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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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耕盈行
三星鄉

統一編號

77056683

宜蘭縣 利澤建材工業
22753860
五結鄉 有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賴騰雄
先生

＜操作工＞，操作機台(碎解、
篩選、清洗、汙水處理、混合
成型、乾燥)、需搬運物品(10
公斤以上推車輔助)，工作區域
清潔。工作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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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03-9893188 24000元至27840元(薪資為正常 不拘 3
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不包括
加班費)，周休二日。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7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上班地
點：宜蘭縣三星鄉紅柴林八王
圍46-4、46-5、61-17、61-9、
62-4、62-1、62-2、62-3、
77、253、254-2地號。

林先生

＜操作工＞，操作攪拌機、電
焊機、原物料搬運(約20-30公
斤，有輔助工具)。工作時間：
07點至16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02-86423355
不拘 5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 薪資：24000元至27840
元，周休二日。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50元，住
宿費月扣170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5/14

第1頁

宜蘭縣 廣鎬企業有限
28510118
五結鄉 公司

＜倉管人員＞，負責管控庫存
物料以及管理收發材料、貨品
李小姐、
盤點及帳務處理、倉庫清潔維
03-9906391
不拘 2
張小姐
持、倉庫紀錄保存等工作。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廣鎬企業有限
28510118
五結鄉 公司

＜組裝作業員＞，1、產品組
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業。
2、檢查生產程序、做好品管，
李小姐、
03-9906391 並協助產品符合標準。3、檢查 不拘 8
張小姐
瑕疵。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廣鎬企業有限
28510118
五結鄉 公司

＜塑膠射出成型技術員＞，1.
操作塑膠射出機檯。2.裝卸模
具、射出成型作業。3.調節溫
李小姐、
度與壓力裝置、以保持指定加
03-9906391
不拘 5
張小姐
工條件。4.射出前置與後續作
業；乾燥原料等。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2000~25000元。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林小姐

＜日語業務人員＞，1.開發新
客戶，拓展市場。 2.定期拜訪
經銷客戶。 3.負責國內/外業
務接洽。4.負責產品報價及產
03品展示，並處理帳款回收相關
專科 2
9606959#207 事宜。5.負責業務推展，傳達
及說明公司各項業務重大訊
息、活動及產品。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機械工廠英語業務人員＞，
1.開發新客戶，拓展市場。 2.
定期拜訪經銷客戶。 3.負責國
內/外業務接洽。4.負責產品報
03價及產品展示，並處理帳款回
專科 2
9606959#207 收相關事宜。5.負責業務推展
，傳達及說明公司各項業務重
大訊息、活動及產品。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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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良塚精工
40580638
五結鄉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唯一製衣
宜蘭縣
廠股份有限公 35068201
冬山鄉
司

林小姐

＜機械組立技術員＞，機械零
件組裝、機台組裝、空壓配
03管。
高職 5
9606959#207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機械電控工程師＞，機械配
電及檢修、PLC程式、人機界面
03程序。
專科 1
9606959#207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CNC車床技術人員＞，精密機
03械零件加工組裝。
專科 2
9606959#207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機械及氣壓油壓機構設計工
程師＞，粉末成形機零組件製
03圖及機台設計 。
專科 2
9606959#207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林小姐

＜機械零件品管工程師＞，1.
各類量檢治具與精密檢測儀器
的使用與定期內校。2.製程巡
03檢。3.出貨成品檢驗。4.材料 高職 2
9606959#207
進料檢驗。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黃小姐

＜電子工票助理＞，輸入量化
資料及行政文書處理。
03-9585111
不拘 1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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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環
77010483
五結鄉 境保護局

＜臨時人員＞， 1.環境清潔。
2.植栽養護工作，如雜草清除
，施肥等工作。 3.道路清掃、
排水溝清潔等。 4.環保局交辦
工作，需會電腦基本操作及上
網等。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
符合勞基法規定，預計工作期
03-9907755 間：107/06/01-107/12/31，需
陳小姐/
#203陳小姐/ 自備機車、油資自付。意者請 不拘 1
吳先生
#214吳先生 檢附履歷(含聯絡方式、照片等
，格式不限)於107/05/18前（
郵戳為憑）郵寄至宜蘭縣五結
鄉利工二路100號陳之蘭收，合
者擇優電話通知面試，不適用
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錄取
者將以電話個別通知，不另行
公佈於網站。

宜蘭縣 蘭陽加油站有
12613314
宜蘭市 限公司

許小姐

＜加油員＞，一般加油服務。
工作時間：早班0700-1430；中
03-9286346 班1430-2200；晚班2200-0700 不拘 4
，月排休8~10天，薪資依勞基
法相關規定。

郭小姐

＜FA失效分析品保工程師＞，
1.產品失效分析(FA)。 2.客訴
分析報告撰寫。 3.Benchmark
分析。 4.實驗室管理。 5.需
03-9285017
具TOEIC700分以上者佳。 6.熟 大學 2
#206
練X-RAY機台、C-SAM、SEM機台
及Chemical de-cap機台者佳。
工作時間：0800-1700，休假及
薪資皆符合勞基法規定。

郭小姐

＜品保品檢員＞，IPQC線上巡
檢、電性量測、製程檢驗，需
於無塵室工作、有半導體廠經
03-9285017
驗者佳。
高中 5
#206
工作時間：(四班二輪)日班/晚
班，休假及薪資皆符合勞基法
規定。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
34286449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
34286449
宜蘭市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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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美食品冷凍
40671594
宜蘭市 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香料廚房
員山鄉

08707465

張小姐

＜現場人員＞，進出貨物搬運
，須搬重物。
03-9285191 上班時間：0800-1700，需輪值 不拘 1
大夜班、休假、薪資依勞基法
規定。

黃小姐

＜廚師助理＞，廚房料理製作
與廚房清潔。
03-9220928
不拘 2
上班時間：1100-1700，時薪：
14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宜蘭縣
香料廚房
員山鄉

08707465

黃小姐

03-9220928

宜蘭縣
香料廚房
員山鄉

08707465

黃小姐

03-9220928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
86622169
員山鄉 限公司

03-9225000
張先生/
分機130張先
徐小姐
生

＜假日工作人員＞， 1. 於餐
廳餐飲場所中，進行顧客服
務、內外場聯繫、點餐供餐等
工作。2. 擔任廚師之助手，處
理烹飪前與烹飪中之準備工作
不拘 3
與其他餐廳相關事務。
(假日工作，工讀生或兼職
可)。
假日上班時間：1100-2100(含
休息時間)，時薪：14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工讀生＞， 1. 於餐廳餐飲
場所中，進行顧客服務、內外
場聯繫、點餐供餐等工作。2.
擔任廚師之助手，處理烹飪前
不拘 3
與烹飪中之準備工作與其他餐
廳相關事務。
上班時間：1100-1700，時薪：
14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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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需配合輪班、輪
高職 5
休。
工作時間：兩班制，早班：
0750-1730；中班：1400-2230
，月休八天起，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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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
86622169
員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達倫紙器有限
40621574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東菱電梯股份
97429577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東菱電梯股份
97429577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順源牙醫診所 77020454
頭城鎮

＜雜貨營業員＞， 1.商品訂
貨、補貨與陳列作業。 2.特價
品陳列與商品管理。 3.顧客服
務、賣場環境維護。 4.其他主
03-9225000
張先生/
管交辦事項。 5.需配合輪班、
分機130
高職 5
徐小姐
輪休。
張先生
工作時間：兩班制，早班：
0750-1730；中班：1400-2230
，月休八天起，薪資符合勞基
法規定。
＜作業員＞，紙製品機台操
作。
黃小姐 03-9224229
不拘 1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周小姐

＜會計助理＞ 1.協助一般帳務
處理。 2.審核各項費用單據及
相關帳務處理。 3.從事一般行
政工作、主管交辦事項。 4.資
03-9363000 料key-in、列印、整理、維
高職 1
護、更新。 5.接聽客戶來電。
6.需要有營造經驗佳。 上班時
間：0800-1730、薪資依照勞基
法相關規定、周休二日。

周小姐

＜電梯安裝技術人員＞ ，電梯
維修、安裝、保養，有電機相
關科系者佳。
03-9363000
高職 4
上班時間：0800-1730、供一
餐、休假、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劉主任

＜牙技師(生)學徒＞， 1.調合
不同材料，製作不同種類的義
齒。2.依照病人需求，協助建
置各類齒模。3.協助牙醫師進
行相關義齒重建手術。上班時
03-9782652
不拘 2
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應徵請郵寄履歷表自
傳：頭城鎮青雲路二段３５２
號，請勿撥打電話至診所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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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順源牙醫診所 77020454
頭城鎮

宜蘭縣
順源牙醫診所 77020454
頭城鎮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劉主任

＜牙醫助理＞，
1.牙科跟診，協助醫師看診，
傳遞治療器械並了解看診流
程。2.熟牙科四手操作為佳。
3.需處理病患約診電話聯繫作
業。4.懂電腦操作為佳。5.協
助櫃檯作業，數位影像管理、
03-9782652
不拘 2
器械清洗、消毒、牙科材料管
理。6.診所環境清潔。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應徵請郵寄履歷
表自傳：頭城鎮青雲路二段３
５２號，請勿撥打電話至診所
詢問。***

劉主任

＜護理師/護士＞，
1.具護士或護理師執照，精IV
注射。2.病患約診處理、電話
接聽，客戶服務等相關工作。
3.需有耐心、愛心、個性活潑
易相處。4.牙科跟診，協助醫
師看診，傳遞治療器械並了解
03-9782652 看診流程。5.協助櫃檯作業， 不拘 5
數位影像管理、器械清洗、消
毒、牙科材料管理。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應徵請郵寄履歷
表自傳：頭城鎮青雲路二段３
５２號，請勿撥打電話至診所
詢問。***

張小姐

＜業務助理＞，1.負責客戶聯
繫、訂單處理、安排出貨及跟
催交期。 2.對帳單／請款／出
03口相關事宜處理。3.其它主管
專科 2
9287626#100 交辦事項，熟英文佳。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張小姐

＜研發人員＞，產品研發與製
03程改善 ， 1年以上工作經歷。
專科 2
9287626#100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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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元耀科技股份
16197211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張小姐

＜採購人員＞，原物料採購及
請款作業、供應商維護與新供
應商開發、系統訂單維護、詢
03比議價、設備零件採購、工程
大學 1
9287626#100 發包以及合約簽署、熟鼎新ERP
系統，可獨立作業。上班時
間：0800-1700，休假：周休二
日，薪資：24000元-30000元。

張小姐

＜技術員＞，1.機台操作及保
養。2.製程追蹤，維持產線的
正常運轉與作業改善，並掌控
產線每日產出量。 3.人員管理
03及5S推動。4. 完成上級交辦的 不拘 5
9287626#100
各項工作任務。
上班時間：日班0800~1630或晚
班1620~2420，周休二日，薪
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黃小姐

＜幼教老師＞，幼兒教學，有
責任心及愛心，熱心開朗，限
幼教相關科系畢，具合格幼兒
教師證或合格教保員，有經驗
者佳。
上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
03-9533223
專科 3
日，薪資依照勞基法規定，且
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意者請先E-Mail或郵寄履歷
(需附照片)再通知面試。
Email：
edi.son265@msa.hinet.net***

黃小姐

＜安親課輔老師＞，課業輔導
，具1年以上工作經驗。
上班時間：1100-1900(含休息
時間1小時)，週休二日，薪資
03-9533223 依勞基法規定。
專科 3
***意者請先E-Mail或郵寄履歷
(需附照片)再通知面試。
Email：
edi.son265@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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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愛
14938788
羅東鎮 迪生幼兒園

黃小姐

宜蘭縣 主立科技股份
12742231
蘇澳鎮 有限公司

白小姐

私立欣欣語文
宜蘭縣 短期補習班（
15563920
蘇澳鎮 吉的堡美語新
馬分校）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陳老師

藍主任

藍主任

＜助理老師＞， 1.有耐心、愛
心，責任感重，科系不拘。 2.
有工作熱忱。 3.協助老師授
課。 4.協助幼兒學習自理生
活。 5.提供幼兒日常生活（
如：飲食、大小便等）的照
03-9533223 顧。
高中 3
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
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意者請先E-Mail或郵寄履歷
(需附照片)再通知面試。
Email：
edi.son265@msa.hinet.net***
＜地磅操作員＞，大卡車過磅
配合操作秤重記錄，須會電
0982-581212 腦。
不拘 1
工作時間：輪三班，每班8小時
，周休二日，薪資：22000元。
＜課輔老師＞，小學生安親課
輔相關工作。
03-9909556
工作時間：部分工時，隔週休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高中 2

E-mail

＜客戶服務主管＞，現場營運
控管，員工教育訓練，文書處
理，與高層主管出席會議，提
案營運問題與問題處理。
不拘 8
工作時間：0800-1700，17002300，2300-0800(需輪三班)。
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mail

＜客戶服務人員＞，1.協助客
人辦理住宿登記與退房手續(運
送行李、指引客人)。2.客人寄
存行李、物品之保管服務。3.
安排旅客之交通工具。4.遞送 不拘 5
客房文。
工作時間：0800-1700，17002300(需輪兩班)，薪資與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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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蘇澳鎮 限公司

藍主任

藍主任

藍主任

藍主任

E-mail

＜餐飲服務員-工讀＞，餐廳服
務接待客人，主管其他交辦業
務。
不拘 10
上班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E-mail

＜工程師＞，1.飯店設備檢修
及保養(電機.空調.給排水.消
防.鍋爐…等設備)。2.配合客
房報修處理。3.維持設備之正
常運作，遇故障時之狀況排
不拘 2
除。4.具飯店維修工作經驗。
上班時間：0800-1700，17002300，2300-0800(需輪三班)，
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mail

＜房務員＞，客房及公共區域
清潔整理。
工作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不拘 6

E-mail

＜禮賓接待人員＞，1.飯店櫃
檯接待、出納、諮詢。2.個性
熱忱親切具有服務精神。3.旅
客意見或客訴處理。4.協助客
人辦理住宿登記與退房手續
等。
工作時間、休假及薪資依勞基
法規定。

不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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