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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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讀生＞，1.負責賣場內的補貨、
排面維持、貨架清潔、商品陳列、以
03-9225000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徐
及收銀結帳支援。2.其他主管交辦事
86622169
分機130張先
專科 10
不限
公司
小姐
項。3.早晚班，需配合輪休。上班時
生
間：0800~1300-1730~2230，月排休
8-10天，時薪160元。

＜收銀營業員＞1.負責收銀結帳、銷
售、電話接聽廣播及店內顧客服務等
03-9225000 工作。2.賣場內環境清潔維護。3.其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徐
86622169
分機130張先 他主管交辦事項。4.需配合輪班、輪 高職 5
不限
公司
小姐
生
休。兩班制，早班：0750-1720；中
班：1330-2230，月休8天起，25000
元-26000元。
＜雜貨營業員＞，1.訂貨、補貨、陳
列作業。2.特價品陳列與商品管理。
03-9225000 3.顧客服務、賣場環境維護。4.其他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徐
86622169
分機130張先 主管交辦事項。需配合輪班、輪休。 高職 5
不限
公司
小姐
生
兩班制，早班：0750-1730；中班：
1330-2230，月休八天起，薪資：
25000-26000元。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有
24873187 李小姐
大同鄉 限公司

＜外場服務生-棲蘭/明池山莊＞，1.
負責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
之工作。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
03-9809606 餐等工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
高中 5
分機8315
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工作時間：
輪兩班制(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元27000元。

第 1 頁，共 15 頁

0217求才快訊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有
24873187 李小姐
大同鄉 限公司

＜房務員-明池山莊/棲蘭山莊＞，客
房清潔以及備品作業、樓層保養作業
及備品倉儲作業、執行其它清潔相關
03-980-9606
國中 5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800-1700，
(每日工作時數8小時)，排休8天以上
，薪資：25000元-27000元。

宜蘭縣 力麗明池股份有
24873187 李小姐
大同鄉 限公司

＜櫃檯員-棲蘭/明池山莊＞，1.處理
房間安排事宜，如：訂房、排房、進
房、退房等。2.處理帳務，如：收
03-9809606
款、核帳、查帳等。上班時間：輪二 高中 5
分機8315
班制(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7000元-30000
元。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國外業務專員＞，1.客戶接洽與來
訪接待。2.收集客戶相關資訊及回
報。3.新產品技術推廣、控管季度開
發專案。4.跨部門協調溝通，積極解
決客戶問題。5.工廠大貨狀況聯繫、
進度跟催、交期管控。上班時間：
大學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8000-40000元(如具備相關經驗及專
業者，可另再敘薪)。※語文條件：
英文精通。意者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生管助理(物控)＞，1.訂單用物料
備料作業。2.物料安排/追?出口到
料。3.主副料異常處理，管控物料品
質及成本。4.訂單用料提前備料作業
及餘料管理。※需先在台灣受訓1~2
大學 1
年，並可接受派駐東南亞3~5年。上
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7000-40000元。意者請至公司
網站http://www.sheico.com.tw登錄
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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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品保儲備幹部(東南亞)＞，1.客訴
異常處理作業。2.監督及落實工廠品
管程序推行。3.配合集團品保品質專
案推動及改善活動推動。※需先在台
灣受訓3~6個月，並可接受派駐東南
亞3~5年。上班時間：0800-1700。周 大學 1
休二日。薪資：30000-60000元(派駐
津貼待正式派駐海外後方開始領
取)。意者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產品開發業務＞，1.客戶服務聯繫
，管控產品開發進度。2.翻譯英文
Spec.，撰寫製造規格書。3.訂單大
貨進度追蹤與異常排除。上班時間：
大學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30000
元以上。意者請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成衣放縮助理＞，1.依尺寸表進行
紙版放縮並提供建議方案。2.依打版
師指示完成新品版樣放縮。3.依客戶
需求進行放縮檢核。上班時間：
大學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8000~40000元。意者請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化驗儲備幹部(二結廠)＞，1.色布
化性及色牢度檢驗測試。2.化驗報告
製作及數據統計分析。3.色布打色及
顏色判定。4.化驗室設備及操作文件
管理。※需先在台灣受訓1~2年，並
可接受派駐東南亞3~5年。上班時
大學 1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8000~40000元。培訓通過後，派駐
津貼另計。意者請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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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技術儲備幹部(東南亞)＞，1.生產
製程異常處理。2.生產製程分析改
善。3.製程技術開發及導入。※需先
在台灣受訓1~2年，並可接受派駐東
南亞3~5年。上班時間：0800-1700。
大學 1
周休二日。薪資：28000-40000元(派
駐津貼待正式派駐海外後方開始領
取)。意者請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薛長興工業股份
41910405 人資部門 E-mail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儲備業務主管＞，1.根據國際市場
變化適時調整銷售策略，以提高公司
產品市場佔有率。2.帶領國外業務人
員達到預訂之業績目標，及負責國外
客戶之經營與管理。3.參加國際性展
覽並規劃各項事宜。4.掌握出貨狀況
大學 2
，並追蹤產品交期。※語文條件：英
文精通。上班時間：0800-1700。周
休二日。薪資：40000元以上。意者
請至公司網站
http://www.sheico.com.tw登錄履
歷。

宜蘭縣
松滿緣有機農場 82193764 蔡小姐
冬山鄉

＜農場管理員＞，蓮花池及菜園維護
與管理、包裝及銷售。上班時間：
03-9641680
不拘 3
0830-1730，排休月休八天，薪資：
2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射出成型技術員＞，1.搬運原料。
2.將輸送帶的產品分類。3.看顧機
台。4.須輪班，5.輪值晚班另有夜勤
應徵者需先
津貼。上班時間：(需輪班)0750高職 5
投遞履歷
1630、1550-2430、2350-0830，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9,400~39,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玻璃研磨技術員＞，1.光學玻璃製
造。2.玻璃面板研磨、拋光、圓切、
方切、等，機台操作。3.負責機器設
備的維護與保養。4.完成主管交辦事
應徵者需先
宜。5.玻璃加工處理作業、玻璃器具 高職 5
投遞履歷
裝配與操作。工作時間：(需輪班)日
班0750-1630；中班1550-2430；晚班
2350-08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7,900~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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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品保工程師＞，1.制定各部件/產
品的檢驗標準(SIP)及檢驗紀錄維
持。2.客訴問題分析及改善追蹤。
應徵者需先 3.ISO9001/14001/13485文件的更
高職 2
投遞履歷
新、維護與整合。4.文件管理。5.他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30000
元~40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品保檢驗員＞，1.掌控製造/生產
過程品質狀況(目視檢測)。2.產品不
合格之隔離處置。3.產品檢驗異常/
開立單據作業。4.協助異常原因追
蹤。5.檢查、測試、或測量材料、產
品、裝置，使之符合規格。6.使用測
應徵者需先
量儀器（如：尺規或測微器等）測量 高職 2
投遞履歷。
產品的尺寸以符合規格。7.其他主管
交辦事宜。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大
夜班，0750~1630、1550~2430、
2350~083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26,000~32,000
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組裝作業員＞，1.目檢光學鏡片及
鏡頭模組。2.組裝光學鏡片及鏡頭模
應徵者需先
組。3.吹拭光學鏡片及鏡頭模組。工 高職 10
投遞履歷
作時間：0750-1710，週休二日，薪
資：26,800~32,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射出成型工程師＞，1.射出成型作
業(含調機、製程參數、提高良率)。
2.模具組立和保養作業。3.機台維修
應徵者需先 巡檢保養管理。4.成形及模具問題檢
高職 3
投遞履歷
討、解析、對策。5.調節溫度及壓力
裝置，以保持指定之加工條件。上班
時間：0750-171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5000元-3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助理硬體工程師＞，1.協助硬體電
路規劃與評估。2.協助電子零件驗證
應徵者需先 與承認。3.協助硬體訊號量測與除
不拘 2
投遞履歷
錯。4.BOM維護與更新。上班時段：
日班0750~1710，周休二日，月薪：
25000~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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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模具繪圖工程師＞，1.設計壓鑄模
具，並參與模具的製作、組立、校正
與試模。2.繪製2D與3D的壓鑄膜具設
計圖。3.規劃與管理模具之生產線。
應徵前請先 4.制訂壓鑄模具的使用、保養和維護
高中 2
投遞履歷
的標準程序。5.負責壓鑄模具的問題
排除。6.須熟習操作
solidworks,autocad。上班時間：
0750-171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6,000~32,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機構工程師＞，1.產品結構設計開
發(3D建模)。2.機構圖檔設計審查
(包含干涉檢查、公差分析)。3.設計
提案改善與設計驗證。4.各階段試產
應徵者需先 不良分析與改善。5.新專案管理與執
高職 2
投遞履歷
行。6.模型發包與驗證。7.與客戶端
機構或ID設計討論。8.各部門間的溝
通協調與討論。上班時段：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26,000~4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玻璃研磨-工程師＞，1.玻璃研磨
相關技術。2.指揮協調生產人員之日
常活動，以確保產品品質與交貨率之
提升。3.執行生產管理的要求。4.向
新進人員示範設備操作、工作程序以
應徵者需先 及安全程序，或指派有經驗人員訓練
高職 2
投遞履歷
新進員工。5.製具的管理及提供使用
問題檢討。6.每日提供產線生產報
告。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大夜班，
0750~1710,1550~2430,2350~0830，
需輪班，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月薪35,000~4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設備工程師＞，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2.機台前置作業。
3.機台維護與保養。上班時間：(三
應徵者需先
班制，需輪班)日班0750-1710、中班 不拘 3
投遞履歷
1550-0030、夜班2350-0830，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元~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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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模具工程師＞，1.車、銑、磨加
工。2.模具保養、維修。3.設計模具
，並參與模具製造、加工、組立、送
樣、試模及驗收工作。4.負責開模前
應徵前請先
之規劃及開模後之進度掌控。5.工作 高職 2
投遞履歷
技能：CNC加工機及相關機械操作、
車床／銑床維護及調整校正。上班時
間：0750-171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5000-3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機械工程師＞，1.機械設計,繪圖,
施工,組裝。2.治具設計,繪圖,施工,
應徵者需先 組裝。3.操作及維護機械產品、設
高職 2
投遞履歷
備、系統與程序，以符合要求。上班
時段：0750~1710，週休二日，月
薪：26,000~45,000元。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自動控制工程師＞，1.執行自動化
運轉系統之相關專案。2.維持工廠內
自動化系統之正常運作及改善系統缺
點。3.進行自動化系統之日常點檢和
定期保養。4.負責自動化設備、系統
應徵前請先
介面之維護及改善。5.電腦專長：
專科 2
投遞履歷
AutoCad。6.工作技能：電腦輔助設
計軟體操作、繪製電腦相關配圖。上
班時間：0750-1710(需輪班)，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8,000~40,000。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楊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製程工程師＞，1.鏡頭自動組裝機
設定操作保養。2.良率檢討解析。3.
應徵者需先 機台系統異常處理。4.新產品條件變
高職 3
投遞履歷
更測試分析。上班時段：0750~1710
，週休二日，月薪：30,000~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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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1.照護病人及醫療服
務，住院或轉入病患之身心評估，病
史詢問及病歷紀錄(含入院)。2.擬訂
和執行病患照護計劃等工作。3.需有
宜蘭縣 海天醫療社團法
03護士或護理師執照。4.病人照護、維
31605551 林護理長
高職 5
壯圍鄉 人海天醫院
9308010#122 持醫病關係。上班時間：日班
0800~1600；中班1600~2400；晚班
2400~08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作需要配合加班)，需輪三班制，輪
休月休8天，薪資：35000-38000元。
＜精神科病房勤務人員＞，協助精神
病患生活照護、病房環境安全維護，
經驗不拘。上班時間：日班：
宜蘭縣 海天醫療社團法
羅進春先 030800~1600；中班：1600~2400；晚
31605551
不拘 5
壯圍鄉 人海天醫院
生
9308010#213 班：2400~08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需輪三班制
，輪休月休8天，薪資27000元-31000
元。

宜蘭縣 生百興業有限公
28362165 黃小姐
宜蘭市 司

＜生產專員/助理＞1.產品備料及包
裝。2.成品歸位及出貨協助。3.生產
區環境清潔。4.生產機器設備保養維
護。5.完成主管交辦事項。6.具手排
車駕照佳。7.不定時有生產之獎勵津
03-9286168 貼。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 高職 2
日，薪資：30000元起。※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liferainbow@lrbiot.com（應徵前請
先電洽勿親洽，經書面審查資格符合
者，將以電話通知面試時間）。

宜蘭縣 禾風竹露休閒農
31450228 林先生
宜蘭市 場

＜房務員＞，房務清潔。上班時間：
0937-163968 每天不超過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 不拘 1
規定，時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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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渡小月餐廳
27582520 楊小姐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外場服務人員＞，1.佈置及清理餐
桌。2.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3.將
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餐飲問題，
必要時提供建議。4.記錄顧客所點菜
03-9324414 餚，並通知廚房或內場做餐送餐。5. 不拘 5
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的服務。上班時
間：1000-1400；1600-2100(含休息1
小時)，月排休8天，薪資：24000元28000元。

宜蘭縣 宜蘭渡小月餐廳
27582520 楊小姐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廚房學徒＞，1.協助廚師處理廚務
工作。2.協助準備食材。3.清潔廚
房。4.跟隨師傅學習專業的技能。5.
03-9324414
不拘 5
態度認真肯學。上班時間：09001400；1600-2100(含休息1小時)，月
排休8天，薪資25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有
97161500 店經理
宜蘭市 限公司

＜時薪人員-肯德基宜蘭家樂福店＞
，依標準程序製作餐點、櫃台服務、
用餐環境清潔維護、外送餐點。附加
條件：工作態度認真負責、服務親切
態度佳，需具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早
班:06:00~15:00(開店時段加給$50/
時)，日班:10:00~19:00，晚
03-9313577
高職 5
班:14:00~23:00，中間休息一小時，
夜班:2230~0130(打烊時段加給$50/
時)，可於各班別中任選4~6小時彈性
排班者。時薪160元。#外送津貼：
$8-12/趟次，送越多賺越多！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調整。

宜蘭縣 棗稻田企業股份
56613311 吳小姐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工讀生＞產品介紹、環境導覽、送
03餐、收餐、接待、整理餐飲服務相
不拘 5
9226648#102 關。上班時間：0830~1730，時薪：
16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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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棗稻田企業股份
56613311 吳小姐
員山鄉 有限公司

＜農務/景觀工讀生＞1.整地、播
種、栽培、耕作及採收。2.種苗、肥
料及其他資材認識與使用。3.水稻耕
種、草花種植、修剪、除草及景觀施
做修改。4.割草機操作、修枝剪操
作、園區垃圾清運作業。5.花卉、菜
03園種植及整理6.具依季節規劃種植、 不拘 5
9226648#102
病蟲害防治。6.田間種植作業、田間
管理及具有機友善耕。7.具操作特殊
農機具及小型農機具經驗。8.高EQ、
正向積極、善溝通、思緒清晰邏輯性
強。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時薪：160元。

宜蘭縣 棗稻田企業股份
56613311 吳小姐
員山鄉 有限公司

＜農務/景觀人員＞1.整地、播種、
栽培、耕作及採收。2.種苗、肥料及
其他資材認識與使用。3.水稻耕種、
草花種植、修剪、除草及景觀施做修
改。4.割草機操作、修枝剪操作、園
區垃圾清運作業。5.花卉、菜園種植
03及整理6.具依季節規劃種植、病蟲害
不拘 2
9226648#102 防治。6.田間種植作業、田間管理及
具有機友善耕。7.具操作特殊農機具
及小型農機具經驗。8.高EQ、正向積
極、善溝通、思緒清晰邏輯性強。上
班時間：0830~1730，休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薪資：30000~32000
元。

＜工務專員＞，接受宜蘭縣海洋及漁
業發展所及本協會之指揮監督，擔任
下列各項工作：1.綜理本縣養殖漁業
生產區排水系統附屬水閘門設備暨移
動式抽水機委外操作及維護工作。2.
綜理協會相關業務及工作及水閘門及
宜蘭縣 宜蘭縣養殖漁業
李登科、
14927086
03-9777900 抽水站操作、檢查、保養；移動式抽 高中 1
頭城鎮 生產區發展協會
鄭慧登
水機維護保養檢查、試運轉；緊急應
變支援、養殖區自主防災等工作、協
助養殖區公共工程行政業務。3.其他
與上述工作或養殖、漁業等相關業務
之臨時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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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早餐廚師助手＞1.基本備料作業及
早餐排餐、出餐、2.廚房內相關工
作、3.主管交辦事宜。上班時間：日 不拘 1
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7000元-29000元。

宜蘭縣 楓葉亭飯店股份
53269286 陳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E-MAIL

＜計時服務員(長期工讀生)＞，1.點
餐及供餐服務。2.外場服務、顧客應
對。3.餐廳環境清潔、整理、維護。
專科 2
上班時間：日班0700-1530，中班
1500-23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60元。

宜蘭縣
弘欣線條企業社 02436487 沈先生
羅東鎮

＜司機＞，載貨、搬貨、須兼作業員
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需有小貨車駕
03-9540086 照。工作時間：0730-1700（中午休 不拘 3
息1.5小時），薪資：25000元，休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弘欣線條企業社 02436487 沈先生
羅東鎮

＜作業員＞木材加工，需有經驗。上
03-9550796 班時間：0730-1700（午休1.5小時） 不拘 3
，周休二日，薪資：25000元。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曹先生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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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057988
3.備品補充。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 不拘 10
分機6300
，休假方式依照勞基法規定，薪資：
26000~35000元。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人資部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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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10
境。上班時間及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6000~28000元意者請
先Email履歷:cuncyuehr@gmail.com
，合者通知面試。

宜蘭縣 楓葉亭飯店股份
53269286 陳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Email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客務部蔡
54275700
Email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小姐

＜公清人員＞，1.負責飯店公共區域
環境清潔與保養維護。2.資源回收整
理。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休假方
式依照勞基法規定，薪資：27000
不拘 3
元。請先Email履歷
cuncyuehr@gmail.com，合者通知面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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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人資部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接待員＞1.具備旅館服務中心經驗
佳。2.大廳開門迎賓及引導客人。3.
協助旅客行李的運送與保管。4.客人
接送車輛之調度安排。5.提供旅遊諮
03-9057988 詢及租借服務。6.負責排班及人力調
不拘 10
分機7202
度並具備訓練督導能力。7.維護大廳
四周的安全及整潔。8.具備英語(或
日語)之溝通能力佳。上班時間及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6000~30000元。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莊小姐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員＞，處理房間安排事
03-9057988 宜。上班時間：正常工時8小時，休
分機7201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30000元。

大學 5

＜駕駛員-服務中心＞，飯店接送。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人資部/曹
工作時間：依部門需求每日每班8小
54275700
03-9057988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先生
時，休假方式依照勞基法規定，薪
資：24000~28000元。

高職 5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人資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安全部-安全員＞1.細心且有責任
感。2.負責飯店內事件通報及記錄。
3.各單位離場檢查表。4.人員進出管
制。5.安全維護與控管。6.日夜間例
03-9057988
高職 5
行與機動性安全巡邏。上班時間：依
部門需求每班8小時，休假方式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28000
元。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人資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生鮮食材採購員＞1.各季食材與年
度商品策略採購計畫管理。2.年度採
購預算編列及控管。3.配合飯店廚
房、餐飲與客房需求，確保各項食材
與物品採購如期達成，確保採購品質
符合飯店標準。4.開發、建立和維護
03-9057988
大學 2
供應商名單。5.例行檢查供貨合約，
確保價格具競爭性。6.與各部門保持
良好的溝通與協調。7.需具備生鮮食
材相關經驗。。上班時間：每日每班
8小時，薪資：26000~30000元起，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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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玖屋企業股份有
84353127 陳先生
羅東鎮 限公司

＜廚師＞，料理早餐，需具備相關經
驗及證照。上班時間：0400-1300，
03-9613799
不拘 1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
元-30000元。

宜蘭縣 松滿緣旅行社有
45116815 劉特助
羅東鎮 限公司

＜兼職行政助理＞，1.公司文件檔案
的建立及管理。2.協助會議、活動籌
備、準備統計報表、書面報告、簡報
等資料。3.檢查整理檔案。4.書信撰
寫。5.資料處理、影像掃描及目錄建
03-9641680 檔。6.協助行政人員處理主管所交辦 專科 2
的其他事項。7.維護辦公室環境與設
備之整潔。8.負責平日零用金管理。
9.負責辦公室用品採購發放。上班時
間：0830~1730，月排休8天，薪資
24000~30000元

宜蘭縣 松滿緣旅行社有
45116815 劉特助
羅東鎮 限公司

＜行銷企劃人員＞，1.平面設計，包
含報刊、雜誌及固冊之封面及版面規
劃設計、內頁編排、POP美工、排版
美工等。2.撰寫廣告公關文案並送交
文案總監審核。3.規劃公司或顧客對
03-9641680
專科 3
外的行銷活動與媒體活動，並對其效
益進行分析與建議。4.與各部門溝通
，以了解產品特色，為企劃案發想。
上班時間：0830~1730，薪資：
30000~35000元，周休二日。

宜蘭縣 松滿緣旅行社有
45116815 劉特助
羅東鎮 限公司

＜OP/旅行社人員＞，1.旅遊網站電
話客服工作、行程的推銷。2.替顧客
確認機位，訂購機票、配合機場送
機。3.協助旅客辦理簽證。4.安排行
03-9641680
專科 3
程及膳宿。5.聯繫交通工具。6.預訂
旅館。上班時間：0830~1730，薪
資：25000~30000元，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

宜蘭縣 社團法人宜蘭縣
02442349 曾先生
羅東鎮 陽光之友會

＜會務人員＞行政文書、帳務處理。
03-9563377 上班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 高職 1
薪資：24000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
宜蘭縣
事業有限公司
24803970 蔡先生
羅東鎮
羅東分公司

＜清潔人員＞環境清潔。上班時間：
03-9540066 14:00~23:00；15:30~00:30，時薪： 不拘 4
160元，排休月休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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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世界健身
宜蘭縣
事業有限公司
24803970 蔡先生
羅東鎮
羅東分公司

＜健身教練＞1.提供會員一對一專業
健身諮詢服務。2.規劃並教授會員專
03-9540066 屬課程。3.指導會員正確使用健身器 高職 10
材。上班時間：每日每班8小時，排
休8-9天，月薪：24000~35000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
宜蘭縣
事業有限公司
24803970 蔡先生
羅東鎮
羅東分公司

＜客服工讀生＞1.會員制俱樂部會員
接待服務。2.會員制俱樂部會員會籍
合約諮詢。3.審核會員會籍應收款項
帳務。4.販售商品及內部備品之進銷
存管理。5.執行地方主管機關要求之
03-9540066
不拘 10
服務設備品質檢驗流程。6.維護、更
新、管理各類文件檔案報表。7.會員
會籍資料庫系統使用、管理。上班時
間：日班/晚班/，休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時薪：160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
宜蘭縣
事業有限公司
24803970 蔡先生
羅東鎮
羅東分公司

＜健身諮詢專員＞1.參與台灣最大之
國際專業健身團隊。2.負責內勤產品
介紹；協助客戶參觀內部環境。3.將
03-9540066 最新之健身專業資訊傳達客戶。4.高 高職 10
保障底薪，並享有高獎金之制度。上
班時間：每日每班8小時，休假：排
休8-9天，月薪：24000~35000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
宜蘭縣
事業有限公司
24803970 蔡先生
羅東鎮
羅東分公司

＜客服專員＞1.會員制俱樂部會員接
待服務。2.會員制俱樂部會員會籍合
約諮詢。3.審核會員會籍應收款項帳
務。4.販售商品及內部備品之進銷存
管理。5.執行地方主管機關要求之服
03-9540066
不拘 6
務設備品質檢驗流程。6.維護、更
新、管理各類文件檔案報表。7.會員
會籍資料庫系統使用、管理。上班時
間：每日每班8小時，休假：排休8-9
天，月薪：24000~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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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80059903 劉經理
蘇澳鎮 公司

＜作業員＞，產品製造、生產、產品
組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業，視情
03-9905999
不拘 5
況支援其他部門。上班時間、時薪：
16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宜蘭縣 宜蘭餅食品有限
80059903 劉經理
蘇澳鎮 公司

＜DIY活動主持人＞1.主持宜蘭餅DIY
體驗課程活動。2.個性活潑開朗、有
親和力、喜歡與人群互動。3.活動設
03-9905099 計及團康活動主持，具經驗者佳。上 不拘 5
班時間：08：00-17：00或09：0018：00，薪資：27000~30000元，月
休：依勞基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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