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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企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3 名；備取： 6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辦理文化資產保存計畫擬定、公有 50 年建物文資價值評估、文化資產周邊開發工程審

議、列冊建物之定期訪視等事項。 

二、其他交辦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5,533 元(376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年

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二年以上著有成績；或

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四年以上者。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股長蔡佩欣  02-27208889 分機 363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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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古蹟修復工作、古蹟土木工程、歷史性建築物調查、登錄、規劃設計、施工工地監造等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328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 1 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

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2 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建設科 卓立股長 02-27208889 分機 3608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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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自治法規修訂、文化資產保存公聽會與說明會等事項。 

二、其他交辦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328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

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二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

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四年以上者。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股長蔡佩欣  02-27208889 分機 363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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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生態博物園區策略擬定、館所整合規劃、會議召開及列管進度事宜。 

二、文化館所輔導策略規劃及執行。 

三、閒置空間再利用規劃及執行。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328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

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林彥亨專員  02-27208889 分機 355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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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辦理大型文化景觀、聚落等文化資產修復工程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及後續工程發包、

施工、驗收等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328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

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建設科  卓立股長  02-27208889 分機 3608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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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6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3 名；備取： 6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辦理民間修復公有文化資產租金減免案收件、審核、執行及相關配套研擬、古蹟管理維

護訪視查核輔導等相關事項。 

二、其他交辦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

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三、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股長蔡佩欣  02-27208889 分機 363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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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7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3 名；備取： 6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辦理新文化運動館場館維護、常設展覽、特展活動、文物典藏、教育推廣、刊物出版、

館際交流、志工訓練等相關作業。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林彥亨專員  02-27208889 分機 355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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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8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負責文化博物館申設輔導補助等各項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二、藝文空間活化利用規劃及執行。 

三、委外館所營運督導考核業務。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林彥亨專員 02-27208889 分機 3559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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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9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臺北市受保護樹木日常列管追蹤事宜。 

二、協助樹保計畫送件審訂事宜。 

三、樹保業務審議會議召開。 

四、樹保業務教育推廣及人才培訓事務。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林舒華視察 02-27208889 分機 3557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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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0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職稱 聘用規劃師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辦理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及修繕等相關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後續工程執行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二、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文化局文化建設科 卓立股長 02-27208889 分機 3608 

聘僱期間 自實際到職起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考核及格始續僱至當年度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有政府標案辦理經驗者佳，具流暢公文撰寫能力者佳，背景屬土木、建築、營建工程相關

科系畢業者佳。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culture.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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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1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職稱 約聘心理輔導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負責辦理心理衛生教育宣導推廣、專業志工訓練、社區資源整合服務及心理健康高危險群個案

管理與行政規劃等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5,533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心理、社工、護理、公共衛生或資訊相關科系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心理、社工、護理、公共衛生或資訊相關科系學士學位，並具有與擬

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2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游川杰  電話：3393-6779 轉分機 69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3.熟悉電腦文書處理作業及統計圖表製作能力。 

4.勤奮、細心、積極、負責、抗壓性高，能配合加班、輪班及職務作機動整。 

5.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網址 http://health.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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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2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職稱 約聘組長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訂定區域層級之年度照顧計畫。 

二、調查並掌握區域服務人力及資源供需訊息。 

三、掌握需求人口及分布。 

四、督導本市照顧管理工作績效。 

五、掌理照管中心企劃行政及個案管理相關事宜。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5,533 元至 53,284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長期照顧、醫護、公共衛生、社工等相關碩士學位，並具有 4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長期照顧、醫護、公共衛生、社工等相關學士學位，並具有 5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隋佳菱小姐  電話：2720-8889#7085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3.每月待遇新臺幣 45,533 元至 53,284元(新進人員需自 45,533元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網址 http://health.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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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3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職稱 約聘高級檢驗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規劃及督導食品化學及食品微生物檢驗業務。  

2.檢驗品質管理稽核、績效管考及教育訓練。 

3.規劃及督導食品檢驗方法開發業務。 

4.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3,596 元至 47,471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食品營養、食品科學、醫事檢驗或化學系等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 

2.國內外食品營養、食品科學、醫事檢驗或化學系等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並具有 4 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何基培股長  電話：28280102 轉 5961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3.每月待遇新臺幣 43,596 元至 47,471元(新進人員需自 43,596元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網址 http://health.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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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4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職稱 約僱管理員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辦理六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之審核、核發及分析統整相關資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醫事、護理、公共衛生、社工及資訊媒體等相關學士學位者。 

2.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 2年以上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隋佳菱小姐  電話：2720-8889#7085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網址 http://health.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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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5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派駐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職稱 約聘管理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疫苗政策、計畫之擬訂、考核、執行及督導事項。 

二、防疫諮詢委員會人口密集機構監測隔離病房。 

三、H1N1/H5N1/漢他病/人畜共通傳染病。 

四、醫院感染管制監控、感控查核計畫與執行。 

五、營業衛生稽查業務。 

六、傳染病業務電腦化工作。 

七、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防治計畫之擬訂、考核、執行、督導事項及其他傳染病防治工作。 

八、辦理社區防疫及結核病個案追蹤管理等相關事宜。 

九、生物安全及檢驗機構認可相關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至 35,845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二、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 1年以上之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林英英護理長  電話：02-28261026轉 7232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A4紙張格式影印。 

2.熟悉電腦文書處理作業及統計圖表製作能力，能配合加班、輪班及職務作機動調整者尤佳。 

3.具護士或護理師證書者尤佳。 

4.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5.每月待遇新臺幣 33,908 元至 35,845元(新進人員需自 33,908元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網址 http://www.bthc.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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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6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派駐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職稱 約聘管理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疫苗政策、計畫之擬訂、考核、執行及督導事項。二、防疫諮詢委員會人口密集機構監測

隔離病房。三、H1N1/H5N1/漢他病/人畜共通傳染病。四、醫院感染管制監控、感控查核計畫

與執行。五、營業衛生稽查業務。六、傳染病業務電腦化工作。七、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防治

計畫之擬訂、考核、執行、督導事項及其他傳染病防治工作。八、辦理社區防疫及結核病個案

追蹤管理等相關事宜。九、生物安全及檢驗機構認可相關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至 35,845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二、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 1年以上之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如有護理師證書，請檢附。 

聯絡人 陳組長  電話：02-25853227 分機 6631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則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資格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5.每月待遇新臺幣 33,908 元至 35,845元(新進人員需自 33,908元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網址 http://www.dthc.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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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7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職稱 聘用幫工程司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辦理公共住宅興建之規劃設計、預算書圖等審查、現場督導業務。 

2.辦理公共住宅之發包、履約管理、施工、督導、驗收、協調及工程資訊管理等事項。 

3.執行各階段行政業務。 

4.其他與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有關之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5,533 元(376 薪點) 

資格條件 

45,533元(376薪點) 

 

1.國內外研究院所都市設計、建築、土木、電機、電子、機電整合等相

關科系畢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

經驗 2年以上者。 

2.國內外大學都市設計、建築、土木、電機、電子、機電整合等相關科

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3 年

以上者。 

3.國內外專科都市設計、建築、土木、電機、電子、機電整合等相關科

系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6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

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

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4.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聯絡人：張裕隆  電話：02-27772186#2602 

聘僱期間 
自 106 年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

進用期限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相關實務經驗及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以 376薪點進用人員，如經年度考核成績優良，得予調高薪點。 

5.聘用原因消失時即無條件解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網址 http://www.udd.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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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18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職稱 聘用幫工程司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協助本局管理台北 2050願景計畫工作室營運管理，工作時間由本局視開館需要另行規定。 

2.配合規劃及協助執行台北 2050工作坊、研討會等相關業務執行策展事宜。 

3.配合辦理 2050願景計畫書圖製作及相關行政事宜。 

4.其他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312 薪點) 

資格條件 

37,783元(312薪點) 

 

1.國內外研究院所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

碩士以上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學士

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1年以上者。 

3.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者，並具有活動、導覽、或接待

解說等相關工作經驗 1年且具英檢中高級以上者。 

41,658元(344薪點) 

具本項資格條件，經本
市就業服務處甄選錄
取，並經用人機關臺北
市都市發展局評審通
過者，得以 344薪點進
用。 

1.國內外研究院所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

碩士以上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1年以上者。 

2.國內外大學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學士

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3年以上者。 

45,533元(376薪點) 

具本項資格條件，經本
市就業服務處甄選錄
取，並經用人機關臺北
市都市發展局評審通
過者，得以 376薪點進
用。 

1.國內外研究院所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

碩士以上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2年以上者。 

2.國內外大學都市計畫、建築、市政、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得有學士

學位，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4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

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

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4.求職登記表。 

5.如應徵條件為「具英檢中高級以上者」，請檢附英檢中高級以上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

等相關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張志豪  電話：02-2725829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進用期

限至 108年 12月 31 日止。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相關實務經驗及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以 312或 344薪點進用人員，如經年度考核成績優良，得予調高薪點。 

5.聘用原因消失時即無條件解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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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udd.gov.taipei/ 

            

類別編號 19 

用人機關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職稱 約聘護理師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 提供個案學生健康問題評估、個案管理及侵入性醫療輔助行為等照護服務。 

二、 服務重症學生數以 10人為原則。 

三、 學生照護工作包含以下幾點： 

 (一)使用呼吸器者的照護，氣切口的照護，無法自行排痰者的照護協助拍痰與抽痰，過敏及氣

喘的照護。 

 (二)裝有鼻胃管或腸胃道造瘻口者，需長時間或多次協助灌食及照護。 

 (三)其他經醫囑建議學生之侵入性醫療輔助照護。 

 (四)與服務個案之醫療單位醫師保持聯繫，掌控學生醫療照護情形，並提供學生在學校身體狀

況供醫師進行醫療評判。 

 (五)需接受相關之職前訓練與在職進修講習課程。 

 (六)定期與校護共同討論學生醫療照護情形，如遇緊急狀況需立即向上呈報。 

四、其他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5,533 元（376薪點） 

資格條件 

領有護理師執照，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二、 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護理師證書。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輔導室特教組黃君 （25914085 轉 1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若聘用期限結束或聘用原因消失即無條件解聘，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網址 http://www.csps.tp.edu.tw/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http://www.cs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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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0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職稱 聘用社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規劃社會安全網相關事宜。 

2.個案服務彙整、會議召開、教育訓練辦理及志工召募。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41,658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社會工作相關學系以上畢業者，或具專技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者。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

「簽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陳函郁 電話：27206528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dosw.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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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1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職稱 聘用社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 配合長照服務法，輔導單位完成立案，並進行立案資格審查。 
二、 管理本市照顧服務輸送體系及各項服務計畫推動進度。 
三、 開發、拓展本市長照服務資源，委託、特約或補助轄內長照服務單位提供服務，並

督導其服務品質。 
四、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教育訓練。 

五、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使用宣導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 

資格條件 

一、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社會工

作科系、第三款規定之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 

二、 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

「簽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黃薏蓉股長 27208889 轉 6966~6968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對老人福利工作有熱忱者尤佳。 

5.本聘用計畫經費係由衛生福利部專款補助，如遇補助經費中止或僱用原因消失，應無條

件解聘，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網址 http://www.dosw.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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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2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職稱 約僱照顧服務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 長者關懷問安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二、 協助突發狀況之處理（通知家屬或陪同就醫）、住院時需探望。 

三、 活動支援協助。 

四、 其他臨時交辦工作。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6,642 元 

資格條件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具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 3個月以上或 1年以上之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需載明工作起迄時間及內容)。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6.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 

聯絡人 聯絡人：鄧啟明 電話：29393146分機 3158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擔任輪值工作。 

3.具以下條件者尤佳： 

(1)具服務熱忱，富耐心，具老人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態度積極認真者。 

(2)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網址 http://www.dosw.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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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3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職稱 約聘護理師 

需求人數 正取： 9 名；備取： 18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協助護理長推展各項護理照護業務。 

二、依院民之需要提供適切之護理及衛生教育。 

三、辦理院民健康促進、健康指導、保健業務等相關事宜。 

四、院民之健康護理評估、計劃、執行及評值。 

五、醫療業務之協調。 

六、辦理臨床教學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約 41,658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領有護理師證書，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護理師證書。 

4.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加附委由翻譯社翻譯之中文

譯本，並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大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之起迄時

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

/專業訓練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

專業訓練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聯絡人：陳麗萍  電話：28581081分機 23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具備 1 年以上地區醫院內外科或急重症臨床護理經驗，如曾修畢長期照護、老人護理課程學
分及完成實習課程且通過實習考核，或完成長期照護專業培訓課程（Level 1）訓練或失智照
護相關訓練並經測驗合格頒發證書者尤佳。 

2.新進人員需自計畫所訂最低薪點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最高至新臺幣 51,346 元。 
3.加班費另計。 
4.需輪三班（含假日）。 
5.本職缺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規定。 

6.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haoran.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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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4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職稱 約聘社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敬老所特殊個案輔導、建構特殊個案處理流程及轉介系統、特殊個案團體方案規劃與實

施、推展輔導專業技能、推展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在職訓練。 

二、推展老人長期照護專案、社會工作管理與督導、社會役管理與督導、社區資源整合。     

待遇/每月 新臺幣約 39,720 元 

資格條件 

一、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二、 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 3個月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加附委由翻譯社翻譯之中文

譯本，並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大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之起迄時

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

/專業訓練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

專業訓練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聯絡人：朱美月  電話：28581081分機 25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畢業，且對於老人社會福利及輔導工作具有熱忱者尤佳。 
2.具社工實務經驗者或具社工師證書者尤佳。 
3.本職缺需俟原任人員錄取 106年高等考試分配機關確認離職後使得通知報到。 
4.本職缺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規定。 

5.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haoran.gov.taipei 

 

  



 

25 

類別編號 25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職稱 約僱服務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住民日常生活照顧。 

二、陪同長者院內、外就醫及協助購買生活用品。 

三、住房環境清潔維護及消毒。 

四、執行預防長者意外傷害之相關預防措施。 

五、協助長者參與日間活動。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約 23,009 元 

資格條件 

一、 國民中學或初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二、 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專長足以勝任或 1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加附委由翻譯社翻譯之中文

譯本，並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大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

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

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聯絡人：陳麗萍  電話：28581081分機 23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原住民身分優先。 
2.加班費另計。 
3.需輪三班（含假日）。 
4.本職缺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規定。 

5.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haoran.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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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6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職稱 聘用研究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國內外城市意象行銷資訊蒐集。 

二、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市政行銷活動事項。 

三、創意行銷本府公共政策之執行。 

四、其他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傳播、企管、外語、公共行政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

作經驗 2年以上者。 

二、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 3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外學歷須經教育部認可）。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相關工作經歷（須載明工作起迄時間）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林珮琪  電話：2720-8889 轉 7559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依聘用計畫書及年終成績考核結果每年辦

理續聘或解聘事宜。 

備註 

1.具有製作動畫或美工能力，具創意發想或媒體工作經驗者尤佳。 

2.具公文處理經驗尤佳。 

3.錄取後依本局約聘僱人員相關規定辦理。 

4.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tpedoit.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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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7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職稱 約僱稽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辦理本市住宿申訴案件會勘，及協助日租套房檢查相關業務。 

2.彙整日租查察案件相關統計，及資料整理建檔等相關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公私立高中（職）以上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 2年以上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外學歷須經教育部認可）。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相關工作經歷（須載明工作起迄時間）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陳其睿  電話：2720-8889 轉 7546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依約僱計畫表及年終成績考核結果每年辦

理續僱或解僱事宜。 

備註 

1.需配合輪班(早班時間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晚班時間上午 11時至晚上 8時）。 

2.需能配合業務加班，需能獨立協調完成現場稽查作業。 

3.需熟悉電腦文書操作、國內外網路廣告資訊蒐集與紀錄、裁罰及強制執行程序及行政法院現

場答辯等尤佳。 

4.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5.錄取後依本局約聘僱人員相關規定辦理。 

6.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travel.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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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8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職稱 聘用檢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0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本市勞動條件檢查事項：本市轄內申訴檢查、專案檢查及一般檢查，其檢查範圍包含勞動

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勞資爭議處理法（協助調查事實部分）等其

他勞動條件相關法令。 

二、勞動條件檢查後續配合事項： 

(一) 包括處分、訴願答辯、登錄陳報檢查結果、統計並提出專案檢查報告等。 

(二) 檢查後續罰鍰、訴願等相關事項。 

(三) 其他行政支援事宜。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 

資格條件 

需為勞工、社會、法律相關科系畢業，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二、國內外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一年以上著有成績，或具

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工作經驗」指全職受薪之工作經驗，不含部分工時（工

讀）、服兵役（義務役、替代役）、志願服務（志工）、實習性質或公法救助臨時性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係由雇主，如政府機關、學校或事業單位（含公民營事業機構、法人、

團體等）開具之服務、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證明文件須加蓋機關印信或公司章），並須載明

「工作期間起迄時間、內容」。另「聘僱或勞動契約書」、「年度考核通知書」等無法證明實際

工作起迄時間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僅得為輔助證明文件；「勞保資料明細表」僅為勞

保加退保紀錄，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等，均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吳小姐 電話：2302-6355#104 

聘僱期間 

1.經錄取進用者，尚須通過學科訓練、見習訓練及檢查實務訓練，每階段考核成績須通過外，

尚須再經過筆試及口試，總成績合格者，准予續僱；考核未通過者，將終止聘僱。 

2.本聘用計畫經費係由勞動部專款補助，如遇補助經費終止或聘用原因消失，應無條件解僱，

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網址 http://bol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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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29 

用人機關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職稱 聘用檢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5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事項：辦理本市申訴檢查、專案檢查、一般檢查、重大災害檢查等

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後續配合事項：包括後續處分、訴願答辯、登錄陳報檢查結果、統

計並提出專案檢查報告等。 

三、其他事項：執行檢查案件須逐案填寫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會談紀錄，並視需要製作職業

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業務談話紀錄等。 

四、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事宜及臨時交辦工作。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9,720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理、工、醫、管理、勞工等相關碩士學位，且以「勞動檢查員遴用

及專業訓練辦法」第二條第三項之附表二所列學系、所為限，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經驗 1

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工作經驗」指全職受薪之工作經驗，不含部分工時(工

讀)、服兵役(義務役、替代役)、志願服務(志工)、實習性質或公法救助臨時性工作經驗。「工

作經驗證明文件」係由雇主，如政府機關、學校或事業單位（含公民營事業機構、法人、團

體）開具之服務、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證明文件須加蓋機關印信或公司章），並須載明「工

作期間起迄時間」。另「聘僱或勞動契約」、「年度考核通知書」等無法證明實際工作起迄時間

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僅得為輔助證明文件；「勞保資料明細表」僅為勞保加退保紀錄，

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等，均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汽車或機車駕照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曾先生 23086101#600、魏先生 23086101#400 或黃先生 23086101#660 

聘僱期間 

1.本聘用計畫經費係由勞動部專款補助，執行該部「督促事業單位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計

畫」，經錄取進用者，尚須參加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員職前訓練(含學科及術科訓

練)，未通過訓練取得結業證書，致無法單獨執行檢查及達成年度規定檢查場次者，將終止聘

僱。 

2.如遇勞動部專款補助經費終止或聘用原因消失，應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

或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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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職缺所限「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訓練辦法」第2條第3項之附表2所列學系、所如下： 

⑴理學院部分 

化學系、物理學系、應用物理學系、生物學系、資訊科學學系、材料科學系、海洋學系、

漁業學系、地質學系、地球物理學系、物理與地球學系、大氣物理學系、數學系、應用

數學系、海洋資源學系、體育學系、環境科學系。 

⑵工學院部分 

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信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控制工程學系、土木工

程學系、水利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應用化學學系、紡織工程學系、建築學系、建

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礦冶及材料學系採礦組、礦冶及材料學系冶金組、核子工程學系、

工業工程學系、工程科學系、造船工程學系、輪機工程學系、工業化學系、動力機械學

系、航空工程學系、車輛工程學系、兵器工程學系、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河海工程學系、

土木及水利工程學系、輪機學系、造船及船舶機械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資源工程

學系、航海學系航海組、航運技術學系、醫學工程學系、測量工程學系、自動控制工程

學系、電子物理學系、海洋環境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材料科學

工程學系、材料工程學系、工業設計學系、營建工程技術學系、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都市計畫學系、航空太空工程學系、船舶機械工程學系、航海

技術學系、海洋運輸學系、生物工程學系、纖維工程技術學系、印刷學系、室內設計學

系。 

⑶醫學院部分 

醫學系、藥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公共衛生（衛生管理）學系、牙醫學系、學士後醫學

系、護理學系、復健醫學系、營養學系、保健營養學系、職業醫學系、工業衛生系。 

⑷管理學院部分 

資訊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科學系、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交通工

程與管理學系。 

⑸其他部分：勞工關係學系。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3.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4.具公文撰寫能力、汽機車駕照者尤佳。 

5.需配合假日或夜間出勤。 

網址 http://www.li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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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0 

用人機關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職稱 聘用社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處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相關行政事務及方案執行管理工作等保護性業務達 50％以

上、未達 80％。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

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為新臺幣 39,720元)。 

資格條件 

1.312 薪點敘薪資格: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條第 2項各款應考資格之國內公
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應具備 1年以上
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歷。 

2.328 薪點敘薪資格: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條第 2項各款應考資格之國內公
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
社會工作師證照，應具備 1年以上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歷。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陸

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

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

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5.國內社會工作師證照或學分證明或成績單之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張裕敏  電話：02-23615295 分機 6203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則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續聘（僱），本職缺

僅至 107年 12月 31 日止。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dvs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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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1 

用人機關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職稱 聘用組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3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辦理訓練、輔導及職涯發展相關事項。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勞工、社會、法律、人力資源、經濟等相關碩士學位，並具有與

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1年以上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勞工、社會、法律、人力資源、經濟等相關學士學位，並具有與擬任

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 2年以上者。 

3.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並具有勞政機關或職業訓練機構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

作經驗 1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

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

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5.以資格條件第3項報考者，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除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外，並須載有能證

明具有勞政機關或職業訓練機構與擬任工作有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

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

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聯絡人：吳佳廸  電話：28721940#262、 

      施瑩鶯  電話：28721940#264 

聘僱期間 106 年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須熟悉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網址 http://www.tvdi.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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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2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職稱 約聘社會工作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0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執行少年行為偏差輔導服務工作。 

2、辦理少年法令常識、親職教育等宣導及各項少年團體輔導活動。 

3、執行校園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4、區域內相關機關團體協調聯繫，合作辦理協調會報或少年犯罪防治等工作。 

5、辦理志工招募及管理。 

6、指導志工協助從事少年輔導服務等相關知能。 

7、辦理實習生實習業務。 

8、執行其他有關少年輔導事務工作。 

9、執行上級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7,783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及相關學系畢業。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且無前科素行資料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外學歷須經教育部認可，外國學歷須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或實習、志工、社團經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服務內容及起迄

時間）。 

4.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聯絡人：王文惠  電話：02-27599996 

聘僱期間 106 年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6年度起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jad.police.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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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3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消費者服務中心諮詢服務及申訴受理。 

二、消保宣傳教育規劃。 

三、消保志工管理考核。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高級中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 3個月以上或 1年以上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楊侑庭 27287822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網址 http://www.legalaffairs.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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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4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職稱 約僱護理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定期提供專業衛教資訊予同仁，提醒注意個人健康。 

二、辦理每年員工健康檢查及體格檢查，每年健檢資料進行分析統計，建立健康分級管理資 

料，針對本局同仁易產生之疾病安排衛教講座或追蹤檢查，預防職業疾病發生。 

三、每年辦理在職急救人員訓練。 

四、協助每月醫師臨廠服務執行。 

五、輔導或諮詢受職災同仁之復健，使同仁提早重返職場。 

六、針對本局同仁之職安事項，提供專業護理及安全維護建議。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一、需具備以下資格者: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二)具護理人員資格者。 

(三)需熟稔電腦文書處理軟體。 

二、通過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者尤佳。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5.國內護理師證明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黃鈺君 電話：02-27208889 分機 7305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dep.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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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5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協助事業廢棄物現場查核。 

二、網路維護與資料庫管理。 

三、辦理醫療院所、電腦電信、廢棄物處理業、化學材料、營造業、環境檢測業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審查、上網申報勾稽作業。 

四、業者申請 GPS之審查作業。 

五、辦理巨大廢棄物相關業務。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專以上醫藥衛生、資訊管理、環境工程、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環保技術等相關科系

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何姿慧 電話:27208889分機 1753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 月 31 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dep.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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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6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實施抽查清運垃圾業者垃圾分類業務，推廣廚餘堆肥計畫。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6,642 元 

資格條件 
1.高中職（含）以上畢業，男女不拘。 

2.具備電腦應用基礎。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林鈺惠股長 電話：1999 轉 7268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至 106 年 12 月 31日止，107 年度依聘僱計畫及考核成績一年一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dep.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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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7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協助辦理違反環境保護法規稽查、取締、告發之執行事項。 

2.協助辦理關於各類環境公害污染源如空氣污染、噪音、廢棄物、水污染等稽查防治資料之

蒐集彙整及管制執行事項。 

3.上級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0,275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以上環境工程、環境管理、環安及其它與環境保護相關科系學校畢業。 

2.須具有小客車駕駛執照。 

3.具備基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國內外學歷需經教育部認可，外國學歷並須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 

3.小客車駕駛執照影本。 

4.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林宜萱 電話：23754573#296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 日止，並依約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1.具備環保相關工作經驗者尤佳。 

2.本項工作不支領清潔獎金。 

3.稽查業務每日 24小時受理民眾檢舉，受僱人如無法執行本大隊排定之日班、小夜班、大夜

班及假日班之勤務者應予解僱，受僱人不得抗辯；本項工作係外勤性質，並能在業務需要

時配合加班者。 

4.具中文輸入或基本電腦軟體應用相關證照影本尤佳。 

5.本次約僱人員係依專案計畫僱用，若約僱原因消失時，應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留用或救助。 

6.報名應繳交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epib.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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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8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擔任與本處河巡隊駐警輪值、河川及高灘地巡防取締及舉發違反水利法、公園管理自治條

例案件等相同勤務。 

二、辦理前開違規案件之訴願案答辯、人民單一申訴信箱回覆及相關行政業務。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需具備汽車駕照，並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

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

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5.國內汽車駕照影本。 

聯絡人 徐雅琳 電話：02-27208889#816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he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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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39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職稱 約僱工程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工程規劃設計、繪圖及工程監督、協調事項。 

二、道路施工挖掘申請許可事宜。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土木等相關科系學位者。 

二、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得有土木等相關科系，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

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

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

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徐雅琳 電話：02-27208889#816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he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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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0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職稱 約僱工程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工程規劃設計、繪圖及工程監督、協調事項。 

二、道路施工挖掘申請許可事宜。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電機、機械等相關科系學位者。 

二、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得有電機、機械等相關科系，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

之重要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

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

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徐雅琳 電話：02-27208889#816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he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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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1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職稱 約僱助理工程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1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工程規劃設計、繪圖、勞務及工程招標作業、工程監督與協調。 

二、水利建造物預約維護檢修改善等事項。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0,275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得有建築、景觀、土木等相關科系，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

關之重要工作經驗1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須載明工作經驗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

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

文證明者請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聯絡人 徐雅琳 電話：02-27208889#816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he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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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2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職稱 稽查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辦理有線電視申訴案件會勘，及協助有線電視纜線檢查業務。 

二、配合有線電視業、電影院、錄影節目帶業等查察工作。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 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周立人 電話：8978-8900 轉 8211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熟諳電腦操作、具運用文書處理軟體(例如 WORD、EXCEL、POWERPOINT 等)進行資料

統計分析之相關經驗尤佳。 

3.具公文寫作能力者尤佳。 

4.具學習熱忱者尤佳。 

5.必要時需能配合業務需要值班或加班。 

6.具原住民族身分者尤佳。 

網址 http://nc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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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3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職稱 約僱人員(行政類別) 

需求人數 正取： 10 名；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財產管理、行政等相關業務。 

2.國家賠償、民事、行政訴訟等相關業務、單一申訴系統等案件之處理。 

3.各類會議資料彙整列管及月報、季報表填報及彙整。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若具備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身分請繳交相關證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馬塵揚 電話：02-23815132 轉 306 

聘僱期間 
本職缺預計 107年 1月 2日出缺，聘僱期間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108年度

依僱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1.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敘薪。 

2.上班時間須彈性配合本處上班時間或輪三班。 

3.須配合週休 2 日及國定假日排班；颱風暴雨警戒期間須 24 小時待命執勤。 

4.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5.具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或會計等相關證照者尤佳。 

6.用人機關得依業務需要，調整工作內容。 

7.歡迎具身心障礙及原住民身分朋友報名參加，並檢附相關證件影本。 

8.備取人員係候用性質，自榜示之日起算 1 年內有效，於本處遇缺時依各類別名次優先順序僱

用，以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工作內容、資格條件相同之職缺為限。 

9.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pkl.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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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4 

用人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職稱 約僱人員(業務類別) 

需求人數 正取： 7 名；備取： 3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公園、綠地、廣場、設施物及路燈之巡查、委外維護、各類工程設計、監造、履約管理、勞

務採購、財產管理等業務。 

2.國賠案件之會勘、協調、訴訟、處理，土地使用及占用案件、單一申訴系統等案件之處理。 

3.各類會議資料彙整列管及月報表、季報表填報、工程預算進度控管報表之彙整及各類公文處

理。 

4.需騎乘機車或駕駛汽車巡查公園、綠地、廣場、設施物及路燈。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園藝景觀、土木、電機、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者。 

2.國內外高級中等(職業)學校園藝景觀、土木、電機、地政等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

作性質相當 2 年以上之經驗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5.若具備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身分請繳交相關證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馬塵揚 電話：02-23815132 轉 306 

聘僱期間 
本職缺預計 107年 1月 2日出缺，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108年度依僱用計

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僱。 

備註 

1.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規定敘薪。 

2.上班時間須彈性配合本處上班時間或輪三班。 

3.須配合週休 2 日及國定假日排班；颱風暴雨警戒期間須 24 小時待命執勤。 

4.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5.具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或會計等相關證照者尤佳。 

6.用人機關得依業務需要，調整工作內容。 

7.歡迎具身心障礙及原住民身分朋友報名參加，並檢附相關證件影本。 

8.備取人員係候用性質，自榜示之日起算 1 年內有效，於本處遇缺時依各類別名次優先順序僱

用，以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工作內容、資格條件相同之職缺為限。 

9.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pkl.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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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5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美術館 

職稱 約僱解說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擔任陳列或展覽之服務工作。 

2.培訓義工從事導覽及現場作品安全管理等相關事宜的規劃。 

3.親子、青少、銀髮族特殊團體等專案導覽的規劃、宣傳推廣及教具設計。 

4.錄音導覽撰稿卡帶標籤、路線圖、海報文宣及展覽相關的設計與媒體宣傳。 

5.教育推廣業務之網站資訊整合及維護、網站服務考核資料蒐集彙整。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美術系畢業者。 

2.國內外大學美(藝)術相關科系畢業，並具美術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1年以上者。 

3.國內外美(藝)術系相關專科畢業，並具美術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2年以上者。 

4.國內外大專院校畢業，並具美術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驗4年以上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聯絡人：余思穎 電話：02-25957656 分機 20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起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需具備展覽執行實務經驗，諳第二外語者尤佳。 

2.僱用原因消失時即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3.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tfam.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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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6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職稱 約聘學務創新人力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 校園安全維護： 

(一) 規劃建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二) 校園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管制。 

(三) 學生校外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協助。 

(四) 辦理防制暴力霸凌與黑道進入校園相關工作。 

(五) 執行春暉專案。 

(六) 校園內外安全巡查（含學生違規違紀糾處）。 

(七) 擔任學校校安中心輪值勤務。 

(八) 負責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維護。 

(九) 各項安全教育宣導與示範觀摩。 

二、 學生生活輔導及轉介： 

(一) 學生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處置與初級輔導。 

(二) 管教衝突事件協處、輔導。 

(三) 協助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追蹤、協處與管制。 

(四) 學生校外賃居及工讀輔導與訪視。 

(五) 高關懷及弱勢學生輔導與訪視。 

(六) 協助學生急難慰助及學產基金申請。 

(七) 協助學生宿舍及交通專車督導與管理。 

(八) 聯合巡查工作(含配合春風專案、青春專案等)。 

(九) 其他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交付任務。 

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聯絡人 黃建霖主任 電話 02-2528-6618*211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視計畫存續，如約聘人員經考核優良，一

年一聘用。 

備註 

1.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2.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1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60003668B 號令「推動高級中

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學務創新人力應於半年內接受教育部國教署培訓並取得學務創新

人力合格證明。 

3.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hssh.tp.edu.tw/ 

 

  



 

48 

類別編號 47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職稱 約聘學務創新人力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 ；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校園安全維護： 

(一)規劃建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二)校園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管制。 

(三)學生校外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協助。 

(四)辦理防制暴力霸凌與黑道進入校園相關工作。 

(五)執行春暉專案。 

(六)校園內外安全巡查（含學生違規違紀糾處）。 

(七)擔任學校校安中心輪值勤務。 

(八)負責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維護。 

(九)各項安全教育宣導與示範觀摩。 

二、學生生活輔導及轉介 

(一)學生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處置與初級輔導。 

(二)管教衝突事件協處、輔導。 

(三)協助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追蹤、協處與管制。 

(四)學生校外賃居及工讀輔導與訪視。 

(五)高關懷及弱勢學生輔導與訪視。 

(六)協助學生急難慰助及學產基金申請。 

(七)協助學生宿舍及交通專車督導與管理。 

(八)聯合巡查工作(含配合春風專案、青春專案等)。 

(九)其他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交付任務。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33,908 元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4.報名時,若有工作經驗者請繳附「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王淑霞學務主任 電話 02-28914131#30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 年 12月 31 日止，107 年度起視計畫存續，如約聘人員經考核優良，一

年一聘用。 

備註 

1. 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2.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1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60003668B 號令「推動高級中

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學務創新人力應於半年內接受教育部國教署培訓並取得學務創新

人力合格證明。 

3.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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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8 

用人機關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職稱 專案技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辦理違章建築疏導拆除工作 

2.處理 1999 緊急通報案件(含夜間) 

3.天然災害專案留守 

待遇/每月 依工友管理要點工餉核支標準表規定約新臺幣 31,245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高中(職)以上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者。 

2.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或嗜好。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人事室李小姐 電話：27208889 分機 2706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 

備註 

1.除上開資格條件外，須符合工友管理要點第三點應具備條件。 

2.依工友管理要點工餉核支標準表規定依學歷敍薪。  

3.具相關工作經驗及有機車或手排普通小型車駕照尤佳。  

4.本職缺係經本府專案核准新僱專案職工，如獲錄取者日後不得參與本府職工調僱移撥。  

5.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A4紙張格式影印。  

6.無重大疾病紀錄，案內人員如獲錄取，請繳交近三個月健康檢查報告。  

網址 http://db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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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49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動物園 

職稱 專案技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及體力測試（男性負重約 30 公斤：女性負重約 25公斤） 

工作內容 

1.動物飼養管理、行為觀察、展示場地布置，並協助脊椎動物族群管理、環境豐富化設施製作

與動物訓練。 

2.動物的配對繁殖、溫控孵化、育幼照養及幼體特殊活餌取得與繁養。 

3.動物展示場、欄舍、圈養環境清潔及維管，依管理需求搬移粗重的動物相關設施與飼料。 

4.動物照養管理影像與文獻資料蒐集、動物樣材收集與飼糧建檔、動物照管日誌記錄及動物資

料整理分析。 

5.園區動植物相調查、動物野放追蹤及環境監測。 

6.動物保育相關研究。 

7.擔任野生動物與環境教育解說工作。 

8.其他交辦業務。 

待遇/每月 依工友管理要點附件三「各機關學校工友工餉核支標準表」(約 31,245 元)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學生物相關科系畢業，具學士以上學位者。 

2.或國內外大學畢業，具學士以上學位者，並具有公、私立動物園或公立之野生動物收容機構

動物專業照養管理 1年以上經歷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聯絡人 保育研究中心唐欣潔 電話：29382300 分機 213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現缺)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需配合於例假日上班，平日輪休。 

3.具備動物飼養管理、野生動物保育、動物訓練與行為觀察之經驗與能力，熱愛與動物相處並

能冷靜面對與處理各類動物之突發狀況，避免潛在威脅與危險發生，且須能忍受動物排遺惡

臭。並能應照養動物需求具植物辨識與食用植栽照養能力。 

4.體力強健，能負責動物展示場、欄舍、圈養環境清潔及維修，且須能隨時搬移粗重的欄舍內

設施與動物飼料或盆栽。 

5.具充分協調能力，可與同仁共同協力完成動物管理與保育任務，並能隨時相互代理現場工作。 

6.熟悉數位影像拍攝與剪輯、電腦文書處理之操作，除能迅速在電腦上填列日常管理日誌並列

印動物資料外，也需具整合並分析動物資料能力。 

7.具良好表達能力(具英文、德文或日文等第二外語能力尤佳)，能蒐集閱讀動物與動物展示相

關文獻並能擔任保育教育相關解說工作。 

8.能提供其他汽機駕照、操作搬運機具、專業證照或英文能力證明等補充證明文件尤佳。 

9.案內專業業務職工職缺，係臺北市政府因應臺北市立動物園特殊業務需求及專業人才羅致困

難特性，例外同意得委託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辦理公開甄選作業新僱人員，爰錄取人員經該園

通知報到後，依規定不得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臺北市政府移撥政策，特予敘明。 

網址 http://www.zo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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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0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職稱 契僱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每日清洗消毒餐具、地面、流理台等，維護廚房安全與整潔。 

2.需烹煮及供應早、午餐和下午點心，並推送各班餐點、茶水。 

3.需遵守本園「廚房人員工作守則」及「廚房衛生管理檢核表」。 

4.其他本園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約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3.「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證明文件影本。 

4.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組長蘇玉蓮 電話：2302-0936#12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考核及待遇

辦法」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進用。 

備註 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whdn.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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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1 

用人機關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 

職稱 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烹煮幼兒園上、下午點心及午餐。 

2.餐具清洗及廚房環境維護。 

3.幼兒園環境清潔維護。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或具同等學力證明影本。 

4.「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顏卉青 電話：2939-2821#2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年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

核及袋遇辦法」1年 1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錄取後需提供體檢合格證明(含胸部 X光、A肝血液檢查、傷寒桿菌檢查及手部皮膚) 

網址 http://www.mdps.tp.edu.tw/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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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2 

用人機關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職稱 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烹煮幼生餐點（事前備料相關工作） 2.烹煮後的清潔收拾、倒垃圾 

3.餐點驗收、分送                   4.餐廳、廚房清潔維護 

5.餐飲用具清潔消毒                 6.開立菜量需求表 

7.聯絡餐點廠商                     8.定期設備安檢 

9.幼兒園園區、廁所清潔維護         10.其他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章」

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或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4.「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王素蘭 電話：02-2796-3721*13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年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

待遇辦法」一年一聘僱。 

備註 
1.錄取後須提供體檢合格證明(含胸部 X 光及 A肝體檢)。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she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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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3 

用人機關 臺北市內湖區文湖國民小學 

職稱 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辦理本校幼兒園廚房相關工作。 

2.烹煮幼兒園點心及午餐。 

3.餐具清洗及廚房環境維護。 

4.幼兒園環境清潔維護 

5.詳細工作內容以契約為準。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3.求職登記表。 

4.「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本校幼兒園丁佩珍主任 電話：26583515#1030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

及待遇辦法」一年一聘僱。 

備註 
1.錄取後需提供體檢合格證明（含胸部 X光及 A肝檢驗）。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kids00.tw.class.uschool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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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4 

用人機關 臺北市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 

職稱 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烹煮幼兒園上、下午點心及午餐。 

2.餐具清洗及廚房環境維護。 

3.幼兒園環境清潔維護。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3.求職登記表。 

4.「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葉玲玲 電話：28100041*125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

及待遇辦法」一年一聘僱。 

備註 
1.錄取後需提供供膳人員體檢合格證明（含胸部 X光及 A肝檢驗）。 

2.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www.fuan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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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5 

用人機關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 

職稱 廚工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3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1.以烹煮幼童餐點為主，內容包含驗收食材、檢體留樣、菜餚清洗整理、食物調製及分送、廚

餘之整理。 

2.餐具及廚房環境之清洗與維護。 

3.整理幼兒園環境，內容包括定期清潔消毒廁所、幼兒遊戲室及沙坑整理等。 

4.支援國小及幼兒園事務工作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約 29,000 元 

資格條件 
1.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 

2.具有「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國小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3.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證或廚師證書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李淑卿 電話：28311004#262、266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

及待遇辦法」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2.廚工以烹煮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幼童餐點為主。 

3.錄取後需提供供膳人員體檢合格證明(含胸部 X光、A肝及傷寒檢驗) 

網址 http://www.yses.tp.edu.tw/default_page.asp 

 
  

http://www.yses.tp.edu.tw/default_pag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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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6 

用人機關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職稱 約僱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 1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協辦會計業務。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6,642 元 

資格條件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聯絡人 聯絡人：洪國鈞 電話：02-27911162 轉 7022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需諳電腦文書操作，具會計報告編製實務經驗，且能檢附相關工作證明者尤佳。 

2.會計或商業經營等相關科系以上畢業。 

3.協辦會計及其他相關行政庶務工作。 

4.報名應繳證明文件以 A4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nhhc.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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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7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職稱 約僱照顧服務員 

需求人數 正取： 2 名；備取： 2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一、 住民日常生活及身體照顧服務。 

二、 住民休閒育樂活動及教養計畫執行事項。 

三、 協助住民復健治療及住民疾病院內、外就醫事宜。 

四、 協助工作日誌、個案紀錄、教學紀錄及住民各項紀錄表填寫。 

五、 通勤生接送業務及生活區內、外環境清潔整理及維護。 

六、 技藝陶冶及技藝養成訓練等相關事宜。 

七、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6,642 元 

資格條件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3.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聯絡人：林于茵 電話：02-28611380 分機 12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歡迎至本院擔任志工，確認工作興趣。請檢附警察機關「刑

事紀錄證明」之相關文件。 

2.本工作需具有高度警覺力、觀察力及應變能力，需具有一般護理常識。本院提供工作人員教

保、看護相關訓練，有利於未來在長照體系中發展。 

3.如戶籍不在本市、基隆市與新北市者可提供住宿。(惟宿舍房間有限) 

4.陽明教養院是一個建構「全方位」功能及「全人」服務，打造身心靈溫馨服務，創造有愛無

礙的家園。期待有緣人加入這個大家庭，本院會安排專業服務培訓課程，培訓後您將成為一

個專業的照顧者，從中增進對人的認識及照顧技巧，並提昇生活價值，來為住民們灌注展翅

的能量，成為住民的守護者。 

5.如經評選錄取人員請務必於就職報到前至評鑑合格醫院辦理體檢，體檢表格請至本院網站首

頁下載專區下載檔案。 

6.身心障礙者尤佳。 

7.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ym.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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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編號 58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職稱 約僱生活服務員 

需求人數 正取： 4 名；備取： 4 名 

考試方式 口試 

工作內容 院生個別教養計畫之擬定與執行、生活照顧及健康維護、啟能班課程規劃及教學。 

待遇/每月 新臺幣 26,642 元 

資格條件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報名應繳 

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項規定。 

1.報名表（須檢附「身分證」及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報名表自傳及副表均須「簽

章」及分頁列印）。 

2.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檢附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

證之外文畢業證書影本，並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大

陸學歷須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教育部採認〕。 

3.求職登記表。 

聯絡人 聯絡人：林于茵 電話：02-28611380 分機 127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107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 

備註 

1.報名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歡迎至本院擔任志工，確認工作興趣。請檢附警察機關「刑

事紀錄證明」之相關文件。 

2.本工作需具有高度警覺力、觀察力及應變能力，需具有一般護理常識。本院提供工作人員教

保、看護相關訓練，有利於未來在長照體系中發展。 

3.如戶籍不在本市、基隆市與新北市者可提供住宿。(惟宿舍房間有限) 

4.陽明教養院是一個建構「全方位」功能及「全人」服務，打造身心靈溫馨服務，創造有愛無

礙的家園。期待有緣人加入這個大家庭，本院會安排專業服務培訓課程，培訓後您將成為一

個專業的照顧者，從中增進對人的認識及照顧技巧，並提昇生活價值，來為住民們灌注展翅

的能量，成為住民的守護者。 

5.如經評選錄取人員請務必於就職報到前至評鑑合格醫院辦理體檢，體檢表格請至本院網站首

頁下載專區下載檔案。 

6.身心障礙者尤佳。 

7.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 紙張格式影印。 

網址 http://www.ym.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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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 

  （一）報考身分—分為「一般身分」及「特定身分」： 

1、一般身分：中華民國國民，無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2條第 1項各款不得應考之情事。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2 條第 1項：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本法之考試。但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2、特定身分：除具有報考「一般身分」之資格外，且設籍臺北市 4個月以上（即 106年 

 7月 1日前設籍者），具有工作能力之未就業特定身分者：中高齡失業勞工、結構性 

失業勞工、獨力負擔家計者、低收入戶、二度就業婦女。但不包括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 

給付或政府機關、學校與事業單位（含公民營事業機構、法人、團體）之退休金者。 

＊以特定身分報考者，如同時符合 2種以上特定身分，請擇一報名，一經擇定即不得要求 

更改，並檢附所選定身分之證明文件，倘身分證明文件不齊全或不符合特定身分資格條 

件者，如符合「一般身分」報考資格，將改列為一般身分報考。 

＊各類特定身分及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為檢視設籍時間是否達 4 個月，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電子

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特定身分別及說明 應檢附文件 備註 

1、中高齡失業勞工：指年

滿 45 歲以上 65 歲以下，

且無工作者。 

1、 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
電子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2、 最近 1週內勞保資料明細表。（向勞保局申請核發） 

3、 特定身分切結及查詢同意書。（如附件 3） 

年齡認定以本

次甄試報考截

止日期計算。 

2、結構性失業勞工：指勞

動基準法第 11 條各款原

因離職之非自願失業勞

工。 

1、 最後一家離職退保事業單位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
影本。 

2、 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
電子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3、 最近 1週內勞保資料明細表。（向勞保局申請核發） 

4、 特定身分切結及查詢同意書。（如附件 3） 

事業單位拒絕

開立結構性失

業勞工非自願

離職證明者，請

檢附切結書。

（如附件 4） 

3、獨力負擔家計失業勞

工：依下列情形之一，且

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

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

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

親者： 

1、配偶死亡。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

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 

1、 符合各款之一者，請檢附以下相關文件影本證明： 

事        由 檢附證明文件 

依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 

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 

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系 

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 

親者： 

1、配偶死亡。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
機關報案協尋，達六
個月以上未尋獲。 

獨力負擔家計者：15-65

歲受撫養親屬在學或無

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
本。另依左列家庭個別情
形提供以下資料： 

1、報案紀錄文件。 

2、訴訟案件資料。 

3、入獄、羈押或拘禁通  

知文件。 

年齡認定以本

次甄試報考截

止日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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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尋獲。 

3、離婚。 

4、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

婚之訴。 

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

押或依法拘禁。 

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

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7、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

人有事實上夫妻關係

之成員。 

8、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

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9、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政單位轉

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

協助。 

10、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

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

成員。 

11、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

務者死亡、失蹤、婚

姻、經濟、疾病或法律

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

務。 

3、離婚。 

4、受家庭暴力，已提起
離婚之訴。 

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
羈押或依法拘禁。 

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 

4、徵集、召集通知文件。 

5、實地訪視。 

6、醫療機構診斷證明。 

7、公文或轉介單。 

8、相關因素證明文件。 

營服義務役或替代
役。 

7、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
請人有事實上夫妻
關係之成員。 

8、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
重大傷、病致不能工
作。 

9、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認定或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
政單位轉介之情況
特殊需提供協助。 

10、因未婚且家庭內無
與申請人有同居關
係之成員。 

11、因原負有法定扶養
義務者死亡、失
蹤、婚姻、經濟、
疾病或法律因素，
致無法履行該義
務。 

 

2、 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
內之全戶電子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3、 最近 1週內勞保資料明細表。（向勞保局申請核發） 

4、 特定身分切結及查詢同意書。（如附件 3） 

 

4、低收入戶：持有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

戶卡，其戶內年滿 20歲以

上 65歲以下，具有工作意

願之未就業者。 

 

1、臺北市核發之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卡影本。 

2、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
電子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3、最近 1週內勞保資料明細表。（向勞保局申請核發） 

4、特定身分切結及查詢同意書。（如附件 3） 

年齡認定以本

次甄試報考截

止日期計算。 

5、二度就業婦女：指因家

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

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 

1、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
電子戶籍謄本（請勿省略記事）。 

2、最近 1週內勞保資料明細表。（向勞保局申請核發） 

3、特定身分切結及查詢同意書。（如附件 3） 

無勞保明細表

者，提供最後任

職事業單位出

具之服務證明

文件。 

（二）報考方式：本考試採郵遞寄送報名或網路報名。報考人所填寫之資料或繳交之證明文件於

錄取後發現有填寫不實或有偽造、變造情事，撤銷其錄取資格。倘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1、報考截止日期： 106 年 11 月 2 日。 

2、郵遞寄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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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考表件：報考人請自行下載報名表（如附件 1）及求職登記表（如附件 2），填妥

後連同擬報考類別之報名應繳證件、特定身分證明文件，於報名截止期限內郵遞寄

送。 

(2) 報考表件須依下列順序排列並以訂書針裝訂於報名表左上角處：報名表（正表）、自

傳、報名表（副表）、求職登記表、特定身分應檢附相關資料（含切結及查詢同意書）、

報名應繳證件（如：學經歷證明、戶政單位加註更名後之個人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

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電子戶籍謄本…等）。 

(3) 郵寄遞件須使用 A4 以上尺寸信封，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快遞」(請貨運

業者或超商員工於快遞物件上蓋收件章戳）方式寄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雇主服務課

收（地址：10851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號 8樓）。信封須註明：106年第 12 次

約聘僱人員甄試。 

3、網路報名： 

(1) 請報考人於台北人力銀行 (OKWORK 網站 )https://www.okwork.taipei/ (需使用

GoogleChrome瀏覽器開啟)，登入網站會員，除填具報名資料外，另須上傳「報名應

繳證明文件」，如經審查結果，報考人之應繳表件不齊全，損及應考權益時，責任由

報考人自行負責。 

(2) 網路報名資訊系統開放時間為 1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起至 106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於報名截止時間前，

因網路流量壅塞，影響個人報名權益。 

（三）報考人如有更改姓名，而「學歷證明文件未經該校加註更改姓名」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為原姓名」者，應檢附向戶政單位申請已加註更名資訊之個人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

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電子戶籍謄本（正本）（請勿省略記事）佐證。 

（四）倘身心障礙應考人有個別障礙需求，請於報名時一併向本處提出。（如附件 5） 

（五）本次甄試之甄試類別請擇一報考，重複報考者依郵寄時間以送達在先者辦理，其餘不予受

理；若無法辨別送到之先後者，由本處依權責擇一受理。為維護甄試之公平與公正，報考

人應於報考截止日期期限內報名，如有缺件，亦應於報考截止日期前完成補件，逾期概不

受理。 

（六）報考人甄試資格審查： 

1、 報考人甄試資格審查由各用人機關核派資格審查委員以「書面審查」方式審查報考人「資

格條件」及「報考應繳表件」（審查基準日期為報考截止日期），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負責

報考人報考應繳表件是否齊全之複查。報考人於報名表填寫之學歷、專業訓練、研究工

作及工作經驗等內容，均須檢附證明文件以供資格審查委員審查。 

2、 各類學歷條件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且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另修業證明書、結業證

明書、歷年成績單、學分證明書等，僅為在校就學相關證明，均不可代替正式學歷證明

文件（畢業證書）。 

3、 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加附經翻譯且認證

（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歷影本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

採認辦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目前外國學歷若無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或大陸學歷

未經採認者，請及早申請，以免損及本身權益。 

4、 「工作經驗」指全職受薪之工作經驗，不含部分工時（工讀）、服兵役（義務役、替代役）、

志願服務（志工）、實習性質或公法救助臨時性工作經驗。 

5、 「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係由雇主，如政府機關、學校或事業單位（含公民營事業機構、

法人、團體等）開具之服務、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證明文件須加蓋機關印信或公司章），

並須載明「工作期間起迄時間、內容」。另「聘僱或勞動契約書」、「年度考核通知書」等

無法證明實際工作起迄時間不可代替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僅得為輔助證明文件；「勞保資

料明細表」僅為勞保加退保紀錄，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等，均不可代替工

http://www.okwork.taipei/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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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驗證明文件。 

6、 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研究工作證明文件影本（須載明之工作經驗/專業

訓練/研究工作之起迄時間，並須載有能證明與擬任工作相關之職稱、服務單位、工作內

容等資料；國內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研究工作請檢附中文證明，如僅有外文證明者請加

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外國之工作經驗/專業訓練/研究工作須加附經翻譯之中文譯本）。 

（七）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者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規定，設籍須滿

10年；應徵人員應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電子戶籍謄本

（請勿省略記事）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三、甄試： 

（一）甄試公告：甄試日期、地點及參加甄試人員名單將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公告

於臺北市就業服務處網站，不另行通知。 

＊ 甄試當天如因天然災害（如颱風）造成臺北市「停止辦公或停止上班」（以臺北市政府 

公告為準），甄試將延期辦理。延期甄試日期、地點將於停止辦公或停止上班後之開始 

辦公日起 3日內公告於臺北市就業服務處網站，不另行通知。 

（二）報考應繳表件不齊全（如未使用本次甄試之「報名表」報考、報名表正表未檢附「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報名表正表未檢附最近 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未檢附戶政單位加註更名後之個人戶籍謄本、報名表各頁「未簽章」或「以電腦打字代替

簽章」等）或不符合報考資格者，不另行通知，請報考人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起電洽臺北市就業服務處（02-23085231）詢問。上述人員將不予安排參加甄試，恕不

辦理退件。 

（三）報名表類別編號或用人機關欄位未清楚填寫者，不予受理報名。 

＊ 若報考人對報考應繳表件不齊全或不符合報考資格審查結果有疑義，應於甄試日期、地點 

及參加甄試人員名單公告當日起算 3日內（不含例假日）以電話（02-23085231）或傳真

（02-23085502）方式向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提出複查申訴，逾期不予受理（複查申訴係依

「資格審查時」報考人所檢附原件再次檢視報考人資格是否符合，非報考人以再行補件

（補正）方式辦理）。報考應繳表件不齊全或不符合報考資格疑義複查結果倘有變更參加

甄試人員名單，將於 106 年 11月 30 日上午 10時公告於臺北市就業服務處網站。 

四、榜示、錄取及進用： 

（一）預定榜示日期：106 年 12月 22 日。 

（二）錄取及進用： 

1、 符合特定身分資格條件者，其考試總分加權百分之十計算後，再參與評比排名。 

2、 倘甄試成績同分者，依口試評分表項目順序（專業知能、表達能力、反應能力、組織能

力、儀容態度）依序比分，決定錄取順序。 

3、 甄試成績未達 80分者不予錄取，錄取人員名單由臺北市就業服務處依各該類應試人員成

績高低公告正、備取名次，並由各用人機關個別通知進用日期及報到相關事宜。 

4、 正取人員，除各用人機關另為通知進用日期外，應自各用人機關進用通知送達次日起算

30日（含例假日）內辦理報到，逾期視為放棄正取人員資格，不再進用。 

5、 備取人員係候用性質，用人機關候用期限自榜示之日起算 1 年內有效，逾此期限不再進

用。 

6、 甄試錄取者，如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規定，喪失其進用資格。 

＊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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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依法停止任用。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

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滿二十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

員： 

一、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 

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 

三、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依法令規定擔任大學教職、學術研究

機構研究人員或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不受前項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之限制。 

前項人員，不得擔任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科技研究之職務。 

     （三）專案技工、專案工友 

各機關專案技工、專案工友之僱用應符合工友管理要點第 3點規定。 

工友管理要點第 3 點第 1、2 項： 

各機關新僱之普通工友，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 國民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二) 品性端正、無不良紀錄。 

(三) 經醫療院所體格檢查，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 

(四) 具中華民國國籍；其工作性質或場所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者，不得兼具外國國

籍。 

(五) 年滿十八歲，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但未滿二十歲者，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應

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機關方得進用。 

(六) 無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之情形。 

技術工友除應具備前項各款條件外，並須具備工作所需之技術專長，經考驗合格。 

工友管理要點第 3 點第 4項：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須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始得僱用為工友。 

五、其他： 

甄試相關資訊將陸續刊登於下列網站，請隨時上網查閱。 

（一）臺北市就業服務處網站「最新消息區」：http:// eso.gov.taipei/ 

      台北人力銀行(OKWORK 網站)「最新消息區」：https://www.okwork.taipei/ 

（二）服務電話：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服務電話：02-23085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