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

縣不

限

喜互惠股份

有限公司
86622169 張先生

03-9225000分機

130張先生(電洽

，親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生鮮營業員＞1.生鮮商品

處理、上架、補貨及陳列佈

置。2.商品進退貨驗收。3.

每月商品盤點。4.協助顧客

選擇商品。5.能配合排班、

輪休佳。6.主管交辦事項。

7.賣場環境整潔維護。上班

時間：0730-1700，月休8天

起，薪資：26000-28000元。

國中 5

宜蘭

縣不

限

喜互惠股份

有限公司
86622169

張先生/

徐小姐

(函寄，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收銀營業員＞1.負責收銀

結帳、銷售、電話接聽廣播

及店內顧客服務等工作。2.

賣場內環境清潔維護。3.其

他主管交辦事項。早班：

0750-1720；中班：1330-

2230(兩班制需輪班)，月休8

天起，26000~28000元。

高職 5

宜蘭

縣不

限

喜互惠股份

有限公司
86622169 張先生

(函寄，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百貨營業員＞1.商品訂

貨、補貨與商品陳列。2.特

價品陳列與商品管理。3.顧

客服務。上班時間：

07:50~17:20；

14:00~23:00(需輪班)，月休

8天起，薪資：26000-28000

元。

高職 5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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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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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冬

山鄉

勝新水泥製

品行有限公

司

42034241 潘小姐
03-9584486(電

洽)

＜操作工＞，搬運原料(約30

公斤)，灌模、綁鋼筋、拌

合、拆模、修補、工廠環境

清潔。工作時間：07點30分

至17點(含休息時間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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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周休二

日。薪資：27250元至31610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

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3000元)。

不拘 19

宜蘭

縣冬

山鄉

嘉谷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84752898 黃小姐

03-9596019(電

洽，親洽，其

他-應徵前請先

電話連繫)

＜作業員＞，不織布作業。

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

班)0700-1500；1500-2300，

周休二日，薪資：30000元。

國中 5

宜蘭

縣冬

山鄉

潤泰精密材

料股份有限

公司

86871981 黃課長
03-9596989分機

121(電洽)

＜操作工-宜蘭冬山廠＞，水

泥搬運(約25公斤，超過40公

斤備機具輔助)、積料清除、

索道線路除草、侷限空間作

業、鐵塔維修。工作時間：

07點至15點(含休息時間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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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周

休二日。薪資：27250元至

3161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

宿費月扣3000元)。

不拘 19

宜蘭

縣宜

蘭市

梅洲混凝土

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86923307
林楚洋

先生

03-9286702(電

洽，親洽)

＜廠務＞，機台操作及維

修。上班時間：0800-1730，

供1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36000元起。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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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南

澳鄉

亞東物業管

理服務有限

公司

27731612 謝先生

02-66187777(電

洽，其他-意者

請先電洽謝襄理

預約面試。)

＜接駁車司機-急徵＞，1.駕

駛公務車將職員載送至目的

地。2.定期檢修車輛。3.發

生交通事故時作事故報告。

需具備職業小客車駕照以

上。上班時間：0800-

1700(中間休息1小時)。週休

二日。薪資：30200元(另加

工作津貼)。工作期間：

112/01/01-112/12/31。工作

地點：南澳鄉。意者請先電

洽謝襄理預約面試。

國中 1

宜蘭

縣頭

城鎮

漁滿昌189號
CT3-

003980
楊小姐

0988-532113(電

洽)

＜船員＞，捕魚、補網、配

合漁船作業。工作時間：配

合漁船作業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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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7150元以上。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3餐/天，膳宿

不扣錢)。

不拘 1

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莊小姐 email(電洽)

＜客務部-櫃檯接待員＞，處

理房間安排事宜。上班時

間：工時8小時，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

31000~42000元。

大學 2

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莊小姐 email(電洽)

＜客務部-訂房員＞1.負責網

路與電話訂房事宜。2.協助

及辦理國內外顧客訂房作業

，訂房確認及回覆。3.具電

腦基本文書作業系統能力。

4.主管交辦事項、協助文書

作業及其他支援工作。上班

時間：工時8小時，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

31000~40000元。

大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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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人資部
03-9551581(電

洽，親洽)

＜餐飲部-鐵板燒廚師＞，1.

提供鐵板燒料理。2.準備於

營業時間內的點菜。3.設計

所負責各自類別的菜單。4.

確保所負責類別的食品均符

合衛生管理的規定。5.維持

與確保冷凍庫及其他地區的

衛生及清潔標準。上班時間:

每日工時8小時，月休：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31000~45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人力資

源部

03-9057988分機

6300(電洽，親

洽)

＜餐飲部-冷廚明廚百匯各級

廚師＞1.需具備旅館餐飲實

務經驗與廚師證照。2.負責

研發新菜色，訂定食譜卡及

其營養、衛生、擺設裝飾之

標準，並製成檔案管理。3.

統籌管理住客早餐、大型自

助餐、下午茶、會議餐點等

起菜與出菜、器皿洗滌等操

作流程，同時具備內場人員

教育訓練的能力。上班時

間：每日每班8小時，休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31000~45000元。

不拘 1

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人資部 (電子郵件)

＜餐飲部-餐廳外場領班/主

任＞，1.需具備旅館餐廳領

班/主任實務經驗。2.協助主

管統籌管理西餐廳、住客早

餐、大型自助餐、下午茶、

會議餐點、酒吧等各項操作

流程，並具備教育訓練的能

力。3.並具備教育訓練的能

力。4.協助主管有效領導、

監督與管理餐飲部門所有同

仁作業與提升館內銷售自營

的能力。5.協助主管編列餐

飲外場年度預算，並能有效

執行預算與控制成本及降低

器皿破損率。上班時間:日班

/晚班每日8小時，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

30000~42000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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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人資部 (電子郵件)

＜餐飲部-外場服務員＞，1.

餐飲外場跑單、擺盤、送餐

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2.協

助帶位、倒水、點餐等。3.

於客人用餐完畢後收拾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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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負責全店的打

掃與清理，時而進行環境布

置。上班時間及休假方式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0000~35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

歷:cuncyuehr@gmail.com，

合者通知面試。

不拘 1

宜蘭

縣羅

東鎮

好是美股份

有限公司
53129624 店長

03-9517700(電

洽)

＜門市謍業員＞負責百貨、

雜貨、生鮮食品處理、陳

列、收銀等工作。上班時

間：0750-1720、

1400~2230(周末到2300)，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25250-27000元。

不拘 5

宜蘭

縣羅

東鎮

好是美股份

有限公司
53129624 店長

03-9517700(電

洽)

＜部分工時人員＞負責百

貨、雜貨、生鮮食品處理、

陳列、收銀等工作。上班時

間：早班0830-1330、晚班

1730~2230，休假依勞基法相

關規定，時薪：168元。

不拘 5

宜蘭

縣羅

東鎮

亞奇旅館 42076277 謝襄理
03-9563126(電

洽)

＜房務人員＞，1.飯店房間

的清理打掃。2.清潔浴室，

補充衛浴用品。3.房間的消

毒與保養。4.垃圾處理及回

收。上班時間:0830~1700，

月休8-10輪休，薪

資:29000~33000元。意者請

先電洽或親送履歷至櫃台再

通知面試。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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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羅

東鎮

樂亞旅館事

業股份有限

公司

42749416 謝襄理
03-9551915(電

洽，親洽)

＜房務人員＞，1.飯店房間

的清理打掃。2.清潔浴室，

補充衛浴用品。3.房間的消

毒與保養。4.垃圾處理及回

收。上班時間:0830~1700，

月休8-10輪休，薪

資:29000~33000元。意者請

先電洽或親送履歷至櫃台再

通知面試。

不拘 2

宜蘭

縣蘇

澳鎮

昇鴻漁號
CT3-

006259
陳小姐

0919-214862(電

洽，親洽)

＜船員＞，捕魚、補網。工

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

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

法規定)。休假方式：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7150元

以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3餐/天，每餐扣40元，住宿

費月扣1800元)。

不拘 5

宜蘭

縣蘇

澳鎮

建山機械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42093276 邱小姐
03-9902345分機

13(電洽)

＜中階技術操作工＞，除

鏽、噴漆、研磨、電焊、機

具搬運(約30公斤)、工廠清

潔。工作時間：8點至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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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40000元。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

，住宿費月扣3000元)。

不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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