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8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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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私立美川
宜蘭縣
居家式服務類長 82020497 黃小姐
不限
期照顧服務機構

＜居家照顧服務員＞，1.為長者翻
身、拍背、擦拭身體、更衣、扶持上
下床及散步等等。2.照顧長者飲食、
口腔照顧、服藥、如廁訓練等等。3.
整理環境、送洗衣物。4.配合機構政
策提供服務。5.待遇優、福利佳；無
03-9897076 經驗可、願意學習者佳。6.需具備照 不拘
顧服務員結訓證書。工作區域：羅東
鎮/五結鄉/三星鄉/冬山鄉/蘇澳鎮/
宜蘭市/員山鄉。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時薪200元。附加
條件：證照補助：單一級證照1000元
，另有轉場津貼。

2

宜蘭縣 百孚興業股份有
53369686 陳先生
三星鄉 限公司

＜食品作業員＞，蔥油餅、餡餅、蔥
抓餅等麵製品之加工製作，需協助搬
運成品到冷凍庫，需能負重。上班時
03-9890753
不拘
間：0800~1700，薪資23100~25000元
，且依工作能力調整薪資，休假方式
符合勞基法規定。

2

宜蘭縣 三得電子股份有
23148976 江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SMT作業員＞，1.進行機台操作，
維持機台正常操作。2.支援該部門的
03相關作業事宜。3.需穿著靜電衣/帽/
9603331#14
高中
鞋/手環。4.需填寫生產報表。5.英
3
文稍懂。上班時間：0800~1700，週
休二日，薪資：23100元-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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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三得電子股份有
23148976 江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品檢員＞，1.進貨、出貨、製程中
檢驗確認。2.異常分析、改善、追
03蹤。3.可接受穿著靜電衣帽的工作環
9603331#14
高中
境。4.英文稍懂。上班時間：
3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23100
元-25000元。

4

宜蘭縣 好管家綜合五金
10550453 嚴小姐
五結鄉 行

0913755200

＜門市人員＞，收銀、商品銷售、有
收銀經驗者佳。上班時間：0800不拘
1700，月休8天。月薪：23100~25000
元。

1

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
12793202 林小姐
五結鄉 旅館有限公司

03＜婚禮企劃人員＞，婚禮接洽聯繫及
9605388#20 主持。上班時間：0900~1800，月休8 專科
1
天輪休。薪資：24000元。

2

宜蘭縣 宜蘭縣中山休閒
30360142 蔡小姐
冬山鄉 農業區發展協會

＜行政人員＞，文書及會計處理。上
03-9587010 班時間：0830-1730，每月上班22天 高職
，日薪：1200元。

1

宜蘭縣 長長建塑膠工業
李長壽
42086681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先生

0920078148

＜操作工＞，粉碎機或抽粒機機械操
作。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依 不拘
勞基法規規定，薪資：23100元起。

1

宜蘭縣
信捷企業社
冬山鄉

張文昌
17928475
先生

＜現場拆解員＞，廢棄機動車輛拆解
03-9906309 工作。上班時間：08:15-18:00，週 不拘
休二日，薪資：23100元起。

3

宜蘭縣 香格里拉觀光果
02412345 林小姐
冬山鄉 園

＜夜班櫃台人員＞，櫃台接待、電話
03-9605388 接聽、略懂英語。上班時間：
專科
分機201
21:00~07:00。月排休8天。薪資：
30000元。

2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柏拉圖康復 85273889 張小姐
宜蘭市
之家

＜社工人員＞，1.個案管理。2.文康
活動規劃與健康促進活動執行。3.志
工及社區資源管理。4.行政相關業
03-9371870
大學
務。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0000元-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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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柏拉圖康復 85273889 張小姐
宜蘭市
之家

＜生活服務員＞，1.協助服務對象生
活自理。2.行政紀錄。3.其他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日班:自08時00
03-9371870 分至16時00分；中班:自16時00分至 大學
24時00分；夜班:自24時00分至08時
00分，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4000元-26000元。

8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私立柏拉圖康復 85273889 張小姐
宜蘭市
之家

＜教保員＞，1.住民活動教學。2.住
民個別化服務計畫之撰寫。3.協助住
民生活作息。行政紀錄。5.其他主管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日班:自08時
03-9371870
大學
00分至16時00分；中班:自16時00分
至24時00分；夜班:自24時00分至08
時00分，月排休8天，薪資：24000
元-30000元。

8

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社會福利聯合勸 10533130 陳小姐
宜蘭市
募基金會

＜會計財務人員＞，1.收發、記錄及
彙整交易產生之原始憑證，並登錄至
會計系統製作傳票。2.審核有關各項
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帳務處理。
3.處理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付款項帳
務。4.處理客戶應收款項帳務。5.處
理其他一般會計帳務。6.配合聯勸基
金會年度計畫相關專業、行政業務之
執行。7.其他各項活動事宜及臨時交
03-9322833
辦事項。經歷要求：1.一年以上相關 大學
分機580
工作經驗佳。2.熟電腦應用、文書處
理。3.需有汽車駕照者，需會開車。
上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
月薪25,000元至35,000元。意者請檢
附履歷自傳表及2吋半身相片一張、
學歷證明文件，以郵戳為憑郵寄或交
至宜蘭市同慶街95號5樓宜蘭縣社會
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收（請註明應徵
社會資源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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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社會福利聯合勸 10533130 陳小姐
宜蘭市
募基金會

＜社會資源公關＞，1.配合聯勸基金
會年度計畫相關專業、行政業務之執
行。2.志願服務與培訓相關業務推
動。3.創新服務方案規劃執行、募集
社會資源。4.其他各項活動事宜及臨
時交辦事項。附加條件：1.具公文、
活動企劃案撰寫執行能力及公關行銷
03-9322833 專長。2.具創意與熱情。3.一年以上 大學
相關工作經驗佳。4.熟電腦應用、文
書處理，需有汽、機車駕照者。5.意
者請檢附履歷自傳表及2吋半身相片
一張、學歷證明文件，以郵戳為憑郵
寄或交至宜蘭市同慶街95號5樓宜蘭
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收（請註
明應徵社會資源公關）。
＜清潔人員-急徵＞，漁市場環境清
潔。上班時間：1400-1930，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3100元。上班
地點：頭城鎮大溪漁港/烏石漁港。

2

宜蘭縣 十項企業有限公
12435992 林先生
頭城鎮 司

0932089418

不拘

1

宜蘭縣 百喬食品股份有
28629093 林小姐
頭城鎮 限公司

＜業務兼送貨司機＞，具備手排駕照
，會開3.5噸箱型貨車(無酒駕違規)
，能配合外縣市送貨，理貨、須搬重
物、業務開發，具備責任感、依工作
03-9778689
高職
任務需求可配合加班者。上班時間：
1330-2230，2300-0700，薪資：
28000元-35000元，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

3

宜蘭縣 百喬食品股份有
28629093 林小姐
頭城鎮 限公司

＜食品技師＞，1.ISO相關文件執行
監控與修改、食品相關檢驗工作。2.
品保資料彙集、統計與報表製作。3.
03-9778689 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4.主 大學
管交辦事項或其他協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35000元-40000元。

1

宜蘭縣 百喬食品股份有
28629093 張小姐
頭城鎮 限公司

＜作業員＞，食品製作。1.細心、有
責任感、學習能力佳、可久站。2.可
03-9778689 配合公司及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高職
間：1330-22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時薪:150元-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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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百喬食品股份有
28629093 林小姐
頭城鎮 限公司

＜品保人員＞1.執行產品品質管控及
現場衛生管理相關事項。2.願配合公
司及主管交辦事項。3.須有HACCP60
03-9778689
專科
小時認證，食品餐飲相關科系者。上
班時間：0800-1700，休假：周休二
日，薪資：25000元~30000元。

2

宜蘭縣 百喬食品股份有
28629093 林小姐
頭城鎮 限公司

＜營養師＞，1.執行ISO相關作業事
項。2.執行商品營養計算。3.處理客
訴調查及追蹤。4.執行內部同仁衛生
03-9778689 教育訓練。5.需具備高考營養師證
大學
照。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5000元40000元。

1

宜蘭縣
得福中醫診所
羅東鎮

30188142 薛太太

＜行政人員＞，文書作業。上班時
間：星期一至六(0830-1200、150003-9556565 1800、1900-2030)、星期二、四、六 高中
晚上休診、星期日休假，薪資：
23100元。

1

宜蘭縣 群豐保全股份有
13046660 夏經理
羅東鎮 限公司

0981017560

＜保全人員＞，大樓管理維護，門禁
管制，客戶迎賓接待。上班時間：每
國中
天12小時(輪班或固定班都可)，做四
休二，薪資：25000-26000元。

3

宜蘭縣 詠創精密股份有
24350913 游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操作工＞，機器操作(CNC鑽孔機、
自動鑽模機、絞孔鑽孔機)、重機器
搬運組裝(約5公斤，超過40公斤有機
具輔助)。薪資：25100元至30622元
03，周休二日。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
9902701#10
不拘
(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7
加班，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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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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