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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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鄉

耕堡股份有限公

司
27457179 賴主任 03-9893188

＜農耕人員＞1.配合溫室苗圃等整

地、播種、栽培、耕作及採收。2.種

苗、肥料、農藥及其他資材之使用及

維護。3.農藝及園藝作物生產。4.割

草機操作、修枝剪操作園區垃圾清運

作業。具備5年以上工作經驗，需有

普通小型車駕照。上班時間：

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32000元至36000元。

不拘 3

宜蘭縣

三星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會附設宜蘭

縣私立聖嘉民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26107061 游小姐
03-9898806分

機102

＜護士/護理師＞，1.照顧病患、提

供一般健康檢查包括打針、協助服藥

與衛生教育等護理臨床工作。2.教育

大眾各種醫藥常識、提供病患家屬治

療建議。3.記錄病患用藥記錄和各種

病徵。早班：0800-1600；中班：

1600-2400；晚班：2400-0800，需輪

班，月薪33000至40000元，休假方式

符合勞基法規定。

專科 3

宜蘭縣

三星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會附設宜蘭

縣私立聖嘉民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26107061 游小姐
03-9898806分

機102

＜居家照顧服務員＞，1.長輩身體照

顧服務。2.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

務。3.提供長輩個案日常生活起居照

顧。4.須具備照顧服務員證照。上班

時間：0800-1700之間排班，排休月

休8天，時薪200元(另加：轉場服務

費、照顧困難津貼)。

國中 3

羅東就業中心

就業市場快報
發佈時間：民國　111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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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生產技術工程師＞1.執行協助產線

導入自動化作業。2.執行協助測試流

程智能化。3.協助導入視覺辨識相關

設備並進行優化管理。4.工廠智能化

專案規劃並執行相關工作。上班時

間：0830-1730，周休二日，薪資：

37000元以上。

高職 2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品管課長＞1.協助工廠達成品質目

標。2.工廠生產作業的稽核管理。3.

針對廠內異常進行校正改善及控管追

蹤。4.生產品質良率統計分析。

5.ISO系統及客戶稽核作業執行。

6.ISO9001稽核能力，有Minitab操作

能力佳。上班時間：0830-1730，周

休二日，薪資面議(每月經常薪資達4

萬元以上)。

專科 1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SMT工程師＞，1.新產品review，

新機種導入。2.SMT製程研究及製程

改善。3.Factor＆標準工時制定。4.

治工具管理，設備維護管理。5.SMT

程式編寫。上班時間：0830-1730，

周休二日，薪資：37000元以上。

高職 1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中/夜班AOI技術員＞1.SMT設備操

作。2.Panasonic、YAMAHAMounter操

作。3.DEK、EKRAPrint操作。4.產品

目視檢查。5.TRIAOI目檢維修站操

作。6.中班津貼每日加發180元；夜

班津貼每日加發360元。上班時間：

1510-2320；2310-0720，周休二日，

薪資：29500-40000元。

高職 2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中/夜班測試作業員＞1.機台操

作。2.異常狀況回報及基本排除。3.

產品測試/組裝作業。4.固定班無須

輪班。5.中班津貼每日加發180元；

夜班津貼每日加發360元。上班時

間：1510-2320；2310-0720，周休二

日，薪資：27000元以上。

不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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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中/夜班包裝作業員＞1.異常狀況

回報及基本排除。2.產品組裝/包裝

作業。3.固定班無須輪班。4.中班津

貼每日加發180元；夜班津貼每日加

發360元。上班時間：1510-2320；

2310-0720，周休二日，薪資：27000

元以上。

不拘 2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中/夜班後端機台操作技術員＞1.

負責SMT產線生產所需執行單一機台:

貼標機台/選擇焊機台/裁切機台操作

，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2.確認產品

數量、完成每日要求產能及維持品

質。3.設備簡易故障排除作業。4.機

台操作時異常回報。5.電腦程式設定

調整。6.中班津貼每日加發180元；

夜班津貼每日加發360元。上班時

間：1510-2320；2310-0720，周休二

日，薪資：28000元以上。

不拘 6

宜蘭縣

宜蘭市

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27565769 黃小姐 03-9103300

＜中班目檢作業員＞1.SMTPCBA目視

檢查。2.操作AOI設備進行不良品複

判。3.AOI設備運作時，進行簡易的

問題排除。4.AOI設備日常的清潔保

養作業。6.中班津貼每日加發180

元。上班時間：1510-2320，周休二

日，薪資：27000元以上。

不拘 2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店長 03-9287098

＜清潔打掃人員＞，1.負責門市/餐

廳/廚房/廁所等工作區域。2.負責洗

碗（有洗碗機）/資源回收整理及垃

圾處理。3.負責日常內/外清潔打掃

保養工作。4.執行主管其它清潔相關

交辦事項。工作時間：0900-1800，

月輪休8天，月薪26,000~28,000元。

(3.)

不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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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吧台人員＞，1.進行義式咖啡及其

他飲料之調製。2.負責結帳與收銀，

並整理現金收據。3.負責清洗酒杯、

餐具、吧台設備以及周遭工作環境。

4.定期盤點庫存食材。5.負責跑單、

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6.

負責客人帶位、點餐等工作。7.於客

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

環境。8.負責全店的打掃與清理，時

而進行環境布置。薪資27000元-

29000元，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月排休8天。

不拘 3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咖啡師＞1.進行義式咖啡及其他飲

料之調製。2.負責結帳與收銀，並整

理現金收據。3.負責清洗酒杯、餐

具、吧台設備以及周遭工作環境。4.

定期盤點庫存食材。5.負責跑單、擺

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6.負

責客人帶位、點餐等工作。7.於客人

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

境。8.負責全店的打掃與清理，時而

進行環境布置。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

規定，月排休8天，薪資：33000至

36000元。

專科 2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烘焙師傅(工廠部)＞1.中西式糕點

新品研發與製作。2.成本控制。3.品

質衛生管理與監督。4.訂定產品的標

準作業流程。5.監督工廠產線生產流

程。6.具相關製作實務經驗。7.設備

操作與維護。8.具備烘培師傅資格,

並有工廠管理經驗。上班時間符合勞

基法規定，月排休8天，薪資：48000

至52000元。

不拘 1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烘焙工廠計時人員＞，1.從事烘焙

食品製作。2.負責生產線機器、設備

之操作，並維持機台正常運作。3.進

行製造現場的產品組裝、檢驗、包裝

出貨等作業。4.上下料加工生產。5.

有烘焙或食品製造相關經驗者為佳。

6.因生產需求需搬運重物。時薪168

元-170元，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周休二日。

不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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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店長 03-9287098

＜門市銷售計時人員＞，1.負責介紹

及銷售門市商品。2.提供顧客之接待

與需求服務。3.負責商品包裝、陳列

及促銷品換檔工作。4.維持店櫃週遭

之整潔。時薪175元，上班時間及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

高中 1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採購人員＞1.根據貨物、商品或食

材的庫存量，執行訂購作業。2.處理

貨品遺失或延遲的採購問題。3.進行

驗收作業，確認貨品的品質和規格。

4.定期進行請款作業，並整理相關表

單（如：請款單、驗收單、訂購

單）。5.建立、更新供應商資料（

如：貨品價格、規格和到貨時間），

以選擇最佳供應商。6.具有靈巧的變

通能力，可獨立完成作業。上班時間

符合勞基法規定，周休二日，薪資：

26000至28000元。

高職 1

宜蘭縣

宜蘭市

超品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4878388 王先生 03-9287098

＜行政助理＞1.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

理及歸檔工作，熟word、excel、

powerpoint等。2.協助處理庶務性行

政工作（如：事務機器叫修維護、文

具用品採買）。3.協助生產部、人資

單位處理報表等資料。4.負責辦公室

環境與設備之清潔與維護。5.支援其

他部門業務（如：採購、業務、人

事）。上班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周

休二日，薪資：27000至29000元。

大學 2

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蔣小姐

03-9773147分

機762

＜成品組長＞，1.負責管理與人力調

配。2.進銷存帳務管理。3.進行商品

入倉、交期、送貨、調度安排等管理

相關工作。上班時間：0800-1700，

休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30000元-

33000元。請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

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

親送至警衛室。

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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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蔣小姐

03-9773147分

機762

＜堆高機操作員＞，堆高機疊貨操作

，1.負責管理與人力調配。2.進銷存

帳務管理。3.進行商品入倉、交期、

送貨、調度安排等管理相關工作。上

班時間：0800-1700，休假：符合勞

基法規定，薪資：25250元-28100

元。意者請郵寄或親送履歷至宜蘭縣

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

mail:至tina@yeswater.com.tw

國中 2

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林小姐 E-MAIL

＜守衛＞，1.管制廠內外人員、車

輛、物品進出之檢查登記。2.廠區內

外巡邏、維持秩序、交通管理等。3.

清點棧板及瓦斯。4.工廠財產設備之

監守，預防盜竊宵小的侵害及加強門

禁管制。上班時間：輪三班制，休

假：符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5250

元~28100元，加班費另計。請郵寄或

親送履歷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

巷1號管理課收，或mail:至

tina@yeswater.com.tw

高職 2

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蔣小姐

03-9773147分

機762

＜成本會計-儲備幹部＞，1.規劃與

執行成本結轉流程。2.審核料品進耗

存流程及相關單據憑證。3.定期/不

定期庫存盤點作業。4.結算成本及費

用/報表編制。5.成本費用分析與控

制及稽核工作。6.其他主管交辦事

項。7.具備ERP操作能力。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6000元-45000元。請郵寄或親送履

歷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

理課收，或mail:至

tina@yeswater.com.tw

專科 2

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蔣小姐

03-9773147分

機762

＜品保化驗員＞，品管/檢驗、ISO/

品保。上班時間：需輪二班，休假符

合勞基法規定，薪資：25250元。請

郵寄履歷表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

236巷1號管理課收。或E-mail至：

tina@yeswater.com.tw

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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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頭城鎮

名牌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3159760 蔣小姐

03-9773147分

機762

＜營業會計＞，1.銷售交易之訂單處

理、出/退貨單登打、應收帳款立帳

及收款沖銷。2.統一發票及折讓單之

開立。3.銷售費用之核銷及請款。4.

寄銷、電商交易之帳務作業。5.帳齡

分析表、業績統計報表及管理報表之

編製。6.客戶各項對帳聯繫事宜。7.

具備ERP系統架構之概念。上班時

間：0800-1700，周休二日，薪資：

25250元~32000元。請郵寄或親送履

歷至宜蘭縣頭城鎮吉祥路236巷1號管

理課收，或mail:至

tina@yeswater.com.tw

專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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