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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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樹園國際觀光
宜蘭縣
農場股份有限公 16923698
冬山鄉
司

旺樹園國際觀光
宜蘭縣
農場股份有限公 16923698
冬山鄉
司

旺樹園國際觀光
宜蘭縣
農場股份有限公 16923698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紫森林旅宿股份
84169585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興宏交通器材行 66266584
冬山鄉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楊小姐

＜總務人員＞，基本水電維修，協助
園區一般事務工作之處理。上班時
03-9613222 間：早班0700~1600、中班0900~1800 高職 2
，晚班1300~2200，休假依照勞基法
規定，薪資23100~28000元。

楊小姐

＜房務人員＞，環境清潔、房務清潔
等，上班時間早班0700~1600、中班
03-9613222 0900~1800、晚班1300~2200，休假符 不拘 3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3100~25000
元。

楊小姐

＜儲備幹部＞，活動辦理，導覽園區
，房務清潔等，早班0700~1600，中
03-9613222 班0900~1800，晚班1300~2200，休假 高職 2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100~25000
元。

張先生

＜房務清潔員＞，房務清潔，周邊環
境整理維護。上班時間:0800~17:00
03-9588690
高職 1
，月輪休8天，薪資：23100元，且依
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林先生

＜送貨司機＞，汽車零件送貨，需具
汽機車駕照，會開三噸半小貨車。上
03-9612828
高職 1
班時間：0800-1800，月休六天(隔週
休)，薪資：30000元。

第 1 頁，共 5 頁

0909求才快訊

宜蘭縣 衡鈺營造有限公
24861719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衡鈺營造有限公
24861719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豊車企業社
五結鄉

宜蘭縣
海信668號
頭城鎮

邱小姐

＜粗工＞，模板組立、鋼筋綁紮，具
大貨車駕照者佳。工作時間：080003-9617357
不拘 2
1700，週休二日，日薪：1500元至
2000元。

邱小姐

＜工地監工＞，工地事務處理、工程
進度掌控、人員調配、具大貨車、品
03-9617357 保或勞安証照者佳。上班時間：
高職 2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35000
至50000元。

9658835

＜大卡車修理半技工/學徒＞，大卡
車維修，具汽修經驗者佳，上班時
間：0800~1700，月休8天，薪資
23100元起。

78236164

游先生

不拘 2

CT3006165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薪資：
250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依工
蔣世偉先
0966-868134 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 不拘 9
生
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3餐/天，每餐扣40元，住宿
費月扣1900元)。

＜餐廚助手/二廚＞，1.創意食材發
想、培養成為餐廳二廚。2.刻苦耐勞
，願意接受公司培訓，熱衷學習。3.
03-9778555
高中 2
主管交辦之工作。4.具廚房工作經
驗。工作時間0800-1630，月輪休8天
，薪資30000元-35000元。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吳小姐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活動導覽員＞，1.負責園區介紹解
說與導覽活動。2.負責休閒農場各項
活動教學引導，活動開發與執行。3.
負責介紹商品，提供顧客之接待與服
李雅婷、
03-9772222 務。4.配合公司分派代表、公司參加 高中 2
吳軍慧
展覽展售工作。5.依上級指示執行專
案工作或其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800-1630，月輪休8天，薪資25000
元-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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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頭城休閒農場股
54779717
頭城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中天大飯店有限
28137724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中天大飯店有限
28137724
礁溪鄉 公司

李小姐

＜餐飲服務人員＞，1.佈置及清理餐
桌。2.巡視菜量、補菜。3.內外場工
03作環境清潔維護。4.食品加工製作。
國中 2
9772222*133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月輪休8天，
工作時間：0800-1630，薪資25000
元-27000元。

李小姐

＜儲備幹部＞，1.接受公司培訓並執
行各項工作任務，準備未來擔任管理
03-9772222職、2.協助公司主管處理工作上交辦 高中 2
133
的事務。工作時間0800-1630，月輪
休8天，薪資26500元-28000元。

李小姐

＜有機農業人員＞，1.經營有機菜
園。2.處理廚餘推肥。3.維護耕地、
03農舍、農業設備及機器。4.其他主管 國中 2
9778555*133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800-1630，
月輪休8天，薪資28000-30000元。

吳小姐

＜水電維修保養＞，農場內電力設備
水電維修保養與管理，上班時間(符
03-9772222
高職 2
合勞基法規定/日班)，月輪休8天，
薪資：30000元-33000元。

莊小姐

＜夜間櫃檯接待＞，1.提供顧客專業
接待服務。2.辦理住房登記及退房結
帳手續。3.旅客資料的輸入及維護。
4.飯店活動及相關事務諮詢。5.客訴
03-9100111
高職 1
處理。6.夜間帳務及稽核作業。7.飯
店夜間櫃檯經驗二年以上者。工作時
間大夜班2300-0800，月輪休8-10天
，薪資：26000元-30000元。

盧小姐

＜資訊人員＞，負責電腦設備裝配、
資訊設備維護，工作時間0800-1700
03-9100111
專科 3
，周休二日，薪資：28000元-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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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姐

＜房務員＞，1.客房清理及清潔。2.
備品補充。3.公共區域清潔維護。4.
03客房定期保養。5.其他主管交辦事
9886880#311
國中 3
項。日班/晚班(輪二班)，休假：符
1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28000
元。

張先生

＜客務副理/主任＞，1.協助督導單
位作業。2.協助處理旅客進退房作
03-9886880 業、處理客訴。3.規劃單位教育訓
練。上班時間：3班制，休假：排休
8~9天，薪資：36000元~45000元。

張先生

＜櫃台接待員＞，1.辦理旅客住退房
，訂房接待事宜。2.處理客人事務。
033.主管交辦事項。4.具第二外語能力
9886880#311
專科 3
尤佳。5.具服務熱忱。工作時間：3
1
班制，月排休8日以上，月薪：26000
元~30000元。

張先生

＜大夜班櫃檯員＞，1.夜間客務作業
03登記出納流程。2.處理顧客抱怨及各
9886880#311 種緊急事件。3.具備基礎英語能力。 專科 2
1
工作時間2300-0700，月排休8日以上
，薪資：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菩提
78234026
羅東鎮 幼兒園

汪老師

＜教保員＞，幼兒保育工作，需專科
以上相關科系畢且具備相關證照。上
03-9512735
專科 1
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薪
資：29000元。

宜蘭縣 台江化學工業股
12457600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陳小姐

＜作業員＞，現場工作、機台操作、
03-9901115 包裝作業。上班時間：08:00高職 2
17:00。週休二日。時薪150元。

黃小姐

＜會計＞，帳務處理。上班時間：
03-9909179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25000 高職 1
元。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公
25067822
蘇澳鎮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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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龍海紙業有限公
42981167
蘇澳鎮 司

廖小姐

＜操作工＞，造紙機機台操作、產品
組裝、檢驗、包裝出貨、原物料搬運
(約15-35公斤，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
助)、工作區域清潔。上班時間：
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03-9905008
不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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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休
二日。薪資：25100元-28865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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