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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110 年科技計畫約用助理甄選簡章 

一、名額： 

詳見附表一甄選職缺清冊「需求人數」。 

二、甄選資格： 

應符合下列各項資格者: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至第 28 條各款之情事所訂不得任用之情事。 

(三)另詳見附表一甄選職缺清冊「其他資格條件」。 

三、報名方式及應繳表件：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年 11 月 27 日止。 

(二)報名方式：應於 109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五)前將報名表件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

或親送本場(收發室收文戳章為憑)，地址：908126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和路 2-6

號。【信封請確實填寫應徵職缺編號】 

(三)報名應繳之表件：請至本場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kdais.gov.tw)首頁/

公告資訊下載使用。【請依序用迴紋針固定於報名表左上角，勿使用釘書針】 

1.已簽章之報名表(含半身脫帽照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大學以上學歷證件影本。 

3.用人單位需求相關證明文件(如工作經歷、相關修習課程成績單、訓練證明等文件，

無則免附)。 

4.退伍令影本或免役證明（無則免附）。 

5.已簽章之切結書。 

(四)每人僅能擇一職缺報名，重複者均視為無效，收件後不得要求更改。填表疏漏、未

提供自傳、證件不全、重複報名或不符資格者，均不另行通知補件，所繳驗文件亦

不退還。如有虛偽、不實等情事，取消甄選或錄取資格，若涉及刑責，移送檢調單

位辦理。 

四、其他： 

(一)甄選方式：經書面審查符合資格者，擇優通知於各工作地點(列於附表一甄選職缺清

冊「備註」欄)辦理甄選。成績未達 70 分者，不予錄取。 

(二)薪資待遇：詳見附表一甄選職缺清冊「月支薪酬」。 

(三)約用期間：自 110 年 1 月 4 日(以實際報到日為準)起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 

(四)本案為 110 年度科技計畫經費，仍視立法院通過之預算額度辦理。 

(五)為維護遴選公平公正，嚴禁各種請託關說，違者一律不予錄取。 

(六)如有報名方面疑問，請於上班時間洽本場人事室張小姐，聯絡電話：(08)7746724。

如為工作相關內容，請逕洽各服務單位聯絡人(列於附表一甄選職缺清冊「備註」

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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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甄選職缺清冊 

職缺 

編號 

服務 

單位 

需求 

人數 

月支 

薪酬 
其他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 備註 

A-01 

作物改
良課-果
樹研究
室 

正取 2名 
備取至多
4名 

學士級 
34916 元
或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大學（含）以上學校
農藝、園藝相關科系畢業
者。 

2. 須 熟 悉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及統計軟體操
作。 

3.具果樹研究經驗、攝影能
力、服務及學習熱誠，能於
田間獨立操作試驗及調查
尤佳。 

4. 具編輯軟體（如威力導演
等）操作能力及使用經驗者
尤佳。 

5. 有汽、機車駕照者尤佳。 

1. 辦理場、內外果樹研究試
驗。 

2. 協助試驗場域管理及設備
操作與維護。 

3. 協助試驗資料蒐集、整理與
分析及其他相關文書工作。

4. 其他交辦事項。 

1.工作地點：屏東縣長治鄉德
和村德和路 2-6 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朱堉君
(08-7746742) 、 王 仁 晃
(08-7746744)。 

3.請檢附大學及碩士班在學
成績單及其他有利之備審
資料(如相關研究成果發表
著作、自製編輯影片作品連
結網址或 QR code) 

B-01 

作物環
境課-植
物保護
研究室 

正取 1名 

備取至多
2名 

學士級 
34916 元
或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大學(含)以上學校
植物保護相關科系畢業者。

2.具備病原菌分子檢測及田
間試驗相關工作經驗，並可
配合出差工作優先。 

1.協助田間試驗規劃。 
2.執行進行設施內作物栽
培、施藥工作、樣品採集、
病蟲害評估及作物品質相
關特性調查調查。 

3.執行進行田間施藥工作、樣
品採集、病蟲害評估及作物
品質相關特性調查調查。 

4.協助研究計畫之研提與執
行（包含報告之整理與撰
寫）。 

5.協助作物病蟲害監測調
查、診斷服務與現場診斷。

1.工作地點：屏東縣長治鄉德
和村德和路 2-6 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陳正恩
(08-774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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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 

編號 

服務 

單位 

需求 

人數 

月支 

薪酬 
其他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 備註 

6.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B-02 

作物環
境課-農
機研究
室 

正取 1名 
備取至多
2名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機械相關研究所碩
士(含)以上畢業者。 

2. 熟 悉 機 械 設 計 與 繪 圖
(Autocad 、 Solidwork 與
Inventor 等繪圖軟體)尤
佳。 

3.熟悉人工智慧與 Python 程
式設計，機電整合可程式控
制器，影像處理(機械視覺)
與 C#程式設計尤佳。 

4.有汽、機車駕照尤佳。 

1.農業機械設計開發改良及
機械田間試驗並結果分析
與撰寫報告。 

2.試驗規劃設計及資料整理
分析與業務聯繫。 

3.其他交辦事項。 

1.工作地點：屏東縣長治鄉德
和村德和路 2-6 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潘光月
(08-7746787)。 

B-03 

作物環
境課-土
肥研究
室 

正取 2名 
備取至多
4名 

學士級 
34916 元
或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大學(含)以上學校
農學院相關科系畢業者。 

2.具微生物發酵培養、期刊文
章撰寫、數據統計分析軟體
操作及田間試驗經驗者優
先。 

3.需能獨立搬運與操作 15 公
斤以上之試驗設備及執行
勞力需求較高之肥料田間
試驗。 

1.辦理「應用微生物製劑改善
高雄地區土壤地力」、「開發
可提升社是作物耐熱特性
之微生物製劑」計畫相關研
究資料蒐集、試驗調查、資
料統計分析及報告撰寫等。

2.期刊文章發表、數據統計分
析、微生物量產、劑型製
作、田間試驗、觀摩會舉辦
及生物肥料相關研發工作。

3.協助其他研究計畫研提與
執行。 

4.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1.工作地點：屏東縣長治鄉德
和村德和路 2-6 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張廖柏
勳(08-7746766)。 

C-01 
旗南分
場 

正取 1名 
備取至多

2名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農藝、園藝及農學院
相關研究所碩士(含)以上
畢業者。 

2.曾修習作物學、蔬菜學、作

1.蔬菜及有機農業之實驗
室、溫室、田間栽培試驗工
作、結果分析、報告撰寫。

2.試驗規劃及資料整理分析。

1.工作地點：高雄市旗山區南
隆街 3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黃祥益
(07-662227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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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 

編號 

服務 

單位 

需求 

人數 

月支 

薪酬 
其他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 備註 

物育種學、植物生理或試驗
設計等相關課程尤佳。 

3.具有田間栽培經驗者尤佳。

3.其他交辦事項。 

D-01 
澎湖分
場 

正取 1名 
備取至多
2名 

碩士級 
40901 元

1.國內外農業相關研究所碩
士(含)以上畢業者。 

2.國內外研究所碩士(含)以
上畢業，並具中央農業試驗
研究機關工作經驗2年以上
者。 

3.熟悉雜糧特作、瓜果栽種及
具執行政府機關科技計畫
經驗尤佳。 

4.能於田間獨立操作試驗調
查，具有汽、機車駕照者尤
佳。 

1.雜糧與特用作物之種植管
理工作、試驗結果分析、報
告撰寫。 

2.洋香瓜等瓜果逆境栽培及
氣象資料分析等試驗相關
工作。 

3.協助試驗規劃、統計分析及
業務聯繫。 

4.其他交辦事項。 

1.工作地點：澎湖縣馬公市安
宅里 150 號。 

2.工作相關內容逕洽劉敏莉
(06-9213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