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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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元正科技
06縣不 工程股份 53178440 張小姐
2793588
限
有限公司

宜蘭 崧霸水電
吳先生/ 0933縣不 工程有限 16942858
張小姐 989417
限
公司

宜蘭
衡鈺營造
03縣冬
24861719 邱小姐
有限公司
9617357
山鄉

宜蘭
衡鈺營造
03縣不
24861719 邱小姐
有限公司
9617357
限

宜蘭 台江化學
03縣蘇 工業股份 12457600 陳小姐
9901115
澳鎮 有限公司

工作內容
＜機電維護人員＞，1.
機器、工具機、發動機
及設備維修檢查。2.將
檢查結果製作於相關表
單中。工作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月薪
26000元。
＜半技工＞，水電管路
配電、配線。工作時
間：0800-1700，周休二
日，日薪：1400元至
2300元。
＜工地監工＞，工地事
務處理、工程進度掌
控、人員調配、具大貨
車、品保或勞安証照者
佳。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5000至50000元。
(常外出工作，請事先預
約，無約勿親洽)。
＜粗工＞，模板組立、
鋼筋綁紮，具大貨車駕
照者佳。工作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
日薪：1500元至2000
元。(常外出工作，請事
先預約，無約勿親洽)
＜作業員-急徵＞，現場
工作、機台操作、包裝
作業。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
日。時薪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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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看護工＞，照顧
老人及病人。薪資：
27500元以上(薪資為正
常工時每周40小時工資
，不包括加班費)。工作
時間：(三班制，需輪班
，需配合加班，加班費
天主教靈
依勞基法規定)。日班
醫會醫療
宜蘭
0308：00至16：00；中班
財團法人
簡吟君
縣羅
82291575
9544106分 16：00至24：00；晚班 不拘 6
附設羅東
小姐
東鎮
機5208
24：00至08：00(每班含
聖母護理
休息時間30分鐘，依工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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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休周休二日。供
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50元，住宿
費月扣3800元)。
＜餐廳外場服務人員＞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
站投遞履歷」。1.佈置
及清理餐桌。2.為顧客
帶位或安排座位。3.將
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
川湯春天
宜蘭
餐飲問題，必要時提供
溫泉酒店
03縣礁
24873757 鍾家心
建議。4.紀錄顧客所點 不拘 5
股份有限
9889666
溪鄉
菜餚並通知廚房或內場
公司
做餐送餐。5.上菜並提
供有關用餐服務。工作
時間：早班0600-1300，
中班(機動)1300-2200，
薪資23800元，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
＜計時餐飲服務員＞，
1.對餐飲營運工作有興
趣。2.可配合麥當勞彈
性排班需求。3.面帶笑
容，殷勤款待來訪顧
宜蘭
長傳實業
03客。4.遵守麥當勞工作
縣礁
53878801 陳經理
不拘 5
有限公司
9871338 站標準。5.準備高品質
溪鄉
的產品。工作時間日
班：0500-1400，夜班：
0000-0700，時薪：158
元~213元，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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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舍餐旅
宜蘭 管理顧問
03縣礁 股份有限 24802753 鄭先生
9058051
溪鄉 公司-礁溪
分公司

＜點心房師傅＞，1.製
作西點（主要工作），
製作馬卡龍、蛋糕、冰
淇淋、巧克力、餅乾等
各式甜點產品出餐、備
餐。2.能獨立作業。3.
具備抗壓性與團隊合作
精神。4.遵守食品安全
高職 1
衛生相關規定。5.廚房
工作區域和設備的清潔
以及保養。6.配合公司
排班制度。工作時間：
日班/晚班/假日班，需
輪班(2班制)，休假：8
天以上，薪資：36000元
~46000元

財團法人
天主教白
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
宜蘭 基金會附
03縣頭 設宜蘭縣 87801400 賴小姐 9771132#2
城鎮 私立聖方
05
濟老人長
期照顧中
心(養護
型)

＜照顧服務員＞，須照
服員結業證書或證照，
協助住民生活起居事宜
，提供身體、生活照顧
不拘 3
及家事服務。上班時
間：符合勞基法規定(三
班制)，月排休8天，薪
資：27500元。

財團法人
天主教白
永恩神父
社會福利
宜蘭 基金會附
03縣頭 設宜蘭縣 87801400 吳小姐
9771132
城鎮 私立聖方
濟老人長
期照顧中
心(養護
型)

＜社工員＞1.招生宣傳
及各項業務活動規劃。
2.個案管理、服務資源
整合。3.公、私部門補
助計畫申請、執行與結
案。4.檔案彙整與管
理。5.協助各項活動辦 大學 2
理。6.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4000元-40000元。
「請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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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探索水產
劉怡伶
縣頭 科技股份 42949218
Email
小姐
城鎮 有限公司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宜 立安琪卡 29285363 林園長
9289199
蘭市 幼兒園

宜蘭 宜蘭縣私
03縣宜 立安琪卡 29285363 林園長
9289199
蘭市 幼兒園

＜兼職行政助理＞，1.
協助業務人員報價、接
單、出貨安排等相關事
務交辦處理。2.應收帳
款追蹤及回報。主管交
高職 1
辦事項處理。上班時
間:0900~1500，週休2日
，時薪158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
hr01.tamsuo@gmail.com
，合者通知面試。
＜幼教老師＞，1.設計
及安排說話、唱遊、舞
蹈、繪畫及手工等學習
活動，以促進幼童身心
的成長。2.教導幼童良
好的基本生活習慣，並
保護其安全。3.鼓舞幼
童自我表現及參與團體
生活，以促進其社會行
為之正常發展。4.教導
幼兒良好的基本生活習
慣和孩童生活事項處理 專科 1
，並保護其安全。5.校
內生活環境管理(包含校
內環境佈置…)、活動執
行及機動支援。6.與家
庭、社區之聯繫，實地
家庭訪問或舉行座談會
，提倡親職教育，配合
推展社區活動。上班時
間：0730-1800(含休息
時間)，週休二日，薪
資：26000元
＜教保員＞，幼兒教學
，需相關科系畢。上班
高職 1
時間：0800-1700，週休
二日，薪資：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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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
宜蘭 立慈恩老
03縣宜 人長期照 30392159 李小姐
9280860
蘭市 顧中心(養
護型)

宜蘭
九久實業
0979縣冬
14901121 林小姐
社
738738
山鄉

宜蘭
九久實業
0979縣冬
14901121 林小姐
社
738738
山鄉

宜蘭
九久實業
0979縣冬
14901121 林小姐
社
738738
山鄉

宜蘭
九久實業
0979縣冬
14901121 林小姐
社
738738
山鄉

＜機構看護工＞，照顧
慢性病患者。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
需配合加班，加班費依
勞基法規定)。日班08：
00至16：00中班16：00
至24：00晚班24：00至
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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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休月休八
天。薪資：27500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30元，住宿
費月扣2000元)。
＜鐵工＞，營造現場綁
鐵施作。上班時間：
0800-1700，供午餐，月
休八天，日薪：20002500元。上班地點：台
化龍德廠。***應徵前請
先電話聯繫***
＜模板工＞，營造現場
模板施作。上班時間：
0800-1700，供午餐，月
休八天，日薪：20002500元。上班地點：台
化龍德廠。***應徵前請
先電話聯繫***
＜鐵工學徒＞，營造現
場綁鐵施作。上班時
間：0800-1700，供午餐
，月休八天，日薪：
1700~2000元。上班地
點：台化龍德廠。***應
徵前請先電話聯繫***
＜模板工學徒＞，營造
現場模板施作。上班時
間：0800-1700，供午餐
，月休八天，日薪：
1700-2000元。上班地
點：台化龍德廠。***應
徵前請先電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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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佐富企業
縣冬
有限公司
山鄉

宜蘭 嵩達光電
縣冬 科技股份
山鄉 有限公司

宜蘭 福展美科
縣冬 技有限公
山鄉 司

＜操作工＞，操作氬焊
機、金屬鑄造，搬運成
品約30公斤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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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9680711 張小姐
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 不拘 3
9584174
假方式：周休二日。薪
資：25800元至31476元
(薪資為每周正常工時40
小時工資，不包括加班
費)。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8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品保品檢員＞，
1.FQC、IPQC檢驗人員
(產品檢驗、尺寸量測、
功能測試等)，2.儀器量
請寄履歷
28043579 人資課
測。上班時段：日班
高職 1
表
0800~1700，休假方式：
周休二日，月薪：24300
元。「請於台灣就業通
網站投遞履歷」。
＜操作工-冬山廠＞，機
械操作(矽膠射出成型
機、液態矽膠供料機、
人工鼻紙捲成型機)、產
品包裝、成品品檢、工
作需久站搬重30公斤以
上(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
助)、工廠環境清潔。工
03作時間：08點30分至17
25166225 林小姐 9596950分
不拘 10
點30分(含休息時間1小
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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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1元至28046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
宿(1餐/天，每餐扣80元
，住宿費月扣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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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善美的老
縣五 爺股份有
結鄉 限公司

宜蘭
智楊實業
縣五
有限公司
結鄉

宜蘭
鑫鑫機器
縣五
廠
結鄉

＜餐廳服務人員＞，1.
負責餐飲服務、場地整
理與清潔。2.對餐飲服
務具興趣，無經驗可。
03上班時間:日班/晚班(每
55884552 方小姐 9506199分
不拘 1
班8小時)，需輪班，月
機911
薪24000~28000元，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請於
台灣就業通網站投遞履
歷」
＜行政人員＞，辦公室
行政相關庶務，需會電
腦。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30000元-32000元。
27409022 李先生 函寄履歷
專科 1
意者請先函寄履歷至：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三
段安居巷1號。上班地
點：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
＜操作工＞，操作電
焊、氬焊、噴漆及需搬
重物15-20公斤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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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0616426 蕭小姐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 不拘 3
9508366
法規定)。休假方式：周
休二日。薪資：25800元
至31476元。供膳宿情
況：供膳宿(1餐/天，每
餐扣80元，住宿費月扣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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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1.學員
健康管理。2.疾病及意
外之處理各項護理技術
之指導。3.安排學員及
員工健檢。4.更換鼻胃
管及換藥。5.學員用藥
備藥及記錄管理。6.協
財團法人
助醫生看診、醫療處理
宜蘭 天主教靈
03及接種疫苗之安排。7.
縣三 醫會私立 66253259 黃主任 9899556分 調病例拿藥及陪同就醫 專科 2
星鄉 聖嘉民啟
機1716
及緊急事件送醫。8.檔
智中心
案管理及交辦事項。專
科以上津貼+執照。工作
時間：0730-1530；
1530-2330；23300730；9:00~17:00，(需
輪班)，薪資
35000~45000元，休假方
式符合勞基法規定。
＜生活服務員＞，個案
生活起居照顧、餵飯、
洗澡、環境維護與清潔
財團法人
宜蘭
，需有照顧服務結訓證
宜蘭縣私
03縣三
20252708 何小姐
明。工作時間：0800高職 2
立懷哲復
9897229
星鄉
1700；1400-2200，需輪
康之家
班，休假方式依照勞基
法規定，薪資：2500031000元。
＜護理人員＞，居家護
理工作，需具備居家護
財團法人
理所相關經驗，具護士
宜蘭
宜蘭縣私
03執照。工作時間：0800縣三
20252708 何小姐
專科 2
立懷哲復
9897229 1700；1400-2200，需輪
星鄉
康之家
班，休假方式依照勞基
法規定，薪資：32000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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