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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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保全股份
27449946 張小姐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園藝工＞，社區共用及約定共用部
分園藝及植栽之綠美化管理及維護，
03-9251208 需具經驗。工作時間：0800-1700， 不拘 1
排休周休二日，薪資：29000-31000
元。

宜蘭縣 林益發飲料有限
42030548 李小姐
五結鄉 公司

＜隨車助理＞，跟車、送貨，需具備
手排汽車駕照。上班時間：080003-9602715
不拘 2
1730(午休1.5小時)。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5250~30000元。

宜蘭縣 林益發飲料有限
42030548 李小姐
五結鄉 公司

＜會計助理＞，整理帳務、進出貨，
熟悉電腦操作WORD及EXCEL。上班時
03-9602715 間：0800-1730(午休1.5小時)。休假 不拘 1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250~30000
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員＞，點餐、上菜等服務
03-9605388 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1300高職 4
分機201
2200，排休月休8天，薪資：25250
元。※假日兼職可(時薪168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工務人員＞，維修(水電)、現場支
03-9605388 援等。上班時間：0800-1700；1300高職 1
分機201
2200，排休月休8天，薪資：30000元
以上。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人員＞，辦理進退房作
業、客戶諮詢服務、簡單帳務處理、
03-9605388
客訴處理。上班時間：0700-1530； 高職 2
分機201
1400-223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6000-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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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訂房人員＞，場勘接洽、電話訂房
03-9605388 /網路單、現場支援。上班時間：
高職 1
分機201
0900-180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7000~28000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餐飲假日PT人員＞，點餐、上菜等
03-9605388 服務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5
分機201
1300-22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
薪168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迎賓人員＞，行李運送、服務中心
03-9605388 接待。上班時間：0800-1700；1300高職 1
分機201
2200，排休月休8天，薪資：26000
元。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人。
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需配
合加班，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日
班0800至1600；中班1600至2400；晚
力信長照社團法
班24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30分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陳麗旭主
85289691
03-9510262 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不拘 6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任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薪
機構
資：27500元以上。休假方式：排休
周休二日。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50元，住宿費月扣3800
元)。

40575831 張小姐

＜機台操作員＞，鋸台操作。上班時
03-9505105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不拘 1
30000元起。

宜蘭縣 美禾動力國際股
54951879 江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成品包裝人員＞，1.商品修補、檢
查、編碼工作，具有品質觀念。2.出
AD@metaener
貨前包裝作業。3.具相關經驗者佳。 不拘 8
gy.company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月薪：25,250~30,000元。

宜蘭縣 美禾動力國際股
54951879 江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機台操作員(網版印刷)＞，1.網版
印刷印製。2.機台操作、調漆與對
AD@metaener
色。3.備料與維護。4.具品質觀念者 高職 6
gy.company
佳。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月薪：25,250~28,000元。

宜蘭縣
育和鐵工部
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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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美禾動力國際股
54951879 江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1.負責工廠表單Keyin。2.工廠行政作業。3.生產類及總
AD@metaener
務類請購事項。4.其他主管交辦事
專科 1
gy.company
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月薪：25,250~28,000元。

宜蘭縣 美禾動力國際股
54951879 江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品管/檢驗人員＞，1.進料、製
程、工作站、出貨檢驗。2.品質異常
分析與改善。3.推行各項品質管理活
AD@metaener
動。4.制定、建立、修改、執行生產 高職 6
gy.company
SIP管制工作。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
25,250~30,000元。

宜蘭縣 美禾動力國際股
54951879 江小姐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技術員＞，1.負責生產線機器、設
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2.
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生
AD@metaener 產等作業。3.與其他作業員進行協調
高職 8
gy.company ，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4.完成主
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程序事宜。上
班時段：0800~1700，周休二日，月
薪：28,000~30,000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夜櫃人員＞，辦理現場作業、客戶
03-9605388 諮詢服務、簡單帳務處理。上班時
高職 1
分機201
間：2100-0700。排休月休8天，薪
資：30000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人員＞，辦理進退房作
業、客戶諮詢服務、簡單帳務處理、
03-9605388
客訴處理。上班時間：0700-1530； 高職 4
分機201
1400-223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6000-28000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員＞，點餐、上菜等服務
03-9605388
工作。上班時間：1200-2100，排休 高職 3
分機201
月休8天，薪資：25250元以上。

第 3 頁，共 7 頁

0706求才快訊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備品
03-9605388
控管。上班時間：0800-1700，排休 高職 3
分機201
月休8天，薪資：25250元以上。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導覽人員＞，企劃、主持、導覽解
03-9605388
說。上班時間：1300-2200，排休月 高職 2
分機201
休8天，薪資：28000-30000元。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工務人員＞，維修(水電)、現場支
03-9605388 援等。上班時間：0800-1700；1300高職 1
分機201
2200，排休月休8天，薪資：30000元
以上。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2874145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有限公司

＜訂房人員＞，場勘接洽、電話訂房
03-9605388 /網路單、現場支援。上班時間：
高職 1
分機201
0900-180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7000-28000元

財團法人中華民
＜居家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長期
國佛教慈濟慈善
宜蘭縣
莊易芸小
照顧服務對象身體照顧或日常生活照
事業基金會宜蘭 91271261
0982-364000
不拘 5
冬山鄉
姐
顧服務。工作時間：0800-1700，周
縣私立慈濟居家
休二日，時薪：200元至240元。
長照機構

宜蘭縣 越穗香蛋糕工作
39973184 賴小姐
宜蘭市 坊

＜門市人員＞，門市收銀、甜點包
裝。上班時間：1030-2030(含休息時
0920-761337
高職 2
間)，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1000-35000元。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領班＞，餐食管理與人力調
配、聯繫內外場工作、主管交辦事
03-9771166
專科 1
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薪:30000元~35000元以上。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員＞，清潔及維護公共區域及
後場工作區域、協助房務清潔工作、
03-9771166
高職 1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
勞基法，月薪:26000元~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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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員＞，旅客住宿安排、退
房結帳、解決住宿旅客各項問題、旅
03-9771166 遊及行程諮詢服務、主管交辦事項。 專科 4
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月
薪:28000元~32000元。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洗滌員＞，廚房洗滌區餐具器皿清
潔、分類並歸位、日常清潔保養及消
03-9771166 毒等作咀、廚餘回收及垃圾處理、主 不拘 2
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
基法，月薪: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計時餐飲服務員＞，負責接待、引
導、餐點介紹及點餐、跑單、擺盤、
03-9771166 送餐、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主管交 高職 5
辦事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時薪:168元以上。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服務員＞，負責接待、引導、
餐點介紹及點餐、跑單、擺盤、送
03-9771166 餐、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主管交辦 高職 5
事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月薪: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房務員＞，客房清潔、客房設備設
施定期清潔保養工作、公共區域清潔
03-9771166 維護、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高職 5
間: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月
薪:26000元~30000元。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主任/餐廳副主任＞，管理及
間度餐食管理與人力調配、餐廳營運
03-9771166 及成本管控、顧客抱怨處理等、主管 專科 2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
法，月薪:35,000元以上。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專員＞1.計薪、勞健保及
團保作業。2.報到/離職手續、員工
出勤與異動資料管理。3.協助招募、
03-9771166
專科 1
執行員工福利及各項活動支援。4.主
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900~1800，
月輪休8天，月薪:3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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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餐廳領班＞，餐食管理與人力調
配、聯繫內外場工作、主管交辦事
03-9771166
專科 2
項。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薪:30000元~35000元以上。

宜蘭縣 連大烏石港度假
42766836 陳小姐
頭城鎮 村股份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副主任＞1.旅客住宿排。
2.退房結帳，解決住宿旅客各項問
題。3.旅遊及行程諮詢服務。4.部門
03-9771166 人力調配與工作分配、制定標準作
專科 1
業。5.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及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32000元以
上。

宜蘭縣
天庭道院
礁溪鄉

＜保全人員＞，巡邏兼櫃檯工作(電
話接聽)。上班時間：2000-0700(含
03-9288222
休息時間，工時符合勞基法)，周休
二日，薪資：27000元。

19468315 林小姐

高職 1

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休閒活動專員＞，1.館內節慶、每
月主題宣傳話題規劃設計與執行。2.
手作體驗、活動課程開發與教學。3.
03-9888223 社群媒體經營。4.協助各項工作計畫 專科 3
之執行。5.協助上級交辦專案及其它
事項之辦理。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
定，周休二日，月薪28000元。

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房務員＞，房間及公共空間清潔整
03-9888223 理。上班時間：排班制(符合勞基法) 不拘 4
，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

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公清員＞，公共區域清潔處理。工
作時間：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休
03-9888223
不拘 4
假方式：(輪休)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250元起。

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廚務清潔員＞，洗碗，廚具清潔及
03-9888223 整理。上班時間：排班制(符合勞基 不拘 4
法)，周休二日，薪資：25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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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餐飲服務員＞，1.上級交辦之工
作。2.點菜、服務客人。3.盤點、報
破損、清點布巾。4.清潔、配備準備
03-9888223
高職 4
工作、酒水服務。上班時間：依現場
輪班(每日工作8小時)，周休二日，
薪資：27000元。

福泰國際旅館管
宜蘭縣
理顧問股份有限 43800306 陳副理
礁溪鄉
公司礁溪分公司

＜服務中心-服務員＞，1.顧客服務
行李運送。2.駕駛公務車。3.需具備
03-9888223 汽車駕照。工作時間：輪班(每日工 高中 5
作8小時)，休假方式：(輪休)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26000元以上。

＜門市人員＞，針對智慧型手機做專
業的講解、銷售、堤供顧客服務。工
宜蘭縣 益興國際行銷企
游經理/余
02435972
03-9557209 作時間：1000~2000(含休息時間2小 高職 1
羅東鎮 業社
小姐
時)，排休月休8天，薪資：25250元
(績效獎金另計)。

宜蘭縣 越穗香蛋糕工作
39973184 賴小姐
羅東鎮 坊

＜門市人員＞，門市收銀、甜點包
裝。上班時間：1030-2030(含休息時
0920-761337
高職 2
間)，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1000-35000元。

宜蘭縣 越穗香蛋糕工作
39973184 賴小姐
羅東鎮 坊

＜包裝人員＞1.甜點包裝。2.各項禮
盒前置準備。3.各項出貨作業。4.貨
物整理盤點。上班時間：
0920-761337
高職 5
0900~1800(含休息時間)，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30000
元。

宜蘭縣 越穗香蛋糕工作
39973184 賴小姐
羅東鎮 坊

＜烘焙助手＞蛋糕製作、清潔服務。
上班時間：0900~1800(含休息時間)
0920-761337
高職 2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250-30000元。

＜製程操作員＞，現場顧機台及成品
取樣。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班)
宜蘭縣 立祥工業股份有
藍天偉先
41587700
03-9962561 早班：0800-1600；中班：1600不拘 3
蘇澳鎮 限公司
生
2400；晚班：2400-0800，排休月休8
天，週休二日，薪資：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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