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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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親水園養護 18253907
五結鄉
之家

＜護理師＞，1.具護理師、護士執
照。2.對長者有愛心、耐心、關心
者。3.管理照服員及相關事務。4.接
陳院長 03-9500180 聽病患/家屬電話，並且提供協助。 高中
5.誠實、熱忱、開朗、愛心。工作時
間：三班制(每班8H)，月排休8天，
薪資：35000元。

3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親水園養護 18253907
五結鄉
之家

＜照顧服務員＞，1.照顧養護中心病
民。2.無經驗可，有相關訓練課程。
3.具備照顧服務員證照尤佳。上班時
陳院長 03-9500180
不拘
間：0800-1800(中間休息兩個小時)
，月排休8天，薪資：23100元~25000
元

5

宜蘭縣 現發汽車有限公
29129531
五結鄉 司

＜接待人員＞，接待引導，詢問議價
處理，派工後續服務。上班時間：
林協理 03-9655561 0830-1730，月休8天，薪資23100， 高職
且依照工作能力調整薪資。***需汽
車接待相關工作經驗***

3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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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14001/13485文件的更
應徵者需先 新、維護與整合。4.文件管理。5.他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段：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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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光學設計工程師＞，1.設計開發光
學系統、控制程式，並進行測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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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5.對光電材料與元件產品製作、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管理，提供技術性建議及相關諮詢。 不拘
投遞履歷
6.須熟悉操作
zemax,tracepro,Pro/E。上班時段：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35000~50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2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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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跨部門溝通協調將新技術導入量產。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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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
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
歷；a20023@sypo.com.tw。

5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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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安全程序，或指派有經驗人員訓練新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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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接受電話
聯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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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研發助理＞，1.ERPB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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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AutoCad2D、AutoCad3D、
不拘
投遞履歷
SolidWorks。上班時段：0750~1710
，週休二日，月薪：26000~35000
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
先投遞履歷；a20023@sypo.com.tw。

5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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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裝配與操作。上班時段：日班/晚班/ 不拘
投遞履歷
大夜班，0750~1630、1550~2430、
2350~080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28,000~38,000
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
先投遞履歷；a20023@sypo.com.tw。

5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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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討、解析、對策。5.調節溫度及壓力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裝置，以保持指定之加工條件。上班
時段：0750~1710，休假方式：依勞
基法規定，月薪：25,000~35,000
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
先投遞履歷；a20023@sypo.com.tw。

3

第 3 頁，共 12 頁

0513求才快訊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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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0750~1630、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1550~2430、2350~0830，需輪班，休 不拘
投遞履歷
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8000~38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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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需先 量儀器（如：尺規或測微器等）測量
楊小姐
高職
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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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2430、
2350~0830(需輪班)，休假方式：依
勞基法規定，月薪：25000~32000
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
先投遞履歷：a20023@sypo.com.t

2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精密拋光技術人員＞，1.光學系
統、控制程式，並進行測試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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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5.
應徵者需先 對光電材料與元件產品製作、管理，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提供技術性建議及相關諮詢。6.須熟
悉操作zemax,tracepro,Pro/E。上班
時段：0750~1710，週休二日，月
薪：25000~30000元。公司不接受電
話聯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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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設備工程師＞，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2.機台前置作業。
3.機台維護與保養。上班時段：日班
/晚班/大夜班，0750~1630、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1550~2430、2350~0800(需輪班)，休 不拘
投遞履歷
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5000~35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3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鏡頭組裝作業員＞，1.目檢光學鏡
片及鏡頭模組。2.組裝光學鏡片及鏡
頭模組。3.吹拭光學鏡片及鏡頭模
應徵者需先
楊小姐
組。上班時段：0750~1710，週休二 不拘
投遞履歷
日，月薪：25000~30000元。公司不
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
歷；a20023@sypo.com.tw。

8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產線助理＞，1.協助主管處理一般
文書資料。2.文件資料檢查與更新。
3.了解有關ISO文件之相關流程。4.
應徵者需先 主管交辦之其他事項。上班時段：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25000~30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1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產線機構工程師＞，1.產品結構設
計開發(3D建模)。2.機構圖檔設計審
查(包含干涉檢查、公差分析)。3.設
計提案改善與設計驗證。4.各階段試
產不良分析與改善。5.新專案管理與
應徵者需先 執行。6.模型發包與驗證。7.與客戶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端機構或ID設計討論。8.各部門間的
溝通協調與討論。上班時段：
0750~1710，週休二日，月薪：
30000~50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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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廚工＞，1.設計菜單。2.工作區域
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養。3.各式魚類
海鮮處理、肉片製作及各式生鮮切片
處理。4.依據餐單準備相關的食材。
應徵者需先 5.將食材清洗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6.清理以及保養設備。上班時段：
0750~1710，休假方式：輪休，依勞
基法規定，月薪：25000~30000元。
公司不接受電話聯繫。應徵者需先投
遞履歷：a20023@sypo.com.tw。

2

宜蘭縣 神詠精密光學股
16856059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廚師＞，1.設計菜單，以中式料理
為主。2.依據餐單準備相關的食材。
3.將食材清洗並做簡單的處理備用。
4.清理以及保養設備。5.清洗食材。
應徵者需先 6.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以及保養。
楊小姐
不拘
投遞履歷
上班時段：0750~1710，休假方式：
輪休，依勞基法規定，月薪：
25000~35000元。公司不接受電話聯
繫。應徵者需先投遞履歷：
a20023@sypo.com.tw。

2

宜蘭縣 勝新水泥製品行
4203424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作業員＞，水泥製品(枕木)作業
員。上班時間：07:30-17:00，中午
李先生 03-9584486
休一個半小時。週休二日，薪資
23100元+獎金+津貼。

不拘

5

宜蘭縣 安美半導體股份
42979351
壯圍鄉 有限公司

＜銷售助理＞，行政處理、出貨等工
作，需具備電腦技能相關證照。上班
林先生 03-9308886
專科
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
資：25000-2700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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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儲備幹部＞具高度熱忱、抗壓性
高、主動積極，溝通能力良好，大學
畢，台語精通，英文、日文略通，1.
歡迎有毅力、恆心、耐心之社會新鮮
人加入。2.無興趣者請勿投遞履歷表
，對服務業有熱忱者為佳。3.歡迎有
03-9281133 工作經驗，願意接受公司培訓。4.相 大學
關科系畢業者佳。5.抗壓性高、EQ
佳、具主動積極、配合度高、親和樂
群、具問題解決能力。上班工時(需
輪班)及休假方式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7000~35000元。意者請電話預
約面試時間，勿親洽。

2

歐遊國際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3789076
宜蘭市
司

人事

＜廚務人員-宜蘭館＞，1.汽車旅館
之餐飲製作。2.餐廳廚房環境維護。
3.有製作早餐經驗者佳。具中餐丙級
03-9281133
不拘
執照者佳，本職務非一般飯店廚房廚
師。上班時間：06:00~14:00，需輪
班，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2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礁溪鄉 有限公司

人資

03＜計時廚師助理＞，廚務及協助料理
9885211#80 ，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不拘
16
150元-160元，月排休8天。

3

人資

03＜計時房務員＞，客房清潔，上班時
9885211#17 間：11:30~16:00，時薪150元-160元 不拘
0
，月排休8天。

3

人資

＜安全員＞，1.具熱愛服務與人互動
，工作態度良好。2.具有安全觀念相
03關經驗，個人良好品德。3.其他保安
9885211#80 服務工作。工作待遇：24000-28000 高職
16
元。上班時段：日班/晚班/大夜班，
需輪班，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

3

歐遊國際股份有
宜蘭縣
限公司宜蘭分公 53789076
宜蘭市
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礁溪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礁溪鄉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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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礁溪鄉 有限公司

人資

＜禮賓接待＞，1.熱心、活潑，喜歡
與人接觸。2.具飯店客務、房務相關
03經驗或旅館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佳。
9885211#80 3.日文或英文聽說能力佳。4.辦理入 專科
16
住登記及退房手續。月薪
25,000~30,000元，上班時間及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

3

宜蘭縣 五鳳旗實業股份
40642753
礁溪鄉 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員＞，願意學習正統餐飲
03服務者，餐飲或觀光相關科系。早
莊小姐 9885211#80 班-08:00~15:00；晚班-17:00高職
16
21:30。月排休8天，時薪150元~160
元。

3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人資

＜房務部-辦事員＞1.負責部門文書
作業。2.負責相關單位之間聯繫、溝
通。3.客人備品遞送。4.負責房間整
理與清潔。5.協助櫃檯處理夜間核銷
03-9057988
高職
帳務。6.執行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每日每班8小時，月薪：25,000
元至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

2

人資

＜機電人員＞機電工程監工、承包商
管理、施工環境管理、承包商工程款
03-9057988 管理、施工圖管理。上班時間：每日 專科
每班8小時，薪資：23100元起，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2

人資

＜生鮮食材採購員＞1.各季食材與年
度商品策略採購計畫管理。2.年度採
購預算編列及控管。3.配合飯店廚
房、餐飲與客房需求，確保各項食材
與物品採購如期達成，確保採購品質
符合飯店標準。4.開發、建立和維護
03-9057988
大學
供應商名單。5.例行檢查供貨合約，
確保價格具競爭性。6.與各部門保持
良好的溝通與協調。7.需具備生鮮食
材相關經驗。。上班時間：每日每班
8小時，薪資：26000~30000元起，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1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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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人資

＜兼職房務員＞勤奮負責、具服務熱
忱、有活力，負責客房清潔及整理工
03-9057988 作。上班時間：每日每班8小時，時 不拘
薪：150元，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

6

宜蘭縣 永泰國際飯店股
54275700
羅東鎮 份有限公司

＜客務部-服務中心接待員＞，1.具
備旅館服務中心經驗佳。2.大廳開門
迎賓及引導客人。3.協助旅客行李的
運送與保管。4.客人接送車輛之調度
安排。5.提供旅遊諮詢及租借服務。
人資部 03-9057988 6.負責排班及人力調度並具備訓練督 不拘
導能力。7.維護大廳四周的安全及整
潔。8.具備英語(或日語)之溝通能力
佳。上班時間：依部門需求每日每班
8小時需輪班，薪資23100元，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

3

宜蘭縣
松滿緣手作美食 82188452
羅東鎮

＜行政助理＞民宿旅行社業務協助，
資料整理，會電腦。時薪：150元，
蔡小姐 03-9641680
不拘
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

3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羅東鎮

28540289

＜門市店長＞，1針對智慧型手機做
專業的講解、提供客戶資訊、產品銷
售與顧客服務2各項電信/手機相關產
游小姐 03-9557209 品銷售與服務3店務處理4門市緊急事 不拘
件處理。上班時間：每日每班8小時
，月休：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4萬元以上。

1

28540289

＜兼職銷售PT人員＞手機專業講解.
產品銷售與顧客服務，工作時間：
游經理 03-9557209
18:00~21:00，時薪150元至200元，
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不拘

3

28540289

＜銷售人員＞銷售手機及3C相關配
件、門號申辦作業、服務客戶、手機
游小姐 03-9557209 功能教學、手機維修。上班時間：
不拘
1300~2100，月休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薪資：24000~60000元。

3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羅東鎮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羅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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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40289

＜手機生活館-蘋果專員＞1負責蘋果
介紹及銷售門號/手機/專案2提供顧
客之接待與需求服務3負責商品進貨
入庫銷售管理及庫存管理4負責商品
游經理 03-9557209 陳列及促銷品換檔工作5維持店櫃週 不拘
邊整理。薪資：25000元至68000元，
月休：依勞基法相規定。上班時間：
早班09:00~18:00/晚班
14:00~22:0(彈性輪班制度)。

1

宜蘭縣 台安製藥股份有
38003718
蘇澳鎮 限公司

＜會計＞，1.收發、記錄及彙整每日
憑證。2.審核有關各項費用支出之發
票、單據及帳務處理。3.處理廠商貸
款或費用等應付款項帳務。4.處理客
魏小姐 03-9902710 戶應收款項帳務。5.定期編製公司帳 不拘
務報表。6.會計獨立作帳。7.協助辦
理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310030000元。

1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股
86306206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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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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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邦特生物科技股
86306206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機構設計工程師＞，1.自動化機械
開發設計與製作。2.專案管理規劃。
03-9905409 3.產線設備維護。上班時間：0800楊小姐
大學
分機160
1700。月薪：28000~45000元。週休
二日。意者請先函寄或投遞電子履歷
後再通知面試。

2

宜蘭縣
強流有限公司
羅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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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悅旺食品有限公
53707053
蘇澳鎮 司

＜環境清潔工＞，1.負責公共區域環
03境的清潔打掃工作。2.需輪替料理一
林小姐 9907779#20 餐(午餐)。上班時間：0830-1730。 不拘
3
周休二日(排休)。薪資：2310025000元。

1

宜蘭縣 悅旺食品有限公
53707053
蘇澳鎮 司

＜門市人員＞，1.確保賣場內商品供
應充足。2.商品排面與陳列整齊。3.
賣場及博物館環境維護。4.導覽解說
03品牌與產品。5.DIY及體驗活動帶
林小姐 9907779#20 領。6.現場餐點製作。7.操作收銀
不拘
3
機。8.盤點庫存。9.完成主管交辦事
宜。10.具門市銷售經驗者佳。上班
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排休)
，薪資：24000-26000元。

3

宜蘭縣 悅旺食品有限公
53707053
蘇澳鎮 司

＜產品行銷企劃人員＞，1.行銷策略
管理，提出行銷策略規劃、行銷決策
建議和資訊，制訂年度計畫和預算方
03案。2.市場開發管理，市場調查研究
林小姐 9907779#20 和需求分析，負責各項業務推廣，組 不拘
3
織部門人員確實執行公司的行銷決
策。3.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830-1730。周休二日(排休)。薪
資：28000-38000元。

2

宜蘭縣 悅旺食品有限公
53707053
蘇澳鎮 司

＜生管人員＞，1.整合庫存數量，進
行產銷協調。2.負責產線行政相關作
業。3.規劃生產排程，並評估人力、
03機器設備、零件原物料之需求。4.依
林小姐 9907779#20
不拘
業務銷售量規劃適當的生產計畫和人
3
力工作分配。上班時間0830-1730。
薪資:24000~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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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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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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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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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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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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