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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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三

星鄉

禹盛混凝土

有限公司
27880751

李文豪

先生

03-9891233(函寄，

電洽，親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兼職司機＞，預拌混凝土車駕

駛。工作時間：0800-1700，供午

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日薪：

2000元。

不拘 3

宜蘭

縣三

星鄉

罡鼎有限公

司
22435802 潘小姐

03-9895881(電洽，

親洽)

＜操作工-三星廠＞，機台操作(電

銲、切割、研磨、噴漆)、組裝、

需長時間久站、搬重約20公斤(有

輔助工具)。上班時間：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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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0元至33245元。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200元)。

不拘 15

宜蘭

縣五

結鄉

肽樂吉畜牧

場
0AA03635 柳小姐

0988-802576(電洽，

親洽)

＜畜牧工＞，豬糞清撿、翻堆、清

運(約35公斤，超過40公斤有機具

輔助)、清理豬舍內外汙水池、汙

泥清理、環境整理。上班時間：

08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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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休月休8天。薪資：28000

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不拘 5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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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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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五

結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親

水園養護之

家

18253907 簡小姐
03-9500180(電洽，

親洽)

＜護理師＞，護理工作。上班時

間：0800-1600；1600-2400；

2400-0800，排休月休8天，薪資：

36000元。

高職 3

宜蘭

縣五

結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親

水園養護之

家

18253907 簡小姐
03-9500180(電洽，

親洽)

＜照顧服務員＞，老人照顧服務。

上班時間：0800-1600；1600-

2400；2400-0800，排休月休8天，

薪資：28000元。

不拘 3

宜蘭

縣冬

山鄉

久九機械有

限公司
84594202 林小姐

03-9902087(電洽，

親洽)

＜技術員＞，西工、焊接切割、需

依機械製圖施工(需看懂圖面者)。

工作時間：0800-1700，供1餐，周

休二日，薪資：30000元-33000

元。

不拘 3

宜蘭

縣冬

山鄉

寶虹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
89656959 江主任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

＜業務專員＞，1.產品銷售(大台

北、基隆、宜蘭工地造訪，需自備

小型車，公司另外補貼油費)。2.

顧客服務(客訴處置)。3.商品管理

(庫存盤點)。4.開發客戶。5.接洽

業務。6.處理訂單。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

30000元。

高中 1

宜蘭

縣宜

蘭市

宜蘭縣私立

祥德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50561250 陳先生
03-9387733(電洽，

親洽)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人

生活起居(翻身、拍背、餵食、洗

澡..等)。工作時間：(二班制，需

輪班)。日班：0800至2000；晚

班：2000至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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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周休二日。

薪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狀

況：供膳宿(2餐/天，每餐扣50元

，住宿費月扣1700元)。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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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函

寄，電洽，電子郵

件)

＜得天露營車接待員＞，1.辦理入

住及退房事宜。2.露營車及露台相

關整房及清潔工作。3.帶房至露營

車介紹及泡茶。4.準備早晚餐點及

茶點。5.DIY活動帶領及準備。6.

得天露營區環境參訪及介紹。上班

時間：8小時，月薪27000元-31000

元，月排休9-10天。

專科 2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電

洽，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計時房務員＞，負責客房清潔及

整理工作。上班時間：4到8小時，

月排休依勞基法定規定，時薪：

190元-220元。

不拘 5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電

洽)

＜服務中心接待人員＞，1.負責行

李配送與館內設施介紹相關業務。

2.具有服務熱誠、敏捷勤勞、個性

開朗。3.會簡單英、日語應對為優

先。工作時間：輪班0630-

1500;1400-2230，月排休8天，薪

資27000元-31000元。

高中 1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函

寄，電洽，電子郵

件)

＜計時得天露營車接待員＞，1.辦

理入住及退房事宜。2.露營車及露

台相關整房及清潔工作。3.帶房至

露營車介紹及泡茶。4.準備早晚餐

點及茶點。5.DIY活動帶領及準

備。6.得天露營區環境參訪及介

紹。上班時間：8小時，時薪190

元-220元，月排休9-10天。

專科 2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6-

8017(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餐飲主任＞，1.營運事務管理。

2.營運作業督導及改善。3.人力資

源管理。4.跨部門溝通協調。5.獨

立思考能力及應變力。7.顧客關係

維護。8.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32000元~40000元。

高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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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人資

03-9885211#8016-

8017(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計時餐飲服務員＞，誠徵熱血熱

情有活力，對餐飲服務有高度熱

忱。工作時間：早班

08:00~15:00、晚班17:00~23:00，

月排休8-10天，時薪190元-220

元。

不拘 3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電

洽)

＜禮賓接待員＞，1.具飯店客務、

房務相關經驗或旅館管理相關科系

畢業者佳。2..辦理入住登記及退

房手續。3.英或日文能力佳優先。

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月排

休8天，薪資27000元-32000元。

專科 2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電

洽，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洗滌員＞，1.將使用之餐具器皿

清潔作業。2.餐具擦乾或烘乾後歸

位，做好餐具盤點及管理。3.負責

環境的打掃清潔例行工作。4.主管

交辦廚務作業事項。上班時間8小

時，月排休9-10天，月薪27000元-

32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人資

03-9885211#8015-

8018(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廚師＞，1.準備食材並烹調菜

餚。2.掌控菜餚的擺盤與出菜的順

序。3.進行廚房內的衛生管理工

作。4.具中餐丙級證書及廚師證

照。上班時間8小時，月排休9-10

天，月薪27000元-38000元。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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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人資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

＜藝品店銷售員＞，1.負責介紹及

銷售門市商品。2.提供顧客之接待

與需求服務（如：電話諮詢、調

貨、修改、包裝及退換貨處理）。

3.負責商品進貨入庫、銷售管理及

庫存管理。4.負責商品包裝、陳列

及促銷品換檔工作。5.維持店櫃週

遭之整潔。6.負責每筆成交後收銀

服務及每日銷售結算報表統計作

業。上班時間8小時/兩班制，月排

休9-10天，月薪27000元-31000

元。

專科 1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人資

03-9885211#8016-

8018(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美宣設計專員＞，1.設計製作平

面文宣、商品包裝、EDM，熟悉印

刷流程。2.熟悉AI、PS、ID，等平

面設計軟體應用。3.基本商業攝影

，拍攝料理、產品、活動記錄。4.

基本空間陳列，現場節慶活動佈置

及規劃設計。5.簡歷請提供線上作

品集。6.面試如有實體作品集尤

佳。上班時間0900-180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月薪27000元-

35000元。

大學 1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6-

8017(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夜間經理＞，1.督導櫃檯人員製

作客房夜賬與表單。2.維護各項夜

間營運作業確保服務品質。3.維護

旅館安全與處理緊急事件。工作時

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經常性

薪資達4萬元或以上。

高中 1

宜蘭

縣礁

溪鄉

五鳳旗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40642753 莊小姐

03-9885211#8017(電

洽，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計時洗滌員＞，1.將使用之餐具

器皿清潔作業。2.餐具擦乾或烘乾

後歸位，做好餐具盤點及管理。3.

負責環境的打掃清潔例行工作。4.

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上班時間

11:00-15:00/18:00-22:00，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90元-220

元。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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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餐飲部-酒吧主管＞，1.需具調

酒飲務相關知識。2.提供高品質的

調酒餐飲服務。3.協助庫存管理。

上班時間:15:00~2300，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32000~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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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各級廚師＞，1.烤

物炸物炒類煎類製作。2.需具備旅

館西餐廚師二年以上實務經驗與廚

師證照。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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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1500~2300，休假:依勞基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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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部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

＜採購部-採購專員＞，1.一般、

生鮮及各類相關採購作業。2.供應

商管理及開發。3.處理貨品遺失或

延遲的採購問題。4.建立、更新供

應商資料（如：貨品價格、規格和

到貨時間），以選擇最佳供應商。

5.有餐飲生鮮採購經驗者佳。6.具

相關飯店採購經驗佳。7.執行並完

成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3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30000~38000元。

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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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務部-公清人員＞，1.各項公

共區域清潔工作之執行。2.清潔機

具設備之保養維護與清潔用品之管

理。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早班0830~1730，中班

1400~23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7000~31000元。

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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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房務員＞，1.負責客房清潔及整

理工作。2.責任區域內設備故障通

報。3.備品補充。上班時間：早班

0830~1730，中班1400~2300，休

假:依照勞基法規定，薪資：

30000-35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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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席業務專員/主任＞，1.代表

飯店與客戶進行溝通，維繫良好客

戶關係。2.宴會場地場勘、解說、

業務洽談、預訂。3.執行餐飲推

廣、銷售及預約促銷專案活動，協

助達成業績目標。4.核對團體用餐

及確認，當日宴會接待。上班時

間:早班0830~1730，中班

1400~2300，需輪班，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31000~42000元。

高中 1

宜蘭

縣羅

東鎮

永泰國際飯

店股份有限

公司

54275700 人資部 email(電洽)

＜客務部-大夜櫃檯接待員＞，處

理房間安排事宜。上班時間：

2300~08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31000~42000元。

大學 2

宜蘭

縣羅

東鎮

臺灣墨玉咖

啡股份有限

公司

83286353 江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

＜行政人員＞，一般行政相關庶

務。上班時間：0830-1800(含休息

時間)，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

資：30050元。

不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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