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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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中福酒廠股份有
28915434 馬先生
三星鄉 限公司

＜廠務助理＞，釀酒相關作業。工作
時間：0800-1700，月排休8天，薪資
0932766361
高職
25000~28000元，休假方式符合勞基
法規定。

1

宜蘭縣 生命電視股份有
70434113 吳小姐
三星鄉 限公司

＜攝影師＞，1.基礎攝影，相關經驗
2年以上。2.需開車、配合活動出外
攝影。3.可配合各校園演講攝影或宗
教活動的攝影。4.不抽煙、不喝酒、
03-9898686 不吃檳榔、無不良嗜好。其他條件： 專科
屬機動性，配合拍攝活動行程。月
薪:30,000~40,000元，視工作能力不
定期調薪。上班時間：0830~1800，
週休二日，提供員工素食午餐。

3

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會附設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聖嘉民老 26107061 游小姐
三星鄉
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照顧服務員＞，失能老人日常生活
起居照顧。須具備照顧服務員證照，
上班時間採三班制，需輪班，早班：
03-9898806
0800-1600；中班：1600-2400；晚
國中
分機102
班：2400-0800，月排休8天，薪資
27000~30000元，休假方式依勞基法
規定。

3

宜蘭縣 隆引企業股份有
42068831 王小姐
三星鄉 限公司

＜鋁門窗施工人員＞，廠內及廠外施
工製作及安裝門窗。需相關工作經驗
03-9577898 一年以上。上班時間：0800-1700。 國中
周休二日。薪資：23100元起。應徵
前請先電話聯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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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福固營造股份有
23539663 人事
三星鄉 限公司

＜重機械操作員＞，路面機械操作。
挖土機、鏟裝車(山貓)、壓路機、鋪
裝機、職業大貨車、職結車等駕駛技
術，具備證照者佳。需能吃苦耐勞、
03-9571147 配合工作產能加班者。上班時間：
國中
0800-1700，供ㄧ餐，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月薪36000~60000元。依能
力調整薪資待遇。有意應徵者，請自
備簡歷表，電話預約面試。

5

宜蘭縣 福固營造股份有
23539663 人事
三星鄉 限公司

＜瀝青路面土尾＞，1.有道路路面施
作經驗者。2.能配合主管執行工程施
作。3.工作認真、主動負責、肯學習
，具負責的態度、需能吃苦耐勞。4.
03-9571147 能配合加班者。上班時間：0800國中
1700，供ㄧ餐，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
規定。月薪35,000~40,000元。薪資
待遇依工作能力調整。有意應徵者，
請自備簡歷表，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5

宜蘭縣 千慶實業有限公
86918682 李小姐
冬山鄉 司

＜粗工＞，廠區內相關作業協助工作
人員及助手。工作時間：0800-1700
03-9909670 ，周休二日，供一餐，日薪：1300
不拘
元-2300元。上班地點：台化龍德
廠。

2

宜蘭縣
旺宬有限公司
冬山鄉

＜工地主任＞，1.負責工程現場指
揮。2.包商監督與評估。3.控管施工
進度與品質。4.需具備工地主任或任
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照。5.需會
03-9904439 Word、Excel、AutoCAD。6.有工地監 高職
工經驗佳。7.具有土木水利道路經驗
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薪
資：40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2

＜作業員＞，木製品加工。上班時
03-9906835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6000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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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3564 江小姐

宜蘭縣 蘭大企業有限公
89319232 黃先生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安心食品服務股
23928945 吳小姐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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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馨顧客服務。4.食材/包材/器具進貨
25675001#8
專科
與管理。5.營運財務控管。6.人員領
32
導與管理。上班時間：一天排班9小
時(休息1小時)，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29000元。

1

宜蘭縣 安心食品服務股
23928945 吳小姐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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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境與器皿清潔。每日需排班工作4小
25675001#8 時以上，每週總時數至少達20小時， 不拘
32
部分工時05:00-23:00(可面議)，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50-195
元。

10

宜蘭縣 承宇光電科技股
28917502 蔡小姐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早班作業員＞，生產部線上作業，
零、組件組裝及目檢。上班時間：
03-9385577
高職
0800-1700，週休二日(固定休週日，
另一天排休)，薪資23100元。

2

宜蘭縣 承宇光電科技股
28917502 蔡小姐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晚班作業員＞，生產部線上作業，
零、組件組裝及目檢。上班時間：
03-9385577
高職
1500-2400，週休二日，薪資：25000
元。

2

宜蘭縣 承宇光電科技股
28917502 蔡小姐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助理＞，協助操作安裝各種
半自動、自動或數值控制機器，與機
台之保養與維修等工作。電子/電機
03-9385577
高職
相關科係，有經驗佳，需會繪圖軟
體。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8000元。

2

宜蘭縣 信億紙器股份有
23203739 沈小姐
宜蘭市 限公司

＜儲備幹部＞，透過公司的訓練及栽
培，執行各項工作任務，為將來要升
03-9308399 任的主管職位預先作準備。工作時
高職
間：08:00-17:30，周休二日，薪
資：25000元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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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信億紙器股份有
23203739 沈小姐
宜蘭市 限公司

＜作業員＞，機器操作、隨車工作。
03-9308399 工作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 不拘
，薪資：23100元。

3

宜蘭縣 皇瀚科技股份有
54532095 曾小姐
宜蘭市 限公司

＜作業員＞，焊錫、電子零組件組
裝、加工，需烙鐵熟手。上班時間：
03-9313757
不拘
0800-1710，週休二日，月薪:23100
元。

4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有
24878388 王先生
宜蘭市 限公司

＜環境清潔工＞，1.負責門市、餐
廳、廚房、廁所、工作區域清潔。2.
負責資源回收整理及垃圾處理。3.負
03-9287098 責日常內/外清潔、打掃、保養工
不拘
作。3.執行主管其它清潔相關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0900~1800，月輪休8
天，月薪23100元。(3.)

1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有
53102765 張課長
宜蘭市 限公司

＜保全人員＞，社區安全守衛。上班
時間兩班制需輪班(12小時)，做四休
03-9310345
不拘
二，薪資：23100元起。上班地點：
宜蘭市/礁溪鄉。

1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有
53102765 張課長
宜蘭市 限公司

＜機動社區總幹事＞，大樓管理工
作。上班時間：0900-1800，休假符
03-9310345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元32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八甲小吃部
員山鄉

14904252 潘先生

＜洗碗工＞，洗碗及廚務清潔。上班
時間：09：00-21：30（14:00-17:00
03-9225990
國小
空班），薪資：28000元，月排休8
天。

3

宜蘭縣
八甲小吃部
員山鄉

14904252 彭先生

＜假日工讀生＞，一般餐飲外場服
03-9225990 務。時薪150元，上班時間：
0930~14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國中

3

＜房務員＞，房間清潔打掃等工作。
上班時間：排班兩班制，月排休八天 不拘
，月薪25000-28000元。

4

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有
53811942 莊小姐
礁溪鄉 限公司

097631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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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有
53811942 莊小姐
礁溪鄉 限公司

0976311648

＜櫃檯人員＞，接待、訂房、退房作
業，顧客服務。上班時間：排班三班
不拘
制，月排休八天，月薪24000元28000元。

4

宜蘭縣 巴黎白宮渡假有
53811942 莊小姐
礁溪鄉 限公司

＜早餐烹飪廚師/廚助＞，1.清洗食
材。2.將食材依照廚師要求進行切
片、切塊或切末等備料的工作。3.進
03-9883660 行擺盤的動作。4.工作區域和設備的 不拘
清潔以及保養。月薪24000-30000元
，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月排休
8天。

3

宜蘭縣 金玉滿堂休閒事
80414903 許經理
礁溪鄉 業有限公司

＜早餐人員＞，早餐內場工作及其他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60003-9887299
不拘
15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3100-25000元。

1

宜蘭縣 虹景旅館管理顧
53156121 人資
礁溪鄉 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時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之維
03-9875012 護。排班制，時薪150元，工作時間 不拘
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3

宜蘭縣 虹景旅館管理顧
53156121 人資
礁溪鄉 問股份有限公司

＜SPA區清潔員＞，1.水區、休閒區
器材保養維護及清潔工作。2.配合度
高、積極主動。3.認真負責、無不良
03-9875012 習慣者。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5.一 不拘
個月需協助洗池兩次(另給津貼)。工
作時間：8小時，月排休8天，薪資
23100元。

3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張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洗滌員＞，1.將顧客使用之餐具器
皿，以洗碗精洗滌，再以清水清洗。
2.將餐具擦乾或烘乾後歸位，做好餐
具盤點及管理。3.負責環境的打掃清
03-9888200
潔例行工作。4.廚餘回收及垃圾處
高中
分機11862
理。5.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工作
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班/晚
班。月休8-10天(排休)。薪資：
24500-26000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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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張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房務員＞，1.客房清潔以及備品做
03業。2.工作區域清潔工作。3.具飯店
9888200#11 經驗者佳。工作時間：日班/晚班(二 不拘
862
班制，需輪班)。月休8-10天(排
休)。薪資：24500-26000元。

3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張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水電工務人員＞，1.需具甲級電匠
或乙級室內配線士證照。2.負責飯店
內部消防.水電工程.設備之保養維修
工作,並協助房務部門相關作。3.檢
03-9888200 查裝配組件之準確度，並於必要時進
國中
分機11867 行鑿、銼、刮及其他輔助工具作業。
4.檢查各種機具、電機的故障狀況，
並修換損舊組件及線路。工作時間:
輪三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36000-45000元。

1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03＜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服務。薪
9100070#65 資24000元起，月輪休8天，上班時間 不拘
22
符合勞基法規定。

4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03＜洗滌員＞，廚務清潔。薪資24000
9100070#65 元起，月輪休8天，上班時間符合勞
22
基法規定。

不拘

4

＜工程部主管＞1.負責飯店機電、空
調、鍋爐等設備維護及保養。2.客房
及其他營業點維修。3.設備數據記錄
及巡檢。4.具飯店設備、空調、機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人資部/方
電、水電、溫泉等相關經驗者優先錄
54275700
03-9057988
專科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小姐
用。(具熟悉飯店機電工程施工經
驗、水電,空調,消防,監控相關證照
尤佳)，上班時間：每日每班8小時，
薪資：4萬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2

＜日式料理一級廚師＞1.具冷台(壽
司台)工作經驗2.提供專業日式料理
並控制品質3.具有丙級烹調證照者為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人資部/方
54275700
03-9057988 佳4.進行廚房內衛生管理工作薪資： 高中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小姐
26,000元至45,000元，上班時間：每
日每班8小時，月休依勞基法相關定
規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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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料理二級廚師＞1.具懷石料理
及日式前菜，沙拉工作經驗。2.提供
專業日式料理並控制品質。3.具有丙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人資部/方
級烹調證照者為佳。4.進行廚房內衛
54275700
03-9057988
高中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小姐
生管理工作。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薪資：27,000元至30,000元，上班時
間：每日每班8小時，月休依勞基法
相關定規定。

3

＜洗碗人員＞，1.餐具器皿洗滌。2.
餐具歸位、餐具盤點及管理。3.環境
打掃清潔等例行工作。4.廚餘回收及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人資部/方
54275700
03-9057988 垃圾處理。5.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
不拘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小姐
項。上班時間：依部門需求每日8小
時，休假方式依照勞基法規定，薪
資：26000元。

6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人資部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點心烘培坊主廚＞1.需具備五星級
飯店烘焙坊主廚5年以上實務經驗與
廚師證照。2.需負責統籌烘焙坊內場
所有蛋糕、麵包、巧克力、各式西點
等產品之生產與研發3.具備領導、監
督與管理烘焙坊所有同仁作業與食材
03-9057988 利用，提高各式西點與麵包的自製率 專科
熟悉食物性質與營養知識、規劃與監
督營養食譜作業4.負責編列烘焙坊年
度預算，並能有效執行預算與控制烘
焙坊所有自製成本。上班時間：每日
每班8小時，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4萬元以上。

3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45110853 李先生
羅東鎮 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人員＞，1.平面設計，包
含報刊、雜誌及固冊之封面及版面規
劃設計、內頁編排、POP美工、排版
美工等。2.撰寫廣告公關文案並送交
文案總監審核。3.規劃公司或顧客對
03-9504369
專科
外的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
益進行分析與建議。4.與各部門溝通
，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案發想。
上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
薪資30000~3500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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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45110853 李先生
羅東鎮 有限公司

＜日式廚師＞，1.設計菜單，以日式
料理為主。2.依據餐單準備相關的食
材。3.將食材清洗並做簡單的處理備
用。4.清理以及保養設備。5.根據顧
03-9504369
高職
客的點單進行烹調。上班時間：
09:30~14:00、16:30~21:00，薪資
35000~45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3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45110853 李先生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廚房學徒＞，1.清洗食材。2.將食
材依照廚師要求進行切片、切塊或切
末等備料的工作。3.進行擺盤的動
03-9504369 作。4.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 不拘
養。5.完成師傅交代事項。上班時
間：0930~1400、1630~2100、薪資：
231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3

＜廚房助手＞，1.清洗食材。2.組合
沙拉或冷盤。3.進行擺盤的動作。4.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李朝松先
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及保養。上班
45110853
03-9504369
高職
羅東鎮 有限公司
生
時間：0930~1400、1630~2100、薪資
24000元~26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3

＜兼職房務員＞，1.飯店房間的清理
打掃。2.更換床單。3.清潔浴室，補
充衛浴用品。4.房間的消毒。5.協助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李朝松先
45110853
03-9504369 其他區域的清潔作業。6.協助早餐製 不拘
羅東鎮 有限公司
生
作。上班時間：0830~1300、
1630~2100，時薪150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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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農場管理員＞，1.苗圃等栽種
種類與數量之決定。2.整地、播種、
栽培、耕作及採收。3.種苗、肥料、
農藥及其他資材之購買。4.耕地、農
舍、農業設備及機器之租用、購買或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李朝松先
45110853
03-9504369 維護。5.提供農藝及園藝作物生產代 不拘
羅東鎮 有限公司
生
耕服務。6.割草機操作、修枝剪操作
園區垃圾清運作業。7.草花種植、修
剪、除草及景觀施做修改。上班時
間：0800~1700、薪資:25000~30000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3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45110853 張店長
羅東鎮 有限公司

＜餐廳領班＞，1.負責服務員的工作
分配，稽核出勤狀況及編排工作班
表。2.督導人員的服裝儀容、服務態
度，禮貌及衛生安全等觀念。3.營業
前巡視餐廳清潔、擺設、備品、用具
和設施是否完善。4.為顧客安排訂席
03-9504369
高職
及舉辦宴會事宜。5.負責意外事件及
顧客抱怨的處理，並向主管報告。6.
員工之教育訓練。7.協助主管推展餐
廳業務。上班時間：0930~1400、
1630~2100、薪資：30000~35000元、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3

宜蘭縣 忠華保全事業股
23617576 仇主任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清潔員＞，環境清潔。上班時間符
合勞基法，作一休三，供住宿，薪
資：23100元起。上班地點：蘇澳中 不拘
華電信會館。意者請電洽：0913818396仇主任。

2

09138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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