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不限

羅工企業有限

公司
84866386 楊先生

03-9602299(函寄

，電洽)

＜營建防水技術人員＞，營建防

水修漏、結構補強、建物拉皮、

相關整建工程施工。上班時間：

1天8小時，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以上(津貼獎金

另計)。★培訓取得營建相關技

術士證照。

不拘 8

宜蘭縣

三星鄉

百孚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53369686 李小姐 (親洽)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

一、三上午8點至12點★＜操作

工＞，機台操作(混合機、攪拌

機、壓餅機)、包裝、需長期間

站立、需搬運約30公斤原物料、

廠務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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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

至32092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0元，住宿費

月扣5000元)。

不拘 6

宜蘭縣

三星鄉

映月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4631597 林小姐

Email履歷(電洽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應

徵)

＜護理人員＞，1.產婦及新生兒

之護理工作及衛教。2.具產後護

理經驗者佳。3.需具備證照：普

考護士執照、高考護理師執照、

CPR證照。4.其他條件：具新生

兒高級救命術證照及產後護理之

家經驗為佳。工作時間：(三班

制，需輪班)日班0800-1630；中

班1530-2400；夜班2400-08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36000-41000元(夜班津貼另

計)。★意者請先E-mail履歷：i

專科 2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2　年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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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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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三星鄉

映月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4631597 林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房務管理人員＞，1.負責房務

清潔、整理、打掃、鋪床。2.客

房與公共區域環境清潔與保養維

護。3.客房餐點遞送。4.協助簡

易廚房工作。5.執行主管交辦事

項與其他房務相關作業。工作時

間：(二班制，需輪班)0800-

1630；1000-1830，排休月休8天

，薪資：294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inmoonnurse@gmail.com★

高職 1

宜蘭縣

三星鄉

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宜

蘭教養院

29286308 賴組長

(函寄，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物理治療師＞，1.身心障礙者

生活自理功能教學。2.休閒娛樂

課程、社區適應與融合課程。3.

體適能運動、肢體復健活動。4.

輔具評估、個別服務計畫撰寫擬

訂與活動紀錄等工作業務。5.綠

色復健課程、地板滾球社團。6.

須具備證照：普考物理治療生、

高考物理治療師。工作時間：

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六日需輪值班)，薪資：

36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五結鄉

宗鋒工程企業

有限公司
24286547 林小姐

03-9881928(電

洽)

＜混凝土司機＞，混凝土運送，

需具備大貨車駕照。上班時間：

08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薪資：45000元以上。

不拘 1

宜蘭縣

五結鄉

宗鋒工程企業

有限公司
24286547 林小姐

03-9881928(電

洽)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員＞，需具

備大貨車駕照及相關證照。上班

時間：0800-1730，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45000元以

上。

不拘 1

宜蘭縣

五結鄉

宗鋒工程企業

有限公司
24286547 林小姐

03-9881928(電

洽)

＜工務現場人員＞，現場定位、

量測現場施作尺寸並製圖。上班

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

薪資：32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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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五結鄉

威昇鋼鐵有限

公司
80448571 陳小姐 (親洽)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

一、三、五下午1點至5點★＜操

作工＞，機械操作(沖床、壓條

機台)、需搬運(40公斤以下)、

成品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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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

至31524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50元，住宿

費月扣3500元)。

不拘 10

宜蘭縣

五結鄉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28990073 李小姐
(函寄，電子郵

件)

＜產品確校工程師＞，產品開發

確校、打樣、管制文件變更關中

英撰寫能力。上班時間：0800-

1700。周休二日。薪資：35000-

40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五結鄉

香港商麥迪康

亞太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28990073 李小姐

(函寄，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資材主管＞，1.制訂年度採購

計畫。2.建立原物料管理系統。

3.進行供應商評鑑和開發。4.研

擬與執行降低營運成本之策略。

5.建立原物料或設備驗收程序。

6.評析市場原物料或設備供應資

訊。7.建立原物料和設備之報廢

或折讓處理程序。8.與負責物流

業務的客戶建立良好的商業關

係。9.負責原料、物料、庫存和

成品的供給和配送。10.預估市

場供需趨勢，掌控安全庫存量，

以避免供貨短缺對公司造成的負

面影響。11.需具備工廠相關工

作經驗5年以上且外語能力佳。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薪資：面議(每月經常性薪

資達4萬元以上)。

專科 1

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03-9581101分機

1199(電洽，電子

郵件)

＜採購辦事員＞，原物料採購，

上班時間：0810-1710，週休二

日，薪資：30000~32000元。

大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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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03-9581101分機

1199(電洽，親洽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檢驗助理技術員＞，檢驗方法

開發及產品檢驗，上班時間：

08:10-17:10，週休二日，薪

資：32000-36000元。

大學 5

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電子郵件)

＜行銷辦事員＞，園區導覽解

說、產品介紹、會員資料處理，

上班時間：08:10-17:10，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

33000元

大學 2

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電子郵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1.廠

區作業環境檢測事項處理2.工廠

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事項管理3.

緊急事件通報及職業災害處理相

關事宜4.協助廠區ISO45001系統

維護及內外稽核相關事宜辦理，

上班時間：08:10-17:10，週休

二日，薪資：33000-38000元。

專科 2

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電子郵件)

＜健康園區清潔人員＞，訓練中

心房務清理暨健康館環境清潔，

上班時間：0700-1600或0800-

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33000元以上。

高中 2

宜蘭縣

冬山鄉
紘暉企業社 34788560 陳經理

0928-254173(電

洽，親洽，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日班門市人員-7-11冬山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收

據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清

潔等。工作時間：0700-1500，

排休月休8天，薪資：26500元

起。

不拘 2

宜蘭縣

冬山鄉
紘暉企業社 34788560 陳經理

09-28254173(電

洽，親洽，電子

郵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大夜班門市人員-7-11冬山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

收據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

清潔等。工作時間：2300-0700

，排休月休8日，薪資：32500元

至36000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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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紘暉企業社 34788560 陳經理

0928-254173(電

洽，親洽，電子

郵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夜班門市人員-7-11冬山店＞

，1.門市銷售與賣場服務。2.收

據與收費等收銀作業。3.環境清

潔等。工作時間：1500-2300，

排休月休8天，薪資：26500元

起。

不拘 2

宜蘭縣

冬山鄉

熊飽鍋物涮涮

鍋
41913521

店長 蔡

小姐

03-9251818(電洽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外場服務員＞，顧客服務。工

作時間：1100-1430、1700-2200

，排休月休8-10日，薪資：

265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宜蘭市

全方位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
27449946

江小姐/

夏經理

03-9251208(電

洽)

＜社區保全人員＞，社區大樓保

全工作。工作時間：0700-1900

，排休月休6日，薪資：31000元

至33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宜蘭市

全方位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
27449946

江小姐/

夏經理

03-9251208(電

洽)

＜社區清潔人員＞，社區大樓清

潔工作。工作時間：0800-1700

，排休周休二日，薪資：26400

元。

不拘 1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加

楓幼兒園
09734433 藍主任

03-9310949(電洽

，親洽)

＜司機＞1.接送小朋友上課及下

課。2.安親班小朋友下課接送。

3.支援各項園務工作。4.配合戶

外教學及活動。5.車輛清潔、送

修、保養工作。上班時間：

0700-0900、1200-1330、1500-

1900，周休二日，薪資：28000

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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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茂詮企業社 17939748

黃文柏

先生

03-9285952(電洽

，親洽)

＜中階技術操作工-宜蘭廠＞，

電焊、操作(切割機、剪床、研

磨機、噴砂)，品檢及搬運貨物

(約30公斤)，長時間久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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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薪

資：40000元。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

宿費月扣3200元)。

不拘 5

宜蘭縣

宜蘭市

熊飽鍋物涮涮

鍋
41913521

店長 蔡

小姐

03-9251818(電洽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外場服務員＞，顧客服務。工

作時間：1100-1430、1700-2200

，排休月休8-10日，薪資：

265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員山鄉

宜蘭縣社區銀

髮族服務協會

附設私立同樂

社區長照機構

91928062 王小姐

(函寄，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照顧服務員＞，照顧長者及協

助行政工作。工作時間：0800-

1730，供1餐，周休二日，薪

資：32000元。★應徵前請先E-

mail履歷★

國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山多利股份有

限公司
89543576 葉小姐

03-9888047分機

1809(電洽，電子

郵件)

＜櫃檯接待人員＞，1.處理房間

安排事宜，如：訂房、排房、進

房、退房等。2.處理帳務，如：

收款、核帳、查帳等。3.負責轉

接電話並且為客人留言。4.提供

當地旅遊諮詢。5.接待客人，並

提供相關服務。工作時間：輪二

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8000元至30000元。

專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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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山多利股份有

限公司
89543576 葉小姐

03-

9888047#1809(電

洽，電子郵件)

＜餐飲服務員＞，1.負責跑單、

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

作。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

餐等工作。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

，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4.

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上班時

間：輪二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30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山多利股份有

限公司
89543576 葉小姐

03-9888047分機

1809(電洽，電子

郵件)

＜櫃檯組長＞，1.負責督導櫃台

接待及訂房事宜。2.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輪二班，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元-

33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礁溪鄉

山多利股份有

限公司
89543576 葉小姐

03-

9888047#1809(電

洽，電子郵件)

＜餐廳組長＞，1.餐廳營業現場

接待及管理。2.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輪二班，月排休8天

，薪資：30000元至33000元。

高中 1

宜蘭縣

礁溪鄉

山多利股份有

限公司
89543576 葉小姐

03-

9888047#1809(電

洽，親洽)

＜房務組長＞，1.客房檢查與支

援客房清潔工作。2.協助主管人

力配置管理與教育訓練。3.主管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日班，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

元-32000元。

高中 1

宜蘭縣

礁溪鄉

中天大飯店股

份有限公司
28137724

人資部

余先生

03-9100115-

2800(電洽)

＜公共區域清潔員＞，1.全館公

共清潔，設施保養。2.主管交辦

事項。工作時間：輪二班，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月薪26400

元-29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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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中天大飯店股

份有限公司
28137724 余先生

0916025279(電

洽)

＜櫃檯接待＞，1.協助櫃檯作

業。2.協助客人停車指引、大門

口迎賓。3.上下行李服務、寄存

行李服務。4.提供旅遊諮詢、飯

店設施介紹。5.為住客遞送書

報、信件、包裹等物品。6.代客

泊車服務。7.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輪二班

(0700~1530，1430~2300)，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6400元-29000元。

高職 2

宜蘭縣

礁溪鄉

盛揚興業有限

公司
24436089 盧小姐

03-9255353分機

15(電洽)

＜包裝作業員＞，快篩試劑作業

生產及包裝作業。工作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時薪：

176元。

不拘 5

宜蘭縣

礁溪鄉

誠闊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42658246 羅小姐

03-9875728分機

2110(電洽，親洽

，電子郵件)

＜房務人員＞，1.每日整理客房

及回報房況。2.管控各樓層房務

用品與客房備品管控。3.整理及

清潔公共區域。4.盤點每日送洗

布巾。5.執行飯店永續經營理

念。6.房務保養執行。工作時

間：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28000元-29000

元。

不拘 2

宜蘭縣

礁溪鄉

誠闊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42658246 羅小姐

03-9875728分機

2110(電洽，親洽

，電子郵件)

＜兼職房務人員＞，1.每日整理

客房及回報房況。2.管控各樓層

房務用品與客房備品管控。3.整

理及清潔所有公共區域。4.盤點

每日送洗布巾。5.主管交辦事

項。工作時間：0900-1730(可彈

性調整)，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80-19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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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誠闊旅館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42658246 羅小姐

03-9875728分機

2110(函寄，電洽

，電子郵件)

＜客務櫃檯人員＞，1.接待住客

資料登記及退房結帳作業。2.住

客住宿期間諮詢服務。3.處理與

安排訂房、排房、進房、退房等

事宜。4.處理如收款、核帳、查

帳等帳務事宜。5.負責轉接電話

，為客人留言。6.提供當地旅遊

諮詢，協助安排旅行計畫，交通

工具租用，接送等事宜。7.接待

客人，並提供如行李運送等相關

服務。工作時間：(三班制，需

輪班)，排休月休8-10天，薪

資：27000-28000元。

專科 2

宜蘭縣

礁溪鄉

鳳凰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28632230 嚴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計時餐飲外場服務員＞，外場

服務工作(帶位、桌邊服務、上

餐、撤餐、收拾桌面、備餐、環

境維護等)。上班時間兩班制，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時薪：

190元-2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礁溪鄉

鳳凰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28632230 嚴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計時房務員＞，客房整潔維護

(工讀生或二度就業者可)。上班

時間：0900-1600，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時薪：190元-200

元。

不拘 2

宜蘭縣

礁溪鄉

鳳凰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28632230 席小姐

03-9100988分機

2902(電洽，親

洽)

＜湯屋清潔員(兼職)＞，1.湯屋

清潔整理(泡湯大眾浴池及個人

泡湯池清潔工作及補充清潔備

品)。2.彈性排班。3.歡迎二度

就業者。工作時間：日班/晚班

(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90元。

專科 2

宜蘭縣

羅東鎮
豪久工程行 91638866 劉先生

(親洽，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防水技術員＞，營建防水工程

施作。上班時間：0800-1700，

供1餐，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日薪：1600-2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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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蘇澳鎮

上島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80164927 簡經理

03-9909966(電

洽)

＜館長/儲備管理幹部＞，處理

廠內一切事務。上班時間：

1000-1730、1600-223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80元。

大學 3

宜蘭縣

蘇澳鎮

上島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80164927 簡經理

03-9909966(電

洽)

＜收銀員/服務人員＞，POS機結

帳、商品上架。上班時間：

1000-1730、1600-2230，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時薪：180元。

高中 3

宜蘭縣

蘇澳鎮

上島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80164927 簡經理

03-9909966(電

洽)

＜廚師/廚務＞，執行廚房相關

事務。上班時間：1000-1730、

1600-22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時薪：180元。

高中 3

宜蘭縣

蘇澳鎮

聯群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
86966446 羅小姐

03-9902002分機

601(電洽)

＜操作工＞，機台操作(電焊

機、切割機)、搬運(約35公斤，

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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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28400元至31524

元。休假方式：週休二日。供膳

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60元，住宿費月扣3200元)。

不拘 12

宜蘭縣

蘇澳鎮

聯擎鋼建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89887656 藍小姐

03-9902002分機

603(電洽，其他-

應徵前請先電話

聯繫)

＜操作工-一廠＞，機台操作(電

焊機、切割機)、搬運(約35公斤

，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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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至31524元。

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200

元)。

不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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