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7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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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泰商行
南澳鄉

統一編號

41833007

宜蘭縣 新晶科技股份
28034585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新晶科技股份
28034585
五結鄉 有限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潘小姐

＜門市人員＞，7-11超商門市收
銀、店內商品陳列擺放及門市清
潔工作。 上班時間：07000966-779823 1500(薪資：24000元)；1500不拘 5
2300(薪資：24000元)；23000700(薪資：27000元)，排休月休
八天。

林小姐

＜FQC品檢員 ＞1.製程巡檢。2.
成品外觀及電器功能檢驗。3.檢
驗記錄及點檢表填寫製作。4.儀
器設備清潔保養。5.主管交辦事
03-9906099
高職 1
項。上班時間：0800-1710，周休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請先
將履歷(附自傳及照片)mail-林素
誼小姐Tracy@everday.com

林小姐

＜倉庫人員＞，1.原物料收發。
2.成品、不良品及報廢品庫存管
理。 3.成品出貨。4.單據
Keyin。5.盤點作業。6.主管交辦
03-9906099
高職 1
事項。上班時間：0800-1710，休
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請先將
履歷(附自傳及照片)mail-林素誼
小姐Tracy@everday.com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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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新晶科技股份
28034585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新晶科技股份
28034585
五結鄉 有限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林小姐

＜總機/總務人員＞，1.接聽、過
濾及轉接公司來電。2.客戶、廠
商來訪接待。3.收、發公文，寄
信及代訂便當。4.零用金管理。
5.固定資產處理。6.叫修及行政
03-9906099 事務支援。 7.一般性事務用品及 高職 1
耗材採購。8. 主管交辦事項。上
班時間：0800-1710， 周休二日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請先將履
歷(附自傳及照片)mail-林素誼小
姐Tracy@everday.com

林小姐

＜開發部助理＞，1.協助連絡廠
商申請樣品。2.承認書發行。
3.BOM表建立。4.一般行政文書撰
寫與發行。5.部門採購費用與文
03-9906099 具用品申請。6.部門文書建檔管 高職 1
理。上班時間：0800-1710，周休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請先
將履歷(附自傳及照片)mail-林素
誼小姐Tracy@everday.com

郭小姐

＜產線技術員＞，1.負責生產線
機台操作。2.問題貨品及暫存貨
品之處理。3.協助處理異常狀況
03與排除。4.其他日常附屬工作之
9905511#520
國中 10
處理 。上班時間日班：07304
1930 夜班：1930-0730 做四休
二、3-4個月日夜輪調一次，做四
休二，月薪30000元以上。

郭小姐

＜設備工程師＞，1.定期維護、
保養生產設備機台，進行故障排
除。2.規劃生產設備之操作順序
03，以便正確使用設備，進而提升
9905511#520
大學 10
生產效率。上班時間：日
4
班:08:30~20:30晚班:
20:30~08:30，需輪班，做四休二
，月薪:3000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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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陳小姐/
039905511
郭小姐

＜勞安工程師＞， 1.危害通識及
化學品安全管理 2.承攬商訓練與
管理 3.防護具管理 4.現場安全
查核 5.協助
專科 2
ISO14001&OHSAS18001系統作業
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及薪
資依勞基法規定。

郭小姐

＜生產改善工程師＞， 1.製程的
日常維護作業 2.良率的改善與提
昇 3.製程的最適化設計 4.新技
039905511分
術的應用、開發與製程控制 上班 專科 5
機5204
時間：日班07:30~19:30、夜班
19:30~07:30，需輪班，週休二日
，薪資符合勞基法規定。

郭小姐

＜製程整合工程師＞， 1.產品製
程開發與導入 2.產品導入、量產
及良率提升 3.產品良率提昇及製
039905511分 程簡化 4.製程可靠度提升 5.產
專科 5
機5204
品可靠性提升 上班時間：日班
08:30~20:30、夜班20:30~08:30
，需輪班，週休二日，薪資符合
勞基法規定。

郭小姐

＜助理工程員＞， 1.CVD/BCV 機
台例行性PM 2.傳送機構清潔與保
03養 3.Rework hold wafer 上班時
9905511#520
大學 1
間：日班:0830~2030晚班:
4
2030~0830，需輪班，做四休二，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研發工程師＞， 1.Customer
Sampling 2.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D experiment
大學 2
Test 3.化學製程改善及新製程開
發 上班時間：0830-1730，週休
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中美矽晶製品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8113743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陳小姐/
039905511
郭小姐

萬達光電科技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9117752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倉管員-常夜班＞ 1.原物料半
成品入庫點收及備料。2.與配合
貨運行之收貨及出貨。3.調撥貨
管理部鄭 03物之堆疊。4.盤點相關作業。 5.
高職 1
小姐
9908282#502 主管交辦事宜。上班時間:20000500，周休二日，月薪:29000元30000元，加班費另計，需備有推
高機證照。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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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光電科技
宜蘭縣
股份有限公司 29117752
五結鄉
宜蘭分公司

鄭小姐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陳小姐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陳小姐

＜品檢員-常日班＞，1.製程巡檢
/成品檢驗。2.異常事項處理、依
據程序填寫有關報告。3.支援PQE
03執行異常原因數據分析計畫，SPC
高職 4
9908282#502 統計，以及改善異常點 。4.負責
量產QCP。上班時間：08:0017:00(不需輪班)，周休二日，薪
資：23000元-25000元。
＜外勤業務＞，1.開發客戶及新
通路，擴展市場佔有率，達成業
績目標。2.定期拜訪經銷客戶，
維繫穩定客戶關係。3.負責產品
報價，國內業務接洽，訂單處
理。4.負責產品報價及產品展示
，並處理帳款回收相關事宜。5.
03負責業務推展，傳達及說明公司
9908311#150 各項業務重大訊息、活動及產
高職 2
0
品。6.負責新產品行銷企劃案之
撰寫、規劃與執行。7.蒐集市場
情報，並擬定、分析行銷策略和
價格策略。8.充分理解公司業務
及行業特點，結合客戶要求以制
定個別方案。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休假及薪資依勞
基法規定。
＜品管助理＞，1.檢驗、分析或
測試產品、材料等，判斷其是否
符合規格。2.確認檢驗程序、分
析方法等是否有效。3.收集或挑
選樣本，以進行測試或作為標準
使用。4.分析、計算檢驗數據，
以確認檢驗結果。5.進行產品分
03-9908311
高職 2
析方法的開發與改善。6.管理實
驗室設備、藥品及操作文件。7.
操作分析儀器，並確保儀器之妥
善。8.執行HACCP系統之推行與管
理。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
餐，周休二日，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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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
86965586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繁葵實業股份
9740426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陳小姐

＜業務專員＞，1.負責電話開
發、約訪新客戶。2.透過電話或
郵件方式，持續追蹤、經營並維
護既有的客戶。3.建立、記錄並
維護顧客資料（如：聯繫記錄、
顧客反應、帳務及訂購記錄）。
4.提供來電客戶諮詢服務、產品
03-9908311
高職 1
解說，並適時進行產品推廣及行
銷。5.提供專業的顧客售後服
務。6.負責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
處理。7.負責產品報價及產品展
示，並處理帳款回收相關事宜。
上班時間：0800-1700，供一餐，
休假及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數位行銷助理＞，1.協助網站
前後台功能及整體動線的維護。
2.協助網路內容、服務及活動，
並定期更新、維護及管理。3.協
助電子報、EDM及各種宣傳文案的
03-9908311 設計、製作與發送。4.進行網路 高職 1
行銷及服務的成效追蹤。5.協助
設計製作平面文宣、海報和DM。
6.製作簡報或準備資料。上班時
間：0800-1700，供一餐，休假及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倉管助理 ＞，1.原物料入庫驗
收 2.原料成品核對 3.產品出貨
點收 4.主管交辦事項 5.有電腦
03-9908311
高職 2
系統操作經驗者佳 上班時間：
0800-1700，供一餐，周休二日，
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陳小姐

＜作業員＞，冷凍庫搬貨(25-30
公斤)、操作機台(殺魚、切魚)、
03-9908311 工廠環境清潔。上班時間：0800- 不拘 5
1730，薪資與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李小姐

＜高週波作業員＞，高週波機台
操作，無經驗可。 上班時間：
03-9109608
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依勞 不拘 3
分機9
基法規定，業績達標另有月獎金
500~200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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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
42001500
冬山鄉 公所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冬山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冬山鄉

34788560

34788560

中國青年救國
宜蘭縣 團直屬台灣省
40404915
宜蘭市 宜蘭縣團務指
導委員會

宜蘭縣 員山窯業股份
40555878
員山鄉 有限公司

李小姐

＜水上救生員＞，1、辦理觀光產
業發展所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業
務。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3、
需具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執照，4、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8
條各款規定之情事者，且具主動
03積極及熱忱服務工作態度。5、熟 不拘 1
9591105#229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相關經驗者尤
佳，本項工作必須配合假日出勤
(依排班表輪班)。工作地點:冬山
河舊河道碼頭、上班時間：
08:00~17:30、排休月休八天、薪
資：27000元。

陳經理

＜中/晚班門市人員-7-11冬山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
收據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
03-9592537
不拘 4
清潔等。上班時間、薪資與休假
等依照勞基法規定。面試請攜帶
履歷表並電話預約。

陳經理

＜早班門市人員-7-11冬山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收據
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清潔
03-9592537
不拘 2
等。上班時間、薪資與休假等依
照勞基法規定。面試請攜帶履歷
表並電話預約。

黃小姐

＜總務司機＞，採購、工程招
03標、公務車保養。上班時間：
9353411#42 0830-1730，周休二日，月薪
22500元~24500元。

鄭小姐

＜操作工＞，搬運(10公斤以
內)、電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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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222672
不拘 8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
方式：周休二日。 薪資：24000
元-27840元。供膳宿狀況：供宿
不供膳(住宿費月扣500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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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蘭田穀王股份
54109935
員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宜蘭縣
紘暉企業社
壯圍鄉

34788560

34788560

宜蘭縣 捷達工程有限
42700841
頭城鎮 公司

＜暑期工讀生＞， 1.負責賣場內
的補貨、排面維持、貨架清潔、
商品陳列、以及收銀結帳支援。
2.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3.早晚班
人事徐小
函寄勿來電 ，需配合輪休。 早班：0900高職 10
姐
1400；晚班：1730-2230，月休八
天起，時薪140元。 意者請先將
履歷寄至員山鄉永同路3段208號
人事徐小姐收 <函寄勿來電＞

陳經理

＜中/晚班門市人員-7-11壯圍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
收據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
03-9374524
不拘 4
清潔等。上班時間、薪資與休假
等依照勞基法規定。面試請攜帶
履歷表並電話預約。

陳經理

＜早班門市人員-7-11壯圍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收據
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清潔
03-9374524
不拘 2
等。上班時間、薪資與休假等依
照勞基法規定。面試請攜帶履歷
表並電話預約。

葉先生

＜學徒/技工＞，冷氣風管、焊
接、電器安裝等。工作時間：
0917975344
國小 2
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
基法規定。

宜蘭縣
金豐福126號
頭城鎮

＜船員＞，捕漁、補網。 薪資：
239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
陳朝山先
CT3-004133
0985-279610 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不拘 3
生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80元，住宿費月扣2600元)。

宜蘭縣
新義發36號
頭城鎮

＜船員＞，捕漁、補網。 薪資：
23900元以上，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工作時間：配合漁船作業時
洪儷芬小
CT5-001689
0958-868083 間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不拘 3
姐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
餐40元，住宿費月扣1880元)。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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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元盛豐氣壓油
22580729
蘇澳鎮 壓有限公司

吉富農綠金生
宜蘭縣
技股份有限公 54799333
蘇澳鎮
司

吉富農綠金生
宜蘭縣
技股份有限公 54799333
蘇澳鎮
司

江小姐

＜車床技術人員＞，金屬車床加
工，操作車床加工機，進行車削
各種工作物的加工。需具備1年以
03-9902555
高職 2
上工作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及薪資符合勞基法規
定，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

張小姐

＜現場作業員＞，現場生產檢驗
包裝(搬運20公斤以上重物)。上
9905311#17
不拘 2
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月薪25000元。

張小姐

＜業務人員＞，產品行銷，需出
差中南部。上班時間:0800-1700
9905311#17
不拘 2
，周休二日，月薪25000元。
(1.45)

製作人: 林淑慧 201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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