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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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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uit.csu.edu.tw/DoubleTFT/ 

網路報名時間 
即日起 

至 110 年 07 月 14 日（星期三） 

※ 報名網址：

https://recruit.csu.edu.tw/DoubleTFT/ 

通訊報名時間 
即日起 

至 110 年 07 月 14 日（星期三） 
※ 通訊報名郵寄資料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時間 
即日起 

至 110 年 07 月 14 日（星期三） 
※ 報名截止至當日 17:00。 

面試時間 
110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一） 

至 110 年 08 月 06 日（星期五） 
 

職場體驗 
110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一） 

至 110 年 08 月 22 日（星期日） 
※ 接受事業單位安排為期二週職場體驗 

筆試 110 年 07 月 17 日（星期六） ※ 筆試時間：上午 9:10 至 10:10。 

成績公告 110 年 0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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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8 月 26 日（星期四）  

正式公告錄取名單 110 年 0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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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8 月 30 日（星期一）  

正式開學日 110 年 09 月 13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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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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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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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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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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110 年 07 月 14 日（三）止 

(二) 報名方式（三擇一）： 

1.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cruit.csu.edu.tw/DoubleTFT/」請使用報名系統

之「檔案上傳功能」上傳相關電子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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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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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7 月 14 日（三）前以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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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7 月 14 日（三）17:00 止。 

二、報名應繳交資料： 

(一) 網路報名請使用系統上傳功能上傳相關電子檔即可。 

(二) 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須檢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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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cruit.csu.edu.tw/Double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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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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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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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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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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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請列印繳費單至代收機構完成繳費。 

報名費全免之身分：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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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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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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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頎邦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20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30 

國際企業系 工商管理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爭鮮、定食 8、点爭鮮) 8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福、拿坡里、 
福勝亭、鮮五丼) 

8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肯德基) 8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勝博殿) 3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1 風味館) 4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4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 8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應用外語系 
客戶關係管理與
行銷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漢堡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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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8 

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著火的牛) 4 

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8 

鼎王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3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2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4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4 

熱情森巴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寬利電機有限公司 2 

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4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10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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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網路報名請上傳檔案繳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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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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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07月17日（六）09: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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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 09：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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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一）至 110 年 08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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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6 月 21 日（一）至 110 年 0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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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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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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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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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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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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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 各錄取生應於 110 年 0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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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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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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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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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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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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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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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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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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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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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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間 

部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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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系 
39,007 8,590 19,504 28,093 39,007 8,590 0 39,007 8,590 0 39,007 8,590 0 

生活創意學院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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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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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減免與教育部及其他減免擇優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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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通訊報名專用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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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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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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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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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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頎邦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20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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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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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爭鮮、定食 8、点爭鮮) 8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福、拿坡里、 
福勝亭、鮮五丼) 

8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必勝客、肯德基) 8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勝博殿) 3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1 風味館) 4 
 

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4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 8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古典玫瑰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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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管理與行銷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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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關係管
理與行銷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漢堡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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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8 
 

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著火的牛) 4 
 

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8 
 

鼎王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3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2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4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4 
 

熱情森巴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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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職類：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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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寬利電機有限公司 2 
 

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4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10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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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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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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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余珮吟 
電話 03-5678788 分機 22403 
傳真 03-5678690 

公司地址 新竹市東區力行五路三號 e-mail mandyy@chipbond.com.tw 

二、公司簡介 
經營理念與信念 

頎邦科技的企業文化與使命為「創造一個兼具成就感與幸福感的生命共同體」。為了讓企業

永續經營，我們正努力建立上下共同遵循的價值體系，凝聚每一位成員的向心力。在頎邦我

們強調「I-CHIPS」企業價值觀，「I-CHIPS」的內涵是指每一位成員的思考模式和行為舉止

必須符合下列原則。 

◎正直誠信(Integrity) 正派經營，誠信治理   ◎創新(Innovation) 求新突破，創造價值 

◎能力(Competency) 獨特技術，拓展利基   ◎榮譽(Honor) 追求卓越，共創榮耀 

◎主動(Proactive) 樂觀積極，負責盡職    ◎服務(Service)尊重客戶，滿足所需 

頎邦科技期許透過良好的雙軌訓練計畫制度，能夠在訓練生進入公司這四年培訓階段，培養您的一技之長與職

場獨立自主的職能，並於畢業後願意長期成為公司最優秀的生產工程技術人才與基層管理夥伴。 

凝聚你我的力量，驅動光電與半導體的世界！Join us, Drive up y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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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子 
(1)招募人數： 20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子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前鎮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10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20-19:20      
(9)輪 班 方 式 ：固定日班/二週變形工時(做三休三) 
(10)備註說明：每日由產線主管分別安排上午及下午各休息 1小時 

例(一)上午 10:30-11:30、下午 14:30-15:30 或(二)上午 11:40-12:40、下午 15:4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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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依任職表現留用） 
 業務範圍：生產技術/維護/物料成品管理 
 薪 資 約：24,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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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400 元 
 備 註：每餐 60元(公司補助 35元、自付額 25 元)，自付額每月約 400元已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依公司季度營運績效核發學費

補助：大一上、下學期定額補助 14,000元，共計 28000 元。(上述獎金皆依公司季度營運績效核發)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三節禮金/生日禮金/福委會活動（重大節日禮品、年度員工旅

遊等）/提供員工餐廳／獎學金(大二期間，符合資格者，分階段發放獎學金共計 10,000 元，以資鼓勵學習）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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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111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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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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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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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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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子 
(1)招募人數： 10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子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前鎮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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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10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30-19:30      
(9)輪 班 方 式 ：固定日班/做二休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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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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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依任職表現留用） 
 業務範圍：生產製造/設備維修/製程 
 薪 資 約：25,5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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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採自助餐方式用餐計費 
 備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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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每季評比成立育才計劃獎金、

每學期實習優異獎勵金(上述獎金皆依公司季度營運績效核發)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三節禮卷/年度員工旅遊/員工餐廳/職工福利委員會/每月生產

獎金(依公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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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侯佩君 
電話 07-3617131 分機 83037 

傳真 07-3613094 
公司地址 811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經三路 26號 e-mail Koko_Hou@aseglobal.com 

一、公司基本資料 
日月光丰埠戩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3 年 3 月 23 日成立，本公司之創立係由歸

國學人張虔生及張洪本等基於工業報國之精神•並配合政府發展高科技政策．以現

金及專門技術作價集資所創建，所營事業為各型積體電路之製造、組合、加工、測

試及銷售等。 
目前為全球第一大的半導體測試大廠，唯一半導體後段製造服務供應商自備封裝材

料（基板）之內供應能力，擁有全球封裝測試代工產業中最完整的供應鏈系統，全球員工超過 25,000 人，

營運據點遍佈全球 10 個國家。包括台灣、美國、韓國、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英國、墨西哥、菲律

賓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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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子 
(1)招募人數： 30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子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廠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10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30-19:35     
(9)輪 班 方 式 ：固定早班/做二休二 
(10)備註說明：每日由產線主管分別安排上午及下午休息方式如下 

(一)中午休息時間：11:00-12:00 或 12:00-13:00。(二)下午休息時間：16:00-17:05 或 17:0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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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視訓練生表現而定） 
 業務範圍：生產技術為主 

 薪 資 約：早班 24,000 元、晚班 28,4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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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750 元 
 備 註：於員工餐廳用餐者，一天補助兩餐，每餐由公司補助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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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三節獎金、重大節日禮品、福委會活動、年度員工旅遊

等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需接觸化學產品/長時間使用顯微鏡/站立作業 

 

mailto:Koko_Hou@aseglobal.com


30 

合作事業單位（4）名稱：寬利電機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寬利電機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簡文揚 
電話 07-7879991～3 分機  
傳真 07-7879990 

公司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路 9-3 號 e-mail Kle99@ms35.hinet.net 

二、公司簡介 
  
 
 
 
本公司創立於 1972 年，致力於鋼鐵、石化、造紙、電廠等產業馬達及發電機維修服務。 
經營項目： 
(1)  高低壓馬達、發電機、特殊馬達維修及保養或開發製造。 
(2)  高低壓馬達、DC 直流馬達、發電機、及特殊馬達定、轉子繞線及修理。 
(3)  高低壓馬達歳修保養。 
(4)  高壓同步機馬達、變頻馬達修理。  
(5)  高壓馬達送電測試 3300V 6600V  11000V 。 
(6)  特殊高低溫 CANNED PUMP，ECT PUMP 及耐冷煤馬達維修。 
(7)  超低溫零下 60℃~零下-160℃ LPG，LNG PUMP 馬達線圈重繞。 
(8)  整廠馬達維修，保養規劃咨詢服務及運轉振動頻譜檢測分析報告。 
(9)  高速 3600RPM 馬達雷射對芯及巴比軸承維護服務。 
(10)  電廠 汽電共生廠、汽電發電機整修保養及電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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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大寮區內坑路 9-3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6)每週訓練天數：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8:00-17:00      
(9)輪 班 方 式 ：正常上下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午 12:00~13:0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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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業務範圍：從事馬達/發電機相關維護保養及儲備幹部訓練 
 薪 資 約：28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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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午餐公司統一訂便當，餐費由公司出；外出工作有誤餐，公司每餐誤餐餐費為 100 元。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他：1. 年度檢討具有特殊貢獻者，予以加發年終獎金。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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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1.每月全勤提供全勤獎金。2.在學成績及工廠學習成績績優，予以獎勵。3.有特殊技能或證照者，予以獎勵。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如有特殊疾病或體質者，請事先告知主管，依其特殊性安排調整職務事務性質。 

mailto:Kle99@ms3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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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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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weilee-ee.com.tw 

二、公司簡介 

本公司成立於民國 72 年，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IS09001 認証合格之廠家， 94 年獲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頒發創新研發獎， 99 年獲職 3 月局頒發教育訓練執行成效績優廠商獎，主要產

品為高低壓受配電盤、GIS 氣體絕緣閉關、金屬製品等， 99 年取得 TAF 認可實驗室資格， 101 

年通過經濟部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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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尺，民間企業團體，政府學校機關用電設備均為本公司提供服務之對象。 

持續多年來與學校機關合辨建教合作，培育優良電機人才，提升人員素質與健全企業體質，

以達顧客滿意創造利潤分享員工。本公司主要產品包括:高低壓受配電盤及自動控制盤、馬達控

制盤、GIS 氣體絕緣閉關、測試器、電源、自動閉關及有關電器材料之設計，製造及買賣，金

屬製品(含閉關箱鈑金及 C034 高壓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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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維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週一至週四，每日 8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8:00-17:00      
(9)輪 班 方 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午 12:00-13:00 休息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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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業務範圍：依公司當時狀況 
 薪 資 約：26300~32000 元起(月薪，並視訓練生表現及學習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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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免費提供午餐，不含入每月生活津貼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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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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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6）名稱：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蔡子文 
電話 07-3713588 分機 330 
傳真 07-3742027 

公司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鳳仁路 329 號 e-mail allen@ystech.com.tw 

二、公司簡介 

元山科技於 1987 年創立，為股票公開發行之上櫃公司，是家電、空氣清淨                               

機及直流無刷馬達風扇之專業製 造廠。 

元山科技本著即有的風扇及直流精密馬達核心技術，成功進軍汽車電子與網通領域，在全球各地皆

有經銷商 及服務據點，目前已是 BMW，Daimler，VW 原廠 Tier 1 的供應商，我們需求志同道合的人

員加入我們的行列。 

元山科技將「創新、品質、效率」的理念以「用心、決心、信心」的信念貫徹到每一個行動中，以

達成「關 懷環境、顧客滿意」的使命。展望未來，元山科技仍將秉持一貫以「人」為價值核心，持續

地創新與改進，以激發人類安全、舒適與便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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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鳳仁路 329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本薪加伙食津貼加職務加給=24,000 元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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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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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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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業務範圍：高級技術員 
 薪 資 約：基本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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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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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依公司辦法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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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7）名稱：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張鴻榮 
電話 07-8021018 分機 300 
傳真 07-8067200 

公司地址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 175 號 e-mail steven@ssf-steel.com.tw 

二、公司簡介 
本公司於民國 55 年設立於高雄市鼓山區，生產鋼筋、扁鐵、圓鐵等，63年擴廠，於小港區成

立臨海廠，並增加拆船業務，69年臨海廠 20公噸煉鋼爐開工生產，主要產品為小鋼胚。再分別於

78年及 92 年將煉鋼爐擴大為 50公噸及 70公噸。民國 98年資本額增至 11 億 8千萬元，同年年產

65萬噸軋鋼廠開工生產，自此煉鋼、軋鋼一貫產出，主要產品為小鋼胚及建築用竹節鋼筋。 

公司願景：1.培養高效能之經營團隊，因應產業快速的變化與大環境的挑戰。 

2.開發核心製程以創造競爭能力。 

3.藉不斷的獲利及企業的永續成長，來滿足股東與員工的期望及對社會的回饋。 

4.創造價值以分享客戶與供應商，使公司、客戶與供應商三方面形成一條堅強的企業鏈。 

經營理念：1.誠信：秉持正派經營，以誠信負責的態度，追求公司之永續經營。 

2.專業：持續有關之技術研發，並加強產業間之技術交流，以確保專業技術的提昇。 

3.創新：運用專業知識，不斷積極創新，創造出有價值之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要。 

4.品質：堅持品質第一，客戶至上，提供以客戶為導向的品質需求與服務。 

5.合作：將客戶與員工視為事業之夥伴，同客戶與員工攜手一起成長，共創互惠之企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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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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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00      
(9)輪 班 方 式 ：固定早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午 12:00~13:0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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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業務範圍：生產設備維修、保養(技術員) 
 薪 資 約：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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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約 1000  元 
 備 註：每餐 50元(有訂餐才付費)，自費部份已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請自備機車具駕駛執照因工業區重型車輛多，所以機車須投保強制險、第三人傷害╱財損及駕駛人傷害險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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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蛋糕、三節禮券、員工旅遊補助、工作制服、安全鞋等。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1.報到前體檢需合乎本公司規定:一般體檢 噪音 高溫 輻射等等 
2.需自備機車具駕駛執照 因工業區重型車輛多，所以機車須投保強制險、第三人傷害╱財損及駕駛人傷害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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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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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岑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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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c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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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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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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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10      
(9)輪 班 方 式 ：常日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休息時間 10:00-10:10、12:1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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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訓練生表現及學習狀況而定) 
 業務範圍：CNC車床、铣床加工、機台操作、掌控及故障排除、日常檢查、異常狀況和分析研判等 
 薪 資 約：2400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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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30元*4天*4 周=約 480元  
 備 註：每餐 60元(公司補助 30元，自付額 30 元)，每月自付約 480元(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備 註：獎金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分為五一及中秋獎金，個人績效成績須滿 60 分以上，獎金發放基數

依公司營運獲利規定核算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生日禮金、國內外旅遊、中秋禮券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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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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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翊萍 
電話 02-25018111 分機 2329 
傳真 02-25055390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502 號 7樓 e-mail irene@cysco.com.tw 

二、公司簡介 

※公司成立於 54年 10月 12日 

※經營理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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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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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小港區世全路 5 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日本薪 670x30 日+固定津貼 3900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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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00      
(9)輪 班 方 式 ：固定日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午 12:00~13:0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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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視工作表現) 
 業務範圍：機台操作、設備保養維修技術 
 薪 資 約：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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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約 810  元 
 備 註：每餐 60元，公司補助 15 元，自付 45 元，每月約 810 元(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依公司規定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全月未請事病假且無遲到早退，另發給皆精勤獎金

664*2=1,328(2 日之本薪)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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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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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建璋 
電話 07-8125710 分機  
傳真 07- 831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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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簡介 
本公司由總裁夏鴻根先生於 1979 年創立於高雄市，初期以製造農機齒輪、心軸及配件為主。

經不斷努力，精進及要求下，建立公司優良品質的傳統，此時期我們跨入國內汽、機車齒輪零件的

製造領域，產品品質深獲各中心廠的好評，訂單量激增，並配合國防部，國內軍需零件的製造，先

後獲得國防工業評鑑為優良廠商，及獲頒國防部優良廠商獎，公司廠區已不敷使用，作了第一次的

遷移擴廠。 

董事長夏朝崐先生接任後，更大量引進，高精密度的量測與製造設備，同時更落實精進公司內部的管理系統，

於 1996 年通過 DNV ISO - 9002 認証。1999年通過 DNV QS&ndash;9000 認証。於 2011 年通過 AS9100航太認證。

2006 年 12 月通過 DNV ISO - 9001 : 2000 年版認証，且都確實執行，更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現今我們的產品除

了為國內各大機車製造廠採用外，更為海外許多知名廠商採用，公司亦於 2005年第二次擴建廠區成立左營分廠。 

2012 年，為了配合新增加的業務與訂單，我們更積極投入鉅額資金購買新廠，並周全規劃整修，圓滿於 11

月完成遷廠，開始運作。同時保留小港廠作為以後擴展業務增加產能之需要作準備。 

我們以優良的品質管制能力，專業負責的服務態度，強大的工程製造能力，掌握時代的脈動，面對瞬息萬變

的國外經濟環境，及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的國內經濟，積極開創未來。40年來本公司一直穩建的成長，在多變的環

境中，不斷充實設備，培訓人員，以堅定的信心與實力來面對時代的考驗。 

<<展望未來>> 我們不斷加強研究創新，培養高技術人材，開創高品質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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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鳳山廠、小港廠、左營廠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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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現場主管排班，每週受訓時數為 24至 32小時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工作四小時至少安排休息 30分鐘(符合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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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 
 業務範圍：機台操作及基礎維養及品質檢驗 
 薪 資 約：27000-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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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約 440 元 
 備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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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依公司辦法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1.三節奬金、2.免費提供制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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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以上公司福利皆依公司規定辦理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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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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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亞德 
電話 02-23968020 分機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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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w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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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及越南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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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阿蓮區永豐路 21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4,00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薪資 
□每時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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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00      
(9)輪 班 方 式 ：訓練期間無須輪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中午 12:00-13:00 休息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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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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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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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414 元 
 備 註：每餐 50元(公司補助 27元、自付額 23 元)、自付額每月約 414元。(不含入生活津貼)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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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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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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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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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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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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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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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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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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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部門主管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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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依工作能力表現 
業務範圍：門市管理 

 薪 資 約：27,00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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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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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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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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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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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協調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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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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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符合相關勞基法規。 

待遇還算不差，但要耐得住煩。 

公司保有良好的溝通文化，並擁有許多專才加級和升遷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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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份是為了長期確保住宿品質，維持旅客對我們的信賴。客房住宿、餐

廳、旅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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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區之各分館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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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業務範圍：客務部、餐飲部或房務部 

 薪 資 約：25000-34000（依部門不同給薪，早班櫃台 25-33K/月薪、中班櫃台 27-3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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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上班時段供一餐(不含入生活津貼)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備 註：視公司營運狀況及訓練生表現給付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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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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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協調經理 黃慕貞 
電話 07-5371333 分機 311 
傳真 07-586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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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府城之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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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資四千多萬元打造的燒肉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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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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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 85號 1樓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8:00-22:00      
(9)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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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依工作能力表現 
業務範圍：大廳外場服務人員、自主提報幹部（組長）徵選 

 薪 資 約：28000起(組長職薪資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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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上班時間，用餐時段，免費提供伙食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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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發放員工福利卷、同仁用餐優惠、教育訓練、尾牙活動、

生日禮卷 800 元、依公司規定辦理員工旅遊補助、依公司營運獲利狀況分發紅利獎金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工作內容涵蓋食品相關作業，於職場體驗報到時，須繳交合格健康檢查報告(體

檢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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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魏宏財 
電話 02-25633746 分機  
傳真 02-25626882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59號 2樓 e-mail 52097@yoshinoya.com.tw 

二、公司簡介 

★「牛丼」專賣店 
「牛丼」，即「牛肉蓋飯」，源於 19 世紀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速食餐點，主要是將牛肉
與洋蔥絲加入醬油燉煮後，鋪在熱騰騰的米飯上，吃起來美味，飽足感十足。 

★日本「百年品牌」 
承襲日本百年品牌來台灣至今已 33年，全台分店 81家招,牌透出的橘色溫暖、大大的黑
色字體與牛頭標誌讓人過目不忘，帶給人們溫馨親和的感受。 

★企業文化「用人唯才」 
讓員工能在舞台上一展長才、揮灑創意，給員工一個幸福的工作環境。 

★經營理念「For the People」 
全體員工努力實踐吉野家經營理念「For the People」的初衷，提供好的服務、好的品質，
希望在未來的好多個 30年裡，繼續向人們傳遞幸福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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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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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各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實際排班時數，依各店舖人力需求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休息時間另排，不計入 6-8小時排班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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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 
業務範圍：門市運營管理業務(未來正式店長儲備人選) 

 薪 資 約：門市儲備店長$28000~$32000 月薪(正式店長每月另加有店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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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視購買員工餐情形計費 
 備 註：工作每滿 4小時享員工餐一次 5折優惠；滿 8小時則享 2次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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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工作崗位：櫃台餐點介紹收銀、外場客席碗筷清潔、內場廚房餐點製作、店舖整體環境維護、其他由店長或代行
所交付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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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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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52000 分機  
傳真 07-2352077 

公司地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2 號 e-mail b7921200285@cowonfire.com.tw 

二、公司簡介 
從小移民阿根廷的老闆，在這個牛肉生產大國長大，習慣了阿根廷人幾乎三兩天就吃烤肉

的飲食文化，回國居住工作的這段時間的，也是常常吃牛排，起初吃台式牛排覺得這種放在鐵

盤上用個蓋子蓋著的牛排很有趣且風味也不錯，送上桌時還會滋滋作響，當掀開蓋子時，滿滿

如山丘般的餐點出現眼前，首先看到太陽蛋，在蛋下面的不是牛排而是一層滿滿的醬汁(蘑菇醬

或是黑胡椒醬)，用叉子去撥開那濃稠的醬汁才看到薄薄一片的牛排，更新奇的是在牛排的下方

竟然還有滿滿的麵條。對於老闆邵明偉來說，剛開始接觸台式牛排這樣風格的餐點是非常有新

鮮感的。 

但是從小在阿根廷吃的烤肉風味，是用燒紅的木炭或是木柴以碳烤的方式烹調，而且牛排是

一大塊原塊牛排下去烤，在吃的時候主要沾海鹽吃原味或是搭配用新鮮蔬菜調製的醬料，牛排充

滿了牛肉的原始風味並帶有些許炭燻香氣，一口咬下滿滿肉汁與濃郁的牛排香味，跟在台灣吃到

牛排風味是不一樣的，隨著居住在台灣的時間越來越久，開始懷念起那原始風味且帶有炭燻香氣

的阿根廷烤肉，於是就興起了開一間阿根廷烤肉餐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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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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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營業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無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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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場服務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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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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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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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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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廖憶寧 
電話 04-23297199 分機  
傳真 04-23269399 

公司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89 號 4樓 e-mail kelly.liao@tripodking.com.tw 

二、公司簡介 

因為用心，所以貼心 

民國八十年， 第一家鼎王麻辣鍋在美味齊聚、熱鬧擁擠的台中市忠孝路上創立。 

當時，麻辣鍋專賣仍屬創舉，而要在各類南北小吃環伺的忠孝夜市贏得饕客的衷愛，

更需具備用心鑽研美味動人的獨特料理。鼎王麻辣鍋創辦人陳世明以多年廚師經驗及用心

耕耘，很快掌握顧客挑剔的味蕾，研發出獨步全台的鼎王麻辣湯頭。鼎王麻辣鍋店最初只

是一間簡陋的餐廳，然而發展至今，歷經數個階段的轉型蛻變，成功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美  

食空間設計，已成為一家擁有良好口碑、服務品質與時尚氛圍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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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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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門店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10: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各門店需求排班，例 11:00-19:30；13:30-22:00；11:00-15:00、18:00-22:00或 16:00-18:00 
(10)備註說明：空班時間為 15:00-18:00，依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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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 
業務範圍：大廳服務專員、內場廚務專員 

 薪 資 約：2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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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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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依公司規定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1.伙食津貼(當日上班滿 8 小時,公司提供 60元伙食費) 
2.全勤獎金(當月上班滿 100 小時,無任何缺勤紀錄，公司提供 500 元全勤獎金)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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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陳怡軒 
電話 03-5501667 分機 6625 
傳真 03-6583590 

公司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 98 號 e-mail hr@kingza.com.tw 

二、公司簡介 
六角國際成立於 2004 年，並於 2015 年以全球知

名餐飲集團的身份，加入觀光事業類股之列。六角國

際目前旗下品牌包含「Chatime」日出茶太、「ZenQ」

仙 Q 甜品、「La Kaffa」六角咖啡、「Osaka Ohsho」大

阪王將餃子、「Wagokoro Tonkatsu Anzu Ginza」銀座杏

子日式豬排、「Bake Code」烘焙密碼、「段純貞」牛肉

麵、「初念」小火鍋及「春上布丁蛋糕」等品牌，並持

續擴展旗下自創品牌與代理新品牌之經營範疇。 

六角國際是專業、年輕有活力的經營團隊，透過科技化、標準化作業流程及規模經濟，開創了一個橫跨全球五大洲，駐點超

過三十三個地區與國家，九十餘座城市的餐飲事業群，在澳洲、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家更是外帶式茶飲第一品牌，且仍持續積極

拓展亞太區其它新市場，同時也領先同業開拓北美等地，包括紐約、佛羅里達、加州、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等，甚至成功跨越

南半球、橫越歐洲，儼然已成為全球最國際化的華人連鎖餐飲集團。 

六角國際藉由多角化經營的方式，並以【誠信、實在、創新、卓越、分享】的宗旨拓展國際市場，將六 角國際建立成為一個

「品牌平台中心」，讓台灣品牌輸出國際，也讓國際好的品牌引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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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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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與台南市各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9: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求職者需求與店長協調彈性安排工作時間(09:00-22:00)，須配合六日出勤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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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依工作能力表現 
業務範圍：餐飲門市經營管理與服務 

 薪 資 約：25,000~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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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上班時間，用餐時段，免費提供伙食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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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團保、生日禮金、員工購物優惠、員工制服、特約商店、

孕婦友善工作環境、健康檢查、婚喪喜慶、住院慰問金、生育、旅遊及部門聚餐補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須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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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王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鼎王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梁靜軒 
電話 04-23297199 分機 219 
傳真 04-23269399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精誠路 14號 3樓 e-mail bb2223@ms59.hinet.net 

二、公司簡介 

因為用心，所以貼心 

民國八十年， 第一家鼎王麻辣鍋在美味齊聚、熱鬧擁擠的台中市忠孝路上創立。 

當時，麻辣鍋專賣仍屬創舉，而要在各類南北小吃環伺的忠孝夜市贏得饕客的衷愛，

更需具備用心鑽研美味動人的獨特料理。鼎王麻辣鍋創辦人陳世明以多年廚師經驗及用心

耕耘，很快掌握顧客挑剔的味蕾，研發出獨步全台的鼎王麻辣湯頭。鼎王麻辣鍋店最初只

是一間簡陋的餐廳，然而發展至今，歷經數個階段的轉型蛻變，成功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美

食空間設計，已成為一家擁有良好口碑、服務品質與時尚氛圍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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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地區門店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10: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各門店需求排班，例 11:00-19:30；13:30-22:00；11:00-15:00、18:00-22:00或 16:00-18:00 
(10)備註說明：空班時間為 15:00-18:00，依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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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業務範圍：大廳服務專員、內場廚務專員 

 薪 資 約：2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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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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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依公司規定辦理)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1.伙食津貼(當日上班滿 8 小時,公司提供 60元伙食費) 
2.全勤獎金(當月上班滿 100 小時,無任何缺勤紀錄，公司提供 500 元全勤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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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合作事業單位（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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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 2段 901號 e-mail arwinchan@giant.com.tw 

二、公司簡介 

我 們 的 願 景：創造自行車新文化，分享騎車的喜樂。 

我 們 的 使 命：成為全世界最專業的自行車公司，創造精彩的 Giant Cycling World，熱情的分 

享自行車騎 乘的健康、喜樂、低碳的新生活文化。讓人類更健康，生活更美好，世界更美麗。 

我們的品牌承諾：啟動所有騎乘者探索的熱情，在他們難忘的騎乘體驗中，扮演著最好的嚮導與同 

伴的角色。 

巨大機械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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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我們將持續朝向 One World One Giant 一個世界 一個捷安特的目標前進，我們有信心提
供全球舞台給有志之士，若您相信自己也有一股想贏的決心，共創屬於 GIANT 與自己的榮耀，竭誠歡
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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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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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高屏地區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11:00-21:00 
(9)輪 班 方 式 ：正常班 12:00-20:00早班 11:00-18:00 晚班 14:00-2100(排班制)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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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人員/儲備幹部/行車(電動車)產品銷售、維修、保養、整備等 

 薪 資 約：31,000-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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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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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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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制服、享勞保、健保、團保、捷安特產品員購優惠價、三

節禮品、生日禮卷、員旅補助、完善維修單車技術認證培訓、習得一技之長、聚餐活動、集團尾牙、依法規給
假(特休、病假、生理假、喪假等)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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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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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 156 之 1號 8樓 e-mail monica.chen@mos.com.tw 

二、公司簡介 

MOS BURGER 為日本第一品牌，經營理念：「貢獻人類、貢獻社會」。 
●名列日本顧客滿意度最高的企業前茅。 
●日本外食產業之首。 

●現有亞洲近 2000 家店，跨足台灣、新加坡、泰國、香港、印尼、大陸、澳
洲、韓國等地。 

●我們在台灣隸屬於東元集團服務業事業群，現有員工數約六千人。 
●2011 年 12月正式加入上櫃公司行列。 
●目前積極拓展大陸、澳洲地區事業的階段。 

MOS自 1972年創業開始，以提供真誠的服務與美味的餐點為基本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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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餐點，我們選擇真材實料且對身體有益的高品質食材，獨具東方口味。
我們更堅持好味道就是冷熱相宜，熱的熱呼呼、冷的冰冰涼；熱呼呼的美味必須現點現做，我們大部分的餐點均
在顧客點餐後，一個個現做，熱騰騰地呈現，滿足對味蕾的感受要求。 

為顧客及社區提供美味、健康與幸福，讓 MOS 店舖成為顧客活力再生的源地，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在上
市上櫃及大陸地區事業拓展的前題下，我們需要具備積極進取精神，並願意接受公司紮實訓練的菁英加入我們的
行列，一起共創成為二十一世紀餐飲業領航員之企業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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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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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漢堡高雄直營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備註：職場體驗期間時薪 160 元，正式開學後時薪 163元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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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有提供休息場地，休息不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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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人數，依實習表現評定 
業務範圍：門市營運管理 

 薪 資 約：畢業留任約 31,00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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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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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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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每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60分(含)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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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國定假日出勤加倍薪、通過檢定考即可調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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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福會旅遊補助(依服務年資與時數規定給予補助)、生日禮金、端午禮金、中秋禮金、關係企業家電享員工優
惠價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針對低收入戶學生優先給予訓練機會。★須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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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稱：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劉妍妌 
電話  分機  
傳真  

公司地址  e-mail Sophia.liu1@decathlon.com 

二、公司簡介 

迪卡儂是一家在全球生產和銷售體育用品的法國企業，擁有法國第二大的研發中心，設計產
品滿足超過 60 種不同運動用途的需要。創立於 1976年，目前迪卡儂在全世界 43 個國家擁
有超過 1300家運動用品量商場，並在 16 個國家擁有自己的產品製造商（OEM），全球員工
人數超過 80,000 名，是歐洲最大的運動用品零售商。 

 

經營理念 

希望讓每位顧客用輕鬆的價格享受高品質及創新的產品。從大眾到小眾的運動、初階到專業的產品，應有盡有，讓
更多喜歡運動的消費者能輕易享受到運動帶來的樂趣。尤其採用體驗式展銷模式，更容易提升在地或週邊地區的運
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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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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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系：應用外語系 
(4)訓練地點：迪卡儂高雄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時*時薪)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8: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門市運作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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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視工作表現) 
業務範圍： 

 薪 資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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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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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備  註：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迪卡儂福利： 
1. 運動：運動社團及運動津貼 
2. 購物：員工購物折扣 
3. 獎金：兼職與正職皆享有獲利分享，員工認股機制 
4. 禮金：生日禮金，三節獎金 ，婦女節禮券，新年禮券，忠誠員工禮 ，特約商優惠 
5. 保險與補助： 團體保險: 免費配偶及子女醫療險，補助 (生育，結婚，喪葬)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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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名稱：熱情森巴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熱情森巴國際餐飲有

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黃敏瑜 

電話 07-2352000 分機  

傳真 07-2352077 

公司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7號 B1 e-mail b7921200285@cowonfire.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愛牛客 iBeef 位於前金區五福路大立百貨地下一樓，提供單點式餐點為主，牛肉品質堅持選

用優質美國特選級牛排，並且濕式熟成 30天，讓牛肉以自然熟成方式增添風味並呈現軟嫩多

汁的口感，讓顧客品嘗到烤牛肉的原始風味。店內另也提供鹿兒島、日本 A5等級和牛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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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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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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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或時薪擇一) 

□每月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時*時薪) 

(7)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3-4天) 

(8)每日訓練時數：6-8 小時(24-32 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自 10 時 00分至 22時 00分 (限 7:00~22:00 區間) 

(10)輪 班 方 式：依門市運作進行排班(無特定班別者,可標註依門市運作進行排班) 

(11)備 註 說 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上班滿 4 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  (無特定時間者,可標註上班滿 4 小

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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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場服務接待                

薪資約：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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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付費提供者，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勾選付費提供者，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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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勾選付費提供者，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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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此處需填入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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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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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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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88之 4號 e-mail jessica@spoonf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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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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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高屏地區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門市運作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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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視工作表現) 
業務範圍：門市儲備幹部管理人員 

 薪 資 約：26000~29000(比照正職人員薪資留任，若於培訓中通過管理職考試者，即以管理職薪資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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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當班供餐(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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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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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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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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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031111 分機 4021 
傳真 02-25021745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45 號 11樓 e-mail wendy.yueh@mercur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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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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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高雄市、屏東縣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4-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 24-32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9: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公司規定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空班時間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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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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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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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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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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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者，得申請獎學金 2.生日餐券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1.拿坡里需備駕照，配合外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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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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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036889 分機 8917 
傳真 02-2515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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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勝客】 
想到吃比薩就想到必勝客!!目前全台超過 245間門市。我們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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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同步地服務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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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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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0年。 
2010年怡和集團取得台灣肯德基經營權，全台近 170家餐廳將持續提供顧客更優質的餐飲品質與用
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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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8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高雄、屏東地區各必勝客,肯德基餐廳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早班 07:00-15:00、晚班 15:00-22:00 (任選 4-6小時彈性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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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 
業務範圍：1.全職服務人員(餐廳實務操作)  2.實習襄理(儲備幹部：餐廳之經營與管理) 

 薪 資 約：26,800~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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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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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 

■補助大一、大二額外享有獎學金每學期最高 3,750元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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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禮金(物)、員工旅遊、尾牙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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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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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57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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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正式進軍台灣餐飲界。
目前擁有直營門市 36家。 

隨著餐飲服務業的日趨繁榮，本公司因應業務拓展，極需大量優秀人才之投入，而雙軌旗艦訓練計畫正是大專優
秀餐飲人才養成的最好搖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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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是本餐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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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核心價值】誠信責任、效率團隊、熱忱服務、積極創新。 
【職捱發展說明】藉以訓練代理世界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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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烘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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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本公司接觸到不同的經營管理模式，促成雙贏局面。 

【公司網址】HTTP://www.sabot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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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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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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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9:00-22: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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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空班時間 14: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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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拘 
業務範圍：門市餐飲服務與人員管理 

 薪 資 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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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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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另發全勤交通津貼 2-5元/小時(不含入生活津貼)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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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制服、員工聯誼活動、相關企業餐飲折扣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1.手部敏感者不適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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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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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989868 分機 137 
傳真 02-26581359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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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力於本土第一的烤雞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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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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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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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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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高雄、屏東地區，依住家區域分配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9: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門市需求調整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空班休息時間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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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現場營運管理 

 薪 資 約：2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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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上班時段免費提供伙食(8 小時供一餐)，其他時間享員工優惠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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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金每月 500 元(福委會提撥_(含)生日禮金、喜喪慰問金、

子女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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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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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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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07786 分機  
傳真 07-230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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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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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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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公司規定排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30分鐘(休息時間另排，不計入 6-8小時排班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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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員等職 

 薪 資 約：24,000~25,000以上，依學生表現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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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800 元 
 備 註：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上班時段免費提供伙食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D.獎金或補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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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委會提供生日禮卷、尾牙活動、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免

費制服、員工健康檢查、紅利獎金及考績獎金、提供餐飲優惠、提供中秋及端午禮金、定期舉辦員工旅遊 
備 註：以上福利或獎金均依公司營運與規定辦理。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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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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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 訓練協調經理 黃茂丁 
電話 07-9713503 分機  
傳真 07-2164580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號 3F e-mail Ma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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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底全世界已有 120 個國家

擁有麥當勞，總餐廳數超過 34,000 家，每天為全世界 68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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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照正職的休假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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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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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 8 人 
(2)合作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3)科    系：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台南、高雄、屏東地區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7:00-22:00      
(9)輪 班 方 式 ：依班表上班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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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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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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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提供獎助學金申請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國定假日雙倍薪、給予付薪休假(年假/病假/產假/婚假/喪假)、

享勞健保、優惠員工餐飲、免費制服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1.報到前需至公司指定之醫療院所進行健康檢查(含供膳體檢),費用自付。 

2.因服務業性質,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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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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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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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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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更推出結合物聯網與無現金支付、全台最迷你的便利商店「OK mini」，打造「無處不在的便利」，

帶給顧客便利且高品質的消費感受。 

為邁向一流公司的經營水準，以多角化經營模式，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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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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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2)科   系：國際企業系 

(3)訓練地點：高雄、屏東、台南地區門市 

(4)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方式採計：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符合法定每小時基本工資，時薪*受訓工時 

(5)每週訓練天數：3-4 天，每週訓練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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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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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備註說明：依勞基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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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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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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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期間，每滿一年給予獎學金 10,000 元，於每一年屆滿時發放。 

2.訓練期滿結束願配合需求轉任正職人員留任一年並簽署訓練生轉任正職專案同意書者，於約滿時核發久任 

  獎金 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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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名稱：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陳浩偉 
電話 02-22183588 分機  
傳真 02-22183603 

公司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31號 2樓 e-mail  

二、公司簡介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 1979年，為國內行動手持裝置最大之通路商，2007

年中華電信入股，神腦國際成為中華電信子公司，2011 年已成為數位化商品的新時代，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數位家電，成為消費者選購的主要商品，神腦國際看見數位匯流的

未來生活，早已積極致力於開啟數位服務全面進化，除轉型為「神腦數位」門市，從智慧型手機販售及電信服務
的角色，進化為數位商品的專業服務、數位商品相互串連、諮詢、服務及販售，更強調『單點購足（One-Stop 
Solution）』的數位應用服務，消費者可一次輕鬆購足所需要的數位商品。 

「神腦數位」讓各年齡層的消費者都能學習並享受輕鬆串連、整合應用手邊的數位商品，並提供最優質的數
位應用專業服務及體驗，讓「神腦數位」精采每個人的生活！ 

神腦秉持著「無所不通、無所不在、無微不至」的服務精神，2017年正式啟動 O2O電子商務平台「神腦線上」，
串聯線上(Online)與線下(Offline)，致力開啟數位服務全面進化，邁向通訊、資訊、服務整合的通路領導者。 

神腦擁有優秀的經營團隊，秉持著『誠實 苦幹 專業 創新』的精神，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及成長；除整體營運
穩定外，獲利狀況更履創新高，是國內知名績優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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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訓練體系在 2011 年獲台灣訓練品質認證 TTQS（TaiwanTrain QualitySystem）銀牌獎，歡迎
優秀的朋友一起加入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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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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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高屏澎東地區之神腦數位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12:00-21:00      
(9)輪 班 方 式 ：配合學校上課時間，另由主管安排協調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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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業務範圍：門市服務 

 薪 資 約：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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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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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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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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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單位（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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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586168 分機 70 
傳真 04-2258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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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為著名藝術家黃騰輝先生，古典玫瑰園為臺灣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集
團旗下包括古典玫瑰園下午茶體系、英國茶專賣店體系、先喝道茶飲體系、ROSE HOUSECaf&eacute;體系及古典玫
瑰園文創體系。 

創辦人黃騰輝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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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廉王
子大婚瓷器 Aynsley設計師之一。古典玫瑰園可以說是台灣的英國茶及下午茶文化的啟航者，30餘年來 邀請過
許多英國製茶大師協助開發出各款茶品，目前由 Mr.Timothy Clifton 和英國下午茶親善大使 Mrs.Anne Scagell
擔任顧問所調配的英國茶、從茶園選擇到調製烘焙等都達到世界一流專業水準，多年來古典玫瑰園的茶銷售到英
國，日本，香港，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許多的國家，尤其所有的包裝都由著名畫家黃騰輝所親自設
計，將英國茶文化融入了藝術，這是一個台灣企業隨著自十七世紀海路運茶的帆船啟航，所展開的一場新的尋茶
之旅！古典玫瑰園不但是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也是被廣泛認同具代表性的文化創意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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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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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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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4)訓練地點：台南、高屏地區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計算基準：時薪*實際出勤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4-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至少 24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8:00-22:00      
(9)輪 班 方 式 ：排班制 
(10)備註說明：依照勞基法規定，連續工作 4個小時至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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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業務範圍：門市專員、儲備幹部 

 薪 資 約：31,800元 (月薪，台南、高屏地區-正式錄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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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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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不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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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餐飲/先喝道/Café上班享有免費員工杯一杯、員工優惠折

扣(古典餐飲商品 8 折/其他體系 9 折)、尾牙活動、各店業績達成獎金分紅、聚餐、銷售獎金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1.須檢附具備供膳人員體檢合格資格(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2.因服務業性質,須配合營業時間排班及輪休(非固定週休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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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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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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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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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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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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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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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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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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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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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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