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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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益商店
不限

宜蘭縣
百益商店
不限

統一編號

13656727

13656727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
164927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銓億機械股份
7999284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陳志明

＜門市人員＞，理貨、收銀、環
境整理。早班：1200-2000；中
班：1500-2300，排班制，休假、
03-9301476
國中 5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地點：(
全家 礁溪、宜蘭市、壯圍、員
山)

陳志明

＜夜班門市人員＞理貨、收銀。
上班時間：2300~0700，休假、薪
03-9301476
國中 3
資依勞基法規定。工作地址( 全
家 礁溪、宜蘭市、壯圍、員山)

蔡小姐

＜機電技術人員＞，負責機台配
線與配電工作，自動化技術相關
科系畢業者尤佳。上班時間：
03-9904668
高職 2
0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依學
經歷及証照核薪，且依工作能力
調整薪資。

蔡小姐

＜CNC銑床/車床人員＞，操作磨
床(銑床)加工機械。上班時
03-9904668 間:8:00~17:10，週休二日，薪資 專科 2
依學經歷証照核薪，且依照工作
能力調整薪資。

李小姐

＜機械組立人員＞，機台組裝機
械組立工作，熟PVC配管、塑焊
03-9518989 (PVC.PP)者尤佳，無經驗亦可。
高職 5
分機13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且依照
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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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

＜電機技術員＞，依配電盤線路
圖配線規劃、施工，具自動控制
相關經驗者尤佳，需能配合加班
03-9518989
及出差。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4
分機13
週休二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以上，且 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李小姐

＜機械組立工程師＞，1.現場組
裝、調整、試車。2.交裝機工
程。3.需出差，一年累積時間約
03-9518989
三個月以下。上班時間：0800- 高職 5
分機13
170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
資。

宜蘭縣 銓億機械股份
7999284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李小姐

＜生管助理＞，1.協助生產作業
流程、產品相關報表資料填寫。
2.現場單位簡易工序協助。3.主
03-9518989
管交辦事項。4.須刻苦耐勞.謹 專科 1
分機13
慎。5.需工業管理相關科系。上
班時間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依學經歷証照核薪。

宜蘭縣 忠華保全事業
23617576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保全人員-陽大新民院區＞，安
全維護等工作。 工作時間：
0700-1900、1900-0700，做四休
仇主任/
0913-818396 二，薪資：28000元起(加班費另
張國斌組
不拘 2
仇主任
計)。 上班地點：陽明醫院新民
長
院區。 意者請電洽：0913818396仇主任/0916-129627張組
長。

宜蘭縣 超品企業股份
24878388
宜蘭市 有限公司

總監

＜吧台人員＞，1.進行咖啡製作,
調酒及其他飲料之調製。2.負責
清洗酒杯、餐具、吧台設備以及
03-9287098
不拘 1
周遭工作環境。3.定期盤點飲料
與食材。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

許小姐

＜加油員＞，一般加油服務。早
班：0700-1430；中班：143003-9286346 2200；晚班：2200-0700，月排休 不拘 4
8~10天，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宜蘭縣 銓億機械股份
7999284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銓億機械股份
7999284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蘭陽加油站有
12613314
宜蘭市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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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
89543576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王老五食品有
53599940
礁溪鄉 限公司

葉主任

＜房務清潔人員＞負責飯店／旅
03館內房間的打掃工作，協助整理
9888047#180 房間清潔及補充消耗性用品。工 國中 4
9
作時間：0800~1700、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

王錫傳/
郵寄履歷
會計小姐

＜門市人員＞，販賣產品及導
覽。工作時間：0800-1700，月休
及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意者 高職 5
請將履歷郵寄至：礁溪路2段100
號，王先生收，請勿親洽。

黃小姐

＜倉儲人員＞，物品歸位，環境
整理。上班時間：0800-1730，休
03-9883930
不拘 2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
元。

黃小姐

03922875012

＜餐廳服務員＞，1.負責擺盤、
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2.負
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
不拘 3
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
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上班時
間、休假及時薪依勞基法規定。

虹景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53156121
礁溪鄉
公司

黃小姐

＜服務中心接待員＞，1.至火車
站接送旅客。2.引導住客停車。
03-9875012 3.客房介紹。4.行李提送。5.有 高中 3
汽車駕照者佳。月排休8天，上班
時間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虹景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53156121
礁溪鄉
公司

黃小姐

＜SPA芳療師 ＞，SPA芳療。工作
03-9875012 時間：8小時，月排休8天，薪資 高中 3
符合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洗滌員＞，1.將顧客使用之餐
具器皿，以洗碗精洗滌，再以清
水清洗。2.將餐具擦乾或烘乾後
歸位，做好餐具盤點及管理。3.
03-9883899 負責環境的打掃清潔例行工作。 不拘 3
4.廚餘回收及垃圾處理。5.主管
交辦廚務作業事項。工作時間：
0630-1430、1600-2230(二班制)
，月休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
31494443
礁溪鄉 企業

虹景旅館管理
宜蘭縣
顧問股份有限 53156121
礁溪鄉
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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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雲頂國際開發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44078
礁溪鄉
雪山分公司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
15422540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
15422540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吳小姐

＜餐飲外場服務員＞，1.跑單、
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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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883899
不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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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4:30、
16:00~22:30 排班制輪二班、月
休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房務員＞，打掃房間，清潔環
境。上班時間：0830-1700、
03-9883899
不拘 4
1330-2200，月休及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劉小姐

＜工務水電維修人員＞.需具甲級
電匠或乙級室內配線士證照者佳
，負責飯店內部消防.水電工程.
設備之保養維修工作，檢查各種
03-9883899
專科 3
機具、電機的故障狀況，並修換
損舊組件及線路。 上班時
間:0700-1600、1400-2300(需輪
班)，休假、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劉小姐

＜夜間櫃檯人員＞，櫃檯接待。
1.飯店大廳櫃檯訂房、接洽、諮
詢之服務，帳務稽核。2.具親和
力、熱心、配合度高。3.具飯店
03-9883899
專科 3
經驗及德安系統者佳。4.提供夜
間津貼。上班時間：22:30~07:00
，薪資及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吳小姐

03＜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服
9100070#681 務。薪資24000元起，月輪休8-9 不拘 4
1
天，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吳小姐

＜休閒服務員＞，現場服務及接
待，配合節慶活動及DIY課程執行
03，維持工作區域安全及清潔作業
9100070#652
專科 4
，備品準備相關作業。月排休8天
2
，上班時間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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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
15422540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
15422540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大夜櫃檯員＞，辦理旅客住
房、退房接待事務及結帳作業，
維護顧客關係，處理客人抱怨，
迎賓大廳接待，具服務熱忱、合
03-9100070
專科 4
作精神、協調力，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達成任務。工作時間：夜班8
小時，月排休8天，薪資：25000
元-28000元。

張先生

＜救生員＞，駐守泳池畔維護遊
客安全，泳池機房設備維護，及
周圍環境清潔，泳池水池管理，
03-9100070
專科 4
需具救生員證照。 上班時間：二
班制，每班8小時，月排休8天，
薪資：24000元-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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