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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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崧霸水電工程有
16942858
不限
限公司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不限
公司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不限
公司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不限
公司

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不限
公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吳先生

＜大卡車司機＞，至工地載運混凝
0933-989417 土、土方。上班時間：0730-1700，
周休二日，日薪：1800-2000元。

張先生

＜生鮮營業員＞1.生鮮商品處理、上
架、補貨及陳列佈置。2.商品進退貨
03-9225000 驗收。3.每月商品盤點。4.協助顧客
分機130張先 選擇商品。5.能配合排班、輪休佳。 國中 5
生
6.主管交辦事項。7.賣場環境整潔維
護。上班時間：0730-1700，月休8天
起，薪資：26000-28000元。

不拘 1

張先生/
徐小姐

＜雜貨營業員＞，1.訂貨、補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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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 5
主管交辦事項。早班：0750-1730；
中班：1330-2300，月休八天起，薪
資：26000-28000元。

張先生/
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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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 5
他主管交辦事項。早班：07501720；中班：1330-2230(兩班制需輪
班)，月休8天起，26000~28000元。

張先生/
徐小姐

＜兼職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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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管交辦事項 專科 5
，上班時間1730~2230，時薪：168
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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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喜互惠股份有限
86622169
不限
公司

宜蘭縣 蘭揚汽車股份有
22818548
不限
限公司

中美矽晶製品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28113743
五結鄉
分公司

宜蘭縣 福國冷凍股份有
86965586
五結鄉 限公司

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03-9225000
分機130

＜烘焙營業員＞1.烘焙產品包裝、上
架、補貨及陳列佈置2.烘焙產品進退
貨驗收3.烘焙產品訂貨管理4.協助顧
客選擇商品5.能配合排班、輪休佳6. 高中 5
主管交辦事項7.賣場環境整潔維護上
班時間：08:30~18:0012:30~2200，
月休8天起，薪資：26000-28000元。

03-9658888
分機331

＜銷售顧問＞，車輛銷售相關業務，
上班時間：0830~1730，薪資：
25250~30000元，休假：月休8天排
高職 1
休。上班地點：羅東營業所或宜蘭營
業所。

03-9905511
分機5688

＜倉管事務員＞，1.物料:收貨/進料
/發料。2.成品:產品入庫/出貨作
業。3.ERP系統操作。4.物料管理相
專科 4
符。5.主管交辦事項。6.具備堆高機
證照者佳。上班時間：0830-1930。
周休二日。薪資：26000-31000元。

03-9908311

＜作業員＞，殺魚、切魚、工廠環境
清潔等。上班時間：08001730(1000-1015、1200-1300、1500- 不拘 5
1515休息)，供1餐，排休月休8-10天
，薪資：27000元。

陳麗旭小
03-9510262
姐

＜護理人員＞，院內院民照護。上班
時間：輪班每班8小時(亦可固定班)
高職 2
，月休8天輪休，薪資：35000~40000
元(夜班津貼另計)。

主任陳麗
03-9510262
旭小姐

＜廚工助理＞，協助主廚備餐、各項
廚房清潔工作。上班時
不拘 1
間:0800~1800(休息2小時)，月休8天
輪休，薪資:28000~30000元。

主任陳麗
03-9510262
旭小姐

＜環境清潔工＞，環境打掃、床鋪、
廁所清潔等，上班時
不拘 1
間:0800~1800(午休2小時)，薪
資:25250，休假月休8天輪休。

張先生

王副課長

吳小姐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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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陳麗旭小
03-9510262
姐

＜社工人員＞，機構內容社工服務，
社工相關業務。上班時間：0800大學 1
1800(午休2小時)，月休8天輪休，薪
資：30000-35000元。

力信長照社團法
宜蘭縣 人附設宜蘭縣私
85289691
冬山鄉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陳麗旭小
03-9510262
姐

＜行政倉管＞，行政庶務，上班時
間:0800~1800(午休2小時)，月休8天 高職 1
輪休，薪資:26000元。

潘李佳小 03-9580699
姐
分機282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二、五
上午08點至12點★＜中階技術操作工
＞，電焊、板金、噴漆、配電等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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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10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40000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8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莊小姐

03-9907618

＜操作工＞，電焊、氬焊、烤漆設備
操作、金屬門扇製作及安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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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工時及勞
不拘 6
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周休二日。薪資：27250元至30248
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元。

03-9591536

＜夜班堆高機操作員＞，1.操作堆高
機，鋼筋、鋼胚提舉、搬運、以及定
點堆放需具堆高機證照。上班時間： 高職 2
2320~0950(含休息時間)，薪資
38000~41000元，排休8天。

宜蘭縣 日富金屬工業有
84207315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鋒金屬有限公
70702052
冬山鄉 司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吳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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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吳副理

吳副理

吳經理

吳經理

站長

03-9591536

＜夜班軋鋼技術員＞，1.機械操作性
能維護，負責生產過程與確保鋼筋品
質。2.根據生產流程操作標準，以維
護生產線流程運作順暢。3.操作堆高
機，鋼筋、鋼胚提舉、搬運、以及定
高中 3
點堆放(有堆高機證照者佳)。4.司爐
作業：依作業標準操作，學習鋼胚出
爐最適設定，以確保鋼筋品質。上班
時間：PM:2320~0950，排休8天，薪
資38000~41000元。

03-9591536

＜大貨車司機＞，1.審度交通情況，
遵守交通規則，駕駛車輛(11噸、17
噸)。2.車輛清潔，安全檢查，及簡
易排除臨時故障。3.本公司裝載鋼筋
高中 1
運送車輛為傾倒式卸貨或定點配合吊
車卸貨。4.有堆高機證照者為佳。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2000~35000。

03-9591536

＜工務保養技術員＞，1.定期執行基
礎產品維護,如:設備上潤滑劑、清潔
等)。2.除了定期產品設備維護、保
不拘 2
養及維修外並預防問題發生。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9000~32000元。

03-9591536

＜軋鋼儲備幹部＞，1.機械操作性能
維護，負責生產過程與確保鋼筋品
質。2.根據生產流程操作標準，以維
護生產線流程運作順暢。3.操作堆高
高中 2
機，鋼筋、鋼胚提舉、搬運、以及定
點堆放(有堆高機證照者佳)。上班時
間：PM:0900~0730，薪資
38000~41000元，排休8天。

03-9581181

＜正職加油服務員＞，1.加油洗車、
擦車服務。2.替顧客結帳或兌換贈品
，工作結束後交班。上班時間：
高職 3
1500-2300、2300-0700，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薪資：25250~26000元。上
班地點：八仙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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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吳經理

03-9581181

＜鋼筋冷剪技術員＞，1.訓練操作裁
剪機，簡易保養及性能維護。2.鋼筋
裁剪及包裝作業。上班時
高中 2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1000~33000元。

03-9591536

＜加工成型技術員＞，1.訓練操作裁
剪機、彎曲機，簡易保養及性能維
護。2.根據銷售需求進行鋼筋彎曲加
工、儲運定點堆放，出貨等，維護加 不拘 1
工線流程運作順暢。3.操作堆高機者
，需有證照。上班時間:0800~1700，
薪資:31000~33000，排休8天。

宜蘭縣 宜聯鋼鐵股份有
42032010
冬山鄉 限公司

吳經理

宜蘭縣 清石營造有限公
40595549
冬山鄉 司

＜助理工程人員＞，協助主管及專業
黃名杰先
人員處理一般行政業務工作。上班時
09-52558928
不拘 3
生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6000起

宜蘭縣 逸靚園藝有限公
24407296
冬山鄉 司

黃國鏘、
03-9585991
黃彩霞

＜育苗工＞，植栽繁殖、除草、修剪
植栽及環境、廁所清潔。上班時間：
不拘 2
0800-1700，月休8天排休，薪資
25250元

黃太太

＜業務外務人員＞，1.維繫既有客
戶。2.負責客戶詢價、確認訂單作
業。3.客戶應對，降低客戶的不滿。
4.應收帳款回收相關事宜。5.協助產 高職 1
品入庫，上架，送至客戶端。上班時
間:0800~1710，週休二日，薪
資:28250~28000元。

謝副主任 03-9383030

＜日間照顧服務員-附設宜蘭縣私立
康活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長輩相關照顧服務。2.協助帶
不拘 2
領規劃活動進行。3.須具備汽車駕
照。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27500元至29500元。

宜蘭縣
宜發漆料行
宜蘭市

40637668

社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老人失智症照顧 50280701
宜蘭市
協會

第 5 頁，共 12 頁

0704求才快訊

宜蘭縣 宜蘭縣養殖漁業
14927086
頭城鎮 生產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工務專員＞，接受宜蘭縣海洋及漁
業發展所及本協會之指揮監督，擔任
下列各項工作：1.綜理本縣養殖漁業
生產區排水系統附屬水閘門設備暨移
動式抽水機委外操作及維護工作。2.
綜理協會相關業務及工作及水閘門及
抽水站操作、檢查、保養；移動式抽 高中 1
水機維護保養檢查、試運轉；緊急應
變支援、養殖區自主防災等工作、協
助養殖區公共工程行政業務。3.其他
與上述工作或養殖、漁業等相關業務
之臨時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30000元。

李登科、
鄭慧登

吳小姐

＜餐廳服務員--捷絲旅(兼職)＞，1.
餐廳外場服務。2.餐具及環境清潔。
03-9102000- 3.現場環境整理。3.可彈性排班。上
高職 2
8806
班時間：早班0700~1100晚班
1700~21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70元。

陳小姐

＜水上救生員＞，1.救生員經驗2年
以上.2.有服務之熱忱、積極主動、
樂與客人互動。3.負責SPA戲水區域
救生安全及各項活動的引導和環境清
03-9888200潔維護。4.執行並完成主管交辦事
高職 2
11862
項。5.須具備政府認可救生員證照和
急救證。上班時間：兩班制(需輪班)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排休)，薪
資：29500元至32000元。

林經理

03-9882011

＜櫃檯接待員＞，提供飯店大廳櫃檯
訂房、接洽、諮詢之服務，具親和
力、熱心、配合度高(無經驗可)。工 專科 3
作時間：需輪兩班。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薪資：26500元~30000元。

陳小姐

＜洗滌員＞，1.將顧客使用之餐具器
皿，以洗碗精洗滌，再以清水清洗。
2.將餐具擦乾或烘乾後歸位，做好餐
03-9888200- 具盤點及管理。3.負責環境的打掃清
高中 3
11862
潔例行工作。4.廚餘回收及垃圾處
理。5.主管交辦廚務作業事項。上班
時間：輪二班，排休假8-10天，薪
資：26500元~2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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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陳小姐

＜儲備幹部＞具渡假飯店相關經驗5
年以上，具：業務、水區、櫃檯、餐
廳、房務、相關管理經驗者。上班時 專科 3
間：輪三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40000元。

陳小姐

＜餐飲服務員＞，1.負責跑單、送
餐、聯繫內外場及設定桌椅相關清潔
之工作。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
餐等工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
03-9888200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4.進行簡易 高中 3
11862
餐飲之料理，如：烤土司或調配飲料
等。5.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上班
時間：輪二班，休假：排休假8-10天
，薪資：26500元-28500元。

陳小姐

＜水世界水區顧服人員＞，1.有服務
之熱忱、活潑外向、樂與客人互動。
2.負責戲水區域之安全與各項活動的
03-9888200- 引導。3.水區機器維護及水質保養。
專科 2
11862
4.協助水區清潔工作。上班時間：
0600~2300(每班8H，輪二班)，休
假：排休假8-10天，薪資：26500元
~28500元。

陳小姐

＜水世界售票櫃檯接待員＞，1.提供
水世界售票區售票、接洽、銷售泳
裝、美食之服務。2.對飯店業有興趣
03-9888200，具備高度服務熱忱及具備外語者
高中 2
11862
佳。上班時間:0800~1630，
1430~2300(輪二班)，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月薪：26500~2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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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雲頂國際開發股
80462545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瑞德童話藝宿有
42623232
礁溪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潔新環保服務企
53707434
礁溪鄉 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 中華一燔燒腊便
91145130
羅東鎮 當

陳小姐

＜水電工務組主管＞，1.負責飯店內
部消防.水電工程.各類硬體設備之保
養維修工作。2.檢查各種機具、電機
的故障狀況，並修換損舊組件及線
路。3.全館工務工作執行、設定工作
03-9888200- 目標與執行完成。4.帶領工務組組員
高中 1
11862
完成工作事項。6.主管交辦事項。5.
具飯店水電配線相關經驗3年以上。
7.需具甲級電匠或乙級室內配線士、
水電相關、勞安相關證照者佳。工作
時間:輪三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36000元-41000元。

陳小姐

＜水電工務技術員＞，1.需具甲級電
匠或乙級室內配線士證照者佳。2.負
責飯店內部消防.水電工程.硬體設備
03-9888200- 之保養維修工作。3.檢查各種機具、
高中 2
11862
電機的故障狀況，並修換損舊組件及
線路。4.具飯店相關經驗1年以上。
工作時間:輪二班，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薪資29500元~34500元

李小姐

03-9887777

＜櫃檯人員＞，1.接待客人並安排處
理客房事宜，如訂房、排房、進退
房。2.處理帳務，如收款、結帳、核
帳。3.負責接聽、過濾、轉接電話並
為客人留言。4.提供當地旅遊資訊並
協助安排旅遊計劃。5.負責文件表單 不拘 1
歸檔及保存。6.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班
0700-1600；中班1400-2300，供1餐
，周休二日，薪資：25250-26000
元。

陳先生

＜急徵-環境清潔員＞，清潔飯店。
上班時間：2300-0630、2300~0500，
0955-740360 薪資：25250元-26000元，供一餐， 不拘 2
月排休8天。請先電洽預約安排面
試。

林先生

＜廚師＞，煮飯、炒菜工作。上班時
間：0830-1330、1530-1930(含休息
0965-282111
不拘 1
時間)，供中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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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中華一燔燒腊便
91145130
羅東鎮 當

宜蘭縣 中華一燔燒腊便
91145130
羅東鎮 當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合家
85357698
羅東鎮 歡綜合長照機構

林先生

＜學徒＞，協助廚師煮飯、炒菜工
作。上班時間：0830-1330、15300965-282111
不拘 1
1930(含休息時間)，供中餐，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萬元。

林先生

＜工作夥伴＞，夾菜、包便當、外
送、清潔等工作。上班時間：09000965-282111 1300、1630-1930(含休息時間)，供 不拘 1
中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168元-200元。

沈小姐

＜廚房助理＞，洗菜擺菜盤出餐廚房
環境清潔，基本廚房工作。上班時
不拘 1
間:0800~1800(1300~1600休息)，薪
資:25250，週休二日。

03-9561688

林小姐

＜癌症篩檢管理師＞1.篩檢全院符合
疑似癌症個案進行轉介回診並追蹤關
懷。.2.門診癌症篩檢檢查臨床工
作。3.院內、外四癌篩檢陽性個案通
知及追蹤。4.戒檳衛教、高嚼檳院、
外癌症篩檢宣導課程。5.院、外癌症
篩檢宣導課程。6.配合PGY癌症篩檢
介紹。7.四癌篩檢核心測量指標監測 大學 2
(4次/年)。8.參加會議:乳癌團隊會
議、癌篩小組會議、資源中心會議、
癌委會(4次/年)。9.配合癌篩小組秘
書:召開會議、製做簡報、會議追蹤
事項(4次/年)。上班時間：
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31000~34600元。

醫療財團法人羅
宜蘭縣
許基金會羅東博 42005610
羅東鎮
愛醫院

林小姐

＜共通性臨床照護護理師＞住院病房
護理工作。工作時間(輪三班)。休
專科 6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450040000元。

宜蘭縣 清石營造有限公
40595549
蘇澳鎮 司

＜火車瞭望員＞，通知火車進站，維
黃名杰先
護安全，上班時間:0800~1700，日
09-52558928
不拘 3
生
薪:1344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工
作地點:新馬火車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
宜蘭縣
許基金會羅東博 42005610
羅東鎮
愛醫院

第 9 頁，共 12 頁

0704求才快訊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公
25067822
蘇澳鎮 司

黃小姐

03-9909179

＜雷射操作技術員＞，電腦排版操作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不拘 2
薪資:28000元起。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公
25067822
蘇澳鎮 司

黃小姐

03-9909179

＜會計＞，帳務處理、會ERP。上班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5250-30000元。

高職 1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公
25067822
蘇澳鎮 司

黃小姐

03-9909179

＜折床助理員＞，協助折床電腦儀器
操作、組裝等作業。上班時間：
高職 2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8000
元起。

宜蘭縣 亞電國際有限公
25067822
蘇澳鎮 司

黃小姐

03-9909179

＜焊接工＞，銲接組裝等作業。上班
時間：0800-1700。薪資：28000元。 不拘 2
周休二日。

陳小姐

＜米食加工烤焙操作技術員-新城廠
03＞，進行製造現場的原料米加工製
9514457#114 作、烤焙、產品組裝、檢驗、包裝出 高職 2
124
貨等作業。每日工作8小時需配合輪
班，週休二日，薪資:28000元。

秦園長

03-9961908

＜教保員＞，幼童保育及教育工作，
設計課程方案。上班時間每天約8小
高職 1
時，供1餐，週休二日，薪資：29000
元以上。

03-9902055

＜包裝作業員＞，冷凍食品包裝(使
用塑膠類、紙箱、機台等)、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供1 國小 3
餐，週休二日，薪資：26000-28000
元。

03-9902055

＜堆高機操作員＞，產品入庫、原物
料入庫、驗收、撿料、產品出庫、盤
國小 2
點。上班時間：0800-1700，供1餐，
週休二日，薪資：30000元以上。

宜蘭縣 宜蘭食品工業股
41695406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天主教
宜蘭縣 會台北教區附設
42101607
蘇澳鎮 宜蘭縣私立博愛
幼兒園

宜蘭縣 隆盛食品冷凍股
42103513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隆盛食品冷凍股
42103513
蘇澳鎮 份有限公司

錢小姐

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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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光電科技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29117752
蘇澳鎮
分公司

萬達光電科技股
宜蘭縣
份有限公司宜蘭 29117752
蘇澳鎮
分公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陳小姐

Email履歷

＜無塵室作業員-常日班＞，1.負責
生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
台正常運作。2.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
組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業。工作 高中 5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6250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合
者通知面試(hr@higgstec.com.tw)。

陳小姐

＜無塵室作業員-常夜班＞1.負責生
產線機器、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
正常運作。2.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
裝、檢驗、包裝出貨等作業。上班時
不拘 5
間：2000-0500，週休二日，薪資：
32250~36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
合者通知面試
(hr@higgstec.com.tw)。

楊小姐

03-9705818
分機38524

＜帶線工程師＞，1.製程與人員之管
理與教育訓練。2.製程問題排除與改
善。3.品質分析改善。4.產量及排程
之跟催。5.異常處理與報告製作。上 大學 3
班時間：0800-1640、1600-0040、
0000-0840。周休二日。薪資：32400
起。

03-9705818
分機38524

＜環保工程師＞，1.空、水、廢、
毒、噪、土相關業務辦理。
2.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更新維護與
執行。3.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更
新維護與執行。4.ISO50001能源管理
大學 3
系統更新維護與執行。5.環保相關法
令要求蒐集彙整及查核更新。6.節能
減廢專案規劃及執行。上班時間：
0800-1640。週休二日。薪資：38000
元起。

楊小姐

第 11 頁，共 12 頁

0704求才快訊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宜蘭縣 燿華電子股份有
05637971
蘇澳鎮 限公司

楊小姐

楊小姐

楊小姐

楊小姐

03-9705818
分機38524

＜製程工程師＞，1.製作料號，與客
戶溝通工程問題。2.印刷電路板製程
分析與改善。3.製程條件制定。4.解
大學 2
決線上工程問題。5.配合上級任務作
實驗。工作時間：0800~1640。週休
二日。薪資：32400元起。

03-9705818
分機38524

＜設備工程師＞，1.設備保養計畫執
行。2.設備維護與故障排除。3.設備
性能提昇及改善。4.長官交辦事項。
大學 2
上班時間：0800-1640(日班)、16000040(中班)、0000-0840(夜班)。周
休二日。薪資：32400元起。

03-9705818
分機38524

＜生產專員＞，1.機台操作。2.目視
品檢。3.機台保養6S。4..無經驗可
，願接受培訓、細心、負責。工作時
間：0800-1630(日班)、1600國中 3
0030(中班)、0000-0830(夜班)。做
五休二(非固定休六、日)。薪資：
25250元起。

03-9705818
分機38524

＜品管專員＞，1.目視品檢、產線巡
檢。2.需久站、久坐。3.耐心、細心
者佳。工作時間：1600-0030(中
高中 3
班)、0000-0830(夜班)。做五休二
(非固定休六、日)。薪資：30250元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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