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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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
＜測量人員＞，營造測
量工作，需具備相關證
宜蘭
靖瑋營造
03照及相關經驗。上班時
縣大
42076924 陳小姐
有限公司
9551820 間：0800-1700，月休六
同鄉
天，薪資面議(四萬以
上)。
＜品保領班＞，1.進行
進料、製程、出貨檢驗
工作。2.使用測量儀器
及工具測量產品的尺寸
台灣半導
，檢驗是否符合規格。
宜蘭
03體股份有
3.分析、計算測量數據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限公司宜
，以確認測試結果。4.
結鄉
機1112
蘭分公司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2000；20000800(三個月日夜輪替)
，做四休二，薪資：
28000元-38000元。
＜工程助理＞1.異常分
析。2.生產參數管控及
台灣半導
宜蘭
03產品品質管控。3.製程
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整合。4.實驗進度追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蹤。上班時間：0800蘭分公司
1700，周休二日，薪
資：30000元-45000元。
＜研發/製程工程師＞1.
具半導體經驗，二極體
佳。2.半導體製程維護
及改善。3.產品研發及
台灣半導
宜蘭
03用新的半導體相關技
體股份有
縣五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術。4.開發、應用新的
限公司宜
結鄉
機1112
半導體相關技術。5.需
蘭分公司
配合出差。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30000元-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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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半導
宜蘭
體股份有
縣五
限公司宜
結鄉
蘭分公司

宜蘭 宜聯鋼鐵
縣冬 股份有限
山鄉 公司

宜蘭 宜聯鋼鐵
縣冬 股份有限
山鄉 公司

＜設備部主管＞1.負責
生產製程管制與調配。
2.規劃並執行品質管理
系統。3.編寫原料、設
備和人力資源預算，控
制生產成本。4.負責設
備保養與管理，提升設
備的生產力。5.提升設
03備妥善率。6.MTBF。
27946867 蘇小姐 9901998分
大學 1
7.OEE。8.評估新設備之
機1112
整體效能，並將通過評
估的新設備導入產線。
9.與產線、品保等部門
及外部廠商間溝通協
調。10.部門人員管理及
訓練。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35000元-50000元。
＜堆高機操作員＞，1.
鋼筋成品備貨。2.鋼筋
成品出貨,協助貨運司機
鋼筋對料,裝載上車。3.
0342032010 吳經理
出貨後場地整理與整
不拘 2
9591536
頓。4.需有堆高機證
照。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9000~31000元。
＜工務保養技術員＞，
1.定期執行基礎產品維
護,如:設備上潤滑劑、
清潔等)。2.除了定期產
0342032010 吳經理
品設備維護、保養及維 不拘 2
9591536
修外並預防問題發生。
上班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薪資
28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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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宜聯鋼鐵
03縣冬 股份有限 42032010 吳副理
9591536
山鄉 公司

宜蘭 宜聯鋼鐵
03縣冬 股份有限 42032010 吳副理
9591536
山鄉 公司

宜蘭 承宇光電
03縣宜 科技股份 28917502 蔡小姐
9385577
蘭市 有限公司

宜蘭 喬信保全
03縣宜 股份有限 16154347 吳小姐
9364993
蘭市 公司

宜蘭 喬信保全
03縣頭 股份有限 16154347 吳小姐
9364993
城鎮 公司

＜軋鋼儲備幹部＞，1.
機械操作性能維護，負
責生產過程與確保鋼筋
品質。2.根據生產流程
操作標準，以維護生產
線流程運作順暢。3.操
作堆高機，鋼筋、鋼胚
提舉、搬運、以及定點
堆放(有堆高機證照者
佳)。上班時間：
PM:0900~0730，月休8天
排休，薪資36000~39000
元。
＜軋鋼技術員＞，1.機
械操作性能維護，負責
生產過程與確保鋼筋品
質。2.根據生產流程操
作標準，以維護生產線
流程運作順暢。3.操作
堆高機，鋼筋、鋼胚提
舉、搬運、以及定點堆
放(有堆高機證照者
佳)。上班時間：
PM:0900~0730，月休8天
排休，薪資38000~40000
元。
＜夜班作業員＞，無塵
室電子零件線上作業，
零組件組裝及目檢。上
班時間：2000-0800，週
休二日，薪資：25000
元。
＜環境清潔工＞，建築
物之環清潔維護業務。
上班時間：08001700(午休1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3800元。工作
地：宜蘭市社區大樓。
＜環境清潔工＞，建築
物之環清潔維護業務。
上班時間：08001700(午休1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3800元。工作
地：頭城鎮烏石港段(近
蘭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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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麒麟大飯
縣礁 店股份有
溪鄉 限公司

宜蘭 麒麟大飯
縣礁 店股份有
溪鄉 限公司

宜蘭 麒麟大飯
縣礁 店股份有
溪鄉 限公司

＜洗滌員＞，洗碗，廚
03務清潔。月輪休8天，上
15422540 葉小姐 9100070#6 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不拘 4
522
，月薪24000元。請先電
聯約面試時間。
＜房務員＞，客房清潔
03保養服務。月輪休8天，
15422540 葉小姐 9100070#6 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 不拘 4
522
定，月薪24000元。請先
電聯約面試時間。
＜餐廳服務員＞，客人
接待引導，餐具擺設，
餐點介紹，環境維護，
03具餐飲業相關經驗佳。
15422540 葉小姐 9100070#6 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 專科 4
522
定/三班制，月排休8天
，月薪24000元-28000
元。請先電聯約面試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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