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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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燊有限公司

附設宜蘭縣私

立東禾居家長

照機構

87528846 吳小姐
03-9283261(電洽

，親洽)

＜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陪

伴、家務協助、身體照顧)。上

班時間：0800-1700，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時薪：200元起。

不拘 2

宜蘭縣

五結鄉

利澤建材工業

有限公司
22753860 林經理

0933-813210(電洽

，親洽)

＜操作工＞，攪拌水泥原料、包

裝及搬運(40公斤以上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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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

至32944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2500元)。

不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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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管員＞，檢查、測試、或測

量材料、產品、裝置，使之符合

規格。上班時間：0800-1900、

2000-0700(需輪班)。週休三

日。月薪：27500元(含全勤，加

班費、津貼獎金另計)。。意者

請函寄履歷至：宜蘭縣五結鄉利

工一路2段11號或Email履歷：

sinia.li@medicom-taiwan.com

不拘 1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2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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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共 5 頁 0113求才快訊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設備工程師＞，1.負責生產線

機器、設備之操作。2.機台前置

作業。3.機台維護與保養。上班

時間：0750-1710、1550-0030、

2350-0830，月休8天，月薪：

30400~35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

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專科 2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研發專案助理＞，1.參與專案

開發，擬訂專案進度及跟催管

制。2.撰寫產品規格書及製作產

品SOP。3.處理主管所交辦的其

他事項。上班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月薪：

28000~35000元以上★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

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大學 1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

通網站線上應徵)

＜射出成型技術員＞，1.搬運原

料、2.將輸送帶的產品分類、3.

看顧機台、4.須輪班、5..輪值

晚班另有夜勤津貼。上班時間：

日班/晚班/大夜班，

0750~1630、1550~0030、

2350~0830，需輪班，周休二日

，月薪：30400~40000元。★意

者請先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

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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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遠東鈦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3874434 黃小姐

03-9908415分機

219(電洽)

＜中階技術操作工＞，電解清

洗、電鍍研磨噴砂加工、鍍鈦加

工、機械焊接、氬焊、不鏽鋼片

切割，鍍鈦真空鍋爐操作、金屬

研磨機操作、CNC電腦操作、搬

運(約30公斤至35公斤左右)。工

作時間：日班：0800至1700；中

班：1600至2400；晚班：2400至

0800(三班制需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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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元。供膳宿

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6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不拘 4

宜蘭縣

壯圍鄉
瑋瑜商行 72632639

白邦倩

店長
03-9309733(電洽)

＜門市人員-7-11全美門市＞，

負責銷售、補貨、服務客人。工

作時間：早班0700-1500；中班

1500-2300；夜班2300-0700，週

休二日，時薪176元。

高職 5

宜蘭縣

壯圍鄉
瑋瑜商行 72632639

白邦倩

店長
03-9309733(電洽)

＜門市人員-7-11壯美門市＞，

負責銷售、補貨、服務客人。工

作時間：早班0700-1500；中班

1500-2300；夜班2300-0700，週

休二日，時薪176元。

高職 5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貴

英居家長照機

構

91658270 鄧小姐
03-9256181(電洽

，親洽)

＜行政人員＞，行政人員兼人力

資源人員。工作時間：0830-

1730，周休二日，月薪：26500

元。

高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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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員山鄉

得協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89991692 林小姐 (親洽)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

一、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

操作工-宜蘭廠＞，各類鋼品之

車床、切割機、電銲機等機台操

作，搬運(約20公斤，超過40公

斤有機具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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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住

宿費月扣2500元)。

不拘 19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

限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電

洽)

＜兼職房務員＞，1.客房清理及

清潔。2.備品補充。3.公共區域

清潔維護。4.客房定期保養。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09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時薪：180元以上。

國中 4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

限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電

洽)

＜PT-餐飲部早班服務員＞1.擺

設餐桌、收桌。2.接受客人點

餐。3.維持服務區域及工作站的

整潔。4.提供顧客餐飲服務。上

班時間：1100-1500，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排休)，月薪：185

元以上。

高中 3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

限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電

洽)

＜公清員＞，1.負責工作區域清

潔工作。2.負責各戶資源回收整

理及垃圾處理。3.負責日常清潔

保養工作。4.規劃清潔流程。5.

執行其它清潔相關交辦事項。6.

與外包公清合作。工作時間：日

班/晚班(輪班)，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排休)，薪資：27000元

~29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晶華國際酒店

股份有限公司
04268726 吳小姐

03-

9102000*8806(電

洽，親洽)

＜餐廳服務員-晶泉丰旅＞，1.

餐廳外場服務。2.餐具清潔.環

境整理。3.對餐飲服務有興趣及

願意接受培訓者。上班時間：輪

二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薪：30000元-35000元。

高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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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蘇澳鎮

鑫峸企業有限

公司
70602791

簡先生

(廠長)
(親洽)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

一、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

操作工-蘇澳廠＞，水泥模板灌

模、澆鑄、成型、拆卸、切割加

工、搬運等工作(約20公斤，超

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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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28400元至32944元。供膳宿

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

70元，住宿費月扣2500元)。

不拘 19

高雄市

左營區
鑫光企業社 41196844

賴廷彰

先生

0961-095886(函寄

，電洽，親洽，電

子郵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廚師助理＞，洗(切)菜、配

膳、管灌營養品及盤點庫存量、

病房送餐、清潔等廚房相關作

業。上班時間：0530-1130、

1520-1720，排休月休8天，薪

資：30000-34000元。

不拘 3

高雄市

左營區
鑫光企業社 41196844

賴廷彰

先生

0961-095886(函寄

，電洽，親洽，電

子郵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廚工＞1.器具洗滌、環境清潔

衛生。2.協助食材清洗入庫、3.

院區送餐。上班時間：0630-

1130、1330-1630，排休月休8天

，薪資：28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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