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業 市 場 週 報
求才快報發佈時間： 2022/11/21

職業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地

學歷

待遇

汽車維修師傅

汽車維修師傅，備有相關維修經驗，負責協助汽車維修、保養及交辦
事項，薪資依能力調整，依規定給予加班費。

花蓮縣玉里鎮

國中

35000~40000

食品技師

負責食品規劃、研發、改良、分析、試驗、製造、品管、衛生管理及
監製等業務。 須有食品技師職照。

花蓮縣玉里鎮

專科

35000~40000

護理人員

（㇐）具護理人員證照資格，負責院內護理相關事務。 （二）熟悉㇐
花蓮縣玉里鎮
般電腦⾧期照顧軟體操作。

專科

35000~35000

品管人員

1.工地混凝土抽驗 2.混凝土試驗 3.廠內各項自主品管檢測 4.其他交辦
事項 需有普通汽車駕照，要跑工地及檢驗相關事務。

花蓮縣玉里鎮

高中

32000~34000

花蓮縣玉里鎮

國小

32000~32000

(具照顧服務員證書、失智20小時證書、身障20小時證書) 負責執行玉

居家服務員(玉里-假 里站居家服務為主及臨時交辦事項，主要服務玉里轄區及193線地區
，另有交通津貼、偏鄉地區加給補助，排休制，每日上班8小時。 (須
日班)
備有機車駕照者，依服務需求配合派遣至鄰近鄉鎮服務)

卡車司機

卡車駕駛員，須具有職業大貨車駕照及相關實務工作經驗者 (開砂石
車(21噸卡車)、混泥土車)。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30000~35000

汽車維修-技師

汽車維修技師，負責維修汽車相關事務，須備有維修相關經驗者，依
能力調整薪資。

花蓮縣玉里鎮

國中

30000~35000

瓦斯送貨員

送貨員，每日上班8小時(兩班時段(面議))，須備有手排汽車、機車駕
照，須能配合加班制度者，依能力調薪，另有業績抽成獎金。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30000~35000

小客(貨)車司機

須備有手排汽車駕照(2.7噸)，司機(工作時間05:30-17:00，每日工作
9小時)，玉里鎮內餐食材料運送，超時部分依規定給予加班費，每月
花蓮縣玉里鎮
排休依公司規定，每年薪資調整。(進用須依規定進行體檢合格者，意
者請先電洽後再行面試)

不拘

30000~33000

鐵材加工作業員

鋼筋裁剪搬運加工，鋼筋剪裁、彎折、機械操作及吊掛、搬運等作業
。 需【搬重物】吃苦耐勞/忌酗酒者，上班時間：早上7:50～11:50下 花蓮縣玉里鎮
午13:10～17:10(全職)。

不拘

30000~30000

花蓮縣玉里鎮

國小

30000~30000

儲備幹部

大專以上畢業(含)，具台語、英文能力，備汽、機車駕照，且有電腦
文書作業經驗能力(Word、Excel、PowerPoint) 者。 負責協助地區
業務發展，綜理肥料進出、生產履歷作業、協助農民申請肥料補助、
農民合作簡報製作等相關事務，須配合出差(宜花東)，依能力調整薪
資，供午餐，如有需求可供住宿，意者請電洽預約面試，詳情面議。

花蓮縣玉里鎮

專科

28000~33000

門診掛號人員

負責門診掛號、批價及診所交辦事 項(相關科系畢業者尤佳)，需備有
電腦基本文書能力且能配合輪班制度者，每日上班8小時，排休制，
另有全勤獎金，詳情面議。

花蓮縣玉里鎮

高職

28000~30000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28000~28000

店員兼送貨員

家畜飼育工

負責搬運貨物、店內商品包裝整理、送貨及交辦事項 (須會識字且備
有汽、機車駕照者)，每日工作8小時(可調整工作時間)，詳情面議!

清掃豬舍、餵養豬隻、照顧豬隻、其他相關作業 (需搬重約30kg)

照顧服務員

【醫院】照顧服務員 (須備有照顧服務員證書)，負責照顧病患生活所
需。

花蓮縣玉里鎮

國小

27500~27500

保全人員

負責鎮內平交道巡視、安全維護及保全相關事務，須能配合輪班制度
者，詳情面議。

花蓮縣玉里鎮

高中

27000~32000

門市人員

1.賣場門市商品管理 2.賣場與客戶關係之建立與維繫 3.執行進銷貨數
字報表分析、業績分析 4.執行叫賣活動與分店促銷宣傳 5.進銷存管理:
精準訂貨、提升銷售業績、庫存控管 6.跨分店、部門溝通與協助，詳 花蓮縣玉里鎮
情面議。 ★欲應徵者請洽玉里就業中心報名，並至玉里門市應徵面試
，面試錄取後，須體檢★

高中

26500~26500

門市人員

賣場陳列人員，負責賣場整理、收銀、主管交辦事項(視能力調整薪資
花蓮縣玉里鎮
)。

高中

26000~29000

中餐廚師

中餐廚師，須能獨立作業烹調料理餐點，具有中餐證照者，每日工作
約8~9小時，超時部分依規定給予加班費，每月排休依公司規定。(進 花蓮縣玉里鎮
用須依規定進行體檢合格者，意者請先電洽後再行面試)

不拘

2600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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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名稱

學歷

待遇

工程行政內業助理

學歷專科、大學畢業，負責工程行政文書作業、跑機關遞送公文及交
辦事項。 必須熟悉電腦文書相關作業(Word、Excel、PowerPoint)
且備有汽車駕照者，有工程相關經驗者尤佳。 意者，請攜帶履歷表預 花蓮縣玉里鎮
約後面試，詳情面議。

專科

26000~26000

現場施工人員

現場施工人員，有建築工程、水電、粗雜工等實務相關經驗者尤佳，
薪資依經歷調整，自備交通工具，外地求職者有提供住宿，意者請電
洽預約面試。 目前工作地點: 玉里鎮、卓溪鄉等區域

不拘

25250~30000

高中

25250~30000

不拘

25250~30000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25250~30000

花蓮縣玉里鎮

高中

25250~30000

櫃台服務人員

技工

工作內容

花蓮縣玉里鎮

負責櫃台接待，電話接聽，文書處理.協助訂房、辦理旅客進退房手續
、環境整理、協助房務工作、處理飯店相關事務及主管交辦事項等， 花蓮縣玉里鎮
輪班制，夜班另有津貼。 (備駕照、需略懂word或excel、面試採預約
制)
誠徵技工(可學徒)，負責汽車底盤、輪胎修護，有汽車駕照佳， 學歷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工作時間：7:00-19:30(含中午及晚餐休息時間)；詳情面議。

汽車維修技術人員(技 汽車維修技術人員(技師)，負責汽車保養，維修，油品的更換及交辦
事項，依能力調整薪資，詳情面議。
師)
行政助理

工作地

負責跑外勤業務、開發、聯繫客戶及交辦事項。

倉管行政人員

誠徵倉管行政人員 1.資材/成品/原料進.銷.存管理 2.訂單出貨 3.配合
加班及工作調度 4.須備有電腦文書處理能力者(word、excel)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25250~30000

廚務人員

廚房需做早餐，備廚務相關經驗，有基本的烹飪能力。需支援房間整
理、清潔及其他交辦事項。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25250~30000

通信技術員

負責通信網路相關作業，須有相關資訊經驗者，每日工作8小時，詳
情面議。

花蓮縣玉里鎮

高職

25250~30000

櫃檯服務人員

誠徵櫃檯服務人員，櫃檯接待，有房務經驗佳，忙時需要支援房務工
作，及其他交辦事項。

花蓮縣玉里鎮

不拘

25250~30000

行政人員

負責行政文書事務、跑公務機關、採購及交辦事項，須備有文書作業
能力及實務相關經驗者 薪資依經歷調整，自備交通工具，外地求職者 花蓮縣玉里鎮
有提供住宿，意者請預約面試。

高中

25250~27000

瓦斯工

送瓦斯、要會開車、有駕照，工作範圍光復地區，其他交辦事項。 上
花蓮縣光復鄉
班時間08:00-12:00，14:00-19:00，獎金另計。

不拘

35000~35000

花蓮縣光復鄉

不拘

25250~28000

花蓮縣光復鄉

高中

25250~25250

花蓮縣瑞穗鄉

高中

25250~30000

花蓮縣瑞穗鄉

不拘

25250~28000

花蓮縣瑞穗鄉

不拘

25250~26000

花蓮縣富里鄉

國中

25250~30000

廚師助理
拌合機操作手

行政總務人員
園藝栽培工
房務員
門市人員

廚工：配菜、洗滌餐具、協助廚務事項
混凝土拌合機操作手，需基本操作電腦。 中午休息11:45-13:00，依
勞基法規定延⾧工時情況下，將依規定給付加班費或補休。
負責處理文書作業，需會操作電腦、EXCEL等軟體 (偶爾需外派至外
縣市(台東、屏東、台南等店家支援)，外派薪資依公司制度調整，詳
情面議。 學歷不拘
植栽養護、園藝整理及其他事項。
負責飯店／旅館內房間的打掃工作，協助整理房間清潔及補充消耗性
用品，及配合公司調度工作項目。
門市例行勤務及後方廁所、店面清潔、機台清洗及主管交辦事項

粗工

負責工地事務及交辦事項，午休2小時、供1餐、主要工作範圍池上瑞穗（有公司車接送)。

花蓮縣富里鄉

不拘

25250~29000

植栽養護工

富里羅山遊憩區(含遊客中心)周邊環境植栽綠美化維護、草皮修剪及
交辦事項，需有汽車駕照

花蓮縣富里鄉

不拘

25250~25250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http://tkyhkm.wda.gov.tw/

台灣就業通：
http://www.taiwanjobs.gov.tw/

玉里就業中心：03-8882033

以上職缺內容若有問題請洽就服員
詳細內容以就服系統登錄資料為主
玉里就業中心：03-8882033

就業市場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