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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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03盛揚興業
市中
24436089 邱主任 9255353#1
有限公司
正區
6

台北
03盛揚興業
市中
24436089 邱主任 9255353#1
有限公司
正區
6

宜蘭縣壯
宜蘭
親洽
圍鄉後埤
縣壯
95924192 張小姐 /Email履
社區發展
圍鄉
歷
協會
宜蘭
晶煌企業
093922058
縣壯
41193918 陳先生
社
3
圍鄉

宜蘭
晶煌企業
093922058
縣壯
41193918 陳先生
社
3
圍鄉

工作內容
＜國教署台北辦公室助理＞，1.
文書檔案處理、資料建置。2.電
腦作業：以電子方式收發文、資
料查詢及統計等。3.事務性工作
（辦公室清潔工作及打字工
作)。4.協助登記公文處理業務
和公文傳遞。5.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周休二日，上班時間08301730，月薪24800元。工作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48號。
＜行政業務助理＞，1.文書檔案
處理、資料建置。2.電腦作業：
以電子方式收發文、資料查詢及
統計等。3.事務性工作（辦公室
清潔工作及打字工作)。4.協助
登記公文處理業務和公文傳遞。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周休二日
，上班時間0830-1730，月薪
24800元。工作地點：台北市中
正區徐州路48號。
＜專案管理人＞1.工作規劃及進
度控管。2.資源統整及調配。3.
執行計畫、人員及行政督導。上
班時間：0800-1700，輪休周休
二日，薪資：29200元。
＜攝影師＞，拍攝遊客搭乘拉拉
車沿海岸觀光及活動照片，需機
車駕照。工作時間：0800-17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5000起。
＜拉拉車司機兼導遊＞，駕駛拉
拉車導覽東北角海岸景觀，需汽
車駕照。工作時間：0800-17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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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人數

高職 3

專科 3

不拘 1

高職 2

高職 3

0215求才快訊

頤養家長
照社團法
宜蘭 人附設宜
03職先生/
縣壯 蘭縣私立 85291654
9306911#5
連小姐
圍鄉 嗣大人住
1
宿長照機
構

宜蘭
縣壯
圍鄉

頤養家長
照社團法
03人附設宜
蘭縣私立 85291654 連小姐 9306911#5
1
嗣大人住
宿長照機
構
頤養家長
照社團法
03人附設宜
蘭縣私立 85291654 連小姐 9306911#5
1
嗣大人住
宿長照機
構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及老
人。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班)，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夜班：2400-0800，
不拘 2
月薪：27500元，照顧服務員證
照+1000元(每班含休息時間30分
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休
假：月排休8天。
＜行政會計＞，行政文書工作、
記流水帳、接待服務及主管交辦
事項。工作時間：0800-1730(休 高職 1
息1.5H)，月薪：26000元，休假
方式：月排休8天。

＜廚工＞，依營養師安排烹煮午
/晚餐，並準備明天早餐配料，
宜蘭
廚房清潔等工作，需具備中餐丙
縣壯
級證照，無經驗可。工作時間： 不拘 1
圍鄉
0800-1730(休息1.5H)月薪：
27000元，休假方式：月排休8
天。
＜生活服務員＞，從事照護16歲
以上身心障礙者之日常生活照
護、及其食衣住行等生活自理能
財團法人
力的協助等工作。有照顧服務員
宜蘭 天主教靈
03技術士證者佳。工作時間：日
縣三 醫會私立 66253259 黃主任 9899556分 班:8:00~16:00；16:00~24:00； 高職 4
星鄉 聖嘉民啟
機 1716 24:00~8:00，(三班制，需輪班
智中心
，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時，需依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休假方式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32000元。
＜護理人員＞，1.學員健康管
理。2.疾病及意外之處理各項護
理技術之指導。3.安排學員及員
工健檢。4.更換鼻胃管及換藥。
5.學員用藥備藥及記錄管理。6.
財團法人
協助醫生看診、醫療處理及接種
宜蘭 天主教靈
03疫苗之安排。7.調病例拿藥及陪
縣三 醫會私立 66253259 黃主任 9899556分
專科 2
同就醫及緊急事件送醫。8.檔案
星鄉 聖嘉民啟
機1716
管理及交辦事項。專科以上津貼
智中心
+執照。工作時間：(三班制，需
輪班)，日班0730-1530；中班
1530-2330；大夜班2330-0730，
薪資：35000~45000元，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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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力麗明池
03縣大 股份有限 24873187 李小姐 9809606分
同鄉 公司
機8315

宜蘭 力麗明池
03縣大 股份有限 24873187 李小姐 9809606分
同鄉 公司
機8315

宜蘭 宏凰水產
03縣五 事業有限 28543949 張小姐
9909236
結鄉 公司
宜蘭 宏凰水產
03縣五 事業有限 28543949 張小姐
9909236
結鄉 公司
宜蘭 宏凰水產
03縣五 事業有限 28543949 張小姐
9909236
結鄉 公司

宜蘭 友愛飯店
03縣宜 股份有限 16272490 陳小姐 9369936分
蘭市 公司
機301

宜蘭 友愛飯店
縣宜 股份有限 16272490 人資
蘭市 公司

039369936*3
03

宜蘭 友愛飯店
縣宜 股份有限 16272490 人資
蘭市 公司

039369936*3
03

＜櫃檯員-棲蘭/明池山莊＞訂房
諮詢、櫃檯接待服務。薪資：
26000-28000元，上班時間：依
各部門需求而定每班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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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餐等工作。3.於客
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
清理環境。4.進行簡易餐飲之料
理，如：烤土司或調配飲料等。
5.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工作
時間：兩班制需輪班(含休息時
間1小時)，薪資：26000-28000
元，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食品技師＞，需具備食品技師
證照。上班時間：0800-1730，
週休二日(不足假以加班計)，薪
資：30000-35000元。
＜倉管人員＞，進出貨管理，需
會開堆高機。上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不足假以加班
計)，薪資：23800-25000元。
＜業務司機＞，業務送貨。上班
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不
足假以加班計)，薪資：30000元
以上。
＜房務專員＞，1.櫃台服務、迎
賓接待、短程市內司領接送。2.
客房清潔度稽查、客房服務工
作。3.輪夜班津貼+加班津貼另
計。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排休休8天，薪資24500元26000元。
＜房務員＞，1.客房與公區等各
項設施清潔與維護。上班時
間:08:30~17:30(休息1小時)，
月薪23800元至25000元，月排休
8天。
＜客房房務(清潔)兼職人員＞，
客房與公區等之清潔保養。工作
時段:09:00~15:00(休息1小時)
，時薪158元，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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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5

高中 5

專科 1

高職 2

高職 5

不拘 1

不拘 1

不拘 3

0215求才快訊

＜中印翻譯人員＞，客服、中印
宜蘭 佑源國際
03翻譯、需具備汽機車駕照。上班
縣宜 人力資源 54502732 黃小姐 9351657分
高職
時間：0900-1800，周休二日，
蘭市 有限公司
機18
薪資：23800元起。
＜中越翻譯人員＞，客服、中越
宜蘭 佑源國際
03翻譯、有汽車駕照者佳。上班時
縣宜 人力資源 54502732 黃小姐
高職
9351657 間：0900-1800，周休二日，薪
蘭市 有限公司
資：23800元起。
＜操作工-宜蘭廠＞，操作機台
(烘乾機、去核機、攪拌(碎)
機)、需搬運原物料約30公斤、
工作環境高溫、工作區域整理。
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
宜蘭 美元蜜餞
03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縣宜 食品有限 15969273 林小姐 9283957分
不拘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
蘭市 公司
機102
法規定)。休假方式：周休二
日。薪資：25800元至29154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
元)。
財團法人
＜司機＞，具職業小客車(含以
宜蘭 一粒麥子
上)駕照，接送復建病患(門診、
03縣宜 社會福利 15744887 陳小姐
住院)，工作時間：0800-1700， 高職
9253688
蘭市 慈善事業
周休二日，月薪25000元-28000
基金會
元，請先電話預約面試。
＜百匯-中式料理廚房助手＞，
1.清洗食材。2.將食材依照廚師
要求進行切片/塊/末等備料的工
榮江股份
宜蘭
03作。3.進行擺盤的動作。4.庫存
有限公司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盤點。5.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 不拘
新月分公
蘭市
605
以及保養。上班時間：10:00司
14:30；17:00-21:00，薪資：
25000元至30000元，月排休8-10
天。
＜港式點心師傅＞，1.用麵粉或
其他穀粉製作中/港式點心。2.
掌控菜餚的擺盤與數量。3.進行
榮江股份
廚房內的衛生管理工作。4.共同
宜蘭
03有限公司
討論港式點心菜單。5.負責研發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不拘
新月分公
新菜色。6.計算進貨的數量，進
蘭市
602
司
行成本之控管。上班時間：
1000-1430；1700-2100，月排休
8-10天，薪資：35000元-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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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房務員＞，1.房間清理打
榮江股份
宜蘭
03掃與消毒。2.浴室清潔、備品補
有限公司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充。3.公共區域打掃作業。上班 高職
新月分公
蘭市
602
時間：10:30-15:00，時薪：163
司
元以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餐具洗滌員＞，1.保持高度安
全與衛生的警覺性。2.保持工作
場所及週遭的清潔乾淨。3.各種
清潔劑與化學用品應遠離乾淨的
榮江股份
器皿。4.了解機器(洗碗機)操作
宜蘭
03有限公司
與分解程序，確保可以正常運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不拘
新月分公
作。5.注意餐皿的堆積數量，以
蘭市
602
司
免影響服務品質。6.定期做各項
餐具、器皿及杯子保養。上班時
間：0800-1200；1230-1630；
1830-2230，時薪：163元以上，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中餐廳餐飲服務員＞，1.中餐
榮江股份
廳餐飲服務。2.餐廳環境清潔。
宜蘭
03有限公司
3.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高職
新月分公
11:00-15:00；17:00-21:30，薪
蘭市
602
司
資：25000元至28000元，月排休
8-10天。
＜櫃檯員＞，1.櫃檯入住、遷出
作業。2.結帳作業(需對數字有
榮江股份
宜蘭
03概念)。3.館內設施解說。4.主
有限公司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分 管交辦事項。5.需輪早、晚、夜 專科
新月分公
蘭市
機3602
班。上班時間：0700-1500；
司
1500-2300；2300-0700。月休810天，薪資：25000-30000元。
＜餐飲業務助理/專員＞，1.電
話接聽與現場賓客接待。2.輸
入、處理並追蹤客戶訂單。3.訂
單資料存檔備份。4.場地場勘/
榮江股份
宜蘭
03解說、業務洽談/預訂。5.核對
有限公司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團體用餐及確認。6.宴會接待。 高職
新月分公
蘭市
602
7.協助處理公司內部行政作業。
司
8.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900-2200(每日8小時輪班制)，
月薪26000元-32000元，月排休
8-10天。
＜西餐廳-服務員＞，1.西餐廳
榮江股份
餐飲服務。2.餐廳環境清潔。3.
宜蘭
03有限公司
領檯出納作業。4.其他交辦事
縣宜
24562825 周先生 9330022分
高職
新月分公
項。上班時間：輪班每日8小
蘭市
機3605
司
時。月休8-10天，薪資：2500028000元。
第 5 頁，共 9 頁

3

2

3

3

2

3

0215求才快訊

＜計時中廚廚房助手＞，1.清洗
食材。2.將食材依照廚師要求進
行切片/塊/末等備料的工作。3.
榮江股份
宜蘭
03組合沙拉或冷盤。4.進行擺盤的
有限公司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動作。5.庫存盤點。6.工作區域
新月分公
蘭市
602
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養。上班時
司
間：1000-1430；1700-2100(時
間內彈性排班)，時薪：163元以
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計時中餐廳餐飲服務員＞，1.
榮江股份
中餐廳餐飲服務。2.餐廳環境清
宜蘭
03有限公司
潔。3.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縣宜
24562825 黃小姐 9330022#3
新月分公
間：10:30-15:00；17:00-22:00
蘭市
602
司
，時薪：163元以上，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
＜儲備幹部＞具高度熱忱、抗壓
性高、主動積極，溝通能力良好
，大學畢，台語精通，英文、日
文略通，1.歡迎有毅力、恆心、
耐心之社會新鮮人加入。2.無興
趣者請勿投遞履歷表，對服務業
歐遊國際
宜蘭
有熱忱者為佳。3.歡迎有工作經
股份有限
03縣宜
53789076 人事
驗，願意接受公司培訓。4.相關
公司宜蘭
9281133
蘭市
科系畢業者佳。5.抗壓性高、EQ
分公司
佳、具主動積極、配合度高、親
和樂群、具問題解決能力。上班
工時(需輪班)及休假方式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27000~35000
元。意者請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勿親洽。
＜中班櫃檯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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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遊國際
收款、核帳、查帳等。3.負責轉
宜蘭
股份有限
03接電話。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
縣宜
53789076 人事
公司宜蘭
9281133 並協助安排旅行計畫、交通工具
蘭市
分公司
租用、接送等事宜。5.接待客人
，並提供相關服務。上班時間：
1600~2400，薪資24000~27000元
，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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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國際
宜蘭
股份有限
縣宜
53789076 人事
公司宜蘭
蘭市
分公司

039281133

宜蘭 好是美股
03縣員 份有限公 53129624 張先生 9225000分
山鄉 司
機130

宜蘭 好是美股
03縣員 份有限公 53129624 張先生 9225000分
山鄉 司
機130

宜蘭 好是美股
03縣員 份有限公 53129624 張先生 9225000分
山鄉 司
機130
宜蘭
縣員
山鄉
宜蘭
縣員
山鄉

蘭田穀王
03張先生/
股份有限 54109935
9225000#1
徐小姐
公司
30
蘭田穀王
03張先生/
股份有限 54109935
9225000#1
徐小姐
公司
30

宜蘭 鳳凰酒店
潘品方 03縣礁 股份有限 28632230
助理
9100988
溪鄉 公司

宜蘭 鳳凰酒店
03潘品方
縣礁 股份有限 28632230
9100988#2
助理
溪鄉 公司
900

＜中班房務PT人員＞，1.主管交
辦事項。2.客房清潔打掃。3.客
房設備維護保養。4.公共區域清
潔整理。5.協助支援其他部門單
位。無經驗可，需配合公司排
班。上班時段:1600~2400，休假
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58
元。
＜正職生鮮營業員＞負責生鮮產
品處理、陳列，上班時間：
0730-1700，休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薪資：23800~25000
元。
＜工讀生＞，生鮮超市商品上
架、管理、收銀、客服等工作。
時薪：158元，上班時間：
0800~1300，休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
＜門市謍業員＞負責百貨產品處
理、陳列，上班時間：07301730、1300~2230，休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23800~25000元。
＜烘焙二手師傅＞須有烘培經
驗。上班時間：0730~1700，月
休8天起，薪資：26000元。
＜烘焙師傅＞須有烘培經驗。上
班時間：0730~1700，月休8天起
，薪資：32000元。
＜服務中心客務員＞，1.負責櫃
台作業。2.協助旅遊景點介紹。
3.協助行程規劃。4.協助交通服
務咨詢。5.具汽車駕照者佳。工
作時間：日班／夜班（需輪班)
，休假:月休9-10天，薪資26000
元-30000元。
＜餐廳儲備幹部＞，1.負責餐廳
外場服務工作。2.西餐廳相關工
作區域輪調訓練。3.對餐飲服務
有興趣,願意接受培訓者。工昨
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休
假：月休9-10天，薪資：
28000~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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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領檯＞，1.負責西餐接
待、結帳、服務工作。2.對餐飲
宜蘭 鳳凰酒店
潘品方 Ｅ-ＭＡＩ 服務有興趣,願意接受培訓者。
縣礁 股份有限 28632230
助理
Ｌ
工昨時間：日班/晚班(需輪班)
溪鄉 公司
，休假：月休9-10天，薪資：
26000元-29000元。
＜房務員＞，負責房間清潔打掃
宜蘭 鳳凰酒店
03潘品方
，兼職可。上班時間：日班(假
縣礁 股份有限 28632230
9100988#2
助理
日輪班)，休假:月休9-10天，薪
溪鄉 公司
900
資：24000元-28000元。
＜施工人員＞1.按照藍圖進行配
水電消防配管配線、電路維修及
消防設備安裝。2.一般建築物消
宜蘭 大東消防
防給水管路的簡單基本設計、施
03縣羅 安全器材 23195597 林小姐
工與維護。3.照明燈具、開關插
9574466
東鎮 有限公司
座安裝、火警消防設備安裝、
UPS不斷電設備安裝。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
日薪：1400-2200元。
＜消防檢測人員＞1.視行業而定
，跟隨師父學習專業的技能，並
且處理該行業最基礎的文書工
宜蘭 大東消防
03作。2.照明燈具、開關插座安
縣羅 安全器材 23195597 林小姐
9574466 裝、火警消防設備安裝。上班時
東鎮 有限公司
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
相關規定，薪資：23800-35000
元。
宜蘭
＜業務人員＞產品推廣，業務招
正欣文具
03縣羅
97273651 沈小姐
覽，上班時：0800~1700，周休2
有限公司
9572113
東鎮
日，薪資：25000元
＜美容助理＞，美容服務，需相
宜蘭 安隄國際
03關科系畢。上班時間：每天8小
縣羅 美容有限 80478552 林小姐
9565784 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東鎮 公司
資：23800-25000元。
＜美容師＞，美容服務，需具備
宜蘭 安隄國際
03相關經驗。上班時間：每天8小
縣羅 美容有限 80478552 林小姐
9565784 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東鎮 公司
資：25000-35000元。
＜特助＞，協助店長處理店務，
宜蘭 安隄國際
03需會美工繪圖軟體。上班時間：
縣羅 美容有限 80478552 林小姐
9565784 每天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東鎮 公司
定，薪資：23800-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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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亞電國際
03縣蘇
25067822 林小姐
有限公司
9909179
澳鎮

宜蘭 家寶事業
03縣蘇 股份有限 02422863 劉先生
9902716
澳鎮 公司

＜操作工＞，焊接、組裝、裝
櫃、搬運(約20公斤，超過40公
斤有機具輔助)。工作時間：
0800至17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
不拘 6
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5800元至31476元。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
元，住宿費月扣3200元)。
＜機械操作工＞，現場機械操作
，需會使用堆高機。上班時間：
國中 1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3800~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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