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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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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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旺企業
縣不 股份有限 84870380 高小姐
限
公司

不拘 3

宜蘭
明鈞企業
縣不
87383784 張小姐
社
限

宜蘭 高陞鷹架
縣五 股份有限 28097624 林小姐
結鄉 公司

宜蘭 雙鍵化工
縣五 股份有限 84754072 吳小姐
結鄉 公司

工作內容
＜鷹架工＞，搭鷹架。工作時間：
03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
9534565 日薪：1500元。★應徵前請先電話
聯繫★
＜送貨司機＞，宜蘭縣內建材送貨
0935，需具備手排汽車駕照。工作時
847488
間：0730-1730(含休息時間)，週
休二日，薪資：30000元起。
＜操作工-二廠＞，生產製造、鐵
管修繕、搭設鷹架、現場組立、廠
區環境整理、原料整理搬運、半成
品及成品搬運推置、搬運(搬運超
過20公斤以上，有機具輔助)。工
作時間：夏令-0730至1800(含休息
03時間2小時)；冬令-0730至1730(含
9509819
休息時間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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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26000元至28860元。供
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60元，住宿費月扣3440元)。
＜操作工-宜蘭廠＞，1.負責生產
線設備之操作維護及保養，維持機
台正常運作。2.依據生產程序進行
化學品投料、生產、下料出貨等作
業，需搬重物(20-30公斤，有輔助
工具)。3.產線系統/設備監測及異
常回報，需車間來回走動及久站。
034.維持廠區環境、設備之清潔工
9906278分 作。工作時間：08點至17點(含休
機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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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做四休
二。薪資：30247元至48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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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住宿費月
扣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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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安益便利
03縣冬
30348871 游小姐
商店
9532658
山鄉

＜門市人員-安農門市＞，理貨、
補貨、顧客服務、商店形象維護。
工作時間：(輪班，三班制)0700高職 3
1500；1500-2300；2300-0700，排
休週休二日，薪資：24000-31000
元。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
宜蘭
莊易芸 0982慈善事業
縣冬
91271261
小姐
364000
基金會宜
山鄉
蘭縣私立
慈濟居家
長照機構

＜居家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長
期照顧服務對象身體照顧或日常生
活照顧服務。工作時間：0800不拘 1
1700，週休二日，時薪：200元至
240元。

＜操作工-龍德廠＞，操作機台(熱
風爐、研磨機)、產品檢測(顯微
鏡)、檢查面板、原物料/半成品/
成品搬運及整理(約100公克-10公
斤，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工
作現場需久站、需穿無塵服、工作
宜蘭 嵩達光電
03范迦雯
環境有粉塵及化學藥劑氣味。上班
縣冬 科技股份 28043579
9907777分
不拘 5
小姐
時間：0800-1700(含休息時間1小
山鄉 有限公司
機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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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周休二日。薪資：
26140元至27970元。供膳宿狀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
宿費月扣3600元)。
＜操作工-冬山廠＞，纖維色紗布
切割、熱壓、包裝、布料搬運(30
公斤)、工廠環境清潔。工作時間
及薪資：(三班制，需輪班)日班：
07點至15點(薪資：26000元至
27040元)；中班：15點至23點(薪
宜蘭 嘉谷興業
資：31200元至32448元)；晚班：
03縣冬 股份有限 84752898 黃小姐
不拘 6
23點至07點(薪資：31200元至
9596019
山鄉 公司
3244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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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為
每週正常工時40小時工資，不包含
加班費、各項獎金及津貼)。休假
方式：週休二日。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1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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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瑞陽鋼鐵
縣宜 股份有限
蘭市 公司

宜蘭員山
宜蘭 醫療財團
縣員 法人附設
山鄉 員山護理
之家

鮮品冷凍
宜蘭
食品股份
縣蘇
有限公司
澳鎮
(鮮品號)

宜蘭 燿華電子
縣蘇 股份有限
澳鎮 公司

＜操作工-宜蘭廠＞，搬運（約2030公斤）、綁鐵筋、切割裁剪、工
廠環境清潔。工作時間：08點至17
點(含休息時間1小時，依工作需要
黃憶秋 03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
22597405
小姐
9281155 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排休月
休8天。薪資：26000元至28860
元。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6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機構看護工＞，照顧病人生活起
居、翻身、拍背、餵食及身體清潔
03(含沐浴、排泄清潔...等)。上班
85268886 陳小姐 9321888分
時間：0800-1800(每班休息時間2
機6106
小時)，輪休月休八天，薪資：
24000元。
＜船員＞，捕漁、補網。工作時
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依工作需
要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
CTS03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休
楊小姐
003591
9902616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5900元
以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
天，每餐扣40元，住宿費月扣1880
元)。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二、
五上午7點半至11點半★＜操作工宜蘭廠＞，目視品檢、焊接、電
鍍、機台操作，多層印刷電路板之
製造，需長時間眼力使用，機台操
作需長時間久站及搬運重物(20公
斤左右，超過40公斤有機具輔助)
，工作環境需與化學藥水接觸使用
，可接受化學味道及機台噪音。工
03作時間及薪資：(三班制，需輪班
05637971 楊小姐 9705818分 ，1個月輪班1次，每班休息時間30
機38524 分鐘，依工作需要配合加班，工資
工時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
日班：0800至1630(薪資：26140元
至27970元)；中班：1600至
2430(薪資：31368元至33564元)；
晚班：2400至0830(薪資：31368元
至33564元)。休假方式：做五休
二。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
，每餐扣60元，住宿費月扣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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