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 東 縣 霧 臺 鄉 公 所 

108 年度「原鄉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資源維護計畫」臨時人員招募簡章 

壹、 依據：屏東縣政府 108 年 1 月 17 日屏府原產字第 10802268400 號函辦理。 

貳、 計畫期程及錄取名額： 

一、 隊員：108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 10 個月。 

二、 文書助理：108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止，共計 11 個月。 

參、 辦理單位： 

一、 中央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地方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 

三、 地方執行機關：霧臺鄉公所 

肆、 公告事項： 

一、 需求名額：9 人。(隊員 8 名，文書助理 1 名) 

二、 薪資待遇： 

(一) 擔任計畫隊長者每月薪資計新臺幣 28,257 元整，擔任計畫隊員及文書助理者每月薪資計新臺幣

24,404 元整。 

(二) 隊員(長)每月補貼油料費 1 仟元，文書助理每月補貼油料費 5 佰元。 

(三) 108 年 12 月計畫結束仍在職者將發放年終獎金。 

(四) 每位人員均依規定投保勞保、健保，請檢附轉出單。 

(五) 前項薪資及年終獎金額度依原住民族委會員核定為準。 

三、 工作內容： 

（一） 輔導與培訓傳統文化及自然資源管理專才。 

（二） 傳統有形文化調查及維護。 

1. 部落文化遺址、傳統遷徙路線資訊收集。 

2. 部落文化遺址、傳統遷徙路線維護。 

（三）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1. 檢舉案件及衛星變異點查復。 

2. 部落及傳統山川資源維護。 

3. 原生或適栽植物培育及維護。 



4. 非原生種植物預防性清除。 

5. 外來入侵植物防治。 

（四）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1. 天然災害救災應變。 

2. 協助部落事項。 

3. 試辦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4. 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及生態智慧永續利用事項。 

伍、 工作地點：霧臺鄉境內，本所指定交辦工作地點。 

陸、 招考對象：設籍本鄉具原住民族身份之霧臺鄉親優先進用，歡迎女性及中低收入戶踴躍應試。 

柒、 資格條件： 

一、 學歷： 

（一） 隊員：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小（含）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二） 文書助理：經教育部認可之高中職（含）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二、 年齡滿 18 歲以上，隊員須能勝任勞力工作為原則，文書助理須熟稔 office 等文書軟體系統。 

三、 霧臺鄉民並具有原住民身分。 

四、 具機車駕照或汽車駕照。 

五、 文書助理須具備熟稔 word、excel 及 Power Point 等 office 軟體能力。 

六、 具備熱誠願意學習電腦操作及機器設備操作者，如割草機、砍刀、鋤頭等撫育管理工具。 

七、 體力足以深入山林調查魯凱族或其他原住民族傳統遺址資訊收集。 

八、 錄取後須提列公立醫院體檢報告，無不良嗜好，品行端正。 

捌、 報名日期及測驗、筆試、面試地點：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截止報名（逾時不受理）。 

二、 報名地點：霧臺鄉公所觀光課。 

三、 甄選日期及內容： 

（一） 面試： 

1. 面試日期：108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2. 面試地點：屏東縣泰武鄉吾拉魯茲部落咖啡屋。 

（二） 筆試： 



1. 測驗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2. 測驗地點：霧臺鄉圖書館。 

（三） 文書助理電腦測驗： 

1. 測驗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2. 測驗地點：霧臺鄉圖書館。 

（四） 隊員體能測驗： 

1. 測驗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 下午 1 時 30 分。 

2. 測驗地點：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段 879 地號井步山步道。 

玖、 考試方式及成績計算： 

一、 考試方式： 

（一） 隊員分三階段，採階段淘汰制，面試階段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第二天筆試及體能測驗。 

（二） 文書助理分三階段，採階段淘汰制，面試階段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第二天筆試測驗及電腦測驗。 

二、 隊員： 

（一） 第一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50％，由三位評審（原住民族委員會 1 名，屏東縣政府 1 名，霧

臺鄉公所 1 名）進行詢答，評審分數進行加權計算面試成績。 

（二） 第二階段：筆試佔總成績 20％，霧臺鄉地理環境認識、造林木樹種、計畫工作內容、環境

教育、自我介紹。 

（三） 第三階段：體能測驗佔總成績 30％，  

三、 文書助理： 

（一） 第一階段：面試佔總成績 50％，通過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測驗應考人方得參加。由三位評

審（原住民族委員會 1 名，屏東縣政府 1 名，霧臺鄉公所 1 名）進行詢答，評審分數進行加權計

算面試成績。 

（二） 第二階段：筆試佔總成績 20％，霧臺鄉地理環境認識、造林木樹種、計畫工作內容了解、

環境教育、自我介紹。 

（三） 第三階段：使用 office 軟體測驗 word、excel、Power Point 能力佔總成績 30％。 

壹拾、 考試成績依三階段測驗計算總成績排序名次錄取，分數相同者優先錄用 107 年在任時考核優

良者、體能成績較優者及有機車或汽車駕照者。 

壹拾壹、  

一、 體能測驗請著工作帽子、工作長袖上衣、工作長褲、工作雨鞋等櫻穿著工作服裝參加測驗，

現場查驗倘仍有衛生安全疑慮者，判定不合格亦不給予測驗，應試者不得有異議。 

二、 請自備水壺及自身藥品，身體若有不適，體力不堪負荷者請勿應試，倘若發生意外請自行負



責。 

三、 唱名三次不到者視同棄權，請自行做好防護措施。 

壹拾貳、 榜示日期及方式：108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於公所網頁張貼公告錄取人員名單。 

壹拾參、 備註： 

一、 錄取人員報到時間、地點： 

（一） 時間：108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二） 地點：霧臺鄉公所觀光課。 

二、 考試錄取人員接到通知請備齊相關個人資料俾利辦理報到手續，8 時 30 分個人資料未備齊

或未報到者以棄權論，本所將依權責辦理第二次徵試。 

三、 報到時須檢驗下列資料： 

（一） 公立醫院合格體檢表，項目須包含： 

1. 無肺結核。 

2. 無法定傳染病。 

3. 尿液檢查無毒品反應。 

4. 無色盲。 

5. 須視聽力正常、四肢健全。 

（二） 本人最近半年內半身脫帽正面 2 吋照片 3 張。 

（三） 學經歷證件影本(無則免付)、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正本各 1 份、存摺、印章。 

（四） 機車或汽車駕照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