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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報名簡章 

    為使本縣在學學生能提早接觸及認識職場環境，培養正確職場工作觀念，

提供暑期於公部門職場學習之機會及管道，使青年學生可預為充實職場所需工

作知能及專業技能，即早做好職涯規劃，適性就業，歡迎符合資格之學生報名

應徵。 

一、報名資格 

（一）一般學生 

※為提供更多學生暑期工讀機會，使資源帄均分配，將依不同身分

資格予以區分。 

編號 1 2 

報 

名 

資 

格 

(1)現就讀國內各大專校院

之在學學生（五專須四年

級以上學生、四年制技術

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

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

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

以上學生）。 

(2)未曾參加並錄取本縣 105

年、106年、107年及 108

年暑期工讀計畫。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夜

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空

中大學學生、研究生及當年

考上尚未就學者請勿報名。 

(1)高中、職三年級之應屆畢

業生（不含夜校生、假日

進修部學生）。 

(2)五專三年級學生。 

(3)曾參加並錄取本縣 105

年、106年、107年及 108

年暑期工讀計畫之現就

讀國內各大專校院具有

學籍於修業年限內之學

生（五專須四年級以上學

生、四年制技術學院現在

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

二年制專科學校/技術學

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

學生）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夜

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空

中大學學生及研究生請勿報

名。 

可面詴

職缺 
職缺 A+職缺 B 職缺 B 

（二）弱勢學生：上述對象具有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

境遇家庭身分，或曾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

影響而減班休息或資遣家庭之子女者。 

※為協助設籍本縣弱勢學生於在學期間可學習經濟自立，保留優先

錄取權；報名時如未能一併檢附本縣證明文件者視同一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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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待遇： 

上限 27,808元/月（每月工作日數上限 22日），每日 8小時，每小時 158元；

曠職或事、病假，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工讀生勞保、健保及補充保費個人負擔部分，由用人單位自薪資內扣繳；

膳食、交通自理。 

三、工讀時間：自 109年 7月 13日至 109年 8月 31日止。 

（每月工作日數上限 22日） 

四、工讀地點：屏東縣各鄉鎮市，詳如本府 109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

工讀計畫」職缺表。 

五、招募名額：230名。 

六、工作內容：依各用人單位需求，詳如本府 109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

期工讀計畫」職缺表。 

七、報名日期：自 109年 5月 8日至 109年 5月 18日止，逾期即不受理。 

八、報名方式：請填具所附報名表，並備齊相關證明資料。 

（一）親自送件： 

1. 收件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止。 

2. 送至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屏東市自由路 17號，電話：

08-7558048）。 

3. 送至本府屏南就業服務台（屏東縣枋寮鄉德興路 183號，電話：

08-8780002）。 

※委託報名者請填妥委託報名書；資料有缺漏恕不收件。 

（二）掛號郵寄： 

1. 掛號郵寄 109年 5月 18日止，國內郵戳日期為憑。 

2. 郵寄至「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收」，地址：900屏東縣屏

東市自由路 17號，信封請註明「應徵暑假工讀生」。 

※資料缺漏未於期限內補件者，視同資格不符。 

※資格不符或未錄取者，恕不另行個別通知亦不退件，如有偽造者，

一經查明即取消錄取資格，並依法究辦。 

九、審查與進用：採「書面審查」與「面詴作業」2階段方式辦理。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由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審核報名文件，資格符合者始得進入面詴

作業，合格名單將於 109年 6月 8日公告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

站，不另行個別通知。 

（二）第二階段面詴作業： 

1. 採開放式面詴作業，由用人單位與報名者雙方進行面對面對談。 

2. 各職缺均有資格限制，工讀生依符合資格職缺面詴；如有特殊專

長符合想面詴之職缺，可於面詴時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3. 錄取後，不得要求更換工作單位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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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依本簡章應徵資格之身分別選擇可參與面詴的職缺 A或職缺 B

進行面詴，如身分別不符該職缺資格，經查屬實，已錄取者撤銷

錄取資格。 

5. 邀請公正人士或本府政風人員監督，以昭公正。 

6. 錄取名單將於面詴結束後當日現場公佈，並於 109年 6月 29日公

告錄取、遞補錄取、備取名單於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站。 

7. 經錄取之工讀生 109年 7月 13日中午 12:00前無故未辦理到職手

續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十、面詴日期：109年 6月 13日（星期六）。 

十一、面詴地點： 

（一）屏北場：屏東縣政府南棟大樓前廣場（屏東縣議會旁）。 

（二）屏南場：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翔藝樓（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

路 3號）。 

十二、面詴報到時間： 

（一）上午場（弱勢學生）：上午 09:00~10:30報到，無故未於 10:30前報到

者，視同自願放棄面詴資格。 

（二）下午場（一般學生）：下午 13:00~14:30報到，無故未於 14:30前報到

者，視同自願放棄面詴資格。 

（三）報到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有附照片之證件。 

十三、心得報告：本計畫結束後應繳交 1000字以上之工作心得報告。 

十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如遇天然災害、不可抗力之因素，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

影響，而導致面詴日程、地點或進用作業方式更動，將公布於屏東

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全球資訊網，不

另行個別通知。  

（二）為防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傳染風險，參加第二階段面

詴之青年學生，如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者，應儘速就醫，不得參加

面詴活動。 

（三）參與暑期工讀之青年學生薪資，依規定將計入當（109）年度家戶年

所得中，請審慎評估是否參與本計畫。 

（四）有關報名甄選之相關諮詢方式：  

1. 屏東就業服務台－聯絡電話：08-7558048轉 519-522。 

2. 屏南就業服務台－聯絡電話：08-8780002。 

（五）簡章及工讀職缺表可於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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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報名表 

如有偽造或不實，將取消資格並依法究辦。 

請確實填載電子信箱及聯絡電話，聯絡不到者自行負責。 

報名場區 

（僅能擇一區報

名，重覆報名者

取消報名資格） 

□ 屏北場（上工地點為：屏東市、三地門、霧臺、瑪家、九如、里港、高樹、鹽埔、

長治、麟洛、竹田、內埔、萬丹、泰武、萬巒、潮州） 

□ 屏南場（上工地點為：來義、崁頂、新埤、南州、林邊、東港、琉球、佳冬、新

園、枋寮、枋山、春日、獅子、車城、牡丹、恆春、滿州）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貼照片處 

（黏貼最近３個月

內脫帽正面相片）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宅 ： 

手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就讀學校 

校  名： 

系（所）名： 

年  級： 

專長                                                    (面試時請提供佐證資料) 

本府青年學生 

暑期工讀經驗 
□無   □有（1.□105年  2.□106年  3.□107年  4.□108年） 

證   件 

 □報名表。 □在學證明文件(例如：如註冊單、成績單、學費繳費證明等)1份。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切結書。  □委託報名書(非本人親自報名者需檢附) 。                                 

 □同意書（未滿 20歲者，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其他證明文件（□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 109 年 8 月底前仍有效之證明文件，報名者應為列冊人口、□曾因受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影響而減班休息或資遣家庭之子女者）。 

身分別 身分別：□編號 1(可參與職缺 A+職缺 B面試) □編號 2(只能參與職缺 B面試) 

填表日期：109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須親筆簽名或蓋章) 

收件人：                     收件日期：109年         月          日 

資格審查 

結果 

□通過 【□弱勢學生  □一般學生】 

□不過通：【□文件未齊，缺      文件□資格不符□重複報名□其他_____  _____】 

 

                                       審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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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表 

正面 反面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表      

正面 反面 

  

 

※學生證應蓋有 108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無者應檢附在學證明或足以證明在學之相關文件。（如註

冊單、成績單、學費繳費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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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與個人資料切結書 

 

1、本人報名參加屏東縣政府 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有關本次

報名所填寫之相關及佐證資料確實無誤，如有不實，願取消資格且負一切法律責任。 

2、本人同意屏東縣政府為辦理 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及各項

就業促進方案之業務需求，必須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時，願意配合個人資料

供公務使用。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致  

屏東縣政府 

 

 

姓  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號：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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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報名書 

 

    本人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報名屏東縣政府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

期工讀計畫」，茲委託_______________全權處理報名事宜，如有任何遲誤致無法完成

報名手續，願自負一切責任。 

    

此致  

屏東縣政府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地 址： 

 

受  委  託 人：                           （簽名或蓋章） 

（應為成年人且具完全行為能力） 

受委託人 

身分證正面影本 

受委託人 

身分證反面影本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註：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其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驗

後歸還，影本恕不予受理。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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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截至 109年 7月 12日未滿 20歲者應檢附) 

 

立同意書人               、                係學生             （身分證字

號：                  ）之法定代理人，茲同意下列約定事項：  

       

1、同意未成年人             參與報名屏東縣政府 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

期工讀計畫」。 

2、同意屏東縣政府為了更有效率地提昇就業服務的品質與成效，於辦理 109年度「大

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及各項就業促進方案之業務需求，必須蒐集、處

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時，願意配合學生個人資料供公務使用。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致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註：未滿 20歲者，請附本同意書。 

附件 3 



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A01
屏東縣內埔戶

政事務所(3)

A01-01

配合特色門牌更新專

案提升公民參與職場

教育計畫

3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意向、現場勘查特色門牌

建築區域分佈情形。

2.協助蒐集轄區居民更新特色門牌之意見，俾

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具備良好溝通協調能力。

2.熟悉電腦作業，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

能力。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屏東縣內埔戶政事務

所（含瑪家、三地

門、霧臺辦公室）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2
屏東縣萬丹戶

政事務所(2)

A02-01

配合創意特色門牌更

新專案及提昇參與職

場教育計畫

2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更新目標。

2.協助調查及蒐集萬丹鄉居民對更換特色門牌

之接受程度及比例。

3.建置門牌清查資料及申請書整理繕打。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資訊工程、資訊管理或公共行政學系

等行政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操作(word、excel)。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屏東縣萬丹戶政事務

所(含萬丹、竹田、

麟洛辦公室）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3
屏東縣潮州戶

政事務所(2)

A03-01

配合特色門牌更新專

案提升公民參與職場

教育計畫

2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意向、現場勘查特色門牌

建築區域分佈情形。

2.協助蒐集換發區域居民更新特色門牌之意見

，俾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其他交辦事項。

1.一般行政相關科系為佳。

2.熟悉電腦作業，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

力。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4.依定額進用規定須1名具身障身分。

本所及各辦公室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4
屏東縣里港戶

政事務所(2)

A04-01

配合特色門牌更新專

案提升公民參與職場

教育計畫

2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意向、現場勘查特色門牌

建築區域分佈情形。

2.協助蒐集里港鄉居民更新特色門牌之意見，

俾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城鄉規劃、行銷管理、行政相關科

系。

2.熟悉電腦作業，具電腦文書處理能

力。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本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5
屏東縣枋寮戶

政事務所(2)

A05-01

配合特色門牌更新專

案提升公民參與職場

教育計畫

2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意向、現場勘查特色門牌

建築區域分佈情形。

2.協助蒐集枋寮鄉居民更新特色門牌之意見，

俾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城鄉規劃、行銷管理、行政相關科

系。

2.熟悉電腦作業，具電腦文書處理能

力。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本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南

A06
屏東縣恆春戶

政事務所(3)

A06-01

配合特色門牌更新專

案提升公民參與職場

教育計畫

3

1.協助宣導特色門牌意向、現場勘查特色門牌

建築區域分佈情形。

2.協助蒐集恆春鎮居民更新特色門牌之意見，

俾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城鄉規劃、行銷管理、 行政相關科

系。

2.熟悉電腦作業，具電腦文書處理能

力。

3.具備機車駕照並自備機車。

4.以居住恆春半島四鄉鎮者優先。

本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南

A07 城鄉發展處(2)
A07-01

公安建管查報計畫
2 協助公寓大廈及違章建築物資料建置。

1.熟悉電腦作業，具電腦文書處理能

力。

2.土木、建築或工程科系(別)尤佳。

公安使用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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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01

109年遊蕩犬管理精

進措施計畫

2

1.協助承辦人辦理強化寵物登記及絕育，推廣

犬、貓絶育作業。

2.調查屏東市仁愛里、金泉里及鹽埔鄉仕絨村

(偏鄉)之行政區域內，有主犬貓與無主犬貓之

數量。

3.臨時交辦事項。

1.畜牧、獸醫、水產、動物相關科系。

2.具機車駕照並能實際駕駛。

動物保護及保育科、

屏東市仁愛里、金泉

里及鹽埔鄉仕絨村

1.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2.依業務需求彈性調整上班日(假

日需出勤)

屏北

A08-02

屏東海洋及漁業事務

漁電共生宣導職場教

育計畫

2

1.培養暑期工讀生協助本縣養殖漁業發展漁電

共生宣導說明會現場業務(本項工作應由業務承

辦人帶領至現場)、發展漁電共生地目彙整及協

助辦理宣導本縣各養殖集中區提升養殖登記證

申請宣導作業。

2.臨時交辦事項。

1.熟悉漁電共生設置法規及電腦作業大

專在學青年。

2.熟悉海洋及水產養殖漁業青年尤佳。

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

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8-03

提升犬貓狂犬病注射

率

2

1.快速建檔狂犬病施打資料。

2.篩選未注射狂犬病疫苗之民眾資料，以便寄

發通知單，而達到提生狂犬病預防注射率的目

的。

1.不限科系。

2.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屏東縣動物防疫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9-01

青春無極限-

青少年職場教育計畫

2

1.規劃兒少系列館室活動。

2.館室值館(須輪值假日班)。

3.協辦中心暑期活動。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在校曾有參加社團活動或有辦理社團

及其他團康活動之經驗。

2.具備基本Office辦公軟體操作能力

(Word、Excel、PowerPoint)。

3.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院、教育相關科系

尤佳。

恆春區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

1.依本府上下班時間打卡簽到退

2.由中心督導及人事承辦督導及

管理

3.排班制：上班時間週二至週五

08:00-17:30(12:00-13:30休息時

間)，週六和週日09:00-

17:30(12:00-13:30休息)

4.若遇假日活動支援，則彈性調

整上班時間，惟仍依勞基法規定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40小時

屏南

A09-02

「家庭能量補給站親

子教育職場教育計

畫」

4

1.規劃執行中心館室親子活動

2.協助執行暑期活動

3.協助假日值館

4.協助行政業務

5.中心清潔工作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具有帶領兒童遊戲、親子團康互動及

活動主持人等經驗，並可自行規劃設計

活動內容，可獨立執行方案等人才優

先。

2.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院、教育(帅保)或

設計相關科系尤佳。

3.可配合中心假日活動支援。

東港區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

1.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

2.週六和週日09:00-12:00、

13:30-17:30

3.無提供住宿

屏南

A09 社會處(18)

A08 農業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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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3

兒童唱跳學習空間營

造職場教育計畫

2

1.活絡社會福利綜合館親子活動空間。

2.協助親子圖書室圖書資料庫統整。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具美學概念，有兒童遊戲空間布置經

驗，熟析孩童玩樂內容，可自行設計遊

具，帶領兒童製作等人才優先。

2.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院、教育(帅保)或

設計相關科系尤佳。

屏東區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社會福利綜合

館)

1.依本府上下班時間打卡簽到

退。

2.由中心督導及人事承辦督導及

管理。

3.排班制:上班時間週二至週五

08:00-17:30(12:00-13:30休息時

間)，週六和週日08:00-

17:00(12:00-13:00休息)

4.若遇假日活動支援，則彈性調

整上班時間，惟仍依勞基法規定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40小時

屏北

A09-04

青少年激勵營職場教

育計畫

2

1.活絡社會福利綜合館青少年休閒空間。

2.辦理青少年休閒空間相關活動。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熟悉青少年事務，具有活動方案設計

經驗之人員優先。

2.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院、教育相關科系

尤佳。

屏東區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社會福利綜合

館)

1.依本府上下班時間打卡簽到

退。

2.由中心督導及人事承辦督導及

管理。

3.排班制:上班時間週二至週五

08:00-17:30(12:00-13:30休息時

間)，週六和週日08:00-

17:00(12:00-13:00休息)

4.若遇假日活動支援，則彈性調

整上班時間，惟仍依勞基法規定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40小時

屏北

A09-05

親子樂活「Easy

Go」暨職場教育計畫

2

1.拍攝及記錄活動畫面，並製作成成果影片。

2.運用影片及FB網頁，宣傳中心業務。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依計畫規定。

2.有帶領活動經驗、個性主動、願意學

習及積極特質。

3.科系:大眾傳播系、媒體傳達設計學

系、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4.專長:須會影片製作、攝影及行政業務

等。

5.可配合假日值班。

鹽埔區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9 社會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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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6

輔具服務推廣計畫
2

1.輔具維修與推廣：協助輔具維修技術人員搭

配輔具行動車、輔具據點及輔具便利站等服務

活動，進行簡易輔具維修，並推廣輔具維護保

養知能。

2.輔具服務宣導：協助辦理輔具據點、輔具便

利站及暑期聽力巡迴服務、設計相關宣導活動

與易讀宣導單張，及輔具展示布置等，加強大

眾對輔具服務的認識。

3.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不限科系

1.具有簡易的器械維修技能或興趣者1

名。

2.具有辦理活動經驗、個性活潑主動者1

名。

身心障礙科

(屏東縣輔具資源中

心)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09-07

109年「災害避難點

滴圖記」暑期工讀職

場教育計畫

3

1.目的：藉蒐集各鄉鎮之避難故事與民生用品

商家等相關紀事與圖資，可利於經驗傳承與交

流，並增進民眾之認識與認同感，亦可達到宣

導避難收容處所之效果。

2.方式：重點式訪視本縣往年常因災開設避難

收容處所之原鄉、偏鄉及沿海等鄉鎮之公所人

員、村里長、民眾及商家等。

3.內容：以各避難收容處所曾經開設之歷程經

驗、人物故事、特色設施與活動等為主，並蒐

集各避難收容處所鄰近之公營建物、醫療院所

及民生救濟物資商家等圖資。

4.成果呈現：運用上述紀事與圖資繪製各鄉鎮

轄內避難地圖及紀事點滴等，並以帄面圖文宣

傳設計呈現各鄉鎮之結果。

5.臨時交辦事項。

1.大專以上學生，就讀美術、廣告、設

計等相關科系或相關經驗者佳。

2.具美編、手繪或電腦繪圖製作能力。

3.具機車(汽車)駕照為佳。

社會救助科

1.依本府上下班時間簽到退

2.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3.因暑假為汛期期間，於災時各

鄉鎮災害應變中心及避難收容處

所開設時可配合社會處人員前往

蒐集相關紀事與圖資

屏北

A09-08

屏東障福中心館室簡

介易讀版製作計畫

1

1.屏東障福中心館室簡介易讀版製作，便利智

能障礙者可以輕易了解館內提供的各項服務。

2.中心活動之文宣製作與協助。

3.主管交辦事項。

1.態度積極有禮，負責盡職。

2.擅長多媒體及影片製作、美工設計、

文書編輯與3C產品操作能力。

3.具行銷企劃與創意能力佳。

屏東縣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中心

1.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2.配合活動時間，彈性調整

屏北

2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2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A09 社會處(18)

屏東縣屏東地

政事務所(4)
屏北屏東所 (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A10-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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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4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6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1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1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1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1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1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

1.協助辦理土地政策及地政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活動。

2.協助辦理歷年地政相關資料清理、整理、建檔

及歸檔等作業。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2.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科系優先錄用。

2

1.協助辦理地籍圖重測業務宣導活動及土地複

丈等相關工作。

2.辦理地籍圖冊(重測調查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及土地複丈圖)整理、掃描及歸檔之工作。

1.地政、測量製圖、建築、土木工程及

不動產相關科系。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Word、Excel)。

東港所 (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東縣潮州地

政事務所(11)
潮州所 (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東縣恆春地

政事務所(2)

A14-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屏北

屏南

屏南

屏南

A15-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屏東縣東港地

政事務所(7)

屏北

A11

A12

A13

A14

A11-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A12-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A13-01

土地政策、地籍圖重

測業務宣導及協助辦

理地籍圖冊資料整理

建檔等職場教育計畫

枋寮所 (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東縣枋寮地

政事務所(2)

里港所 (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恆春所(轄區內)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A15
屏東縣里港地

政事務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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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A16 研考處(2)

A16-01

縣政創意行銷宣導協

助

2

1.協助縣政行銷相關事宜。

2.配合縣府活動拍照、紀錄及資料整理。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大眾傳播、新聞、多媒體、文化創

意、藝術、設計或行銷企劃等相關科

系。

2.具耐心及服務熱誠。

3.靈活，應對得體。

4.熟悉電腦、社群網站操作。

5.熟悉攝影、相關影像處理軟體者為

佳。

縣長室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7-01

＊「客」製化直播行

銷宣傳計畫

2

1.透過年輕人的創意發想與網路用語，行銷推

廣客家產業、民俗、文化等相關業務。

2.1周至少完成3-5則宣傳稿撰擬，並以客、華

雙語直播方式於Facebook或YOUTUBE直播分享。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多媒體、傳播、行銷、設計或新聞相

關系所。

2.具影片拍攝及剪輯能力。

3.具備相關器材、交通工具及駕照。

4.諳客語者尤佳。

客家事務處

1.配合本處定時或不定時辦理工

作會議及成果發表

2.撰寫工作日誌並達成預定目標

3.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7-02

館驛新創計畫
1

1.製作客家文物館網站

2.剪輯後製館舍資料放置文物館網站分享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與工作內容相關科系或美工相關科系

及熟悉客語為佳。

2.具備攝影器具、交通工具及駕照。

客家事務處(客家文

物館)

1.配合本處定時或不定時督導及

參與辦理工作會議

2.撰寫工作報告、成果報告等工

作

3.配合館舍開放時間，週二至週

六(09:00-17:00、中午不休息，

每日8小時)

屏北

A17-03

好「客」人產業手冊

行銷計畫

2

1.訪問10家屏東客庄創業、就業之心路歷程，

並加以彙整編輯。

2.製成「產業小故事冊子1本」及「電子檔1

份」，並上傳至官方網站推廣分享，行銷推廣

客家特色產業。

3.繪製客庄產業地圖1式。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新聞、傳播、中文、藝術、設計等相

關系所。

2.具備流暢文筆或美術編輯之能力。

3.具備交通工具、駕照與攝影器材。

4.客語流利者為佳。

客家事務處

1.配合本處定時或不定時督導及

參與辦理工作會議

2.每日撰寫工作日誌並達成預定

目標

3.發表成果報告

4.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7 客家事務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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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A18-01

2020屏東美展職場教

育計畫

2
1.登打資料、佈卸展工作。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以藝術或設計相關系所優先錄取，並

有設計編輯相關能力為佳。

2.應備交通工具及駕照為佳。

3.無相關科系者，具有其他可佐證之專

長證明文件。（如：技術士證照）

博物美術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8-02

藝術節慶服務職場教

育計畫

5

1.透過協助兒童狂歡節、青春藝術季之活動服

務，體驗藝術節慶辦理方式，與參與民眾互

動。

2.協助統整資料。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以表演藝術(含音樂、舞蹈、戲劇

等)、文化創意、大眾傳播或行銷企劃等

相關科系優先。

2.具有電腦文書編輯及基本美編、多媒

體影片剪輯、文宣製作、3C產品操作等

能力。

3.應備交通工具及駕照。

4.能配合單位輪班工作。

屏東演藝廳

屏東藝術館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8-03

閱讀推廣計畫
3

1.協助兒童閱覽區活動規劃及辦理。

2.協助文宣美編設計。

3.協助動態活動規劃及辦理。

4.其他臨交辦事項。

1.帅教系或帅保系相關科系。

2.美術學系或設計學系相關系所並具備

數位編輯、攝影或設計能力。

3.無相關科系者，具有可佐證辦理團康

活動之專長及證明文件等。

4.有帶領活動經驗、個性主動、願意學

習及積極特質。

5.應備交通工具及駕照。

6.配合單位輪班工作。

屏東縣立圖書館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9-01

弱勢對象就業服務職

場教育計畫

2

1.主動發掘弱勢失業者，提供就業資訊與協助媒

合就業，並主動追蹤關懷其上工情形。

2.協助宣導就業服務相關資訊，提升在地就業

率。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社工工作、社會行政、勞工、特教、人

資、心理或輔導等相關科系。

2.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屏

南就業服務台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南

A19-02

求職防騙職場教育計

畫

2

1.蒐集報紙、網路等求職廣告。

2.分析求職廣告。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資訊、勞工或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為限。

2.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9
勞動暨青年發

展處(15)

A18 文化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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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A19-03

青創YOUTUBER
3

1.規劃短片內容，報導屏東青年創業店家特色

，及青年創業陪伴過程。

2.線上曝光策略規劃執行。

3.配合學院宣傳活動規畫執行。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影片剪輯(Premiere、iMovie或其他剪

輯軟體)。

2.面試請自備作品。

3.具行銷活動規劃經驗佳。

4.主持、攝影、剪輯三項工作各一人。

5.大專大傳、文創、視藝，表演相關科

系。

青年學院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9-04

青創特攻隊
8

1.共同工作：青創聚落、職人町空間輪值。

2.樂團工作：吉他、木箱鼓、主唱，負責青創

聚落、職人町空間演出，預計招募6人。

3.編採工作：撰寫青創聚落、職人町店家介紹

短文，預計招募1人。

4.帄面攝影：拍攝青創聚落、職人町人物及商

品，以及學院暑期工讀紀錄，預計招募1人。

1.樂團工作：有樂團樂手、主唱經驗或

公開演出者，面試請自備樂器。

2.編採工作：擔任過校刊或其他編採工

作經驗者，面試需備作品。

3.帄面攝影：面試請備作品，需自備拍

攝工具。

青年學院

1.週一至週五，(13:00-21:30，

每天8小時)

2.須配合假日輪班13:00-21:30

屏北

A20 水利處(3)

A20-01

水土保持管理記錄暨

教育宣導短片計畫

3

1.參與本府辦理之山坡地管理與安全維護教育

宣導及訓練並拍攝紀錄。

2.彙整收錄宣導成果短片，計畫結束前完成剪

輯確認後上傳網路提供本府擴大宣導效益。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水土保持相關科系尤佳。

2.具備汽車駕照、影片拍攝剪輯相關能

力為佳。

3.無相關科系者，具有影片拍攝剪輯相

關能力亦可。

水土保持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1-01

交通及觀光規劃職場

教育計畫

1

1.協助交通及觀光規劃文書資料彙整及建檔作

業。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以觀光管理或交通運輸相關科系為優先

，具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能力。
綜合規劃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1-02

交通運輸管理職場教

育計畫

1

1.協助公共運輸系統相關文書資料彙整及建檔

作業。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以交通運輸相關科系為優先，具電腦操

作及文書處理能力。
運輸管理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1-03

旅宿管理及推廣教育

計畫

1
1.協助民宿及旅館資料整理及網頁維護。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以觀光管理相關科系為優先，具電腦操

作及文書處理能力。
觀光管理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1-04

交通旅遊設施工程職

場教育計畫

1

1.協助交通旅遊工程文書資料彙整及建檔作

業。

2.交通旅遊工程圖檔掃描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以工程相關科系為優先，具電腦操作及

文書處理能力。
設施工程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2
屏東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2)

A22-01

玩轉環境教育

職場教育計畫

2

1.協助環境及環保教育推廣等活動。

2.協助環境教育創新及特色方案蒐集、發想與

設計。

3.運用社群網站及製作特色影片協助環境教育

業務宣導。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環境、教育、大眾傳播、文化創意或

行銷企劃等相關科系。

2.具有電腦文書編輯及基本美編、多媒

體影片剪輯、 文宣製作等能力。

3.具活動企劃能力佳。

4.具機車/汽車駕駛者。

環境保護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19
勞動暨青年發

展處(15)

A21 交通旅遊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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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A23-01

推動2020屏東運動年

全民運動

4

1.協助本局執行185健走專案。

2.以團隊合作的方式實際參與、規劃與執行屏

東運動年專案，執行創意行銷方案。

3.參與成果發表會。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廣播(告)或媒體行銷相關科系。

2.視覺或美術設計相關科系。

3.多媒體傳播相關科系。

4.公共衛生或衛生教育相關科系。

5.個性主動積極。

6.自備機車，且有汽機車駕照有實際駕

駛經驗。

7.具書寫紀錄及電腦office(word、

excel、power point)及繪圖軟體能力。

企劃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3-02

暑期創意樂活計畫
10

1.透過年輕新世代注入青春活力全民運動新風

潮。

2.創意及腦力激盪創造引領新世代全民運動傳

播方式。

3.組成青春活力小組，人潮聚集地點辦理快閃

吸睛宣傳活動。

1.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2.大眾傳播系

3.行銷企劃科

4.運動休閒系

5.保健營養系

以上等相關科系

衛生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4
屏東縣恆春鎮

衛生所(4)

A24-01

Orange Coffee恆春

試辦計畫

4

1.長者身心失能強化。

2.長照2.0服務對象、服務項目、補助原則諮

詢。

3.以上相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1.以醫事相關科系優先錄取。

2.應備交通工具及駕照為佳。

3.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恆春鎮衛生所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南

A25
屏東縣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4)

A25-01

「長照2.0服務行

銷」職場教育計畫

4

1.編制長照服務商品目錄及服務地圖。

2.協助編輯長照服務族語宣導教材。

3.協助長照宣導活動。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對長期照顧服務有興趣者。

2.具圖文或影像編輯專長。

3.備交通駕照。

本府長照中心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6
屏東縣政府

財稅局(12)

A26-01

貼心服務-財稅安適

職場教育計畫

12

1.本縣轄區遼闊，人口老化迅速、行政資源不

足，為能關心偏鄉地區民眾財稅資訊需求並提

高服務品質，運用工讀生協助整理各稅課稅資

料、下鄉宣導本局遠距視訊及訪視，提供貼心

有感服務，也提供工讀生體驗行政運作實務經

驗。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財稅及金融相關科系。

2.具美編、數位媒體設計、影片製作宣

導者尤佳。

總局6名及三分局各2

名(潮州、東港、恆

春)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屏南

A27
屏東縣體育發

展中心(5)

A27-01

運動營隊志工建置計

畫職場教育計畫

5

1.辦理暑期運動營隊：撰寫營隊活動內容、規

劃課程、招生宣傳、招募志工、師資募集及執

行營隊。

2.暑期營隊行銷規劃：體發中心粉絲頁經營、

活動影音記錄及多媒體露出等。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不限科系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3
屏東縣政府

衛生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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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A）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A28-01

國中小學力提升暨適

性入學計畫

2

1.國中小學力檢測結果鍵入並連結因材網，輔

助學生自我學習。

2.透過協助會議籌備以及科內文書業務體驗公

部門工作。

3.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宣導發想。

4.其他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教育、行政、公共管理相關

科系的學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及基本美編能力。

3.具機車駕照、交通工具尤佳。

4.需可自備電腦。

學務管理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A28-02

國中小課程規劃、評

量及閱讀教育

1

1.協助各校課程規劃、審查及學習評量相關業

務。

2.參與閱讀教育相關計畫及協助會議籌備。

3.其他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教育、行政、公共管理相關

科系的學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及基本美編能力。

3.具機車駕照、交通工具尤佳。

4.需可自備電腦。

學務管理科
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每日8小時)
屏北

計畫類別：職缺（Ａ）

進用條件如下：

現就讀國內各大專校院之在學學生(五專須四年級以上學生、四年制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夜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空中大學學生、研究生及當年考上尚未就學者請勿報名。

※上述條件參與職缺（Ａ）者，以未曾參加並錄取本府舉辦之105、106、107及108年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為主。(以加保紀錄為準)

A28 教育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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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B28-01

推動桌遊基地計畫
1 推動桌遊基地計畫 動漫文創設計(桌遊設計) 內埔鄉新生國小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00-

17:00)
屏北

B28-02

桌遊基地學校
1

1.執行桌遊基地課程，培訓暑期小尖兵

與桌遊研發。

2.協助暑假育樂營桌遊課程，整理桌遊

資料。

3.聯絡各基地學校，協調事務。

4.整建桌遊基地學校之資料(備觀議課及

成果)。

1.對桌遊有興趣之大學生。

2.有協調能力積極負責之大學

生。

竹田鄉竹田國小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00-

17:00，每日8小時)
屏北

B28-03

推動桌遊基地學校計

畫

1

1.盤點本校桌遊設備、清單重整。

2.整理布置本校桌遊教室。

3.辦理暑假期間本校親師生借還桌遊手

續。

4.學校相關行政文書工作。

1.教育相關系所優先。

2.具備桌遊教學或營隊經驗優

先。

3.電腦文書、建檔等資訊能力。

枋寮鄉枋寮國小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00-

17:00)
屏南

B28-04

桌遊基地暨閱讀推動
1

1.校內桌遊教材教具整理。

2.暑期校內桌遊及其他營隊、特色課程

辦理之協助。

3.圖書館圖書借閱、整理及閱讀推動。

4.校內校務評鑑等相關資料繕打整理。

5.教學設備、教具整理及學校環境美

化、布置。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熟悉電腦文書處理或具美編能

力者。

2.具音樂專長者佳。

崁頂鄉力社國小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2:30-

16:30)
屏南

B28-05

推動桌遊基地計畫及

整理圖書館藏書

1

1.協助學校推動桌遊教學、辦理暑期工

作坊、指導學生營隊等。

2.協助學校盤點桌遊資源、清冊等。

3.協助整理圖書館藏書等相關業務。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科系不拘。

2.具備電腦文書處理操作能力。
高樹鄉高泰國中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

17:30)
屏北

B28-06

桌遊基地學校
1

1.協助設計桌遊教學課程並進行教學授

課。

2.協助規劃、維護桌遊教室相關業務。

1.對桌遊教學具有高度熱忱者。

2.具相關桌遊教學經驗為佳。
佳冬鄉佳冬國中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

17:30)
屏南

B28-07

長照體驗空間教室計

畫

2

1.協助處理長照體驗空間教室參訪團體

相關事項。

2.協助成果資料製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社工、老人照服、醫護相關科

系。

2.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竹田鄉竹田國中
週一至週五(07:30-12:00、13:00-

16:30)
屏北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B）

教育處(77)B28

第 1 頁



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B）

B28-08

閱讀教育
16

1.協助圖書室暑期開放及借還書籍。

2.協助整理圖書室相關環境、汰換書籍

及資料建檔。

3.協助暑期閱讀教育學習營隊相關活

動。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教育、行政、圖書、

資訊、文學相關科系的學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及基本美編

能力。

3.具機車駕照，具交通工具尤

佳。

4.需可自備電腦。

潮州鎮光華國小(1名)

潮州鎮潮東國小(1名)

潮州鎮光春國中(1名)

內埔鄉豐田國小(1名)

內埔鄉育英國小(1名)

內埔鄉富田國小(1名)

內埔鄉內埔國中(1名)

內埔鄉黎明國小(1名)

高樹鄉高樹國小(1名)

高樹鄉大路關國中小(1名)

九如鄉三多國小(1名)

屏東市中正國中(1名)

屏東市前進國小(1名)

屏東市海豐國小(1名)

屏東市歸來國小(1名)

泰武鄉武潭國小(1名)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00-

17:00)
屏北

B28-09

閱讀教育
16

1.協助圖書室暑期開放及借還書籍。

2.協助整理圖書室相關環境、汰換書籍

及資料建檔。

3.協助暑期閱讀教育學習營隊相關活

動。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教育、行政、圖書、

資訊、文學相關科系的學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及基本美編

能力。

3.具機車駕照，具交通工具尤

佳。

4.需可自備電腦。

新園鄉瓦磘國小(1名)

新園鄉新園國小(1名)

春日鄉春日國小(1名)

枋寮鄉枋寮國小(1名)

枋寮鄉建興國小(1名)

林邊鄉林邊國小(1名)

牡丹鄉牡丹國小(1名)

牡丹鄉石門國小(1名)

車城鄉車城國小(1名)

新埤鄉新埤國小(1名)

林邊鄉崎峰國小(1名)

枋山鄉楓港國小(1名)

枋山鄉加祿國小(1名)

來義鄉來義國小(1名)

滿州鄉滿州國中(1名)

滿州鄉滿州國小(1名)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00-

17:00)
屏南

B28 教育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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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B）

B28-10

109年暑期帅兒園課

後留園

18

1.協助照顧參加課後留園之帅兒。

2.協助帅兒園環境整理與佈置。

3.協助帅兒園相關業務及文件整理。

4.其他交辦事項。

帅兒保育、護理、美工、文書、

教育等相關科系。

屏東市勝利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屏東市民和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屏東市民生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萬巒鄉佳佐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霧臺鄉霧台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霧臺鄉霧台國小附設帅兒園分班(1名)

高樹鄉田子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高樹鄉泰山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三地門鄉賽嘉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三地門鄉青山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泰武鄉泰武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泰武鄉萬安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泰武鄉武潭國小附設帅兒園佳帄分班(1名)

泰武鄉武潭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鹽埔鄉彭厝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內埔鄉隘寮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內埔鄉育英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內埔鄉內埔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1.屏東市勝利國小附設帅兒園、高樹

鄉田子國小附設帅兒園、內埔鄉隘寮

國小附設帅兒園、內埔鄉育英國小附

設帅兒園(週一至週五08:00-16:30)

2.三地門鄉賽嘉國小附設帅兒園、泰

武鄉泰武國小附設帅兒園、三地門鄉

青山國小附設帅兒園、鹽埔鄉彭厝國

小附設帅兒園、高樹鄉泰山國小附設

帅兒園、泰武鄉萬安國小附設帅兒

園、內埔鄉內埔國小附設帅兒園、屏

東市民生國小附設帅兒園(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3.其他帅兒園(週一至週五08:00-

17:00)

屏北

B28-11

109年暑期帅兒園課

後留園

9

1.協助照顧參加課後留園之帅兒。

2.協助帅兒園環境整理與佈置。

3.協助帅兒園相關業務及文件整理。

4.其他交辦事項。

帅兒保育、護理、美工、文書、

教育等相關科系。

新埤鄉新埤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林邊鄉崎峰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林邊鄉竹林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來義鄉南和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來義鄉來義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東港鎮東光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南州鄉溪北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佳冬鄉塭子國小附設帅兒園(1名)

車城鄉車城國小附設帅稚園(1名)

1.林邊鄉竹林國小附設帅兒園、車城

鄉車城國小附設帅稚園(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2.其他帅兒園(週一至週五08:00-

17:00)

屏南

B28-12

推動科展及科學教育

專案計畫計畫

4

1.協助規劃科技教育、天文教育創新與

設計。

2.自造教育、科展推廣及活動辦理。

3.其他交辦事項。

1.數理、資訊或自然科技相關科

系的大專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科教中心(屏東市建國國小)及三所自造中心

(屏東市明正國中、潮州鎮潮州國中、南州鄉

南州國中)各1名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

17:30)

屏北

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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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計畫名稱
需求

人數

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

進用資格條件

（含科系、專長）
工作配置地點 工作時間 區域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由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告

109年屏東縣政府「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職缺表（職缺B）

B28-13

協助推動屏東縣國中

小學本土教育

2

1.協助客語發展中心業務。

2.協助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包含台灣母語日、客語生活學校、閩

南語沉浸式教學、客語結合12年國教校

定課程等相關業務）。

3.協助推動夏日樂學計畫。

4.其他交辦事項。

1.大專院校的大專生具客語或其

他本土語能力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及美工編輯

能力

竹田鄉竹田國小、萬巒鄉萬巒國小各1名
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

17:30)
屏北

B28-14

協助推動屏東縣英語

及國際教育

4

1.協助國際教育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

作業務。

2.協助辦理英語夏令營，推廣英語教學

活動及華裔青年營計畫(共3班)。

3.雙語方案規劃與執行。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外文相關科系的大專生

2.具有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教育處教學發展科1名、屏東市忠孝國小3名
週一至週五(8:00-12:00、13:30-

17:30)
屏北

計畫類別：職缺（Ｂ）

進用條件如下：

1.現就讀國內各大專校院之在學學生(五專須三年級以上學生、四年制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

2.高中職三年級之應屆畢業生（不含夜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夜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空中大學學生、研究生及當年考上尚未就學者請勿報名。

※參與職缺（Ｂ）者，不受參加過105、106、107及108年本府舉辦之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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