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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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祐明企業社
三星鄉

統一編號

09646847

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會附設宜蘭
宜蘭縣
縣私立聖嘉民老 26107061
三星鄉
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社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老人失智症照顧 50280701
不限
協會

宜蘭縣
信暘有限公司
五結鄉

80728572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技工＞，電焊、氬焊、乙炔切割。
游先生 0937-911012 上班時間：0800-1700，供1餐，周休 不拘 2
二日，日薪：1400-2000元。

游淑如
小姐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一、
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機構看護
工＞，照顧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
務及罹患慢性疾病之老人。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日班：0700
至1500；中班：1500至2300；晚班：
不拘 10
2300至0700(每班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
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
周休二日。薪資：27500元。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
，住宿費月扣3200元)。

夏督導 03-9387070

＜居家照顧服務員-附設宜蘭縣私立
康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到長輩家裡提供照顧服務。工作
不拘 3
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時
薪：200元至220元。工作地點：宜蘭
市、員山鄉、壯圍鄉。

鄭小姐 03-9504606

＜操作工＞，整理貨物、打石、磨
石、搬運石材原料(30公斤)、工廠環
境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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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不拘 5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資：
27250元至31610元。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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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姐 03-9230868

＜銷售人員＞，食品販售及包裝。上
班時間：0900-1800，排休月休8天，
不拘 1
薪資：25250-27250元。工作地點：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張小姐 03-9230868

＜內場人員＞，協助備餐工作。上班
時間：0900-1800，排休月休8天，薪
不拘 1
資：25250-27250元。工作地點：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

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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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5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
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輪休周
休二日。薪資：27500元以上。供膳
宿情況：供膳宿(2餐/天，每餐扣50
元，住宿費月扣1700元)。

蔡小姐 03-9904668

＜CNC銑床/車床人員＞，1.操作磨床
(銑床)加工機械。2.數位控制車床機
器操作。3.進行車削工作物的加工。 高職 5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月薪：28000~45000元。

蔡小姐

＜倉管人員＞，1.倉庫物品、物料進
出管理。2.主管交辦事宜。上班時
高職 3
間：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
28000-45000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蔡小姐

＜機械設計工程師＞，1.2D、3D機械
設計及繪圖。2.設備零件繪圖，熟
AutoCAD。3.有機械繪圖與機械設計
經驗者佳。4.空油壓及機電整合，具 專科 3
相關工作經驗尤佳。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
30000~70000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蔡小姐

宜蘭縣 益同源食品有限
24396235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益同源食品有限
24396235
五結鄉 公司

宜蘭縣 財團法人宜蘭縣
83806559
五結鄉 私立慈愛養護院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039904668#36

＜機電技術人員＞，負責機台配線與
配電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 高職 3
周休二日，月薪：28000~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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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蔡小姐

039904668#36

＜繪圖人員＞，機械零件繪圖及文書
處理，熟AUTOCAD繪圖，機械相關科
系畢業者尤佳。上班時間：
專科 3
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28000
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蔡小姐

＜車床技術員＞，1.依據施工圖加工
作業，從事車床切削加工作業。2.具
備校車/校刀能力。3.具備讀機械圖
能力。4.會操作量測儀器。5.有操作 專科 4
CNC車床的實務經驗。6.可獨立作業
者。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月薪：28000~45000元。

宜蘭縣 月村科技股份有
16492781
冬山鄉 限公司

蔡小姐

＜機械組立技術員＞，機械組立。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月 專科 1
薪：28000-45000元。

宜蘭縣 兆國工程有限公
83368299
冬山鄉 司

葉廠長 0917975344

＜風管學徒＞，風管製作、安裝，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不拘 1
資:30000元。

宜蘭縣 杏輝藥品工業股
42042734
冬山鄉 份有限公司

黃彥寧 03-9581101
小姐
分機1199

＜行銷辦事員＞，園區導覽解說、產
品介紹、會員資料處理，上班時
大學 1
間:0810~1710，週休二日，薪
資:26000~30000元。

洪小姐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及病人生
活起居、翻身、拍背、餵食、洗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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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至08點(每班含休息
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不拘 5
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
定)。休假方式：輪休週休二日。薪
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
月扣1800元)。

宜蘭縣私立和信
宜蘭縣
老人長期照顧中 26661997
宜蘭市
心(養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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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員＞，1.辦理身心障礙者小型
作業所教保員工作。2.服務使用者生
活及社會技能訓練、個別輔導。3.理
高中 1
檔案管理事項。4.需取得教保員資
格。工作時間：自08時30分至17時30
分，月薪:31000元，周休二日。

社團法人宜蘭縣
宜蘭縣
康德人文關懷協 42071744
宜蘭市
會

任小姐

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國內業務人員＞，1.雲端物連網，
車連網產品國內業務。2.開發潛在客
戶，拓展市場，以達成業績目標。3.
定期拜訪經銷客戶，維繫穩定客戶關
行政： 03係。4.負責國內業務接洽及訂單處
國中 2
林小姐 9320822#201 理。5.負責產品報價及產品展示，並
處理帳款回收相關事宜。6.開發潛在
客戶並維繫穩定客戶關係。上班時間
符合勞基法規定，周休二日，月薪
30000元-40000元。

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採購人員＞，1.負責原物料採購。
2.負責詢價、議價、採購等相關事
項。3.處理貨品異常、遺失或延遲等
039320822#8 問題。4.庫存量管理。5.需能獨立作
陳慧芬
專科 1
01
業。6.其他主管交辦事項。7.態度積
極,有採購相關工作經驗尤佳。上班
時間：08:30~17:30，周休二日，月
薪26000元-28000元。

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行政：
林小姐

＜助理工程師＞，1.協助產品研發計
畫執行。2.負責彙整研發相關文件建
立及管理。3.協助研發相關物品採購
及建檔。4.產業資訊搜尋及彙整。5.
專科 2
其他交辦事項(協助發包訂製品、整
理電子零件)。工作時間：0830-1730
，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30000
元。

陳慧芬

＜韌體設計工程師(單晶片程式設計)
＞，1.撰寫各種微控制器韌體程式。
2.執行韌體產品開發流程，檢測韌體
產品。3.與硬體及軟體工程師溝通配
合，提供開發所需要的軟韌體支援。 專科 2
4.提供底層驅動程式,配套應用程式
，進行軟體整合與Release。上班時
間日班8小時，周休二日，月薪30000
元-40000元。

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03-9320822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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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宜蘭縣 格瑪數位股份有
79960517
宜蘭市 限公司

林小姐

03-9320822
#201

＜程式設計工程師(C語言)＞，1.撰
寫各種微控制器韌體程式。2.執行韌
體產品開發流程，檢測韌體產品。3.
與硬體及軟體工程師溝通配合，提供
開發所需要的軟韌體支援。4.提供底 專科 2
層驅動程式,配套應用程式，進行軟
體整合與Release。上班時間符合勞
基法規定，周休二日，月薪30000元40000元。

行政：
林小姐

＜電子工程師＞，1.電路板開發、產
品電路設計、產品測試除錯。2.樣品
製作實驗、樣品承認、製作作業指導
專科 1
書、建BOM。工作時間：0830-1730，
周休二日，薪資：30000元-40000
元。

宜蘭縣
真好居商行
宜蘭市

91329192

陳小姐 03-9351930

＜作業員＞，食品分類、包裝。上班
時間：0800-1630，周休二日，薪
不拘 1
資：25250元。

宜蘭縣
嘉豪福企業社
員山鄉

72810985

廖小姐 03-9232867

＜門市人員＞，一般收銀、門市工
作。上班時間：1500-2300，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元。

楊豐瑋 03-9886695

＜大樓及辦公室清潔員＞，1.維護指
定區域的環境整潔，執行日常清潔工
作。2.具備清潔相關知識，可獨立作
業。3.負責垃圾集中及分類處理。4. 不拘 2
執行其他清潔相關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0800-1700，月排休8日，日薪：
1600元。

楊豐瑋 03-9886695

＜行政會計＞，會計、人員薪資、社
群管理、接應網路、電話訂單、客服
不拘 1
處置。工作時間：0800-1700，月排
休8日，月薪：25250元。

宜蘭縣
殿基業有限公司 24888267
礁溪鄉

宜蘭縣
殿基業有限公司 24888267
礁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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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禾樂
宜蘭縣
園老人長期照顧 50574902
羅東鎮
中心(養護型)

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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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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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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