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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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林經理
蘇澳鎮 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及接待員＞，1.餐飲服
務、指引帶位、送餐、收拾清理環境
…等。2.配合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03-9966666分 間：(二班制，需輪班)0900-1730、
高中 5
機2001
1430-23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6000~35000元。★應徵者請email或郵寄履歷(請註明應徵職務類
別與人力資源部收)。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林經理
蘇澳鎮 有限公司

＜導覽解說員＞，1.負責館外活動導
覽及帶領客人參與館內活動。2.具導
覽一年以上經驗。3.有普通小型車駕
03-9966666分 照者佳。上班時間0900-1730、1430高中 1
機2001
2300(需輪二班)。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5000~27000元。★應徵
者請e-mail或郵寄履歷(請註明應徵
職務類別與人力資源部收)。

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林經理
蘇澳鎮 有限公司

＜泡湯區接待員＞，1.接待泡湯客
人。2.整理湯區周圍環境清潔。3.整
理湯區男女更衣室。4.各項報表建擋
及管理。5.協助客房清潔打掃。6.主
03-9966666分 管交付事項及支援部門其他作業。上
高中 1
機2001
班時間：0900-1730，1430-2300(需
輪兩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000~27000元。應徵者請Mail
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務類別與人力
資源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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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瓏山林實業股份
24365486 林經理
蘇澳鎮 有限公司

＜調酒員＞，1.具備調酒技巧及酒纇
專業知識。2.調製各式雞尾酒及無酒
精性飲料，操作半自動咖啡機及簡易
拉花。3.開發季節性飲品及創意調
酒。4.各物料基本庫存預估，酒水進
銷貨業務管理、備品管理及耗損率控
03-9966666分 制。5.協助現場帶位、點餐、結帳、
高中 3
機2001
收銀等工作，維持工作環境整潔。6.
顧客關係維護與互動，處理基礎顧客
抱怨。上班時間：0900-1730，14302300(需輪兩班)。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5000~30000元。應徵者
請Mail或郵寄並請註明應徵職務類別
與人力資源部收。

宜蘭縣
楊美玉
百卉鮮花企業社 98069592
羅東鎮
小姐

03-9545152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櫃檯接待員＞，1.辦理旅客住房、
退房、接待事務及結帳作業。2.維護
03顧客關係，處理客人抱怨。3.提供當
高職 3
9100070#6522 地旅遊諮詢。4.迎賓、大廳接待。月
休9-10天，工作時間8小時，月薪
24000元-26000元。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禮賓接待員＞，1.服務中心顧客服
務、接待。2.行李接送服務。3.代客
03停車服務。4.旅遊資訊介紹。月休9- 高職 3
9100070#6522
10天，工作時間8小時，月薪24000
元-26000元。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服務。薪
03資24000元起，月排休8天，上班時間 不拘 4
9100070#6522
符合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朱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救生員＞，1.駐守泳池維護遊客安
全。2.泳池機房設備維護。3.泳池清
03潔與環境維護。4.泳池水質管理。5.
專科 3
9100070#6522 具體育署核發之救生員證照。月休910天，工作時間8小時，月薪28000
元-32000元。

＜司機＞，送貨，整理內部。上班時
間：0700-1630，供1餐，月休六天， 國中 1
薪資：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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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員＞，客人接待、引導、
03餐具擺設、餐點介紹、環境維護等餐
高職 4
9100070#6522 飲服務工作。月休9-10天，工作時間
8小時，月薪24000元-26000元。

宜蘭縣 麒麟大飯店股份
15422540 葉小姐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公清員＞，負責工作區域清潔工作
，及日常清潔保養工作，執行其他清
03潔相關事項。上班時間0630-1500， 不拘 4
9100070#6522
月排休8天，月薪24000元-28000元。
(1.)

宜蘭縣
萬年企業社
礁溪鄉

02405392 呂先生

宜蘭縣 祐華國際有限公
12902378 江先生
礁溪鄉 司

宜蘭縣 詳城股份有限公
86746491 蕭小姐
頭城鎮 司

舊城店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有
97161500 餐廳經
宜蘭市 限公司
理

03-9888535

＜技工/半技工＞，汽車引擎維修工
作。上班時間：日班(符合勞基法規
不拘 2
定)，周休二日，月薪25000元-30000
元

03-9880522

＜理貨人員＞，賣場或門市裡提供商
品介紹及商品整理。工作時間及休假
高中 3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以
上。

03-9778897

＜作業員＞，電子作業員。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4000元。(3.45)

03-9331708

＜外送人員-肯德基宜蘭舊城店＞，
專職外送、顧客服務等。工作時間：
0800-0030之間(各班別中任選4~6小
高職 5
時彈性排班)，休假方式符合勞基法
規定，時薪：160元(外送另有津貼：
$8-12/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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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人員-必勝客宜蘭中山店＞，
依標準程序製作餐點、櫃台服務、用
餐環境清潔維護、外送餐點。附加條
件：親切熱情、態度佳、工作認真負
責。外送員需具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早班:07:00~15:00，中
高職 5
班:09:00~17:00，晚班:15:00~23:00
，可於各班別中任選4~6小時彈性排
班。時薪160元。外送津貼：$8-12/
趟次，送越多賺越多。休假方式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調
整。

宜蘭縣 富利餐飲股份有
宜蘭中
97161500
宜蘭市 限公司
山店

03-9330958

頤養家長照社團
宜蘭縣 法人附設宜蘭縣
85291654 吳小姐
壯圍鄉 私立嗣大人住宿
長照機構

＜照顧服務員＞，1.為病患翻身、捶
背、擦拭身體、更衣、扶持上下床及
散步。2.照顧病患飲食起居、服藥等
03-9306911分 工作。3.需具備證照。上班時間：
不拘 5
機17
(三班制，需輪班)，排休月休8天，
薪資：29000元(不含全勤1000元，小
夜津貼400元/天，大夜津貼500元/
天)。

宜蘭縣
好喫食藝
冬山鄉

宜蘭縣
好喫食藝
冬山鄉

72814976 余小姐

72814976 余小姐

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陳麗旭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主任
機構

03-9588977

＜外場服務生＞，點餐、送餐、客服
及環境清潔，上班時間:1000~1400、
不拘 3
1630~2030，薪資:25000元，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

03-9588977

＜假日工讀生＞，點餐、送餐、客服
及環境清潔，上班時間:1000~1400、
不拘 3
1630~2030，時薪:160元，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

03-951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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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至16：00；中班16：00至
24：00；晚班24：00至08：00(每班
含休息時間30分鐘，依工作需要配合 不拘 6
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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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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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技師＞，1.食品檢驗、品質
監。2.教育訓練、流程管控、衛生管
理等工作。3.需具食品檢驗證照。上 高職 2
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周休
二日。薪資：25000元。

宜蘭縣 謝記畜產食品有
16709584 簡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03-9907719

宜蘭縣 勵億塑膠股份有
84406742 陳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作業員＞，印刷調色、產品複合。
工作時間：早班0800-1700；晚班
03-9901599分 2000-0500(需輪班)，供午餐，週休
高職 9
機108
二日。薪資:26000~40000元。(每週
一~週五，下午2點~4點攜履歷表至公
司面試。)

宜蘭縣
欣瓏徠小吃店
五結鄉

宜蘭縣
欣瓏徠小吃店
五結鄉

49806284 張先生

49806284 張先生

宜蘭縣 林益發飲料有限
42030548 李小姐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林益發飲料有限
42030548 李小姐
五結鄉 公司

03-9502018

＜假日服務生＞，於餐廳、飯館、小
吃店等餐飲場所中，進行顧客服務、
內外場聯繫、點餐供餐等工作。上班
不拘 4
時間：1100-1400、1700-2130(供二
餐)，時薪:16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03-9502018

＜餐廳服務生＞，於餐廳、飯館、小
吃店等餐飲場所中，進行顧客服務、
內外場聯繫、點餐供餐等工作。上班
不拘 3
時間：0930-1400、1700-2130(供二
餐)，休假：固定休周一另加兩天排
休，薪資：28000元起。

03-9602715

＜儲備幹部＞，送貨及倉儲工作，需
具備手排汽車駕照。上班時間：
不拘 2
0800-1700，月休六天，薪資：
26800~35000元。

03-9602715

＜隨車助理＞，跟車、送貨，需具備
手排汽車駕照。上班時間：0800不拘 2
1700。月休六天。薪資：
26800~35000元。

＜雜貨營業員＞，1.訂貨、補貨、陳
列作業。2.特價品陳列與商品管理。
3.顧客服務、賣場環境維護。4.其他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 03-9225000分
86622169
主管交辦事項。需配合輪班、輪休。 高職 10
不限
公司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兩班制，早班：0750-1730；中班：
1330-2230，月休八天起，薪資：
25000-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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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1.負責賣場內的補貨、
排面維持、貨架清潔、商品陳列、以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張先生/ 03-9225000分 及收銀結帳支援。2.其他主管交辦事
86622169
專科 10
不限
公司
徐小姐 機130張先生 項。3.早晚班，需配合輪休。上班時
間：0800~1300-1730~2230，月排休
8-10天，時薪160元。
＜教保員＞，從事照護16歲以上之身
心障礙對象，及其日常生活照護、生
活自理能力之協助等相關工作，協助
專科 2
課程教學、復健、社團活動。工作時
間：0800-1600，週休二日，薪資：
28000~35000元。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黃主任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03-9899556
分機1716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黃主任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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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醫生看診、醫療處理
03-9899556分 及接種疫苗之安排。7.調病例拿藥及
專科 2
機1716
陪同就醫及緊急事件送醫。8.檔案管
理及交辦事項。專科以上津貼+執
照。工作時間：0730-1530；15302330；2330-0730；9:00~17:00，(需
輪班)，薪資35000~45000元，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靈醫會私立聖嘉 66253259 黃主任
三星鄉
民啟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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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協助等工
作。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者佳。工
03-9899556分 作時間：日班:8:00~16:00；
高職 4
機 1716
16:00~24:00；24:00~8:00，(三班制
，需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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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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