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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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罡鼎有限公司
三星鄉

統一編號

聯絡人

22435802 吳先生

宜蘭縣 喬洲開發股份有
40597700 陳小姐
三星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有
86965586 陳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有
86965586 陳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楊先生/
曉揚水電工程行 49893941
五結鄉
沈小姐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03-9895881

＜作業員/師傅＞，機械操作(線鋸
機、造模機)、噴砂、研磨。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5000-50000元(依能力敘薪)。

03-9553363

＜操作工＞，搬運砂石30公斤左右有
輔助工具，疊水泥、清掃。工作時
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不拘 5
式：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至
3016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80元，住宿費月扣2600
元）。

03-9908311

＜作業員＞，殺魚、切魚、工廠環境
清潔等。上班時間：08001730(1000-1015、1200-1300、1500- 不拘 5
1515休息)，供1餐，排休月休8-10天
，薪資：27000元。

03-9908311

＜倉管助理＞，1.原物料入庫驗收。
2.原料成品核對。3.產品出貨點收。
4.主管交辦事項。供一餐。上班時
高職 2
間：0800-1700。薪資：24000~28000
元。意者請函寄或投遞電子履歷表。

03-9601329

＜繪圖人員＞，繪圖水電及機電圖，
須懂水電結構體及施工工序圖，並會
使用AutoCad。工作時間：0800-1700 高職 1
，排休周休二日，薪資：30000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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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大暵股份有限公
林于瑄小
12631191
03-9909933
冬山鄉 司
姐

＜操作工＞，機械操作(氬焊機、電
焊機、鋼板切割、鑽孔)、油漆、搬
運約25公斤。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
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 不拘 5
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
薪資：26000元至31720元。供膳宿狀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80元，
住宿費月扣3000元)。

宜蘭縣 金隆鋼鐵有限公
80074496 李小姐
冬山鄉 司

＜大貨車司機＞，運送鋼鐵材料，裝
貨卸貨及協助鋸床裁切加工。上班時
不拘 3
間：0800~1730(中午休息1.5小時)，
週休二日，薪資30000元起。

09-37597789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佛教慈濟慈善
宜蘭縣
莊易芸小
事業基金會宜蘭 91271261
0982-364000
冬山鄉
姐
縣私立慈濟居家
長照機構

＜居家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長期
照顧服務對象身體照顧或日常生活照
不拘 10
顧服務。工作時間：0800-1700，周
休二日，時薪：200元至240元。

宜蘭縣 鑫暐機械有限公
23860902 楊小姐
冬山鄉 司

03-9903973

＜操作工＞，電焊，需搬原物料約20
公斤，工作區域整理。上班時間：
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
不拘 7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
二日。薪資：26000元至31720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70元，住宿費月扣2900元)。

力信物業公寓大
宜蘭縣
廈管理維護股份 85088603 胡小姐
宜蘭市
有限公司

03-9255829

＜社區服務專員＞，1.出入訪客控管
及接待、社區巡檢。2.排除物業大樓
機電故障，設備異常事故緊急處理
(會教學)。3.住戶委託代辦及生活資
訊等相關服務。4.收發社區郵件、信
件過濾。5.執行主管交辦相關事務及 高中 1
每日工作事件回報。6.具有親切感樂
於學習、主動、積極、有責任感及服
務熱忱。上班時間：19:00-07: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30000~36700元。

宜蘭縣 三合晴食品有限
24877297 賴先生
宜蘭市 公司

03-9282036

＜倉管人員＞，進出貨管理。上班時
間：0900-1800(含休息時間)，周休 高職 1
二日，薪資：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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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爭鮮股份有限公
97286918 張店長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爭鮮股份有限公
97286918 張店長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鬼椒一番美食坊 31737737 朱先生
宜蘭市

宜蘭縣
鬼椒一番美食坊 31737737 朱先生
宜蘭市

煙嵐大飯店有限
宜蘭縣
公司-宜蘭分公 42952629 洪主廚
宜蘭市
司

03-9314476

＜外場兼職-爭鮮宜蘭家樂福店＞1.
負責帶位、點餐收銀、收盤清理、維
持門市清潔。2.喜愛服務客群、親切
有耐心。3.可配合內外場調度，門市
高中 8
輪調。上班時間：1000~2200(每日彈
性排班4-9小時)，時薪：16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每日14:00~16:00
至門市親洽

03-9314476

＜外場人員-爭鮮宜蘭家樂福店＞，
1.接待、引導顧客入座、介紹菜單、
點餐收銀、桌邊服務、收盤清理、門
市清潔。2.外場服務、內場餐點製
作、出餐管理、確認出菜品質。3.外
高中 5
帶、外送平台顧客點餐服務。上班時
間：1000~2200(每日排班8小時)，月
排休9~10天，薪資：27000~28000
元。意者每日1400~1600至門市親
洽。

0978-101568

＜廚務人員＞，協助備餐、清潔工
作、其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不拘 2
1000-1500、1700-2100，周休二日，
時薪160元。

0978-101568

＜外場服務生＞，送餐及餐後清潔整
理。上班時間：1000-1500、1700不拘 2
2100，月休8天輪休，時薪160元。

03-9256899

＜西廚房一廚＞，1.具備5年上西式
料理工作經驗。2.協助叫貨、盤點.
具備本念。3.保持個人及廚房的衛
生。4.具強烈責任感,吃苦耐勞,配合
度高,穩定性高。5.具級證照、廚師
證。6.完成主管交辦工作並協助其他
單位或區域。7.提供廚房專業支援。 不拘 1
8.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標準,
於廚房執行高標準的食材準備工作。
9.協助整體廚房相關事宜,掌握食物
的品質。10協助教育訓練執行。上班
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36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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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萱品食坊
宜蘭市

宜蘭縣
萱品食坊
宜蘭市

87380415 朱先生

87380415 朱先生

0978-101568

＜廚務人員＞，協助備餐、清潔工
作、其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不拘 2
1000-1500、1700-2100，周休二日，
時薪160元。

0978-101568

＜外場服務生＞，送餐及餐後清潔整
理。上班時間：1000-1500、1700不拘 2
2100，月休8天輪休，時薪160元。

宜蘭縣 和德昌股份有限
12411160 值班經理 03-9770028
頭城鎮 公司

＜內外場服務人員＞，廚務及餐飲服
務。工作時間：4~8小時，時段可排
不拘 4
，時薪16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忠僕旅館管理顧
45049577 王小姐
頭城鎮 問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餐飲服務員＞，菜單內容介紹與推
薦，點餐及送餐服務，顧客用餐時桌
邊服務，送餐前準備和餐後餐具擦
拭、整理，確保餐點的品質及餐前的
高職 3
擺設，協助處理臨時交辦事項。月薪
25000元-28000元，上班時間：日.
中.晚班8小時，月排休8天。應徵方
式E-mail：PLhotel126@gmail.com。

E-MAIL

＜房務員＞，1.客房清潔及打掃。2.
備品補充。3.公共區域清潔維護。4.
客房定期保養。5.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0830-1700(午休30分 國中 3
鐘，供一餐)，月排休8天，薪資：
25000元。應徵方式E-mail：
PLhotel126@gmail.com。

03-9889357

＜教保員＞，提供個別合宜的服務模
式與課程運作(如生活服務、身體照
顧服務等)，ISP擬定與執行。上班時 高中 3
間：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31000元。

03-9559933

＜外場服務生＞，送餐及餐後清潔整
理。工作時間：1000-1500、1700不拘 2
2100，月休8天輪休，時薪160元。

宜蘭縣 忠僕旅館管理顧
45049577 王小姐
頭城鎮 問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
95942488 許靜宜
礁溪鄉 私立竹林養護院

宜蘭縣
七辣食坊
羅東鎮

34792804 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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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爭鮮股份有限公
97286918 店長
羅東鎮 司

宜蘭縣
菊丹企業社
羅東鎮

宜蘭縣
榛品食坊
羅東鎮

宜蘭縣
榛品食坊
羅東鎮

26780380 葉國棟

87377951 朱先生

87377951 朱先生

03-9558469

＜外場人員-爭鮮羅東店＞1.接待、
引導顧客入座、介紹菜單、點餐收
銀、桌邊服務、收盤清理、門市清
潔。2.外場服務、內場餐點製作、出
餐管理、確認出菜品質。3.外帶、外 高中 5
送平台顧客點餐服務。上班時間：
1000~2200(每日排班8小時)，月排休
9~10天，薪資：27000~28000元。意
者每日1400~1600至門市親洽。

03-9566882

＜櫃檯會計人員＞1.財務處理記錄、
會計交易紀錄及代理營業場所帳籍登
錄與計算、收付款與開立扣繳或免扣
繳憑單等工作。2.現金出納，並登記 不拘 1
現金交易事項。上班時間：10301400、1700-2130，月休8天，薪資：
28000-30000元。

0978-101568

＜廚務人員＞，協助備餐、清潔工
作、其他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不拘 2
1000-1500、1700-2100，周休二日，
時薪160元。

0978-101568

＜外場服務生＞，送餐及餐後清潔整
理。上班時間：1000-1500、1700不拘 2
2100，月休8天輪休，時薪160元。

宜蘭縣 上島食品股份有
80164927 林特助
蘇澳鎮 限公司

＜業務司機＞，1.需有駕照，會開手
排車。2.配合公司食品配送及收貨。
3.倉庫及環境整理。4.上級主管交辦
(03)9909966#
事項。5.維護客戶、開發客戶。上班 不拘 1
235
時間：083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30000元。應徵者請先電
話預約。

宜蘭縣 上島食品股份有
80164927 林特助
蘇澳鎮 限公司

＜餐廚助手＞，1.依據餐單準備相關
的食材。2.將食材清洗並做處理備
用。3.根據顧客的點單進行烹調。4.
清理廚房設備。5.有飯店宴會廳工作 不拘 1
經歷者佳。上班時間：0830~1730。
時薪160~18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應徵者請先電話預約。

0399099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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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嵐大飯店有限
宜蘭縣
公司-蘇澳分公 42751030 林小姐
蘇澳鎮
司

＜工務工程師＞，1.水電維修、鍋爐
操作、冷氣維護操作、館內設備巡檢
，設備維修與保養。2.遇故障之狀況
排除，維持設備之正常運作。3.其他
03-9965000分
主管交辦事項。4.具中大型飯店1年 高職 1
機1172
以上相關經驗者優先。上班時間：
0900-1730；1430-2300(需輪班)，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33000元。

煙嵐大飯店有限
宜蘭縣
公司-蘇澳分公 42751030 林小姐
蘇澳鎮
司

＜房務組長＞，1.熟練客房清潔打
掃。2.客房簡易保養。3.協助指導新
03-9965000分
人。上班時間：0900-1730。休假依 高職 3
機1172
勞基法規定。薪資：31000~34000
元。

煙嵐大飯店有限
宜蘭縣
公司-蘇澳分公 42751030 林小姐
蘇澳鎮
司

＜房務員＞，1.客房清潔打掃。2.責
任樓層走道及備品室清潔維護。3.客
03-9965000分
房細部清潔保養。上班時間：早班/ 國中 5
機1172
中班(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7000-30000元。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何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品管專員-中班＞，1.目視品檢、
產線巡檢需久站、久坐。2.需配合平
日、假日加班。3.耐心、細心者佳。
4.具電子相關產業品管、品檢等經驗
03-9705818分
者尤佳。工作時間：1600-0030。休 高中 5
機38523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8800~40000元。※每週一至週五下
午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筆
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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