護。3.客戶維護
及客戶資料整理。4.完
成主管交辦事項或部門
專科 1
後勤支援。5.協助業務
人員處理銷售業務相關
之公司內部行政作業。
6.定期提供業務銷售狀
況報表，供業務人員或
部門主管參考。7.經營
網路行銷及網站管理維
護。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3800元至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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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潤泉國際
03縣礁 企業有限 16386091 林小姐
9885968
溪鄉 公司

宜蘭
03縣羅 珍味盒餐 82354780 江小姐
9575758
東鎮

宜蘭 皇竣興業
03縣蘇 股份有限 22418894 黃小姐
9902298
澳鎮 公司

＜會計＞，1.收發.記錄
及匯整交易產生汁原始
憑證。2.審核有關各項
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
帳務處理。3.處理廠商
貨款或費用等應付款項
帳務。4.處理客戶應收
款項帳務。5.處理一般
專科 1
會計帳務。6.執行一般
現金付作業。7.審核料
品進耗存流程及相關單
據。8.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3800元至30000
元。
＜外送人員＞，送便
當。工作時間：0800不拘 1
1600，排休月休8天，時
薪：158元。
＜現場作業員＞，現場
操作機械(生石灰生
產)、清理環境(需爬
高)。工作時間：(三班
不拘 2
制需輪班)0800-1600；
1600-2400；2400-0800
，排休週休二日，薪
資：27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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