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甄選簡章
壹、 為遴選優秀專業人才辦理本次公開甄選，進用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
適用勞基法，必要時工作時間採彈性工時，工作地點為高雄流行音樂中
心。
貳、 甄選職缺類別、資格條件與工作內容：
職缺類別：專員(數名)
類別 職務

資格條件
1. 演 出 相 關 活 動 或

工作內容(請簡述)

薪資

LIVE

HOUSE(1000 人以上)四年以上
工作經驗。

1. 中心音響設備協調調度。

專員 音響 2. 具備音響樂器專業知識、音響 2. 中心音響設備維護保養。

面議

控台與音響系統調教軟體操作 3. 中心自辦活動音響操控。
基本能力。
3. 可配合假日演出活動出勤。
1. 演 出 相 關 活 動 或

LIVE

HOUSE(1000 人以上)四年以上
專員 燈光

工作經驗。
2. 有燈光工程、燈光維修與控台
基本執行能力。

1. 中心燈光設備協調調度。
2. 中心燈光設備維護保養。

面議

3. 中心自辦活動燈光操控。

3. 可配合假日演出活動出勤。
1. 具國內外大專以上電機、電子、 1. 各項機水電、弱電、照明、監
機械、空調相關科系畢業(須檢

控門禁、電梯等設備保養計

附畢業證書影本)。

畫。（含製定機電設備檢修、

2. 具五年以上電機、消防等大型
科技廠、百貨、購物中心等工
專員

機電
管理

保養等例行事務之工作規範
及保養計畫排程）

務管理經驗或公共工程監造、 2. 機水電、弱電、照明、監控門
專案管理職務經驗(須檢附相

禁、電梯等相關維護合約管 面議

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供審查，

理。

如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

3. 能源管理及查核作業業務。

 其他資格條件

4. 辦理電力申請及變更、高低壓

1. 具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驗、自

檢測申報業務。

動控制、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 5. 設備含空調冰水主機與冷卻
格、公共工程品管證照、職業

1

水系統、多聯式變頻機、中央

類別 職務

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請簡述)

安全衛生管理員、政府採購專

監測系統、空調設備、消防設

業人員證照或相關專業證照等

備等電力系統維護管理。

薪資

人員(具室內配線或工業配線 6. 裝修(機電)審查及設備系統
乙級技術士證照尤佳)

優化工程。

2.熟悉公文書撰寫，採購計畫編 7. 制定機電設備檢修、保養等例
撰及具備繪圖能力如 AUTOCAD

行事務之工作規範及保養計

及 EXCEL、OFFICE 等電腦文書

畫排程。

操作及工程圖面判讀等能力。

8. 上述系統設備發包工作處理
進度控管、履約督導、估驗計
價、竣工結算、驗收作業。
9. 機電相關工程小額採購作業。

1. 具國內外大專以上電機、電
子、機械、空調相關科系畢
業(須檢附畢業證書影本)。

1. 各式空調系統維護保養計畫

2. 具五年以上電機、空調等大

擬定與督導。

型科技廠、百貨、購物中心

2. 各項空調設備及維護耗材採

等工務管理經驗或公共工程

購與管理作業。

監造、專案管理職務經驗(須

專員

3. 空調冰水主機與冷卻水系統、

檢附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

多聯式變頻機、中央監測自動

供審查，如在職或離職證明

控制系統等相關空調設備等

文件)。

系統維護管理。

空調  其他資格條件

4. 空調箱、送排氣風車、小型送

管理 1. 具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

風機、及全熱交換器等系統維

驗、自動控制、冷凍空調、

護管理。

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職

5. 上述操作維護保養契約管理。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政府採

6. 消防設備系統檢修申報業務

購專業人員證照或相關專業

及設備管理。

證照等人員(具室內配線或工

7. 上述空調系統設備發包工作

業配線乙級技術士證照尤佳)

處理進度控管、履約督導、估

2.熟悉公文書撰寫，採購計畫編

驗計價、竣工結算、驗收作業。

撰及具備繪圖能力如 AUTOCAD 8. 空調相關工程小額採購作業。
及 EXCEL、OFFICE 等電腦文書
操作及工程圖面判讀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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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議

類別 職務

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請簡述)

1. 具 備 四 年 以 上 大 型 演 唱 會
專員

技術

(1000 人以上)工程技術統籌之

整合

相關實務工作經驗。

薪資

1. 演出技術相關資料審核。
2. 演出硬體廠商現場技術協調
與監督。

面議

3. 中心硬體設備調度。

2. 可配合假日演出活動出勤。

4. 中心專業設備租賃。

職缺類別：資深專員(數名)
類別 職務

資格條件

工作內容(請簡述)

1. 具 備 五 年 以 上 大 型 演 唱 會
(8000 人以上場館)音響工程之
資深
專員

相關實務工作經驗。
音響 2. 有中大型音響系統調校能力與
現場音控能力，有國內外巡迴
演出經驗尤佳。

1. 中心音響設備與演出音響廠
商技術協調。
2. 中心音響設備協調調度。
3. 中心音響設備維護保養。
4. 中心自辦活動音響操控。
5. 中心人員教育訓練。

3. 可配合假日演出活動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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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面議

參、 報名有關規定事項
一、 公告及報名日期：自 1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至 111 年 7 月 10 日(星期
日)24 時止。
二、 報名方式：以投遞 104 人力銀行履歷表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相關
備審資料請上傳 104 人力銀行履歷表內附件電子檔，並僅能選擇單一職
務報名，未完成履歷投遞、未附件備審資料及報名多職務者均不受理。
三、 備審資料如次：請提供下列資料(第 1 至 2 項為必備資料)
(一) 104 人力銀行履歷表內正面清晰照片。
(二) 600 字以上個人自傳。
(三) 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
(如為國外學歷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並附中文譯本)
(四) 相關工作經歷證明(例如：服務證明、離職證明；務請於報名表經歷欄
內詳述與本應徵職務資格條件相關之工作經歷)
(五) 學術研究或專業能力證明文件(例如：作品集、專案規劃、技術專業證
照、研究報告、工具書、其他學術研究性資料等證明文件)
(六) 外語能力證明(例如：多益測驗、全民英檢、日語檢定等證明文件)
肆、甄選方式
分二階段辦理，書面審查及甄選考試：
一、第一階段書面資格審查：
應徵者經書面審查資格，審查通過合格人員通知參加第二階段考試，經審
查資格不符者，不另行通知。。
二、第二階段考試：
考試方式依應徵職務分別辦理，分為筆試、電腦測試、專業技術實務操作
等，並成立甄選委員由委員依綜合表現評定。
三、甄選結果錄取名單公布於本中心網站。
伍、其他事項
一、 應徵人員為報名「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職缺 甄選，須提供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學經歷與聯絡方式等，將由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招募測驗
相關表單、招募測驗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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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徵人員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同意本簡章
之各項內容；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本中心最新公告為準。
三、 本次徵才恕不接受任何團體及個人以任何形式之推薦。
四、 聯絡人：07-5218016 分機 210 陳小姐
五、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 :00 及 13:30~18：00
六、 測驗當日如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請密切注意本中心網站所
發布之訊息，以確認本項測驗是否延期。
七、 為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請參與甄選人員注意及配合：
參加人員請配戴口罩，當日如有發燒(額溫超過 37.5 度或耳溫超過 38 度)
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狀者，請主動通知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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