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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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
34286449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研發/製程工程師＞，1.具半導體
經驗，二極體佳。2.半導體製程維護
及改善。3.產品研發及用新的半導體
03-9901998
蘇小姐
相關技術。4.開發、應用新的半導體 高職
分機1112
相關技術。5.需配合出差。工作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0000元-35000元。

3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
34286449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品保工程師＞，1.品質系統維護。
2.統計數值分析。3.客戶稽核事項。
03-9901998
蘇小姐
4.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800- 高職
分機1112
1700，周休二日，薪資：30000元35000元。

2

宜蘭縣 台灣半導體股
34286449
五結鄉 份有限公司

＜輪班作業員＞， 1.機台操作。 2.
可於無塵室作業。3.可配合四班二
03-9901998
蘇小姐
輪。工作時間：(需輪班)日班0800- 不拘
分機1112
2000；晚班2000-0800，做二休二，
薪資：25250元-30000元。

5

宜蘭縣 香港商麥迪康
28990073
五結鄉 亞太有限公司

李小姐

＜輪班作業員＞， 1.產品組裝、檢
驗、包裝出貨等作業。2.需配合輪班
及加班。工作時間：(需輪班)日班
國中
0800-2000；晚班2000-0800，周休三
日，薪資：25250元-27000元(加班費
及輪班津貼另計)。

5

李小姐

＜倉管員＞，1.物料貨品收發、備
料、倉別管理。2.需配合加班。工作
國中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7000元以上。

1

宜蘭縣 香港商麥迪康
28990073
五結鄉 亞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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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香港商麥迪康
28990073
五結鄉 亞太有限公司

李小姐

＜輪班產線組長＞，1.廠內之生產排
程、交期及產量。2.提升產能、降低
成本、提升引質改善。3.需配合輪
班、加班。4.需具備工廠相關工作經 高職
驗3年以上。工作時間：(需輪班)日
班0800-2000；晚班2000-0800，周休
三日，薪資：40000元以上。

2

宜蘭縣 煙嵐大飯店有
54113500
五結鄉 限公司

＜煙波花時間-中廚房廚師領班＞，
1協助叫貨、盤點。2.保持個人及廚
房衛生。3.具丙級證照。4.提供廚房
專業支援。5.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03-9506666 規章標準，於廚房執行高標準的食材
張專員
不拘
分機9972
準備工作 6.協助整體廚房相關事宜
，掌握食物的品質。工作時間：
1000-1430、1730-2130(含休息時間3
小時)，排休月休8天，薪資：45000
元-50000元。

2

宜蘭縣 蘭揚汽車股份
22818548
五結鄉 有限公司

＜引擎技師＞，1.試駕車輛，並使用
紅外線引擎分析儀、壓縮儀及電腦診
斷設備，測試零件與系統。2.逐項檢
查檢修清單內的重要零件，以確保檢
修的完整性（如：皮帶、軟管、轉向
系統、火星塞、煞車與供油系統、輪
03-9658888
林小姐
胎軸承等)。3.測試並調整已修繕的 高職
分機323
系統以符合原廠標準。4.進行例行維
修服務（如：更換機油、潤滑油及調
校車輛等）。5.了解顧客問題及車況
及確認進行保養及維修項目。工作時
間：0800-1730，排休週休二日，薪
資：28000元~32000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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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管人員＞，1.倉庫物品及物料進
出管理。2.將進、出貨記錄在盤點
卡。3.將物品資料正確標示，並擺放
於正確儲位。4.定期追蹤、複查並回
報庫存與紀錄是否相符有無損壞。5.
協助追蹤料況，並與跨部門溝通協
姜小姐 03-9605565 調。6.定期清潔庫存、工具、設備或 不拘
貯藏室，以確保符合安全規章。 7.
倉庫系統資料登打。 8.會開手排汽
車及堆高機者佳。工作時間：08001730，供1餐，周休二日，薪資：
25250元-28000元(依學經歷、證照及
技能等進行調整)。

1

17940203

劉先生

＜操作工＞，操作CNC機台、搬貨
(約20-30公斤，有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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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 薪資：27250元至
不拘
30248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50元，住宿費月扣1700
元)。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二、四
下午1點至5點★

3

37838233

＜門市人員-員泉早班＞，1.接受顧
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
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
陳小姐
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
(店
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點，
03-9574974
不拘
長)/胡
以協助顧客選擇。5.包裝商品、收取
先生
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據。6.
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撰寫
當日業務報表。工作時間：070015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5250元-28000元。

5

宜蘭縣 三彪科技工程
59012360
冬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縣
馨山企業社
冬山鄉

宜蘭縣
廣錦商行
員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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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38233

＜門市人員-員泉晚班＞，1.接受顧
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
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
陳小姐
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
(店
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點，
03-9574974
不拘
長)/胡
以協助顧客選擇。5.包裝商品、收取
先生
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據。6.
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撰寫
當日業務報表。上班時間：
1500~23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250元-30000元。

5

37838233

＜門市人員-員泉大夜班＞，1.接受
顧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
客。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
業場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
陳小姐
貨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
(店
向客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
03-9574974
不拘
長)/胡
點，以協助顧客選擇。5.包裝商品、
先生
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
據。6.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
及撰寫當日業務報表。工作時間：
2300-0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250元-30000元。

4

宜蘭縣 健寶衞材科技
83223288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員＞，搬運棉花，機台操作
(製作棉被枕頭等寢具)，協助進貨出
鍾副理 03-9779903 貨事宜，會駕駛堆高機者佳。工作時 不拘
間：0800-1700，供1餐，周休二日，
薪資：25500元起。

2

宜蘭縣 健寶衞材科技
83223288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設備維修員＞，略懂機械概念，日
常機台保養與維修。工作時間：
鍾副理 03-9779903
不拘
0800-1700，供1餐，周休二日，薪
資：25500元起。

1

宜蘭縣 健寶衞材科技
83223288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規劃生產排程，無經驗
鍾副理 03-9779903 可。工作時間：0800-1700，供1餐， 不拘
周休二日，薪資：25500元起。

1

宜蘭縣
廣錦商行
員山鄉

宜蘭縣
廣錦商行
員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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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寶衞材科技
83223288
頭城鎮 股份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廠務規劃整合事宜，
無經驗可。工作時間：0800-1700，
鍾副理 03-9779903
不拘
供1餐，周休二日，薪資：25500元
起。

1

醫療財團法人
宜蘭縣
羅許基金會羅 42005610
羅東鎮
東博愛醫院

林小姐

＜電腦維修員＞，1.資訊設備配置,
保養及故障排除。2.電腦實體設備故
障維修。3.網路線及集線器配置及檢
測。4.文書應用軟體安裝及檢測。5.
臨床醫療軟體安裝及檢測。6.資訊安
全軟體管控及追蹤。7.伺服器主機簡 專科
易故障排除。8.視訊設備配置,保養
及故障排除。工作時間：08001730(含休息時間1.5小時)，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5500元-28500
元。

2

醫療財團法人
宜蘭縣
羅許基金會羅 42005610
羅東鎮
東博愛醫院

林小姐

＜帳務管理師＞，1.確認一般費用、
非常備請款作業。2.執行零用金管理
作業。3.維護常備、寄銷核帳及月結
作業。4.確認常備及寄銷品價差扣款
及退貨退款作業。5.審核主治醫師費
大學
用請款作業及管理收支帳。辦理銀行
借款、還款及利息費用請款作業。7.
整理每月傳票歸檔。工作時間：
0800-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500元-30600元。

1

宜蘭縣 麥之鄉西點麵
92911379
羅東鎮 包坊

＜烘焙助手＞，麵包及蛋糕製作、清
潔服務。工作時間：每天工作8小時
謝先生 0935336487
不拘
，月休八天，薪資：26600元-30000
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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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廣錦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廣錦商行
羅東鎮

宜蘭縣
廣錦商行
羅東鎮

37838233

＜門市人員-潤昌早班＞，1.接受顧
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
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
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
陳小姐
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點，
(店
03-9574974 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交後，包裝 不拘
長)/胡
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
先生
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6.結束營業
前，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
撰寫當日業務報表。工作時間：
0700~1500，休假依勞基法相規定，
薪資：25250元-28000元。

5

37838233

＜門市人員-潤昌晚班＞，1.接受顧
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
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
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向客
陳小姐
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點，
(店
03-9574974 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交後，包裝 不拘
長)/胡
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
先生
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6.結束營業
前，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
撰寫當日業務報表。工作時間：
1500-2300，休假依勞基法相規定，
薪資：25250元-30000元。

5

37838233

＜門市人員-潤昌大夜班＞，1.接受
顧客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
客。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
業場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
陳小姐
貨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
(店
向客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優
03-9574974
不拘
長)/胡
點，以協助顧客選擇。5.包裝商品、
先生
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或收
據。6.統計銷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
及撰寫當日業務報表。工作時間：
2300-0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250元-30000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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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新得漁36號
蘇澳鎮

CT3005615

宜蘭縣 隆盛食品冷凍
42103513
蘇澳鎮 股份有限公司

＜船員＞，抓魚。 工作時間：配合
漁船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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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依勞基法規
不拘
定。 薪資：27150元以上。 供膳宿
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扣35元
，住宿費月扣2270元)。

6

＜操作工＞，操作機械設備(攪拌
機、油炸機、切斷機、研磨機)、原
物料搬運(15公斤至25公斤，有推車
輔助)、工作區域清潔。 工作時間：
08點至17點 (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
錢小姐 03-9902055
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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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0元至30793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8

陳先生

091039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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