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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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鄉

宜蘭餅食品有限

公司
80059903 劉小姐 Email履歷

＜門市人員-五結＞1.販售門市商

品。2.陳列商品、工作環境清潔維

護、維持營業場所的整潔與美觀。3.

有大型門市經驗者佳。上班時間：

0800-1800(含休息時間)，月輪休8天

，薪資：25250元。

高中 3

宜蘭縣

五結鄉

金頂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86468320 陳小姐

03-

9909079#211

＜組裝員＞，1.進行製造現場的產品

組裝、包裝出貨等作業。2.與其他作

業員進行協調，以符合生產及程序標

準。3.完成主管交辦有關生產產品、

程序事宜。上班時間：0800-1720。

周休二日。薪資：25250~28000元。

不拘 6

宜蘭縣

冬山鄉

杏輝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42042734

黃彥寧

小姐

03-9581101分

機1199

＜現場助理技術員＞，現場操作。上

班時間:早班0730~1610、中班

1610~0050，需配合加班/輪班，薪資

26000~28000元，休假依勞基法規

定。

高職 5

宜蘭縣

宜蘭市
林O昇

G12171***

*
林先生 0918-322319

＜家庭幫傭＞，照顧老人及4名12歲

以下孩童生活起居等工作。上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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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61元。供膳宿

狀況：供膳宿狀況(1餐/天，每餐扣

80元，住宿費月扣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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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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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圍鄉
同安牧場 0AA12403 吳先生 0910-552548

＜畜牧工＞1.現代化養雞農場飼養與

管理。2.設備操作與維護(環控、溫

控系統..等)。3.電腦系統報表管理

操作。4.雞舍環境清潔、消毒防疫工

作。5.飼料搬運及雞糞環保處理。6.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6點

至17點；13點至23點(含休息時間日

班3小時，夜班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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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月休8

天。薪資：28000元。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60元，住宿費

月扣3200元)。

不拘 6

宜蘭縣

員山鄉

元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40660273 鄭小姐 03-9228175

＜倉管/物料管理員＞，倉庫物品、

物料進出管理及清點等。工作時間：

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26000~35000元。

高中 3

宜蘭縣

員山鄉

元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40660273 鄭小姐 03-9228175

＜CO2焊接技術人員＞，CO2焊接，有

經驗者佳。工作時間：0800-1700，

週休二日，薪資：26000~36000元。

高中 4

宜蘭縣

員山鄉

元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40660273 鄭小姐 03-9228175

＜機械組裝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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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零組件規格。2.

從事簡易機件製作與加工修配工作。

3.檢查圖樣及材料表，了解零組件規

格。4.使用鑿、銼、刮、及其他輔助

工具依鑽床、磨床等配合作業將零件

排列、定位、對準，並用板鉗、扳

手、螺絲起子、剪鉗、夾具手工具予

以裝配。工作時間：0800-1700，週

休二日，薪資：26000~36000元。

高中 4

宜蘭縣

員山鄉

元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40660273 鄭小姐 03-9228175

＜機械加工技術員＞1.負責機台設備

的基礎操作、維護管理。2.檢查待檢

物是否確實標明機種與規格。3.檢查

圖樣及材料表，了解零組件規格。4.

檢查零件間隙，並用量規、分厘卡，

及其他量度儀器校驗其配合之準確

度。工作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6000~36000元。

高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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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員山鄉

財團法人慈懷社

會福利基金會
77020237 羅小姐

03-

9231208#256

＜安置部社工員＞個案會談、心理暨

社會評估及處置，提供社會資源連

結、家庭訪問。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33000

元。

專科 8

宜蘭縣

員山鄉

財團法人慈懷社

會福利基金會
77020237 羅小姐 03-9231208

＜生活輔導員＞，1.園童生活庶務、

起居照顧。2.園童課業輔導。3.園童

心理輔導與行為矯正，使園童身心正

常發展。4.配合社工處計畫執行。5.

協助本會辦理各項福利活動。上班時

間符合勞基法規定(輪班制)，供膳宿

，週休二日，薪資：28000元。

專科 6

宜蘭縣

員山鄉

財團法人慈懷社

會福利基金會
77020237 羅小姐

03-

9231208#256

＜外展社工員＞，1.高風險家庭關懷

輔導、個案管理。2.高風險家庭方案

活動企劃執行。3.年度高風險家庭方

案接案。4.高風險家庭方案個案摘要

報告。5.高風險家庭方案結案報告彙

整。6.高風險家庭方案核銷。上班時

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資：

33000元。

專科 8

宜蘭縣

羅東鎮
強流有限公司 28540289 游經理 03-9557209

＜電子商務專員＞1.規劃網站內容及

產品網路品牌推廣活動有電子商務專

員(有經驗)。2.規劃行銷活動網站、

企業網站、電子報、EDM、企業部落

格之網頁及各種宣傳文案的設計、製

作。3.網站經營與管理、網路活動設

計。4.網路廣告素材企劃維護及效益

管理。5.對外企業網站相關內容與服

務之規劃、網站前後台功能及整體動

線的規劃。上班時間：09:00~18:00

，周休二日，薪資：25250-45000

元。

專科 6

宜蘭縣

頭城鎮
凱鯨號

CT3-

005862
游先生 0910-259271

＜中階技術船員＞，捕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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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3000元以

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

每餐40元，住宿費月扣1880元)。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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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鎮
蘭鯨號

CT3-

006036
許小姐 0937-157740

＜中階技術船員＞，捕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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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式：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3000元以

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3餐/天，

每餐40元，住宿費月扣1880元)。

不拘 2

宜蘭縣

頭城鎮
金財滿9號

CT3-

005706

張展華

先生
0932-127276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工作時

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依工作需要

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7150元以上，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3餐/天，每餐扣40元，住宿費

月扣1900元)。

不拘 6

宜蘭縣

蘇澳鎮
永上66號

CT1-

004149
白小姐 03-9971909

＜船員＞，漁撈工作、配合漁船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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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式：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715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3餐/天，每餐扣35元，住宿費月扣

2270元)。

不拘 8

宜蘭縣

蘇澳鎮
全福1號

CT1-

003402
白小姐 03-9971909

＜船員＞，漁撈工作、配合漁船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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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勞動條件依勞基法規定)。休假方

式：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715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3餐/天，每餐35元，住宿費月扣

2270元)。

不拘 8

宜蘭縣

蘇澳鎮
再發568號

CT4-

001270
李先生 0908-820520

＜船員＞，配合漁船作業。工作時

間：配合漁船作業時間(依工作需要

配合加班，工資、工時及勞動條件依

勞基法規定)。薪資：27150元以上，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供膳宿情況：供

膳宿(3餐/天，每餐扣40元，住宿費

月扣1900元)。

不拘 13

宜蘭縣

蘇澳鎮

宜蘭餅食品有限

公司
80059903 劉經理 03-9905999

＜發明館-假日工讀生＞，門市銷售

服務。上班時間：0800~1700，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68元。

高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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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蘇澳鎮

宜蘭餅食品有限

公司
80059903 劉經理 03-9905099

＜DIY活動主持人＞1.主持宜蘭餅DIY

體驗課程活動。2.個性活潑開朗、有

親和力、喜歡與人群互動。3.活動設

計及團康活動主持，具經驗者佳。上

班時間：08：00-18：00，薪資：

27000元，月休：依勞基相關規定。

不拘 5

宜蘭縣

蘇澳鎮

宜蘭餅食品有限

公司
80059903 劉經理 03-9905999

＜發明館-門市銷售人員＞門市產品

銷售介紹、櫃檯收銀結帳，協助DIY

授課。上班時間：0800-1700，月休

8~10天以上，薪資：27000元。

高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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