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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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
一粒麥子
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
宜蘭 基金會附
03縣蘇 設宜蘭縣 82317028 陳小姐
9252433
澳鎮 私立有福
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
機構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居家照服員＞，提供
居家服務，具有學習
証。上班時間、休假符 不拘 2
合勞基法規定，時薪200
元。

＜行政會計＞，行政文
書、帳務處理、廠內相
宜蘭 虹將空力
徐真文 03關事務處理。上班時
縣五 技研有限 12633418
高職 1
小姐
9903229 間：0800-1700，周休二
結鄉 公司
日，薪資：25000-28000
元。
＜行李接待員＞，1.提
供顧客及其行李接送服
務。2.提供顧客交通、
旅遊及飯店資訊等相關
諮詢服務。3.代客泊
車。4.其他主管交辦事
宜蘭 善美的老
03項。5.具有電腦作業能
縣五 爺股份有 55884552 方小姐 9506199#9
不拘 2
力(word、excel)。6.具
結鄉 限公司
11
有小客車駕駛執照並能
實際駕車。上班時段：
日班/晚班(每班8小時)
，需輪班。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28000元。

第 1 頁，共 8 頁

0512求才快訊

＜客務接待員＞，1.房
客住宿安排、接待服
務。2.帳務處理，例如:
結帳、收款、核帳、兌
換外幣等。3.諮詢服務
及解決顧客住宿相關問
宜蘭 善美的老
03題。4.具飯店工作經驗
縣五 爺股份有 55884552 方小姐 9506199#9
者佳。5.具英文/日文或
結鄉 限公司
11
至少一項外語能力者
佳。上班時段：日班/晚
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24000元28000元。
＜夜間櫃檯接待員/組長
＞，1.辦理客人住宿登
記/退房作業。2.帳務稽
宜蘭 善美的老
03核。3.住客安全維護。
縣五 爺股份有 55884552 方小姐 9506199分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結鄉 限公司
機911
工作時間：大夜班(每日
工作8小時)，月
薪:30000~4000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業務經理/副理＞，1.
餐飲市場開發、團體會
議、行銷業務推廣。2.
團體訂房、訂席服務。
3.協助行銷業務部門、
與其它部門、相關合作
宜蘭 善美的老
03夥伴及同業之間，維持
縣五 爺股份有 55884552 方小姐 9506199分
良好的溝通。4.具飯
結鄉 限公司
機911
店、業務經驗2年以上。
上班時間:日班、夜班需
輪班，薪資:依學經歷、
證照核薪(每月經常薪資
達4萬元以上)，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
＜行政人員＞，行政作
業、電腦文書處理，需
宜蘭
旗駿營造
03具備營造業相關工作經
縣五
59018575 丁小姐
有限公司
9581920 驗。上班時間：0800結鄉
1700，周休二日，薪
資：238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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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21

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21

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21

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21

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19

宜蘭 龍德造船
03縣冬 工業股份 40607762 謝小姐 9901166#1
山鄉 有限公司
19

＜機械工程師＞，1.船
舶機械與油壓設備設
計。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面議。
＜物流工程師＞，1.備
料出貨控管。2.入庫盤
點。3.委外加工聯繫。
4.其他主管交辦事宜。
具備證照：堆高機操作
技術士。上班時段：
0800~1700，休假：週休
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
＜造船工程師＞，1.船
舶基本設計與系統整合
人員：船舶及海事工程
結構設計、結構分析及
研發。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面議。
＜材料工程師＞，1.銲
接材料與銲接技術研
究。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面議。
＜採購人員＞，搜尋設
備及料件廠商，詢價、
議價及採購等作業且需
與國外供應商透過電話
及Email聯繫。上班時
段：0800~1700，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薪資面
議
＜人資專員＞，1.人力
招募作業。2.教育訓練
規劃。3.其他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段：日班
0800~1700，休假：周休
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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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宗鋒工程
縣宜 企業有限 24286547
蘭市 公司

宜蘭
源協企業
縣宜
04699577
有限公司
蘭市

宜蘭
山那邊有
縣礁
54253895
限公司
溪鄉

宜蘭
山那邊有
縣礁
54253895
限公司
溪鄉

＜行政助理＞，處理文
書資料、送文件、領退
料登記、配合每日施工
03日報等彙整。上班時
陳小姐
9371118 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4000元。上
班地點：台灣電力公司
宜蘭區處配電中心。
＜品檢助理＞，1.協助
品檢整理相關文書作業
及追蹤改善成果。2.量
測尺寸、確認材質、規
格及數量等。3.核對料
03號、確認規格、產品加
陳經理
9283139 工、包裝出貨等。4.完
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
品、程序事宜。無經驗
可。工作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月薪
25000~26000元。
＜餐廳服務員＞，1.擺
設餐桌、收桌。2.接受
客人點餐。3.維持服務
03區域及工作站的整潔。
王小姐 9886880#3 4.提供顧客餐飲服務。
111
工作時間：輪2班(早晚
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24000元
~28000元。
＜櫃檯接待員＞，1.辦
理旅客住退房，訂房接
待事宜。2.處理客人事
務。3.處理主管交代事
03項。4.具第二外語能力
王小姐 9886880#3
尤佳。5.具服務熱忱。
111
工作時間：輪2班(早晚
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26000元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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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03山那邊有
縣礁
54253895 王小姐 9886880#3
限公司
溪鄉
111

宜蘭 東之順股
03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王小姐 9886880*3
溪鄉 司
111

宜蘭 東之順股
03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王小姐 9886880#3
溪鄉 司
111

宜蘭 東之順股
03縣礁 份有限公 53271467 王小姐 9886880#3
溪鄉 司
111

宜蘭
正琮企業
03縣羅
22217427 陳小姐
有限公司
9572111
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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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服務中心進行交
通督導。工作時間:輪2
班(早晚班)，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
資:26000元~30000元。
＜餐飲服務員＞，1.擺
設餐桌、收桌2.接受客
人點餐3.維持服務區域
及工作站的整潔4.提供
顧客餐飲服務5.其他主
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輪2班(早晚班)，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排
休)，薪資：24000元28000元。
＜櫃檯接待員＞，1.辦
理旅客住退房，訂房接
待事宜。2.處理客人事
務。3.主管交辦事項。
4.具服務熱忱。工作時
間：2班制(早晚班)，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薪：26000元~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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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服務中心進行交
通督導。工作時間：2班
制(早晚班)，月排休8-9
天，月薪26000元~30000
元。
＜門市會計＞，門市店
面業務及內部帳務處
理。上班時間：08001800(含休息時間)，供
一餐，周休二日，薪
資：24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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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工＞，1.幼兒園餐
點準備及環境整潔維
護。2.餐點完成後清洗
廚房用具和配送餐點。
3.負責食品符合衛生管
理的規定。4.維持與確
宜蘭 宜蘭縣私
保冷凍庫（冷藏室）之
03縣羅 立快樂格 10694108 賴惠美
食材衛生安全及清潔。 不拘 1
9556168
東鎮 林幼兒園
5.維護廚房的衛生清潔
環境。6.依照菜單設計
之餐點烹煮。7.具經驗
幼兒園廚房為佳。上班
時間：0730~1530，時薪
200元，週休二日，需具
備丙級廚師執照。
＜機構看護工＞，照顧
老人及病人。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
班)。日班：08：0016：00；中班：16：00財團法人
24：00；晚班：24：00感恩社會
宜蘭
03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
福利慈善
縣羅
09920339 張小姐 9510789分 30分鐘，依工作需要配 不拘 6
基金會承
東鎮
機153
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辦羅東鎮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養護所
定)。薪資：27500元。
休假方式：排休月休8
天。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5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警衛人員＞，1.巡邏
廠區與周遭環境，留意
可疑線索，確保人事物
之安全。2.執行公司規
定之政策,落實門禁安全
宜蘭 詠創精密
03管理。3.忠誠可靠,能迅
縣蘇 股份有限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高職 1
速處理突發狀況。上班
澳鎮 公司
機107
時段：日班/晚班，
0630~1830、1830~0630
，需輪班，休假方式：
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4000~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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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詠創精密
03縣蘇 股份有限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澳鎮 公司
機107

宜蘭 詠創精密
03縣蘇 股份有限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澳鎮 公司
機107

宜蘭 詠創精密
03縣蘇 股份有限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澳鎮 公司
機107

宜蘭 詠創精密
03縣蘇 股份有限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澳鎮 公司
機107

＜產品專案經理＞，1、
國際專利技術轉移（接
洽國外工程師，轉移技
術、圖面、導入公司現
行作業系統)。2、協調
公司內部研發單位與生
產單位，順利完成產品
產出。3、專案時程安
排、備料情況、測試/研
發/生產狀況的掌握與管
理。4、撰寫新產品開發
專案管理SOP與操作說明
書。5、有機械電控或製
造背景為佳。上班時
段：0800~1700，休假方
式：週休二日，月薪：
面議。
＜國外業務(儲備幹部)
＞，1.英文口語，文書
精通。2.有國際業務經
驗、專案經驗、傳產業
務經驗者佳。3.有機械
背景者佳。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月薪：36000元~60000元
以上。
＜食品線-餅乾零食業務
人員＞，1.開發全省經
銷,特販,一般通路。2.
具相關零售市場通路
(KA、SP、CVS)及市場開
發經驗者。3.海外食品
業務貿易經驗為佳。4.
具有大陸推廣經驗者為
佳。上班時段：
0800~1700，休假方式：
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面議。
＜食品營銷部-儲備幹部
＞，1.業務3年以上(客
戶開發.經銷建立.輔導.
管理)。2.商品開發3年
以上(新產品開發.活動
規劃.執行等)。3.具食
品經驗優先。上班時
間：0800-1710，周休二
日，月薪：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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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詠創精密
縣蘇 股份有限
澳鎮 公司

宜蘭 詠創精密
縣蘇 股份有限
澳鎮 公司

宜蘭 詠創精密
縣蘇 股份有限
澳鎮 公司

＜食品線-業務助理＞，
1.訂單及發票處理(接
收、下單、出貨等)。2.
製作業績報表樞紐各通
03路業績。3.樣品寄送。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4.報價單製作等，操作 不拘 1
機107
ERP系統優先。5.聯繫客
戶。上班時段：
0800~1700，休假方式：
週休二日，月薪：
24000~40000元。
＜機械工程師(儲備幹
部)＞，1.SolidWorks軟
體3D繪圖。2.繪製機械
03組立圖、零件圖、扳金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專科 3
件展開圖。3.傳統機械
機107
業經驗者佳。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面議。
＜會計專員＞，1.各項
帳款支付之憑證及帳務
處理。2.應收款項帳務
處理及發票開立作業。
3.處理其他一般會計帳
務。4.營業稅、各類所
03得扣繳等各項稅務申報
24350913 游小姐 9902701分
專科 1
作業。5.配合會計師查
機107
帳相關作業。6.協助處
理銀行事務。7.協助主
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25000-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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