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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飲管理專班」 

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發行簡章日期 自即日起 
※ 招生簡章免費現場索

取或下載。 

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至 

111年 08月 05日(星期五) 
 

面試時間 
111年 03月 18日（星期五）  

至 111年 08月 17日（星期三） 
 

公告面試成績 111年 08月 22日（星期一）  

考生成績複查截止日 111年 08月 24日（星期三）  

正式公告錄取名單 111年 08月 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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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依據110年 07 月 01 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100017822N 號函核定之「正修學校財

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產學四技學士專班招生規定」訂定。 

貳、 報名資格 
一、 本專班報考資格以合作高職專班之畢（結）業生為原則，每班最高以 50 名為限（但

有特別情形，依教育部核定公文為準）。如有缺額，得招收非本專班合作高職之學生，

但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二、 非合作高職專班報考資格： 

本簡章所稱「高職學校」係包括公私立高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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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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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報名本專班。 

(一) 各高職學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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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立高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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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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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四技二專綜合高

中之報考規定）。 

(二)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滿 1 年以上，或具符合教育部認定之同等學力者（附件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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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項一：已參加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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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報名本專班，違

者取消錄取資格。 

※ 注意事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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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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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名須知 

壹、報名日期及報名方式：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08 月 05 日 (五)。原專班學生面試審核結束後，如有缺

額，方可安排其他學生進行面試。 

2.報名方式（二擇一）： 

(1)網路通訊報名： 

報名網址「https://recruit.csu.edu.tw/industryPFT/」請使用報名系統之檔案上傳功能上

傳相關電子檔即可，並列印繳費單(應屆畢業生免繳報名費)，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 

 (2)現場報名：請備妥報名資料於報名期限內，於週一至週五（8:30～20:30）週六與

週日（10: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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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8 月 05 日（五）17:00 止。 

貳、應繳資料： 

    (一)網路報名請使用系統上傳功能上傳相關電子檔即可。報名費可由系統列印繳費單至 

        代收機構完成繳費，或持繳費單至本校出納組繳交。 

(二)現場報名須檢附: 

1. 報名表：應以正楷親自填寫及簽名，並依規定黏貼相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核對無誤後，請於簽名欄內親筆簽

名。 

2. 學歷（力）證明影本（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背面-學歷（力）證件浮貼處）： 

(1) 「應屆畢業生」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驗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10 學

年度第二學期註冊章務必清晰可辨）。 

(2) 「非應屆畢業生」繳驗畢（結）業證書或同等學歷（力）資格證件影印本。 

3. 歷年成績單：請檢附歷年成績單（須具學校證明章）。 

4. 志願表：請依志願依序填寫，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換志願序。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

核對無誤後，請於簽名欄內親筆簽名。(附件四) 

5. 報名費：新台幣 200 元整。請於現場報名時一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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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名費全免之身分： 

(1)高職畢業應屆畢業生免報名費。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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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失業戶子女者：請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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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住民：請檢附「戶籍謄本」影本（須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

之註記）。 

(5)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請檢附 111 年度所開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6)身心障礙子女或學生本人：請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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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名表上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處，必須貼上戶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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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不符者，取消遴選面試及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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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遴選面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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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招生班別、招生名額 
專班名稱 餐飲管理專班 招生名額 50 名 

辦理系別 餐飲管理系 招生學制 四技 修業年限 四年 
上課方式 421 模式-每週到校上課兩天為原則 

合作 
事業單位 

高雄空廚股份有公司(8 人)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10 人)  
鄧師傅滷味股份有限公司(5 人) 
點多多有限公司(8 人)  
聯上餐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9 人)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10人) 

（附件五） 

甄選方式 1.面試(得含基本能力測驗) 

報  名 
應繳資料 

1. 報名表（請確實黏妥 2 吋照片與身分證正反影本） 
2. 學歷（力）證明影本（請確實黏妥在報名表背面） 
3. 歷年成績單 
4. 志願表 
5. 報名費$200 元整或免報名費之身分証明文件 

備註 

1. 原合作高職專班學生（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得優先錄取入學。 
2. 學雜費：每學分學雜費為 NT$1,384 元（學生平安保險費與電腦

實習費另計），平均每學期繳費金額約 NT$ 22500 元（附件六），

學生平安保險費與電腦實習費另計）；就學優待減免身分係依

教育部之規定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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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甄選方式 
     一、甄選由事業單位與學校共同面試(得含基本能力測驗)，依面試成績比序分發至事業單位   

         報到，本甄選保障原專班學生權益，原專班優先錄取。 

二、面試： 

        1.學生須參加面試，且通過面試者，方得錄取。 

        2.持有弱勢證明者（身分等同免報名費資格），面試總成績加10分；如證件不全或經 

          審核資格不符者，則不予加分。 

   陸、面試日期、科目與時間及地點 
一、面試日期：自 111 年 03 月 18 日（五）至 111 年 08 月 17 日（三） 

二、面試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詳細試場分配將於面試前一天公告於本校網站）。 

三、面試注意事項： 

1. 考生應親自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間及地點參

加面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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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凡報名考生須參加面試，通過面試者，依成績排序公告至事業單位參加職場

體驗。 

4. 未參加面試者，概不安排職場體驗，考生不得異議。 

   柒、成績計算、通知及複查 
一、 成績同分比序原則： 

(一)原專班學生優先錄取。 

(二)非原專班考生之同分參酌順序：依面試審核成績比序，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若仍

相同且為最後一個名額時，則另辦面試以決定錄取順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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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08 月 24 日（三）17:00 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複查考生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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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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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錄取公告 

一、本會訂於 111年 08 月 29 日(一)17:00 將於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http:// 

ord.csu.edu.tw）。 

二、最後一個名額如有二人（含）以上成績相同時，且超過招生名額者，本會得通知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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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錄取後，經審查發現與入學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 

        玖、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各錄取生應依規定攜帶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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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放棄錄取及入學資格。  

二、各錄取生應依事業單位規定日期完成報到手續。僅完成事業單位報到，但未到本校辦

理報到及註冊者，以放棄錄取及入學資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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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專班學生，並據以辦理就學、緩徵及各項補助事宜。  

四、報名表之通訊地址，請填寫永久地址及電話，如通知無法寄達或連絡，視為放棄權益。 

五、考生錄取後，須持符合報考資格之證件正本，經查驗無誤後始准註冊入學。  

六、若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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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內（掛號郵戳為憑），

備妥相關資料，以正式書面具名（含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向本校產學攜手

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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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招生委員會審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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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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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身心障礙之考生如需申請安排特殊試場及服務，請填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

表」(附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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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報名時繳交，俾便安排應考服務特殊需求；報名時未提出者，不予安排。  

三、突發傷病之考生如需申請安排特殊應考服務，請填寫「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附件九)，連同醫療單位診斷證明之影本 1 份，於應試前 3 天提出申請，俾便安排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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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服務特殊需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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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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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依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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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辦理。  

七、本校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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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學生權益與義務 
一、 本專班係由本校與事業單位共同合作開辦，考生經錄取後，必須與合作事業單位簽

訂教育訓練契約（契約內容有關之權利義務及履約規則，由合作委員會共同議訂），

並須持符合報考資格之證件正本，經查驗無誤後始准註冊入學。 

二、 本專班錄取生不得保留學籍，亦不得辦理休學。入學後，如有發生以下情事者，依「停

止契約實施要點」辦理： 

(一) 學生於工作職場中若因違紀或瀆職等重大情況，經實習單位停止契約者，須辦理

退學。 

(二) 學生於學校學業或操行達退學規定者，須辦理退學。 

(三) 學生不願意繼續參加本專班而自行離職者，學校協助輔導轉班或，依其意願輔導

參加轉學考試。 

(四) 學生如因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在原事業單位實習，或學生遭合作事業單位中止實

習或合作事業單位終止契約者，經學校與原事業單位同意，方能申請解除契約及

轉廠（該機制僅適用於合作廠商兩家以上之專班），惟須其他合作事業單位具實

習崗位並通過面試者，方能轉廠；若仍被新實習單位提出不適任者，學校協助輔

導轉班或，依其意願輔導參加轉學考試。修業期間只限提出一次轉廠申請，爾後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 

(五) 學生因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繼續學校課程者，學校協助輔導轉班或，依其意願輔

導參加轉學考試。 

(六) 本專班學生自請退學或勒令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教育

部核准者，得發給修業證明。 

(七) 本專班學生經簽核退學，但未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不核發任何證明。 

(八) 本專班規定未盡事宜，援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三、 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或利用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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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查獲即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證明，並應負法律責任。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

始被發覺者，除飭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四、 本專班學生由高職升讀技專校院成班後，若尚有缺額，得於 1 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就

校內相關科系招收學生轉入，以補足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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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已畢業生及同等學力報名資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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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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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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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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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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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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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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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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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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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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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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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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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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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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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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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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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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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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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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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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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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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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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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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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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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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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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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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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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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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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餐飲管理專班」報名表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餐飲管理專班」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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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 一 編 號 

 

通 訊 地 址 □□□ 身 

分 

別 

□一般生  □原住民  

□低收入戶   

□其他：                 通 訊 電 話  手 機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通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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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歷／經歷／ 專業證照 

學 歷 

學校（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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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相關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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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接受工作條件 

排 班 及 輪 休 □可接受 □不可接受 工 作 地 點 輪 調 □可接受 □不可接受 

錄 取 後 住 宿 地 點 □同通訊地址 □親戚家（地區：     ）□如公司提供宿舍，同意由公司安排 □自行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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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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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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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 考生簽章處請確實簽名或蓋章，否則不予受理。 
＊ 應屆畢業生學生證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本報名表背面，若有畢業證書則免貼學生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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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塗改需加蓋私章，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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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歷（力）證件、身分證影本粘貼表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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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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餐飲管理專班」志願表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餐飲管理專班」志願表 

准考證號碼：(請勿填寫) 考生姓名： 

事業單位 志願次序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鄧師傅滷味股份有限公司  

點多多股份有限公司  

聯上餐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考生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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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選填 3 個志願。 

(1)先安排考生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經面試通過者，不得參加其他事業單位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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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重複選填志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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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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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塗改須加蓋私章，

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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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事業單位簡介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 
聯絡人 賴麗昭 職稱 總管處協理 傳真 07-7910488 

聯絡電話 07-7910483#168 E-mail amo@kacs.com.tw 

總公司地址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 http://www.kacs.com.tw/index.htm 

公司簡介 

本公司為高雄國際機場及松山國際機場供應機上餐點之空廚，前身為復興航空公

司所屬餐點事業之高雄餐工廠，目前股東為華航、立榮國內二大航空公司，本公

司擁有高雄廠、竹苗廠及松山廠，分別供應高雄國際機場、台中機場及松山機場

航班之航空餐。 

公司分為高雄航空事業部及鮮食烘焙部(高雄廠)、事業發展部(百貨賣場餐飲連

鎖店面)、竹苗鮮食事業部及台中航空事業部(竹苗廠)、台北航空事業部(松山

廠)、機場貴賓室，現員工人數約700人，並具備有ISO22000、ISO50001、TTQS 

等證照及資格。 

實習內容 
航空餐點、鮮食系列產品、麵包業務、外燴便當、機關團體供膳等製造及餐飲門

市服務等。 

薪資待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6,000,元（早夜點費及加班費另外計算） 

公司福利 

1.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 宿舍：□外縣市免費提供 □外縣市付費提供，每月    元 

3. 伙食： 無■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4. 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5. 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春節獎金 認證獎金 

其他：生日與三節禮金或禮品、福委會相關福利 

其他 

1.上述獎金與福利於實習期間發放。 

2.教育訓練課程、職工制服等。 

3.年終及績效獎金依公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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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 
聯絡人 張雅晴 職稱 人資副理 傳真  

聯絡電話 07-2135788 #7228 E-mail sunny.chang@hilai-foods.com 

總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 號 22 樓 公司網址 http://www.hilai-foods.com/zh_TW 

公司簡介 

前身1995年漢來大飯店正式營運-餐飲事業部成立 
獨立2003年成立【漢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2011年更名為【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額：3.8億 
員工人數：1,700人 
證券代號：漢美1268 
餐飲類別: 
中餐 (宴會廳、台菜、粵菜、湯包、火鍋、蔬食料理) 
西餐 (自助餐廳、鐵板燒、牛排館)日式料理、烘焙 

實習內容 
外場:餐廳外場服務(具備餐飲服務熱忱) 
內場:廚房內場廚務(具烹調丙級技術士證) 

薪資待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9,000 元 

公司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外縣市免費提供 □外縣市付費提供，每月    元 

3.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4.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5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春節獎金 □認證獎金 

其他 

1.二段班津貼、生日餐券、國內外旅遊補助等 

2.年終及績效獎依公司營運狀況發放 

3.教育訓練、年度健檢、員工旅遊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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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師傅滷味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 
聯絡人 張美華 職稱 人資專員 傳真 07-235-2585 

聯絡電話 07-2361822 E-mail service@chefteng.com 

總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82 號 公司網址 http://www.chefteng.com 

公司簡介 

『大內滷味、精緻名菜』正是鄧師傅滷味膾炙人口的最佳寫照。源自大內祕傳老滷

與烹調手法，鄧師傅把不同材料的各個細部本質，全部「滷」出來，色澤紅亮，香

醇爽口，令人食不停筷，讚不絕口。 

精研廚藝至今四十多年的鄧師傅，曾遠赴日本、香港習藝，更由中法菜式與料理技

術中，研發出鄧師傅口味的各式精緻「功夫菜」。百餘菜色分季推出，將家庭中經常

食用之菜色與材料，烹調成風味雋永、齒頰留香的道道佳餚。每一道菜皆流露著

「家庭風」的懷念滋味，讓各界人士蒞臨享受佳餚的同時，感受到鄧師傅－善待顧

客的心、接待親友的情。 

面對未來，鄧師傅希望藉由顧客的監督，在美食研發上精益求精，塑造國際連鎖餐

廳特色，並呈現最優質顧客用餐體驗。 

餐飲工作是良心與道德之事業。 [鄧文裕 自勉之] 

實習內容 精緻滷味小吃。 

薪資待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6,000+1000(全勤獎金)=27000 元（加班費另外計算） 

公司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外縣市免費提供 □外縣市付費提供，每月    元 

3.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4.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5.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春節獎金 ■認證獎金 

6.認證獎金:半年評核獎金:門市主管評核:1.90分獎金 6000元 2.80分獎金 2000元 

以公司內部評核表為主。 

其他 
1.上述獎金於實習期間發放 

2.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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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多有限公司 

聯絡窗

口 

聯絡

人 
周弘笙 職稱 營業部經理 傳真  

聯絡

電話 
0963164839 E-mail auditorchou@gmail.com 

總公司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302巷 35號 1樓 

公司網

址 
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59255936 

公司簡

介 

好正點港式點心專賣店我們走平價又精緻路線，提供消費大眾美味平價的餐點。 

嚐在口裡，更是常令顧客們讚不絕口。 

也因為產品的優質，使得業務量逐漸擴大，需要更多人才協助。 

希望有志青年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使我們的團隊更加茁壯完整。 

實習內

容 

學習餐飲業迎賓帶位，練習跟顧客的應對進退。 

觀察顧客需求及時提供,在工作中培養觀察力。 

了解上菜的禮貌及技巧，學習菜色簡單的說明。 

參與營業高低峰的前中後如何準備、營運，結束為控場打下基礎。 

每日營運流程實作，增進對未來經營餐廳的敏感度。 

薪資待

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6000-27000元（依照學習進度及熟悉操作程度，夜點費及加班費
另外計算） 

公司福

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1.年終及績效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年資（天數）發放) 

2.每年依照勞工工作表現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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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上餐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 
聯絡人 張智全 職稱 人資副理 傳真 07-5371821 

聯絡電話 07-5363788#5511 E-mail jasoncc@mld.com.tw 

總公司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416號 公司網址 https://wwh.ecc.tw/ 

公司簡介 

聯上餐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同為聯上集團餐飲事業體，其聯上大飯店包含1樓-帕

里巴黎自助餐、2樓-悅品中餐廳、3~6樓-晶綺盛宴宴會廳。 

帕里巴黎精緻自助餐提供中、西、日各式無國界料理。我們秉持新鮮豐盛、嚴選

在地季節食材、現場烹調呈現給您更精緻的自助式美食。 

全新規劃10大主題餐區有現切牛排、片皮鴨、串燒、生魚片、各式海鮮、爐烤披

薩、鐵板燒等，於餐檯華麗呈現。 

由法國藍帶主廚領軍，全台最美日法甜點特區呈現華麗精品般道地法式及日式甜

點。吧檯區現沖拉花咖啡、現烤舒芙蕾、精緻華麗的甜點、飲品、微醺調酒，將

帶給您全新自助餐體驗。 

悅品中餐廳秉持細膩與傳承的心，打造中式美食殿堂。創意多元粵式經典風味料

理與職人港式點心，堅持選用台灣各地新鮮食材，展現食物原味與層次上的味蕾

享受。港式點心皆由職人手工捏製，耗時費力、處處講究，深受高雄老饕的喜愛

與推薦，好口碑遠播台、日、韓。親切專業的餐桌服務更讓人備感尊寵，適合家

庭聚會、商務交誼，如此用心至極，只為帶給您豐盛難忘的一餐。 

晶綺盛宴宴會廳提供婚禮宴客、社團會議、商務餐會、尾牙春酒、7大典雅宴會

廳等，切合多元化需求，可依需求規劃成不同宴會形式各廳大型舞台配有全屏幕

LED電視牆，可播放主題及影片增添宴會華麗氛圍專業婚企團隊真摯細心，為顧

客規劃溫馨浪漫華麗唯美、時尚典雅的婚禮，我們專注每一場宴會，為您圓滿最

幸福的時刻。 

實習內容 觀光旅館、餐飲美食 

薪資待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5,250 元（夜點費及加班費另外計算） 

公司福利 

1.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縣市免費提供 □外縣市付費提供，每月    元 

3.：□無 ■免費提供(上班餐期) □付費提供，每月      元 

4.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5.或補助：□績效獎金 □春節獎金 □認證獎金 

其他：生日與三節禮金或禮品、員工相關福利 

其他 
1.上述獎金與福利於實習期間發放 2.年終及績效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放) 
3.畢業後留任保留年資 4.依工作表現提報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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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聯絡窗

口 

聯絡

人 
何怡亭 職稱 人資副理 傳真  

聯絡

電話 
072115211#2208 E-mail dorisy@mskh.ambhotel.com.tw 

總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公司網

址 
http://www.ambassadorhotel.com.tw/ 

公司簡

介 

一、民國51年12月本公司為響應政府提倡觀光事業之號召，於台北市中山北路現址動土興工

創辦此國內首屈一指之國際觀光大飯店。53年12月飯店正式開幕營業。70年12月高雄國賓大

飯店正式開幕，為南部觀光關開闢一條新途徑。自此南北連鎖經營，舉凡客房、中、西餐廳

皆備，提供顧客喜慶宴會、酒會、開會之舒適場所。89年12月新竹國賓大飯店落成加入營

運，90年05月新竹國賓大飯店正式開幕。二、「賓至如歸」為飯店服務至高原則，國賓大飯

店不僅為台灣第一家五星級國際觀光大飯店，多年以來堅持傳統與創新並蓄的風格，廣獲賓

客的肯定與讚賞。國賓大飯店處處呈現新歐式古典居家主義的巧思創意，現代而大氣的空間

設計，予人國際觀頂級感受；雅致的傢俱擺飾，宛如家中般的舒適溫暖。國賓體貼入微的日

式個人化服務，與中西交融的親切待客之道；加上揚名海內外的中式料理，更是饒富盛名的

由來。三、 國賓大飯店50年經營的腳步，參與了整部台灣經濟發展史，走過歲月卻依然歷

久彌堅，伴隨台灣的數個世代，打造了無數國內外友人愉快、難忘的回憶及人生經驗。廣受

國人肯定的國賓，於業界中一向居於領導地位，全體員工秉持一貫的努力，為台灣奇蹟再盡

應有責任。 

實習內

容 
客房及餐飲服務 

薪資待

遇 
採月薪制，新台幣 25,250 元（夜點費及加班費另外計算） 

公司福

利 

6.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7. □外縣市免費提供 □外縣市付費提供，每月    元 

8.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9. 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10. 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春節獎金 ■認證獎金 

【實習生教育補助】每人 6,000元/學期(未實習期滿不予發放) 

【實習生獎學金】符合資格者，申請每人 10,000/學期 

其他：生日與三節禮金或禮品、福委會相關福利 

其他 上述獎金與福利於實習期間發放。 



 

20 

【附件六】註冊費收費一覽表 
 

110「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雜費收費標準一覽表（僅供參考） 

學院 生活創意學院 

身分別與費用 

 

部別與學制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餐飲管理專班」 

每學分學雜費 平均每學期金額約 

進修部四技 1,384 22,500 

備註： 

一、 110學年度依教育部實際核定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辦理，減免及相關補助金額依入學時

規定辦理。 

二、 註冊費減免依教育部或相關規定辦理。 

三、 上述費用均不含電腦實習費與學生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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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成績複查申請表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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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8 月 24 日（三）17:00 前先傳真

並電話確認，連同成績單影本、複查費匯票（受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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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11 學年度招生成績複查」

字樣）以限時掛號一併函寄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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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08 月 24 日（三）17:00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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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成績複查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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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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正修科技大學111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聯絡方式 

家用電話： 
手    機： 

傳真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家長或親屬）  

電    話  

手    機  

身心障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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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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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本表須於報名時一併繳交，未繳交者，爾後不得申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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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附件九】 
正修科技大學111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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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家長或親屬）  

電    話  

手    機  
病情簡述 

（須檢附醫院診斷

證明） 
 

申請服務說明  

醫療診斷證明文件黏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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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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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校服務並不具有任何成績加

分功能。 
2. 請檢附相關醫療診斷證明連同本表，於應試前3天內提出申請。（無需申請安排特殊試場及服務者

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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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正修科技大學招生作業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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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安排」、「統計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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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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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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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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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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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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