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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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台操作員＞，紙塑生產機台操
宜蘭 興中環保
作。需輪班(每班8小時)，休假符
縣五 科技股份 80424374 何經理 Email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6000結鄉 有限公司
30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
a2327@hcpaper.com.tw
＜專案經理-急徵＞，辦理宜蘭縣
環境教育專案計畫相關業務。上班
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周休二日
(假日若有辦理活動需配合出席，
加班費及補休規定依勞基法辦理)
，薪資：35000-40000元。條件：
需具備大學以上學歷(環境工程、
環境管理、生態保育或環境教育等
相關領域之其中一項)，並從事環
境教育相關工作1年(含)以上經歷
宜蘭 財團法人
，或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需
縣五 七星嶺教 42211870 張小姐 Email履歷
自備交通工具並具備小客車駕照，
結鄉 育基金會
諳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並獨立作業，
辦理相關業務，具專案執行經驗者
優先面試。工作地點：宜蘭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
路100號)。僱用期限：自到職日起
至109年12月31日(專案執行期
間)。應徵方式：請先將履歷寄至
wwgee.tw1@gmail.com，合者通知
面試，不符合者不另外通知。聯絡
方式：0972-224339張小姐。
＜日班保姆＞，照顧0-3歲幼兒換
尿布與日間照顧，具幼保科畢、護
宜蘭
貝蒂托嬰
091259036 理執照、保姆證照資格之一即可。
縣五
09655486 賴小姐
中心
9
上班時間：08：00-18：00(午休
結鄉
12:00~14:00)。月休8天。薪資：
25000元(依工作能力可再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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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人數

高職 5

大學 1

高職 1

0212求才快訊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五 產品實業 16033174 林小姐
9606051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五 產品實業 16033174 林小姐
9606051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博士鴨畜
03縣五 產品實業 16033174 林小姐
9606051
結鄉 有限公司

＜儲備館長＞1..在主管人員指導
之下，依據既定政策，從事各項業
務之設計，規章之草擬（如：物料
管理、成本控制、人員調動）,管
理觀光工廠。2.協助高階主管規劃
生產、行銷計畫制度和中長期策略
規畫及年度營運方針落實，以提昇
經營績效。3.協助公司之組織規
劃、制度流程設計，以及經營分析 專科 2
之企劃。4.推展公司業務。5.協助
顧客完成公司提供之服務，包括
內、外勤。6.提供相關事項的諮詢
服務。7.提供產品售後服務。8協
助規劃及改善廠務系統。9.專案活
動企畫執行與完成，上班時間：
0830-1700，月排休八天，薪資：
23800元。
＜儲備幹部＞1.在主管人員指導之
下，依據既定政策，從事各項業務
之設計，規章之草擬（如：物料管
理、成本控制、人員調動）。2.協
助高階主管規劃生產、行銷計畫制
度和中長期策略規畫及年度營運方
針落實，以提昇經營績效。3.協助
公司之組織規劃、制度流程設計，
高職 2
以及經營分析之企劃。4.推展公司
業務。5.協助顧客完成公司提供之
服務，包括內、外勤。6.提供相關
事項的諮詢服務。7.提供產品售後
服務。8.搬運貨物。9.協助規劃及
改善廠務系統。薪資：
23800~27000元，上班時間：08301700，月排休八天。
＜廠務幹部＞1.協助高階主管規劃
生產、行銷計畫制度和中長期策略
規畫及年度營運方針落實，以提昇
經營績效。2.協助物流，貨品管
理、搬運貨物。3.協助公司廠務生
產管理及製成順利運作。4.推展公
司業務。5.協助顧客完成公司提供 專科 2
之服務，包括內、外勤。6.提供相
關事項的諮詢服務。7.提供產品售
後服務。8.協助規劃及改善廠務系
統。，上班時間：0830-1700，月
排休八天，薪資：23800元-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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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求才快訊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先生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先生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先生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先生
結鄉 有限公司

＜櫃台人員＞，1.辦理住房登記及
退房結帳手續。2.總機電話接聽、
訂房電話協助3.住客資料的輸入及
維護。4.飯店活動及相關事務諮
詢。5.貴賓接待、危機處理及客訴
處理。6.行李服務。7.完成主管交
辦事項。上班時間：輪班(早
班:0700~1530，中班1430~2300)，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4000~30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
歷：dwhr30@swnav.com.tw
＜房務人員＞，1.客房整理與清
潔。2.支援公共區域之維護與清
潔。3.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0900~180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4000~30000元。意
者請先Email履
歷:dwhr30@swnav.com.tw
＜中餐廚師＞，1.負責洗、剝、
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
置工作。2.依照客人的點單，準備
不同菜色所需要的食材。3.於出菜
時負責菜餚擺盤或調整份量之工
作。4.進行廚房內的衛生清潔工
作。5.完成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
間：輪班每班8小時，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27700~326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
歷:dwhr30@swnav.com.tw
＜餐飲部副理＞，1.負責內場的餐
食管理與人力調配。2.制訂餐廳服
務方式與作業標準流程等事宜。3.
監督食物之製作流程、份量及擺盤
等事務。4.親自品嚐餐食以確保菜
色品質穩定。5.協調外場點餐與內
場廚師料理的順序與速度。6.完成
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符合勞
基法規定(早班/中班需輪班)，及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33000~42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
歷:dwhr30@swna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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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2

不拘 2

不拘 1

不拘 1

0212求才快訊

＜業務主任＞，1.飯店各項業務之
開拓市場及發展新的客戶，負責北
區業務開發及客戶關係維護。2.推
廣飯店業務及各項住房餐飲專案活
動、銷售。3.協助進行市場訊息收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集與分析，規劃業務策略，達成業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高中 1
先生
績目標。4.處理一般業務事務及公
結鄉 有限公司
司內部行政作業。5.執行主管交辦
事項。上班時間：0900~1800，週
休二日，薪資：30000~40000元。
請先Email履歷：
dwhr30@swnav.com.tw
＜採購主管＞，1.生鮮食材、營業
物品採購詢價議價，熟悉各類食材
產季及特性。2.評析市場原物料或
設備供應資訊，各採購項目(食材)
成本控制及分析。3.供應商和產品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開發、評鑑、品質控制及管理。4.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專科 1
先生
採購內部管理與外部協調、品項料
結鄉 有限公司
號管理及維護。5.臨時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依學經歷、證照核薪(每月經常薪
資達4萬元以上)。意者請先Email
履歷:dwhr30@swnav.com.tw
＜財務部主管＞，1.負責財務部全
盤業務、成控、帳務、出納、倉管
驗收、資訊等工作執行。2.負責上
級交付任務之企劃與執行。3.審核
費用類驗收帳務憑証會計科目是否
正確、採購數量/價格是否重大異
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常。4.檢討每月營運單位之預算執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大學 1
先生
行情形。5.負責代表財務部與其它
結鄉 有限公司
部門間溝通協調。6.有飯店相關經
驗伏佳。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依學經歷、證照核薪(每
月經常薪資達4萬元以上)。意者請
先Email履
歷:dwhr30@swna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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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綠舞觀光
人資許
縣五 飯店股份 12822749
Email履歷
先生
結鄉 有限公司

宜蘭 三升農機
03縣三 科技股份 23864098 吳小姐 9893175分
星鄉 有限公司
機17

宜蘭 陽鼎實業
縣冬 股份有限 23458958 蘇先生 Email履歷
山鄉 公司

宜蘭 陽鼎實業
縣冬 股份有限 23458958 蘇先生 Email履歷
山鄉 公司

＜餐飲主任＞，1.熟悉中西餐飲之
經營管理、成本分析控制及內外場
之作業流程。2.確保根據標準與程
序使餐廳、酒吧及宴會的順利運作
，並超越客人的期望。3.需配合輪
班，親和力佳，具備良好儀態，情
緒管理佳。4.服務顧客，笑容親切
，維護客戶關係並處理顧客抱怨。
5.主管交辦事項如期完成。6.管理
餐廳外場人力調度。7.抗壓性強。
上班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依學經歷、證照核薪(每月
經常薪資達4萬元以上)。意者請
Email履歷：dwhr30@swnav.com.tw
＜機械加工技術員＞，1.機械操作
及生產作業。2.主管交辦事項。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4000-30000元。
＜機械操作員＞，1.操作剪、折、
沖床、或其他生產相關機械。2.配
合生產線各部門需求之鐵板材，做
裁剪及折床加工之作業生產。3.需
對數字尺寸及加工圖面邏輯清楚。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6000~38000元。意者請
先email履歷合者通知面試，
vincent@flowtech.com.tw，勿親
洽。
＜焊接技術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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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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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立生產。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8000~38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合者通知面試，
vincent@flowtech.com.tw，勿親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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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2

高職 2

高職 2

不拘 2

0212求才快訊

宜蘭 陽鼎實業
縣冬 股份有限
山鄉 公司

宜蘭 陽鼎實業
縣冬 股份有限
山鄉 公司

宜蘭 陽鼎實業
縣冬 股份有限
山鄉 公司

＜設備工程師＞，1.規劃生產設備
操作流程，使人員正確使用機器及
降低故障率，改善產品品質。2.評
估新設備之整體效能，並將其導入
產線。3.定期做生產設備之維護，
使機器運作順利。4.調整機台提高
機台生產率及降低生產成本。5.生
23458958 蘇先生 Email履歷 產設備除錯，檢視錯誤原因，如: 專科 2
負擔過重、溫度過高等並找尋解決
辦法。6.提高並改善工作場所安
全。7.建立新設備所需之材料規範
作為採購貸依據。8.設備維護.規
劃.組裝或發包購買。上班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2000~48000元。
＜生產部主管＞，1.負責製造生
產、銷售、物料庫儲等廠務之統
籌。2.管控廠內之生產排程、交期
及產量，並評估人力、機器設備、
零件原物料之需求。3.擬定生產計
畫，負責產線作業之規劃與管理，
以提升產能降低成本。4.負責產銷
23458958 蘇先生 Email履歷 協調，確實執行生產目標，並達成 高職 1
各項生產指標。5.負責所管轄人員
的工作監督與績效考核。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2日，薪
資:36000~55000元。工作技能:1.
具堆高機證照佳。2.熟電路、機械
簡易維修、生產用料下單、備料、
倉管者佳。意者請先email履歷
＜生管專員＞，1.預測銷售量，並
擬定生產計畫。2.負責產銷協調。
3.規劃生產排程，並評估人力、機
器設備、零件原物料之需求。4.考
量工人能力、機器限制、生產計畫
和生產進度等因素，進行適當之工
作分配。5.提出有關操作、原料分
23458958 蘇先生 Email履歷
專科 1
配、設備安排等相關的修正建議，
以增加生產量或提升品質。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2000~45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歷合者通知面試，
vincent@flowtech.com.tw，勿親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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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裕大五金
03縣冬
42089441 王先生
行
9589361
山鄉

宜蘭 海天醫療
03羅進春
縣壯 社團法人 31605551
9308010#2
先生
圍鄉 海天醫院
13

宜蘭 海天醫療
03林護理
縣壯 社團法人 31605551
9308010#1
長
圍鄉 海天醫院
22

宜蘭 海天醫療
03傅振輝
縣壯 社團法人 31605551
9308010#6
先生
圍鄉 海天醫院
13

宜蘭 海天醫療
03羅進春
縣壯 社團法人 31605551
9308010#2
先生
圍鄉 海天醫院
13

＜送貨員＞，整理貨物、貨品送達
，無經驗可，需具備手排汽車駕
照。上班時間：08001800(12:00~13:30午休)，週休二
日，薪資：28000-30000元。
＜精神科病房勤務人員＞，協助精
神病患生活照護、病房環境安全維
護，經驗不拘。上班時間：日班：
0800~1600；中班：1600~2400；晚
班：2400~0800(含休息時間1小時
，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需輪三
班制，輪休月休8天，薪資27000
元-31000元。
＜護理人員＞，1.照護病人及醫療
服務，住院或轉入病患之身心評估
，病史詢問及病歷紀錄(含入院)。
2.擬訂和執行病患照護計劃等工
作。3.需有護士或護理師執照。4.
病人照護、維持醫病關係。上班時
間：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晚班2400~0800(含休
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班)，需輪三班制，輪休月休8天，
薪資：35000-38000元。
＜宜蘭縣衛生局委辦-自殺及精神
病關懷員＞，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
個案照護及訪視且持續性的社區關
懷。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息
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
，週休二日，月薪：34000元以
上。需護理/社工/心理相關科系及
精神科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
＜照顧服務員＞，協助精神病患生
活照護、病房環境安全維護。工作
時間：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晚班2400~0800(含休
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班)，需輪三班制，輪休月休8天，
薪資：27000元-3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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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員＞，精神科社會工作個
案服務、團體工作、個別與家庭會
談、家庭與社會生活功能評估、資
宜蘭 海天醫療
03源運用、心理衛生社區宣導、配合
楊社工
縣壯 社團法人 31605551
9308010#6 醫療團隊作業、行政工作、臨時交
師
圍鄉 海天醫院
18
辦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含休
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配合加
班)，週休二日，薪資30000-35000
元。
＜照顧服務員＞，1.協助日常梳
洗、沐浴、更衣‥‥等生活事項。
2.翻身、處理排泄物、換床單的整
潔。3.推送病患散步、協助上下
床。4.肢體按摩及適當支托。5.協
助護送醫療檢查。6.注意病患安
宜蘭 立仁國際
人事部 0988全。7.協助服藥、觀察點滴是否通
縣宜 服務有限 53928794
門
088334
暢。8.協助大小便、痰液收集及紀
蘭市 公司
錄飲食。9.護理人員指導下，從事
相關協助性護理工作。上班時間：
三班制須輪班(每班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工作地點：陽明大學附
設醫院。
＜洗車美容員工＞，洗車、汽車美
宜蘭
容，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全樂專業
03縣宜
19573576 劉先生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800元。
汽車美容
9332058
蘭市
意者電洽03-9332058、0939327657
劉先生。
宜蘭
03＜建築繪圖員＞，繪製建築圖及法
馮氏城市
縣宜
50713329 李小姐 9333149*2 規檢討。工作時間：0830-1730，
設計工坊
蘭市
6
周休二日，薪資：23800元以上。
＜資源回收人員＞，資源回收處理
宜蘭
龍縢實業
03人員，會堆高機，需有汽車駕照。
縣宜
27271342 吳小姐
有限公司
9287787 上班時間：0800-1800，薪資：
蘭市
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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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立仁國際
人事部 0988縣員 服務有限 53928794
門
088334
山鄉 公司

宜蘭
03縣員 伍富商行 72810893 曾小姐
9365457
山鄉

宜蘭
03縣員 伍富商行 72810893 范店長
9365457
山鄉

宜蘭
03縣員 伍富商行 72810893 范店長
9365457
山鄉

宜蘭
祐華國際
03縣礁
12902378 江先生
有限公司
9880522
溪鄉

＜照顧服務員＞，1.協助日常梳
洗、沐浴、更衣‥‥等生活事項。
2.翻身、處理排泄物、換床單的整
潔。3.推送病患散步、協助上下
床。4.肢體按摩及適當支托。5.協
助護送醫療檢查。6.注意病患安
全。7.協助服藥、觀察點滴是否通
暢。8.協助大小便、痰液收集及紀
錄飲食。9.護理人員指導下，從事
相關協助性護理工作。上班時間：
三班制須輪班(每班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工作地點：榮總員山分
院。
＜工讀/兼職門市＞，門市收銀、
顧客服務、機器清潔、環境清潔維
護、訂/補貨。說明：1.接受顧客
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
場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
貨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
工作時間：日班／中班／晚班／輪
班(排班4小時或8小時)，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時薪158元。
＜大夜班門市＞，門市收銀、顧客
服務、機器清潔、環境清潔維護、
訂/補貨。說明：1.接受顧客詢問
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
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
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
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工作
時間：2300~0700，休假依勞基法
規定，時薪：158~195元。
＜晚班門市＞，門市收銀、顧客服
務、機器清潔、環境清潔維護、訂
/補貨。說明：1.接受顧客詢問或
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陳列
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所的
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品的
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工作時
間：晚班1500~2300，休假依勞基
法規定，時薪：158~165元。
＜理貨人員＞，賣場或門市裡提供
商品介紹及商品整理。工作時間及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8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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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祐華國際
03縣礁
12902378 江先生
有限公司
9880522
溪鄉

宜蘭 潤泉國際
03縣礁 企業有限 16386091 林小姐
9885968
溪鄉 公司

宜蘭
十項企業
0932縣羅
12435992 林先生
有限公司
089418
東鎮

宜蘭 立仁國際
人事部 0988縣羅 服務有限 53928794
門
088334
東鎮 公司

宜蘭
順盈營造
03縣羅
97338319 李先生
有限公司
9531686
東鎮

宜蘭
順盈營造
03縣羅
97338319 李先生
有限公司
9531686
東鎮

＜收銀人員＞，賣場或門市裡提供
商品介紹及收銀。工作時間及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3800元以
上。
＜會計＞，1.收發.記錄及匯整交
易產生汁原始憑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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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管交
辦事項。工作時間：08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23800元至30000
元。
＜清潔人員＞，清掃馬路。上班時
間：2400-0800，週休二日，薪
資：23800元。
＜照顧服務員＞，1.協助日常梳
洗、沐浴、更衣‥‥等生活事項。
2.翻身、處理排泄物、換床單的整
潔。3.推送病患散步、協助上下
床。4.肢體按摩及適當支托。5.協
助護送醫療檢查。6.注意病患安
全。7.協助服藥、觀察點滴是否通
暢。8.協助大小便、痰液收集及紀
錄飲食。9.護理人員指導下，從事
相關協助性護理工作。上班時間：
三班制須輪班(每班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工作地點：羅東聖母醫
院。
＜工地主任＞現場工程管理，需具
工地主任證照，工程查核金額5年
以上實務經驗。上班時間：080017：00，月休八天，薪資面議。意
者請先郵寄或E-Mail履歷再行通知
面試。
＜品管工程＞現場工程品管，文書
處理。相關專科以上，土需土木、
建築相關科畢，需具品管證照。上
班時間：0800-1700，月休八天，
薪資：4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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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陳小姐
03縣羅 廣錦商行 37838233 (店長)/
9574974
東鎮
胡先生

宜蘭
陳小姐
03縣羅 廣錦商行 37838233 (店長)/
9574974
東鎮
胡先生

宜蘭 立仁國際
人事部 0988縣蘇 服務有限 53928794
門
088334
澳鎮 公司

＜門市人員-大夜班＞1.接受顧客
詢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
2.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
場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
貨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
4.向客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
的優點，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
不拘 5
交後，包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
商品、開發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
續。6.在當天結束營業前，統計銷
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撰寫當日
業務報表。上班時間：2300~0700
，月休：依勞基法相規定，薪資：
25000~30000元
＜門市人員-晚班＞1.接受顧客詢
問或主動提供諮商建議給顧客。2.
陳列商品、清潔櫥窗、維持營業場
所的整潔與美觀。3.向顧客說明貨
品的性質、特徵、品質與價格。4.
向客戶示範操作方法，顯示商品的
優點，以協助顧客選擇。5.在成交
不拘 6
後，包裝商品、收取款項、交付商
品、開發票或收據，完成交易手
續。6.在當天結束營業前，統計銷
售情形、盤點貨品存量及撰寫當日
業務報表。上班時間：1500~2300
，月休：依勞基法相規定，薪資：
23800~30000元
＜照顧服務員＞，1.協助日常梳
洗、沐浴、更衣‥‥等生活事項。
2.翻身、處理排泄物、換床單的整
潔。3.推送病患散步、協助上下
床。4.肢體按摩及適當支托。5.協
助護送醫療檢查。6.注意病患安
全。7.協助服藥、觀察點滴是否通
國小 5
暢。8.協助大小便、痰液收集及紀
錄飲食。9.護理人員指導下，從事
相關協助性護理工作。上班時間：
三班制須輪班(每班8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
25000元。工作地點：榮總蘇澳分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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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系統工程師＞，1.節能減廢
專案規劃及執行。2.ISO14001系統
運作管理。3.ISO50001系統運作管
宜蘭 燿華電子
03理。4.ISO14064系統運作管理。5.
縣蘇 股份有限 05637971 許小姐 9705818分 環保相關業務申報。上班時間：
大學 1
澳鎮 公司
機38523 0800-1640。週休二日。薪資：
36000-45000元。每週一至週五下
午13:00~16:00攜帶證件、履歷與
筆面試。
＜帶線工程師-輪三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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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燿華電子
0330000~43000元。工作時間：
縣蘇 股份有限 05637971 許小姐 9705818分
大學 5
08:00-16:40、16:00-00:40、
澳鎮 公司
機38523
00:00-08:40(需輪三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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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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