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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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餐廳廚助人員＞，1.各類食材的分
切處理。2.營業時間內各式宴會或單
點菜色所需菜餚的準備與烹製。3.確
保所負責類別的食品均符合衛生管理
03-9506199分
方小姐
的規定。4.維護工作站的清潔衛生。 不拘 1
機911
上班時間：日班、夜班(每班8小時)
需輪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依學經歷、證照核薪(每月經常薪資
達4萬元以上)。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西餐一級/二級廚師＞，1.西式菜
餚、菜單設計。2.廚房食材、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3.廚房設備清潔保養工
03-9506199分 作規劃。4.廚房人員訓練管理及人力
方小姐
高中 2
機911
安排規劃。5.食材成本控管6.其他行
政主廚交辦事宜上班時間：早班、晚
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38000元。

宜蘭縣 善美的老爺股份
55884552
五結鄉 有限公司

＜人資專員＞1.員工薪資/津貼、考
勤、勞/健/團保加退、報到/離職手
續作業。2.員工出勤與異動資料管
理。3.主管交辦事項與製作相關報
專科 1
表。4.認真負責、主動積極、善溝通
協調、有耐心、細心。上班時間：
0900~1800，薪資:25000~32000元，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方小姐

039506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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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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姐

方小姐

方小姐

039506199#910

＜兼職餐飲服務人員＞，1.無相關經
驗可。2.對餐飲服務具興趣。3.負責
餐飲服務、場地整理與清潔。4.願意
不拘 5
學習溝通及銷售技巧。上班時段：日
班/晚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時
薪158~17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039506199#911

＜早餐廳主任＞，1.餐廳營業管理及
現場操作執行2.負責外場的控餐管理
與人力調配。3.制訂餐廳服務方式與
作業標準流程等事宜。上班時間：早 專科 1
班、晚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薪
資：28000~32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039506199#911

＜兼職洗碗人員＞，1.負責各項碗
盤、餐具清潔洗滌。2.日常餐具的保
養工作。3.負責工作區域的清潔工
作。4.執行清潔相關交辦事項。上班 不拘 2
時間：早班，中班(每班8小時)，時
薪:158~16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兆藝交通工程有
22240476
冬山鄉 限公司

程小姐 03-9518127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一、
三、五下午1點至5點▲＜操作工＞，
操作畫標線機，，金屬加工及搬運
(約10-15公斤，有超過40公斤有機具
輔助)。上班時間：07點30分至18點
(含休息時間1.5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不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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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資：25800元至28638元。供膳宿狀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70元，
住宿費月扣2900元)。

宜蘭縣 隆育企業有限公
42100728
冬山鄉 司

陳小姐 03-9904622

＜作業員＞，食品機械操作、食品罐
頭包裝。上班時間：0800~1700。週 不拘 2
休二日。薪資：2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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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小姐 02-85122775

＜業務助理＞，協助業務相關的工
作。工作時間:08:00~17:00。薪
資:25,000~30,000元+績效獎金。休
假制度:週休2日。

宜蘭縣 宇正精密科技股
70829713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郭小姐 02-85122775

＜校正/測試工程師＞，儀器量測、
維護、收送。工作時間:08:00~17:00
大學 4
，薪資:35,000~40,000元，休假制
度:週休2日。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工讀生＞，1.中西餐/餐飲服務人
員。2.中西廚/廚房助手。3.餐具洗
滌員。4.房務人員。5.活動員。時薪
163元，工作時間：日班、中班、晚
03-9330022分
黃小姐
班、假日班、輪班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不拘 5
機
規定。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ZXdzUZYfA4DgZV
9F9(請上網報名，可預留座位)。面
試請攜帶2吋照片1張。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宴會廳服務員＞，1.工作場所的準
備及維護。2.送餐食到客人桌上。3.
03工作場所清潔工作。上班時間：
黃小姐
高職 5
9330022#3602 11:00~15:00，17:00~21:30，月薪：
25000元-28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沐蘭SPA-計時清潔服務員＞，
1.SPA房間清潔打掃及公共區域清潔
03黃小姐
整理維護。2.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上 不拘 1
9330022#3603
班時間：12:00~20:30，時薪：163元
，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活動員＞，1.樂於接觸人群、喜歡
小朋友。2.活動執行協助。3.各類活
動及設施安全維護，設施搬運維護。
034.每日例行環境清潔與衛生消毒作
黃小姐
高職 5
9330022#3603 業。5.其他上級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800-1200；1400-1800；1700-2100
，時薪：163元以上，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宇正精密科技股
70829713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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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餐飲服務員-計時＞，1.中餐廳餐
飲服務。2.餐廳環境清潔。3.主管交
03黃小姐
辦事項。上班時間：10:30-15:00； 高職 3
9330022#3602
17:00-22:00，時薪：163元以上，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房務員＞，1.房間的清理打掃。2.
更換床單。3.清潔浴室，補充衛浴用
品。4.房間的消毒與修繕。5.賓客服
03黃小姐
務。6.協助其他區域的清潔相關作
高職 3
9330022#3602
業。上班時間：09:00-17:30，月
薪：25000元-28000元，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

宜蘭縣 榮江股份有限公
24562825
宜蘭市 司新月分公司

＜計時清潔員＞，1.環境清潔、浴室
與清潔洗刷。2.垃圾清潔。3.器材擦
03黃小姐
拭。4.消耗品整理補充。工作時間： 高職 2
9330022#3602
08:00~16:00，16:00-23:30，時薪
163元以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巧巧生活事業有
23456728
頭城鎮 限公司

邱秋明
03-9364993
經理

＜行政事務秘書＞，1.大廳櫃檯服務
，2.住戶登記服務，3.行政文書處理
，4.住戶委託事務，5.主管交辦事
宜。工作時間：1300-2200，休假： 高中 2
周休二日(排休)，薪資：25000元。
工作地點：頭城鎮復興路168號
(OH!1796大樓)。

吳小姐 03-9102000

＜餐廳服務員＞，1.餐廳外場服務。
2.餐具及環境清潔。上班時間：
0600-1430；1430-2300(輪班)，休
高職 2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
元-27000元。

吳小姐 03-9102000

＜櫃檯接待員＞，1.負責櫃檯事務及
帳務稽核。2.具相關工作經驗者佳。
上班時間0700-1530，1430-2300，
專科 2
2230-0700，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5000元-28000元。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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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靜界會館有限公
53298091
礁溪鄉 司

宜蘭縣 靜界會館有限公
53298091
礁溪鄉 司

宜蘭縣 靜界會館有限公
53298091
礁溪鄉 司

宜蘭縣 百樂電池股份有
42039409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百樂電池股份有
42039409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百樂電池股份有
42039409
蘇澳鎮 限公司

吳小姐 03-9102000

＜房務員＞，負責房間整理、公共區
域清潔。上班時間：0900高中 3
1730\1230-210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4000元-26000元。

吳小姐 03-9102000

＜廚師＞，內場食務(清洗食材、備
餐、餐點認識、餐點製作、餐具清
洗、餐期前後準備...等內場廚房工
作事務)、廚房環境管理、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具相關工作經驗者佳。上 不拘 2
班時間：0530-1400，1230-2100(輪
班)，薪資：28000元-30000元，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條件：具中
(西)餐丙級證照

詹小姐 0933-078990

＜櫃檯人員＞，協助現場入住事宜與
應對電話訂房等。上班時間：
不拘 2
0800~16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薪資：23800元-27000元。

詹小姐 0933-078990

＜櫃檯人員＞，協助現場入住事宜與
應對電話訂房等。上班時間：08001600，1000-1800，1600-2400(三班 不拘 2
制)，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23800元-27000元。

詹小姐 0933-078990

＜房務員＞，會館打掃及客房清潔。
上班時間：0900-1700，休假：依勞
不拘 3
基法規定。薪資：23800元-27000
元。

陳小姐 03-9901059

＜作業員＞，現場包裝、電池組裝，
極板製作。上班時間：0750-1700， 高職 5
週休二日，薪資23800~30000元。

陳先生 03-9901059

＜倉庫人員＞，基本電腦操作，需會
開堆高機，具堆高機證照尤佳。工作
高職 5
時間：075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6000元。

陳先生 03-9901059

＜品管工程師＞，品質管制、客訴檢
查及處理、品質規格制訂。上班時
專科 2
間：075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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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桓達科技股份有
80132123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桓達科技股份有
80132123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桓達科技股份有
80132123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新升股份有限公
43925657
蘇澳鎮 司

宜蘭縣 新升股份有限公
43925657
蘇澳鎮 司

吳小姐 E-MAIL

＜組裝作業員＞，1.生產線組裝。2.
可配合加班。具組裝經驗尤佳。工作
待遇：24000~25000元。上班時間：
不拘 2
0800-1700。週休二日。應徵者請寄
送電子履歷(angela.wu@finetek.com)。

吳小姐 E-MAIL

＜技術員＞，1.產品組裝及測試2.設
備調校與維護3.電子相關科系畢業
佳。工作時間：0800-1710。周休二
高中 5
日。薪資：25000~30000元。應徵者
請寄送電子履歷(angela.wu@finetek.com)。

吳小姐 E-MAIL

＜CNC技師＞，1.走心式車床加工機
操作與程式編輯。2.CNC加工機操作
與程式編輯。具主管經驗，優先錄
不拘 2
取。上班時間需輪三班。周休二日。
薪資：36000元起。應徵者請寄送電
子履歷(angela.wu@fine-tek.com)。

劉小姐 03-9905776

＜包裝作業員＞，1.手工方式從事物
料及各種製品之秤重、包裝、密封。
2.手工方式於產品、包裹及各種物料
上貼標籤。3.依產線不同，包裝方式
不同去排定工作內容。4.視工作需求 高職 2
，支援其他部門。上班時間：08：
30-17：30，需配合加班。週休二日
，薪資：23800~24300元。意者請先
電洽。

劉小姐 03-9905776

＜機台操作人員＞，1.機台操作。2.
例行性機台清潔保養。3.需搬重物(2
人合力50KG以下)。4.其他主管交辦
不拘 2
事項。上班時間：08:30~17:30。週
休二日、薪資24700元~25900元。意
者請先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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