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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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生寶實業有限
五結鄉 公司

統一編號 聯絡人

55876504 李小姐

宜蘭縣
明架企業
五結鄉

30206303 丘小姐

宜蘭縣 虹將空力技研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徐真文
12633418
小姐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操作工-二廠＞，組裝、汙水處
理、高溫設備操作、搬運組裝設備
(約30公斤左右，超過40公斤有機
具輔助)。上班時間及薪資：(兩班
制，需輪班)日班：0800-2020(薪
資：25800-31476元)；夜班：
0905-698598 2000-0820(薪資：30960-37771
不拘 19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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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休二日。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
餐/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
2900元)。

03-9909128
分機8481

＜環境清潔工＞，割草、清掃落
葉、撿拾垃圾，需具汽車駕照且會
開車。上班時間：0800-1700，周
休二日，薪資：23800元。僱用期
不拘 1
限：自上工日起至109/12/31日
止。工作地點：龍德兼利澤工業區
服務中心。※意者請先電話聯絡預
約面試時間。

03-9903229

＜噴漆半技工＞，汽車零配件噴漆
，具有經驗者佳。上班時間：
不拘 2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7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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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宏澄飲料店
冬山鄉

宜蘭縣 義凱機械有限
冬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北門蒜味肉羹
宜蘭市

宜蘭縣
北門蒜味肉羹
宜蘭市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41197386 陳小姐

16885456 劉小姐

77043442 莊小姐

77043442 莊小姐

27867981 王皇嘉

27867981 王皇嘉

03-9585907

＜廚房助理＞，協助備菜、廚房清
潔工作。上班時間：1100-1800，
不拘 2
週休二日(星期二、三)，時薪:158
元。

03-9596840

＜操作工-冬山廠＞，機台操作(雷
射、切割)、需搬重(約3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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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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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元)。

03-9324293

＜服務生＞煮麵、宅配包裝及文書
處理、環境整理。上班時間：
0900-1800；1030-1900，周休二日 不拘 3
，薪資：26000-28000元(依能力調
整薪資)。

03-9324293

＜長期工讀生＞煮麵、宅配包裝及
文書處理、環境整理。上班時間符
不拘 3
合勞基法規定，周休二日，時薪：
158元(依能力調整薪資)。

03-9889889

＜早班遊憩部指導員＞，1.維護溫
泉spa區域環境。2.看顧遊客安全
，有救生員執照佳。3.略懂水電。 不拘 2
工作時間:0800~1700，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月薪:24800元。

03-9889889

＜晚班遊憩部指導員＞，1.維護溫
泉spa區域環境。2.看顧遊客安全
，有救生員執照佳。3.略懂水電。
不拘 2
工作時間：1700-010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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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27867981 王皇嘉

27867981 王皇嘉

03-9889889

＜櫃檯人員＞，1.處理房間安排事
宜。2.處理櫃檯帳務。3.負責轉接
電話。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上班
不拘 4
時間：0700-1530；1500-2300(需
輪班)，月休8天，月薪：25800元
~30000元。

03-9889889

＜大夜班櫃檯人員＞，1.製作隔日
房包。2.夜間稽核。3.夜間安全管
不拘 2
理。上班時間：2230-0730，月休
八天，薪資：29800元。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27867981 王皇嘉

03-9889889

＜廚師(一廚)＞，1.準備食材並烹
調菜餚、擺盤。2.進行廚房內的衛
生管理工作。3.負責研發新菜色。
4.隨時留意餐飲業之最新動向及消
不拘 2
費意見，並研究改善各項餐點。工
作時間：1230-2100，休假：依照
勞基法規定，薪資：31800元36800元。

宜蘭縣 川湯春天有限
礁溪鄉 公司

27867981 王皇嘉

03-9889889

＜廚務清潔員＞，碗盤及廚房洗
滌、清潔工作。上班時間：0600- 不拘 2
1430，月休8天，薪資：23800元。

03-9888377

＜不動產經紀人(營業員)＞，不動
產買賣仲介服務、不動產開發銷
售、租賃行情市場調查。上班時間 不拘 10
符合勞基法規定，月排休8天，月
薪23800元-40000元。

03-9883930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棚架搭
設。上班時間0800-1730，月排休8 不拘 5
天，薪資30000元。

03-9883930

＜美工企劃及行政人員＞，美工繪
圖、行政等相關內容。上班時間：
不拘 1
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6000元起。

03-9770028

＜內外場服務人員＞，廚務及餐飲
服務。工作時間：4~8小時，時段
不拘 1
可排，時薪158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全越不動產有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礁溪鄉 企業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礁溪鄉 企業

宜蘭縣 和德昌股份有
礁溪鄉 限公司

55913579 林小姐

31494443 張小姐

31494443 張小姐

12411160

值班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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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瑞德童話藝宿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瑞德童話藝宿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群盛人力派遣
礁溪鄉 企業社

宜蘭縣 頂好防水防熱
羅東鎮 工程材料行

42623232 李小姐

42623232 李小姐

31730571 莊老闆

77064662

曾連枝
先生

03-9887777

＜餐飲外場PT人員＞，1.負責擺
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2.
負責客人帶位、核對房號人數等工
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
拾碗盤與清理環境。4.進行簡易餐
不拘 2
飲之料理，如：烤土司或調配飲料
等。5.負責服務住房貴賓早餐需
求.補充食物不足之工作。上班時
間07:00-11:00，時薪158元，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

03-9887777

＜房務員＞，負責旅館內房間的打
掃工作，協助整理房間及補充消耗
性用品。上班時間：0900-1800， 不拘 2
供一餐，周休二日，薪資：24000
元。

03-9284879

＜粗工＞，工地粗工、板模粗工、
專業打石工。上班時間：08:00不拘 4
17:00，日薪1500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防水工程技術員/學徒＞，防水
抓漏工程施工，經驗不拘，需具備
汽車駕照。上班時間：0800-1730
0932-359977
不拘 2
（含休息時間一小時)，周休二日
，薪資：35000元(具證照者薪資另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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