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1

盈興商行

倉管人員

2

東大電器材料行

水電配線技術員

3

冠閎企業社

專櫃／門市（人
員／儲備幹部）

4

正宗百貨五金行

賣場（人員／儲
備幹部）

5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
社工人員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商品進出貨、補貨、盤點、key 單、環境維護、協助送貨及其他臨 日班：自 08 時 00
時交辦事項。
分~至 17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水電學徒，備汽機車駕照。
分~至 17 時 00 分
日班：自 07 時 00
分~至 15 時 00 分;
結帳收銀、商品補貨、門市清潔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需輪班。
中班：自 15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收銀、商品陳列、搬運、賣場內部貨物整理，周遭環境清潔等相關 日班：自 08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工作，其他交辦事項。
早班：0800-1700；晚班：1400-2300，須輪早晚班，學習態度良 夜班：自 14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好，不遲到早退，無經驗可，詳請面議。
輪班二班制
(一) 個案管理
1、社區式服務
(1)個案開案評估、依核定計畫媒合照服員提供服務。
(2)個案定期訪視評估、資源連結、照顧計畫調整與結案評估。
2、機構式/據點式服務
(1)直接提供個案日間/夜間照顧服務及據點活動。
(2)暫停追蹤與結案評估。
3、個案的申訴抱怨及異常事件處理追蹤。
日班
(二) 照服員管理。
1、照服員的聘用、面談。
2、照服員之工作督導(查班、個督、團督、工作指導)及考核。
3、照服員教育訓練安排。
4、照服員小組會議召開。
(三)行政管理
1、照服員及督導員各項教育訓練方案規畫執行及核銷。
2、衛福部照管系統回覆及登打。

111/8/1

工作地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四)協辦工作
1、主管交辦事務。
2、支援中心及全會活動。

6

7

8

日班：自 10 時 00
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 餐飲服務及接待 接待顧客、介紹餐點、結帳、環境美化等工作，視情況支援餐廳內 分~至 14 時 00 分;
花蓮縣光復鄉
鳥全人發展協會
員
場廚務與餐點製作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中班：自 17 時 00
分~至 21 時 00 分
機台操作(紙張裁切、上、下物料)、工作需搬重 30~50 公斤。
日班：自 08 時 00
旺得富紙業有限公司 紙製品技術人員 ※工作地為光復分公司，分公司未成立投保單位，勞健保加保事宜
花蓮縣光復鄉
分~至 17 時 00 分
由嘉義總公司統一受理。
光復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員
一、社會工作個案服務-關懷諮詢服務及個案管理。
二、專案服務:運用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專業方法推展婦女及兒少
褔利服務。
三、原住民族各項權益宣導或講座。
四、推展志願服務。
五、建立社會資源網絡平台。
六、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褔利人口群統計資料。
七、其他創新服務或社會褔利服務事項。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
日班：自 08 時 30
社會工作師
其他條件：
花蓮縣光復鄉
社會福利基金會
分~至 17 時 30 分
一、具原住民身份及原住民語言能力者尤佳
二、至少修畢 45 社工相關學分以上。
三、備汽機車駕照。
四、親和熱忱、積極進取，願長期投入原住民社會工作或家庭社會
工作者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晉用。
請一律以 e-mail 應徵，合適者將於 7 個工作天內主動聯繫，不合
適者將不另行通知。
nancy@goodshepher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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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9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志康聯合超市股份有 賣場（人員／儲
限公司
備幹部）

10 橙雙商行

政旺企業股份有限公

11 司

專櫃／門市（人
員／儲備幹部）

其它機械操作員

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 餐飲服務及接待
員

12 鳥全人發展協會

13 東澤環保有限公司

關山汽車股份有限公

14 司

工作內容

收銀員、陳列員，負責櫃檯收銀業務，整理貨品、店內清潔打掃， 日班：自 08 時 00
及其他交辦事項。
分~至 18 時 00 分;
需配合輪班：早班 0800-1200，1400-1800/ 晚班 1200-1600，
輪班二班制; 中
1800-2200。
班：自 12 時 00 分
相關經驗尤佳，無經驗可。
~至 22 時 00 分
日班：自 07 時 00
分~至 15 時 00 分;
夜班：自 23 時 00
進貨補貨、環境清潔、收銀結帳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分~至 07 時 00 分;
中班：自 15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混凝土拌合機操作手，需基本操作電腦。
日班：自 07 時 30
中午休息 11:45-13:00，依勞基法規定延長工時情況下，將依規定
分~至 17 時 30 分
給付加班費或補休。
日班：自 10 時 00
接待顧客、介紹餐點、結帳、環境美化等工作，視情況支援餐廳內 分~至 14 時 00 分;
場廚務與餐點製作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中班：自 17 時 00
分~至 21 時 00 分

資源回收計時人員(PT) ，按工時計算。
清潔工／資源回 負責整理回收物品、清潔整理及交辦事項。
收人員
上班區域在花蓮南區:瑞穗鄉
意者請於上班時間電洽彭小姐預約面試。

客戶服務人員

工作時間

其他: 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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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瑞穗鄉

負責車輛租賃管理、顧客接待及相關景點指引，須會基本電腦文書
操作，備有汽機車駕照，除基本薪水之外另有業績獎金制度，有相 日班：自 08 時 00
關經驗者尤佳(薪水會再調整)，須配合支援輪調制度(最遠台東)， 分~至 17 時 00 分 花蓮縣瑞穗鄉
意者請備妥履歷表後電洽預約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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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廠商名稱
關山汽車股份有限公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兼職人員(瑞穗)
負責車輛租賃管理、顧客接待及相關景點指引，須會基本電腦文書
操作，備有汽機車駕照，除基本薪水之外另有業績獎金制度，有相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關經驗者尤佳(薪水會再調整)，須配合支援輪調制度(最遠台東)， 分~至 17 時 00 分
意者請備妥履歷表後電洽預約面試。

15 司

兼職人員

16 奕倫實業有限公司

專櫃／門市（人 門市、環境整理及上級交辦事項。
員／儲備幹部） 請先聯繫預約面試時間

日班：自 09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分~至 18 時 00 分

加油服務生

輪班三班制

花蓮縣瑞穗鄉

輪班二班制

花蓮縣瑞穗鄉

瑞北加油站股份有限

17 公司

加油服務、環境清潔及上級交辦事項，三班制，排休假。

蝴蝶谷實業股份有限 餐飲服務及接待 兼職餐廳服務人員，端盤、清潔、接待及交辦事項。
18 公司
上班時間配合公司安排
員

蝴蝶谷實業股份有限

19 公司

瑞北加油站股份有限

20 公司

虎爺溫泉休閒事業有

21 限公司

房務員

整理房間、房務清潔及其它交辦事宜。

日班：自 07 時 30
分~至 16 時 00 分;
夜班：自 14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分~至 22 時 30 分;
中班：自 09 時 00
分~至 17 時 30 分

加油服務生

加油服務、環境清潔及上級交辦事項，三班制，排休假。

輪班三班制

房務員

負責飯店／旅館內房間的打掃工作，協助整理房間清潔及補充消耗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性用品，及配合公司調度工作項目。
分~至 17 時 00 分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
兼職人員
22 司

1.負責包裹分類、堆放作業需要搬運重物。
2.需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3.工作待遇：時薪 170 元(依法給予加班費)

花蓮縣瑞穗鄉

日班：自 09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分~至 18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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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廠商名稱

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

23 文教基金會

職缺名稱

課輔老師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接受本會師資培訓
🌱進行教學，建立學生基礎能力
🌱配合線上點名、週誌繳交等行政作業
🌱本會服務對象為經濟弱勢、學習落後之學生，一班 6 至 8 名學
生，教師須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則，依學生程度提供輔助
【應徵條件】
🌱對服務偏鄉弱勢兒少有熱忱者
🌱對小數學(或英文)教學有熱忱者
🌱願意接受培訓及配合行政作業者
🌱擅觀察、具耐心、負責任者
【工作範圍/時間】
🌱瑞穗國小 / 國小數學 / 週一、三 19:00-20:30 / 課師 1 名
【面試地點】壽豐鄉公園路 103 號
【時薪】主教： 200/h 起
其他: 見職務說明 花蓮縣瑞穗鄉
【公司福利】行政作業充分配合者，每月核發獎金（教 1 科 500
元）
【應徵方式】
🌱至以下連結下載履歷 ( https://reurl.cc/N6K059 )，填妥後
寄至本會應徵信箱，並註明「應徵補救教學課師(科目/地點)」，
即完成應徵
🌱本會應徵信箱：shengyi@renewal.org.tw
🌱應徵流程：書面審核-＞考試與面試-＞通知是否錄取
🌱考試：數學考(國小)四則運算，英文考(國小)聽說讀寫。可至
此網站進行練習：https://www.boyo.org.tw/....../freeteaching-materials
【聯絡電話】(03)876-4899 黃小姐 /盛小姐
🌱有問題請電洽，勿私訊
🌱可洽詢時間：週一至五 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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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24 吉蒸牧場有限公司
25 馨儂快餐店
26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27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製程技術員

29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大貨車司機

源興居生技股份有限

31 慈惠實業有限公司

工作時間

餐飲服務及接待 點餐、餐飲製作、送餐及清潔服務，有時須協助其他部門工作及上 日班：自 08 時 00
員
級交辦事項。
分~至 18 時 00 分
協助廚務工作、餐盤洗滌、切菜、備料、烹煮、送餐等。
日班：自 07 時 30
廚師助理
具中餐烹調丙級和普通小型車駕照者佳。
分~至 14 時 00 分
行政相關業務、文件資料建檔、須具備出納或會計相關經驗及交辦
事項
日班：自 08 時 00
行政助理
休假方式：月休 8 天，週日固休，週六隔週休，排休
分~至 17 時 00 分
請先電話聯繫預約面試，面試時請準備"手寫"履歷表
負責工程製圖及交辦事項、需備有相關經驗者，詳情面議。
製造業繪圖工程 休假方式：月休 8 天，週日固休，週六隔週休，排休
日班：自 08 時 00
請先電話聯繫預約面試，面試時請準備"手寫"履歷表
師
分~至 17 時 00 分
薪資視經歷及工作表現做調升

28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30 公司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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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
花蓮縣瑞穗鄉
花蓮縣瑞穗鄉

花蓮縣瑞穗鄉

花蓮縣瑞穗鄉

負責現場鐵材加工、機器操作及交辦事項，詳情面議。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瑞穗鄉
請先電話聯繫預約面試，面試時請準備"手寫"履歷表
分~至 17 時 00 分
負責司機事務及交辦事項，詳情面議。
駕駛大貨車(吊卡)，將貨品、原料或建材運送至目的地；裝卸貨 日班：自 08 時 00
品，並固定貨品，確保運送過程安全等 。(休息日加班依勞資雙方 分~至 17 時 00 分 花蓮縣瑞穗鄉
協商) 薪資視經歷及工作表 現做調升

家畜飼育工

農場工作人員(可兼職)
農場環境整理、牛隻照顧管理、榨乳工作。
兼職人員薪資依勞基法規定。
工作時間 8 小時/天，中午休息一小時以上，休假依排班。

照顧服務員

日班：08 時 00 分
~16 時 00 分; 夜
【醫院】照顧服務員 (須備有照顧服務員證書)，負責照顧病患生
班：00 時 00 分~08
花蓮縣鳳林鎮
活所需，詳情面議。
時 00 分; 輪班三班
制; 中班：16 時 00
分~00 時 00 分

日班：自 06 時 00
花蓮縣鳳林鎮
分~至 19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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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兆旭開發股份有限公

32 司

職缺名稱

櫃檯服務人員

工作內容
1.房客排房、住房、退房作業。
2.櫃檯帳務處理作業。
3.旅遊資詢服務。
4.行李運送服務 。
5.房客接駁車安排及連繫 。
6.館內各項設施解說 。
7.主管交辦事項。

【技術員(工務)】
1.水、電、瓦斯維修保養。
2.冷氣空調設備維修保養。
兆旭開發股份有限公
環境工程人員 3.飯店客房報修修復。
33 司
4.木工修繕、傢俱維修。
5.壁紙修復、更新。
6.其他完成主管交辦事宜。
嶄耀國際股份有限公 太陽能技術工程 安裝太陽能相關工作及主管交辦事項等。
34 司
師
※工作地點：會因工作需求而變動至其它縣市工作。
資源回收、廚餘整理。
需會操作貨車上使用之吊桿，具證照佳。
35 東澤環保有限公司 大貨車司機
意者請於上班時間電洽彭小姐。

36 蜂之鄉有限公司

廠務助理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日班：自 07 時 00
分~至 15 時 30 分;
夜班：自 18 時 00
分~至 02 時 30 分; 花蓮縣鳳林鎮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2 時 00 分
~至 20 時 30 分
日班：自 08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
輪班二班制; 中 花蓮縣鳳林鎮
班：自 13 時 00 分
~至 21 時 30 分
日班

花蓮縣不限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1.管理人員工作配置、廠務規劃、作業流程督導、主管交辦事項。
※會依工作需求而出差至其它縣市。
日班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花蓮縣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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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花蓮縣私立康祐居家

37 長照機構

花蓮縣私立康祐居家

38 長照機構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社會工作師

日班：自 08 時 3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照顧服務員

1.身體照顧。
2.日常生活照顧。
3.家事服務。
4.喘息服務。
備汽機車駕照。
工作時間：07:00~19:00(工時 8 小時)。
意者請先電洽。

日班：自 07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9 時 00 分

通訊系統工程師 ＜通信技術員＞通信處理及維修。

得利通通信工程有限

通訊系統工程師 ＜系統整合工程師＞，通信網路及資訊整合。

40 公司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

41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工作地

【居服督導員】
1.文件管理。
2.個案開發。
3.電訪及家訪。
4.主管交辦事項等。
備汽機車駕照。
意者請先電洽。

得利通通信工程有限

39 公司

工作時間

111/8/1

照顧服務員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花蓮縣私立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日班：自 08 時 00
在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或家庭，負責照顧病患之專業照護等相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關工作。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42 人花蓮慈濟醫院

職缺名稱

照顧服務員

工作內容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花蓮縣私立花蓮慈濟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工作內容：至服務案家提供照顧服務工作。
1.須具備「長照人員服務證明」正本。
2.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或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高中
日班
(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畢業證書(擇一條件即可)。
3.完成 COVID-19 疫苗追加劑(第三劑)接種。
4.對照顧失能失智長者有高度興趣與熱忱者。
5.具失智症/身心障礙 20 小時訓練證明者佳。
意者請先 e-mail 履歷。

1.身體照顧。
2.家事服務。
花蓮縣私立恒好居家
3.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4.居家喘息服務。
43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照顧服務員
務機構
5.生活復能等。
需備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結業證書及汽機車駕照。
備失智 20 小時或身心障礙 20 小時訓練課程者佳。
產品維修安裝及保養人員
其他產品維修人
飲水機產品維修及安裝、日常保養。
44 賀眾商號
員
(需會開手排車)
鐵工、電焊、切割等相關工作。
45 立統股份有限公司 焊接、切割工 ※有經驗者佳。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46 立統股份有限公司

焊接、切割工

工作時間

協助師傅、電焊、切割及主管臨時交辦事項等相關工作。
※有經驗者佳。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111/8/1

工作地

花蓮縣不限

日班：自 07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3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工地監工

48 立統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製品技術人 協助各式鋼製金屬門製作、安裝等相關工作。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員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50 司

營建施工人員

兼職人員

工作地

【工地主任】
1.現場施工監督、工程品質、進度、工程安排、協調、成本控制及
日班：自 08 時 00
檢討。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2.勞工安全檢視管理及工務所需各項作業。
意者請先電洽。

47 友上營造有限公司

49 瑞展營造有限公司

工作時間

111/8/1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工地施工、聽從主管指派等相關工作。(須具備輕機車駕照及普通
日班：自 08 時 00
小型車駕照)。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1.基層的服務工作,各工作站作業開始學習起。
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
3.顧客服務滿意度提昇，學習。
4.工作區域整理&清潔。
【工時未達 80 小時】

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
2.依照顧客點購的餐點，調理出色香味形器兼備的美味料理。
3.於出餐時負責料理擺盤並確認擺盤份量&品質之工作。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中/西餐烹飪廚 4.工作區域整理&清潔。
51 司
師
5.人員訓練相關學習。
【全省各分店(須配合外派輪調)】
【意者：請將履歷 e-mail 至信箱】

部分工時(兼職)

花蓮縣不限

日班：自 09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
夜班：自 14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1 時 00 分
~至 21 時 00 分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52 司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53 司

全勤流通管理股份有

職缺名稱

儲備幹部

儲備幹部

工作內容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56 司

日班：自 09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
夜班：自 14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1 時 00 分
~至 21 時 00 分

1.營運績效執行與管理。
2.人員培訓育成相關。
3.顧客料理滿意度確保與提昇、料理抱怨及意見處理。
4.行政庶務管理 。
5 原物料與設備管理。
【意者：請先將履歷 e-mail 至信箱】

日班：自 09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
夜班：自 14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1 時 00 分
~至 21 時 00 分

倉儲物流人員

兼職人員

工作地

1.營運績效執行與管理。
2.人員培訓育成相關。
3.顧客服務滿意度確保與提昇、顧客抱怨及意見處理。
4.行政庶務管理。
5.原物料與設備管理
(意者：請將履歷 e-mail 至信箱)

將商品配送到店家(需打滿三劑疫苗)
休假方式 : 一周排休二天
1.基層至專業的桌邊服務與接待工作學習起。
2.負責招呼接待、點餐、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
3.學習協助店內產品掌控、結帳、盤點及清潔規範等相關事宜。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 餐飲服務及接待 4.人員訓練相關學習。
55 司
員
5.顧客服務滿意度提昇，學習。
【意者：請將履歷 e-mail 至信箱】。
【全省各分店(須配合外派輪調)】。

54 限公司

工作時間

111/8/1

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
2.調理出色香味形器兼備的美味料理。
3.物料入庫、整理。
4.工作區域整理、清潔。

夜班：自 22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08 時 00 分
日班：自 09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
夜班：自 14 時 00
分~至 23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1 時 00 分
~至 21 時 00 分

部分工時(兼職)

花蓮縣不限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意者：請將履歷 e-mail 至信箱)
【工時未滿 80 小時】
花蓮縣私立佑安居家

57 長照機構

照顧服務員

花蓮縣私立肯兆固居
58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照顧服務員
服務機構
花蓮縣私立北安居家

59 長照機構

照顧服務員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60 會附設花蓮縣私立有 照顧服務員
福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佳愛科技居家照護有
限公司附設花蓮縣私
61 立一鍵通居家長照機 社會工作師
構

沐浴清潔、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動、餐食照顧、家務協助、陪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伴就醫及陪伴服務等
分~至 17 時 30 分
到府提供個案日常生活照顧及喘息服務、家事服務等相關工作。
工作地區：花蓮縣不限。
輪班二班制
花蓮縣不限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照顧服務員】
日班：自 08 時 00
在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或家庭，負責照顧病患之專業照護的工 分~至 20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作。
部分工時(兼職)
【照顧服務員】
居家照顧服務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翻身、沐浴、更衣、扶持上下床 日班：自 08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及散步、居家環境整理、陪同就醫、代購日常用品等。
部分工時(兼職)
具備汽、機車駕照。
【居家服務督導員】
1.召募、訓練照顧服務員，並確實管理督導其工作狀況及工作績
效。
2.訂定照顧服務員工作時間、內容、守則、流程與作業標準、指
導、改善。
3.規劃辦理教育訓練（照顧服務員培訓／職前／在職訓練）。
4.開案及照顧服務員工作分配及調度。
5.關懷電訪、居家訪視。
6.擬定並執行照顧服務品質監測。

日班

花蓮縣不限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佳愛科技居家照護有
限公司附設花蓮縣私
62 立一鍵通居家長照機 照顧服務員
構

工作內容
【居家照顧服務員】
到宅提供居家式長照服務：
1.為病患翻身、捶背、擦拭身體、更衣、扶持上下床及散步等。
2.照顧病患飲食起居、服藥等。
3.居家打掃、整理環境、送洗病患衣物及代購所需用品。

花蓮縣私立康樂居家
63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照顧服務員
務機構

居家照顧服務工作。

花蓮縣私立康樂居家
64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照顧服務員
務機構

居家照顧服務工作。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日班：自 07 時 00
分~至 15 時 00 分;
夜班：自 13 時 00
分~至 21 時 00 分; 花蓮縣不限
輪班三班制; 中
班：自 10 時 00 分
~至 18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輪班二班制; 中 花蓮縣不限
班：自 12 時 00 分
~至 20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輪班二班制; 中 花蓮縣不限
班：自 12 時 00 分
~至 20 時 00 分

1.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家事服務、喘息服務。
2.具備照服員結訓證書或照服員證照 。
3.工作地點：花蓮市、吉安、壽豐、鳳林、新城、秀林。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66 金中興營造有限公司 會計助理

記帳、廠商請款、基本文書處理。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富爾捷企業有限公司
67 私立富沐居家長照機 照顧服務員
構

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家事服務等及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花蓮南區，意者請先電洽。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花蓮縣私立真善美居

65 家長照機構

照顧服務員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

68 分院

職缺名稱

諮商心理師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一、資格條件(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具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證照(如應徵人員已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臨床心理師類科考試，但尚未取得「臨床心理師證書」者，
應提供成績及格證明文件)。
二、工作項目：
1、門診和病房心理衡鑑及心理治療。
2、教學醫院臨床心理師 PGY 訓練(視醫策會計畫規定完成，並依相
關規定而調整受訓期間)。
3、其他科內交辦業務。
三、聯絡方式(含檢具文件)：
1.請以編號依序檢附(1)個人履歷、(2)自傳、(3)研究所畢業證
書、(4)臨床心理師證書或考試及格證明、(5)研究所修課課程內容
或其他學習證明、(6)實習單位與督導姓名與連絡電話、(7)退伍令
(無則免附)或其他提供資料等相關文件掃描檔、(8)工作經歷證明
日班：自 08 時 00
(無則免附)、(9)榮民證(無則免附)，報名資料一律以 A4 格式，並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將上述資料 Email 至 incky611@gmail.com （email 後請來電確
認）※報名表及履歷表請至本院 http://www.vhyl.gov.tw/首頁 >
最新消息 > 就業資訊 >本項徵才內下載
2.收件截止日:111 年 8 月 5 日。
3.經審查符合資格者擇優通知面試，並依成績擇優錄取，不符資格
者或經審查不合業務需要者，恕不通知亦不退件，未錄取者不另行
通知。
4.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6 條規定，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
心障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依序優先錄用。
5.依輔導會 103 年 9 月 3 日輔人字第 1030063156 號書函，如獲錄
取遴用，應服務滿 2 年以上為原則。
6.聯絡方式:
電話：03-8883141-5200 or 5209
地址: 981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 號臨床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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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聯絡人: 吳月梅臨床心理師或王藝陵主任
※相關求才訊息請以官網為主，網址如下。
http://www.vhyl.gov.tw/index.php?mo=NewsInfo&ac=news2_list
東海泛舟育樂有限公

69 司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櫃檯服務人員

協助接待客人、行政相關業務、辦公室境清潔及其他交辦事項

70 天翼營造有限公司

粗工

協助環境清潔及維護、植栽綠美化、粗雜工及上級交辦事項，工作
地點隨工程所在地移動。
日班：自 07 時 00
花蓮縣不限
中午休息時間 11:00-14:00
分~至 18 時 00 分
欲應徵者請先電話聯繫預約面試時間

71 天翼營造有限公司

推土機、怪手操 怪手司機，依能力給薪，工作地點在花蓮南區，依工程而定
作員
中午休息 2 小時

日班：自 07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8 時 00 分

72 國風汽車行

運輸交通專業人
從事計程車載客服務及代客駕駛。
員

其他: 工作時間依
花蓮縣不限
個人作息

花蓮縣私立富爾捷居
73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照顧服務員
服務機構
富爾捷企業有限公司
74 私立富沐居家長照機 照顧服務員
構
樂清服務股份有限公
儲備幹部
75 司

長照服務(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家事服務)、失智照護服務。
日班：自 08 時 00
須備汽機車駕照及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意者請先電洽。
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家事服務等及主管交辦事項。
意者請先電洽。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清潔用品配送及開發業務，需具備汽車駕照，意者可先電洽，另約 日班：自 08 時 30
花蓮縣不限
面試
分~至 17 時 30 分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職缺名稱

花蓮縣私立永護寧居
照顧服務員
76 家長照機構

77 謙杰土木包工業

營建施工人員

花蓮縣私立沛恩居家
78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照顧服務員
務機構

79 振輝土木包工業

粗工

80 俊昆土木包工業

模板工

81 俊昆土木包工業

業務助理

82 俊昆土木包工業

工地監工

83 永曄營造有限公司

營建施工人員

工作內容
居家服務、喘息服務等。
需備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及汽機車駕照。
意者請先電洽。
施作工程整修、油漆、鐵作及水電等土木類工項，與其他師父配
合。

工作時間
日班

111/8/1

工作地
花蓮縣不限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到宅依長照 2.0 居家式服務項目執行居家服務。需備照服員結業證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書或證照。
分~至 17 時 30 分
泥作工程及球場跑道鋪設工程，須備汽機車駕照，意者請先電洽. 日班：自 08 時 00
(上班時間:07:30 集合報到)
分~至 17 時 00 分
★[體力工]
組模板
日班：自 08 時 00
工作時間:08:00-17:00，須具備汽車駕照 (休息日加班依勞資協
分~至 17 時 00 分
議)，
意者請先電洽約面試.
電腦文書相關作業及公務單位協助送件，輔助負責人工地相關事務
日班：自 08 時 00
(具土木相關科系畢或土木現場助理相關經驗尤佳)
分~至 17 時 00 分
應徵請先電洽 03-8574327 吳小姐
現場工地主任， 負責測量及電腦文書，工地主任證照尤佳，需備
日班：自 08 時 00
汽車駕照。
分~至 17 時 00 分
應徵請先電洽 03-8574327 吳小姐

花蓮縣不限

花蓮縣不限

花蓮縣不限

花蓮縣不限

協助工地業務，具現場經驗尤佳，需具備汽車駕照。應徵前請先電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洽吳小姐 03-8574327
分~至 17 時 00 分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84 永曄營造有限公司
85 永曄營造有限公司

86 立統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名稱
模板工

工地監工

業務人員

光祐有限公司附設花
蓮縣光祐私立居家式
87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照顧服務員
機構
花蓮縣私立肯兆固居
88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社工人員
服務機構

89 松成號國際有限公司 禮儀師
90 博愛救護車有限公司 職業大客車司機

工作內容
組模板
工作時間:08:00-17:00，須具備汽車駕照
應徵請先電洽 03-8574327 吳小姐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現場工地主任，負責測量及電腦文書，需具備汽車駕照，有工地主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任證照尤佳。應徵前請先電洽吳小姐 03-8574327
分~至 17 時 00 分
門市銷售、物品管理、鋼製、木質防火門(窗)產品銷售、環境清
潔、主管交辦事項等相關工作。
※此工作須配合出差。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身體照顧、家事服務、居家喘息服務
1.協助居家督導員行政庶務。
2.照顧服務員到班情況查核。
3.個案檔案彙整。
※科系所要求：社工科、長期照護相關科系者。
【意者：請先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殯葬禮儀人員(鳳林、玉里)殯葬禮儀服務。
【救護車司機】協助病患出院。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00 分

日班：自 08 時 30
花蓮縣不限
分~至 17 時 30 分
輪班二班制

花蓮縣不限

輪班二班制

花蓮縣不限

最新就業資訊～光復就業服務臺提供（03-8700226）
序

廠商名稱

91 龍騰機械工程行

職缺名稱

模板工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111/8/1

工作地

模板師傅，負責工程模板相關事務及交辦事項，須備有模板相關經
驗且有汽車駕照者。
日班：自 07 時 00
花蓮縣不限
工地:依工程而定，多以花蓮南區為主(瑞穗、玉里、卓溪、富里及 分~至 18 時 00 分
台東縣內等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