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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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宏銘棚架舞台企
31494443 張小姐
不限
業

宜蘭縣
呈淼商行
五結鄉

宜蘭縣
呈淼商行
五結鄉

49811630 王先生

49811630 王先生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棚架搭設。
03-9883930 上班時間0800-1730，月排休8天，薪 不拘 5
資38600元以上。

0981999514

＜7-11早班門市人員＞，1.商品進
貨、補貨、入庫、商品陳列排面整理
沖泡咖啡櫃台結帳。2.維持門市週遭
高職 2
之環境整潔。上班時間：0700~1500
，月休8天排休，薪資依勞基法規
定。

039655743

＜7-11晚班門市人員＞，1.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
與美觀。2.在成交後，包裝商品、收
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據，
高職 2
完成交易手續。3.POS系統收銀機操
作、結帳。上班時間：1500~2300。
時薪：168-17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宜蘭縣 宏凰水產事業有
28543949 陳先生
五結鄉 限公司

＜加工人員＞，水產品加工。上班時
03-9909236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不拘 1
25250元。

宜蘭縣 宏凰水產事業有
28543949 李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倉管人員＞，進出貨管理，需會開
03-9909236
堆高機。上班時間：0800-1730，週 高職 2
分機10或13
休二日，薪資：25250-30000元。

宜蘭縣 宏凰水產事業有
28543949 李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儲備幹部＞，生產管理，依漁獲量
03-9909236 配合加班，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上
不拘 2
分機10或13 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薪
資：30000元。

第 1 頁，共 8 頁

0705求才快訊

宜蘭縣 宏凰水產事業有
28543949 陳先生
五結鄉 限公司

＜食品技師＞，食品相關事項處理。
03-9909236 上班時間：0800-1730。週休二日。 專科 1
薪資：35000元。

宜蘭縣 宏凰水產事業有
28543949 陳先生
五結鄉 限公司

＜衛管人員＞，需食品相關科系畢，
03-9909236 具60A60B證照。上班時間：0800專科 1
1700。週休二日。薪資：28000元。

宜蘭縣 東和食品工業股
41655501 洪先生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操作工＞，處理水產(殺魚、清內
臟等)、罐頭加工製造、冷藏調理食
品製造、包裝、工廠環境清潔、冷凍
庫搬貨(10-20公斤)。工作時間：
03-9505001 0730-1630(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
不拘 19
分機227
作需要配合加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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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0元至30793元。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60元，住宿費月扣3000元)。

宜蘭縣 靖達生物科技股
53545038 塗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現場工作人員＞，從事產品適當生
產作業順序及時間配置等技術工作。
上班時間：0800-1700，供午餐，周
03-9906002
不拘 2
休二日，薪資：25250元。意者請電
洽、攜履歷親洽或投遞電子履歷
(hm9906002@gmail.com)。

宜蘭縣 聯友能源科技股
91039139 陳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儲備幹部＞，1.現場生產執行、調
度等相關各項作業。2.物料輔料工單
表單撰寫與彙整。3.接受各項培訓與
03-9908891
大學 4
訓練人才。4.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上
班時間(需輪日、夜班)及休假符合勞
基法。薪資：32000-36000元。

宜蘭縣 聯友能源科技股
91039139 陳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現場操作員＞，1.裝料作業及裝卸
料、工作需久站及搬重物。2.作業現
場，生產、取樣、包裝相關作業。3.
03-9908891 填寫生產報表、檢視及生產目標。4. 高職 4
完成主管交辦事項。5.無經驗可。上
班時間(需輪日、夜班)及休假符合勞
基法，薪資：26000-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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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聯友能源科技股
91039139 陳小姐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清潔人員＞，打掃環境，整潔維護
，垃圾分類回收，及主管交辦事項。
03-9908891
不拘 1
上班時間(日班)及休假符合勞基法。
薪資：26000元。

宜蘭縣 謝記畜產食品有
16709584 簡小姐
五結鄉 限公司

＜食品技師＞1.食品檢驗、品質監。
2.教育訓練、流程管控、衛生管理等
03-9907719 工作。3.需具食品檢驗證照。上班時 高職 1
間：0800-1700，供1餐，周休二日，
薪資：25250元。

財團法人台灣基
宜蘭縣 督長老教會泰雅
73769083 周慧珊
大同鄉 爾中會梨山耶穌
堂

＜照顧服務員＞，1.主責長者照顧服
務推動站內服務項目，並分工輪流執
行相關業務。2.配合站內行政業務含
財管、記錄等資料建置。3.配合普查
服務地區照顧需要。4.配合本會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政策宣導。具有服
03-9517460 務老人經驗，並取得照顧務員職類技 高職 1
術證，或完成照服員90小時訓練時數
及具有原民族語能力者佳，工作時
間：0800-1600，周休二日，月薪：
33000元-35000元。收件日期：自即
日起至111/07/08(星期五)下午17時
止。

宜蘭縣 海富實業股份有
27437580 林小姐
冬山鄉 限公司

＜操作工-龍德廠＞，操作機台(抽料
機、移印機、射出成型機...等)、需
長時間久站、搬貨約25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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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工時及
03-9903130
不拘 12
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薪資：27250元至
27795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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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蘭智社
宜蘭縣 會福利基金會附
09880809 宋小姐
冬山鄉 設私立蘭陽智能
發展學苑

＜機構看護工＞，照顧15歲以上心智
障礙暨多重障礙者的護理、餵食、洗
澡、換尿布、復健等工作。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日班：08點至
16點；中班：16點至24點；夜班：24
03-9610137 點至08點(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 不拘 5
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
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排休月休8天。薪資：27500元以上。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80元，住宿費月扣2000元)。

中國青年救國團
宜蘭縣 直屬台灣省宜蘭
40404915 黃小姐
宜蘭市 縣團務指導委員
會

＜總務＞，1.環境維護、倉庫管理。
2.會車維護及保養、駕駛。3.工程招
標、採購。4.網路、水電話維護。5.
0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工作時間：早班
專科 1
9353411#42 0830-1800(午休1230-1400)，休假：
周休二日，月薪27000元。意者請先
投履歷e-mail：ilntc@cyc.tw，將會
電話通知面試事宜。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鋼構安裝人員＞廠房鋼骨安裝。上
03-9230888 班時間：07:45~17:45，周休二日， 不拘 5
日薪：1800~3200元。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粗工＞協助工地及廠房清潔及主管
03-9230888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07:45~17:45 不拘 5
，周休二日，日薪：1800~3200元。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鷹架搭拆人員＞大樓廠房及農舍施
工鷹架搭設、拆除施工。上班時間：
03-9230888
不拘 5
07:45~17:45，周休二日，日薪：
1800~2800元。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倉管人員＞管理公司車輛、工具、
餘料等公司資材管理。協助主管交辦
03-9230888
不拘 1
事項。上班時間：07:45~17:45，周
休二日，日薪：1800~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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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工地主任＞管理工地有關事務,協
助廠商解決施工問題,執行安全衛生
03-9230888
管理。上班時間：07:45~17:45，周
休二日，日薪：1800元。

宜蘭縣 得協企業股份有
89991692 伍小姐
員山鄉 限公司

＜鋼構繪圖人員＞建築規畫設計及鋼
構施工圖繪製相關文書處理。上班時
03-9230888
不拘 1
間：07:45~17:45，周休二日，日
薪：1800~3200元。

宜蘭縣
億達實業社
員山鄉

＜CNC車床技術人員/半技工＞CNC電
腦車床技術，具CNC電腦車床相關經
03-9230260 驗者待優，上班時間：08：00-17：
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
資：36000~42000元。

國中 4

宜蘭縣 晶華國際酒店股
04268726 吳小姐
礁溪鄉 份有限公司

0391020008806

＜房務員-捷絲旅(兼職)＞，1.客房
清潔整理。2.公共區域清潔上班時
間：早班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時薪：170元。

不拘 2

宜蘭縣
億達實業社
礁溪鄉

＜CNC車床學徒＞，CNC電腦車床技
03-9230888 術。周休二日，上班時間：08：0017：00。薪資：25250元。

不拘 3

92918485 徐老闆

92918485 徐老闆

不拘 1

中國青年救國團
宜蘭縣 直屬台灣省宜蘭
40404915 黃小姐
羅東鎮 縣團務指導委員
會

＜櫃檯行政人員＞，1.櫃檯服務、電
話接聽、報名收費。2.學習中心招
生、課務安排、管理、服務。3.標補
助案及委代辦合作。4.臨時交辦事
03項。工作時間：早班0830-1800(午休
專科 1
9353411#42 1230-1400)，晚班1230~2200(下午休
息時間1630~1800)需輪班，休假：周
休二日，月薪27000元。意者請先投
履歷e-mail：ilntc@cyc.tw，將會電
話通知面試事宜。

宜蘭縣
六福中醫診所
羅東鎮

＜診所助理＞櫃台、總務、行政處
理、跟診及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
03-9571130 時間：0830-1200、1430-1800、
高職 1
1900-21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5250-26700元。。

42091663 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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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同仁堂中醫聯合
17881247 李宜雲
羅東鎮 診所

＜跟診助理＞，協助醫師治療室工作
及工作環境清潔維護。工作時間：
03-9573695
高中 1
0900-2130(含休息時間)，排休月休8
日，薪資：25250元。

宜蘭縣 宜蘭縣私立小甜
02442220 劉小姐
羅東鎮 甜幼兒園

＜清潔工＞，環境清潔工作。工作時
03-9546707 間：1400-1800，周休二日，時薪： 不拘 1
168元。

宜蘭縣私立禾樂
宜蘭縣
園老人長期照顧 50574902 詹主任
羅東鎮
中心(養護型)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人生
活起居、翻身、拍背、餵食、洗澡。
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班
08：00至20：00；晚班20：00至08：
00(每班含休息時間2小時，依工作需
03-9566651
不拘 3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排休週
休二日。薪資：27500元以上。供膳
宿情況：供膳宿(2餐/天，每餐扣70
元，住宿費月扣1700元)。

醫療財團法人羅
宜蘭縣
許基金會羅東博 42005610 林小姐
羅東鎮
愛醫院

039543131分
機5236

＜醫療事務管理師＞1.配合健保署各
項政策推動，建立專案執行與行政業
務。2.健保核減案件分析核減原因並
改善。3.依健保署公告與異動事項，
維護特殊材料、醫療支付費用點數、
健保支付項目等，並更新健保相關訊
大學 2
息公告週知。4.依據健保署公告，制
定配合辦法與預防措施、執行各項醫
令、藥品開立稽核程序。5.核減原因
分析及建立報表。上班時間：
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5500元~29000元

宜蘭縣 信大水泥股份有
03279507 林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機械修護員＞，1.須具設備檢修、
冷作、車床實際經驗，能獨立操作。
2.具水泥廠或傳統機械加工經驗者
佳。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依
03-9967141 勞基法規定。薪資：29000~30000
國中 2
分機54
元。意者請檢附履歷表(註明聯絡電
話及地址)、畢業證書影本，通訊報
名或電子履歷
(hsingta.a270@msa.hinet.net林小
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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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信大水泥股份有
03279507 林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電機修護員＞，1.負責電機設備維
修、馬達巡檢。2.具工業配線、高低
壓設備維修經驗1年以上者佳。上班
時間：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
03-9967141
定。薪資：29000~30000元。意者請 高職 3
分機54
檢附履歷表(註明聯絡電話及地址)、
畢業證書影本，通訊報名或電子履歷
(hsingta.a270@msa.hinet.net林小
姐收)。

宜蘭縣 信大水泥股份有
03279507 林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冷作修護員＞，1.以焊接、切割等
加工方式，進行採礦場生產機械設備
之裝修。2.須具冷作、電焊實際經驗
，能獨立操作。3.工作地點：信大水
泥太白山採礦場。上班時間：080003-9967141
16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國中 1
分機54
31000元。意者請檢附履歷表(註明聯
絡電話及地址)、畢業證書影本，通
訊報名或電子履歷
(hsingta.a270@msa.hinet.net林小
姐收)。

宜蘭縣 信大水泥股份有
03279507 林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現場操作員＞，1.根據生產流程，
負責維護生產機具運轉及機械設備操
作。2.須輪值三班(非固定班)。3.經
驗不拘。上班時間：0800-1600、
1600-0000、0000-0800(須輪三班)。
03-996714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國中 5
分機54
30000元。意者請檢附履歷表(註明聯
絡電話及地址)、畢業證書影本，通
訊報名或電子履歷
(hsingta.a270@msa.hinet.net林小
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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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桓達科技股份有
80132123 林小姐
蘇澳鎮 限公司

0222696789

＜生產技術/製程副工程師＞，1.製
程設備檢測與故障排除。2.生產線異
常判斷與問題解決。3.產品生產製程
規劃與排程管理。4.生產工作日誌建
檔管理。5.儲備幹部工作性質具有製
造/組裝經驗者佳。6.學習產線工作 高職 1
安排。7.接受公司有計畫進行培訓。
8.可配合加班。上班時間：日班。周
休二日。薪資：32000-35000元。應
徵者請寄送電子履歷(aya.lin@fin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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