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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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誼聯機械
03縣蘇 鑄造股份 42063575 李小姐
9901823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私
宜蘭 立馨愛老
03縣羅 人長期照 26103889 陳小姐
9283148
東鎮 顧中心(養
護型)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操作工＞，機台操作
(投料、鑄造、沖壓、研
磨)、搬運貨品(超過40
公斤有機具輔助)，工作
環境悶熱、需長時間站
立。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不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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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0元至31476元。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70元，住宿
費月扣2500元)。
＜照顧服務員＞，照顧
老人及病人生活起居、
翻身、拍背、餵食、洗
澡等工作。需備文件：
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或
照顧服務員丙證/單一級
/備6個月內良民證/3個
月內符合項目之體檢報
告/長照服務人員證明照服員職類。工作時
間：(兩班制，需輪班， 不拘 5
需配合加班，加班費依
勞基法規定)。日班：
0800-2000；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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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週
休二日。薪資：27000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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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羅 立愛迪生 14938788 黃小姐
9533223
東鎮 幼兒園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羅 立愛迪生 14938788 黃小姐
9533223
東鎮 幼兒園
宜蘭
0921縣礁 天助肉號 19584709 黃先生
956072
溪鄉

宜蘭
蘭海飲食
鄭重義 0939縣頭
37835876
店
先生
180760
城鎮

宜蘭
蘭海飲食
鄭重義 0939縣頭
37835876
店
先生
180760
城鎮

宜蘭
蘭海飲食
鄭重義 0939縣頭
37835876
店
先生
180760
城鎮

宜蘭
蘭海飲食
鄭重義 0939縣頭
37835876
店
先生
180760
城鎮

＜幼教老師＞，幼兒教
學工作，需相關科系畢
，具相關證照。上班時
間符合勞基法規定，周
休二日，薪資：29000
元。
＜教保員＞，幼兒保育
工作，需相關科系畢。
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
定，周休二日，薪資：
29000元。
＜搬運工＞，肉品搬運
及環境整理。工作時
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35000元。
＜廚師＞，中西餐、咖
啡簡餐料理，上班時
間：1030-2030(8小時)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35000元。
(1.50)
＜餐飲外場服務/工讀生
＞，平日或假日工讀生
，中西餐、咖啡簡餐外
場服務。上班時間：
1030~2030輪二班，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
158元。
＜廚師助理＞，二廚，
協助主廚中西餐、咖啡
簡餐料理之學徒，上班
時間：1030~2030(8小
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28000元。
(1.55)
＜餐飲外場服務員/正職
＞，中西餐、咖啡簡餐
外場服務。上班時間：
1030~2030輪二班，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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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國際
宜蘭
股份有限
縣宜
53789076 人事
公司宜蘭
蘭市
分公司

039281133

歐遊國際
宜蘭
股份有限
縣宜
53789076 人資
公司宜蘭
蘭市
分公司

039281133

＜儲備幹部＞具高度熱
忱、抗壓性高、主動積
極，溝通能力良好，大
學畢，台語精通，英
文、日文略通，1.歡迎
有毅力、恆心、耐心之
社會新鮮人加入。2.無
興趣者請勿投遞履歷表
，對服務業有熱忱者為
佳。3.歡迎有工作經驗
，願意接受公司培訓。 大學 2
4.相關科系畢業者佳。
5.抗壓性高、EQ佳、具
主動積極、配合度高、
親和樂群、具問題解決
能力。上班工時(需輪
班)及休假方式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
27000~35000元。意者請
電話預約面試時間，勿
親洽。
＜大夜櫃檯人員-宜蘭館
＞，1.處理房間安排事
宜，如：訂房、排房、
進房、退房等。2.處理
帳務，如：收款、核
帳、查帳等。3.負責轉
接電話。4.提供當地旅
遊諮詢，並協助安排旅
行計畫、交通工具租
用、接送等事宜。5.櫃
台接待客人，並提供相
專科 4
關服務。專科學歷，觀
光事務、餐旅服務、其
他觀光服務等相關科系
畢業。語文條件：英文-聽、說、讀、寫，需略
懂。台語--精通。上班
時間：2400-0800，月薪
24,000~28,000元，休假
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有
意願者,請電話預約面試
時間，勿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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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富利餐飲
03縣宜 股份有限 97161500 區經理
9331708
蘭市 公司

宜蘭 富利餐飲
舊城店
03縣宜 股份有限 97161500 餐廳經
9331708
蘭市 公司
理

＜門市全職服務員＞，
依照標準程序製作餐
點、櫃檯服務、用餐環
境清潔維護、外送餐
點。高中以上畢業，並
有一年以上工作經歷(工
讀經驗可)。上班時間：
0700~1500、
0900~1700、1500~2300
，另外送津貼：$8~$12/
趟次，休假方式符合勞 高職 6
基法規定，月薪24,000
元，享年終獎金及年度
調薪。經完整培訓後，
將由該區主管視營運需
求安排工作地點。每週
排休二日、遇國定假日
實施排休(不一定於當日
放假)，任職滿三個月即
享有特別休假(依報到日
期按比例給假)。
＜時薪人員-肯德基宜蘭
舊城店＞，依標準程序
製作餐點、櫃台服務、
用餐環境清潔維護、外
送餐點。附加條件：工
作態度認真負責。應徵
外送員需具普通重型機
車駕照。早
班:08:00~17:00，中
高職 5
班:17:00~23:00，晚
班:22:00~00:30，可於
各班別中任選4~6小時配
合彈性排班。時薪158
元。外送另有津貼：$812/趟次。休假方式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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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人員-必勝客宜蘭
外送店＞，依標準程序
製作餐點、櫃台服務、
用餐環境清潔維護、外
送餐點。附加條件：工
作態度認真負責。應徵
外送員需具普通重型機
宜蘭 富利餐飲
車駕照。早
宜蘭外 03縣宜 股份有限 97161500
班:07:00~15:00，日
高職 5
送店
9355151
蘭市 公司
班:09:00~17:00，晚
班:15:00~23:00，可於
各班別中任選4~6小時彈
性排班者。時薪158元。
外送另有津貼：$8-12/
趟次。休假方式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調整。
＜作業員＞，電子產品
(電源供應器)之插板、
宜蘭
03銓發股份
組裝、測試。工作時
縣五
12726823 林小姐 9653512分
不拘 5
有限公司
間：0800-1700(含休息
結鄉
機206
時間一小時)，週休二日
，薪資：23800元起。
＜照顧服務員＞，1.生
活照顧及環境維護協
助。2.日常生活技能、
社會適應、休閒活動等
訓練與紀錄。3.執行及
紀錄個別與團體體適能
活動。4.執行及紀錄個
衛生福利
別化服務計畫目標。須
宜蘭
部社會及
03具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
縣三
29286308 陳小姐
高職 3
家庭署宜
9575254 ，有照服員技術士證者
星鄉
蘭教養院
佳。主動積極、抗壓性
高、可獨立完成工作與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採排班制：07001530、1430-2300、
2230-0730，需輪班，週
排休二日，薪資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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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映月國際
縣三 股份有限 24631597 林小姐 E-mail
星鄉 公司

＜護理人員＞，1.產婦
及新生兒之護理工作及
衛教。2.具產後護理之
家經驗。需具備證照：
普考護士執照、高考護
理師執照、CPR證照。其
他條件：具新生兒高級
救命術證照及產後護理
之家經驗為佳。早班：
專科 2
8:00~16:30，中
班:15:30~24:00，大
夜:24:00~08:00，需輪
班，薪資：36000~52000
元，大、小夜津貼另計
(大夜700元/天，小夜
400元/天)，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inmoonnurse@gmail.com

第 6 頁，共 6 頁

0518求才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