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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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利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97161500 人資 E-mail通知

＜餐廳襄理-肯德基＞，1.餐廳各工

作站管理、商品製作與食品安全督導

執行。2.客訴處理、商圈經營。3.財

務控管與庫存管理/盤點、設備維

護。4.團隊領導與營運管理。工作時

間：三班制/需輪班，休假符合勞基

法規定，薪資：31000元。工作地

點：宜蘭縣各門市。

專科 3

宜蘭縣

三星鄉

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宜蘭教

養院

29286308 賴組長 03-9575254

＜物理治療師＞，1.身心障礙者生活

自理功能教學。2.休閒娛樂課程、社

區適應與融合課程。3.體適能運動、

肢體復健活動。4.輔具評估、個別服

務計畫撰寫擬訂與活動紀錄等工作業

務。5.綠色復健課程、地板滾球社

團。6.須具備證照：普考物理治療

生、高考物理治療師。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六

日需輪值班)，薪資：36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五結鄉

大道興業有限公

司
89288110 林先生 03-9907796

＜作業員＞，保麗龍生產作業。上班

時間：0800-1700，月休8天，時薪：

170元。

不拘 2

宜蘭縣

五結鄉

財團法人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附

設宜蘭縣私立弘

道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82198965 吳小姐 03-9055003

＜個案管理員(A級單位個管)＞，1.

長期照顧服務個案管理，包含諮詢、

申請、計畫擬訂、資源媒合。2.長期

照顧服務團隊溝通協調。3.長期照顧

服務相關專案辦理。4.服務宣傳、單

位拜訪、服務使用者開發。5.支援會

內各項活動及服務方案辦理。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33000元-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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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世大光電有限公

司
28114671 黃經理 03-9253159

＜產線作業員＞，產線鏡頭加工組

裝。上班時間；0800-1700，周休二

日，月薪26000元-30000元。(3.35)

不拘 1

宜蘭縣

宜蘭市

金盈貨運有限公

司
28655612 吳先生 0937-522080

＜會計＞，1.會計相關及出納簿記工

作。2.物流貨物運輸相關行政作業。

3.客戶電話接聽與問題處理。4.操作

業務相關系統。工作時間：0830-

1730，周休二日，薪資：26000元。

不拘 2

宜蘭縣

宜蘭市

富利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97161500 店經理 03-9355151

＜門市人員(時薪)-必勝客宜蘭外送

店＞，製作餐點、櫃台服務、用餐環

境清潔維護及外送餐點。工作時間：

日班0700-1500、中班1100-1500、晚

班1500-2300(可於各班別中任選4-6

小時彈性排班)，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時薪168元(外送另有津貼：$8-

12/趟次)。

高職 5

宜蘭縣

宜蘭市

歐遊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宜蘭分公

司

53789076 人事 03-9281133

＜兼職房務人員＞1.客房清潔打掃。

2.客房設備維護保養。3.公共區域清

潔整理。4.協助支援其他部門單位。

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及休

假符合勞基法，時薪：168-180元。

不拘 2

宜蘭縣

頭城鎮

財團法人天主教

白永恩神父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

宜蘭縣私立聖方

濟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87801400 賴小姐
03-9771132

分機206

＜照顧服務員＞，照顧老人(洗澡、

翻身、拍背、換尿布、餵食等工

作)。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班)0800至1700；1500-2400；2400至

0900，輪休周休二日，薪資：33000-

350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頭城鎮

財團法人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附

設宜蘭縣私立弘

道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82198965 吳小姐 03-9055003

＜居家照顧服務員＞1.基礎型照顧服

務-如翻身拍背、更換尿片。2.生活

型照顧服務-如代購物品、備餐、環

境清潔。3.陪伴型照顧服務-如陪伴

就醫。需具備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證

書或照顧服務員證照(可擇一)。上班

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時

薪：200元(證照加給及其他津貼另

計)。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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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鎮

財團法人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附

設宜蘭縣私立弘

道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82198965 吳小姐 03-9055003

＜個案管理員(A級單位個管)＞，1.

長期照顧服務個案管理，包含諮詢、

申請、計畫擬訂、資源媒合。2.長期

照顧服務團隊溝通協調。3.長期照顧

服務相關專案辦理。4.服務宣傳、單

位拜訪、服務使用者開發。5.支援會

內各項活動及服務方案辦理。上班時

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資：

33000元-38000元。

高職 1

宜蘭縣

頭城鎮
新協益6號

CT4-

001841

吳和衡

先生
0953-030581

＜船員＞，捕魚整理漁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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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不

扣錢)。

不拘 1

宜蘭縣

頭城鎮
新勝168號

CT3-

006162

林秀惠

小姐
0953-634368

＜船員＞，捕魚整理漁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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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不

扣錢)。

不拘 3

宜蘭縣

頭城鎮
漁順發號

CT2-

007067
吳先生 0952-214221

＜船員＞，捕魚整理漁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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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不

扣錢)。

不拘 2

宜蘭縣

羅東鎮

天主教靈醫會醫

療財團法人
72880953 吳小姐 Email履歷

＜會計人員＞1.會計帳務紀錄、維

持、整理、核對收支。2.各項資料編

製彙總及覆核。3.能獨立完成總帳作

業。4.財報與各項報表製作。5.配合

會計師查帳。6.各項稅務申報。7.主

管交辦事項。8.會計事務所經驗佳。

上班時間：0800-12001330-1730，周

休二日，薪資：25600元-276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

jiawen@camillians.org.tw

高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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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羅東鎮
多娜名店 42002487 楊小姐 03-9548686

＜美容美體助理＞，美容美體、產品

銷售。上班時間：1000-2000(含休息

時間2小時)，月休8天，薪資：25250

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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