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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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旻工程行
大同鄉

統一編號

8235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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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徐浩偉先
0982-678273
生

＜庶務人員＞，協助工程人員處理文
書。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專科 1
日，薪資：32000元。

林小姐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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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6.具 不拘 2
有小客車駕駛執照並能實際駕車。上
班時段：日班/晚班(每班8小時)，需
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24000元-28000元。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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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班/
不拘 2
晚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月薪
24000~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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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處理遺失物
不拘 2
品。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段：日班/晚班每班8小時，需輪班。
薪資24000~28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林小姐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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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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林小姐

林小姐

林小姐

林小姐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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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上 高中 1
班時段：日班/晚班(每班8小時)，需
輪班，薪資27000元-32000元，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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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規定。4.維護工作站的清潔衛生。 不拘 1
上班時間：日班、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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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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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50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Email

＜房務主任＞，1.房務部門之人力調
配管理及排班。2.抗壓力高、具現場
作業調整及安排能力。3.具備督導、
管控、溝通、客訴處理的能力。4.客
房備品物料進貨、庫存、盤點管理及
高中 1
掌控。5.服務品質管理，提昇人員素
質並安排教育訓練。6.其他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需輪班
，薪資：32000~40000元，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

Email

＜寒假房務工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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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班：每 不拘 3
日工作8小時，時薪：160元，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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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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威國際有限公
70552259
五結鄉 司

宜蘭縣 好管家有限公司
50553884
冬山鄉 冬山營業所

Email

＜寒假外場工讀生＞，1.負責餐飲服
務、場地整理與清潔。上班時間：每
不拘 3
日工作8小時需輪班，時薪：160元，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Email

＜兼職餐飲服務員＞，負責餐飲服
務、場地整理與清潔。上班時間：每
不拘 2
日工作8小時，需輪班，時薪：16017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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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每 不拘 2
日工作8小時，需輪班，時薪：16017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謝小姐

＜操作工-宜蘭廠＞，組裝、目檢、
包裝、進出貨搬運(10-20公斤)。上
班時間：0800-1630(含休息時間30分
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
03-9909698分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不拘 9
機112
式：周休二日。薪資：27417元至
29336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85元，住宿費月扣2450
元)。

嚴小姐

＜門市人員＞，1.負責賣場內的補
貨、排面維持、貨架清潔、商品陳
列、以及收銀結帳支援。2.其他主管
不拘 3
交辦事項。月薪24000元，上班時
段：0800~1700；1300~2200，休假方
式：週休二日。

林小姐

林小姐

03-959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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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週二、四
下午1點至5點★＜操作工＞，機台操
作(油炸機、鍋爐、消毒鍋、切魚頭
機)、需搬貨物約20-30公斤(有輔助
工具)。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
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不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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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元-29380元。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50元，住宿費
月扣1700元)。

宜蘭縣 活寶食品股份有
40592607
冬山鄉 限公司

陳廠長

宜蘭縣
晉旻工程行
南澳鄉

徐浩偉先
0982-678273
生

＜轄線道路協辦人員＞，道路巡查。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專科 2
薪資：38000元。

林主任

＜社工員＞，1.方案撰寫及執行。2.
個案社工服務。3.協助日照中心活動
進行。4.開自排九人座交通車。上班 大學 2
時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33000元起。

82355351

社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老人失智症照顧 50280701
宜蘭市
協會

宜蘭縣 私立楓橋美語短
99778143
羅東鎮 期補習班

宜蘭縣 私立楓橋美語短
99778143
羅東鎮 期補習班

宜蘭縣 私立楓橋美語短
99778143
羅東鎮 期補習班

03-9591267

03-9383030

呂岢庭小
Email
姐

＜行政櫃檯老師＞，行政事務處理、
櫃檯接待、帳務處理、教務支援、協
助批改考卷。上班時間：
1300~2130(含休息時間)，休假依勞 專科 2
基法規定，薪資：28000~340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
carolyn9901@yahoo.com.tw

呂岢庭小
Email
姐

＜美語老師＞，英文課程教學，全民
英檢課程。上班時間：1300~2130(含
休息時間)，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大學 4
資38000~55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
歷至：carolyn9901@yahoo.com.tw

呂岢庭小
Email
姐

＜美語助教＞，協助教師上課，學員
課後輔導，教務管理。上班時間：
1300~2130(含休息時間)，休假依勞
專科 2
基法規定，薪資30000~36000元。意
者請先Email履歷
carolyn990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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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私立楓橋美語短
99778143
羅東鎮 期補習班

宜蘭縣 百塑多企業工程
26787594
蘇澳鎮 行

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有
23577048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有
23577048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有
23577048
蘇澳鎮 限公司

呂岢庭小
Email
姐

＜工讀生＞，學員管理，環境維護，
行政工作支援，並依個人特質做培
訓。上班時間：18:00~21:30，休假
專科 3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60元，意者請
先Email履歷
carolyn9901@yahoo.com.tw

陳小姐

0903-335819

＜清潔員＞，環境清潔，清潔女廁。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24000元。※工作地點：蘇澳 不拘 1
海軍基地。應徵者請先電話聯繫預約
面試。

E-mail

＜餐飲管理人員＞，觀光工廠餐飲廚
師及餐點開發與製作，有主廚及餐飲
服務經驗者佳。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定。薪資：
不拘 5
25000元~35000元。應徵者需先投遞
履歷(lucky235@ms27.hinet.net徐先
生)。

E-mail

＜清潔人員＞，清潔觀光工廠場域、
地板、廁所、整理垃圾、回收物等。
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時薪160~180元。應徵者需 不拘 1
先投遞履歷
(lucky235@ms27.hinet.net徐先
生)。

E-mail

＜生產操作員＞，操作蠟筆、人體彩
繪、產品生產機械。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不拘 1
25000~30000元。應徵者需先投遞履
歷(lucky235@ms27.hinet.net徐先
生)。

徐先生

徐先生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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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有
23577048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蜡藝實業股份有
23577048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E-mail

＜假日工讀生＞，1.觀光工廠服務
員。2.需陌生溝通、售票、領隊、
DIY操作及解說。3.依工作需要須能
正確分辨顏色。4.廚房餐點協助製
作。5.廠區開、閉館、及環境清潔。
高中 3
6.廠區打掃值日生輪值。上班時間：
0800-1700，時薪160元以上。應徵者
需先投遞履歷
(lucky235@ms27.hinet.net徐先
生)。

徐先生

E-mail

＜儲備幹部＞，1.展館導覽解說及
DIY活動教學及開發。2.館內活動企
劃與執行。3.協助展場開館、閉館及
清潔工作。4.客群開發及團體聯絡事
項。5.館內環境設施維護。6.其他主
管交辦事項。7.產品開發及推廣銷
售。8.人員工作安排與調度。9.場
專科 1
控。10.庫存管理(需有經驗者、個性
活潑者、擅外語為佳)。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8000~35000元。應徵者需先投
遞履歷(lucky235@ms27.hinet.net徐
先生)。

林經理

＜服務中心接待員＞，停車指引、行
李運送、門口迎賓、旅遊諮詢等工
03-9966666分 作。上班時間(輪三班制)及休假符合
高中 1
機2001
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27000
元。應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
徵職務類別。

林經理

＜工程技術員＞，熟悉水電維修或冷
凍空調、油漆修補經驗。上班時間：
03-9966666分 日班、夜班(需輪兩班)。休假依勞基
高中 3
機2001
法規定。薪資：26000~30000元。應
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務
類別。

徐先生

第 6 頁，共 7 頁

0108求才快訊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林經理

＜房務員＞，1.飯店客房/湯屋清潔
維護及保養。2.客房備品更換及補充
，工作車物品補充。3.公共區域清
03-9966666分 潔。上班時間：0900-1730、1430不拘 4
機2001
2300(需輪兩班)。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5000~27000元。應徵者
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務類
別。

林經理

＜計時餐廳外場＞，1.餐飲服務、指
引帶位、送餐、收拾清理環境…等。
2.配合主管交辦事項。3.個性活潑，
03-9966666分 具服務熱忱。4.非寒暑假短期。上班
高中 6
機2001
時間：0700-1200、1700-2200(需輪
兩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
160~170元。應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
請註明應徵職務類別。

林經理

＜計時房務員＞，1.飯店客房清潔維
護及保養。2.客房備品補充,工作車
物品補充。3.客房湯池清潔打掃。4.
03-9966666分 公共區域清潔。上班時間：0900不拘 4
機2001
1730、1430-2300(需輪兩班)。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60~170元。應
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務
類別。

林經理

＜櫃檯接待員＞，1.櫃檯作業(辦理
住宿登記、退房手續及結帳)。2.提
供顧客諮詢服務(旅遊諮詢、飯店資
03-9966666分 訊提供)。3.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專科 3
機2001
間：每8小時(需輪三班)。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25000~29000元。
應徵者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
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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