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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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黃主任

黃主任

黃主任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03-9899556
分機1716

＜教保員＞，從事照護16歲以上之
身心障礙對象，及其日常生活照
護、生活自理能力之協助等相關工
專科 2
作，協助課程教學、復健、社團活
動。工作時間：0800-1600，週休二
日，薪資：28000元-35000元。

03-9899556
分機 1716

＜生活服務員＞，從事照護16歲以
上身心障礙者之日常生活照護、及
其食衣住行等生活自理能力的協助
等工作，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
佳。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高職 4
班)0800~1600；1600~2400；
2400~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時
，需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元-32000
元。

03-9899556
分機1716

＜護理人員＞，1.學員健康管理。
2.疾病及意外之處理各項護理技術
之指導。3.安排學員及員工健檢。
4.更換鼻胃管及換藥。5.學員用藥
備藥及記錄管理。6.協助醫生看
診、醫療處理及接種疫苗之安排。
專科 2
7.調病例拿藥及陪同就醫及緊急事
件送醫。8.檔案管理及交辦事項。
工作時間：(需輪班)0730-1530；
1530-2330；2330-0730；0900-1700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5000元-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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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
宜蘭縣
及家庭署宜蘭教 29286308
三星鄉
養院

宜蘭縣 企懋股份有限公
22459260
三星鄉 司

宜蘭縣 映月國際股份有
24631597
三星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晉通營造有限公
54138777
五結鄉 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03-9575254
分機1127

＜教保員＞，1、擬定ISP個別化服
務計畫並執行 2、班級課程經營
3、正向行為支持(安全維護) 4、生
活照顧品質及紀錄撰寫，須具備教
不拘 2
保員結業證書。上班時間：(三班制
，需輪班)0700-1530；1430-2300；
2230-0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9000元。

李小姐 03-9895166

＜作業員＞，生產作業員，人工組
裝電爐、加熱器。
高職 2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3800元~32000元。

林小姐 E-mail

＜房務員＞， 1.負責房務清潔、整
理、打掃、鋪床。2.客房與公共區
域環境清潔與保養維護。3.客房餐
點遞送。4.協助簡易廚房工作。5.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與其他房務相關 高職 3
作業。
上班時間：(需輪班) 0800~1630；
1000~183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5000元。

葉小姐 03-9657899

＜行政人員＞，協助工程文書作業
及投開標處理、主管交辦事項，另
需具備營造相關文書經驗1年以上。 高職 1
工作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6000元。

03-9506199
分機911

＜房務員＞， 1.客房清潔整理工作
及執行房務相關事項。2.支援公共
區域清潔維護。3.客房備品管理及
補給。4.客房定期保養。5.保管處
不拘 2
理遺失物品。6.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4000~27000元。

03-9506199
分機911

＜洗滌員＞，1.負責各項碗盤、餐
具清潔洗滌。2.餐具的保養工作。
3.負責工作區域的清潔工作。4.執
行清潔相關工作。上班時間：日班/ 不拘 2
晚班(需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26000元。

陳小姐

方小姐

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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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方小姐

方小姐

方小姐

方小姐

方小姐

03-9506199
分機911

＜業務經理/副理＞，1.餐飲市場開
發、團體會議、行銷業務推廣。2.
團體訂房、訂席服務。3.協助行銷
業務部門、與其它部門、相關合作
夥伴及同業之間，維持良好的溝
高中 1
通。4.具飯店、業務經驗2年以上。
上班時間：日班、夜班(需輪班)，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依學
經歷、證照核薪(每月經常薪資達4
萬元以上) 。

03-9506199
分機911

＜餐飲訂席助理/專員＞，1.受理餐
飲訂席相關業務。2.協助會議、訂
席訂金收取及追蹤。3.年菜、月餅
及特殊節日等商品銷售及訂單處理
。4.客戶資料建檔等各項行政庶
專科 1
務。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日班(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32000
元。

03-9506199
分機911

＜兼職房務員＞，1.客房清潔整理
工作、備品補充及執行房務相關事
項。2.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不拘 2
間：日班/晚班(需輪班，每日工作8
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
薪：158元~160元。

03-9506199
分機911

＜房務領班＞，1.人力安排與工作
分配。2.督導客房及公共區域清潔
之品質。3.房務備品盤點與設備保
養維護。4.協助房務人員的基礎訓 高中 1
練。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7000元-32000元。

03-9506199
分機911

＜行李接待員＞， 1.提供顧客及其
行李接送服務。2.提供顧客交通、
旅遊及飯店資訊等相關諮詢服務。
3.代客泊車。4.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5.具有電腦作業能力(word、
不拘 2
excel)。6.具有小客車駕駛執照並
能實際駕車。上班時間：日班/晚班
(需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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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玉兔文具工廠股
40606285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方小姐

方小姐

唐先生

03-9506199
分機911

＜餐廳服務人員＞，1.負責餐飲服
務、場地整理與清潔。2.對餐飲服
務具興趣，無經驗可。上班時間：
不拘 2
(需輪班)日班/晚班，每日工作8小
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4000~28000元。

03-9506199
分機911

＜客務接待員＞，1.房客住宿安
排、接待服務。2.帳務處理，例如:
結帳、收款、核帳、兌換外幣等。
3.諮詢服務及解決顧客住宿相關問
題。4.具飯店工作經驗者佳。5.具 專科 2
英文/日文或至少一項外語能力者
佳。上班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4000元-28000元。

03-9653670
分機20

＜導覽人員＞，1.觀光工廠導覽解
說、接待、環境清潔。2.主管交辦
其他事項。上班時間：0830~1730， 高職 2
排休月休8天，薪資：24000-28000
元。

03-9653670
分機20

＜門市行政人員＞，1.導覽解說及
門市銷售。2.行政庶務工作。上班
時間：0830~1730，排休月休8天，
薪資：24000-28000元。

宜蘭縣 玉兔文具工廠股
40606285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唐先生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及接待員＞，餐飲點
03菜、上菜等服務。上班時間：(需輪
林小姐
高職 2
9605388#201 二班)0800~1700；1300~2200，排休
月休8天，薪資：24000元以上。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櫃台接待主管＞，現場接待、客
訴處理、管理排班等。上班時間：
03林小姐
(需輪二班)0700-1530，1400-2230
9605388#201
，排休月休8天，薪資：30000元
~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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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迎賓人員＞，行李運送、服務中
03心、接待。上班時間：(需輪二
林小姐
高職 2
9605388#201 班)0800~1700；1300~2200，排休月
休8天，薪資：26000元以上。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櫃台接待人員＞，現場接待、客
訴處理、管理排班等。上班時間：
03林小姐
(需輪二班)0700-1530；1400-2230
9605388#201
，排休月休8天，薪資：26000元28000元。

宜蘭縣 立弓膠業有限公
84173639
冬山鄉 司

廖小姐
/謝小 03-9514366
姐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員＞，1.辦理進退房作
業、客戶諮詢服務、簡單帳務處
03理。2.需簡易文書處理。上班時
林小姐
9605388#201 間：(需輪二班)0700-1530；13302130，輪休月休8天，薪資：
26000~28000元。

高職 4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房務人員＞，房間清潔、定期保
03養、備品盤點。上班時間：0800林小姐
9605388#201 1700，輪休月休8天，薪資：24000
元以上。

高職 3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林小姐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活動導覽人員＞，1.農場園區導
覽、活動DIY、主持或協助晚間民俗
活動 (需與遊客互動)。2.專案活動
03規劃與執行。3.活動後園區清潔打
林小姐
高職 3
9605388#201 掃工作。4.簡單賓客諮詢與服務。
5.其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13002200，輪休月休8天，薪資：
28000~30000元。

高職 4

＜現場操作員＞，現場生產作業、
需搬運重物。上班時間：0800-1700 不拘 1
，周休二日，薪資：23800元。

＜餐飲外場＞，餐飲點菜、上菜等
03服務。上班時間：1200-2100，輪休 高職 2
9605388#201
月休8天，薪資：24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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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281133

＜早班房務員＞，1.房務清潔工
作。2.公共區域清潔打掃。3.具經
驗者佳。上班時間：0830-1630，休
不拘 3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27000元。
▲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蘇小姐 03-9326688

＜門市兼送貨員＞，食品雜糧產品
銷售及送貨工作，需搬重物(大約18
至50公斤左右，有手推車輔助)。上 不拘 1
班時間：0800-180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5000元-35000元。

40561225

蘇小姐 03-9326688

＜會計＞，文書作業、進出帳登記
及接聽電話。上班時間：0800-1800
不拘 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
元。

02416671

＜清潔人員＞，環境打掃及垃圾資
源回收處理。 工作時間：(每周
薛文哲
0932-905737 一、三、五)0900-1730；(每周二、 不拘 1
先生
四、六)0900-133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6000元。

宜蘭縣
金龍園藝
宜蘭市

77041161

陳小姐
/林班 03-9311360
長

宜蘭縣
新充發168號
頭城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資：
257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CT3-006170 陳先生 0953-180856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不拘 4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40元，
住宿費月扣1900元)。

宜蘭縣
昇鴻益186號
頭城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資：
257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CT3-004240 李先生 0910-571517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不拘 3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3餐/天，膳宿不扣
錢)。

歐遊國際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3789076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正貿行
宜蘭市

宜蘭縣
正貿行
宜蘭市

宜蘭縣
勤業實業社
宜蘭市

40561225

人事

＜除草工＞，室外割草整理環境。
上班時間：0800-1700（含午休時間
不拘 5
1小時)，週休二日，日薪：1300
元。工作地點：員山大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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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旭工實業有限公
05157634
蘇澳鎮 司

人資部 Email

＜房務員＞， 1.負責客房清潔及整
理工作。 2.責任區域內設備故障通
報。 3.備品補充。
上班時間：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方
式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不拘 6
280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至
cuncyuehr@gmail.com，合者通知面
試。

人資部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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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餐
等。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收拾碗盤
與清理環境。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
不拘 6
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28000
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至
cuncyuehr@gmail.com，合者通知面
試。

人資部 Email

＜洗滌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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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及垃圾處理。5.主管交辦廚務作
業事項。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休
不拘 6
假依照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280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至
cuncyuehr@gmail.com，合者通知面
試。

蔡小姐 03-9595854

＜門市銷售人員＞，門市銷售、顧
客接待、櫃檯結帳及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班)
日班0900-1800；晚班1200-2100(含 不拘 3
休息時間)，排休月休8天，薪資：
23800元至26300元。工作地點：國
道五號蘇澳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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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鑫昇寶36號
蘇澳鎮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 薪資：
257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
CT3-006201 林小姐 0930-234488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不拘 2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3餐/天，膳宿不扣
錢)。

宜蘭縣
漁滿泰128號
蘇澳鎮

＜船員＞，捕魚。 薪資：25700元
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
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
CT4-002403 蔡先生 0982-007803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 不拘 9
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3餐/天，每餐50元，住宿費
月扣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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