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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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東菱電梯
03縣不 股份有限 97429577 周小姐
9363000
限
公司

宜蘭 東菱電梯
03縣不 股份有限 97429577 周小姐
9363000
限
公司

宜蘭 東菱電梯
03縣不 股份有限 97429577 周小姐
9363000
限
公司

宜蘭
峯盛研磨
0932縣五
99215496 林先生
行
164854
結鄉

宜蘭 虹將空力
徐真文 03縣五 技研有限 12633418
小姐
9903229
結鄉 公司

宜蘭 虹將空力
徐真文 03縣五 技研有限 12633418
小姐
9903229
結鄉 公司

工作內容
＜電梯安裝人員＞，電
梯安裝、維修等工作。
上班時間：0800-1730、
供1餐、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
28000~35000元。
＜電梯保養人員＞電梯
保養工作，電機相關科
系，需具備相關證照。
上班時間：0800-1730、
供一餐、休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薪資：
25000~30000元。
＜電梯維修人員＞電梯
維修，電機相關科系，
具經驗者佳。上班時
間：0800-1730，供一餐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5000~30000元。
＜引擎修理學徒＞，搪
缸、研磨、汽車及怪手
引擎修理。工作時間：
0800~1730，薪資:2380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噴漆半技工＞，汽車
零配件噴漆，具有經驗
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7000-30000元。
＜國貿人員＞，進出口
業務，精通英文。上班
時間：0800-1700，周休
二日，薪資：2700032000元。「請於台灣就
業通網站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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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虹將空力
徐真文 03縣五 技研有限 12633418
小姐
9903229
結鄉 公司

香格里拉
宜蘭
03冬山河旅
縣五
12793202 林小姐 9605388#2
館有限公
結鄉
01
司

香格里拉
宜蘭
03冬山河旅
縣五
12793202 林小姐 9605388#2
館有限公
結鄉
01
司

香格里拉
宜蘭
03冬山河旅
縣五
12793202 林小姐 9605388#2
館有限公
結鄉
01
司

香格里拉
宜蘭
03冬山河旅
縣五
12793202 林小姐 9605388#2
館有限公
結鄉
01
司

香格里拉
宜蘭
03冬山河旅
縣五
12793202 林小姐 9605388#2
館有限公
結鄉
01
司

＜網路行銷人員＞，行
銷公司產品、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4000元。「請於
台灣就業通投遞履歷」
＜婚禮企劃人員＞，婚
禮接洽聯繫及主持。上
班時間：0900~1800。月
休8天(輪休)。薪資：
24000元。「請於台灣就
業通網站投遞履歷」
＜房務人員＞，房間清
潔、保養、備品的控
管。上班時間：
0830~1730。月休8天(排
休)。薪資：238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工務人員＞，維修(水
電)、會議器材控管及電
腦音響操作、接駁等。
工作時間：0800-1700；
1300-2200。輪休月休8
天。薪資：24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櫃檯人員＞，辦理進
退作業、客戶諮詢服
務、簡單帳務處理。上
班時間：0700~1530，
1400~2230(需輪班二班
制)。月排休8天。薪
資：24000元。「請於台
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餐飲外場人員＞，餐
飲點菜、上菜等服務，
上班時間：0600~1500，
1200-2100(需輪二班)。
月排休8天。薪資：
24000元。「請於台灣就
業通網站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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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員＞，操作機台
(射出機、送料機、吹瓶
宜蘭 逸豊塑膠
成型機、貼標機)、成品
03縣五 企業有限 42942046 吳小姐
包裝，需具備相關工作
9908178
結鄉 公司
經驗。三班制需輪班(每
班8小時)，薪資28000元
起，排休月休8天。
＜品檢人員-三廠＞，1.
產品充氣、測試、檢
驗、量測及報表紀錄。
2.異常分類、紀錄及回
宜蘭 八貫企業
報。3.以E-mail或現場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上班時段：0830~1730，
休假方式：週休二日，
月薪：23800~25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現場生產作業員＞，
1.新產品開發設計。2.
工程文件建立。3.工程
樣品打樣。4.以E-mail
宜蘭 八貫企業
或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為主。上班時段：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0900~1800，休假制度：
週休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請於
台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倉管人員＞，1.廠區
生產發料、備料。2.進
料收貨。3.出貨裝櫃。
宜蘭 八貫企業
4.ERP系統表單操作。5.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批號登記。6.具有貨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車、堆高機證照者佳。
上班時間：0730~1630，
週休二日，薪資：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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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作業員(八貫三
廠)＞，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並維
持機台正常運作。2.進
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
裝、檢驗、包裝出貨等
作業。3.與其他作業員
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
宜蘭 八貫企業
及程序標準。4.填寫生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目標的距離。5.完成主
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
程序事宜。6.以E-mail
或現場投遞或填寫履歷
為主。上班時段：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23800元~25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廠務助理＞，1.日常
考勤記錄維護。2.人事
行政作業(人員異動、薪
資核算等)。3.協助人員
宜蘭 八貫企業
招募(通知面試、報到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等)。4.其他人力資源相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關業務。5.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
0900~1800，週休二日，
薪資：23800元~25000
元。
＜品檢人員(八貫一廠)
＞，1.製程改善。2.客
訴處理。3.設計品質驗
宜蘭 八貫企業
證。4.供應商品質改
李小姐/
縣冬 股份有限 12386676
電子郵件 善。5.以E-mail或現場
吳小姐
山鄉 公司
投遞或填寫履歷為主。
上班時段：0900-1800，
週休二日，月薪：
23800~25000元。
＜課輔老師＞，1.安親
課後輔導(中高年級)。
宜蘭 宜蘭縣私
2.偶爾需配合周六值班
03縣冬 立康軒幼 99178464 陳院長
(學員考試前)。上班時
9595806
山鄉 兒園
段：1200~1830，休假方
式：月休八天，月薪：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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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香格里拉
03縣冬 觀光果園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山鄉 有限公司
01

宜蘭 香格里拉
03縣冬 觀光果園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山鄉 有限公司
01

宜蘭 香格里拉
03縣冬 觀光果園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山鄉 有限公司
01

宜蘭 香格里拉
03縣冬 觀光果園 28741455 林小姐 9605388#2
山鄉 有限公司
01

財團法人
宜蘭
蘭智社會
03縣冬
09677593 黃小姐
福利基金
9610137
山鄉
會

財團法人
宜蘭
蘭智社會
03縣冬
09677593 黃小姐
福利基金
9610137
山鄉
會

＜房務人員＞，房間清
潔、定期保養、備品盤
點。上班時間：
0830~1730。月休8天輪
休。月薪：238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櫃檯接待員＞，辦理
進退房作業、客戶諮詢
服務、簡單帳務處理。
上班時間：07:0015:30；13:30-21:30(需
倫兩班)。月輪休8天。
薪資：23800元。「請於
台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夜班櫃檯人員＞，櫃
檯接待、電話接聽、略
懂英語。上班時間：
21:00~07:00。月排休8
天。薪資：30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餐飲外場＞，餐飲點
菜、上菜等服務。上班
時間：06:00-15:00、
12:00-21:00。月輪休8
天。薪資：24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教保員＞，1.個案服
務紀錄執行。2.作息表
活動課程執行。3.生活
照顧及環境維護協助。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6400
元。「請於台灣就業通
網站投遞履歷」
＜社工師＞，有關本會
之方案設計評估、管理
和訓練。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34000元。「請於
台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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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壯 立中道高 95936985 羅主任 9306696分
圍鄉 級中學
機140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壯 立中道高 95936985 羅主任 9306696分
圍鄉 級中學
機140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壯 立中道高 95936985 羅主任 9306696分
圍鄉 級中學
機140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壯 立中道高 95936985 陳園長 9306696分
圍鄉 級中學
機178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壯 立中道高 95936985 陳園長 9306696分
圍鄉 級中學
機178

財團法人
宜蘭
03慈懷社會
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9231208#2
福利基金
山鄉
56
會

＜英文專任教師＞，中
學部授課、行政、招生
及臨時交辦事項。上班
時間：0730-1730，周休
二日，薪資：4000050000元。
＜英文教師＞，小學部
授課、行政、招生及臨
時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730-1730，周休二
日，薪資：40000-50000
元。
＜專任教師＞，小學部
授課、行政、招生及臨
時交辦事項，需具備小
學合格教師證書。上班
時間：0730-1730，周休
二日，薪資：4000050000元。
＜教保員＞，幼兒保
育、教學及臨時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符合勞基
法規定，周休二日，薪
資：29000元起。
＜助理教保員＞，幼兒
保育、教學及臨時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符合勞
基法規定，周休二日，
薪資：24000元起。
＜外展社工員＞，1.高
風險家庭關懷輔導、個
案管理。2.高風險家庭
方案活動企劃執行。3.
年度高風險家庭方案接
案。4.高風險家庭方案
個案摘要報告。5.高風
險家庭方案結案報告彙
整。6.高風險家庭方案
核銷。上班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
資：33000元。「請於台
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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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部社工員＞個案
會談、心理暨社會評估
財團法人
及處置，提供社會資源
宜蘭
03慈懷社會
連結、家庭訪問。上班
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9231208#2
福利基金
時間：0800~1700，周休
山鄉
56
會
二日，薪資：33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生活輔導員＞，1.園
童生活庶務、起居照
顧。2.園童課業輔導。
3.園童心理輔導與行為
矯正，使園童身心正常
財團法人
宜蘭
發展。4.配合社工處計
慈懷社會
03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畫執行。5.協助本會辦
福利基金
9231208
山鄉
理各項福利活動。上班
會
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輪
班制)，供膳宿，週休二
日，薪資：238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噶瑪蘭學園社工/老師
＞學園校務規劃、方案
財團法人
宜蘭
03執行及學生授課與輔導
慈懷社會
縣員
77020237 林小姐 9231208#2 ，上班時間：0800~1700
福利基金
山鄉
56
，周休二日，薪資：
會
33000元。「請於台灣就
業通網站投遞履歷」
＜櫃檯招生人員＞，1.
電腦課程規劃服務、櫃
台招生業務。2.具親和
力、口才好、反應快、
組織能力強者佳，有高
宜蘭 私立巨匠
度服務熱忱，願意挑戰
陳玟君 03縣羅 電腦短期 83314098
高獎金業務者，無法接
小姐
9550845
東鎮 補習班
受者請勿投遞履歷。3.
上班時間：(二班制，須
輪班)早班0850-1850；
中班：1330-2230，月休
輪休8天，薪資：23800
元以上。

第 7 頁，共 10 頁

專科 10

專科 10

專科 1

高職 6

0515求才快訊

＜外場正職人員-定食8
＞，1.負責帶位、點餐
收銀、收盤清理、維持
門市清潔。2.喜愛服務
宜蘭
爭鮮股份
客群、親切有耐心。3.
縣羅
97286918 店長
9571120
有限公司
可配合內外場調度，門
東鎮
市輪調。4.上班時間：
1000~2200(輪班)，薪
資：26000元~27000元，
休假：月輪休9天。
＜外場兼職-爭鮮羅東店
＞，1.負責帶位、點餐
收銀、收盤清理、維持
門市清潔。2.喜愛服務
宜蘭
客群、親切有耐心。3.
爭鮮股份
縣羅
97286918 店長
039558469 可配合內外場調度，門
有限公司
東鎮
市輪調。4.上班時間：
0700~2230(每日彈性排
班4-9小時)，時薪：158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業務助理＞，拓展業
宜蘭 南洋人力
03務、文書處理。工作時
縣羅 仲介股份 97012761 王小姐 9542115分 間：0830-1730，周休二
東鎮 有限公司
機25
日，薪資：25000元(獎
金另計)。
＜生活服務員＞，負責
住宿服務對象照顧、安
全巡視、緊急狀況之處
財團法人
理反應、寢室之清潔工
宜蘭
03蘭智社會
作、早餐之準備等。上
縣羅
09677593 黃小姐 9610137分
福利基金
班時間：中班1600~2400
東鎮
機15
會
，夜班2400~0800，月休
8天輪休，薪資：23800
元。「請於台灣就業通
網站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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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摩瑪浪運
03縣羅 動有限公 54995721 林小姐
9556662
東鎮 司

宜蘭 蘭陽代書
03縣羅 地政士事 37759770 陳先生
9568235
東鎮 務所

＜運動教練＞，1.提供
會員一對一專業健身諮
詢服務。2.教練課程規
劃、設計並執行，協助
客戶完成訓練目標。3.
館內設施及課程內程解
說。4.體驗課程教學及
顧客追蹤。5.維護健身
房場館清潔及器材維
護。6.傳達正確運動觀 不拘 6
念及技巧給現場會員，
維護會員的安全避免使
用器材受傷。7.完成公
司績效及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早班
1000~1900，中班
1400~2300二班制輪班，
薪資：23800元，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
＜地政士助理＞，文書
處理、公務機關跑件、
送件，會AutoCAD佳。上
專科 3
班時間：0830-1800，週
休二日，薪資：23800元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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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辰邦機械
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E-MAIL
有限公司
澳鎮

宜蘭
悅旺食品
縣蘇
53707053 陳小姐 E-MAIL
有限公司
澳鎮

＜品管檢驗人員＞，1.
建立與監控生產標準，
審查初級產品的樣品並
進行測試，以確保成品
具備應有的品質。2.開
發及實施產品追蹤和品
管系統，分析生產、品
管、維護和其他操作報
告，以檢視生產問題。
3.檢閱計劃，並與研
究、支援人員商討，以
開發新產品和程序。4. 高中 2
執行公司產品的可靠度
測試，並分析問題，以
找出造成產品可靠度問
題的關鍵因素。5.提供
客戶或公司內部員工可
靠度工程資料。上班時
段：日班(每天8小時)。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000元以上。「請
於台灣就業通網站投遞
履歷」
＜生管人員＞，1.整合
庫存數量，進行產銷協
調。2.負責產線行政相
關作業。3.規劃生產排
程，並評估人力、機器
設備、零件原物料之需
求。4.依業務銷售量規 不拘 1
劃適當的生產計畫和人
力工作分配。上班時
間：0830-1730。周休二
日。薪資：24000~28000
元。「請於台灣就業通
網站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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