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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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縣原住民
10527833
不限
事務所

宜蘭縣 金是金股份有
27855107
不限
限公司

聯絡人

林小姐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暑期工讀生＞，【原住民族委員
會107年「原young青年返鄉體驗工
讀計畫」】提供原民大專在學青年
暑期返鄉工讀機會，藉此體驗提高
青年未來返鄉就業或創業意願。
工讀期間:自107年7月1日起至8月
31日止。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07年6月19日五點前寄達或親送原
民所(非以郵戳為憑)。工讀薪資：
月薪22,650元整，每日工時8小時
，月休8天。工讀地點單位:宜蘭縣
03-9253995
原住民事務所、南澳鄉公所、大同 專科 29
分機215
鄉公所、南澳鄉衛生所、宜蘭縣司
達吉斯部落產業永續發展協會、宜
蘭縣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南澳鄉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等。如有任何
問題歡迎來電洽詢：03-9253995分
機215林小姐，相關履歷表請自行
下載(http://aborigines.eland.gov.tw/News_Content.aspx?
n=AD628B76209178A5&s=D0E112E2F
D55F7AC)

人事徐小
函寄
姐

＜暑期工讀生＞， 1.負責賣場內
的補貨、排面維持、貨架清潔、
商品陳列、以及收銀結帳支援。
2.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3.早晚班
，需配合輪休。 早班：0900不拘 10
1400；晚班：1730-2230，月休八
天起，時薪140元。意者請先將履
歷寄至員山鄉永同路3段208號人
事徐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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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金是金股份有
27855107
不限
限公司

人事徐小
函寄
姐

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張先生

張先生

Email履歷

＜生鮮處理員＞，將產品簡易處
理分裝及包裝。 工作時間：
0600-153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薪資23000元以上。工作地 不拘 4
點：宜蘭縣各門市。意者請先將
履歷寄至員山鄉永同路3段208號
人事徐小姐收
＜園區服務員＞， 1.遊客中心服
務台電話諮詢及現場遊客服務。
2.遊客中心咖啡館餐飲點餐出
餐、結帳作業等外場服務。 3.餐
飲進銷存、備料等前置作業服
不拘 5
務。 4.開關班及現場商品結帳作
業。 5.園區環境與館棟基礎清潔
維護。 上班時間：0900-1800，
月休8-11天，薪資：22000-30000
元。

Email履歷

＜櫃檯員＞， 1.辦理住房登記及
退房結帳作業。 2.總機電話接
聽、訂房電話協助。 3.住客資料
的輸入及維護。 4.飯店活動及相
關事務諮詢。 5.貴賓接待、危機
高中 3
處理及客訴處理。 6.行李服務。
上班時間：0700-1530；14302300，月休8-11天，薪資：
22000-30000元。意者請先Email
履歷：dwhr42@swnav.com.tw

Email履歷

＜房務員＞， 1.整房作業。 2.
客房保養作業。 3.客房樓層走廊
保養作業。 4.客房需求提供與異
常排除。 上班時間：0700不拘 3
1530；1430-2300，月休8-11天，
薪資：22000-30000元。 意者請
先Email履歷：
dwhr42@swnav.com.tw

Email履歷

＜洗滌員＞， 1.各類器皿洗滌與
歸類。 2.各類器皿例行性維護。
上班時間：0700-1530；1430不拘 2
2300，月休8-11天，薪資：
22000-24000元。 意者請先Email
履歷：dwhr42@swna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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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Email履歷

＜二廚＞， 1.食材分類與清洗。
2.食材處理與烹調前置作業。 3.
基本膳食烹調(員工團膳)。 上班
時間：0700-1530；1430-2300， 不拘 2
月休8-11天，薪資：22000-25000
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
dwhr42@swnav.com.tw

Email履歷

＜餐飲服務員＞， 1.上菜服務
(含飲料、打包與清潔)。 2.餐前
器皿準備與餐後清場。 3.與區域
主管回報客人需求狀況。 上班時
不拘 5
間：0700-1530；1430-2300，月
休8-11天，薪資：22000-30000
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
dwhr42@swnav.com.tw

宜蘭縣 綠舞觀光飯店
12822749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宜蘭縣
伯斯有限公司 16897919
宜蘭市

＜晚班櫃檯人員＞，櫃檯操作、
電話訂房業務、客務接洽服務（
黃小姐/
訂房、進房、退房等），外語系
03-9312999
高職 3
林小姐
畢業或具英語會話能力者佳。 上
班時間：1600-2400，輪休月休6
天，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金碼實業有限
84398383
宜蘭市 公司

林小姐

＜監視系統工程技術人員＞，監
視.防盜.電話.光纖.網路.音響.
廣播系統...等相關弱電系統產品
03-9255768
不拘 5
施工佈線、按裝、整合。上班時
間：0800-1800，休假及薪資：依
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作業員＞，食品製作。 1.細
心、有責任感、學習能力佳、可
久站。 2.可配合公司及主管交辦
03-9778689
高職 1
事項。 上班時間：0800-1700，
供一餐，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百喬食品有限
28629093
頭城鎮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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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百喬食品有限
28629093
頭城鎮 公司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
53271467
礁溪鄉 限公司

林小姐

＜送貨司機＞，1.具備手排駕照
駕照，會開3.5噸箱型貨車(無酒
駕違規)。 2.理貨、送貨、須搬
重物，能配合外縣市送貨。 3.具
03-9778689 備責任感、協助公司及主管交辦 高職 4
事項。 4.依工作任務需求可配合
加班者。上班時間：0830-1730，
薪資28000元~32000元，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工務人員＞，機台故障排除與
維護保養（本公司設備包含黃、
白光室設備，晶片擴散高溫爐，
各式化學藥劑清洗台、吹砂機、
03研磨機、切割機、電子零件測試 不拘 3
9287626#100
機..等。歡迎有相關經驗或有能
力勝任者E-mail應徵），上班時
間：8-17，週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服務中心組長＞，1.熟悉飯店
服務中心操作，2.協助客務主管
督導服務中心及安全室，3.處理
03-9882828 顧客抱怨及各種緊急事件。上班 高職 2
時間：三班制 (有機會輪到夜班)
，月排休8-9天，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

陳小姐

＜櫃檯組長＞，1.辦理旅客住退
房手續，排房事宜，2.熟悉並督
導櫃台作業流程，3.抗壓性佳及
03-9882828 具服務熱忱，4.具第二外語能力 高職 2
尤佳。上班時間：三班制 (有機
會輪到夜班)，月排休8-9天，薪
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總機/訂房員＞，1.處理客人訂
房事宜，2.接聽/轉接/過濾電話
，3.處理主管交辦事項，4.處理
訂房文書作業，5.細心且具服務
03-9882828
專科 2
熱忱，6.具第二外語能力尤佳。
上班時間：日班/夜班，需輪班，
月排休8-9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1

第4頁

財團法人蘭智
宜蘭縣
社會福利基金 09677593
羅東鎮
會

＜生活服務員＞，負責住宿服務
對象照顧、安全巡視、緊急狀況
鐘素卿小 03-9610137 之處理反應，寢室之清潔工作，
高職 2
姐
分機15
早餐之準備等。 兩班制需輪班，
排休月休8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財團法人蘭智
宜蘭縣
社會福利基金 09677593
羅東鎮
會

鐘小姐

＜社工員＞，1.個案管理、2.年
度方案執行、3.需建立社區網路
03-9610137
資源等。 上班時間：0800-1700 大學 2
分機15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鍾小姐

＜教保員＞，撰寫各項紀錄服務
對象之生活安排，督促生活技能
03訓練等。 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1
9610137*15
，周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財團法人蘭智
宜蘭縣
社會福利基金 09677593
羅東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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