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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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人數

宜蘭
久九機械
縣冬
84594202
有限公司
山鄉

不拘 3

宜蘭 宜蘭縣私
縣冬 立大象幼 99178507
山鄉 兒園

宜蘭 千慈科技
縣宜 股份有限 34586038
蘭市 公司

宜蘭
世大光電
縣宜
28114671
有限公司
蘭市

工作內容
＜技術員＞，西工、焊
接切割、需依機械製圖
03施工(需看懂圖面者)。
林小姐
9902087 上班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薪資：30000
元~33000元。
＜隨車人員＞，協助娃
娃車接送小朋友，及協
助幼班老師照顧幼兒，
需幼保相關科系畢，上
098羅先生
班時間：0700~1130、
9262938
1500~1830，週休二日，
薪資:23800元，意者請
先電洽0989-262938羅先
生，預約面試。
＜操作工-宜蘭一廠＞，
操作機械設備(橡膠混合
機、油壓成型機、切斷
機、切片機、洗滌機)、
原物料及模具搬運(大約
30-45公斤左右，有推車
輔助)、工作區域清潔。
03工作時間：0830鍾小姐 9287999分 1730(含休息時間1小時
機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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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0元至30702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7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產線作業員＞，產線
鏡頭加工組裝。上班時
092197653
黃翠蘭
間0800-1700，周休二日
3
，月薪25000元-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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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和德昌股
值班經 03縣頭 份有限公 12411160
理
9770028
城鎮 司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張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355
愛之家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章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111
愛之家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張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355
愛之家

財團法人
宜蘭
03宜蘭縣私
縣礁
19615766 章小姐 9283880分
立蘭陽仁
溪鄉
機111
愛之家

＜內外場服務人員＞，
廚務及餐飲服務。工作
時間：4~8小時，時段可
排，時薪158元，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
＜照顧服務員＞，1.長
者日常生活照顧。2.協
助機構環境維護。3.其
他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8小時(三班制需輪
班)，供一餐，排休月休
8-10天，薪資：25000
元-30000元。
＜社工員＞，1.機構個
案服務。2.方案規劃與
執行。3.團康活動設計
及辦理。4.其他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日，薪
資：30000元-35000元。
＜護理師＞，1.提供長
者基礎護理照顧，如：
包紮傷口、換藥。2.測
量並記錄長者生理狀
態。3.進行發藥及胰島
素注射，觀察長者給藥
之後的狀況。4.觀察、
記錄長者在接受護理後
狀態的改變，必要時聯
繫家屬並採取送醫救護
措施。5.與其他專業醫
護人員進行個案討論。
6.辦理長期照護相關行
政工作。7.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8小時
，三班制(需輪班)，月
排休8-10日，薪資：
32000元-40000元。
＜廚師＞，1.素食料理
，並負責準備、整理、
烹調相關食材。2.其他
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600-1830(0600-0800、
1000-1300、1630-1830)
含空班，月排休8-10日
，薪資：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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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群盛人力
03縣礁 派遣企業 31730571 莊老闆
9284879
溪鄉 社

宜蘭 五福化學
縣蘇 製藥股份 42071836 徐小姐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 五福化學
縣蘇 製藥股份 42071836 徐小姐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宜蘭 五福化學
縣蘇 製藥股份 42071836 徐小姐 E-mail
澳鎮 有限公司

＜粗工＞，工地粗工、
板模粗工、專業打石
工。上班時間：08:0017:00，日薪150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實驗化驗人員＞，1.
品管單位檢驗。2.實驗
室確效驗證。3.審核原
料，成品規格及方法。
4.產品安定性評估，對
成分化學特性概念具一
定基礎。上班時間：
0800-1700。薪資：
25000~30000元。週休二
日。意者請Email(yc.syu@wufulab.c
om徐小姐收)。
＜微生物檢驗員＞，1.
負責原物料與成品檢驗
作業。2.負責儀器設備
之保養與校驗。3.負責
品質管理與協助品質改
善。4.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5.具備微生物操作
相關經驗。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4000~30000元。
意者請Email(yc.syu@wufulab.c
om徐小姐收)。
＜無塵室作業員＞，1.
現場藥品生產製造與產
品包裝。2.產品打印、
貼標。3.生產線機器、
設備之操作，並維持機
台正常運作。4.與其他
作業員進行協調，以符
合生產及程序標準。5.
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
產品、程序事宜。6.協
助設備保養、清潔。上
班時間：0800-1700，週
休二日，薪資：
25000~30000元。意者請
Email(yc.syu@wufulab.c
om徐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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