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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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耕盈行
三星鄉

統一編號

77056683

宜蘭縣 生活保全股份
1648311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發展遲緩兒
26503111
五結鄉 童早期療育協
會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賴先生

＜操作工＞，操作機台(碎解、篩
選、清洗、汙水處理、混合成
型、乾燥)、需搬運物品(10公斤
以上推車輔助)，工作區域清潔。
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含休息時
間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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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24000元至27840元
03-9893188
不拘 3
(薪資為正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
，不包括加班費)，周休二日。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上班
地點：宜蘭縣三星鄉紅柴林八王
圍46-4、46-5、61-17、61-9、
62-4、62-1、62-2、62-3、77、
253、254-2地號。

洪隊長

＜總幹事＞，社區管理事務執行
，需具備事務管理人員證照。 上
0963-590756 班時間：0700-1900（含休息時 不拘 1
間），排休月休15天，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余先生

＜輔具維修人員＞，輔助清潔、
消毒、維修等工作。 上班時間：
03-9651075
高職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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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蘭揚汽車股份
2281854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安心食品服務
23928945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安心食品服務
23928945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安心食品服務
23928945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侑松有限公司 56670298
宜蘭市

林小姐

＜兼職客服人員＞，顧客接待、
汽車問題健診，汽車相關科系畢
03-9658888 業者佳。 上班時間：0800專科 1
分機323
1730(半天班或整天班)，週休二
日，時薪140元。 工作地點：五
結、宜蘭輪流排班。

沈小姐

＜兼職/計時外送人員＞， 餐飲
外送服務及主管交辦事項。每日
需排班工作4小時以上，每週總時
03-9874535
不拘 10
數至少達20小時，部分工時
05:00-23:00(可面議)，時薪及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1)

沈小姐

＜兼職/計時餐服人員＞， 1.收
銀服務，2.材料準備，3.商品製
作，4.環境與器皿清潔。每日需
03-9874535 排班工作4小時以上，每週總時數 不拘 10
至少達20小時，部分工時05:0023:00(可面議)，時薪及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1)

沈小姐

＜營運儲備幹部＞，1.營運現場
各大工作站流程熟悉與管理。2.
商品知識與食品安全概念的認識
與執行。3.溫馨顧客服務。4.食
03-9874535 材/包材/器具進貨與管理。5.營 專科 1
運財務控管。6.人員領導與管
理。上班時間：一天排班9小時
(休息1小時)，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王小姐

＜服務人員(親子館)＞，照顧遊
戲區內兒童安全，工讀生可。 平
日班：日班1000-1830(固定班)；
假日班：日班0830-1700、中班：
1200-2030(假日需輪班)，月排休
03-9383002
高職 2
8天，薪資：25000元。 應徵方式
請E-MAIL：
yousong56670298@gmail.com，主
旨：服務人員(親子館)-應徵者姓
名，並檢附履歷表等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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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天主
教白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基金
宜蘭縣
會附設宜蘭縣 87801400
頭城鎮
私立聖方濟老
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吳小姐

＜護理師＞，執行以住民為中心
及促進住民安全的長期照護專業
03-9771132 工作。需具備護理師證書。 上班 高職 1
時間：每日8小時，月排休8天，
薪資30000-40000元。

吳小姐

＜社工員＞，1.機構年度計畫及
經費預算擬、評估及執行等。2.
與主管機關、民間單位社團方案
補助申請及成果核銷。3.在地志
工招募、管理、訓練、運用及連
結等。4.辦理、結合成支授相關
公益活動等。5.社區及社會資源
03-9771132
大學 1
連結、開發。6.社區服務工作關
懷訪視作業等。7.主管機關評鑑
實資料準備工作。8.協助未來本
會在宜蘭地區其它專案業務。9.
其它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1730，週休二日，薪資
依勞基規定。

吳小姐

＜日間照服員＞，每天到府接、
送長者至院內、並照護日間的生
03-9771132
國中 1
活起居，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月薪：25000元。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赫
17880248
頭城鎮 伯特幼兒園

林小姐

＜客輔老師＞，輔導學生功課及
課業成績。 上班時間：123003-9780601
專科 1
1830，周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宜蘭縣 品創科技製造
54540335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水產原料處理加
劉怡伶小 03-9770657 工、包裝、清潔等工作，須搬重
不拘 5
姐
分機334
物。 上班時間：0800-1700，週
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力基通訊企業
17941408
礁溪鄉 社

＜門市人員＞，產品門市銷售。
上班時間：0930-2130(工作時間8
03-9870913
高中 4
小時)，星期日：1000-1900，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財團法人天主
教白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基金
宜蘭縣
會附設宜蘭縣 87801400
頭城鎮
私立聖方濟老
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天主
教白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基金
宜蘭縣
會附設宜蘭縣 87801400
頭城鎮
私立聖方濟老
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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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王小姐

＜西餐廚師助理＞， 1.負責洗、
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
飪的前置工作。 2.協助廚師測量
03食材的容量與重量。 3.依照客人
9887979#188 的點單，準備不同菜色所需要的 高職 2
7
食材。 4.於出菜時負責菜餚擺盤
或調整份量之工作。 上班時間：
日班/晚班/假日班(三班制)，休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張小姐

＜西餐廚師＞，中/西餐烹飪，
1.準備食材並烹調菜餚。 2.掌控
菜餚的擺盤與出菜的順序。 3.進
03行廚房內的衛生管理工作。 4.與
9887979#188 同事或經營者共同討論菜色與菜 高職 2
7
單。 5.負責研發新菜色。 6.會
操作砲爐者為佳。 上班時間：輪
兩班，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林小姐

＜晚班房務員＞，正職、兼職
03可。1.清潔客房和湯屋。 2.清潔
9887979#188 公共區域。 3.主管交辦事項。工 不拘 1
7
作時間：16:00~01:00，休假及薪
資依照勞基法規定。

王小姐

＜中班櫃檯接待人員＞， 1.處理
房間安排事宜，如：訂房、排
房、進房、退房、遞送備用品、
設備故障排除等事宜。 2.處理帳
務，如：收款、核帳、查帳等。
033.負責轉接電話並且為客人留
9887979#188 言。 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並協 高中 2
7
助安排旅行計畫、交通工具租
用、接送等事宜。 5.接待客人，
並提供相關服務（如：車輛引
導、用餐引導）。上班時間：
14:30~23:3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

張小姐

＜房務員＞，1.清潔客房和湯
03屋。 2.清潔公共區域。 3.主管
9887979#188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日班：
不拘 3
7
8:00~17:00，休假及薪資：依照
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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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姐

＜稽核人員＞， 1.審核有關各項
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帳務處
理。 2.審核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
付款項帳務。 3.審核客戶應收款
03項帳務。 4.審核其他一般會計帳
9887979#188 務。 5.審核營業稅、營所稅等各 專科 1
7
項稅務作業。6.須懂成本帳。7.
內稽內控作業之執行8.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
輪班，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會計人員＞， 1.審核有關各項
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帳務處
理。 2.審核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
付款項帳務。 3.審核客戶應收款
項帳務。4.審核其他一般會計帳
03務。5.審核營業稅、營所稅等各
9887979#188
專科 2
項稅務作業。 6.須懂成本帳。7.
6
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審計或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1年以上經
驗。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輪
班，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杏和醫院
礁溪鄉

37783883

＜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相關
人資林小 03-9886996
工作。 工作時間、休假及薪資皆 專科 1
姐
分機113
符合勞基法規定。

37783883

＜家醫科主治醫師＞，1.家醫科
人資林小 03-9886996 門診2.養護機構巡診3.居家照護
大學 1
姐
分機113
訪視4.社區活動。 工作時間、休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37783883

＜復健科主治醫師＞，1.復健科
人資林小 03-9886996 門診2.養護機構巡診。 工作時
大學 1
姐
分機113
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37783883

＜開刀房外科助理＞，協助外科
人資林小 03-9886996
開刀房相關工作。 工作時間、休 專科 1
姐
分機113
假及薪資皆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山泉大飯店股
12974219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杏和醫院
礁溪鄉

宜蘭縣
杏和醫院
礁溪鄉

宜蘭縣
杏和醫院
礁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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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杏和醫院
礁溪鄉

37783883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蘭陽仁 19615766
礁溪鄉
愛之家

財團法人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蘭陽仁 19615766
礁溪鄉
愛之家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林小姐

＜櫃檯服務人員＞，1.掛號作業
及批價電腦建檔操作 。2.溝通技
03-9886996 巧佳、具服務熱誠。3.熟悉電腦
專科 1
分機113
基本操作。4.其他主管交待事
項。上班時間：輪三班，休假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司機＞，早晚接送日托班長
輩、院內工務安全維護。上班時
03-9283880
間：0630-0930、1500-1800，月 不拘 2
分機104
休六天，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具小客車職業駕照。

林小姐

＜廚師＞，素食料理，並負責準
03-9283880 備、處理、烹調相關食材，具中
不拘 2
分機104
餐丙級證照。上班時間、休假及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王小姐

＜服務中心-服務員＞，顧客服務
行李運送，駕駛公務車，需具汽
車駕照。工作時間:依現場輪班
03-9888223
高中 4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度:(輪
排)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26000元（不含加班費）。

王小姐

＜櫃檯-接待員＞，辦理住宿登
記、退房、貴賓接待、服務提供
資訊。工作時間:依現場輪班 (每
03-9888223
專科 4
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度:(輪排)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26000元（不含加班費）。

王小姐

＜房務部-房務員＞，客房清潔整
理，公共區域清潔處理。工作時
間:依現場輪班 (每日工作8小
03-9888223
高中 4
時)。休假制度:(輪排)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3000-26000元（不
含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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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國際旅館
宜蘭縣 管理顧問股份
43800306
礁溪鄉 有限公司(礁溪
分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
5427570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姐

＜休閒部-活動專員＞1.館內遊憩
活動帶領。2.各式DIY活動與動態
活動編排及執行 。3.表演工作執
行、活動歡樂氣氛營造。4.館內
緊急救援任務。5.浴場規劃經營
與維護清潔。6.休閒活動之安全
03-9888223
專科 4
戒護。7.責任區域維護清潔。8.
協助上級交辦專案及其他事項之
辦理。工作時間:依現場輪班 (每
日工作8小時)休假制度:(輪排)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28000
元。

人資部

＜烘焙坊助手＞，1.具備飯店烘
焙坊工作經驗一年以上(俱籌備經
驗尤佳)。2.協助飯店烘焙坊內之
03-9057988 各式西點製作。歡迎具備烘焙師 高職 2
傅資格者應徵。上班時間及休假
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且依照工
作能力調整薪資。

人資部

＜園藝人員＞，1.具園藝維護經
驗。 2.負責飯店園藝維護修剪、
鋤草、施肥等相關工作。上班時
03-9057988
高職 1
間及休假方式、薪資符合勞基法
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人資部

＜公清人員＞，1.負責飯店公共
區域環境清潔維護。 2.資源回收
整理。 3.具服務熱忱、刻苦耐
03-9057988 勞、有活力者佳。 4.執行主管交 國小 1
辦事項。上班時間、休假方式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且依工作能
力調整薪資。

人資部

＜餐飲外場服務員＞，1.餐飲外
場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
場之工作。 2.協助帶位、倒水、
03-9057988 點餐等。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收 高職 10
拾碗盤與清理環境。上班時間及
休假方式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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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搬運原料(30kg)、
混擬土拌合作業、怪手操作、工
廠環境清潔。工作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
03-9534056
不拘 7
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核薪方式：月薪
$24000元-$27840元。供膳宿方
式：供住宿，月扣$3000元；每日
供膳1餐，每餐扣$60元。

宜蘭縣 東來欣股份有
13033784
羅東鎮 限公司

蔡小姐

宜蘭縣 鴻友清潔有限
68666609
羅東鎮 公司

＜清潔員/機動人員＞，醫院環境
清潔維護。 上班時間三班制，休
陳襄理/ 0919-329926 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上班
不拘 5
黃主任 陳襄理
地點：羅東博愛醫院。 意者請先
電洽：0919-329926陳襄理/0900603551黃主任

宜蘭縣 千慶實業有限
86918682
蘇澳鎮 公司

＜粗工＞廠區內相關作業協助工
作人員及助手。 工作時間：08：
03-9909670 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方 不拘 4
式：日薪$1300元-$2300元。 供
膳方式：供一餐不扣薪。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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