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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發行簡章日期 即日起 
※ 招生簡章免費現場索取或下載。 

網址 https://is.gd/i8Xp2Z 

通訊報名時間 
即日起 

至 109 年 07月 15日（星期三） 
※ 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時間 
即日起 

至 109 年 07月 15日（星期三） 
※ 報名截止至當日 17:00。 

面試時間 
109年 05月 11日（星期一） 

至 109 年 08月 07日（星期五） 
 

職場體驗 
109年 06月 22日（星期一） 

至 109 年 08月 23日（星期日） 
※ 接受事業單位安排為期二週職場體驗 

筆試 109年 07月 18日（星期六） ※ 筆試時間：上午 8:30 至 9:30。 

成績公告 109年 08月 26日（星期三） 
※ 公告在本校網站

http://ord.csu.edu.tw 

考生成績複查截止日 109年 08月 27日（星期四）  

正式公告錄取名單 109年 08月 28日（星期五） 
※ 公告在本校網站

http://ord.csu.edu.tw 

報到及完成註冊截止日 109年 08月 31日（星期一）  

正式開學日 109年 09月 14日（星期一） ※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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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宗旨及教育方式 

一、 宗旨 

勞動部為促進青少年就業及培訓契合企業需求之優質專業技術人力，自民國 92年與教育

部合作，引進德國「雙軌制」職業訓練模式，推動「台德菁英計畫」，並以德國雙軌制訓練制

度為基礎，發展本土化之雙軌訓練制度。經檢討施行成效，為契合國內產業及社會環境需求，

自 98年起以本土化為主要導向，進行計畫再造，並更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二、 教育方式 

訓練生錄取後之課程與訓練方法，以事業單位之工作崗位訓練與學校之學科教育雙軌並

重。「前者」約佔總訓練計畫的五分之三，「後者」約佔五分之二。訓練生修業期滿，經考核

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學士（四年制）學位證書。此外，在訓期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將補助每位訓練生每學期學費（附件一）；事業單位則依訓練生實際工作之日數或時數，每月

給付訓練生津貼，並和一般員工一樣享有勞、健保之福利保障（訓練生之權利義務見附件二）。

錄取後訓練生應參加本校所安排之學科課程，並接受成績和操行評量，且須遵守本校學則之

規定及修畢所規範之必（選）修課程。 

貳、 報名資格 

凡我國之國民，具下列資格之一，且年齡 29歲以下（民國 80年 01月 01日以後出生），

均得參加報名： 

一、 凡教育部立案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高級職業學校以上之應屆高職畢業生或非應屆

高中（職）畢業生。 

二、 符合教育部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者（附件三）。 

本簡章所稱「高職學校」係包括公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日（夜）

間部職業類科、附設進修學校【含實用技能班（學程）、建教班】與高中附設職業類

科，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含完全中學）跨選職業類科專門學程及經教

育部核定辦理綜合高中課程學校。考生須具有下列所述報名資格之一者，得報名本招

生。 

(一) 各高職學校 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以下簡稱應屆畢業

生）。 

1. 公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日（夜）間部職業類科、附設進

修學校【含實用技能班（學程）、建教班】與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2.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及完全中學辦理綜合高中課程截至高三上學

期修畢專門學程科目 25學分以上。 

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含完全中學）截至高三上學期，修畢跨選職

業類科專門學程時數達 450 小時或 25學分以上者，準同綜合高中生報名（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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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依四技二專綜合高中之報考規定辦理）。 

(二)各高職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畢業 1 年以上之畢業生或符合教育

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三) 報名前獲 109 學年度大學及科技校院各種招生管道錄取並報到之考生，未於各

該管道規定期限內聲明放棄入學資格、錄取資格或報到後放棄者，不得再報名本

招生，本委員會將以各招生管道主辦單位函告本委員會之報到或入學名單辦理

查核，經查覺者，取消其報名資格。 

(四) 考生自畢業或取得有關資格學歷(力)證件之年資採計，可計算至開學日。 

(五) 報名考生錄取後，經審查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資格，考生不得

異議。 

 

參、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日期及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  

1. 通訊報名：即日起至 109年 07月 15日（三）止，郵戳為憑。 

2. 現場報名：即日起至 109年 07月 15日（三）17:00 止。 

(二) 報名方式（二擇一）： 

1. 通訊報名：剪下「報名專用信封」封面，貼於 A4信封上，將報名相關資料

與報名費（郵政匯票），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妥，平放裝入報名

信封內，並將報名信封上各資料欄填妥、勾選並查核所附資料證件是否完

備後，限時掛號方式寄至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正修科技大

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收(附件四)，109年 07月 15日（三）前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 現場報名：請備妥報名資料於報名期限內，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晚

上 20:30）週六與週日（上午 10:00～下午 17:00）至本校行政大樓 2樓研 

發處推廣教育中心報名。報名截止日期收件至 109 年 07 月 15 日（三）

17:00 止。 

二、 報名應繳交資料： 

(一) 報名表：正楷親自填寫及簽名，並依規定黏貼相片，相片背面請書寫姓名（附件

五）。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核對無誤後，請於簽名欄內親筆簽名。  

(二) 志願表：請依志願依序填寫（附件六），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換志願。如有塗改，應

加蓋私章，核對無誤後，請於簽名欄內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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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歷（力）證明、身份證明等影本(附件七)： 

1. 「應屆畢業生」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交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註冊章務必清晰可辨）。 

2. 「非應屆畢業生」繳交畢（結）業證書或同等學歷（力）資格證件影印本。 

3.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四) 報名費：新台幣 500元整。現場報名者請繳交現金；通訊報名者，請至郵局購買

新台幣 500 元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填寫「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匯

票連同報名表件一併繳交。 

報名費全免之身分：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109年度台灣鄉（鎮、市、區）公所開立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戶」影本（清寒證明不予採用）。 

2. 失業戶子女者：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或

「再認定收執聯」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

為準）。 

3. 原住民：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須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

住民」之註記）。 

4.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檢附 109年度所開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本人：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及「戶口名簿」影本。 

※ 備註： 

1. 報名考生若遺失國民身分證者，請繳交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

件。 

2. 各項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不符，均取消報名資格。 

3. 報名考生若更改姓名者，對其所應繳驗之學歷（力）證件，必須先至原發證件之

單位更改姓名，或報名時繳驗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否則，取消報名資格。 

4. 報名考生錄取後，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本會錄取資格，報名考生

不得異議。 

5. 現役軍人於 109 年 07月 15日前退役，並取得「退伍或解除召集日期證明」者，

始准予報名。 

6. 各班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委員會所訂之最低報名人數時，得不舉辦該職類之入學

考試，報名費全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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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志願選填及招生名額 

學制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招生
名額 

四 

年 

制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4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國際企業系 工商管理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三商巧福、拿坡里、福勝
亭、鮮五丼) 9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爭鮮、定食 8、点爭鮮) 8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肯德基) 8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1風味館) 6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勝博殿) 5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4 

金融管理系 工商管理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 14 

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古典玫瑰園、先喝
道) 

8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漢堡) 8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4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OK超商) 4 

應用外語系 顧客關係管理與
行銷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9 

康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康橋商旅) 3 

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9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高雄圓山大飯店 3 

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著火的牛) 4 

比爾比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2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漢堡王) 4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順升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4 

報名 

應繳

資料 

1.報名表（請確實黏妥照片） 
2.志願表（報名時須繳交，以系為單位，最多選填 3個志願） 
3.學歷（力）證件、身份證正反面等影本 
4.報名費：NT$ 500元整或報名費全免之身分證明文件 

備註 

1. 各班錄取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 20人時，由招生委員會議決後得不開班，考生不得
異議。其他相關規定請見「柒、錄取公告」說明。 

2. 事業單位簡介請見附件八，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簡介請見附件九。 
3. 招生名額調整作法依計畫作業手冊第三章第參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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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甄選方式 

一、 甄選方式包含筆試與職場體驗。筆試佔總成績20%；職場體驗佔總成績80%。 

二、 筆試： 

(一) 日期：108年07月18日（六）08:30~09:30。 

(二) 地點：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筆試前一天於本校網站公告試場）。 

(三) 筆試項目與時間： 

時間 08：25 08：30～09：30 

科目 預備鈴 職業道德與倫理 

備註：1. 筆試測驗均為選擇題（歷年題庫：https://is.gd/i8Xp2Z）。 
2. 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3. 請攜帶國民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 職場體驗： 

(一) 凡報名考生須參加面試，面試通過者，得以分發至事業單位參加職場體驗；未參

加面試或面試未通過者，該部分成績以 0 分計算，且概不安排職場體驗，考生不

得異議。 

(二) 面試： 

1. 日 期：109年 05月 08日（星期五）至 109年 08月 07日（星期五），面試時

間另行通知與公告。 

2. 地 點：由本校與事業單位共同訂定。 

3. 面試注意事項： 

(1) 先安排考生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且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

時，得依考生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所選填志願之事業單位額滿

時，不得要求遞補面試，並不得異議。 

(2) 請攜帶國民身分證件、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間及地點

參加面試。 

(3) 面試當天若逾時未到，視同自願放棄面試資格，事後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補行面試。 

(4) 通過面試者，得以分發至事業單位職場體驗。未參加面試者，概不安排職

場體驗，考生不得異議。 

(5) 職場體驗 

1. 考生通過面試後，自 109年 06月 22日（一）至 109年 08 月 23日（日）

止，應攜帶相關資料辦理報到，並接受事業單位安排為期二週之職場體

驗。（職場體驗期間，由各事業單位依其訂定之標準發給津貼，並投以

勞保與健保）。 

2. 職場體驗報到時間及地點：依事業單位指定時間、地點報到。 

3. 考生職場體驗期間，如有不適性之問題，得無條件退出，事業單位不得

要求其賠償。 

https://is.gd/i8Xp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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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場體驗期間之表現，將作為事業單位評核職場體驗成績依據，並列入

總成績計算。 

5. 未依規定時間及注意事項向事業單位完成報到及職場體驗者，視同放棄

參加職場體驗。 

※ 附註：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與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

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始得聘僱」。報考職類之工作內容涵蓋食品者，

於職場體驗報到時，須繳交合格健康檢查報告，體檢項目包含一般勞工體格檢查

和供膳檢查(傷寒、肺結核、A型肝炎、手部皮膚檢查等)，體檢詳細內容係依各

家公司報到通知單為準。 

陸、 成績計算、通知及複查 

一、 成績計算標準 

(一) 筆試成績，佔總成績 20%。 

(二) 職場體驗成績，佔總成績 80%。（須通過面試後，方能參加職場體驗）。 

二、 同分比序原則：依 1.職場體驗成績、2.筆試成績比序，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若仍相

同且為最後一個名額時，則另辦面試以決定優先錄取順序。 

三、 本會訂於 109年 08月 26日（三）公告成績。 

四、 報名考生對成績如有疑義，得依下列程序辦理成績複查： 

(一) 複查截止時間：109年 08月 27日（四）下午 17:00止，逾期不受理。 

(二) 申請複查考生請填「成績複查申請表」，並檢附複查費用 50元（以郵政匯票繳交，

受款人請填：「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先傳真並電話確認，再以限時

掛號一併函寄本校(附件十)。 

(三) 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卡。 

(四) 本校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電    話：(07)735-8800轉 1188、1189，傳真號碼：(07)735-8891。 

柒、 錄取公告 

一、 各事業單位依甄試結果，得不足額錄取。錄取人數未達本校最低開班人數，經招生委

員會決議得不開班，考生不得異議（詳見本簡章內容「肆、志願選項及招生名額」）。 

二、 錄取名單於 109年 08 月 28日（五）公告在本校網站（http://ord.csu.edu.tw）。 

三、 最後一個名額如有二人以上成績相同時，依本簡章同分比序原則辦理，如參酌至最後

一項成績仍相同，且超過招生名額，本會得通知同分考生另辦面試以決定錄取順序，

面試時間及地點由本會決定之，考生須配合參加，不得異議，面試未到者視同放棄。 

捌、 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 各錄取生應於 109年 08月 31日（一）前依規定攜帶學歷（力）證件正本，至本校辦

理報到及完成註冊手續。未依規定時間及事項完成報到及註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二、 各錄取生應依本校及事業單位規定日期完成相關報到手續，各錄取報到生不得申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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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入學資格。僅完成事業單位報到，但未到本校辦理報到及註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

格。 

三、 錄取生於事業單位及本校均完成報到手續後，始成為本校 109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之訓練生，並據以辦理就學、緩徵及各項補助事宜。 

四、 本校之學雜費收費標準與減免、補助，詳如附件一（參考用）。 

玖、 試場規則 

一、 非應試用品包括書籍、紙張、皮包、鬧鐘、翻譯機、收錄音機、行動電話、呼叫器、

有記憶、計算及翻譯功能之鐘錶等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非應試用品均不得攜帶入場應

試。貴重物品請勿攜帶，承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二、 進場前，行動電話、呼叫器或電子通訊設備務必取消鬧鈴設定並關掉電源，且不可帶

至座位；如有攜帶鬧鐘錶者，務必將鬧鈴關掉；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振動

或發現電源開啟，或帶至座位者，將以違規扣 5分處理。 

三、 筆試應試須知： 

(一) 遲到超過三十分鐘者，不得入場應試，測驗進行四十分鐘內不得中途離場，亦不

得提早交卷，強行入場或出場者，筆試成績不予計分。 

(二) 入場後須依規定就座。 

(三) 測驗時應將國民身分證置於監試人員指定之位置，以便查驗。如發現所繳國民身

分證影本與正本不符，或所繳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有識別困難者，測驗結束再

查驗；如仍有識別困難者，則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四) 試場內不得飲食。 

(五) 測驗時除在答案紙作答外，不得在試題冊、准考證或其他物品上抄寫題目、答案、

劃線、打「ˇ」或作任何記號。不得有傳遞、夾帶或左顧右盼、交談等違規行為。

若有竊取試卷或請人代考者，均依本校之規定處理。請人代考者，連同代考者，

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意圖或已將試題冊、答案紙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

意圖傳送試題者。違反上述規定者，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六) 本測驗全部為選擇題，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如：原子筆、鋼珠筆等）書寫，

不得使用鉛筆作答，違者扣減該科成績 5 分。 

(七) 測驗結束時，應立即停筆，遵照監試人員指示始可離場。監試人員宣布離場前，

不得再提筆作任何記號或寫下題目，否則以違規論。 

(八) 應試者入場、出場及測驗中如有違反本測驗規定或不服監試人員之指示者，監試

人員得取消其應試資格並請其離場，其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九) 如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遭受處分，應試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壹拾、 申訴處理程序及方式 

一、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或結果有損其權益時，得於事實發生後 3 日內（掛號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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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妥相關資料，以正式書面具名（含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連絡電話）向本校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二、 經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議後，以書面資料函覆審議結果。 

三、 針對報考學生申訴案件，必要時得邀請該生列席，但不得支領出席費。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有關報名人數不足及緊急事件應變處理，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 身心障礙、突發傷病等考生如需申請安排特殊試場及服務，請填寫「身心障礙、突發

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十一），連同身心障礙手冊或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證明

或醫療單位證明之影本 1份，於筆試測驗 3 天前提出申請，俾便安排應考服務特殊需

求。 

三、 所繳資料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識者，不予受理報名。偽造、變造、假借、冒用者，取消

報考資格，並得視情節輕重送請有關機關依法究辦。 

四、 若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仍造成疑

義者，悉依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五、 本會對於考生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附件十二）。 

壹拾貳、 學生權益與義務 

一、 本計畫係採「雙軌制」訓練模式，故訓練生於訓練期間脫離一軌（即事業單位退訓或

退出該專班），即喪失其訓練生身分，不得異議。 

二、 錄取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時，其錄取名額不得併入其他班（含錄取生直接轉為其他

班之錄取生）。 

三、 本計畫之訓練生上課方式採專班方式，訓練生於訓練期間接受雙軌教育模式（專業技

能與知識理論），為檢驗訓練生工作崗位技能學習成效，合作學校需輔導訓練生參與

及通過「專業職能認證」，其相關配合注意事項如下： 

(一) 為建立本認證考試公平與公正之監評制度，合作學校需提供該職類之專業監評

師資名單，以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登錄相關資料庫。 

(二) 有關專業職能認證術科檢測之材料費用由合作學校納入學（雜）費中。 

(三) 合作單位須輔導訓練生參加本計畫之專業職能認證考試，並配合考試期程給予

公假。 

(四) 為使本認證考試之試題庫標準化，合作學校應於訓練期程內依所定之學科課程

進行教學，並提供其教材內容、書籍或電子檔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

分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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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 
 

108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僅供參考） 

身分別與費用 

 

學制與學院 

學雜費 

收費標準 

一般生 

（雙軌補助） 

原住民學生 

（雙軌補助） 

身心障礙學生本人 

（雙軌補助） 

低收入戶學生 

（雙軌補助） 

學費 雜費 
減免 

學費 

實付 

金額 

減免 

學費 

減免 

雜費 

實付 

金額 

減免 

學費 

減免 

雜費 

實付 

金額 

減免 

學費 

減免 

雜費 

實付 

金額 

四 

年 

制 

工學院(含電子

工程系、機械工

程系) 

40,805 13,930 20,403 34,332 40,805 13,930 0 40,805 13,930 0 40,805 13,930 0 

其他學院(含國

際企業系、金融

管理系、塵用外

語系) 

39,007 8,590 19,504 28,093 39,007 8,590 0 39,007 8,590 0 39,007 8,590 0 

 

備註： 

一、 109 學年度依教育部實際核定學雜費收費標準辦理，實際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依入

學時之規定辦理。 

二、 原住民、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之學生本人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之規定標準辦理；上述減免與教育部減免擇優辦理，不得重複申請。 

三、 上述費用均不含電腦實習費與學生平安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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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訓練生之權利義務 

一、訓練生之權利 

1. 在事業單位方面： 

（1）在實習計畫期間之津貼應按月直接發給，其津貼依訓練生實際進行工作崗位訓

練之日數或時數按月支給，並應視其實習成效及事業單位營運狀況調整。 

（2）負責辦理訓練生勞工保險（不含就業保險）及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辦理全民健

康保險。 

註：事業單位不須提繳勞工退休金。 

（3）負擔實習計畫所需經費。 

（4）負責招訓、施訓、成績考核及結訓有關事宜。 

（5）適當安排技能訓練，不使訓練生擔任粗重、危險性工作，或從事家事、雜役及其

他非學習技能為目的之工作，但事業場所內之清潔整頓，器具工具及機械之清

理者不在此限。 

（6）訓練生之實習訓練，應在日間實施為宜，且不得安排於下午 10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進行。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需徵得訓練生同意後安排，惟仍不得

安排於前述時段，延長之訓練時數、休息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另亦應

準用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對應津貼。 

（7）義務輔導訓練生參加本計畫之專業職能認證考試，並配合考試期程給予公假。 

（8）不履行契約致使訓練生蒙受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9）學校寒暑假期間，在徵求訓練生同意及學科教育可配合（訓練生不需重、補修學

分）之原則下，事業單位安排訓練應比照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標準，支付對應津

貼。 

2. 在學校方面： 

（1）訓練生接受四年訓練且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四年制訓練生

為學士學位證書。 

（2）訓練生在校期間享有正式學籍，協助辦理緩徵、學雜費減免、補助（見附件一）

及就學貸款等。 

（3）為維護學生權益，負責建立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重補修相關科目學分。 

（4）協助訓練生請領學（雜）費補助。 

（5）為使訓練生瞭解自身權利義務，學校應於開訓二週內辦理訓練生勞動權益教育

訓練 3小時。 

3. 在勞動部及教育部方面： 

（1）在實習計畫期間補助或減免學雜費（見附件一）。 

（2）負責督導招訓、施訓、成績考核及結訓有關事宜。 

（3）完成全期工作崗位訓練後，由勞動部與事業單位共同核發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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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生之義務： 

1.在事業單位方面： 

（1）應克盡善良員工職責，遵守事業單位各項規章，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2）於實習計畫期間如有不遵守事業單位有關規章（人事規章、契約等）情節重大，

事業單位得停止該生實習，解除契約，如使事業單位蒙受損失時，應負賠償之責。 

（3）若有擅自解約情事，應賠償事業單位為其訓練所付個人部分之費用。 

（4）在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按時填寫訓練雙週誌，親自簽名後送事業單位批核簽章，

未依規定按時填寫及繳交訓練雙週誌，情節重大者，事業單位得函報高屏澎東分

署核定後離退之，或於結訓時，得不核發結訓證書。 

（5）寒、暑假期間訓練生仍應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於事業單位進行訓練，惟配合徵

兵規定，四年制學制之大一及大二暑假期間無須進行。另在徵求訓練生同意及學

科教育可配合（訓練生不需重、補修學分）原則下，事業單位得協調訓練生於工

作崗位訓練時間外進行訓練，並支付對應津貼。 

2.在學校方面： 

（1） 訓練生之權利，依本計畫正式招生錄取且完成註冊手續之訓練生，其在學校進

行學科教育訓練期間需遵守學校教學與生活管理輔導相關規定。 

（2） 除本計畫補助或減免之學（雜）費外，其他部分之學（雜）費必須由訓練生負

擔。訓練生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參考用），請參閱附件一。 

（3） 訓練生在教育訓練期間不得辦理轉學、轉系。 

（4） 訓練生需遵循學校學則規定，如有違反校規或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不及格達退

學標準者，應按規定辦理相關退訓手續。 

（5） 學校應對每位訓練生工作雙週誌審視簽章。 

3.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方面： 

（1） 在訓期間需配合訪談或詢問培訓相關問題，結訓後需配合調查就業情形。 

（2） 於實習計畫期間如有不遵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相關規章，情節重大者，得停止

實習，解除契約。 

（3） 如訓練生自行擅自解約，應賠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其實習訓練所付個人部

分之費用。 

三、本計畫係採「雙軌制」訓練模式，故訓練生於訓練期間脫離一軌（即事業單

位或學校退訓），即喪失其訓練生身分，不得異議。 

備註：本附件提供概要事項，有關訓練生之權利義務詳細內容，以與事業單位正式簽訂之契

約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頒訂「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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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已畢業生及同等學力報名資格 

1.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貫制

職業學校畢業者。 

2.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3. 教育部核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上註

明有「綜合高中（部）」者。 

4.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

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5.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含空

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

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6. 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7. 臺灣地區人民，持有大陸地區高級職業學校學歷（力）證件，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屬實，

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8.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

業學校）普通科畢業，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考生，持有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所發之提早升學報考證明書者。 

9.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

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進

修學校普通科畢業者。 

10.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

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11. 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12. 臺灣地區人民，持有大陸高級中學學校學歷證件，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屬實，並由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13. 陸、海、空軍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畢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比敘高職學歷資格者。 

14. 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者。 

15. 凡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且取得學歷（力）證件之年數符合規定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

參加： 

(1) 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①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

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②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

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③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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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①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②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

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

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2點規定。 

(4) 高級中學級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

有修（結）業證明書。 

(5)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級中學、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及格證

明書。 

(6) 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7) 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8)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9) 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10) 持有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1)點所

列情形之一。 

(11) 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①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

上。 

②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

上。 

③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12) 年滿二十二歲，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①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②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③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 

(13) 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含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

證明書。 

(14) 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者。 

(15)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或於職業學校

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專案審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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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通訊報名專用信封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通訊報名專用信封 

     

正
修
學
校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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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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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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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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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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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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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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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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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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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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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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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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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報名表  ※考試號碼黏貼處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報名表 
■個人資料 

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脫帽光面照片 

（照片背面請填寫姓名） 

戶籍地址 □□□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LineID  

Email  身分別 □一般生□低收入戶

□原住民□其他：                 通訊電話  個人手機  

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重型、□輕型） □無 兵役 
□役畢□未役 

□免役:原因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通訊電話  手機  

■學歷／經歷／ 專業證照 

學歷 

學校（全銜）：           班級（含科名全銜）： 

□高職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普通高中  □其他       

□畢業（含應屆），    年    月 
□結業，    年    月 

□肄業，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同等學力 

報考資格 
取得同等學力證明至今：    年    月 
詳述情形：                        

工作 

經歷 

起始 結束 
公司名稱 職稱 薪資 離職原因 年 月 年 月 

        

        

證照 

資格 

證照／資格名稱 取得日期 

其他曾受 

訓練專長 
 

  

  

  

■家庭狀況 

稱謂 存歿 姓名 年齡 職業或服務機關名稱 

     

     

具結書 

1.本人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已詳細核對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異議。 
2.本人對招生簡章內容及相關規定已詳細閱讀並充份了解亦同意依所列事項辦理。 
3.本人瞭解並同意正修科技大學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機關依附件十二所載告知聲明之內容蒐
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4.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或不符同等學力資格者，一律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報名費概不退還），並
由考生本人負全部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考生親筆簽名：                         

備註 
＊ 考生簽章處請確實簽名或蓋章，否則不予受理。 
＊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報名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需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報名資料檢核表 

□1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 

(應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失業戶子女、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本人免收) 

□2報名表（須黏貼相片、具結書欄簽名） □4學歷（力）證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歷年成績單 

□3志願表（須填志願及簽名） □5免報名費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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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志願表-電子工程系-職類：微電子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志願表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名額 志願序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4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考生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簡章，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核對無誤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 

2. 依簡章規定填選該系所，至多可填 3 個合作事業單位志願。 

(1) 先安排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者，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

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均額滿時，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且不得異議。 

(2) 不得重複選填志願（事業單位）面試。 

3. 已繳之志願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者，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

親臨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4. 未繳交志願表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5.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須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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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志願表-國際企業系-職類：工商管理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志願表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名額 志願序 

國際企業系 工商管理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三商巧福、拿坡里、福
勝亭、鮮五丼) 9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爭鮮、定食 8、点爭鮮) 8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肯德基) 8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1風味館) 6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勝博殿) 5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4 
 

考生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簡章，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核對無誤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 

2. 依簡章規定填選該系所，至多可填 3 個合作事業單位志願。 

(1) 先安排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者，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

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均額滿時，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且不得異議。 

(2) 不得重複選填志願（事業單位）面試。 

3. 已繳之志願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者，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

親臨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4. 未繳交志願表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5.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須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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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志願表-金融管理系-職類：工商管理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志願表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名額 志願序 

金融管理系 工商管理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 14 
 

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古典玫瑰園、先
喝道) 8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漢堡) 8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4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OK 超商) 4 
 

考生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簡章，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核對無誤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 

2. 依簡章規定填選該系所，至多可填 3 個合作事業單位志願。 

(1) 先安排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者，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

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均額滿時，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且不得異議。 

(2) 不得重複選填志願（事業單位）面試。 

3. 已繳之志願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者，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

親臨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4. 未繳交志願表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5.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須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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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志願表-應用外語系-職類：顧客關係管理與行銷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志願表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名額 志願序 

應用外語系 顧客關係管
理與行銷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9 
 

康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康橋商旅) 3 
 

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9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高雄圓山大飯店 3 
 

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著火的牛) 4 
 

比爾比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2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漢堡王) 4 
 

考生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簡章，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核對無誤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 

2. 依簡章規定填選該系所，至多可填 3 個合作事業單位志願。 

(1) 先安排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者，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

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均額滿時，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且不得異議。 

(2) 不得重複選填志願（事業單位）面試。 

3. 已繳之志願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者，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

親臨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4. 未繳交志願表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5.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須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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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志願表-機械工程系-職類：機電整合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志願表 

科別 職類 事業單位名稱 名額 志願序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順升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4 
 

考生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簡章，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核對無誤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 

2. 依簡章規定填選該系所，至多可填 3 個合作事業單位志願。 

(1) 先安排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者，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惟考生

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均額滿時，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且不得異議。 

(2) 不得重複選填志願（事業單位）面試。 

3. 已繳之志願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更換，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者，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

親臨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更正，並以一次為限。 

4. 未繳交志願表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5. 筆跡應端正，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如有塗改須簽章，以免影響權益。 

  



21 

【附件七】學歷（力）證件、歷年成績單、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考試號碼黏貼處 

學歷（力）證件、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學歷（力）證件影本浮貼處 

（畢業證書請浮貼，超出頁面部分請向內折齊，在校生請用學生證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請浮貼，超出頁面部分請向內折齊）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歷年成績單請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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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事業單位簡介 

合作事業單位（1）名稱：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蘇靜芳 
電話 07-9620668 分機 2111 

傳真 07-3651716 

公司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新開發路 8 號 e-mail sue.su@jmct.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為顯示器驅動 IC 用高階軟性 IC 基
板(Chip on Film，簡稱 COF)。 為使ＣＯＦ（Chip On Film）更
適合應用於ＦＰＤ（薄型顯示）Ｄｒｉｖｅｒ中之組裝技術，本公

司從材料開始便秉持一貫的品質，並不斷推陳技術，以因應全球高度信賴性產業之需
求。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間不得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 微電子 

(1)招募人數： 24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學  制：四年制日間部 

(4)科   系：電子工程系 

(5)訓練地點：高雄市楠梓區  

(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每月新台幣 23,8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月薪)                                           

(7)每週訓練天數：4天 

(8)每日訓練時數：10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07:30-至 19:00 

(10)輪班方式：固定日班/做二休二 

(11)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休息時間：09:00-09:15；11:45~12:30；14:15-14:30；16:45-17:00                        

(12)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20人 

業務範圍：生產機台操作技術/產品檢驗技術/物料成品管理   

薪資約：24,000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55 元(公司補助 30元、自付額 25 元，已含入生活津貼)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員工團保、餐點補助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工作場所為無塵室作業環境，需長時間站立或使用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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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名稱：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柯玉琴 
電話 07-8111330 分機 1615 

傳真 07-8111780 

公司地址 高雄市高雄加工出口區北一路 18 號 e-mail tinako @walton.com.tw 

二、公司簡介 
(一)公司經營理念 我們的相信:  

一、讓華東科技 的存在的使命:成為具領導地位之記憶體後段一元化服務供應商，以提供世界
一流客戶最佳服務，同時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二、近年來我們秉持著以人為本的觀念，無論是員工的慈輝社自發性的長期支持社區學童營養午餐，或是華新瀚宇
基金會的推動系列 PSA 公益活動，無一不是華東科技對於社會責任重視的表現。  

三、為達成上述營運使命及經營哲學,我們更形成 C-TOP-S 企業文化來讓員工樂於工作，並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開放
型管理模式所營造出的企業文化 C-TOPS，充分尊重員工，培養員工的責任感。 C: Customer Oriented 客戶至
上 。 T: Teamwork 團隊精神。 O: Open Environment 優質環境 提。 P: Professionalism 尊重專業。 S: 
Shared Vision 願景分享。   

四、在公司的人力資源運用方面我們發展出知識工作者及技職工作者等不同的職涯規劃與培育機制。 
五、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秉持著「我們的目標是致力於持續改善及追求卓越的品質、工程、服務以達到顧

客整體滿意」的品質政策，經由有效的訓練、嚴密的文件及操作程序管理，建立員工品質意識。 
(二)創立時間及服務項目：位於南台灣高雄加工出口區內的最高建築物華東科技（Walton Advanced Engineering 

Inc. walton）成立於 1995 年四月 2002 年 8 月整合華新先進電子(成立於 1995 年 4 月)與子公司華東先進電子
(成立於 1998年 7月)更名為華東科技。華東科技為客戶提供完整之一元化服務。其封裝、測試業務各佔 50％，
封裝、預燒及測試之產品具有輕薄短小,且種類多之特色。所有產品主要應用於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腦週
邊、行動電話 GPS、PDA、LCD…數位相機、DVD、V8 等電腦、通訊、家電 3C 產業。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微電子 

(1)招募人數：24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學  制：四年制日間部 

(4)科   系：電子工程系  

(5)訓練地點：高雄市前鎮區  

(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每月新台幣 24,5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月薪)                                   

(7)每週訓練天數：4天 

(8)每日訓練時數：10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07:30-19:30 

(10)輪班方式：固定日班/做二休二 

(11)備註說明：休息時間：09:00-09:20、11:50-12:30、15:00-15:20、17:50-18:30，共計 120 分鐘                    

(12)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依任職表現留用約 20人 

業務範圍：生產製造/設備維修/製程 

薪資約：25,1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採自助餐方式用餐計費 
備註：採自助餐方式用餐，依實際出勤天數每天提供 2餐，公司補助 40元/天，已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未含入生活津貼內）：▉年終獎金(視公司營運狀況決定發放月數)▉每月生產獎金(依公司規定辦理) 
              ▉每季評比成立育才計劃獎金(視公司營運狀況而定)▉實習優異獎勵金(依公司規定辦理)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三節禮卷/年度員工旅遊/員工餐廳/職工福利委員會(未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1.工作場所需長時間站立或使用顯微鏡 
2.需通過色覺辨認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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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3）名稱：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樂品秀 
電話 (02)2503-1111 分機 4021 
傳真 (02)2502-1745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45號 5樓 e-mail wendy.yueh@mercuries.com.tw 

二、公司簡介 
三 商 巧 福 ：國內第一家

中式外食牛肉麵連鎖店，

二十多年來胼手胝足，賓

主盡歡的溫馨服務與物超所值的美味，目前已遍及國內各大都會及鄉鎮，近年來更進駐大型量販店及百貨公司美食

街，為消費者提供了最便利的用餐處所。 

拿坡里披薩：上市之初，即帶動國內平價義式速食策略。提供外帶、外送服務外，更於店內設置優雅的用餐環境，
並成立 0800 顧客服務中心，由專業的客服人員處理全國訂單及顧客問題。 

福  勝  亭：目前台灣外食市場中，唯一有能力將日式豬排專賣，以速食型態呈現的經營典範，有別於一般日式豬
排餐廳，提供快速、平價、兼具美味的用餐經驗，期許每天都能以活力和創新，提供給顧客最大的附
加價值。 

鮮  五  丼：以新鮮及健康為前提下，創新研發「五感心饗宴-嫩、滑、鮮、酥、脆」，融合豐富味蕾和視覺感受，
成為一道道美味又飽足的料理，打造時尚明亮的空間，讓顧客能快速便捷享受高品質的餐點，衛生可
靠同時經濟無負擔。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9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屏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4-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9:00－22:00 

(8)輪班方式：09:00-22:00（須依公司規定排班）。 

(9)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空班（14:00-17:00或 14:00-18:00），上班滿 4小時至少有 0.5 小時休息時間。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9人(視訓練生表現) 

業務範圍：協助店長管理門市或管理幹部 

薪資約：27,000-31,5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1.生日餐券。 
2.符合規定者，得申請獎學金。 
3.工作時間提供餐點折價：拿坡里免費提供 MINI披薩餐、福勝亭折抵 80 元、三商巧福折抵 105元、鮮五丼折
抵 109元。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 

1.拿坡里需備駕照，配合外送。 
2.三商巧福、拿坡里、福勝亭、鮮五丼：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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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4）名稱：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黃雅瑄 
電話 (02)27602200 分機 1041 
傳真 (02)27651500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 16弄 21號 e-mail 
jessica@sushiexpress.com
.tw 

二、公司簡介 

經營理念-「爭鮮」以大量採購的成本優勢，實踐讓每一位顧客都可以用很輕鬆價
格享用的國民美食，創造美味生活與您常相隨的概念，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味！ 
創造你的無限可能 -- 歡迎對餐飲業有熱情的伙伴加入，成為台灣最大連鎖壽司餐飲的一份子。 
爭鮮擁有 24 年連鎖餐廳的成功經驗，優質的企業文化，以日式餐飲為主要經營模式，旗下有 4 個餐飲品牌，
「爭鮮迴轉壽司」、「爭鮮外帶壽司」、「定食 8」和「Magic Touch 点爭鮮」；還有「Go Fresh」和「業務批
發」事業群。 
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泰國海外市場，全球門市超過 480家、職員超過 12,000 名，我們提供良好的
工作環境和學習成長空間，還有完善升遷管道，培訓優秀人才走向國際舞台。 
爭鮮立志要做世界第一，在穩定中求成長，積極開發新市場，創造新鮮、合宜價格的美味服務。我們竭誠邀請
您加入爭鮮家族，共同迎接更多的挑戰，開創更美好的生活！ 
未來訓練生預計將進入 1.爭鮮迴轉壽司 2.爭鮮外帶壽司 3.定食 8  4. Magic Touch 点爭鮮，四個事業體之
門市。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屏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職場體驗期間每時薪 158元，開學入訓之後每時薪 168 元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4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4-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8)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排班時間依門市實際運作而定，需輪早晚班。) 
(9)備 註 說 明 ：上班滿 4 小時至少休息 0.5 小時，符合勞基法規定。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不限（依考核辦法規定晉升） 
業務範圍：門市儲備管理幹部 
薪資約：26000~29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上班時段免費供餐）□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免費供餐、制服、享勞健團保、業績獎金、推薦獎金、不定期康樂及聚餐活動、社團活動、獎學金申請、員
購優惠、員工進修及休閒活動補助。 
備註：獎學金申請資格：每年 2月~6 月、 9 月~1月期間 內，連續工作滿 450 小時。申請條件：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不得有任何一科成績低於 60 分，操性成績 80 分。申請獎金：3000 元。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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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5）名稱：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王美鈞 

電話 (02)2503-6889 分機 8917 
傳真 (02)2515-5656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9樓 e-mail  Isaac.Wang@jrgtw.com 

二、公司簡介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隸屬～英屬外商【怡和集團】簡介 

怡和集團以合資經營方式於 1832 年創始於廣東，至今已有 180年的歷史， 員工人數超過 20萬人。營運項目 

包括貿易、行銷、零售、批發、般空、海運、工程、建築、房地產、飯店與金融服務等。 

富利餐飲期下必勝客、肯德基全台共超過 410家直營餐廳/門市，超過一萬名員工。為全台最大連鎖餐飲集團。 

【必勝客】 

想到吃比薩就想到必勝客!!目前全台共 245 間門市。我們經營二種不同型態的分店： 

『歡 樂 吧』提供多樣化口味之披薩及活潑歡樂的用餐環境。 

『披薩外送店』提供高品質各式口味之披薩，並由顧客選擇外帶或外送服務。 

我們以提供顧客賓至如歸、輕鬆愉快的用餐氣氛及友善、即時、高效率的服務品質為經營宗旨。 

             竭誠的邀請您加入我們，期待您能與必勝客一同成長，共創未來。 

【肯德基】 

～說到炸雞，就想到肯德基，無可取代的美好滋味已深植台灣顧客的心。～ 

來自美國的肯德基於全球 109 個國家，每天同步服務超過 1200 萬人次的顧客，是世界上最受歡迎

的炸雞餐飲連鎖店。 

哈蘭德桑德斯上校歷經十年的研製，調和出十一種神奇香料配方烹製而成的美味炸雞，走過半個

世紀迄今仍為肯德基最受歡迎的產品。肯德基進入台灣市場邁入 30 周年。2010年怡和集團取得台灣肯德基經營

權，專業且嶄新的經營團隊及遍佈全台的 170家餐廳將持續提供顧客更優質的餐飲品質與用餐環境。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雄地區門市、餐廳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受訓工時(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每週受訓不低於 24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8)輪 班 方 式 ：早晚排班 (早班:07:00-15:00、晚班:15:00-22:00) 
(9)備 註 說 明 ：休息時間 (工作四小時休息 30分鐘，每週不低於 24 小時)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不限（依任職表現留用）人 
業務範圍：餐飲門市管理幹部  
薪 資 約：26,800-30,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依考核調薪、使用公司車外送並享有外送津貼、購物折扣、退休金提撥、生日禮物、員工

旅遊、尾牙活動、大一/大二每學期享有獎學金補助，最高$ 3,750元(不含入生活津貼)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mailto:Isaac.Wang@jrg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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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6)名稱：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謝銘心 

電話 02-2798-9868 分機 137 
傳真 02-2658-1359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巷 50號 4樓 e-mail grace@pec21c.com.tw 

二、公司簡介 
84年 11月，由統一企業及凱友投資出資成立。 
91 年統一超商轉投資 20%股權，經營權並由統一企業轉至流通次集團旗下。 
92 年 3 月份起，品牌名稱更改為 21 世紀風味館，期望能擴大原西式速食領域，發展為以
烤雞為主力產品的連鎖速食餐廳。 
97 年 12 月統一超商 100%出資買下 21 世紀，為統一超商轉投資之本土自創餐飲連鎖速食
品牌。資本額共計為 1.3億元。 

97 年重新以烤雞為商品主軸，結合健康飲食概念為菜單開發特色，讓顧客以速食店的價位即可享受到精緻的異
國料理。＊強調以提供健康、美味、歡樂的商品價值，並致力於全國第一的烤雞品牌。 
100年店數達 29 家，101年企業力推由日本電通設計 GOGO CHAN 為品牌形象吉祥物。 
102 品牌精神：再次明確定調以活力、美味、價值為三大核心，運用核心烘烤技術，發展各式鮮雞美味特色料
理。 
102年品牌宣言：分享美味的幸福。 
105年 8月 8 日開設新型態快速休閒餐廳--21PLUS 台北時代店，為 21世紀開創出新的紀元。 
105年 11 月，品牌名稱正式更名為「21風味館」。 
107年 11 月，於 7-ELEVEN 高雄坎城門市開設第一家烤雞複合店「21TOGO」。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6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屏地區門市，依住家區域分配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9:00-22:00 
(8)輪班方式：依門市需求調整 
(9)備註說明： 

1.空班休息時間1.5小時  
2.上班滿4小時，至少休息0.5小時 
3.津貼計算基準：時薪*正常上班工時(6-8H)*4天(週)*4週(月)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5人 
業務範圍：門市現場營運管理  
薪資約：26500以上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上班時段免費提供伙食(8小時一餐)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備  註：1.績效獎金依公司辦法申請 2.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福利金每月 500 元、學程獎金每半年發放 3,000 元、免費團保、退休金提撥、年度健

檢、工時貢獻獎金、國定例假加班費、調薪作業、員工優惠餐、尾牙、餐敘及抽獎、有薪假津貼(各項符合勞
基法之例假)、福委會、多項福利(生日禮金、喜喪慰問金、子女獎學金、職工退休金)皆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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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7）名稱：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吳佳真 

電話 (02)2657-8111 分機 1713 
傳真 (02)26596115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段 312 號 8樓之 3 e-mail hr04@mail.gwg-fsd.com.tw 

二、公司簡介 
勝博殿 1966 年始創於東京西新宿，為日本最大規模的日式豬排連鎖店，擁有近五百家的規模。勝博
殿在日本以服務，嚴選的素材，和熟練的技術聞名，也是目前台灣市場上最正統的日式豬排專門餐
廳。「勝博殿」店名來自與植物「仙人掌」之日文發音。仙人掌半年無水也能生存，生命力極強。
希望本店能像仙人掌一樣，充滿生命力、可愛、長久地為人們所喜歡、熱愛，因此取名為「勝博殿」。 
2001 年勝博殿正式進軍海外市場，2004 年勝博殿在台北天母，開設了第一家直營店。2005 年大成
集團與勝博殿母公司日本 Green House Foods 公司合資成立勝成餐飲公司，正式進軍台灣餐飲界，
目前擁有直營門市 33家。 
隨著餐飲服務業的日趨繁榮，本公司因應業務拓展，極需大量優秀人才知投入，而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鄭是大專優秀餐飲人才養的最好搖籃，以專業量身訂作的課程，輔以職場實作的經驗，畢業後立

即可成為公司之中堅管理專才，這亦是本餐印服務事業群投入此一計畫的最大目的。 
企業理念：營造快樂的工作環境，提供顧客多重飲食選擇，秉持新鮮、美味、健康為原則。 
企業核心價值：誠信責任、效率團隊、熱忱服務、積極創新。 
企業願景：希望堅持以專業精緻豬排料理的精神，成為該系之領導品牌。 
職涯發展說明：藉以訓練代理世界品牌的經營管理經驗，優先留用並晉升為管理幹部或調至總公司任用，若對事業
體系其他品牌（烘焙、港式茶餐廳）有興趣者亦可自行請調，讓有志／有興趣於餐飲業發展的同學可以再本公司接
觸不同的經營管理模式，促成雙贏局面。公司網址：HTTP://www.saboten.com.tw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5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雄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63元整（時薪 158 元+餐費補助 5元/hr）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4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8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9:00-22:00 
(8)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10:00－14:30／16:30－20:00、晚班 12:00－14:30／16:30－22:00。 
(9)備 註 說 明 ：空班時間 14:30－16:30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不拘（依考核辦法規定晉升/視訓練生表現） 
業務範圍：門市餐飲服務與人員管理 
薪 資 約：30000 元(月薪，須以公司當時考核而定)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工作時段用餐時間免費供餐。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每月另發全勤交通津貼 2-5元/小時 
D.獎金或補助：■無□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免費制服、員工聯誼活動、相關企業餐飲折扣（不含入生活津貼）。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 

1.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2.手部敏感者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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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8）名稱：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柯瀞雯 
電話 (07)230-7786 分機  

傳真 (07)230-7791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號 e-mail 
julia-ks@howard-

hotels.com.tw 

二、公司簡介 
無限愜意賓至如歸－城市渡假天堂高雄福華大飯店 Howard Plaza Hotel Kaohsiung 座落於高雄
市七賢一路與復興路口金融財經商圈的五星級國際觀光大飯店~30層樓高設計，可俯瞰大高雄全
景，臨近火車站，高速公路交流道也在咫尺，至高雄著名觀光景點，如愛河、西子灣、澄清湖、
六合夜市..等，也僅需數分車程，讓來高雄洽公、觀光的每一位嘉賓享盡地利之便。館內擁有 305
間溫馨典雅客房、尊爵商務中心、中外美饌餐廳酒吧、多功能宴會廳及專業會議室、國際名品專
櫃街、隨處可見的版畫、藝術精品..等，結合美食、休閒、娛樂、藝術等功能的商務觀光飯店，

更是商務人士與觀光旅客下榻的城市渡假天堂。南台灣美食之最盡在高雄福華高雄福華飯店有中西式美饌餐廳、酒
吧，提供各式佳餚，滿足色香味俱全的最佳享受。以西式自助餐與午茶著稱的麗香苑，廣式點心的珍珠坊，以及高雅
道地江浙料理的江南春，盡覽夜間美景，悠揚樂音的尊爵禮軒..等，皆讓前來高雄福華的賓客回味無窮。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4 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8)輪 班 方 式 ：依公司規定輪班 

(9)備 註 說 明 ：上班每滿 4小時至少休息 0.5 小時。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4人 

業務範圍：服務員 
薪 資 約：23,800~24,000 以上，依學生表現情況調整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800 元(水電費分攤)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上班時段免費提供伙食。以上福利或獎金均依公司營運與規定辦理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備  註：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以上福利或獎金均依公司營運與規定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免費制服、生日禮卷、員工健康檢查、尾牙活動、紅利獎金及考績獎金等。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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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9）名稱：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黃雅惠 
電話 (07)971-3515 分機  
傳真 (07)216-4580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號 3樓 e-mail Anas.Huang@tw.mcd.com 

二、公司簡介 
金黃拱門下的美味漢堡和親切服務，麥當勞已成為全球最具規模、最成功的快速餐飲業連鎖品
牌與領導者。1955 年，第一家麥當勞在美國芝加哥成立之後，至 2013 年底全世界已有 119 個
國家擁有麥當勞，總餐廳數超過 34,000 家，每天為全世界 6,800 萬以上的人士提供超值美味的
麥當勞漢堡。知識不只在課本上，還有很多學校學不到的東西也很重要，如果您希望出社會前
能有人引導銜接職場，麥當勞提供完整全方位的在職教育，讓您比別人早一步探索自己的長處，
工作和身邊的同事，也讓您的視野更開闊，不只是兼職，還比別人更有自信迎接未來。 

完整的休假制度，享有婚喪喜慶等付薪休假.讓您在工作與課業之餘，有更多時間與新朋友一起豐富生活體驗.
彈性的排班使您能夠在打工與學業間取得平衡，可以妥善安排自己的時間.同事相處如同大家庭般融洽，大家互
相幫助並不分階層高低，即使是經理也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樣給予許多進入社會之前的指導與方向.誠摯邀請有企
圖心的、樂觀的、傑出的、喜歡樂趣的夥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14人 
(2)科    系：金融管理系 
(3)訓練地點：台南、高屏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8)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9)備 註 說 明 ：符合勞基法規定,每工作 4 小時休息 30 分鐘。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不限（依工作表現晉升） 
業務範圍：實習襄理／襄理 
薪 資 約：33,000 - 36,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上班時間員工餐飲半價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列入生活津貼) 

1.國定假日雙倍薪資 
2.付薪休假，如：年假、病假、婚假、產假等。 
3.享勞健保 
4.優惠員工餐飲(上班時間員工餐飲半價) 
5.免費制服 
6.可申請獎學金；計時組長及接待員每年有績效獎金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 

1.報到前需至公司指定之醫療院所進行健康檢查，費用自付（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2.因服務業性質，需配合營業時間排班及輪休(非固定週休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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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0）名稱：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訓練協調
經理 

黃纓期 
電話 04-2258-6168 分機 70 
傳真 04-2258-6169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238 號 21樓之 1 e-mail rh100@rosehouse.com 

二、公司簡介 
「古典玫瑰園創立於 1990 年，創辦人為
著名玫瑰藝術家黃騰輝先生，目前為臺
灣最大的下午茶經營體系，也是廣泛被
認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創意產業之一。」 

古典玫瑰園創立於 1990年，目前擁有三大 體系–「古典玫瑰園」、「文創園區」、「先
喝道」，創辦人黃騰輝先生為著名玫瑰藝術家，企業家，古典玫瑰園為臺灣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下午茶第一品牌，2001
年於倫敦成立分公司，2008年於紐約皇后區，開設第一家旗艦店；2010年開始進入日本，澳洲等地市場，2013 年於溫哥華
設立分店，同年於高雄設立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2016年打造台中市役所被譽為台中文創園區最閃亮的一顆珍珠。2016
年 5 月開創最高品質、國民茶飲品牌「先喝道」在百貨公司締造營業佳績，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連續四年
榮獲台灣服務業調查報告連鎖咖啡業第二名(銀賞)品牌。2018年 12月新創「ROSE HOUSE Café」為集團旗下以專業精品咖
啡為主題的品牌，以合理的價格提供優質咖啡，與顧客一同品飲精品級的咖啡文化。 

 
創辦人黃騰輝先生所創作的玫瑰油畫作品，為華人第一位玫瑰油畫作品榮獲登上國際 VISA卡和日本 JCB卡封面的藝術家，
而在 2004年黃騰輝先生更重繪英國著名設計大師 Joseph A.Bailey（曾為伊莉莎白女皇婚禮設計全套御用瓷器）的圖稿，
並授權英國百年瓷器名廠 Aynsley 製造一款重現維多利亞精神的玫瑰設計系列瓷器做全世界發行，目前黃騰輝先生的瓷器
作品在 80餘個國家均有收藏者，他的藝術作品並在國際拍賣會中締造佳績。他以藝術創作的方式，不斷地編織著屬於玫瑰
的藝術夢想，拓展對於英國文化及藝術的版圖，古典玫瑰園不但是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也是廣泛被認同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創意產業之一。歡迎專業人才一起加入古典玫瑰園英國茶藝術連鎖集團的行列。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 人 
(2)科 系：金融管理系 
(3)訓練地點：高屏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4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9:00 至 22:00 
(8)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9)備 註 說 明 ：每工作 4 小時休息 30分鐘（符合勞基法）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8人 
業務範圍：門巿儲備榦部 
薪資約：30,800 (正式錄用後)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員工優惠折扣(古典餐員工飲商品 8 折/其他 9 折)、尾牙、年節禮盒、員工優惠餐、餐飲內外場免費制服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 

1.須檢附具備供膳人員體檢合格資格(體檢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2.因服務業性質，需配合營業時間排班及輪休(非固定週休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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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事業單位（11）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訓練協調
經理 

陳亮妤 
電話 02-25675001 分機 831 
傳真 02-66182700 

公司地址 台北中山區松江路 156-1號東元大樓 8樓 e-mail Monica.chen@mos.com.tw 

二、公司簡介 
◆MOS BURGER 源自日本 
  西元 1972 年 7月於日本東京創立，名列日本顧客滿意度最高的企業前茅，並為外食產業之首。 
為國際連鎖品牌-跨足日本、台灣、中國、澳洲、新加坡、泰國、香港、印尼及韓國，目前擁有店

數約 2,000 家。 
◆MOS BURGER 在台灣  西元 1991年第一號店開幕，目前為國內速食連鎖規模第二大品牌，品牌好
感度最佳。隸屬於東元電機集團，2011年 12月公司股票正式上櫃掛牌，台灣已有 265家店。另外正

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目前在中國大陸有 12家店、澳洲有 6家店。 
1.摩斯漢堡以提供真誠服務與美味餐點為理念，一本東方「食的文化」及「醫食同源」的概念，堅持開發並提供對健康有
益的餐點；以真材實料的原則選用高品質食材，加入獨具的東方口味。 
2.對於食材的精選要求，摩斯漢堡也展現了獨特的綠色「三合一」產銷鏈，將生產履歷、契作農場和在地食材結合，為此
逐一拜訪農家、尋找合作農場，目前有八成的食材來自台灣本地，為的是縮短食物里程，保持食材的新鮮度，並可嚴格控
管食材來源、品質和穩定度。 
3.摩斯漢堡更堅持好味道就是餐點現點現做，熱騰騰地呈現，滿足對味蕾的感受要求。並與日本同步採用來自紐西蘭的自
然牛肉，牛隻不施打抗生素或生長激素，只吃天然牧草健康成長，自飼養開始到肉品切割，都維持高品質的安全管理。 
4.引領健康餐飲新主張，提供給顧客『好吃!好幸福』的感受，讓每家 MOS 店舖成為顧客活力泉源，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也成功打造出摩斯漢堡「最健康」的速食業者形象，在台灣速食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擘畫公司未來的成長及海外大力的拓展，我們需要具備積極進取並願意接受紮實訓練的菁英加入行列，充實職涯，一起將
台灣安心推向國際性餐飲企業。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  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 人 
(2)科    系：金融管理系   
(3)訓練地點：摩斯漢堡高雄直營門市(依公司營運需求，並考量學生居住地區分派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 職場體驗期間時薪 158元，正式開學後時薪 161元(依照勞動法令規範)。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8)輪 班 方 式 ：週預排班制（例如：0700~1600、1300~2200…等，含休息時間，實際狀況依門市需求為主） 
(9)備 註 說 明 ：休息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繼續工作四小時，給予三十分鐘之休息(有提供休息場地)，休息

不支薪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不設限制，依實習表現評定 
業務範圍：門市儲備幹部 
薪 資 約：28,000~30,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每日上班 4小時以上給予餐飲優惠補助(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國定假日出勤加倍薪  
★部份職級以上當月出勤時數達 120小時(含)以上，每小時加發 5元。 
★完善員工保障(享勞/健保) 
★團體保險(意外傷害醫療險) 
★通過檢定考即可調薪。 
★每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60(含)以上、雙週誌按時填寫並經分署審核通過，且該學期未受公司公告懲處，每學期發放 3000
元獎學金。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 

1.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2.須通過醫院的餐飲服務人員體檢(胸部 X光、A肝、傷寒、手部皮膚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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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2）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詹雅雯 

電話 04-23115999 分機 7012 
傳真 04-23112167 

公司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2段 117號 4F e-mail maggietseng@giant.com.tw 

二、公司簡介 
(一) 創立時間與產品服務 
大機械工業（巨大集團）自 44 年前創立以來，始終堅持在自行車本業的發展，立志成為全世界
最好的自行車公司和最好的品牌。過去由代工外銷出發，逐步自創「捷安特(GIANT)、Liv 及
Momentum」等品牌跨全球經營，目前已發展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自行車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陸
續完成 8 座生產基地及設立 15 家銷售公司，行銷全球 50 餘國，超過 11,125 個銷售據點的佈局，
並深耕台灣且成功轉型為全球營運中心，完整涵蓋了技術研發、生產製造、全球行銷、品牌經營、
門市通路、銷售服務及營運管理等完整的經營價值鏈。 

(二) 經營理念與信念  
1. 經營理念：顧客滿意、持續改善、創新挑戰、追求卓越 
2. 品牌精神：Inspiring Adventure 啟動探索熱情 
3. 員工價值觀：誠信 Integrity/夥伴 Partnership/熱情 Passion/挑戰 Challenge 

(三)Giant：1981 年，創立自有品牌捷安特及臺灣捷安特銷售公司 GIANT(男生的自行車)、Liv(女生的自行車)、

Momentum(都會悠遊車款)，還有電動車等產品，不論您想要競速、或者一般休閒騎乘，還是自行車環島等等，

都可以在 GIANT 找到最適合的自行車！提供自行車騎乘相關的產品、服務與教學。捷安特期許訓練生在進入

公司的四年培訓階段，可擁有一技之長與獨立自主的能力，並於畢業後願意長期成為公司優秀的門市店員/儲

備幹部!! 
 ＊＊＊ 歡迎具信心、有毅力的您，加入我們的雙軌訓練生行列 ! ! ＊＊＊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4 人 
(2)科  系：金融管理系 
(3)訓練地點：捷安特-台南、高屏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6)每日訓練時數：4-8 小時 
(7)每日訓練時間：11:00－21:00（須依公司規定排班） 
(8)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9)備 註 說 明 ：上班滿 4 小時至少休息 0.5 小時，符合勞基法規定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3-4（依任職表現留用）人 
業務範圍：門市人員/儲備幹部  
薪 資 約：31,000-33,000以上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備 註：公司有配合宿舍，可協助學生申請(水電費分攤)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獎金或補助： □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1.制服 2.享勞健保 3.捷安特產品員工優惠價 4.三節禮品及團保(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操作維修腳踏車/電動車(有機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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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3）名稱：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OK 超商)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OK 超商) 

訓練協調經理 洪奕婷 
電話 02-66363666 分機 500 

傳真 02-66360066 

公司地址 11075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97 號地下一樓 e-mail yitihung@okmart.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 OK mart -讓生活好 OK ~ 

 OK超商由「豐群企業集團」於 1988年 9月所投

資成立，從此展開「來來超商」在台灣發展的序

幕，迄今已邁入第 30年，長期以來以顧客滿意為努力的目標，並持續提升服務競爭力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在近 30年的經營中，為邁向一流公司的經營水準，不斷進行改善作業，除了提供豐富的商品組合、優質的服務品質外，

亦建立了完善的購物環境，未來仍秉持達成「顧客滿意度最高」的連鎖便利店，作為我們經營的方向和目標。目前全省累

計約有 850餘家分店，現正積極展店中；未來更將以達成「顧客滿意度最高」的連鎖便利超商，作業經營的方向和目標。

集團關係企業：美安工業、喜年來、豐達產業、來來物流、來來商旅、豐群水產等。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間不得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4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學   制：四年制日間部  

(4)科   系：金融管理系 

(5)訓練地點：高雄、屏東、台南地區門市 

(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每小時基本工資  

(7)每週訓練天數：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8)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排班) 

(10)輪班方式：非固定時段（二班制）：例 07:00-15:00；14:00-22:00   

(11)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依勞基法每 4 小時休息 30 分鐘 

(12)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3人 

業務範圍：儲備幹部(擬依訓練生於訓練期間之表現及學習態度/意願，作為留任之考量標準) 

薪資約：28,000-29,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學費補助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1.實習期間，每滿一年給予獎學金 10,000 元，於每一年屆滿時發放。(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2.實習結束願配合需求轉任正職人員留任 3 個月者，核發久任獎金 10,000 元。(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體檢須符合餐飲從業人員之法令相關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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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4）名稱：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 (H2O Hotel) 
人資組長 黃美蓉 

電話 (07)5539907 分機 3022 

傳真 (07)5537328 

公司地址 80453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366號 e-mail 
claire.huang.hr@h2ohotel.com.

tw 

二、公司簡介 
H2O Hotel 身為高雄國際商務酒店新地標。外觀以柔和的藍為設計調性呈現水波

流動的概念，展現出高雄港都的驕傲。經營理念 :英文名字取自於化學元素

H2O，不僅是代表  [水 ] 也是一種能讓客人感受到溫馨的家及舒適辦公室的經營

理念 ( Home and Second Office )，意味著來訪本酒店的客人每一位都能感受到高

雄的熱情，體會無微不至的照顧以及在家般的溫暖。成為無論是觀光或商務客人

在高雄的第二個家及辦公室。  

157 間精緻客房、中西餐廳、宴會廳、包廂、池畔 Lounge Bar、空中泳池、健身房  及商務中心。結

合另人驚艷在地元素與美食饗宴，呈現高雄熱情面貌與海港意象。提供國內外觀光、商務旅客高雄

住宿最佳選擇。體驗天使藏在細節中無微不至貼心服務，獨特且驚艷的住宿享受，值得一次次回來

品味。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9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鼓山區明華路 366 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另有 0.5 小時休息時間) 

(8)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1 日以 8 小時為原則，不含延長之訓練時間) 

(9)輪班方式：早班或晚班，上班滿 4 小時至少休 0.5 小時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餐廳/中廚房空班時段 14:30-17:0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3-5人 

 業務範圍：該部門組長級人力 

 薪資約 25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員工消費優惠價/生日禮金/三節禮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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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5）名稱：康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康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人資副理 黃怡嘉 
電話 (07)2889977 分機  

傳真 (07)2889955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同愛街 30 號 e-mail k10.hotel@msa.hinet.net 

二、公司簡介 

康橋連鎖旅館長期以穩定優良的服務品質為經營理念，提供旅客及出差客更多乾淨

舒適的住宿環境。我們重視每一位員工，除了有良好工作環境、也提供學習及成長

的空間。康橋是立足台灣的連鎖旅館，我們致力於提供旅客一段愉快的住宿時光。

成立於 1989 年，我們的工作環境單純、友善。我們的使命每個城市都需要一間不須

花大錢且具品質的平價「三星級旅館」提供旅人與旅程的媒介，留下美好的住宿體

驗。我們有基本的內部稽核制度，確保住宿品質，維持旅客的信賴。本連鎖旅館榮獲交通部觀光局

星級評鑑三星級認證。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3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七賢館、站前館、覺民館、青年館、八德館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178 元整(依上班時段早班或晚班給付)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7)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7:00-16:00 或 15:00-22:00 區間安排(依分發部門不同) 

(9)輪班方式：須配合需求輪調部門(不需輪大夜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3人 

 業務範圍：客務部、餐飲部或房務部 

 薪資約  依部門不同給薪，早班櫃台 25-33K/月、中班櫃台 27-34K/月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3,000-6,000    元(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B.伙 食：□無■免費提供(員工餐)□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依部門不同)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 / 福利：員工聚餐、三節獎金或禮品、員工旅遊、員工尾牙…等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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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6）名稱：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人資主任 黃慕貞 
電  話 0912761352 分機  

傳  真 07-5369315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 85 號 E-mail tanzuomali.hr@gmail.com 

二、公司簡介 
碳佐麻里餐飲企業成立於民國 91 年府城之都─台南，最早起源於炭火燒肉工房居酒屋，

初期發想是以小型燒肉居酒屋的方式呈現，由於用餐環境熱鬧歡愉，廣受南部朋友的喜

愛，也奠定了以燒肉居酒屋為主的經營基礎。  

民國 93 年四月，碳佐麻里燒肉和食府前店，在期待中誕生，是南部首間占地四百多坪斥

資四千多萬打造的燒肉餐廳，餐點種類除了自慢的燒肉料理之外，更結合日式料理 . 

我們的理想是，讓喜歡吃燒肉的朋友有不一樣的用餐選擇。店鋪風格結合親水景觀、清水模建築呈現後現代

日式極簡建築，是南部餐飲業界的一顆震撼彈。同年十月碳佐麻里燒肉和食永康店帶領台南餐飲業再往前跨

出一大步，這次斥資五千多萬打造南部首屈一指夜店風格的 lounge bar 燒肉餐廳，引領食尚流行。十年走來

不易，但我們總秉持經營理念的五大堅持『衛生第一』、『品質第一』、『專業第一』、『效率第一』、

『創新第一』，是這個中心思想讓我們度過了 SARS 風暴、金融海嘯…等等重大危機，讓我們可以持續的與

喜愛燒肉的朋友憶起分享這美味的感動。 101 年六月是碳佐麻里的另一個里程碑，首間跨縣市店鋪誕生，這是

我們在台南深耕十年後的心血結晶，而這次我們更是斥資兩億、打造結合人文藝術與親水景觀的人文燒肉餐

廳，座落高雄美術館文化區。員工數突破 350 位，我們有信心，這不是終點站，而是我們的新起點。講究

「質」與「美」的詮釋，除了在食材上下功夫，更期望讓美食與健康換上等號 ;我們有一流的精品食材 ;我們打

造一流的精品空間 ;我們希望引進一流的精品餐飲人才。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9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碳佐麻里時代園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每週受訓不低於 24 小時）。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每週時數：24-32 小時 

(7)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9:00-15:00、16:00-22:00 上班滿 4 小時至少休 0.5 小時 

(9)輪班方式：每月依工作輪調計畫排班 

(10)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不限 

業務範圍：外場服務及管理 

薪資約：28000-30000 元以上(月薪) 

四、福利（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

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工作戰力升級獎金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無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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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7）名稱：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高雄圓山大飯店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高雄圓山大飯店 
人資經理 黃貴金 

電話 (07)3705911 分機 624 

傳真 (07)3704889 

公司地址 833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 2 號 e-mail khr@grand-hotel.org 

二、公司簡介 
高雄圓山莊園渡假飯店位於澄清湖畔，是全台唯一擁有澄清湖美景的渡假莊園飯

店，廣大的綠蔭和綠地空間及獨特建築風貌，是集聚西方建築的雄偉與東方古典

藝術之美，兼具浪漫與美學讓您宛如置身於莊園中的城堡。房間坪數約 12 坪、大

套房約 25 坪，舒適寬敞的空間，古典婉約的擺設，提供賓客身心輕鬆自在的休憩

空間，置身於景觀陽台，   高雄市美麗的夜景與澄清湖之美景  皆盡在眼簾。  

飯店設有多項休憩與運動設施景觀木棧道~一個通往澄清湖的祕境步道、最佳的戶外證婚場地 ~浪漫

的花園廣場、兼具運動與休閒的花園游泳池、健身中心  及撞球與桌球等設施，讓您除了徜徉於澄清

湖的湖光山色之間，又能鬆弛筋骨，享受  莊園渡假飯店的假期。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3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高雄圓山大飯店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基本工時(每週不低於 24 小時) 

(6)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時數：24-32 小時 

(7)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1 日以 8 小時為原則，不含延長之訓練時間) 

(9)輪班方式：輪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3人 

 業務範圍：餐飲、房務及飯店大廳服務員 

 薪資約 24,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 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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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8）名稱：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阿米哥國際美食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黎憶蓉 
電話 0913898086 分機  

傳真 07-2352077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 3路 122 號 e-mail b7921200285@cowonfire.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Cow on Fire 著火的牛阿根廷烤肉餐廳創立於 2007年,主要提供南美洲異國美食以及

飲食文化,讓消費者可以體驗拉丁美洲國家民族熱情、浪漫的飲食風情。走進餐廳,除

了可以聽到浪漫的拉丁歌曲外,在裝潢上也採用了用色大膽的牆面空間,在乾淨且充滿

拉丁氛圍的用餐環境,享用老闆精心為客戶設計的餐點美食,可謂是人生一大享受。我

們要成為牛肉的專家以及卓越與值得尊重的專業服務人員，並以此建立亞洲最棒的牛

排連鎖餐廳。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4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學  制：四年制日間部 

(4)科   系：應用外語系  

(5)訓練地點：高雄地區營業所 

(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基本工時(每週不低於 24 小時)                                                          

(7)每週訓練天數：4天，每週時數：24-32小時 

(8)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12:00-15:00、18:00-22:00 

(10)輪班方式：輪班 

(11)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15:00-18:00 為空班時間 

(12)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4人 

薪資約：23,8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C.交通車 ：■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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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9）名稱：比爾比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比爾比夫國際餐
飲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黎憶蓉 
電話 0913898086 分機  

傳真 07-2352077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6號 e-mail b7921200285@cowonfire.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比爾比夫乾式熟成牛排館以獨特的乾式熟成技術，製作風味濃郁口感軟嫩的乾式熟成牛

排，並以全台唯一乾式熟成牛排吃到飽餐廳的形式，讓您大快朵頤享受無與倫比的牛排饗

宴。我們專注於顧客需求，致力營造令人愉悅滿足的用餐體驗；我們亦持續致力於提升同

仁待遇，塑造愉快的團隊合作氛圍，藉由打造互信高效合作團隊，開發新品牌、拓展分

店，創造更多美好的用餐體驗。我們相信顧客與同仁的生活，都能因為饗賓變得更美好。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2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學  制：四年制日間部 

(4)科   系：應用外語系  

(5)訓練地點：高雄地區營業所 

(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58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基本工時(每週不低於 24 小時) 

(7)每週訓練天數：4天 

(8)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12:00-15:00、18:00-22:00 

(10)輪班方式：輪班 

(11)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15:00-18:00 為空班時間 

(12)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2人 

薪資約：23,8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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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0）名稱：家城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蔡曉華 
電話 02-25288600 分機 504 

傳真 02-25288601 

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760 號 10 樓之 2 e-mail Sarah.tsai@burgerking.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漢堡王(BURGER KING)在美國橫跨五十洲及世界 57 個國家，擁有超過 20,000 家以上的

餐廳，為全球第二大速食連鎖，擁有國際品牌經營 KNOW HOW及獨特的火烤優勢，一向是

重視美食消費者的首選。在美國，也是許多人心目中的第一選擇。其招牌產品—華堡

(WHOPPER)享譽六十餘年，是所有饕客不可錯過的佳餚。家城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台灣漢堡

王，希望以合理的價格以及快速有禮的服務，讓顧客在乾淨舒適的環境中，享用美味的

漢堡。目前於台灣擁有 48家門市，鼓勵全體同仁共同成長，合力經營精益求精的漢堡王

國，成為更有價值的幸福企業。 

幸福的公司環境 》專業及透明化的經營管理風格   幸福的工作夥伴 》積極且充滿喜樂的團隊成員 

幸福的社區所在 》乾淨、安全且開放的餐飲空間   幸福的消費顧客 》舒適且愉悅的消費感受 

幸福的社會回饋 》積極參與各類回饋或公益活動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間不得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顧客關係管理與行銷 

(1)招募人數：4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高雄地區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元，計算基準：時薪*工作時數 

(6)每週訓練天數：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由部門主管案需求排班) 

(9)輪班方式：早班 7:00-16:00 中班 10:00-19:00 晚班 13:00-22:00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無空班，每工作 4 小時休息 30分鐘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2人 

業務範圍：門市營運管理 

薪資約：27,000-32,0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依公司規定)□付費提供 

C.交通車 ：█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1.完善員工保障:員工團保&職災保險、勞健保及勞退 

2.制服及員工餐 

3.完整培訓課程  

4.介紹獎金 

5.不定期員工聚餐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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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1）名稱：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吳慧心 
電話 (07) -8125710 分機 無 

傳真 (07) 8318728 

公司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95 號 e-mail 
x24207790@huayong.com.t

w 

二、公司簡介  
華鏞機械工業成立至今31年，開發近百項自創產品。致力於將Well Made In 
Taiwan推向全世界，已累積至89個國家。過去幾年，積極參與各大國內外競
賽，榮獲紅點設計獎、台灣優良產品設計標章及金點設計標章等肯定。未來，
鞏固研發實力、提升品質管理、發展機械自動化及拓展海內外市場格局，祥業
工業以此為目標穩紮穩打，期望成為令人驕傲的本土企業。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27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7:00-22:00 

(9)輪班方式：排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12:00-13:00 為午休時間。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27人 

 業務範圍：操作機台，品質檢驗 

   薪資約：28,000-30,000 元起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備註：每月約 400元，值勤期間：中午廠內用餐由公司補助 20元(廠外用餐者則不補助)，其餘由訓練生自
付，自費部份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 ：■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備註：每月公司補助交通費至高 1200元，需依公司規定辦理且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  ■其它：三節奬金 
1.免費提供制服 
2.享有健全福委會福利，每人每月提撥薪資 0.5%福利金(由生活津貼內扣除)。福委會福利含生日禮金、員工
旅遊(需持續受訓滿一年以上者)，依公司規定辦理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以上皆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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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2）名稱：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梅雪雨 
電話 (02) -2501811 分機 2322 

傳真  

公司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世全路 5 號 e-mail may@cysco.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基本資料 ※ 成立日期：54 年 10 月 12日 

經營理念 ※核心文化 
(ㄧ)做人態度：誠意、信心、勤勉、負責 
(二)做事方法：求新求變，拓展未來：群策群力，追求目標 
※公司願景:成為專業金屬材料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時至翌日 7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5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3,800 元整 

計算基準：日本薪 640*30 天 固定津貼 3,900 元=23,800 元(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8:00－17:00 

(9)輪班方式：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休息時間 12:00-13:0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5名(視工作表現) 

 業務範圍：機台操作、設備保養維修技術 

   薪資約：28,000 元 (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餐補助 15 元(不含入生活津貼，每餐 55 元，公司補助 15 元，自
付 40 元) 
C.交通車 ：■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其它：不含入生活津貼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全月未請事病假且無遲到早退，另發給皆精勤獎金(2 日之本薪)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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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3）名稱：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維立電機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黃正宗 
電話 07-7876199 分機 32 

傳真 07-7877233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 293-25 號 e-mail weileehr@gmail.com 

二、公司簡介 

本公司成立於民國 72 年,資本額一億六仟萬,從事高低壓配電盤,GIS 氣體絕緣開關設計開發,製

造。自成立以來始終秉持誠信負責之經營理念在穩定中求成長． 

榮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ISO9001認証合格,及獲選中小企業處品質提升示範企業。 

本公司通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GIS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國產化評鑑,是中南部唯一評鑑合格之

廠商。具備 TAF 認可實驗室,通過經濟部能原局「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為全國第一

家取得認可之廠家。 

多年來我們不斷提升人員素質與健全企業體質,研究開發新產品,建立管理制度,希望能將公司的產品提供給政府機

關,台電及民間企業一個安全穩定的用電環境,以期達到顧客滿意,永續經營,成為一個最好的配電盤廠。 

營業生產項目：  

（1） 23KV GIS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及其零組件設計與製造。  

（2） 高/低壓配電盤設計與製造。 

（3） 馬達控制中心（MCC）設計與製造。 

（4） 自動控制盤、馬達起動盤、監視控制系統、電機類教學盤設計與製造。  

（5） 開關箱製造、鈑金加工，塗裝處理。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5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月新台幣 23,8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8:00-17:00 

(9)輪班方式：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午休時間 12:00-13:0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3-5 人 

 業務範圍：依公司當時狀況 

   薪資約：28000(視訓練生表現及學習狀況而定)元起(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午餐(不含入生活津貼)□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目標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1.三節獎金 2.國內外旅遊,生日禮金 3.勞/健保/意外險 4.週休二日(以上依公司規定辦理，皆
不含入生活津貼)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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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4）名稱：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洪小姐 
電話 08-7562345 分機 134 

傳真 08-7560926 

公司地址 屏東縣屏東市經建路 33 號 e-mail sf.hong@hcppump.com.tw 

二、公司簡介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79 年，歷經四十年的成長，名列台灣重要泵浦製造廠之

一。 

河見自創業開始以水工泵浦為主要產品，卓於泵浦科技的研發與製造，積極致力於流體技術、

節能機械發展；本著水資源使用與再生的意念，公司不斷地努力革新，追求卓越，以專業技術

開發出一系列「河見泵浦」。 

河見的產品具有高品質、高效率、節約能源之設計以及完善的服務，積極致力於流體技術、節能機械發展，已在國

內外客戶間建立起信賴的口碑，以贏得高度的評價 ! 

河見公司發明了實用與多用途的 IC型水陸兩用泵浦，並陸續榮獲新型專利、金頭腦發明獎、中山技術發明獎、及參

加多項國際國內泵浦設計發明展，性能優良及耐用的產品，提供當時蓬勃發展的水產養殖業取用水的便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5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月新台幣 23,8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8:00－17:00 

(9)輪班方式：固定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休息時間 10:00-10:10、休息時間 12:10-13:00、休息時間 15:00-15:1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5人 

 業務範圍：1.CNC車床、铣床加工2.零件加工3.機台操作、掌控及故障排除4.日常檢查、異常狀況和分析研判 

 薪資約：28,000~30,000 元以上(月薪) (依訓練生工作表現調整)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餐 60 元 
 備 註：(公司補助 30 元，自付額 30 元)自付額約 600 元，已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其他：無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員工團保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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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5）名稱：順升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順升昌企業(股)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白華芳 
電話 07-3526556 分機   無 

傳真 07-3530867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社區民族路 13-26 號 e-mail S3526556@ms3.hinet.net 

二、公司簡介 

技術決定企業成敗、管理決定企業盈虧、 策略決定企業未來』。 

順升昌自民國 83 年成立以來，即抱持著〝追求卓越、不斷創新、勇於突破、贏向未來〞的經營理

念，致力於專業沖壓、模具、檢具、治具之研發與製造，一直以來順升昌秉持著「好，還要更好」，

的信念將量產模具再改善以落實 P.D.C.A 之循環模式，進而達成永續經營，穩健發展之目標。 

展望未來順升昌除將以現有之優異基礎繼續努力外，並將在研發與行銷的領域上，戮力邁 
進與客戶共同成長，「以服務爭取客戶、用品質爭取訂單」，為台灣的競爭力貢獻一己之力。  
營業項目：  

           模具、檢具、 焊具、治具 / 開發設計 
           沖壓、點焊、焊接、彎管 / 專業代工 
主要產品：  
           機車、汽車板金沖壓零件  
           電子、電腦機構沖壓零件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7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大社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58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時薪*實際受訓工時。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7:55-17:05 

(9)輪班方式：固定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休息時間 11:50-13:0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7人 

 業務範圍：業務、工程師等(視訓練生表現而定) 

   薪資約：28,000-30,000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生日蛋糕、生日禮金(到職滿一年)、三節禮品、員工旅遊、尾牙摸彩 
(以上不含入生活津貼，視當年度訓練生學習表現及公司營運狀況而定)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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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6）名稱：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張有敏 
電話 02-23968020 分機 3208 

傳真 02-23951082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51 號 9 樓 e-mail David.chou@yfy.com 

二、公司簡介 

1986年投入紙器市場，2005年自母公司永豐餘造紙分割獨立，

為台灣前二大工業用紙，大中華最大的紙器服務供應商之一。  

依產品別與地區別劃分為台灣工紙、大陸工紙、台灣紙器、大陸紙器華南區、華東區、華北區

及越南共七個產銷營運中心。工紙部負責高級牛皮紙板及瓦楞芯紙的生產與銷售，紙器部與海

外紙器廠負責高級瓦楞紙箱、瓦楞紙板、彩色紙箱、彩色紙盒、食品容器及紙棧板之生產與銷

售，各廠位置遍佈台灣、中國及越南各地，產品貨色齊全，保證可提供最週全完善的服務。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訓練時數不得晚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生產實習、工作崗位訓練或其他訓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4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阿蓮區永豐路 21 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月新台幣 $23,8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08:00－17:00 

(9)輪班方式：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12:00-13:00 為午休時間(不支薪)。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預定留用人數：4人 

業務範圍：操作機台、產線基本管理、機台維護與維修等。 

薪資約：28,000(畢業後)元起(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 
B.伙  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368 元 
 備 註：每餐 50 元(公司補助 27 元、自付額 23 元)，自付額每月約 368 元已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學費補助□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1.員工團保。2.滿三個月以上，享有公司三節贈品。3.到任即按在職比例給特休假。(不含入
生活津貼)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無 

  

mailto:David.chou@y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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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學校簡介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簡介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校    長 龔瑞璋 

訓練協調經理 吳忠義 

學校電話 (07)735-8800 分機 3214 

傳    真 (07)735-8891 

e-mail cywu@gcloud.csu.edu.tw 

網    址 http://www.csu.edu.tw 
校    址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地理位置圖參見附件十三。 

二、學校簡介 

  創立於民國 54 年（1965 年），目前設有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五專日間部以及進修

專校，學院方面有工學院、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等 3 個學院，共計 19

系。本校基於「止於至善」 之辦學理念，多年來榮獲教育部補助，包含

連續 11 年獲得教育部補助「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

畫」、101 年度獲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之產學研發中心、102 年度更榮獲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

計畫、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優化環境實作計畫等。 

在推動產學合作面相，拓展師生研發能量部份，為聚焦區域產業發展趨勢，發展學校產學連

結特色，本校設有產學研發總中心及 6 個科技研發中心，其中有 4 個中心為 TAF 認證實驗

室。在落實技職教育實務技能接軌，推動證照制度績效顯著，現有 10 個職類、16 個職級技

檢場地，包括 3 個甲級技術士檢定場地，為各級學校之冠；且本校與業界保持良好互動，充

實教師之實務經驗，積極推展建教合作業務，從 84 年至 108 年，十二度榮獲中國工程師學

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本校建構優質教學環境與培育具競爭力之人才，將教育融入生

活，在生活中實踐，以營造最佳的學習環境，96 年獲得勞委會頒授之「友善職場」 認證，

是全國唯一獲得認證的學校單位，104 年再次獲教育部頒授「友善校園」績優學校，105 年

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績優學校」等績效優異。  

  此外，本校對於遴聘師資極為慎重，均延攬學有專精、極富教學經驗之合格教師，並擬

定獎勵辦法鼓勵教師赴國內外學術機構進修，以取得更高深之學位；更提供學術研究之有利

條件，以促使多方面發表論文與著作；教職員待遇則比照公立學校標準支給且參加保險，力

求人事安定，使全校教職員皆具有高度的專業精神與服務熱忱，能各安本職為作育英才而努

力。此外，本校在硬體建築上各項設備嶄新完善，整體建築宏偉壯觀，實是一所遠景燦爛的

學府。安定，使全校教職員皆具有高度的專業精神與服務熱忱，能各安本職為作育英才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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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成績複查申請表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考生請勿填寫）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准考證號碼  連絡電話  

複查項目  原始成績  

注意事項： 

1. 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親自詳填本表，於 109 年 08月 27日（四）17:00 前先傳真

並以電話確認，連同成績單影本、複查費匯票（受款人：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

大學）及貼足郵資書明回信地址之信封（信封上請註明「109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招生成績複查申請」字樣）以限時掛號一併郵寄本校（83347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 

2. 成績複查費：成績複查酌收新台幣 50元。 

3. 複查期限：109年 08 月 27日（四）17:00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或未依上述規定者，

概不受理。 

4. 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卡。 

 

考生簽章：＿＿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成績複查回條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考生請勿填寫）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准考證號碼  連絡電話  

複查項目  原始成績  

複查結果 ※                                             年   月   日 

備註：標示※之欄位考生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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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身心障礙、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09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身心障礙、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聯絡方式 
家用電話： 

手    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緊急聯絡人手機  

身心障礙類別或 

突發傷病簡述 
 

申請服務說明  

身心障礙手冊或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或醫療單位證明之影本黏貼處 

（請浮貼，超出頁面部分請向內折齊） 

考生親筆簽名：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人代簽並註明原因） 

備註： 
1. 本表須於筆試測驗前3天前提出申請。（無需申請安排特殊試場及服務者免繳。） 
2. 本會將依考生申請之特殊需求進行審查，儘量提供應考服務，但本項服務不具有任何成績加分功

能。  



 

51 

【附件十二】招生作業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招生作業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

委員會基於「辦理招生作業」、「學生資料管理」、「招生資料寄送」、「面試或職場

體驗安排」、「統計分析」、「後續就業及職業訓練相關服務」等目的，須蒐集您的

各項識別類、特徵類、學習經歷類（含社會情況、教育程度、受僱情形、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聯絡人資訊、體檢報告（職場體驗使用）、特殊身分類、健康

紀錄（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者）或低收入戶證明等個資（須請您提供證明文件），

作為招生作業期間及地區內的資格審核、安排考試、公告榜單、招生聯繫、資料

寄送、辦理面試、職場體驗安排及提供予合作事業單位之用。您可依法行使請求

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請求

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請洽【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07)735-8800分機 1188、1189】。 

備註：如未完整提供資料，將無法完成本次報名，或影響考生資格審查、特殊考

試服務、招生聯繫、成績送達、面試或職場體驗安排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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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位置圖 

 
高鐵左營站： 

1. 往台鐵車站轉乘火車（或由 2號出口轉乘高雄捷運）至台鐵高雄站，於高雄火車站前站

出口搭乘高雄市公車 60號、高雄客運 60號抵大華村（正修科大）站下車。 

2. 由 3、4、5號出口轉搭計程車，至本校約 20分鐘。 

台鐵高雄站： 

1. 前站出口搭乘高雄市公車 60號、高雄客運 60號抵大華村（正修科大）站下車。 

2. 後站出口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 15分鐘。 

高市公車抵達本校路線：60、70、217、紅 30、橘 7A。 

高雄客運抵達本校路線：60、8006、8008、8009、8021、8041、8048、8049、橘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