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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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利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97161500 門市主管 (親洽)

＜門市襄理-必勝客＞，1.學習高品

質的餐飲管理與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

品質。2.學習披薩製作專業知識與餐

飲連鎖店管理。3.培養增進正確的經

營管理知識及理念。工作時間：(三

班制，需輪班)日班/中班/晚班，排

休周休二日，薪資：29000元以上。

專科 5

宜蘭縣

不限

渼芯健康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宜蘭

縣私立渼芯居家

長照機構

92525355 陳先生 03-9357177

＜居家照顧服務員＞，居家式服務。

工作時間：0800-1700，周休二日，

時薪：2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三星鄉

百孚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53369686 李小姐

03-9890989(電

洽)

＜作業員＞，蔥油餅製作、包裝。上

班時間：0800-1700，供1餐，周休二

日，薪資：26400元。

不拘 4

宜蘭縣

五結鄉

昇暉金屬股份有

限公司
82872209 黃小姐 (親洽)

★統一至公司面試時間：每周一、

三、五上午08點至12點★＜操作工＞

，沖床機台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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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休8天。薪

資：28400元至31524元。供膳宿狀

況：供膳宿[3餐/天(早餐扣30元、午

餐及晚餐各扣50元)，住宿費月扣

2140元]。

不拘 4

宜蘭縣

五結鄉

金博士彩藝紙品

有限公司
27477273

陳乃華小

姐

03-9509696(電

洽，親洽)

＜美工人員＞，熟美工繪圖軟體。上

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日，薪

資：30300元。

專科 1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2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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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鄉

金博士彩藝紙品

有限公司
27477273 江小姐

03-9509696(電

洽，親洽)

＜機台操作人員＞，操作機台，彩盒

製作。上班時間:0800~1700、週休二

日、薪資:264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五結鄉
展立汽車保養廠 14896909 謝先生

03-9605357(電

洽，親洽)

＜維修學徒＞，汽車引擎板金及電機

維修，有經驗者佳。工作時間：

0830-1800(含休息時間)，供1餐，休

假依勞基法規定，薪資：26400元以

上。

不拘 1

宜蘭縣

冬山鄉

力信長照社團法

人附設宜蘭縣私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85289691
主任陳麗

旭小姐

03-9510262(電

洽，親洽，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行政特助＞，協助主管及處理行政

業務，具護理背景尤佳，上班時

間:0800~1800(午休2小時)，月休8天

排休，薪資:30000~35000元

高職 1

宜蘭縣

冬山鄉

力信長照社團法

人附設宜蘭縣私

立悠活住宿長照

機構

85289691
主任陳麗

旭小姐

03-9510262(電

洽，親洽，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環境清潔工＞，環境及廁所打掃，

上班時間:0800~1800(午休2小時)，

月休8天排休，薪資:27000~29000

元。

不拘 1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製程工程師＞，1..鏡頭自動組裝

機設定操作保養。2.良率檢討解析。

3.機台系統異常處理。4.新產品條件

變更測試分析。上班時間：

0750~1710，周休二日，月薪：

30000~40000元。★意者請先Email履

歷：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

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3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

＜玻璃研磨技術員＞，1.光學玻璃製

造。2.玻璃面板研磨、拋光、圓切、

方切、等，機台操作。3.負責機器設

備的維護與保養。4.完成主管交辦事

宜。5.玻璃加工處理作業、玻璃器具

裝配與操作。工作時間：

0750~1710、1550~0030、

2350~0830(需輪班)，周休二日，月

薪：29,400~38,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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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玻璃研磨工程師＞，1.玻璃研磨相

關技術。2.指揮協調生產人員之日常

活動，以確保產品品質與交貨率之提

升。3.執行生產管理的要求。4.向新

進人員示範設備操作、工作程序以及

安全程序，或指派有經驗人員訓練新

進員工。5.製具的管理及提供使用問

題檢討。6.每日提供產線生產報告。

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大夜班，

0750~1710,1550~0030,2350~0830，

需輪班，月休8天，月薪：

35,000~45,000元(依技術、經驗核

薪)。★意者請先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

高職 2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CNC-JG磨床技術員＞，1.CNC-JG磨

床機台操作。2.基本視圖能力。3.簡

易AUTOCAD應用。4.略懂精密模具加

工流程。5.其他主管交待辦事項。上

班時間：0750-1710，周休二日，月

薪：30000~40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不拘 3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射出成型工程師＞，1.射出成型作

業(含調機、製程參數、提高良率)。

2.模具組立和保養作業。3.機台維修

巡檢保養管理。4.成形及模具問題檢

討、解析、對策。5.調節溫度及壓力

裝置，以保持指定之加工條件。上班

時間：0750-1710，周休二日，月

薪：28,000~35,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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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機構工程師＞，1.新產品開發之產

品規格/時程/成本之掌控。2.追蹤及

協助解決開發階段時所有產品相關問

題。3.開發階段時與客戶間之溝通橋

樑。4.規劃和執行技術開發專案。5.

跨部門溝通協調將新技術導入量產。

6.新產品試作與量產導入。7.執行長

官交辦之工作。8.參與或主持工作會

議。上班時間：0750~1710，周休二

日，月薪：30000~45,000元。★意者

請先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統一

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3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品保檢驗員＞，1.掌控製造/生產

過程品質狀況(目視檢測)。2.產品不

合格之隔離處置。3.產品檢驗異常/

開立單據作業。4.協助異常原因追

蹤。5.使用測量儀器（如：工具顯微

鏡,干涉儀等）測量產品的尺寸以符

合規格。6.其他主管交辦事宜。上班

時間：0750~1710、1550~0030、

2350~0830(需輪班)，月休8天，月

薪：26400~32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3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生產設備工程師＞，1.進行設備之

日常操作及點檢和定期保養。2.負責

自動化設備、系統介面之維護及改

善。上班時間：0750~1710、

1550~0030(需輪班)，周休二日，月

薪：28000-50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不拘 2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設備工程師＞，1.負責生產線機

器、設備之操作。2.機台前置作業。

3.機台維護與保養。上班時間：

0750-1710、1550-0030、2350-0830

，月休8天，月薪：30400~35000元。

★意者請先Email履歷：

a20023@sypo.com.tw，待通知後統一

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專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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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模具工程師＞1.新產品開發之產品

規格/時程/成本之掌控。2.追蹤及協

助解決開發階段時所有產品相關問

題。3.開發階段時與客戶間之溝通橋

樑。4.規劃和執行技術開發專案。5.

跨部門溝通協調將新技術導入量產。

6.新產品試作與量產導入。7.執行長

官交辦之工作。8.參與或主持工作會

議。9.需會使用下列工具AutoCAD

等。上班時間：0750-1710，休假：

周休二日，月薪：27000-~35000元

(技術、經驗核薪)。★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2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射出成型技術員＞，1.搬運原料、

2.將輸送帶的產品分類、3.看顧機

台、4.須輪班、5..輪值晚班另有夜

勤津貼。上班時間：日班/晚班/大夜

班，0750~1630、1550~0030、

2350~0830(需輪班)，周休二日，月

薪：30400~40000元。★意者請先

Email履歷：a20023@sypo.com.tw，

待通知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高職 1

宜蘭縣

冬山鄉

神詠精密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
16856059 楊小姐

(電子郵件，就

業通網站線上

應徵)

＜研發專案助理＞，1.參與專案開發

，擬訂專案進度及跟催管制。2.撰寫

產品規格書及製作產品SOP。3.處理

主管所交辦的其他事項。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月薪：

28000~35000元以上★意者請先Email

履歷：a20023@sypo.com.tw，待通知

後統一面試，勿親洽及電洽★

大學 1

宜蘭縣

冬山鄉

豐業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42086394

黃東芳先

生

03-9594626(電

洽，親洽)

＜操作工＞，操作機械設備(磨石

機、變速機、磨石粉機)、原物料搬

運(大約25-35公斤左右，有機具輔

助)、工作區域清潔。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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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元至32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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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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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利民分裝場 40081957

游美惠小

姐

03-9282708(電

洽，親洽)

＜操作工＞，操作機械設備(瓦斯填

充機)、搬運瓦斯桶(約15-30公斤，

有推車輔助)、工作區域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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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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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宜蘭縣

宜蘭市

威合股份有限公

司
23526442 人事

0905-

096983(電洽)

＜兼職勤務人員-陽明醫院＞1.送病

患做檢查、送檢體、領血、領藥。2.

會基本電腦作業、手機APP使用。3.

現場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600-

1000、1400-1700，休假符合勞基法

規定，時薪：176元。工作地點：陽

明醫院。★應徵前請先電話聯繫★

不拘 3

宜蘭縣

宜蘭市

富利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97161500 店經理 (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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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元(外送另有津貼：8-

12元/趟次)。

高職 8

宜蘭縣

宜蘭市

富利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
97161500 店經理

03-9330958(電

洽)

＜門市人員(時薪)-必勝客宜蘭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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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元(外送另有津貼：8-

12元/趟次)。

高職 8

宜蘭縣

頭城鎮
金明勝668號

CT3-

006099

林天明先

生

0919-

900393(電洽)

＜船員＞，捕魚、補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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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0元以上。供膳宿情況：供膳宿

(3餐/天，膳宿不扣錢)。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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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人資部

03-

9886880#3111(

電洽)

＜兼職洗滌員＞，1.洗淨餐具、杯

類、器皿。2.收集搬運餐廳及廚房垃

圾廚餘至處理區域。3.搬運、收集和

整理資源回收。4.器皿、清潔機具的

保養。工作時間：日班/晚班(輪班,

最晚到22:00)，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時薪：176元。

國小 3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人資部

03-

9886880#3111(

電洽)

＜PT-餐飲部早班服務員＞1.洗淨餐

具、杯類、器皿。2.收集搬運餐廳及

廚房垃圾廚餘至處理區域。3.搬運、

收集和整理資源回收。4.器皿、清潔

機具的保養。上班時間：1100-1500

，休假：依勞基法規定(排休)，月

薪：176-190元以上。

高中 3

宜蘭縣

礁溪鄉

東之順股份有限

公司
53271467 人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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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元

~29000元。

高中 2

宜蘭縣

礁溪鄉

盛揚興業有限公

司
24436089 連小姐

03-9255353分

機15(電洽)

＜會計助理＞，1.憑單編製及單據核

算、整理作業。2.預算執行審核、簽

控作業。3.編製帳務報表作業及帳務

結算、統計業務。4.其他交辦事項。

工作時間：0830-1730，週休二日，

薪資：28000元至32000元。

專科 1

宜蘭縣

羅東鎮

盛星動力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0979468

陳先生/徐

小姐

03-9513040(電

洽，親洽)

＜維修技師＞，汽車、電動巴士維修

(可培訓)。上班時間：0800-1700；

1600-2400，排休月休8天，薪資：

28000-450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羅東鎮

越穗香蛋糕工作

坊
39973184 賴小姐 (親洽)

＜包裝人員＞1.甜點包裝。2.各項禮

盒前置準備。3.各項出貨作業。4.貨

物整理盤點。上班時間：

0900~1800(含休息時間)，休假符合

勞基法規定，薪資：28000~30000

元。

高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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