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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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銘棚架舞

台企業
31494443 張小姐 03-9883930(電洽)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棚架

搭設。上班時間0800-1730，月

排休8天，薪資38600元以上。

不拘 8

宜蘭

縣不

限

圓心圓國際

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53968970 黃小姐
03-9606899分機

224(電洽)

＜門市人員＞1.負責介紹及銷

售門市商品，POS機點餐及備

餐。2.提供顧客之接待與需求

服務。3.負責商品進貨入庫、

銷售管理及庫存管理。4.商品

包裝、陳列促銷品換檔工作。

5.維持店櫃週遭之整潔、開閉

店流程。工作時間：1000-

1800、1300-2100、1500-

2300、1600-2400，排休月休8

天，薪資：26000元-28000元。

不拘 4

宜蘭

縣五

結鄉

逸豊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42942046

吳佳潔

小姐
(親洽)

＜中階技術操作工＞，操作機

台(射出機、送料機、吹瓶成型

機、貼標機)、成品包裝、搬運

成品及半成品大約20公斤。工

作時間及薪資：(三班制；需輪

班)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夜班：2400-

0800(每班含休息時間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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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休月休8

天。薪資：40000元。供膳宿狀

況：供宿不供膳(住宿費月扣

3000元)。

不拘 6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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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冬

山鄉

世雄塑膠廠 19586592 吳小姐 (親洽)

＜操作工＞，塑膠膜袋機台操

作、搬運成品及半成品(大約25

公斤)。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

(含休息時間30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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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95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80元，住宿

費月扣3000元)。

不拘 6

宜蘭

縣宜

蘭市

拜寧騰能生

技股份有限

公司

28345906 唐先生

03-9289948(電洽，

就業通網站線上應

徵)

＜品保助理＞，1.進行產品相

關文書作業。2.進行商品市場

資料分析與商品定位。3.執行

市場與產品趨勢調查。4.整

理、分析並建立產品資料檔。

5.食品法規更新及趨勢調查。

6.營養相關科系畢業及有營養

師執照者佳。工作時間：0830-

1730，周休二日，薪資：28000

元-38000元。★應徵前請先E-

mail履歷★

專科 2

宜蘭

縣宜

蘭市

美元蜜餞食

品有限公司
15969273 吳小姐

03-9283957分機

107(電洽)

＜行政助理＞，協助行政作

業。工作時間：0800-1700，周

休二日，薪資：27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宜

蘭市

峻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4000581

簡芬蘭

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

＜導覽銷售人員＞，景點文物

導覽解說、團體旅遊業務銷

售。工作時間：0830-1730，排

休月休8天，薪資：27000-

30000元。★應徵前請先E-mail

履歷★

專科 3

宜蘭

縣礁

溪鄉

了了生活股

份有限公司
83060783 李小姐 03-9871111(電洽)

＜兼職餐廳服務人員＞，1.有

飯店或高品質餐廳工作實習經

驗。2.了解餐廳作業流程及備

餐事宜。上班時間1700-22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70

元。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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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了了生活股

份有限公司
83060783 李小姐 03-9871111(電洽)

＜櫃檯接待＞，1.負責接聽、

轉接或處理館內外來電。2.房

客/訪客電話留言及相關事務處

理。3.飯店相關資訊提供及協

助訂房及餐廳訂位需求。4.諳

日、韓文者尤佳。上班時間及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月薪28000

元-32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礁

溪鄉

宏銘棚架舞

台企業
31494443 張小姐

03-9883930(電洽，

親洽)

＜美工企劃及行政人員＞，美

工繪圖、行政等相關內容。上

班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26000元起。

不拘 2

宜蘭

縣礁

溪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竹

林養護院

95942488 許小姐

03-9889357(電洽，

親洽，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照顧服務員＞，協助及照顧

長者生活起居，活動帶領，安

全看視等工作。上班時間：

0800-1730，供1餐，排休月休

8-10天，薪資：27600-28000

元。

不拘 3

宜蘭

縣礁

溪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竹

林養護院

95942488 許小姐

03-9889357(電洽，

親洽，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廚工＞，擔任廚師的助手，

協助廚師烹調前、中的準備工

作及烹調後的環境整理，其它

廚房的相關事務。上班時間

0800-1730，月排休8天，月薪

26400元-28000元。

高職 1

宜蘭

縣礁

溪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竹

峖身心障礙

養護院

17121372 許小姐

03-9874661(電洽，

親洽，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線上應

徵)

＜養護院廚工＞，擔任廚師的

助手，協助廚師烹調前與烹調

中的準備工作，與其它餐廳的

相關事務。上班時間符合勞基

法規定，月休8-10天，月薪

26400元-30000元。

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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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竹

峖身心障礙

養護院

17121372 許小姐
03-9874661(電洽，

親洽)

＜照顧服務員＞，照顧身心障

礙者日常生活起居。工作時

間：0800-1730(休息1.5小時)

，供1餐，排休月休8-10天，薪

資：27500元以上。

不拘 1

宜蘭

縣礁

溪鄉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竹

峖身心障礙

養護院

17121372 許小姐
03-9889357(電洽，

親洽)

＜社工師＞1.個案管理、外展

服務、活動企劃與執行。2.針

對失能或失依的服務對象及其

家庭提供服務。3.諮商管理、

評估及處理。4.方案的撰寫及

執行。5.社會資源的連結與整

合。6.團體活動的辦理、家庭

訪視等。上班時間：0800-

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30000~38000元。

大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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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務員-晶泉丰旅(正職)＞，

1.負責客房清潔整理。2.公共

區域清潔。上班時間：0900-

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8000元-32000元。

不拘 1

宜蘭

縣礁

溪鄉

瑞德童話藝

宿有限公司
42623232 李小姐

03-9887777(電洽，

親洽)

＜櫃檯人員＞，1.接待客人並

安排處理客房事宜，如訂房、

排房、進退房。2.處理帳務，

如收款、結帳、核帳。3.負責

接聽、過濾、轉接電話並為客

人留言。4.提供當地旅遊資訊

並協助安排旅遊計劃。5.負責

文件表單歸檔及保存。6.完成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日

班0700-1600；中班1400-

2300(兩班制需輪班)，日班供1

餐，周休二日，薪資：26000-

28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礁

溪鄉

瑞德童話藝

宿有限公司
42623232 李小姐

03-9887777(電洽，

親洽)

＜房務員＞，負責旅館內房間

的打掃工作，協助整理房間及

補充消耗性用品。工作時間：

0900-1800，供一餐，周休二日

，薪資：2600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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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礁

溪鄉

瑞德童話藝

宿有限公司
42623232 李小姐

03-9887777(電洽，

親洽)

＜助廚＞，準備旅客早餐及員

工午餐，清洗碗盤，完成主廚

交辦事項，確保環境衛生及食

物符合標準。上班時間：0500-

1300，供一餐，周休二日，薪

資：26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礁

溪鄉

蔚昌隆商行 30102200 林先生
0952-073653(電洽

，親洽)

＜門市人員7-11＞，1.顧客服

務。2.商品銷售。3.包裝商品

，櫃台、店內物品陳列擺放。

4.清點商品，進、退貨及管理

庫存5.維護店舖及商品清潔。

上班時間：0700~1500；

1500~2300，月排休8天，薪資

32000元-38000元。

不拘 2

宜蘭

縣羅

東鎮

圓心圓國際

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53968970 黃小姐 03-9606899(電洽)

＜作業員＞1.準備營業時間內

本公司門店的產品需求2.按SOP

方式完成產品烹煮與包裝。3.

確保所有食品均符合衛生管理

的規定，維持與確保冷凍庫及

其他地區的衛生及清潔標準。

4.清潔央廚內鍋具與用品。5.

將成品協助送至倉庫保存。6.

需移動烹煮完成之產品，重量

約14公斤-25公斤。7.其他主管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6:30-

15:30、07:30-16:30、08:00-

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輪排班，薪資：25250~28000

元。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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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羅

東鎮

醫療財團法

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

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其

他-

http://ehr.pohai.

org.tw/)

＜物理治療師＞1.依醫囑執行

物理治療業務。2撰寫物理治療

各階段紀錄。3.出席跨團隊病

例及專題討論會。4.執行相關

儀器設備及治療環境之保養維

護。5.定期分析檢討物理治療

作業品質。6.執行繼續教育訓

練，含醫事人員培訓計畫。7.

指導物理治療實習生臨床實

習。8.配合規劃執行物理治療

相關臨床研究案。9.配合執行

專案計畫。10.配合承辦公部門

計劃。工作時間：0800-1700、

1300-2100需輪班。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39600元。

專科 1

宜蘭

縣羅

東鎮

醫療財團法

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

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其

他-

http://ehr.pohai.

org.tw/)

＜急診站護理師＞急診護理工

作。工作時間(輪三班)。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5500~45000元。

專科 1

宜蘭

縣羅

東鎮

醫療財團法

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

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電子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徵，其

他-

http://ehr.pohai.

org.tw/)

＜血液透析室護理師＞1.血液

透析照顧。2.腹膜透析照顧。

3.透析機台操作。4.個案評

估、護理指導及追蹤。5.主管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輪三

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35500-41000元。

專科 1

宜蘭

縣羅

東鎮

醫療財團法

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

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函寄，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工務行政管理師＞1.運用管

理與科學方法提供管理階層人

員執行決策參考。2.協助主管

進行全院工務工作規劃、協調

並解決跨部門問題。3.分析各

項維修與工程報表資訊。4.追

蹤管制政府部門相關法規及符

合作業程序規範。5.協助擬定

工務管理規章之審核與執行。

6.執行主管交辦事項。。上班

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25500~30600

元，

大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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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縣蘇

澳鎮

金瑞興6號
CT1-

002563
洪小姐 (親洽)

＜中階技術船員＞，漁撈工

作、配合漁船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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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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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6

宜蘭

縣蘇

澳鎮

益大富26號
CT4-

001587

李文玉

先生

0961-357808(電洽

，親洽)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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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薪資：27150元以上。供膳

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每餐

扣40元，住宿費月扣1800元)。

不拘 5

宜蘭

縣蘇

澳鎮

新吉利16號
CT0-

006072
洪小姐 (親洽)

＜中階技術船員＞，漁撈工

作、配合漁船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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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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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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