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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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編號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懷哲復康之 20252708
三星鄉
家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懷哲復康之 20252708
三星鄉
家

宜蘭縣 昌億交通工程有
28644910
五結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龍鼎汽車商行
五結鄉

宜蘭縣
環宜有限公司
五結鄉

78232940

8480447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何小姐

＜計時生活輔導員＞，個案生活起居
照顧、餵飯、洗澡、環境維護與清潔
03-9897229 ，須有照顧服務結訓證明，工作時
不拘
間：0800-1200，1300~1700，時薪
150元，休假方式依照勞基法規定。

5

何小姐

＜護理人員＞，居家護理工作，需具
備居家護理所相關經驗。早班：08：
03-9897229 00-17:00，晚班: 14:00~22:00，需 專科
輪班，月薪 32,000~38,000元，休假
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5

黃小姐

＜施工人員＞，道路標誌、路面標線
施工。上班時間：08:00~17:00，日
薪：1300元起，偶需配合工程進度加
03-9603381
國小
班，傍晚五點後加班費另計，加班費
及休假依勞基法規定，具汽車駕照者
佳。

4

林先生

＜技師/半技師/學徒＞，汽車維修工
作。上班時間：0800-1800，供午餐
03-9650099
不拘
(加班供晚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5000-30000元。

2

黃小姐

＜道路施工人員＞，道路標線標誌施
工，具普通大貨車駕照者佳。上班時
03-9602087
國中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5000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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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品保檢驗員＞，1.掌控製造/生產
過程品質狀況(目視檢測)。2.產品不
合格之隔離處置。3.產品檢驗異常/
開立單據作業。4.協助異常原因追
蹤。5.檢查、測試、或測量材料、產
品、裝置，使之符合規格。6.使用測
量儀器（如：尺規或測微器等）測量 高職
產品的尺寸以符合規格。7.其他主管
交辦事宜。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大
夜班，0750~1630、1550~0030、
2350~083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25000~30000
元。

2

楊小姐

＜射出成型技術員＞，1.搬運原料。
2.將輸送帶的產品分類。3.看顧機
台。4.須輪班，.輪值晚班另有夜勤
津貼。上班時段：日班/晚班/大夜班 不拘
，0750~1630、1550~0030、
2350~08: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勞
基法規定，月薪：28000~38000元。

5

楊小姐

＜射出成型工程師＞，1.射出成型作
業(含調機、製程參數、提高良率)。
2.模具組立和保養作業。3.機台維修
巡檢保養管理。4.成形及模具問題檢
討、解析、對策。5.調節溫度及壓力
不拘
裝置，以保持指定之加工條件。上班
時段：日班/晚班/大夜班，
0750~1630、1550~0030、2350~08:0
需輪班，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
月薪 28,000~37,000元。

3

楊小姐

公司不接受
電話聯繫，
應徵者需先
投遞履歷：
a20023@sypo
.com.tw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公司不接受
電話聯繫。
應徵者需先
投遞履歷；
a20023@sypo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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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公司不接受
電話聯繫。
應徵者需先
投遞履歷；
a20023@sypo
.com.tw

＜研發助理＞，1.ERP BOM建立。
2.ISO 文件製件。3.產品工程文件撰
寫。4.協助成品量測。5.執行長官交
辦之工作。擅長工具：AutoCAD、
不拘
AutoCad 2D、AutoCad 3D、
SolidWorks。上班時段：0750~1710
，週休二日，月薪：26000~35000
元。

5

楊小姐

＜品管/品保工程師＞，1.制定各部
件/產品的檢驗標準(SIP)及檢驗紀錄
維持。2.客訴問題分析及改善追蹤。
3.ISO 9001/14001/13485 文件的更
不拘
新、維護與整合。4.文件管理。5.其
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段：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

2

楊小姐

＜玻璃研磨技術員＞，1.光學玻璃製
造。2.玻璃面板研磨、拋光、圓切、
方切、等，機台操作。3.負責機器設
備的維護與保養。4.完成主管交辦事
宜。5.玻璃加工處理作業、玻璃器具
不拘
裝配與操作。上班時段：日班/晚班/
大夜班，0750~1630、1550~0030、
2350~08: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 28,000~38,000
元。

5

楊小姐

＜玻璃研磨主管＞，1.玻璃研磨相關
技術。2.指揮協調生產人員之日常活
動，以確保產品品質與交貨率之提
升。3.執行生產管理的要求。4.向新
進人員示範設備操作、工作程序以及
不拘
安全程序，或指派有經驗人員訓練新
進員工。5.製具的管理及提供使用問
題檢討。6.每日提供產線生產報告。
上班時段：0750~1710，週休二日，
月薪：40,000以上。

5

楊小姐

公司不接受
電話聯繫。
應徵者需先
投遞履歷；
a20023@sypo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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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23@sypo
.com.tw。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楊小姐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楊小姐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楊小姐

宜蘭縣 義凱機械有限公
16885456
冬山鄉 司

劉小姐

＜研發工程師＞，1.新產品開發之產
品規格/時程/成本之掌控。2.追蹤及
協助解決開發階段時所有產品相關問
題。3.開發階段時與客戶間之溝通橋
樑。4.規劃和執行技術開發專案。5.
不拘
跨部門溝通協調將新技術導入量產。
6.新產品試作與量產導入。7.執行長
官交辦之工作。8.參與或主持工作會
議。上班時段：0750~1710，週休二
日，月薪：26000~35000元。

＜鍍膜工程師＞，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2.機台前置作業。
3.真空鍍膜機台維護與保養。上班時
段：日班/晚班/大夜班，
不拘
0750~1630、1550~0030、
2350~08: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25000~35000
公司不接受 元。
電話聯繫。
應徵者需先
投遞履歷；
＜光學設計工程師 ＞，1.設計開發
a20023@sypo
光學系統、控制程式，並進行測試分
.com.tw。
析。2.控制與分析光電材料、元件、
產品之良率及穩定度。3.進行光學模
擬分析。4.設計檢測儀器及製作工
不拘
具。5.對光電材料與元件產品製作、
管理，提供技術性建議及相關諮詢。
6.須熟悉操作zemax, trace pro,
Pro/E。上班時段：0750~1710，週休
二日，月薪：35000~50000元。

＜電銲人員＞，1.焊接作業。2.需有
相關工作經驗。3.依照工作能力調整
薪資。應徵者先來電預約面試時間。
03-9596840
不拘
上班時段：08:00~17:00，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月薪 26,000~32,000
元。

5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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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姐

＜機械繪圖人員＞，1.相關科系畢
業。2.需有經驗。3.熟AutoCAD。應
03-9596840 徵者先來電預約面試時間。上班時
高職
段：8:00~17:00，休假方式：周休二
日，月薪：30,000~35,000元。

1

邱小姐

＜作業員＞，協助洗衣、整理、搬運
03-9309459 等廠內事務。上班時間：0900-1800 不拘
，月休8天，薪資：23100元。

3

張文學
先生

＜平/假日計時人員＞，1、負責餐飲
場所的內外場聯繫、顧客菜單諮詢、
點餐供餐及桌面環境清潔。2、商品
03-9287788
不拘
販售等相關事宜。上班時間：09301930(排班制或固定班制皆可)，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50元。

4

宜蘭縣 山寨村餐飲股份
55897867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張文學
先生

＜總務人員＞，1.綜合辦理公司內之
設備維護及機台操作。2.貨品進銷存
資料管理（含貨品盤點）。3.倉庫管
03-9287788
不拘
理。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
間：0930-1930(8H)，月排休8天，月
薪：28,000元至30,000元。

1

宜蘭縣 山寨村餐飲股份
55897867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張文學
先生

＜烘焙學徒＞，協助西點製作，排定
工作作業程序等，上班時間：070003-9287788
不拘
1600(8H)，月排休8天，月薪:26000
元，提供1餐。

1

張文學
先生

＜行政會計人員＞，1.一般行政工
作。2.基本帳務整理、廠商單據整
理。3.電話接聽。4.協助現場作業。
03-9287788
不拘
5.美編作業。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930-1930(8H)，月排休8
天，月薪：26000元至28000元。

1

張課長

＜清潔員＞，社區環境清潔， 上班
時間：0800-1700或0900-1800，月休
03-9310345
不拘
八天，薪資：24000-26000元。 上班
地點：宜蘭市/礁溪鄉。

1

宜蘭縣 義凱機械有限公
16885456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金象企業社
壯圍鄉

10391821

宜蘭縣 山寨村餐飲股份
55897867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山寨村餐飲股份
55897867
宜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縣 慶威保全股份有
53102765
宜蘭市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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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好是美股份有限
53129624
員山鄉 公司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員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任庚企業有限公
24442195
頭城鎮 司

宜蘭縣 福泉鋼業股份有
07506222
頭城鎮 限公司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限
89543576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限
89543576
礁溪鄉 公司

張先生

＜工讀生＞，生鮮超市商品上架、管
03-9225000 理、收銀、客服等工作。時薪：150
不拘
分機130
元，上班時間：1730-2230，休假：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3

林小姐

＜操作工＞，各類鋼品之車床、切割
機、電銲機、機台操作、搬運等工作
03-9230888 (約20公斤，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
不拘
助)。 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方式：周休二日，日薪：1500元

10

謝先生

＜勞務加油人員-大里站＞，加油、
結帳、交班時核對帳款。上班時間：
03-97781137
不拘
0800-1700，月排休8天，時薪：153
元。

1

林秀芬
小姐

＜作業員-頭城廠＞，機械操作，鋼
線、鋼帶、伸線、壓延之操作處理。
上班時間：早班：0700-1500；中
03-9772110 班：1500-2300；夜班：2300不拘
分機5561
0700(三班制需配合加班，加班費依
勞基法規定)，周休二日，薪資：日
班25100元-37399元；中班/夜班
30120元-44879元。

5

葉小姐

＜服務中心人員＞，1.車輛引導及行
03李運送。2.接駁服務。3.提供旅遊諮
9888047#180 詢等。上班時間：0630~1500、
高中
9
1430~2300(輪二班)，月排休8天，薪
資：25000元-29000元。

3

葉小姐

＜櫃檯接待人員＞，1.處理房間安排
事宜，如：訂房、排房、進房、退房
等。2.處理帳務，如：收款、核帳、
03查帳等。3.負責轉接電話並且為客人
9888047#180
專科
留言。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5.接待
9
客人，並提供相關服務。工作時間：
輪三班，月排休8天，薪資：26000元
至2900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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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限
89543576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限
89543576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山多利股份有限
89543576
礁溪鄉 公司

宜蘭縣 鳳凰酒店股份有
28632230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鳳凰酒店股份有
28632230
礁溪鄉 限公司

葉小姐

＜餐飲服務員＞，1.負責跑單、擺
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2.負
03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3.
9888047#180 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 高中
9
清理環境。4.負責結帳、收銀之工
作。上班時間：輪三班，月排休8天
，薪資：26000元至29000元。

3

葉小姐

＜餐飲部主任＞，1.執行部門之職務
，業務開發等。2.督導、協調、整合
03部門員工。3.維護客戶關係。 4.教
9888047#180
專科
育訓練員工、新進人員。上班時間：
9
0630~1500、1430~2300，月排休8天
，薪資：30000元-35000元。

1

葉小姐

＜夜間櫃檯接待人員＞，1.處理房間
安排事宜(訂房、排房、進房、退房
等)。2.處理帳務(收款、核帳、查帳
03等)。3.負責轉接電話並為客人留
9888047#180
專科
言。4.提供當地旅遊諮詢。 5.接待
9
客人，並提供相關服務。工作時間：
2230~0700，月排休8天，薪資：
25000元-29000元。

1

鐘小姐

＜精品店銷售員＞，1.負責飯店內精
品店商品銷售。2.俱銷售相關經驗者
03-9100988 佳。上班時間：日班/晚班(輪班)， 高中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元
~28000元 。

1

謝先生

＜夜間櫃檯人員＞，1.負責顧客進、
退房接待相關事宜，有相關工作經驗
03-9100988 者佳。上班時間：2300-0700，休假 專科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5000元~38000
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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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姐

＜芳療師＞，美容，瘦身、美體，
SPA舒壓及相關課程服務之工作。 上
03-9100988 班時間：日班/晚班/假日班(輪班)， 專科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400032000元。

3

張小姐

＜休閒活動指導員＞，1.負責休閒遊
03憩櫃台接待作業及活動企劃執行 。
9100988#290 2.俱活動企劃或主持經驗者佳。 工 專科
0
作時間：日班/晚班，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4000-28000元。

1

魏店長

＜營業員＞，生鮮超市(食品、百
貨、生鮮食品)上架、管理、客服等
03-9506600
不拘
工作。上班時間:07:50~17:30，月休
8天輪休，薪資：23100元。

4

宜蘭縣 台灣黎達股份有
84675056
羅東鎮 限公司

黃小姐

＜電機維修人員＞，立體停車設備保
養、維修工程師。工作時間：083003-9564472
高職
1800、周休二日、薪資30000-35000
元整。

2

宜蘭縣 安禾旅館股份有
24645620
羅東鎮 限公司

邱小姐

＜房務員＞，整理客房，打掃公共區
03-9556678 域。上班時間：0800-1630，薪資： 不拘
2310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4

宜蘭縣
成興衛浴電料行 78223800
羅東鎮

＜送貨司機＞，水電材料送貨，具手
羅先生/
排汽車駕照。上班時間：07:5003-9544088
不拘
葉小姐
17:30，供一餐，月休六天，薪資：
28000-35000元。

2

宜蘭縣 廣耘營造有限公
70636906
羅東鎮 司

呂小姐

＜工務助理＞，營造工程行政工作。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03-9615062
專科
薪資：23100-30000元(依學經歷證照
核薪)。

1

林特助

＜銷售人員＞，1.門市客戶服務。2.
櫃檯收銀及結帳。3.賣場包裝、產品
介紹與銷售。4.產品陳列及促銷品換
03-9909966
不拘
檔工作。5.需實務經驗2年以上。上
班時間：0830-1730，排休週休二日
，薪資：25000-35000元。

3

宜蘭縣 鳳凰酒店股份有
28632230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鳳凰酒店股份有
28632230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冬山行股份有限
70507500
羅東鎮 公司

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蘇澳鎮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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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島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4876823
蘇澳鎮
司

宜蘭縣 任庚企業有限公
24442195
蘇澳鎮 司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股
86306206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東碱股份有限公
11384405
蘇澳鎮 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林特助

＜儲備幹部＞，具餐旅管理經驗者。
03-9909966 上班時間：0830-1730。薪資：
不拘
28000~50000元。周休二日。

2

王小姐

＜勞務加油人員-馬賽站＞，加油、
結帳、交班時核對帳款。上班時間：
03-9905422
不拘
0700-2200(每班排5-7小時)，月排休
8天，時薪：153元。

3

賴小姐

＜生產部儲備幹部＞1.機械工程、自
動化控制、電機相關科系畢業尤佳。
2.錄取後需先至各生產線擔任製程技
術職工程師，以實際了解生產實際狀
03-9905409 況。3.具有積極及正面思考的工作態
大學
分機160
度。 4.應徵者請先至本公司網站了
解生技醫療器材產業。 5.可接受外
派者優先錄取。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28000元
~50000元。

3

謝小姐

＜機械維修人員＞，機械維修，軸
承、馬達、機械拆卸等工作，需熟悉
電焊及氣焊。上班時間：0800-1700
郵寄或Email
，薪資32000~35000元(依工作能力調 高職
履歷
整薪資)。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意者
請先郵寄或E-mail履歷：
lin@sesoda.com.tw再通知面試。

2

楊小姐

＜環保系統工程師＞，1.節能減廢專
案規劃及執行。2.ISO14001系統運作
管理。3.ISO50001系統運作管理。
03-9705818
4.ISO14064系統運作管理。5.環保相 大學
分機38523
關業務申報。上班時間：0800-1640
，週休二日，薪資：35000-49000
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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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楊小姐

＜生管管理師＞，協助生產管理，根
據生產計畫或製造命令、生產能力、
03-9705818 生產現況負責協助規劃生產進度等工
大學
分機38523 作。上班時間：0800-1640(日班)，
1600-2440(中班)，週休二日，薪
資：29000-48000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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