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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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縣五
結鄉
宜蘭
縣五
結鄉

宜蘭
縣五
結鄉

宜蘭
縣五
結鄉

宜蘭
縣五
結鄉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名台食品
＜廚工＞，協助廚師料理食物，有
03股份有限 80230779 曾經理
證照者佳。每日工作6小時，周休二
9908566
公司
日。薪資23800元。
＜資訊工程師＞，網路、機房管
興中環保
理、程式設計。上班時間：
科技股份 80424374 何經理 Email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有限公司
34000元以上。意者請先Email履
歷：a2327@hcpaper.com.tw
＜7-11早班門市人員＞，1.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
潔與美觀。2.在成交後，包裝商
03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
呈淼商行 49811630 王先生
9655743 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3.POS系統
收銀機操作、結帳。上班時間：
0700~1500，時薪：158元-170元，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7-11晚班門市人員＞，1.陳列商
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整
潔與美觀。2.在成交後，包裝商
品、收取款項、交付商品、開發票
呈淼商行 49811630 王先生 039655743
或收據，完成交易手續。3.POS系統
收銀機操作、結帳。上班時間：
1500~2300，時薪158元-170元，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
＜食品技師＞1.FSSC22000/HACCP等
食品安全品質系統之管理與維護。
2.食品法規蒐集與鑑別，規劃及執
行相關政策。3.規劃食品安全品質
系統之教育訓練。4.食品安全品質
東和食品
系統內外部溝通。5.協助外部稽核
03工業股份 41655501 人事
作業。6.負責儀器外部校驗。7.新
9505001
有限公司
產品開發與既有產品的改良。8.確
認產品包裝標示內容及產品報備。
9.主管交辦事項。10.另有補助住宿
費。上班時間：0800-1730，供一餐
，周休二日，薪資：37000元-40000
元。

學歷 人數
不拘 1

專科 1

高職 2

高職 2

大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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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床技工＞，傳統車床加工。上
班時間：0800-1700(依工作需要配
合加班)，供午餐，週休二日，薪
資：38000元以上。
＜道路施工人員＞，道路標線標誌
宜蘭
環宜有限
03施工，具普通大貨車駕照者。上班
縣五
84804474 黃小姐
公司
9602087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結鄉
資：40000元~50000元。
＜工程儲備幹部＞，工程品質及效
率管理（具品管或工地主任證照者
宜蘭
羅工企業
03佳)。上班時間：0730-1700，休假
縣五
84866386 徐先生
有限公司
9602299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5000元以上
結鄉
(薪資＋工程獎金)。應徵者需事先
來電預約面試時間。
＜業務代表＞，修繕工程承攬與防
宜蘭
03水材料行銷。上班時間：0800-1730
羅工企業
縣五
84866386 翁小姐 9602299#1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000
有限公司
結鄉
3
元-35000元(薪資＋工程獎金)。應
徵者需事來電預約面試時間。
＜營建防水技術師＞，修繕、防水
施工（培訓防水技術士），具備防
宜蘭
水技術士證照者優先錄取。上班時
羅工企業
03縣五
84866386 徐先生
間：073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有限公司
9602299
結鄉
，薪資：30000元-35000元(薪資＋
工程獎金)。應徵者需事先來電預約
時間面試。
＜食品技師＞，1.品質檢驗管理。
2.衛生管理。3.文書作業。4.負責
宜蘭 蘭揚食品
03食品工廠品質管理。上班時間：
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
結鄉 公司
機26
34000~38000元。需具備高考食品技
師証照。
＜廢水處理專員＞，1.廢水處理糸
統日常操作及記錄。2.廢水設備巡
檢作業、維修保養及異常狀況的排
宜蘭 蘭揚食品
張小姐/ 03除。3.廢水水質採集、檢測、分
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林副廠 9908166分 析。4.廠務系統管理、巡檢、保養
結鄉 公司
長
機26
維護及異常處理。5.主管交代事
項。6.有污水處理經驗者尤佳。上
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30000~40000元。
宜蘭
勝祥企業
0982縣五
66260744 林先生
社
128711
結鄉

不拘 4

國中 4

高職 2

高職 2

高職 3

專科 2

專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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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蘭揚食品
03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結鄉 公司
機26

宜蘭 蘭揚食品
03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結鄉 公司
機26

宜蘭 蘭揚食品
03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結鄉 公司
機26

宜蘭 蘭揚食品
03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結鄉 公司
機26

宜蘭 蘭揚食品
03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結鄉 公司
機26

宜蘭
縣五
結鄉
宜蘭
縣五
結鄉

蘭揚食品
03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公司
機26
蘭揚食品
03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公司
機26

＜倉管人員＞，1.出貨管理。2.進
貨入庫管理。3.存貨管理。4.倉儲
規劃。5.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28000~30000元。需具備堆高機
証照。
＜生產現場儲備幹部＞，1.每日生
產分配。2.生產流程管理。3.產線
人力調整。4.產線調度安排。5.主
管交辦事項。6.異常處理矯正。上
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25000~28000元。
＜品管專員＞，1.品質管理、檢驗
管理。2.衛生管理、實驗分析。3.
品質判斷。4.文書處理作業。5.主
管交代事項。上班時
間:0830~1730、週休二日、薪
資:26000~30000元。
＜品檢人員＞，1.品質管理、檢驗
管理。2.進貨檢驗、品質判斷。3.
檢驗文件確認。4.文書處理作業。
5.主管交代事項。上班時間：
0830~1730，週休二日，薪資
26,000~30,000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1.搜集
勞工安全衛生案例與法規，並依據
企業政策制訂定勞工安全衛生作業
計畫。2.辦理勞工安全衛生之教育
訓練，指導相關部門推行勞工安全
衛生作業計畫。3.建立勞工安全衛
生作業流程、規章及表單或通報系
統。4.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各項機具
或環境之勞工安全衛生狀況，並呈
報獎懲建議。5.處理突發之勞工安
全衛生事宜。6.教育所屬勞工安全
衛生相關知識及技能。上班時段：
0830-1730。休假制度：週休二日。
薪資：32000~38000元。證照要求：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證照。

專科 2

專科 3

專科 2

專科 2

專科 1

＜中班作業員＞，現場生產，包裝
作業，上班時間：1300~2130(含休 不拘 3
息時間)，週休2日，薪資27000元。
＜生產作業員＞，生產線生產、包
裝作業。上班時段：0830-1730，週 高職 5
休二日，薪資：24000~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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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專員＞，1.庶務採購。2.辦
公設備維護及保養。3.固定資產、
電腦主機維護。4.協助訪客接送或
宜蘭 蘭揚食品
03買禮品。5.文件及合約用印跑簽。
縣五 股份有限 84753968 張小姐 9908166分
6.環境衛生垃圾整理。7.花圃維護
結鄉 公司
機26
整理。8.接待。9.主管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
薪資26000~32000元。
＜太陽能技術人員＞，太陽能板光
宜蘭
亮和光電
0938電架設組裝工程，無經驗可。上班
縣冬
52641569 郭先生
有限公司
558072
時間：0800~1700，月休8天輪休，
山鄉
日薪：1300~2300元
＜園藝工＞，樹木、花卉、草皮種
宜蘭
景富園藝
0939植修剪需戶外工作。工作時間：
縣冬
70920276 陳先生
企業社
787221
08:00~17:00，供一餐，日薪1264元
山鄉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作業員＞，室內隔間木門生產製
宜蘭
造及協助木工師傅前置作業。上班
翔城企業
03縣冬
42773196 謝小姐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有限公司
9511082
山鄉
25000~30000元(需配合加班，工資
工時依勞基法)。
＜操作工＞，鋼筋裁剪，整直，搬
重物20公斤以下(有輔助工具)。上
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
宜蘭
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佰滙鋼鐵
03縣宜
12886187 張小姐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
有限公司
9280440
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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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元)。
＜送貨司機＞，載運傢俱，需具手
宜蘭
德昇鐵櫃
03排汽車駕照，有1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縣宜
27636130 林小姐
有限公司
9289087 佳。上班時間:0830-1800，休假依
蘭市
勞基法規定，薪資：33000元以上。
＜雜貨營業員＞，1.訂貨、補貨、
陳列作業。2.特價品陳列與商品管
03宜蘭 喜互惠股
理。3.顧客服務、賣場環境維護。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員 份有限公 86622169
4.其他主管交辦事項。需配合輪
徐小姐 機130張先
山鄉 司
班、輪休。兩班制，早班：0750生
1730；中班：1330-2230，月休八天
起，薪資：23800-24900元。

專科 1

不拘 5

不拘 2

不拘 3

不拘 6

不拘 2

高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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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宜蘭 喜互惠股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員 份有限公 86622169
徐小姐 機130張先
山鄉 司
生

03宜蘭 喜互惠股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員 份有限公 86622169
徐小姐 機130張先
山鄉 司
生

03宜蘭 喜互惠股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員 份有限公 86622169
徐小姐 機130張先
山鄉 司
生
03宜蘭 喜互惠股
張先生/ 9225000分
縣員 份有限公 86622169
徐小姐 機130張先
山鄉 司
生

宜蘭 探索水產
劉怡伶 0933縣頭 科技股份 42949218
小姐
932805
城鎮 有限公司

＜收銀營業員＞，1.負責收銀結
帳、銷售、電話接聽廣播及店內顧
客服務等工作。2.賣場內環境清潔
維護。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4.需
配合輪班、輪休。兩班制，早班：
0750-1730；中班：1330-2200，月
休八天起，23800元-25000元。
＜生鮮營業員＞，1.負責生鮮產品
處理、陳列、以及面對面銷售服
務、賣場環境清潔維護。2.其他主
管交辦事項。3.需配合輪班、輪
休。4.有熟食經驗佳。5.無經驗、
有意願學習者亦可。上班時間：
073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3800元-25000元。
＜百貨營業員＞百貨商品、特價品
之訂貨、補貨陳列與管理，顧客服
務。2.需配合加班、輪班。3.主管
交辦事項。4.賣場整潔維護。上班
時間：0750-1730、1330-2200(需輪
班)，月休8-10天，薪資：2380025000元。
＜清潔人員＞，負責辦公室環境整
潔及垃圾分類。上班時間：08301530午休一小時，時薪160，周休二
日。
＜會計人員＞，1.收發、記錄及彙
整交易產生之原始憑証，並登入至
會計系統製作傳票。2.審核有關各
項費用支付之發票、單據及帳務處
理。3.處理廠商貨款或費用等應付
款項帳務。4.處理客戶應收款項帳
務。5.處理一般會計帳務。6.執行
一般現金付作業。7.審核料品進耗
存流程及相關單據。8.分攤材料、
人工、製造費用等以完成相關成本
表。9.其它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8000~32000元。

高職 5

國中 5

高職 5

國小 1

專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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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助理＞，1.負責業務訂單管
理及專案管理。2.協助業務人員報
價、接單、出貨安排等相關事務交
辦處理。3.配合公司國內外業務推
展、參與各項業務活動。4.提供出
宜蘭 探索水產
劉怡伶 0933貨文件、協助業務人員控管出。5.
縣頭 科技股份 42949218
小姐
932805
具有獨立能力第一時間解決客戶業
城鎮 有限公司
務上問題。6.具業務助理一年以上
工作經驗並有英文基礎佳。7.主管
交辦事項處理。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6000~30000元。
宜蘭
＜舞台搭設人員＞，舞台棚架搭
宏銘棚架
03縣礁
31494443 黃小姐
設。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依
舞台企業
9883930
溪鄉
勞基法規定，薪資三萬元以上。
＜中班櫃檯＞，訂房工作，認真負
宜蘭
責、肯學習、有經驗佳，備汽車駕
美嘉美大
03縣礁
70923956 邱小姐
照，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意者請
飯店
9882937
溪鄉
來電預約面試，附履歷加照片。（
3.40）
宜蘭 麒麟大飯
03＜洗滌員＞，洗碗，廚務清潔。上
縣礁 店股份有 15422540 葉小姐 9100070#6 班時間：0700-1400，月輪休8天，
溪鄉 限公司
522
薪資：24000元以上。
宜蘭 麒麟大飯
03＜房務員＞，客房清潔保養服務。
縣礁 店股份有 15422540 葉小姐 9100070#6 上班時間兩班制，月輪休8天，薪
溪鄉 限公司
522
資：24000元以上。
＜送貨司機＞，送瓦斯，需有汽機
宜蘭
車駕照，有經驗者佳。上班時間：
中暘瓦斯
陳錦池 0960縣羅
13662235
0800-2000(含中間休息時間)，休假
行
先生
430076
東鎮
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四萬元以
上。工作地點：羅東/五結。
＜照服員-附設宜蘭縣私立老康泰社
台灣老康
區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銀髮日間
宜蘭
泰銀髮服
03照顧服務(含協助洗澡)、活動帶領
縣羅
42965589 吳小姐
務股份有
9560956 ，需具備照服員證照。上班時間：
東鎮
限公司
0800-1700，供一餐，週休二日，薪
資：27000元-30000元。
＜外場服務人員＞販售商品製作及
宜蘭
櫃檯收銀。上班時間：每日8小時，
中宜實業
0935縣蘇
42985797 郭小姐
月休六天，薪資：27000元起(全勤
有限公司
616952
澳鎮
另加500元)。上班地點：國道5號蘇
澳服務區。

專科 1

不拘 4

高中 4

不拘 4

不拘 4

不拘 2

不拘 2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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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辰邦機械
03縣蘇
1650819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275
澳鎮

宜蘭
亞電國際
03縣蘇
2506782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179
澳鎮
宜蘭
亞電國際
03縣蘇
25067822 黃小姐
有限公司
9909179
澳鎮

宜蘭 燿華電子
03縣蘇 股份有限 05637971 許小姐 9705818分
澳鎮 公司
機3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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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切割工＞，1.依照工作圖或
實樣準備材料、工具、刀具、量
具、工具機、研磨齒輪。2.從事簡
易機件製作與加工修配工作。3.依
據施工圖，辨別材料特性，選擇適
合的焊接方式及填料、焊條，進行
金屬加工工序。4.檢測焊道，以目
視檢查焊道是否有穿焊、焊蝕、滲
透不足、裂紋等缺陷。工作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1265~2200元 。
＜會計＞，帳務處理、會計系統。
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薪資：25000-30000元。
＜折床助理員＞，協助折床電腦儀
器操作、組裝等作業。上班時間：
0800-1700。薪資：27000元。周休
二日。
＜帶線工程師-夜班＞，1.品質分析
改善與生產管理。2.成本掌控與改
善。3.人員教育訓練與管理。4.生
產效率提升。薪資：36000~49000
元。工作時間：00:00-08:40。周休
二日。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筆面
試。
＜生產專員-日班＞，1.機台操作。
2.目視品檢。3.機台保養6S。薪
資：23800~35000元。工作時間：
08:00-16:30。週休二日(依工作需
要配合加班)。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筆面
試。
＜生產專員-中班＞，1.機台操作。
2.目視品檢。3.機台保養6S。薪
資：28800~40000元。工作時間：
16:00-00:30。週休二日(依工作需
要配合加班)。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筆面
試。
＜生產專員-夜班＞，1.機台操作。
2.目視品檢。3.機台保養6S。薪
資：29800~45000元。工作時間：
00:00-08:30。週休二日(依工作需
要配合加班)。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筆面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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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工程師＞，1.印刷電路板製
程分析與改善。2.製程條件制定。
宜蘭 燿華電子
033.製程及報廢問題追蹤與改善。薪
縣蘇 股份有限 05637971 許小姐 9705818分 資：30000~43000元。工作時間：
大學 2
澳鎮 公司
機38523 08:00-16:40。週休二日。每週一至
週五下午13:00~16:00攜帶證件、履
歷與筆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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