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工作內容 學歷 人數

宜蘭縣

三星鄉
太大鋼鐵企業社 42000805 吳小姐

03-

9891122(親

洽)

＜操作工＞，操作機器(烤漆爐體、

烤漆乾燥爐)、研磨、噴佈、烘烤、

疊貨(約30公斤，有輔助工具)、需長

時間站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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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0-30248元。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70元，住宿

費月扣2500元)。

不拘 6

宜蘭縣

五結鄉

全方位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
27449946

江小姐/夏

經理

03-

9251208(電

洽)

＜社區保全人員＞，社區大樓保全工

作。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

班0630-1830；夜班1830-0630，輪休

做4休2，薪資：26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祥愛

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31504673 林先生
0980-

272551(電洽)

＜護理師＞，對罹患慢性病之病人及

老人提供護理服務。工作時間：

0800-1700，排休月休8日，薪資：

25250元。

不拘 4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祥愛

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31504673 林先生
0980-

272551(電洽)

＜照顧服務員＞，照顧慢性病患者。

工作時間：0800-1700，排休月休8日

，薪資：25250元。

不拘 4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慈恩

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30392159 林先生
0980-

272551(電洽)

＜護理師＞，對罹患慢性病之病人及

老人提供護理服務。工作時間：

0800-1700，排休月休8日，薪資：

25250元。

不拘 4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慈恩

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30392159 林先生
0980-

272551(電洽)

＜照顧服務員＞，照顧慢性病患者。

工作時間：0800-1700，排休月休8日

，薪資：25250元。

不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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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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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

宜蘭市

峻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4000581

簡芬蘭小

姐

請先E-mail履

歷(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導覽銷售人員＞，景點文物導覽解

說、團體旅遊業務銷售。工作時間：

0830-173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7000-30000元。★應徵前請先E-

mail履歷★

專科 2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

(電洽)

＜服務中心接待員＞，1.迎賓服務。

2.行李運送。3.接駁服務。4.協助客

人規劃旅遊事宜。5.處理主管交辦事

務。6.具服務熱忱。工作時間：日班

/晚班(輪二班)，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薪資：26000元~29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

(電洽)

＜初食軒-餐廳服務員＞1.熟悉飯店

內資訊，協助客人訂位相關事宜，並

具備良好座位安排能力。2.具備溝通

能力及電話禮儀與客人應對。3.協助

收銀結帳及餐廳內行政文書工作。4.

喜愛與人群接觸，建立良好顧客關

係。5.協助餐廳現場服務品質提升。

6.需配合公司排班。上班時間：輪二

班，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排休)，月

薪：27000元~30000元。

高中 4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

(電洽)

＜房務員＞，1.負責所分配之樓層客

房、公共區域及庫房的所有事物。

2..客房清理及清潔、備品補充。3.

公共區域清潔維護。4.客房定期保

養。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

間：日班/晚班(需輪班)，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元以上。

國中 4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

(電洽)

＜公清員＞，1.負責工作區域清潔工

作。2.負責各戶資源回收整理及垃圾

處理。3.負責日常清潔保養工作。4.

規劃清潔流程。5.執行其它清潔相關

交辦事項。6.與外包公清合作。工作

時間：日班/晚班(輪班)，休假：依

勞基法規定(排休)，薪資：26000元

~28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盧小姐

03-

9886880#3111

(電洽)

＜休閒中心接待員＞，1.營業現場

(休閒中心/健身房/兒童遊戲室/各式

產品販促與票券販售)接待服務。2.

飯店體驗活動與遊客服務導覽內容介

紹。3.清潔維護水質與環境清潔。4.

執行主管交辦任務。工作時間：二班

制，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26000元~28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林O憶

G22188***

*
林小姐

0972-

158469(親洽)

＜家庭幫傭＞，照顧3名小孩生活起

居(2位1歲及1位未滿3歲)。工作時

間：07點至18點(含休息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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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薪資：32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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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宜蘭縣

礁溪鄉

財團法人宜蘭縣

私立竹林養護院
95942488 魏小姐

03-

9889357(電洽

，親洽)

＜機構看護工＞，照顧老人(洗澡、

拍背、換尿布、餵食等工作)。工作

時間：(二班制，需輪班)日班：0800

至2000；晚班：2000至0800(每班含

休息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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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周休二日。

薪資：2750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

供膳宿(1餐/天，每餐扣60元，住宿

費月扣2000元)。

不拘 8

宜蘭縣

羅東鎮
熒財商行 26787026 林店長

03-

9574974(電

洽)

＜晚班門市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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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23: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薪資：25250~30000元。

高職 3



宜蘭縣

羅東鎮

醫療財團法人羅

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03-9543131分

機5236(電子

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

徵)

＜門診櫃台收費員＞1.掛號及處方批

價收費。2.收費及收費變更作業。3.

單位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730-1230、1400-1700、1230-

2100(輪排班)，薪資：26200元，休

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應徵前先投

遞履歷://ehr.pohai.org.tw/

專科 1

宜蘭縣

羅東鎮

醫療財團法人羅

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42005610 林小姐

03-9543131分

機5236(電子

郵件，就業通

網站線上應

徵)

＜共同檢查事務員＞1.內視鏡/器械

清洗消毒及送清作業。2.整理維持單

位環境，必要時進行清潔。3.單位衛

材/庶務盤點及常備品補充作業。4.

分裝檢體溶液。5.更換清洗機及泡消

桶消洗液。6.單位檢體及文書輸送作

業。7.單位行政/庶務作業。8.單位

主管交辦事項。工作時間：

0800~173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薪資：25250元。

高職 1

宜蘭縣

蘇澳鎮
春何豐266號

CT4-

003209

江伯豪先

生

0976-

893120(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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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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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元)。

不拘 3

宜蘭縣

蘇澳鎮
得益68號

CT4-

001112

王家益先

生

0955-

111025(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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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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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元)。

不拘 4

宜蘭縣

蘇澳鎮
新裕祥21號

CT3-

005898

簡燦明先

生

0935-

029148(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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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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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元)。

不拘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