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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重要日程表 

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項目分「職場體驗」、「面試」及「筆試」。 

二、本校甄選方式：面試 → 職場體驗 → 筆試 

重要項目 日期 備註 

公告招生簡章 即日起 
請至本校招生暨新生資訊服務網自行免費

下載招生簡章 

報名 
110/04/12(星期一) 

至 110/06/18(星期五) 

1. 現場繳件 6 月 18 日晚上 19:00 止。 

2. 通訊報名須於 6 月 18 日前將報名資

料寄達本校。 

面試 110/06/23(星期三)09:00 起 依面試通知單為準。 

職場體驗 
110/06/28(星期一) 

至 110/07/22(星期四) 

面試合格者依相關通知參加職場體驗。 

職場體驗時間為兩週(每週至少三天)。 

公告通過職場體驗

名單 
110/07/23(星期五)16:00 

公告日得以專班為單位，按實際完成日分

班公告之。 

筆試 110/08/21(星期六)9:00 依筆試通知單為準。 

寄發筆試成績單 110/08/23(星期一)  

成績複查 110/08/26(星期四)12:00 止 
限以「傳真」方式申請。 

傳真電話：(06)205-0641 

公告錄取 110/08/27(星期五)12:00 前 公告於本校工程一館一樓公佈欄 

報到與註冊 110/08/28(星期六) 依本校錄取通知辦理報到與註冊 

※洽詢電話：進修推廣部教務組(06)272-7175#306、307、308 

電機工程系：(06)272-7175 分機 270、(06)205-0518 

機械工程系：(06)272-7175 分機 265、(06)205-0496 

企業管理系：(06)272-7175 分機 278、(06)205-0542#203 

※簡章下載網址：https://recruit.ksu.edu.tw/recruitinfo/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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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宗旨及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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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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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110)年度辦理四年制招生，四年制學制開辦職類有「機電整合」職類，四年

制訓練生電機工程系預計招收 1 班，共計 28 人；機械工程系預計招收 2 班，共計

69 人；「工商管理」職類，四年制訓練生企業管理系預計招收 1 班，共計 35 人。 

訓練生錄取後之課程與訓練方法，以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為主，學校學科教

育為輔。訓練生每週分別在事業單位至少 3 天、學校上課 2~3 天。訓練生四年訓

練且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學士學位證書。此外，在四年訓練

期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將補助每位訓練生每學期學費（見附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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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訓練生之權利義務見附件 2）。 

錄取後訓練生應參加合作學校所安排之學科課程，並接受成績和操行評量，且

需遵守本校學則之規定及修畢所規範之必（選）修課程。 

 

貳、報名方式 

一、報名資格 

凡我國國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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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曾在下列之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畢業者： 

（1）高級中學 (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或畢業滿一年) 。 

（2）高級職業學校。 

（3）五年一貫制職業學校。 

（4）高級中學進修學校(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或畢業滿一年以上)。 

（5）高級職業進修學校。 

2、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1）曾在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肄業學生，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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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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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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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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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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曾在五年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修滿三年級下學期，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持有修業或轉學

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四、五年級肄業，因故退學，持有原校四、五年級修業證明書附成績單

者。 

（4）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5）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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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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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7）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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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相關工作經驗

五年以上；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相

關工作經驗二年以上；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

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10）年滿二十二歲，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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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11）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

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12）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 

 

附註：凡具前列報名資格經錄取者，需再經錄取學校審定資格後方得入學，若發現其學

歷（力）證件不符報名資格者，將取消其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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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日期： 

110 年 04 月 12 日(一)至 110 年 06 月 18 日(五)19 時止(通訊報名須於 110 年

06 月 18 日前將報名資料寄達本校）。 

（二）繳交報名資料方式： 

1、 通訊報名：以各類方式寄送報名資料及相關證件，至「崑山科技大學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收(校址：7107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以供

審查（110 年 06 月 18 日前寄達）。 

2、 現場繳件：請備齊應繳報文名件於報名期限內週一至週六(09~21 時)、週日

(09~17 時)至本校行政中心 1 樓進修推廣處教務組現場繳交。 

（三）應繳資料： 

1、 使用簡章附件 6「崑山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報名專用信封」封面，貼

於牛皮信封上，連同下列報名資料置入「崑山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報

名專用信封」內： 

(1) 已黏貼相片之報名正表/副表，自行核對無誤後，於報名表簽名欄處親筆簽

名。 

(2) 考生國民身分證、學歷（力）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浮貼表。 

(3) 放入 4 個填妥收件人資料並黏貼 15 元郵票之回郵信封(一般信封大小)，封

面上各資料欄、勾選（查核）所附資料證件是否完備後，寄至(71070)台南

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入學

招生委員會」收。 

2、 報名考生錄取後，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資格，報名考生

不得異議。 

3、 本會收到報名資料後，將查驗繳交證件是否完備，但暫不查核正本（俟至事

業單位及錄取學校報到時再繳驗），若繳交證件已完備，即先行核發准考證，

以確認報名手續之完成。 

（四）寄發准考證 

1、 現場報名者現場發放，通訊報名者於 110 年 06 月 18 日（含）前寄發准考

證，報名考生如 110 年 06 月 22 日中午尚未收到，請於 110 年 06 月 22 日

下午 16 點前電洽本會查詢與處理。 

※本會電話：(06)272-7175 分機 306、307、308，逾期責任由考生自負。 

2、 考生收到准考證時，請詳加核對准考證上各欄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請於

應考前，向本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委員會提出，以免影響權益。 

3、 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毀損者，考試期間得持本人 2 吋照片 1 張及

身分證件，向本校招生委員會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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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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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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項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不符，均取消遴選面試

資格。 

4、 報名考生錄取後，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資格，報名考生

不得異議。 

5、 現役軍人須於 110 學年第 1 學期開學日前退役，且在職場體驗期開始前，可

取得「退伍或解除召集日期證明」者，始准予參加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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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願選項及招生名額 

一、本年度招生職類如下：四技學制開辦「機電整合」與「工商管理」職類，各班預

計招收名額如下表。 

二、各志願選項名額將以事業單位依職場體驗結果之錄取名額為準。 

三、各志願選項錄取名額如下所示： 

科(系)別 職類 
最低開

班人數 

志願

代碼 
事業單位名稱 

招生

名額 
總計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25 

1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28 

2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5 

3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4 祥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5 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 3 

6 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7 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 

8 永再實業有限公司 2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20 

1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69 

2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3 承育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20 4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企業管理系 工商管理 20 

1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8 

35 2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7 

3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0 

附註：1、報名考生得依報考系別填寫事業單位志願順序 1, 2, …。未註明志願順序者概不安

排面試。 

2、經事業單位與本校擇優錄取後，若錄取人數未達各職類之最低開班人數，得由事

業單位與本校共同決定是否開班，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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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甄選方式 

一、甄選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事業單位與學校共同面試，依成績比序分發至事

業單位職場體驗，職場體驗合格者，方可參加第二階段筆試。 

二、面試及職場體驗： 

（一）經面試合格者，將依面試成績排序，按事業單位需求人數，參加事業單位職場

體驗，通過職場體驗之考生，方可參加學校舉辦之筆試。 

（二）各事業單位得依面試成績排序，並以需求名額進行職場體驗，事業單位需求名

額尚有缺額時，依排名順序遞補面試通過之考生進行職場體驗。 

（三）職場體驗合格者，始得參與筆試和錄取分發作業，考生不得異議。 

 

伍、考試日期、項目及地點 

一、面試 

（一） 日期： 110 年 06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09:00 起，依面試通知單為準。 

（二） 面試地點：崑山科技大學，其詳細時間及地點，將於 110 年 06 月 22 日由本

委員會通知考生。 

（三） 面試注意事項： 

1、 本校將依照考生報名表之志願順序安排考生參加事業單位及學校合辦之「面

試」。遴選人數至多為各志願選項錄取名額。報名表未填寫志願順序者將喪失

面試資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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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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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安排考生第一志願事業單位面試，未通過面試或職場體驗者，於其他事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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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凡報名考生須參加各事業單位及學校之面試，通過面試者，依成績排序公告至

事業單位參加職場體驗。 

6、 未參加面試者，概不安排職場體驗，考生不得異議。 

二、遞補面試 

（一） 面試結束或職場體驗後尚有缺額，由本會依志願選項通知參加遞補面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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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補面試。 

（三） 遞補面試當天若逾時未到，視同自願放棄遞補面試資格，事後亦不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補行遞補面試。 



7 

 

三、職場體驗 

（一） 依考生面試成績，決定面試通過名單。 

（二） 經面試通過者，依面試成績排序，按事業單位需求名額人數，參加事業單位為

期兩週之職場體驗；其餘列為參加職場體驗備取生，若需求名額有缺額，立即

通知遞補參加職場體驗。 

（三） 職場體驗報到時間及地點：依事業單位指定時間、地點報到。 

（四） 職場體驗日期： 

110 年 06 月 28 日（一）至 110 年 07 月 22 日（四）。 

（五） 取得參加職場體驗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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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業單位不得縮短職場體驗期間）。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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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體驗期間之表現，將作為事業單位評定通過與否之依據。各事業單

位依職場體驗結果依序遴選參加筆試，未獲遴選之考生不得異議。 

（七） 未依規定時間及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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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業須於職場體驗報到時，考生須繳交合格之供膳人員體檢表，請詳

合作事業簡介。 

四、筆試 

（一）筆試日期：110 年 08 月 21 日(星期六) 

（二）筆試項目與時間表： 

時間 08:50 09:00~10:00 

科目 預備鈴 國文常識 

備註：1、限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作答。 

2、考生請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三）筆試地點：  

1、 筆試地點設在本校教學研究大樓一樓：T0104、T0105、T0106、T0107。 

2、 詳細之試場分配表，於 110 年 08 月 20 日下午 4 時前由本委員會通知考生。 

 

 

陸、成績計算方式 

一、第 1 階段面試：成績佔總成績 80%。 

其中學校佔面試成績 30％、事業單位佔面試成績 70％。 

第 1 階段成績＝[（學校面試成績×30%）+（事業單位面試成績×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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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階段職場體驗：訓練生必須通過職場體驗，未通過者不予錄取。 

三、第 3 階段筆試：成績佔總成績 20%。 

 

柒、測驗成績通知及複查成績辦法 

一、將於 110 年 08 月 23 日寄發成績單，考生如至 110 年 08 月 25 日中午 12 時前

尚未收到，可電洽(06)272-7175 分機 306、307、308 查詢。 

二、報名考生對「筆試」成績如有疑義，可申請複查，為求查詢及答覆之迅捷正確，

請遵照以下規定辦理，否則不予受理。 

（一）複查期間：考生於收到成績單後至 110 年 08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止，逾期不

受理。 

（二）申請複查考生請填妥附件 7：「測驗成績複查申請表」，並附複查費用，每項考

試項目成績複查費用為 50 元整（用郵政匯票，抬頭請填：「崑山科技大學」，

先傳真至(06)205-0641，同時來電確認；隨即再以限時掛號一併郵寄至崑山科

技大學進修推廣處教務組收。 

（三）複查結果將於收件後 1 個工作日內寄出。 

（四）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卷。 

（五）傳真號碼：(06)205-0641，電話：(06)272-7175 分機 306、307、308。 

地址：(71070)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崑山科技大學進修推廣處教務組收 

 

捌、錄取公告 

一、各事業單位依甄選結果，得不足額錄取。錄取人數未達本簡章規定最低開班人數，

由事業單位與本校共同決定得不開班，考生不得異議。（詳見本簡章第 4 頁參、

「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 

二、本會訂於 110 年 08 月 27 日下午 2 時在本校公告錄取榜單，並隨送寄發錄取通

知。 

三、錄取學生最後 1 名如有 2 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將由職場體驗之事業單位決

定。 

 

玖、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各錄取生應於 110 年 08 月 28 日(星期六)，依本校之錄取通知規定，至本校辦理

報到；若有考生完成事業單位之報到，但未到本校辦理報到及註冊者，則以放棄

錄取資格論。 

二、錄取生於事業單位及本校均完成報到手續後，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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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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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之學雜費收費標準、減免及補助，詳如附件 1。 

五、未依規定時間及規定事項完成報到及註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拾、試場規則 

一、請於考試當天 08 時 30 分前到達指定測驗地點，查看試場分配表後至指定試場

等候入場應試。 

二、應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正本等考生身分證明。 

未帶准考證者，得憑國民身分證正本(健保卡或駕照正本)入場應試。惟未帶准考

證者應於當節考試結束前將其准考證送達試場補驗，否則該科筆試科目成績以違

規扣 3 分處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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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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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單位恕不負保管之責。有記憶、計算及翻譯功能之鐘錶禁止使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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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筆試測驗」應試須知： 

（一） 入場時應出示准考證正本，入場後須依准考證號碼就座。 

（二） 作答前應檢查座位上桌面貼紙、答案卷、准考證之准考證號碼，無誤後可開始

作答。逾考試鈴響後 20 分鐘，不得入場應試。 

（三） 測驗時應將准考證置於桌面左上角位置，以便查驗。如發現所繳相片與本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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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准考證或其他物品上抄寫題目、答案、劃線、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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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人代考者，連同代考者，3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意圖竊取試卷或已將試

題冊、答案紙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意圖傳送試題者，5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

測驗。違反上述規定者，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六） 考試開始 30 分鐘後方得交卷出場，在 30 分鐘內強行出場者，取消其考試資

格。 

（七） 測驗結束時，應立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冊、答案

紙後，宣布結束始可離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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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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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一、 為確定保障報名考生權益，特訂定「招生申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申訴辦法)。 

二、 申訴主體：凡參加本會考試之報名考生，得依據申訴辦法之規定提起申訴。 

三、 本會為處理相關申訴，得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議決。 

四、 凡報名考生參加本會考試相關作業，認為有不公且損及其個人權益，雖當場循正

常行政程序要求處理，仍無法獲得補救，得依申訴辦法規定，向本會相關單位提

起申訴。 

五、 申訴處理程序： 

（一）報名考生參加本會考試發生本辦法第四條申訴事項時，應於 3 日內向本會提出

書面申訴。 

（二）申訴未循申訴辦法之程序請求補救者，本會得以書面駁回。 

（三）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議書前，得撤回申訴。 

（四）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五）申訴提起後，申訴報名考生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本會以外之機關提

出申訴，應即於 1 週內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

止評議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其間如影響報名考生權益，責任概由報名考生自

負。 

（六）評議決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亦應做成評議決議

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七）評議決議書應依循本會組織系統，送達申訴報名考生並副知相關單位。 

六、 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本會追認及補救。 

七、 申訴人及證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本會即停止評議，並以

書面駁回申訴，必要時並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 考生對考試結果認為有損其權益時，得於事實發生後 3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

訴，逾期不予受理，申訴以一次為限。本會接獲申訴後將依「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處理相關申訴。 

二、 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之考生，應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並得提出申請

安排特殊考場。 

三、 各錄取報到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不得於訓練期間申請轉學或轉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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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或學校退學），即喪失其訓練生身分，不得異議。 

五、 本會於招生期間，為因應危機事件處理及天然災害等重大情事，得依各種危機事

件處理標準作業啟動相關機制，並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之。 

六、 有關報名人數不足及緊急事件應變處理原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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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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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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校及事業單位需提供該職類

之專業監評師資名單予雲嘉南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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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或電子檔予雲嘉南分署備查。 

八、 所繳文件經查核後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備審資料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

借、冒用、偽造、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錄取後註冊入學前查覺者，取銷其

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撤銷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

件；畢業後查覺者，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且移送司

法單位審理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九、 本考試所蒐集之考生資料，僅供辦理考試與入學相關程序使用，考生所提供之個

人資料（姓名、聯絡資訊等），除經本人同意，均不對外公開；其餘均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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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 101 年度

學雜費減免及

補助標準參考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10 學年度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參考) 

 

身分别 

 

 

費用 

 

學制與職類 

學分學

雜費 

一般生 

(減免 50%) 

原住民學生 

(減免 100%) 

身心障礙學

生 

(減免 100%) 

低收入戶學

生 

(減免 100%) 

學分學

雜費 

減免 

金額 

實付 

金額 

減免 

金額 

實

付

金

額 

減免 

金額 

實

付

金

額 

減免 

金額 

實

付

金

額 

四

技 
機電整合 31,196 15,598 15,598 31,196 0 31,196 0 31,196 0 

四

技 
工商管理 29,150 14,575 14,575 29,150 0 29,150 0 29,150 0 

附註： 

一、 上表為 110 學年度學分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實際之學分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

依 報部核定之收費標準收取，多退少補。 

二、 勞動部補助範圍：一般生補助一半學費；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低收入戶學

生補助全額學雜費。 

三、 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之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

依規定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洽教務組分機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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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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寒暑假期間，原在校上課之時間，事業單位如有安排訓練之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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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比照勞動基準法規定之標準，支付對應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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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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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法授予四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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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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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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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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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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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訓練生之權

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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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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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誌，情節重大者，事業單位得函報

各分署核定後離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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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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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生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參考用），見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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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格達退學標準

者，應按規定辦理退學手續。 

（5） 學校應對每位訓練生工作週誌審視簽章。 

 

3.在勞動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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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單位退訓或學校退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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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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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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 
表 1.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士淵 
電話 06-5950688 分機 6959 

傳真 06-5966400 

公司地址 71841 台南市關廟區埤頭里保東路 269 號 e-mail CAD1825@FCS.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起源於 1974 年。當時由王伯壎、王伯祥、王伯豊三兄弟共同創
辦『富強鐵工所』。成立之初為車床工廠，後於 1978 年成功轉型
為塑膠射出成型機製造廠。1991 年遷廠至台南市關廟區現址，
籌設全球營運總部以因應事業版圖的擴增，並先後設廠於中國大

陸的東莞及寧波。為求營運效能更上層樓，遂於 2004 年在台正式掛牌，成為台灣區同業首
家且唯一公開發行之上櫃公司。 

    富強鑫集團以創造高附加價值產品為理念，結合全球化與多角化之經營策略，除

深耕射出成型機本業之研發、生產與銷售外，另陸續籌設自動化事業及纜線事業，分

別生產外銷日本之 TFT-LCD 製程檢驗設備與漆包線等；自 2001 年起更跨足 3C 光電

與材料科技產業，以期引領富強鑫集團航向更高精密與高科技領域，提昇企業價值與

國際競爭力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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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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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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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關廟區埤頭里保東路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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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每時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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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5  分 至  17   時  20   分 

(9) 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上班時間 08:05~10:00，10:10~12:00，13:05~15:00，15:10~17:20    

  休息時間 10:00~10:10，12:00~13:05，15:0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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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     人 

業務範圍：    組立、配電                                       

薪資約：     24000~30000                 元(月薪) 

【附件 3】

訓練生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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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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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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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學分全數 PASS 補助學生每學期二

分之一學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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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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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迎盛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李品伊 
電話 06-2333568 分機  261 

傳真 06-2335968 

公司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路 75號 e-mail Pini.lee@bliksen.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來自台灣的台南永康區，成立於 1989 年，超過 30 年的用心耕耘於

板金加工製造技術，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自有廠房下完成一條龍式的板金加工服務，

從板金設計、展開，雷射切割、折床、焊接以及烤漆。客戶涵蓋國內外，各種各樣產

業皆有。 

主要服務項目 

客製化板金設計製造:  

板金設計(包含完整的事前諮詢及協助規劃)  

板金委託製造(30年經驗，運用現場的製造 knowhow，協助客戶製作產品) 

我們願景是於成為台灣板金加工業的領導廠商，共創出最符合客戶理想之板金產品，

同時做為幸福企業，當客戶、員工與供應商最溫暖的後盾。 

 

我們強烈希望擁有這些特質的你加入我們!! 

同理心強: 站在對方角度思考事物 

黏著力: 不達成功之前，絕不放手 

適應力強: 自我學習與成長，配合公司各種挑戰業界的改變 

積極主動: 勇敢學習新事物，勇於舉手反應問題 

 

面對任務的態度，你必須 

1. 主動負責任的完成被賦予的任務 

2. 不一定要最專業，但有不懂的地方，能虛心受教學習 

 

如果你有這些特質，歡迎你加入迎盛，一起共創板金加工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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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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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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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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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路 7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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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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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30   分 

(9) 輪班方式：     N/A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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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    機電整合技術員                                                   

薪資約：      28,000~30,000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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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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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時段免費供餐   □付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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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 1/2學費，不含入生

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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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補助(每個月補助 1000 元) 、三節禮

金、生日禮金、員工聚餐補助, 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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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王盈文 
電話 02-22689141 分機  1010 

傳真 02-2268-3443 

公司地址 74147 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七路 52 號 e-mail Viannewang@gudeng.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家登精密(3680)是一家專注於建立自主技術的半導體上櫃企業， 

自 1998 年創立以來不僅持續投入大量研發資源，致力讓公司擁有世界級的技術，同時

也面向全世界所有頂尖的半導體製造工廠，致力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供應商。 

家登精密聚焦半導體產業為發展核心，以全方位的解決方案為服務主軸， 

不僅是全球高階光罩傳載市場的技術領導者，更勇奪全球市場占有率第一名。 

而投入多年的研發資源，現成為全球通過微影設備大廠認證的極紫外光光罩傳送盒

(EUV POD)關鍵供應商，是攸關未來半導體產業下一個關鍵技術 EUV 技術能否成功商

業化的關鍵零組件。 

在晶圓傳載市場，不管是小至 2 吋晶圓大至 18 吋晶圓，所需的晶圓盒全產品線都已建

置完全，也是未來半導體產業降低生產成本重要的產品！ 

 

自 1998 年成立以來，家登年營業額維持逐年攀升的佳績， 

2005 年營收突破九位數達 1.5 億後， 

2012 年再破十位數大關達 13.6 億，並啟用第二廠區－南科廠， 

2016 年營收破 21 億，並獲頒研發替代役績優用人單位獎項， 

2017 年啟用第三廠區-樹谷廠。 

同時近年積極拓展多角化布局，跨足大陸汽車通路市場，持有蘇州市吳江新創汽車貿

易公司。 

 

讓每一位家登人在這裡得到財富、得到舞台，是家登存在的意義， 

我們不僅希望公司可以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永續經營， 

更希望讓每一個利害關係人都可以擁有長長久久的幸福， 

因此家登的英文名“Gudeng”，就是取閩南語「久久長長」的涵義。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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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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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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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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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訓練地點： 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七路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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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每時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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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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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 機電整合技術員  

薪資約： 30,000~32,000 元(月薪/含全勤獎金) 

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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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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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時段免費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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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

之一學費，不含入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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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保險、部門聚餐、國內

外員工旅遊(不定期)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2.需配合機台操作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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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祥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祥頂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許正融 
電話 06-2054922 分機  無 

傳真 06-2050880 

公司地址 717 台南市仁德區大吉路 137 號 e-mail ethc@evertop-nut.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本公司成立於民國 82 年，目前為 ISO/TS 16949 工廠，主要從事汽機車用焊接螺

帽、特殊螺帽及汽車用零配件的生產為主，銷售對象為國外汽機車廠或衛星工廠

的零件供應商，比例佔 9 成以上。 

 公司面積約 3000 坪，員工人數 120 餘名。 

 有效率、有希望的工作環境及技術的提昇，零缺點的品質目標是公司追求的願

景。 

 公司品質政策：全員參與、持續改善、滿足顧客需求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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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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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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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仁德區大吉路 1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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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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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7   時   30   分 至   16   時   30   分 

(9)輪班方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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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2:00~13:00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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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整合技術員                      

薪資約：     25000~27000          元(月薪) 

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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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自付 25元                               元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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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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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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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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李秉穎 
電話 06-2325667 分機   

傳真 06-2010122 

公司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路 279 巷 23 號 e-mail support@dawellong.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民國六十三年政府為讓學童能有均衡的營養，陸續要求各縣市政府其轄區內國小開辦營養午

餐並購買廚房設備，故於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創立「衛龍五金工廠」 。 

公司創立初期，以廚房五金用具為主，其主要客戶均為家庭五金器材行。由於不斷之創新，

並且業務量增加，民國六十九年正式更名為「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正式邁入廚房設備專業

製造。 

七十一年業務由廚房五金，增加廚房調理設備及縫合機生產製造，並於同年增加出口業務、

外銷縫合機至香港、中國大陸。 

民國七十六年生產項目，再增加貫流式鍋爐、升降機、五金機械正式邁入專業中央廚房調理

設備製造廠行列。 

民國七十七年榮獲政府頒發中華民國第一屆金塔獎，廚房調理產品優良，深獲肯定。但我們

並不因此滿足，除了不斷研發，八十三年八月研發出『洗碗機之 改良結構』並取得新型專利

第 92505 號、八十三年十二月研發出『餐具盛裝籃之結構改良』，新型專利第 95878 號、八

十四年四月再研發新型『大型自動洗碗機』，亦取得新型專利第 100788 號。由於不斷之創新

研發，八十八年二月再研發新型『大型洗碗機之結構改良』並取得專利 155461 號，九十年二

月研發出『大口徑瓦斯爐之點火裝置』並取得 專利 170527 號，適用於大型爐灶使用，同年

十二月為配合中央廚房及集體用餐方式研發可進大型洗碗機亦可取餐之用『餐具承置架之結

構改良』並取得專利 185296 號，九十二年十月研發蒸氣迴轉鍋電腦自動控制系統並取得專

利 214793 號，以符合客戶為求便利、降低購置成本並加強與高科技結合。 

至今本公司在國內除學校機關外，亦涵蓋總統府玉山官邸、部隊、監獄及民間 HACCP 便當

廠、食品業，大飯店、遊樂區餐廳等等，並配合建築師設計專 業之中央廚房設備。更肯定大

衛龍企業有限公司的專業設計和製造，本公司以擁有這份佳評為榮。同時八十八年七月八日

正式通過 ISO9002 評鑑，九十三年五月再度榮獲 ISO9001:2000 評鑑通過公司， 仍持續品質

改善及強化服務品質，以符合客戶的要求。 

本公司雖然在廚房調理設備上已累積相當經驗，秉承以客為尊之經營理念，我們依舊不斷地

追求新技術的開發與引進，以提升服務水準。在產品方面，無輪您有任何的需求，本公司將

為您提供最合理之解決方案，大衛龍是您值得信賴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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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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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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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製造業                       

(1)招募人數：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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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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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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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3      人 

業務範圍：  廚房設備組裝生產，廚房設備維護                                                     

薪資約：     27,000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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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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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時段免費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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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

不含入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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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節獎金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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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澄茂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宛儀 
電話 06-2705587 分機  11 

傳真 06-2705797 

公司地址 台南市仁德區義林路 145 巷 2 弄 1 號 e-mail cm.steel@msa.hinet.net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 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93 年，為了製造出高精度、高品質的鈑金外殼，不惜

成本引進日本、德國最先進的鈑金加工設備，更為了強化技術層面的提升，購置了日式

雷射機、CNC 折床…等高價尖端設備，以服務客戶。 

• 澄茂始終以精耕的方式迎戰變局，從人才招攬、技術提升、組織突破三個方面火力全

擊。 

• 為了因應客製化的經營策略，提升客戶更完善的服務，也積極招攬優秀員工，培訓設計

3D 人才，從雷射精密板金加工、焊接、組立形成一貫作業。 

• 本公司分工業鈑金部及電玩開發部兩大部門包括 

1.已有自製開發機台的能力，產品行銷國內外。 

2.開發自有品牌，並參予國際電玩展增加設計多變性。 

3.與中科研究院配合國艦國造計畫，下單開發製造操控台..等 

• 本公司自有訓練單位以來，透過有效的訓練計畫不僅提昇了員工的忠誠度，更提高了

客戶的服務品質。 

• 「要做就做到最好」，這是澄茂對客戶堅定不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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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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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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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仁德區義林路 145 巷 2 弄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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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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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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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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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2    人 

業務範圍：      機電整合技術員                        

薪資約：      25000         元(月薪) 

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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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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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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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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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不含

入生活津貼內)      

備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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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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

學制合作事業單位「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
經理 

蔡瑩瑩 
電話 06-2543668 分機   

傳真 06-2543669 

公司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鹽信街 605 號 e-mail alice87073@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1993年4月，位於台南市永康區，員工人數約25人， 

主要營業項目為:提供客製化的板金加工與設計製造。 

以員工素質及向心力為企業核心價值。我們相信愉快的工作環境能使員工提供更好的服務給

客戶，藉由參加國內外展覽與進修，提升員工專業技術與了解國際趨勢，使公司不斷進步與

提供更高品質產品。 

有別於一般板金廠，陞樺鋼鐵板金加工跨足各個產業(園藝、餐飲、工業機械製造、綠能產

業、車體、環保工程、廣告招牌……等)。 

導入 3D設計軟體，使板金設計更全面，更能提供客戶一條龍式生產線，以降低製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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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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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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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4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鹽信街 6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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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規定基本工資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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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無需輪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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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3     人 

業務範圍：  現場雷射、折床、沖床、焊接   

薪資約：  26,000-33,000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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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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每餐補助 60元    

備註：不納入生活津貼，但需整天出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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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不含

入生活津貼內)               

備註：不納入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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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禮金.三節獎金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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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需著安全鞋及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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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學制

合作事業單位「永再實業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永再實業有限公
司 

訓練協調經理 任樹華 
電話 06-254-2681 分機   

傳真 06-254-2433 

公司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正南三路 76 號 e-mail yong.chai@msa.hinet.net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本公司成立於民國 76 年,累積多年的豐富經驗,整廠為日本進口天田 AMADA 鈑金加工設

備。  

營業項目:  

   機械鈑金、雷射切割、電腦沖孔、機械外罩、箱體鈑金、機台骨架、折床、 

   滾圓、彎管、機械骨架、廣告字型切割、錏板銅鋁板加工、無塵室用板金、 

   管件加工 

 

 

主要設備 

   日本 Amada_CNC_4000W 雷射切割機_黑鐵 20mm 以下_白鐵 12mm 以下 

   日本 Amada 折床_6 台 

   日本 Amada_CNC 電腦沖孔機 

   日本 Amada 剪床 

   日本 Amada 剪角機 

   滾圓機_3 台 

   銲接機_12 台 

   彎管機 

   德國進口銲接桌 

   管件加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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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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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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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正南三路 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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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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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工資調整                                      

■每時新台幣          160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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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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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繪圖，排版，雷射切割，折板，沖孔，焊接...                

薪資約：    25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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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時段免費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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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              

備註：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二分之一學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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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節獎金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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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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學制

合作事業單位「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姜晴允 
電話 06- 6985911 分機 1261 

傳真 06-6935710 

公司地址 711 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工業路 11號 e-mail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佳和擁有毛紡、棉紡、染紗、織布、染整、塗佈與特殊後加工之梭織一貫廠。生產基地位

於台灣，憑藉穩定的品質，準確的交期，與令客戶滿意的服務，優質的形象榮獲國際知名品

牌的青睞，客戶遍及全球。 

佳和堅持在創造商業利潤的過程中，仍不忽視對環境保護的責任。近年來，佳和不斷在環

保的領域上努力，不僅以國際環保標準來自我要求，還取得台灣環保標章與 ISO：14064溫室

氣體排放認證，不遺餘力的投資並擁有完善的廢水回收處理設備，且為台灣最早取得有機棉

認證的紡紗、染色、織布與染整之梭織一貫廠。未來，我們仍會堅持信念，尊重自然愛護地

球，給予下一代更美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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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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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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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10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工業路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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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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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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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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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業務範圍：    儲備幹部                     

薪資約：     28000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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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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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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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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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學

制合作事業單位「承育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承育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曹育彬 
電話 06-3387787 分機  131 

傳真 06-3387287 

公司地址 711台南市歸仁區中山路一段 42 號 e-mail 
 toddtsao@cheng-

yu.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承育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於 1991 年，從始至今本公司皆秉持持著創新、貢獻，精益求精以

及服務至上的不變原則來永續經營。這些年來我們也一直不斷的在努力提升研發部門技術層

次及更新設備加強我們的競爭能力，回顧過去，承蒙國內外廠商、貿易商、同業先進及協力

廠商等等的鼎力支持，在各界已漸漸深受肯定。 公司並為了擴大產品的行銷網，導入實施全

面品質管理，自 2002 年陸續建立 ISO9001、TS16949 品質系統認證，作為切入外銷市場之品

質保證。本公司所生產之產品完全以追求高品質為目標，並且藉由多年來產品加工的經驗，

發展具高精密度、高水準之加工生產服務。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努力向上提升上下游夥伴

的合作關係，創造並開拓更大的商業契機與利潤，以回饋給各位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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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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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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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4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承育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部加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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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月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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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時   0   分 至  17  時  0  分 

(9) 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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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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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整合技術員                                                   

薪資約：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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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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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免費   □付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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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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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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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學

制合作事業單位「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許家瑜 
電話 06-7020888 分機  1010 

傳真 06-2702943 

公司地址 717台南市仁德區勝利路 107號 e-mail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甫獲經濟部所主辦的「第 28屆國家磐石獎」殊榮，不僅是我國束

帶及配線零件的指標廠商，且是一家持續成長、制度完善、且管理與福利制度健全，同時成

功塑造優良的組織文化，以及完善的教育訓練，除有助吸引優秀人才，也讓精奕全體同仁宛

若一支最精銳的部隊，以堅實的向心力，提供客戶最紮實的服務，帶動公司業績不斷攀升。 

精奕擁有先進的自動化機台設備與精實的生產品管系統，三十年來在全體同仁同心協力不斷

地創新與研發下，堅持『品質第一、客戶滿意、精益求精、日盛興業』之品質政策,使本公司

產品深獲國內外客戶的肯定，迅速發展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配線產品專業製造商. 公司以一

站購足服務，成功供應各專業通路及世界級客戶齊全的產品線與技術服務。 產品國際品質認

證齊全如: UL、ISO9001/IATF16949 、CSA、CE、IP68、TUV、RoHS等…。 為滿足新增客戶

和市場需求，公司正擴大興建新購的新吉工業區約 5000 坪廠區，除了提供同仁更佳之工作

環境外，更有完善的人力精進培訓教育，配合擴廠求才若渴，正廣招各路菁英加入 YY團隊，

開疆闢地邁向世界級配線零件供應廠商之列。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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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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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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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10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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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30*計薪天數   

□每時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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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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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輪班方式：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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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6 人 

業務範圍：產線生產、模具維修保養、機械維修保養 

薪資約：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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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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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素食免費，葷食每餐 20 元(不含入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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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依工作表現及公司營運狀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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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禮卷/生日禮卷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例如：1.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2.需配合機台操作

或工作站別，每日站立或坐立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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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四年制學

制合作事業單位「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韓德仙 
電話 06-2039900 分機  2121 

傳真 06-3840293 

公司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仁愛街路 398 號 e-mail 
tehsien.han@catcher-

group.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可成科技以鋁合金壓鑄件起家，於 1988 年開始研究鎂合金壓鑄技術，1994 年與
台灣筆記型電腦(筆電)品牌大廠合作開發筆電鎂合金壓鑄件，並於 1998 年起陸續贏
得歐美筆電大廠認證。近年來成功透過鋁合金擠型,鍛造,CNC 二次加工, 陽極處理成
為智慧型手機,高階筆電一體成型機殼領導廠商。 

可成不斷整合關鍵技術與製程，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產品日新月異

的需求，使得可成成為全球少數可以同時供應客戶各種不同的金屬材質、製程工法的

機構件廠商。並藉由完整的製程服務，有效縮減客戶產品開發之時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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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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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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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45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五路 10 號     

                  台南市永康區仁愛街 398號 

                  台南市安南區本田二路 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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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6)每週訓練天數：            3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08  時   30   分 至   17   時   30   分 

(9)輪班方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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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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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35   人 

業務範圍：    加工機台操作、模具加工、表面處理       

薪資約：     2480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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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1000              元 

備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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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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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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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營運狀況及考核成績核發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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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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工商管理」四年制學制 

合作事業單位「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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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60-2200 分機 1041 

傳真 02-2765-1500 

公司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路四段 559 巷 16 弄 21 號 1 樓 e-mail jessica@sushiexpress.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經營理念-「爭鮮」以大量採購的成本優勢，實踐讓每一位顧客都可以用很輕鬆價格享用的
國民美食，創造美味生活與您常相隨的概念，讓生活變得更加美味！ 

 

創造你的無限可能 -- 歡迎對餐飲業有熱情的伙伴加入，成為台灣最大連鎖壽司餐飲的一份
子。 

 

爭鮮擁有 24 年連鎖餐廳的成功經驗，優質的企業文化，以日式餐飲為主要經營模式，旗下
有 4 個餐飲品牌，「爭鮮迴轉壽司」、「爭鮮外帶壽司」、「定食 8」和「Magic Touch 点爭
鮮」；還有「Go Fresh」和「業務批發」事業群。 

 

台灣與中國大陸、香港、新加坡和泰國海外市場，全球門市超過 480 家、職員超過 12,000

名，我們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學習成長空間，還有完善升遷管道，培訓優秀人才走向國
際舞台。 

 

爭鮮立志要做世界第一，在穩定中求成長，積極開發新市場，創造新鮮、合宜價格的美味
服務。我們竭誠邀請您加入爭鮮家族，共同迎接更多的挑戰，開創更美好的生活！ 

 

未來訓練生預計將進入 1.爭鮮迴轉壽司 2.爭鮮外帶壽司 3.定食 8  4. Magic Touch 点爭鮮，
四個事業體之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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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訓練生職場體驗期間，生活津貼之給付需詳細說明計算方式，依每月生活津貼金額按比例訂定之。 

註 3：每日工作崗位訓練不得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行，並以每日 8 小時為原則，如有延長需徵得訓練生同意後辦理， 

其訓練時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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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4：訓練時間如有空班或是待班等問題，請務必詳細說明如何安排。 

職類：  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   8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學    制：  四技學制   

(4)科    系：  企業管理系 

(5)訓練地點：  嘉義、台南、高雄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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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初期每月生活津貼：(擇一填寫，惟各項數額皆不得以低於基本工資之基準訂定) 

□每月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每日新台幣                     元整 

計算基準：                                                          

■每時新台幣：體驗期時薪以 160-170 元計算，正式錄取開學後時薪調整為 168-180 元。 

計算基準：                                                          

(7)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8)每日訓練時數：   4 - 8 小時，每週 24-32 小時    小時 

(9)每日訓練時間：自 07:00- 22:00(須依公司規定排班)。 

(10)輪班方式：        依門市運作排班              

(11)備註說明(空班或待班時間請必於本欄詳細說明)：每 4 小時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休息時間不給薪 

                                               (視營運狀況安排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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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2  人 

業務範圍：    門市儲備幹部管理人員  

薪資約：    2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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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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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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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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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費用補助＼福利(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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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錄取後體檢須符合餐飲從業人員之法令相關規定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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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工商管理」四年制學制 

合作事業單位「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富利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王美鈞 
電話 (02) 2503-6889  分機 8917 

傳真 (02) 2515-5656 

公司地址 104 台北市建國北路一段 96 號 9 樓 e-mail Isaac.Wang@jrgtw.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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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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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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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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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工商管理類                          

(1)招募人數：     17                  人 

(2)合作學校：       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         企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雲林、嘉義、台南各分店依所簽訂訓練契約地點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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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薪資*出勤工時                                 

(6)每週訓練天數：3 ~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6 ~ 8 小時(不含休息時間) 

(8)每日訓練時間：自 7時 00分 至 22時 00分 

(9)輪班方式：早班：07:00 - 15:00 晚班：15:00 - 22:00 每日任選 4-8小時彈性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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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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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留用人數：    不限    人 

業務範圍：1. 實習襄理(儲備幹部) 薪資約：26,800 - $30,000 元(月薪) 

        2.全職服務人員(餐廳實務操作)薪資約：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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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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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50%學費，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其它； 
大一、大二額外享有獎學金每學期最高 3,750元(不列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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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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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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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餐飲工作，需符合一般及供膳人員健檢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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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1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工商管理」四年制學制 

合作事業單位「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福、拿坡里、

福勝亭、鮮五丼) 

訓練 

協調經理 
樂品秀 

電話 
(02) 

2503-1111 
分機 4021 

傳真 (02)2502-1745 

公司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路二段 145 號 5 樓 e-mail wendy.yueh@mercuries.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及 Slogan電子檔) 

                   

1.三商巧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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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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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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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鮮五丼：以新鮮及健康為前提下，創新研發「五感心饗宴-嫩、滑、鮮、酥、脆」，融合豐富

味蕾和視覺感受，成為一道道美味又飽足的料理，打造時尚明亮的空間，讓顧客能快速便捷

享受高品質的餐點，衛生可靠同時經濟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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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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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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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工商管理             

(1)招募人數：      10         人 

(2)合作學校：崑山科技大學 

(3)科   系：企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南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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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基準：   時薪*時數(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每週 24-32 小時              

(7)每日訓練時數：   4-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09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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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輪班方式：  09:00-22:00(須依公司規定排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三商巧福、拿坡里、福勝亭、鮮五丼：空班(14:00-18:00 或 14:00-17:00)，

每 4 小時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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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   人 

業務範圍：   協助店長管理門市或管理幹部            

薪資約：   28,00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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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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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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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符合規定者，得申請獎學金(不含入生活津貼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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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餐券(不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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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巧福、拿坡里、福勝亭、鮮五丼：需附健康檢查體檢表影本一份(體檢需符合法令規定) 

 

拿坡里需備駕照，配合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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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 101 年度

學雜費減免及

補助標準參考 

學校簡介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崑山科技大學 校    長 李天祥 

核心人員 
(訓練協調經理) 

蔡福人 

學校電話 (06)272-7175 分機 306 

傳    真 (06) 205-0641 
e-mail ceeaa@mail.ksu.edu.tw 

招生資訊網址 http://recruit.ksu.edu.tw 校    址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二、參與職類 

辦理學制 四技 

辦理職類 機電整合、工商管理 

配合科系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企業管理系 

科系網址 https://web.ksu.edu.tw/DTCEELD/page/ 

每學期學雜費 機電整合 31,196 元、工商管理 29150 元 

註 1：上述為本校 109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標準，110 學年度入學者依當年度標準而定 

註 2：學雜費不包含學生平安保險、網路及電腦軟體使用費、電腦實習費、交通費。 

三、學校簡介 

建校於 1965 年，有草木扶疏、綠樹成蔭、小橋涓河、湖光倒影的公園化廣闊校園，有融
合古典與現代、造形細膩又前衛的景觀化建築設計。全校師資多具博士學位且有豐富工作經驗，
教室皆設空調並可電化教學，校友有六萬餘人遍布全球，成就有目共睹。本校配合政府建立技
職教育體系之政策，在現有基礎上穩健經營、踏實辦學，兼顧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之整合，同
時因應國家經濟建設，依循產業發展方向，教授應用科學及技術服務，培養具備人文精神中心
內涵的工程、資訊、商管、及設計高級人才，並積極辦理推廣教育，提供業界專業人員在職進
修及研究發展機會，使產學結合，成為一流科技大學。 

本校的學術單位計有 4 個學院，21 個系、1 個學位學程，其中包含 1 個研究所(博士班)
及 14 個研究所(碩士班)。全校師生約一萬人，校園面積達二十餘公頃。新穎的設備、優美的
校園、熱誠的教職員、加上社會肯定的辦學信譽，是學子鑽研學問、培養廣闊視野與胸襟的
理想環境。 

本校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材料工程系、企業管理系等歷年辦理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四技學制，計有「機電整合」、「工業機械」及「工商管理」等職類，現有 6 班學
生 106 名，承接歷年辦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成功經驗，持續提供學生能同時兼顧進修與
工作的良好機會。學生一方面在校學習理論知識，提升自我能力與視野，另一方面有工作收入
可以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藉由雙軌訓練的輪調機制，使學生得以歷練企業內各部門作業，
成為公司培養幹部的重要來源。本校合作開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合作事業，均為國內知名企
業，所開辦之四技專班。課程內容均與職場所需之知識與技能有關，也會配合企業的職場訓練，
使學用合一。學生學習這些精心設計的課程後，對於職場工作將可得心應手，並且可發揮興趣

專長，在工作發展上或個人生涯發展上，成就一番事業。就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生，
除有政府的學費補助、合作企業提供實際的職場經驗與收入外，未來畢業後，只要同學有意願，
都將成為合作企業的重要幹部。服務業是台灣產業經濟發展的主要行業，學生藉由本計畫可及
早跨入服務業，在歷練雙軌制的學習後，將比他人更早、更快成為服務業的領導者，這種雙軌
的學習，是國際潮流，也是政府努力推動的重點政策。 

mailto:ceeaa@mail.ksu.edu.tw
https://web.ksu.edu.tw/DTCEELD/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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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單獨招生電機工程系報名正表 

准考證 

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兵役 

□未役  □免役 

□現役  □役畢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相片實貼處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請將 3 個月內 2 吋 

脫帽半身正面近照 

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准考 

相同之照片)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招生系別 電機工程系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事業單位 

志願選填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衛龍企業有限公司 □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永再實業有限公司  
註：請於□中填入事業單位志願順序 1, 2, 3,∙∙∙∙ 

學歷資格 

學校名稱  科組名稱  

□畢業 □肄業 □結業 □其他     畢（結）業年月_____年____月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補校）  □實用技能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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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學力 以第____條第____款同等學力資格報考 

是否願意接受
其他就業輔導
資訊 

□是  □否 

身分別 □一般生    □原住民生    □身心障礙生  □低收入戶(檢附證明免繳報名費)   

考試及格或合格證書名稱  

1、請確認本表所填寫資料確為考生本人所有，經發現學歷（力）或其他證明文件與正本不符，由考生自負

法律責任，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 

2、請考生詳細核對資料，並親筆簽名。 
 

考生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 5-1】報

名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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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之考生，應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明，俾利考試時提供適當服務。 

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單獨招生機械工程系報名正表 

准考證 

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兵役 

□未役  □免役 

□現役  □役畢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相片實貼處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請將 3 個月內 2 吋 

脫帽半身正面近照 

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准考 

相同之照片)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招生系別 機械工程系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事業單位 

志願選填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承育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註：請於□中填入事業單位志願順序 1, 2, 3,∙∙∙∙ 

學歷資格 

學校名稱  科組名稱  

□畢業 □肄業 □結業 □其他     畢（結）業年月_____年____月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補校）  □實用技能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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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學力 以第____條第____款同等學力資格報考 

是否願意接受
其他就業輔導
資訊 

□是  □否 

身分別 □一般生    □原住民生    □身心障礙生  □低收入戶(檢附證明免繳報名費)   

考試及格或合格證書名稱  

1、請確認本表所填寫資料確為考生本人所有，經發現學歷（力）或其他證明文件與正本不符，由考生自負

法律責任，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 

2、請考生詳細核對資料，並親筆簽名。 
 

考生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 5-2】報

名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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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之考生，應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明，俾利考試時提供適當服務。 

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單獨招生企業管理系報名正表 

准考證 

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兵役 

□未役  □免役 

□現役  □役畢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相片實貼處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請將 3 個月內 2 吋 

脫帽半身正面近照 

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准考 

相同之照片)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招生系別 企業管理系 職類 工商管理 

事業單位 

志願選填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註：請於□中填入事業單位志願順序 1, 2, 3,∙∙∙∙ 

學歷資格 

學校名稱  科組名稱  

□畢業 □肄業 □結業 □其他     畢（結）業年月_____年____月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補校）  □實用技能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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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學力 以第____條第____款同等學力資格報考 

是否願意接受
其他就業輔導
資訊 

□是  □否 

身分別 □一般生    □原住民生    □身心障礙生  □低收入戶(檢附證明免繳報名費)   

考試及格或合格證書名稱  

1、請確認本表所填寫資料確為考生本人所有，經發現學歷（力）或其他證明文件與正本不符，由考生自

負法律責任，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 

2、請考生詳細核對資料，並親筆簽名。 
 

考生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 5-3】報

名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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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之考生，應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明，俾利考試時提供適當服務。 

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考生國民身分證、學歷（力）證件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超出格線部分請沿外框線往內摺齊） （超出格線部分請沿外框線往內摺齊） 

 

 

＊注意＊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注意＊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畢業證書影本浮貼處 

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處（一）在學三年成績單 

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處（二）統測成績單(若無者免附) 

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處（三）相關證照、作品、得獎紀錄等(若無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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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單獨招生報名副表 

------------------------(請勿自行撕開)------------------------ 

 

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單獨招生准考證 

准考證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請將 3 個月內 2 吋 

脫帽半身正面近照 

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表名表 

相同之照片) 

報考班別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考試日期 

面試 依各專班面試通知單為準 

筆試 依各專班筆試通知單為準 

備註：考生請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准考證 

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報考班別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企業管理系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相片實貼處 

聯絡電話  
行動 

電話 
 

請將 3 個月內 2 吋 

脫帽半身正面近照 

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准考證 

相同之照片) 

緊急聯絡人  
行動 

電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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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 

 

 

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 

本人         參加 110 年度 崑山科技大學          

之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甄選，同意所填報名

資料提供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暨所屬機關，在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提供後

續就業及職業訓練相關服務。 

 

此致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姓   名：          （簽名或蓋

章） 

*未滿 20歲請法定代理人親簽下方欄位 

法定代理人姓名：        （簽名或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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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親自簽章完成後，即視為已詳閱並了解且同意本同意書內容。

 
崑山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報名專用信封 

 

     

 

  
雙
軌
訓
練
旗
艦
計
畫
招
生
委
員
會 

收 

台
南
市
永
康
區
崑
大
路
一
九
五
號 

崑
山
科
技
大
學 

報
名
班
別
：

電
機
工
程
系
、

機
械
工
程
系
、

企

業
管
理
系 

電
話
： 

 

地
址
： 

寄
件
人
： 

郵
票 

貼
處 

【附件 6】報名專用信

封 

 
7 1 0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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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項報名資料請報名考生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再劃記 

□ 一、報名表正表(須黏貼相片) 

□ 二、報名表副表和准考證(須黏貼相片)  

□ 三、考生國民身分證影本、學歷（力）證件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 

□ 四、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 

□ 五、4 個回郵信封(請貼 15 元郵票，限時寄送)  

□ 六、特殊身分考生證明文件正本 

※請將本頁填妥後，黏貼於 B4 信封袋上，連同報名表件寄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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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成績複查申請表 

崑山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獨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表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聯絡電話 (   ) 手機  

通訊地址  

複查科目 原始成績 
複查結果 

(考生勿填) 

筆試科目   

申請辦法： 

一、複查期限：110 年 08 月 26 日中午 12 時前，逾期不受理。  

二、請填妥本申請表格並附複查費用繳費單據，每項成績複查費用計新台幣 50 元(一律

以郵局郵政匯票付費，受款人請寫「崑山科技大學」)，傳真至(06)205-0641，同時

來電確認；隨即再以限時掛號一併郵寄至崑山科技大學進修推廣處教務組收。 

三、複查成績以複查累計分數為限，不得申請調閱、重閱或影印相關表件。 

四、傳真號碼：(06)205-0641 電話：(06)272-7175 轉 306、307、308。 

地址：(710-70)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黏貼郵政匯票影本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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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崑山科技

大學校區

平面配置

圖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平面圖 

教室編號舉例說明：E2 2 01 

前 2 碼(學院/館別)E2：工程二館 

第 3 碼(樓層)        2：2 樓 

後 2 碼(教室編號)01：第 1 間教室 

 

 創意媒體學院 C1 

 創意媒體二館 C2 

 

 

 

 湖濱館(宿舍) 

 商學二館 B2 

 商學一館 B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 

企業管理系 5 樓 B2511 

 

 資訊五館 I5 

 資訊四館 I4 

 資訊三館 I3 

 資訊二館 I2 

 資訊一館 I1 

 

 

 
進修部辦公室在 T0101 

 

階梯教室： 

R0115、R0116 研究大樓 1 樓 

RB104、RB105 研究大樓地下 1 樓 

 

新生註冊教室：教學大樓 

校園行進路線： 

 

 民生一館 H1 

 民生二館 H2 

 

通識教育中心 

 設計一館 D1 

 設計三館 D3 

 

 

 

 工程三館 E3 

 工程二館 E2 

 工程一館 E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 

機械工程系 5 樓 E1501 

電機工程系 6 樓 E1601 

進修部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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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崑山科技

大學校區

平面配置

圖 

崑山科技大學校址圖及交通路線說明 

 
到本校之交通路線圖說明： 

一、 台南火車站（前站）：2 號公車可達本校門口（終點站）。 
二、 中山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 

1. 由南部前來本校的貴賓： 

請由往裕農路交流道下，延著高速公路往北方向，經過一個紅綠燈路口(裕農路)後繼續直

行，在第二個紅綠燈路口(復興路)右轉直行約 200 公尺即可抵達本校。 

2.   由北部前來本校的貴賓： 

請由大灣交流道下直行通過第一個紅綠燈路口(復興路)後，經過高速公路迴轉道往北在原

紅綠燈路口(復興路)右轉直行約 200 公尺即可抵達本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