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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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

天主教靈醫會

醫療財團法人

羅東聖母醫院

42003535 鄭小姐

(函寄，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居家照顧服務員-天主教靈醫會醫

療財團法人附設宜蘭縣私立羅東聖母

居家長照機構＞，患者居家照顧服

務。上班時間：0800-1730，周休二

日，時薪：200元(轉場費另計)。

不拘 3

宜蘭縣

不限

社團法人宜蘭

縣社區照顧促

進會

49921257 林主任
03-9381371(電

洽)

＜居家照顧服務員-附設宜蘭縣私立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居家服務，需具備照顧服務員結訓證

書或證照。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周休二日，時薪：210元。

不拘 3

宜蘭縣

不限

悟饕股份有限

公司
12795454 張小姐

03-

9903366#112(

函寄，電洽，

親洽，電子郵

件)

＜儲備幹部＞，門市現場營運作業執

行及管理。上班時間：排班每班8小

時，月排休8天起，薪資：27000元。

專科 2

宜蘭縣

不限

悟饕股份有限

公司
12795454 張小姐

03-

9903366*112(

函寄，電洽)

＜內場人員＞，門市廚務作業及門市

整體營運需求及維護。工作時間：

0800~2000(排班每班8小時)，休假：

月排休8天，薪資：26400~31000元，

高中 5

宜蘭縣

不限

悟饕股份有限

公司
12795454

張鈺照小

姐
(函寄，親洽)

＜正職外場人員＞，1.門市商品包裝

作業。2.點餐收銀作業。3.外送配送

作業及門市整體營運需求之維護。工

作時間：0800~2000(排班每班8小時)

，休假：月排休8天起，薪資：

26400~30000元。

高中 2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2　年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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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鄉

映月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4631597 林小姐

Email履歷(電

洽，電子郵件

，就業通網站

線上應徵)

＜護理人員＞，1.產婦及新生兒之護

理工作及衛教。2.具產後護理經驗者

佳。3.需具備證照：普考護士執照、

高考護理師執照、CPR證照。4.其他

條件：具新生兒高級救命術證照及產

後護理之家經驗為佳。工作時間：

(三班制，需輪班)日班0800-1630；

中班1530-2400；夜班2400-0800，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36000-

41000元(夜班津貼另計)。★意者請

先E-mail履歷：

inmoonnurse@gmail.com★

專科 2

宜蘭縣

三星鄉

映月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4631597 林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房務管理人員＞，1.負責房務清

潔、整理、打掃、鋪床。2.客房與公

共區域環境清潔與保養維護。3.客房

餐點遞送。4.協助簡易廚房工作。5.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與其他房務相關作

業。工作時間：(二班制，需輪

班)0800-1630；1000-1830，排休月

休8天，薪資：27900-29400元。★意

者請先E-mail履歷：

inmoonnurse@gmail.com★

高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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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寄，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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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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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饕股份有限

公司
12795454 張小姐

03-

9903366#112(

電洽，親洽，

電子郵件)

＜食品作業員＞，負責食品加工生產

作業工作，對食品生產作業流程製作

有興趣。上班時間：0800~1700，排

休周休二日，薪資：26400元。

高中 5

宜蘭縣

冬山鄉
宜鹿發企業社 85319554 張店長

03-9611908(電

洽，親洽，電

子郵件)

＜現場工作人員＞，照顧動物、環境

清潔、服務遊客...等。上班時間符

合勞基法規定，供1餐，排休月休6-8

天，薪資：27000-33000元。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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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偉建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40594252

李卉榛小

姐

03-9903311(電

洽)

＜操作工＞，機器操作(冷卻、電

焊)、搬運(約30公斤，超過40公斤有

機具輔助)、工廠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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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至31524元。

供膳宿情況：供膳宿(1餐/天，每餐

扣60元，住宿費月扣3000元)。

不拘 16

宜蘭縣

冬山鄉
翊恩企業社 49893196 張小姐

03-9592219(電

洽，親洽)

品檢員＜312204＞，醫療器材品檢組

裝，上班時間：08:30-17:30，休假

依勞基法規定，時薪176元。

高職 1

宜蘭縣

宜蘭市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42756204 營運主管

03-9330589(電

洽，親洽)

＜大阪王將-宜蘭新月店-內外場儲備

幹部＞，外場工作：1.餐桌佈置及整

潔服務。2.顧客接待及座位安排。3.

回覆顧客點餐需求與提供建議。4.提

供顧客桌邊服務。5.內場廚房支援備

料。6.整潔門市環境與餐具保養。內

場工作：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

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2.協

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重量。3.分

切流程作業。4.食材分裝分包。工作

時間及修上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30000元-35000元。

高中 5

宜蘭縣

宜蘭市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42756204 營運主管

03-9330589(電

洽，親洽)

＜大阪王將-宜蘭新月店-內外場兼職

/計時/工讀夥伴＞，外場工作：1.餐

桌佈置及整潔服務。2.顧客接待及座

位安排。3.回覆顧客點餐需求與提供

建議。4.提供顧客桌邊服務。5.內場

廚房支援備料。6.整潔門市環境與餐

具保養。內場工作：1.負責洗、剝、

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

工作。2.協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

重量。3.分切流程作業。4.食材分裝

分包。工作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

定(須配合六日出勤)，時薪：178元-

193元。

高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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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42756204 營運主管

03-9330589(電

洽，親洽)

＜大阪王將-宜蘭新月店-幹部/組長

＞，1.外場顧客服務及清潔執行。2.

內場產品製作與備料。3.行政業務執

行與現場區域營運管理。4.人員訓練

執行產品品質管控及值班管理。工作

時間及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

35000元-43000元。

高中 5

宜蘭縣

宜蘭市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42756204 營運主管

02-23773088分

機203(電洽，

親洽)

＜大阪王將-宜蘭新月店-店長＞，1.

門市營運管理與行政業務執行。2.門

市夥伴招募、訓練、工作安排與人員

發展。3.門市進銷貨管理與分析。4.

產品品質管控及值班管理。5.商圈經

營。上班時間：彈性排班(需輪班)，

正職人員每月排班需達160小時，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月薪：42000-

57000元。

高中 1

宜蘭縣

宜蘭市

王座國際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
42756204 營運主管

02-23773088分

機203(電洽，

親洽)

＜大阪王將-宜蘭新月店-副店長＞，

1.行政業務執行與現場區域營運管

理。2.人員訓練執行。3.產品品質管

控及值班管理。4.主管交辦事宜。上

班時間：彈性排班(需輪班)，正職人

員每月排班需達160小時，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月薪：41000元-46000

元。

高中 1

宜蘭縣

員山鄉

宜蘭縣私立員

山翠林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85222019
林春秀小

姐
(親洽)

＜機構看護工＞，住民照護、洗擦

澡、換尿布、協助復健按摩、餵食、

環境清潔。工作時間：(三班制，需

輪班)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夜班：2400-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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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方式：排休月休8天。薪

資：28400元以上。供膳宿狀況：供

膳宿(2餐/天，每餐扣50元，住宿費

月扣2600元)。

不拘 8

宜蘭縣

員山鄉

東榮水電工程

有限公司
28370411 林淑蘭

03-9232011(電

洽，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水電技工＞管線施工。上班時間：

0800~1700，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日薪：2000~2100元

不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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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員山鄉

東榮水電工程

有限公司
28370411 林淑蘭

03-9232011(電

洽，親洽，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繪圖人員＞設計水電施工圖竣工圖

，上班時間：0800~1200、1300~1700

，周休二日，薪資：30000~35000

元。

高職 2

宜蘭縣

員山鄉

東榮水電工程

有限公司
28370411 林淑蘭

03-9232011(電

洽，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水電半技工＞協助水電管線施工

(無經驗可)。上班時間：0800~1700

，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日薪：

1408~1600元。

不拘 4

宜蘭縣

羅東鎮

天主教靈醫會

醫療財團法人

羅東聖母醫院

42003535
長照部-陳

小姐

03-9544106分

機8715(函寄，

電洽，電子郵

件，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照顧服務員-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

團法人附設私立聖母樂智社區長照機

構＞，1.團體家屋住民生活照顧服

務。2.團體家屋住民活動帶領。3.相

關行政表格撰寫整理。4.其他業務代

辦事項。工作時間：(三班制，需輪

班)0800-1630；1600-2430；2400-

0830，排休月休8天，薪資：29000

元-33000元。供膳宿：供1餐(每餐扣

60元)，供宿《住宿費月扣600元至

1200元(依房型而定)》。

不拘 2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天主

教靈醫修女會

附設宜蘭縣私

立瑪利亞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66268422 郭修女

03-9512060(電

洽，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長照個案管理人員＞個案管理及訪

視，評估個案需求及擬定照顧計畫並

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或長照需要變化調

整照顧計畫，上班時間：08:00-

18:00(午休2小時)，薪資：

35000~38000元，月休：排休8天。

專科 1

宜蘭縣

羅東鎮

台灣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
16840445 余先生

03-9530110(電

洽)

＜運鈔保全＞，金融機構運鈔工作，

需具備汽機車駕照。上班時間：

0800-1700(偶爾需加班17-23)，月休

5-6天，薪資：30900元起。

高職 2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天主

教靈醫修女會

附設宜蘭縣私

立瑪利亞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66268422 郭修女

03-9512060(電

洽，就業通網

站線上應徵)

＜護理師＞，1.對長期照護機構照護

服務有興趣。2.願意督導照顧服務員

從事直接照護具行走能力的失智長者

之日常生活起居。工作時間：(三班

制/需輪班)日班0800-1600；中班

1600-0000；晚班0000-0800，休假依

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38000元。

高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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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天主

教靈醫修女會

附設宜蘭縣私

立瑪利亞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66268422 郭修女
03-9512060(電

洽，親洽)

＜社工人員＞，社工服務，社服照

顧。工作時間：0800-1800(含中間休

息時間)，排休周休二日，薪資：

35000元。

大學 3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感恩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承辦羅

東鎮養護所

09920339
陳佳盈小

姐

03-9510789分

機153(函寄，

電洽，電子郵

件)

＜護理師＞1.護理服務工作。2.服務

對象健康照護及就醫聯繫。3.照顧服

務員臨床指導。4.護理指標監測。5.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上班時間：

0800~1600；1600~2400；2400~0800

，休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薪資：

34000-45000元。

專科 3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感恩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承辦羅

東鎮養護所

09920339
陳佳盈小

姐

(就業通網站線

上應徵)

＜物理治療師＞1.評估住民復健活動

需求與成效。2.指導並實施復健運動

並完成紀錄。3.配合醫師評估調整及

實施復健運動並適時提出討論。4.配

合機構執行健康促進活動5.其他主管

交辦事項。薪資：35000-42000元，

上班時間：0800-1730，休假：依勞

基法規定。

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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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其他-

http://ehr.po

hai.org.tw/)

＜開刀房資深護理師＞1、協助病患

術前核對及準備。2、協助各科醫師,

執行術前姿勢擺位及消毒舖單準備。

3、協助各科醫師執行術中牽引、拉

勾抽吸。4、協助醫師執行術後之傷

口縫合包紮或石膏固定。5、協助團

隊運送術後病人至恢復式或加護病

房。工作時間(輪三班)。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41800~44800

元。

專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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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其他-

http://ehr.po

hai.org.tw/)

＜網路社群編輯＞1.網路行銷操作

(推廣社群、連結社群話題提高網路

聲量)。2.素材編輯與圖片製作、發

文與成效追蹤。3.議題發想與線上行

銷活動辦理。4.經營自有媒體5.監控

社群網路平台動向。6.加分項目：基

礎攝影、錄影、剪輯後製。7.經營媒

體與公共關係，提升本院品牌形象。

8.接待媒體採訪。上班時間：0800-

1730，休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

27000~31600元。

大學 1

第 6 頁，共 7 頁 0316求才快訊



宜蘭縣

蘇澳鎮

大泰紙業股份

有限公司
22600773 林先生

03-9902721(電

洽)

＜操作工＞，紙箱成品打包、釘盒、

貼合、搬運原料及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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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休二日。薪

資：28400元至32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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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宜蘭縣

蘇澳鎮
永渼企業社 91642735 李小姐

03-9902698(電

洽，親洽)

＜門市人員＞1.介紹及銷售門市商

品。2.商品進貨入庫、銷售管理及庫

存管理。3.維持店櫃週遭之整潔。4.

每日銷售結算及報表統計作業。上班

時間符合勞基法，月休6-8天，薪

資：28000元起(通過考核可調薪至

30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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