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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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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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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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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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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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