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不限

宜蘭縣樂齡長照

服務協會
87358835 魏小姐 03-9322998

＜居家照顧服務員-附設宜蘭縣私立

樂齡居家長照機構＞，長照2.0居家

式服務。工作時間：0800-1800，周

休二日，時薪：200元-230元。工作

地點：礁溪鄉、員山鄉、宜蘭市。

不拘 5

宜蘭縣

三星鄉

耕堡股份有限公

司
27457179 賴主任 03-9893188

＜地磅人員＞，進行資料輸入及審

核、建檔及校正工作、協助辦公室簡

單清潔打掃。工作時間：(二班制，

需輪班)日班0600-1300；中班1300-

2000，排休月休8天，薪資：25250-

26000元。

不拘 2

宜蘭縣

五結鄉

新合發冷凍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53031827 張小姐 03-9909777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一、三

上午08點至12點★＜操作工-利澤廠

＞，水產處理、搬運約30公斤。上班

時間：08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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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休二日。薪資：27250元至

30793元。供膳宿狀況：供膳宿(1餐/

天，每餐扣70元，住宿費月扣2500

元)。

不拘 3

宜蘭縣

冬山鄉
榮德鋼鐵材料行 40586366

李陽洲

先生
0935-019975

＜小貨車司機＞，運送鐵材、內部整

理。工作時間：0800-1700，供午餐

，周休二日，薪資：30000元。

不拘 1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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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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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國立羅東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42001706

人事

室-盧

先生

03-9514196

分機601

＜約僱代理人員＞，1.辦理校內教務

處簡易庶務性行政業務。(試卷影印

工作)2.辦理文書登打及整理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28534

元。工作期間：自到職日起至111年

12月31日止。★意者請至本校網站下

載報名表，報名日期：111/5/23日前

掛號寄出(以郵戳為憑)★

高中 1

宜蘭縣

冬山鄉
榮德鋼鐵材料行 40586366

李陽洲

先生
0935-019975

＜大貨車司機＞，運送鐵材、內部整

理。工作時間：0800-1700，供午餐

，周休二日，薪資：32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冬山鄉

福展美科技有限

公司
25166225 林小姐

03-9596950

#12

＜作業員＞，1.負責生產線機器、設

備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2.

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

裝出貨等作業。3.與其他作業員進行

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準。4.填

寫生產報表，以檢視與生產目標的距

離。5.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

程序事宜。上班時間：0830-1730；

1300-2200，需輪兩班，週休二日，

薪資：25250-32000元。

不拘 2

宜蘭縣

冬山鄉

福展美科技有限

公司
25166225 林小姐

03-9596950

#12

＜醫療器材研發工程師＞，1.負責產

品設計開發、訂定產品工程規格，並

遵循法規符合性。2.提出解決方案，

繪製設計圖面，製作模型、測試與分

析。3.負責監督與掌控新產品開發專

案、設計變更案之活動執行狀況與進

度。4.領導產品測試驗證計畫、產品

測試方法之建立。5.主導產品設計轉

移與協調試量產工作。6.相關技術資

料檔案建立與維護。7.其他主管交

辦、部門協辦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8000元以上。

大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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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福展美科技有限

公司
25166225 林小姐

03-9596950

#12

＜醫療器材研發助理工程師＞，1.參

與產品設計開發流程，設計研究、3D

建模、色彩計畫至量產支援等相關設

計專案。2.具有完整表達設計構想的

能力，能獨立掌握專案進度，並能配

合團隊開發產品。3.產品開發計劃擬

定,產品開發時程管理4.產品量產協

助5.製圖審查6.PilotRun管理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3000元起。

大學 1

宜蘭縣

冬山鄉

福展美科技有限

公司
25166225 林小姐

03-9596950

分機12

＜產品專員-呼吸治療＞，1.市場及

臨床資訊蒐集與分析。2.協助規劃與

製作產品行銷資料（DM、CAT、IFU、

Video、PPT等等）。3.對內/外之產

品教育訓練。4.產品管理與維護（規

格制訂/測試/驗證/審核/臨床評估/

故障排除等等）。5.新產品開發/專

案進度管理。6.製作產品說明書。7.

國際展會支援。上班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薪資:依學經歷、證照

核薪

專科 1

宜蘭縣

冬山鄉

福展美科技有限

公司
25166225 林小姐

03-9596950

分機12

＜生產儲備幹部＞，1.設備/環境管

理。2.生產製令執行(領料、生產安

排、生產進度管理、完工入庫)。3.

生產直通率/生產效率管理與改善。

4.新產品銜接及SOP製作。5.人員管

理與績效考核。6.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

，薪資:26000~38000元。

不拘 2

宜蘭縣

冬山鄉
馨山企業社 17940203 劉俊龍 03-9585495

＜CNC作業員＞，負責操作CNC加工機

，進行車削各種工作物的加工。上班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28000~35000元。

國中 1

宜蘭縣

宜蘭市

威合股份有限公

司
23526442 人事 0905-096983

＜日班勤務人員-陽明醫院＞，1.送

病患檢查。2.送檢體、領藥。3.文書

處理。4.其他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0900-180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

資：25250元。工作地點：陽明醫

院。★應徵前請先電話聯繫★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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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員山鄉
大統鋼鐵企業社 02420302 潘小姐 03-9224251

＜卡車司機＞，運送貨物，需具備大

貨車駕照、吊卡執照及兩年以上經

驗。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

日，薪資：37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羅東鎮

正欣文具有限公

司
97273651 沈小姐 03-9572113

＜業務人員＞，產品推廣，業務招覽

，須具備小客車駕照。工作時間：

0900-1800，周休二日，薪資：26000

元以上。★應徵前請先電話聯繫★

高中 2

宜蘭縣

羅東鎮
得福中醫診所 30188142 薛太太 03-9556565

＜診所助理＞，協助醫生跟診。上班

時間：彈性部分工時，固定休星期日

，時薪：168元。

高中 1

宜蘭縣

羅東鎮
許明哲牙醫診所 83802667 黃小姐 03-9565869

＜牙醫助理＞，跟診作業，有無經驗

皆可。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周休二

日，薪資：28000元起。※兼職可(時

薪168元)。※意者請先函寄或親洽投

遞履歷，勿電洽，合者再通知面試。

高職 3

宜蘭縣

蘇澳鎮

辰邦機械有限公

司
16508192 黃小姐 03-9909275

＜行政助理＞，一般行政文書工作，

需會電腦操作。工作時間：0800-

1700。周休二日。薪資：26000-

30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蘇澳鎮

宏泰清除股份有

限公司
86390604 曾小姐 03-9582009

＜操作工-龍德廠＞，進料拆解、粉

碎、搬運料件(約30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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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0元-30248元。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費

月扣3000元)。

不拘 8

宜蘭縣

蘇澳鎮

辰邦機械有限公

司
16508192 黃小姐 03-9909275

＜會計＞，1.辦理銀行現金存款、提

款、匯款、轉帳作業。2.執行一般現

金收付作業。3.核對儲存現金與記錄

是否相符合。4.管理零用金異動及撥

補作業。5.製作出納科目餘額表、收

款日報表、利息收入調節表、銀行存

款收支日報表、銀行往來授信明細表

等。6.需有一年以上會計經驗。工作

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

資：28000-32000元。

專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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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蘇澳鎮

辰邦機械有限公

司
16508192 黃小姐 03-9909275

＜品管工程師＞，1.建立與監控生產

標準，審查初級產品的樣品並進行測

試，以確保成品具備應有的品質。2.

開發及實施產品追蹤和品管系統，分

析生產、品管、維護和其他操作報告

，以檢視生產問題。3.檢閱計劃，並

與研究、支援人員商討，以開發新產

品和程序。4.執行公司產品的可靠度

測試，並分析問題，以找出造成產品

可靠度問題的關鍵因素。5.提供客戶

或公司內部員工可靠度工程資料。6.

無經驗可，有相關經驗者薪資視能力

另計。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

二日。薪資：30000-45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蘇澳鎮

依田股份有限公

司
89440353 陳小姐 E-mail

＜品檢員-宜蘭利澤廠＞，生產品質

檢驗。工作時間：早中班或早晚班

(需配合加班及輪班)。周休二日。薪

資：31000元至36000元。意者請先投

遞電子履歷

(sharon.chen@textint.com.tw人資

陳小姐收)

高職 4

宜蘭縣

蘇澳鎮
誠泰水電工程行 40619042 陳先生 03-9964039

＜水電技工/半技工/學徒＞，1.安

裝、維修建築物或室外之給水與排水

系統。2.安裝、維修建築物之電線管

路與用電設備。3.安裝、維修及配置

照明設備。4.安裝、維修家電或廚衛

設備。5.會焊接/切割經歷者尤佳。

6.肯努力學習，無經驗亦可。上班時

間：0730-1700。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日薪：1350~2200元。

不拘 5

宜蘭縣

蘇澳鎮

羅東鋼鐵廠股份

有限公司
42010509 高小姐

03-99061177

分機217

＜機械維修技術員＞，1.機械設備維

修及保養，熟電焊及氧乙炔切割技

術。上班時間(需輪三班)。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薪資：30000元~40000元

(依工作表現調整薪資，另享生產獎

金及全勤獎金)。

高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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