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花蓮就業中心
電話：03-8323262 地址：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發佈日期：111年06月15日
詳細內容請至台灣就業通查詢或請來電洽詢花蓮就業中心
求才廠商

職缺

工作內容

廣

告
工作地

★★★★★旅館產業職缺★★★★★
香城大飯店(股)公司

櫃檯服務人員

月薪25250元，高職以上
使用靈知前台作業、辦理入住、退房作業、提供旅遊諮詢等。

花蓮市

香城大飯店(股)公司

房務員

月薪25250元，學歷不拘
客房整理及公共區域清潔打掃、保養、主管交辦事項。

花蓮市

香城大飯店(股)公司

房務員PT

時薪168元，學歷不拘
客房整理及公共區域清潔打掃、保養、主管交辦事項。

花蓮市

東旭資產管理(股)公司
(花蓮東旭觀海酒店)

飯店、餐廳主管

月薪30000~35000元，高中以上
餐飲銷售規畫與執行、人員訓練、工作安排。

花蓮市

東旭資產管理(股)公司
(花蓮東旭觀海酒店)

餐廳外場服務員

月薪26000~28000元，高中以上
帶位、到水、點餐、上菜、收拾碗盤、清理桌面與環境。

花蓮市

東旭資產管理(股)公司
(花蓮東旭觀海酒店)

房務員

月薪26000~28000元，高中以上
客房清潔整理與維護。

花蓮市

力麗觀光開發(股)公司

房務員

月薪26000~26000元，學歷不拘
樓層保養作業及備品倉儲作業、客房清潔及備品作業等。

花蓮市

力麗觀光開發(股)公司

餐飲服務員

時薪168元，學歷不拘
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等。

花蓮市

雲朗觀光(股)公司花蓮分
行李員
公司(翰品酒店)

月薪28000~30000元，高中以上
接待旅客/行李接送服務、飯店迎賓送客及引導服務等。

花蓮市

雲朗觀光(股)公司花蓮分
餐飲服務員
公司(翰品酒店)

月薪28000~30000元，高中以上
餐前準備工作、餐後復原、整理、引導帶位、用餐服務等。

花蓮市

雲朗觀光(股)公司花蓮分
櫃檯接待員
公司(翰品酒店)

月薪28000~30000元，專科以上
處理房間安排事宜、處理帳務、當地旅遊諮詢等。

花蓮市

雲朗觀光(股)公司花蓮分
洗滌員
公司(翰品酒店)

月薪28000~30000元，學歷不拘
廚房洗滌員、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

花蓮市

宜津企業(股)公司花蓮分
房務員
公司(花蓮美侖大飯店)

月薪26500~28500元，學歷不拘
客房整理、清潔、保養。

花蓮市

宜津企業(股)公司花蓮分
廚師助理
公司(花蓮美侖大飯店)

月薪25250~27000元，學歷不拘
擔任廚師的助手、協助廚師烹調前與烹調中的準備工作等。

花蓮市

宜津企業(股)公司花蓮分
餐飲服務員
公司(花蓮美侖大飯店)

月薪26500~28500元，高中以上
桌邊服務、點菜/上菜服務、帶位、用餐環境整理。

花蓮市

美爽爽旅館有限公司(美
爽爽渡假汽車旅館)

房務員

月薪26000元起，學歷不拘
客房清潔打掃，無經驗可。

吉安鄉

理想大地(股)公司

船長兼觀光解說

月薪25250元起，高中以上
飯店運河遊艇載客導覽、遊艇保養基本維修。

壽豐鄉

理想大地(股)公司

禮賓接待員

月薪25250~30000元，專科以上
禮賓接待及VIP客戶接待、協助辦理客人住宿登記/退房作業等。

壽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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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大地(股)公司

大廳櫃檯員

月薪25250~30000元，專科以上
辦理住房登記及退房結帳手續、住客資料建立與維護等。

壽豐鄉

理想大地(股)公司

司機

月薪25250~30000元，學歷不拘
審度交通情況，遵守交通規則，駕駛車輛等。

壽豐鄉

怡園實業(股)公司(怡園
渡假村)

房務員

月薪26000~28000元，學歷不拘
客房及公共區域清掃、維護。

壽豐鄉

怡園實業(股)公司(怡園
渡假村)

活動指導員

月薪26000~28000元，學歷不拘
園區導覽解說及住客接待。

壽豐鄉

怡園實業(股)公司(怡園
渡假村)

餐飲服務員

月薪26000~28000元，學歷不拘
遊客及住客用餐接待。

壽豐鄉

怡園實業(股)公司(怡園
渡假村)

櫃檯接待員

月薪26000~28000元，學歷不拘
遊客及住客接待。

壽豐鄉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公司 西廚二廚／三廚

月薪30000元起，高中以上
負責冷熱廚菜餚製作、準備食材並協助料理菜餚。

壽豐鄉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公司 戶外活動員

月薪27000~30000元，高中以上
熱愛戶外活動、具有團隊合作能力、從事戶外活動規劃及帶領等。

壽豐鄉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公司 娛樂部清潔員

月薪25250~28000元，學歷不拘
飯店公共區域清潔維護、娛樂設施維護清潔。

壽豐鄉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公司 救生員

月薪30000~35000元，大學以上
水質管理、水堿安全管理、環境清潔。

壽豐鄉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公司 公清員

月薪25250~27000元，學歷不拘
飯店公共區域清潔維護。

壽豐鄉

天祥晶華飯店(股)公司
(太魯閣晶英酒店)

安全員

月薪26000~30000元，高中以上
執行值班、巡邏、維安等勤務、安全防護工作等。

秀林鄉

天祥晶華飯店(股)公司
(太魯閣晶英酒店)

點心房副領班/領 月薪33000元起，高中以上
班
西點製作及研發新作、每日糕點製作、控管點心房材料及成品等。

秀林鄉

天祥晶華飯店(股)公司
(太魯閣晶英酒店)

中、西廚房-領班 月薪33000元起，高中以上
/副領班
餐點食材進貨及備料管理、協助主廚行政工作及菜色品質控管等。

秀林鄉

天祥晶華飯店(股)公司
(太魯閣晶英酒店)

房務部房務領班

月薪28000~32000元，高中以上
客房清潔以及備品作業、日常清潔保養工作等。

秀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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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營造業工作就業獎勵職缺★★★★★
永曄營造

模板工

日薪1800元，學歷不拘
組模板，備汽車駕照 。

花蓮市

臻匯饌有限公司

操作工

月薪27250~30793元，學歷不拘
原料加工、蒸煮、成型、包裝成品(約需搬重20KG，有輔具)。

花蓮市

祥岳(股)公司

補膠人員

月薪28000元，國中以上
石板上膠、大理石補面。

花蓮市

祥岳(股)公司

磨台、鋸台作業 月薪28000元，國中以上
員
大理石切割、磨面、需操作機台、屬機動性質，需支援外場。

祥泰石藝有限公司

鋸台/磨台/補膠

月薪28000元，國中以上
石材加工。

花蓮市

建華開發有限公司

食品製造作業員

月薪27250~30793元，學歷不拘
麵包或蛋糕生產程序，從事生產出貨之事務運作及機器操作等。

花蓮市

新民石材廠(股)公司

操作工

月薪40000元，學歷不拘
索具機、自動磨台、橋剪機、天車等機具操作、保養維修等。

花蓮市

香又香餐盒食品有限公司 製造業操作工

月薪40000元，學歷不拘
洗菜、切菜、烹煮、洗碗、團膳搬運(需能搬運30kg重物)。

花蓮市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現場技術人員

月薪32000元，高職以上
鐵材加工、機器操作等。

吉安鄉

東星名石(股)公司

作業員

月薪27250~31610元，學歷不拘
石材製品二次加工(橋剪、水磨、天車操作等)。

吉安鄉

竑誠營造有限公司

鐵工師父

日薪1500~2500元，學歷不拘
鋼骨結構及廠房主力等。

吉安鄉

德儀大理石有限公司

作業員

月薪27250~31610元，學歷不拘
大理石加工(切割、剪台、磨台、拋光等)。

吉安鄉

月薪29149~39607元，學歷不拘
攪拌機、清洗發酵槽、成品包裝、搬運貨品(20-30kg，有輔具)。

新城鄉

東潤水資源生技(股)公司 操作工

花蓮市

振輝土木包工業

泥作半技術工程 日薪1400元，學歷不拘
人員
泥作工程及球場跑道鋪設工程，備汽機車駕照。

瑞展營造有限公司

營造作業主管

日薪2000元，高中以上
工地 (露天、擋土、模板、施工架、缺氧、營造丙業) 作業等。

花蓮縣

瑞展營造有限公司

營建工程技術員

日薪2000元，高中以上
工地施工、聽從主管指派等相關工作。

花蓮縣

瑞展營造有限公司

營造作業主管

日薪2000元，高中以上
工地 (露天、擋土、模板、施工架、缺氧、營造丙業) 作業等。

花蓮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