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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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崧霸水電
縣不 工程有限 16942858
限
公司

不拘 2

宜蘭 登亞營造
縣不 股份有限 84862446
限
公司

宜蘭 三升農機
縣三 科技股份 23864098
星鄉 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
宜蘭
部社會及
縣三
29286308
家庭署宜
星鄉
蘭教養院

工作內容
＜司機＞，載運砂石。
工作時間：0730-1700（
吳先生/ 0933含休息時間），休假依
張小姐 989417
勞基法規定，日薪：
1700元至1900元。
＜勞安人員＞，現場工
地監工，有經驗者佳。
謝先生/ 03工作時間：0800-1700，
簡小姐 9574579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40000元。
＜機械加工技術員＞，
1.機械操作及生產作
03業。2.主管交辦事項。
吳小姐 9893175分 3.有折床相關工作經驗
機17
者佳。上班時間：08：
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5000-33000元。
＜教保員＞，1.擬定ISP
個別化服務計畫並執
行。2.班級課程經營。
3.正向行為支持(安全維
護)。4.生活照顧品質及
03紀錄撰寫。須具備長照
陳小姐 9575254分 人員認證資格及教保員
機1127
結業證書。主動積極、
抗壓性高、可獨立完成
工作與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月薪29,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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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操作碎解
機、砂石採取、搬運成
品約30公斤左右(有輔助
工具)。上班時間：08點
至17點(含休息時間1小
宜蘭 富鋒產業
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03縣三 股份有限 40589096 郭小姐
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 不拘 5
9890022
星鄉 公司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
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25800元至29928
元。供膳宿狀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8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操作工＞，成品機具
測試，成品包裝，現場
組立，原料、半成品及
成品整理搬運(約25公斤
，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
助)，作業廠區環境整
理。工作時間：08點至
宜蘭
宜冠實業
0317點30分(含休息時間1
縣五
14897610 謝小姐
不拘 7
社
9600099 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
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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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8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60元
，住宿費月扣3440元)。
＜操作工-宜蘭廠＞，半
成品成品搬運堆置、原
料整理搬運(搬運超過20
公斤以上，由機具輔
助)、半成品研磨補修噴
霧鑽孔、成品機具測
試、成品包裝、現場組
宜蘭 威貫精密
03立。薪資：25800元至
縣頭 工業股份 23502883 林小姐 9778901分 28638元。工作時間：08 不拘 7
城鎮 有限公司
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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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
餐/天，每餐60元，住宿
費月扣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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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龍縢實業
03縣宜
27271342 吳小姐
有限公司
9287787
蘭市

宜蘭 富利餐飲
區經理 03縣宜 股份有限 97161500
陳先生 9331708
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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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工＞，操作切割
機、油壓機、搬運成品
約30公斤左右(有輔助工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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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4
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式：周休二日。薪資：
25800元至28638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80元，住宿
費月扣2500元)。
＜肯德基-餐廳襄理＞，
1.餐廳各工作站管理、
商品製作與食品安全督
導執行。2.為客瘋狂服
務(服務技巧、客訴處
理、商圈經營)。3.財務
控管與庫存管理/盤點、
設備維護。4.團隊領導
與營運管理。條件:a.專
科以上畢業。並有相關
工作一年以上(工讀經驗
可)。b.須配合企業營運 高職 5
進行餐廳輪調管理訓
練。需具備普通重型機
車駕照。工作待遇：月
薪30,000元，通過試用
調薪為$34,000，享年終
獎金及年度調薪。每週
排休二日、遇國定假日
實施排休(不一定於當日
放假)。任職滿三個月即
享有特別休假(依報到日
期按比例給假)。
＜品管檢驗人員＞，實
驗室檢驗，相關工作經
驗一年以上。上班時
間：日班。週休二日，
專科 1
薪資：23800~28000元。
意者請Email(yc.syu@wufulab.c
om徐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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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線工程師＞，1.由
投料到產出之所有現場
生產相關工作。2.各項
生產設備之操作。3.操
宜蘭 五福化學
作紀錄之填寫。上班時
縣蘇 製藥股份 42071836 徐小姐 E-mail
間：日班。週休二日，
澳鎮 有限公司
薪資：25000~30000元。
意者請Email(yc.syu@wufulab.c
om徐小姐收)。
＜技術員＞，1.產品組
裝及測試2.設備調校與
宜蘭 桓達科技
02人資專
維護3.電子相關科系畢
縣蘇 股份有限 80132123
22696789*
員
業佳。工作時間：0800澳鎮 公司
155
1710。周休二日。薪
資：25000~30000元。
＜CNC技師/半技師＞，
1.傳統車床操作、可獨
立作業。2.CNC車床校
宜蘭 桓達科技
02刀、程式編輯，可獨立
人資專
縣蘇 股份有限 80132123
22696789 作業。3.CNC銑床校刀、
員
澳鎮 公司
分機155 程式編輯，Mastercam。
上班時間：0800~1710。
周休二日。薪資：
26000~50000元。
＜技術員＞，1.生產線
組裝2.可配合加班※具
宜蘭 桓達科技
02人資專
組裝經驗尤佳。工作時
縣蘇 股份有限 80132123
22696789*
員
間：0800-1710。周休二
澳鎮 公司
155
日。薪資：24000~25000
元。

第 4 頁，共 4 頁

高中 1

高中 2

不拘 2

高中 2

0507求才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