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110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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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先生

＜保全人員＞，社區大樓門禁管制。
03-9311139 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做4休2 國中 2
，薪資：24000元以上。

宜蘭縣 新和保全股份有
25015466
不限
限公司

張經理

＜行政祕書＞，會議記錄、文書行政
整理，稍具會計及總幹事經驗，上班
03-9311139 時間：08:00-17:00，月排休8天，薪 高職 1
資26000元以上。工作地點：溪北地
區。

宜蘭縣 葛瑪蘭汽車客運
28070701
不限
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陳
小姐

＜市區客運駕駛長＞，載送旅客上班
03-9606537 時間：8-10小時，月休八天，薪資
國中 10
40000元以上。

宜蘭縣
布蘭其有限公司 16359469
五結鄉

李店長

＜日班正職門市人員＞，銷售、補
03-9501494 貨、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07001500，排休8-10天，時薪：160元。

高職 3

李店長

＜中班正職門市人員＞，銷售、補
03-9501494 貨、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15002300，排休8-10天，時薪：160元。

高職 3

李店長

＜夜班正職門市人員＞，銷售、補
貨、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230003-9501494
0700，排休8-10天，時薪：160元
起。

高職 5

宜蘭縣 新和保全股份有
25015466
不限
限公司

宜蘭縣
布蘭其有限公司 16359469
五結鄉

宜蘭縣
布蘭其有限公司 16359469
五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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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五結鄉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東鑫企業社
冬山鄉

13661806

李小姐

＜Villa接待人員＞，1.電腦行政作
業。2.房務清潔檢查、維護設施。
3.Villa旅客接待(進房、退房)。4.
每日固定巡房是否有無缺失。5.其他
03-9251870
高中 4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83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0000元~38000元，自備汽車者佳。
(3.25-45)

李小姐

＜房務主管＞，1.客房檢查，確保客
房清潔品質。2.房務員工作分配及支
援客房清潔。3.備品與其資產管理。
03-9251870 4.具房務管理經驗者尤佳。5.自備交 高中 4
通工具-汽車。工作時間：0830-1730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0000元~38000元，自備汽車者佳。

李小姐

＜工務維修人員＞，1.管理案件內各
項設備設施維護與修繕。2.水電設備
維修。3.需自備交通工具-汽車。4.
03-9251870
高中 3
具水電證照、諳水電維修經驗者尤
佳。工作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35000元~40000元。

李小姐

＜休閒經營主管＞，1.休閒觀光服務
及顧問諮詢。2.物業管理規劃及行銷
企劃。3.人員日常管理及作業規劃。
03-9251870
專科 2
4.有優質的溝通能力，客訴處理。工
作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經常
性薪資達4萬元或以上。

李小姐

＜主辦會計＞，1.一般會計作業。2.
出納、零用金管理。3.應收帳款管
03-9251870 理。4.主管交辦事項。周休二日，工 專科 2
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33000
元-37000元。

黃小姐

＜車床技工/半技工＞，傳統車床、
03-9580542 CNC車床操作。上班時間：0800-1700 不拘 2
，週休二日。薪資:24000~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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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財德企業股份有
22917408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財德企業股份有
22917408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頂陽實業社
冬山鄉

宜蘭縣
正貿行
宜蘭市

宜蘭縣
正貿行
宜蘭市

40973182

40561225

40561225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鄭小姐

＜聯結車司機＞，載運貨物，需具職
業聯結車駕照，有經驗者佳。上班時
03-9581026
不拘 2
間：每日工作8小時，周休二日，薪
資：50000元起。

鄭小姐

＜堆高機司機＞，操作堆高機，需具
有堆高機證照，有經驗者佳。上班時
03-9581026
不拘 3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2000元起。

劉先生

0952919705

蘇小姐

＜門市人員＞，食品雜糧產品銷售。
03-9326688 上班時間：0800-1800，休假依勞基 高職 1
法規定，薪資：24000元。

蘇小姐

＜送貨員＞，食品雜糧產品送貨工作
，需搬重物(大約18至50公斤左右，
03-9326688 有推車輔助)。上班時間：0800-1800 不拘 2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
元。

廖小姐

＜親子館-平假日工讀生＞，1.館內
外活動規劃與執行(迎賓活動、DIY活
動等)。2.禮賓接待及專業諮詢服
務。3.兒童遊戲室環境整理、現場秩
03-9699333
序維護、衛生維護、玩具用品維護等 專科 3
分機306
等。4.活動營業點隻現場服務與管
理。5.執行並完成主管交辦事項。工
作時間(日班)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60元。

廖小姐

＜餐廳外場平假日工讀生＞，熟酒吧
03-9699333 操作者佳。工作時間(二班制)及休假
不拘 5
分機306
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60元至165
元。

＜技工/半技工＞焊接、鐵件組裝。
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休
不拘 2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日薪：1500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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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廖小姐

＜房務員(平/假日工讀生)＞，1.樓
層客房與公共區域清潔整理與保養作
業之執行。2.備品室之整理與維護。
03-9699333
3.為客人提供服務。4.完成上級交辦 不拘 5
分機306
事項。工作時間：日班(符合勞基法
規定)，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
薪：160元-170元。

廖小姐

＜烘焙坊–廚師＞，1.西式點心及蛋
糕製作。2.主動負責願意學習配合度
03-9699333
高。3.遵守及執行主管交辦事項。工 高職 1
分機306
作時間(日班、中班)及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時薪160元。

廖小姐

＜飯店櫃檯人員(大夜)＞，
1.checkinandout。2.接受訂房並記
錄。3.回答有關旅館、觀光等服務問
題。4.接待顧客，安排位子或者房
03-9699333 間。5.為旅客轉交信件及留言。6.櫃
高職 2
分機306
台當日帳務統整。7.安排行李搬運、
叫車等服務。8.訂單業務處理。9.熟
悉訂房、櫃台、大廳等專業知識。工
作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26000元-30000元。

廖小姐

＜飯店櫃檯人員(日班)＞，
1.checkinandout。2.接受訂房並記
錄。3.回答有關旅館、觀光等服務問
題。4.接待顧客，安排位子或者房
03-9699333 間。5.為旅客轉交信件及留言。6.櫃
專科 2
分機306
台當日帳務統整。7.安排行李搬運、
叫車等服務。8.訂單業務處理。9.熟
悉訂房、櫃台、大廳等專業知識。工
作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25000元-30000元。

廖小姐

＜房務員(夜班工讀生)＞，1.樓層客
房與公共區域清潔整理與保養作業之
執行。2.備品室之整理與維護。3.為
03-9699333
客人提供服務。4.完成上級交辦事
不拘 5
分機306
項。工作時間：夜班(符合勞基法規
定)，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160元-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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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姐

＜餐飲部主任＞，1.餐廳預算及營收
控管。2.人員的選用及訓練。3.監督
餐廳、飯店的工作人員。4.營業報表
03-9699333
提報。5.餐飲內外場溝通及協調。6. 專科 1
分機306
餐廳其他事項管理。工作時間：日
班、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30000元至35000元。

廖小姐

＜服務中心人員＞，1.執行人力規
劃、組織調派。2.工作人員訓練、激
勵輔導及管理。3.顧客突發事件處
理。4.處理服務中心作業，例如:旅
03-9699333 遊諮詢、上下行李、車輛引導等。5.
高職 2
分機306
貴賓接待及處理客訴。6.完成主管交
辦事項，具溝通協調、獨立作業及危
機處理能力。工作時間(二班制)及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25000元
至28000元。

李小姐

＜行政訂房專員＞，行政工作、電話
值班、主管交辦任務。周休二日，工
03-9251870
高中 1
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25000
元。

林小姐

＜送貨司機＞，載運傢俱，需具1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及手排汽車駕照。
03-9289087
不拘 1
上班時間：0830-1800，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35000元起。

宜蘭縣 全順餐盒食品工
92934366
員山鄉 廠

郭小姐

0919313009

宜蘭縣 達倫紙器有限公
40621574
員山鄉 司

黃小姐

＜作業員＞，紙製品機台操作。上班
03-9224229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不拘 1
資：24000元。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悅川觀光事業股
54507390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寬竮不動產投資
28962294
宜蘭市 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德昇鐵櫃有限公
27636130
宜蘭市 司

＜廚工＞，洗菜、切菜、廚房環境整
理清潔，具中餐丙級證照者佳。上班
不拘 2
時間：0700-1500，週休二日，薪
資：24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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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東之順股份有限
53271467
礁溪鄉 公司

黃小姐

＜外場餐飲服務員(兼職)＞，1.擺設
餐桌、收桌。2.接受客人點餐。3.維
持服務區域及工作站的整潔。4.提供
03顧客餐飲服務。5.其他主管交辦事
9886880#31
高中 3
項。6.可依個人需求之工作時段彈性
11
排班，夜校生、二度就業者可。工作
時間：日班或晚班，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時薪：165元。

黃小姐

＜餐廳領檯＞，1.熟悉飯店內資訊,
協助客人訂位相關事宜,並具備良好
座位安排能力。2.具備溝通能力及電
話禮儀與客人應對。3.協助收銀結帳
03及餐廳內行政文書工作。4.喜愛與人
9886880#31
高中 3
群接觸,建立良好顧客關係。5.協助
11
餐廳現場服務品質提升。6.需配合公
司排班。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假日
班(需輪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6000元~30000元。

黃小姐

＜自助餐廳/宴會廳領班＞，1.訓
練、督導、考核服務員工作。2.向客
人介紹，推銷菜單、酒單及推薦菜
03式。3.維持餐廳服務所需備品、餐具
9886880#31
高中 2
之適當存量。4.維持餐廳的整潔。5.
11
提供顧客餐飲服務。工作時間：日班
/晚班(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30000元~34000元。

黃小姐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1.勞工
健康教育、健康促進及衛生指導之規
劃與實施。2.職業傷病及一般傷病急
救有關事項。3.勞工體格、健康檢查
紀錄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4.
03其他有關執業護理人員應辦理之業務
9886880#31
專科 1
(護理指導及諮詢)。5.備護理師執
11
照；備｢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教育
訓練50小時｣者。6.撰寫有關健康保
護規則四大計劃內容及問卷調查。
工時彈性，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
薪：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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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雅緹絲寢具有限
42647895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北海道烘焙坊
羅東鎮

宜蘭縣
松滿緣民宿
羅東鎮

宜蘭縣
松滿緣民宿
羅東鎮

08687192

37960000

37960000

宜蘭縣 得利通通信工程
80646565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得利通通信工程
80646565
羅東鎮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陳重慶診所
羅東鎮

14919092

陳小姐

＜操作工＞，操作縫紉機、縫定機、
原物料搬運(10公斤以上、20公斤以
下，有推車輔助)、工作區域清潔。
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
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03-9886455
不拘 3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
方式：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至
27040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盧銘輝

＜門市人員＞，收銀、產品包裝、麵
包上架、店面清潔工作。上班時間：
03-9558588
高職 2
1200-2100(含休息時間1小時)，月輪
休八天，薪資：24000元。

蔡小姐

＜管家＞，OTA操作，接受訂單，接
待客人，接聽電話、房務、民宿相關
03-9641737
不拘 3
事務。上班時間：0830~1800，排休
月休八天，薪資：24000~30000元。

蔡小姐

＜房務員＞，民宿房間清理打掃、備
品補齊、早餐製作、環境維護。上班
03-9641737
不拘 5
時間：0800-1200，排休月休八天，
時薪：160元。

陸先生

＜通信技術員＞，通信網路。上班時
間：0800-18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03-9552583
高職 2
定，薪資：25000元起(且依學經歷證
照核薪)。

陸先生

＜系統整合工程師＞，通信網路及資
訊整合。上班時間：0800-1800，月
03-9552583
高職 2
休六天，薪資：30000-35000元(且依
學經歷證照核薪)。

陳重慶
先生

＜助理護士＞，跟診及行政作業，具
護理執照者佳。工作時間：080003-9574678
不拘 1
1200、1700-2100，排休月休8天，薪
資：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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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圓心圓國際事業
5396897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圓心圓國際事業
5396897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圓心圓國際事業
53968970
羅東鎮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寶程國際保全股
54879912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寶程國際保全股
54879912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寶程國際保全股
54879912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游小姐

＜包裝作業員＞1.依SOP方式完成產
品包裝。2.依現場衛生管理進行作業
3.清潔生產包裝器具與用品。4.協助
03-9606899 運送包裝完成品。5.其他主管交辦事 不拘 5
項。工作時間6:30-15:30、07:3016:30、08:00-17:00，週排休二日，
輪排班，薪資24000-26000元。

游小姐

＜品保人員＞原物料、產線製程、成
品品質監控管制及文件建立，品質異
常，客訴處理，改善產品信賴度，可
03-9606899 靠性、品質、進而全面提升產品質，
專科 2
分機221
負責ISO體制之推行IQCPQC管理。品
保相關事務管理責任。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月排休8天，薪
資：25000以上。

魏小姐

＜門市人員＞負責介紹侑銷售門市商
品，提供顧客之接待與需求服務，負
責商品包裝、陳列促銷品換檔工作，
03-9606899
不拘 4
維持店櫃週遭之整潔。上班時間：依
勞基法相關規定，休假：月排休8天
，薪資：25000以上。

李主任

＜保全員＞，醫院安全維護。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每日工作8小
03-9553022 時)，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國中 5
24500元至26000元。工作地點：羅東
博愛醫院。

李主任

＜傳送人員＞，推送病人做檢查。工
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每日工作8
03-9553022 小時)，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國中 5
24000元至26000元。工作地點：羅東
博愛醫院。

李主任

＜清潔人員＞，清理病床及公共區域
維護。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
03-9553022 (每日工作8小時)，休假依勞基法規 國中 5
定，薪資：24000元至26000元。工作
地點：羅東博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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