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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公告 1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前 
免費下載網址： 

http://adi.wfu.edu.tw/ 

通訊報名 1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前 

1.一律用通訊報名 

2.為避免報名表件郵寄遺失，請以限

時掛號郵寄本校「教務處菁英服務

中心」，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

理 

筆試 
11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上午 11:00~12:00 

試場配置表於考試當日上午 10 時

在本校生有樓前公告 

考試地點：本校生有樓 1 樓 

第一 

階段 

面試 1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 面試時間及地點按各系通知 

遞補面試 1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如尚有缺額依各系通知時間及地

點，參加遞補面試 

職場體驗 
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至 111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事業單位詳如各系報到通知單 

事業單位如尚有缺額，得進行第二階段面試與職場體驗 

第二 

階段 

面試 11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面試時間及地點按各系通知 

遞補面試 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如尚有缺額依各系通知時間及地

點，參加遞補面試 

職場體驗 
11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至

1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 
事業單位詳如各系報到通知單 

錄取公告 1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本校招生資訊網頁公告 

http://adi.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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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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11 學年度辦理四技機械工程系「機械工程技術」職類招生，訓

練生預計招收 32 人；四技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電動車輛工程」職類

招生，訓練生預計招收 20 人；四技電機工程系「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職類招生，訓練生預計招收 39 人。本校及合作事業單位詳如【附件一】

之本校簡介及【附件二】之事業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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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法授予四年制

訓練生為學士學位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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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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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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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報名資格 

凡為我國公民，年齡 29 歲以下（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後出生），且具

下列資格之一者均得報名： 

一、曾在下列之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畢業者： 

（一）高級中學（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畢業滿1年）。 

（二）高級職業學校。 

（三）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 

（四）高級中學進修學校（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畢業滿1年）。 

（五）高級職業進修學校。 

二、符合教育部同等學力規定者。（同等學力規定詳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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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日期、方式及報名手續 

一、報名日期：自本招生簡章公告日起至111年6月14日（星期二）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取通訊報名，請於111年6月14日（星期二）前（以

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將報名資料以限時掛號寄送

本校招生委員會（本校地址：621303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

二段117號）。 

三、繳交表件： 

（一）報名表（附件六）各欄資料請以正楷填寫正確。若因填寫錯誤，致

權利受損時，一切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 

（二）已錄取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技優入學、日間

部聯合登記分發者，須繳交原錄取學校入學資格放棄聲明書（未錄

取者免繳）。 

（三）報考資格證件： 

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同等學力報名者：繳交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本。 

（四）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整。 

 1.通訊報名考生請以郵政匯票繳款，受款人：「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

鳳科技大學」。 

  2.低收入戶報考生得於報名時繳交於報名期間內有效之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影本，辦理報名費全免。 

中低收入戶報考生得於報名時繳交於報名期間內有效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影本，辦理報名費減免 60%。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說明如下：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係指各直轄市、臺灣省各縣市、福建省

金門縣、福建省連江縣等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應繳交各縣市政府或授權由各鄉（鎮、市、區）公所開

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持有清寒證明者非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不符報名

費減免規定。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須內含考生姓名、身分證

統一編號，且在報名截止日前仍有效。所繳證明文件若未含考生

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者，應加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影本。 

（五）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附件七）：親自簽章，年齡未滿 18 歲

之考生需經法定代理人簽章。 

四、裝寄表件（通訊報名考生） 

（一）繳交報名表件請依「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上所列順序由上而下整

理夾妥裝入該信封內，並以限時掛號寄出。（通訊報名考生報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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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封封面如附件八，請剪下黏貼於 B4 信封上）。 

（二）收件地址：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收 件 人：吳鳳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三）本會收到報名資料後，將查驗繳交證件是否完備，以確認報名手

續之完成。 

（四）表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而遭退件無法報名者應自行負責。 

（參）備註： 

一、本招生考試於報名截止後，專班報名人數未達十二人時，得停止辦理

該專班招生考試，並無息退還全額報名費。 

二、報名考生若遺失國民身分證者，於報名表上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

本處，必須貼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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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報考資格。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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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資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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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現役軍人須於 111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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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 

   一、本次招生甄選職類，四技學制開辦職類有「機械工程技術」、「電動車

輛工程」、「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訓練生預計招收 91 人。 

   二、本次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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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生志願選項、代碼及招生名額如下所示：  

系別 職類 
最低 

開班人數 

志願 

代碼 
事業單位名稱 

招生 

名額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32 

011 騰力門控股份有限公司 3 

012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013 嘉鋼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014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5 

015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4 

016 唐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017 建曄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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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吉晟鋼鐵有限公司 5 

019 俐合奕有限公司 2 

車輛科技與

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20 

021 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5 

022 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 

023 太古商用汽車有限公司 2 

024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高級技術員） 

39 

031 騰力門控股份有限公司 2 

032 僑偉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5 

033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2 

034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4 

035 唐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036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037 建華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5 

038 俐合奕有限公司 2 

039 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4 

03A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03B 天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6 

   附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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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際招生事業單位名稱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計畫網站公告為準。 

 

肆、筆試日期、項目及地點 

   一、筆試日期：11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二、筆試項目與時間表： 

時間 
第一節 

11：00-12：00 

項目 國     文 

備註：1. 國文測驗均為選擇題。 

2. 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如：原子筆、鋼珠筆）。 

3. 考生應攜帶國民身分證件代替准考證應試，以備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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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篩選面試考生方式 

   一、筆試測驗缺考或成績零分者，將喪失篩選資格。 

   二、本會篩選面試考生方式： 

   （一）按照本簡章「參、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依考生筆試成績高低排

序後進行篩選 3 倍招生名額之考生人數，決定參加面試之考生名單，

其餘考生列入面試候補名單。 

   （二）通過 3 倍篩選之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筆試成績同分時，則增額篩

選。 

陸、第一階段面試及遞補面試 

   一、第一階段面試 

   （一）日期：1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 

   （二）地點：吳鳳科技大學（詳細時間、地點按各系通知）。 

   （三）注意事項： 

     1.接獲通知之考生應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

間及地點參加面試。 

     2.面試當天若逾時未到，視同自願放棄面試資格，事後亦不得以任何

理由申請補行面試。 

     3.未參加面試者，概不錄取。 

   二、第一階段遞補面試 

   （一）日期：1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二）地點：吳鳳科技大學（詳細時間、地點按各系通知）。 

   （三）注意事項： 

     1.第一天面試結束如尚有缺額，各系由候補名單中按筆試成績高低順

序依序通知尚有缺額之 3 倍人數參加遞補面試，其餘考生列為第二

階段面試候補名單。 

     2.接獲通知之考生應親自攜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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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遞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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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理由申請補行遞補面試。 

柒、總成績計算 

   一、甄選總成績計算：甄選總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核計方式為筆試成

績（國文測驗）佔 20%、面試成績佔 80%（面試成績則細分為學校

評分 30%、事業單位評分 70%）；總成績之核計以四捨五入法取至小

數點第 2 位。 

   二、由事業單位及本校依考生甄選總成績，決定職場體驗正選生、職場體



7 

驗備選生名單，正選生總額為錄取名額，可優先參加事業單位安排為

期二週之職場體驗。遇有正選生放棄參加職場體驗時，則依序由備選

生遞補參加職場體驗。 

   三、同分參酌順序：（如甄選總成績相同時，按下列參酌順序擇優進行排

序與遞補） 

   （一）面試成績。 

   （二）面試成績之事業單位評分。 

捌、第一階段職場體驗 

    一、第一階段職場體驗報到日期：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二、第一階段職場體驗報到地點：各事業單位。 

    三、獲選參加第一階段職場體驗之考生應攜帶相關資料辦理報到，並於 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至 111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接受事業單位安

排為期二週之職場體驗。（職場體驗期間，由事業單位依其訂定之標準

發給津貼，事業單位不得縮短職場體驗期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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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與否之依據。

事業單位依職場體驗結果依序錄取，惟不得超過招生錄取名額。未獲錄

取之考生不得異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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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資格。 

    六、事業單位遇有正選生未報到或職場體驗階段未通過時，得依甄選成績高

低順序通知備選生遞補參加職場體驗。 

    七、事業單位於招生名額錄取足額後即不再通知備選生遞補參加職場體驗。

未獲職場體驗機會之備選生則不予錄取，考生不得異議。 

    八、各系於第一階段職場體驗備選生皆完成遞補職場體驗後如尚有缺額時，

始得再進行第二階段面試、遞補面試、職場體驗等程序。 

玖、第二階段面試、遞補面試、職場體驗 

    一、第二階段面試：各系於第一階段備選生皆完成遞補職場體驗後如尚有缺

額時，得由剩餘面試候補名單中按筆試成績高低順序依序通知尚有缺額

之 3 倍人數參加第二階段面試。接獲通知之考生應於 111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一）按各系通知時間、地點參加面試。 

    二、第二階段遞補面試：各系於第二階段第一天面試結束如尚有缺額，得由

剩餘候補名單中按筆試成績高低順序依序通知尚有缺額之 3 倍人數參

加第二階段遞補面試，其餘候補名單考生則不再通知面試，未獲面試機

會之考生不予錄取，考生不得異議。接獲通知之第二階段遞補面試考生

應於 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按各系通知時間、地點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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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完成第二階段面試、遞補面試之考生按「伍、成績計算」之規定計算甄

選總成績，並由事業單位及本校依考生甄選總成績，決定第二階段職場

體驗正選生、職場體驗備選生名單，正選生總額為尚有缺額數，可優先

參加事業單位安排為期二週之第二階段職場體驗。遇有正選生放棄參加

職場體驗時，則依序由備選生遞補參加第二階段職場體驗。未獲職場體

驗機會之備選生則不予錄取，考生不得異議。 

    四、第二階段職場體驗於 11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至 111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三）比照第一階段職場體驗方式辦理。第二階段職場體驗期間之

表現，將作為事業單位評定錄取與否之依據。事業單位依職場體驗結果

依序錄取，惟不得超過招生錄取名額。未獲錄取之考生不得異議。 

拾、錄取公告 

    一、考生須通過為期二週之職場體驗，始具備錄取機會；職場體驗未通過之

考生，甄選總成績雖達錄取標準亦不予錄取。 

    二、本校與事業單位於放榜前訂定最低錄取標準及條件，各專班通過職場體

驗之考生以甄試總成績排序，先錄取正取生至滿額為止，餘為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雖有名額不予錄取。 

    三、各系專班錄取人數未達專班最低開班人數 12 人時，由事業單位與本校

共同決定得不開班，並無息退還考生報名費，考生不得異議。（詳見本

簡章內容「參、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 

    四、本會訂於 1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將錄取名單在本校網站公告。

（http://adi.wfu.edu.tw/ ） 

拾壹、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各錄取生應於錄取名單公告後，依本校通知之日期、時間，攜帶學歷（力）

證件正本，至本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 

    二、各錄取生應於錄取名單公告後，依本校或事業單位通知之日期、時間，

至錄取之事業單位辦理報到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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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之學雜費收費標準，詳如附件三。 

    四、學雜費減免、補助，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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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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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試場規則 

    一、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攜帶准考證入場。准考證未帶或遺失者，

如經監試人員核對確係考生本人無誤，則准予應試，至當節考試結束鈴

（鐘）聲響畢前，准考證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於當節考試前向考場試

務中心辦理申請補發者，扣減各該科成績2分。 

    二、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遲到逾20分鐘者，不得入場；已

入場應試者，40分鐘內不得離場。強行入場或離場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座位號碼入座。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確實檢查

答案卷、座位與准考證三者之號碼是否相同。如有錯誤，應即舉手請監

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坐錯座位或錯用答案卷者，扣減其該

科成績5分。 

    四、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

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五、考生除必用之書寫文具外，不得攜帶書籍、具有儲存程式功能之計算器、

具有通訊、記憶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物品

入場；計時器之鬧鈴功能須關閉；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

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5分，並得視其使用情

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六、考生應在答案卷規定作答之範圍內作答，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七、考生不得在考桌、文具、准考證、肢體、或其他物品上書寫與考試科目

有關之文字、符號等，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八、考生不得左顧右盼，意圖窺視、相互交談、抄襲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

窺視答案，或自誦答案，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如經勸告不聽者，該科

不予計分。 

    九、考生不得撕去或竄改答案卷上之座位號碼、將答案卷污損、摺疊、捲角、

撕毀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考生不得將試題紙或答案卷攜出或投出室外，違者該科不予計分，情節

嚴重者，並得取消考試及錄取資格。 

    十一、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開始響時，應即停止作答，靜候

監試人員收取答案卷及試題紙，違者該科扣2分，其後仍繼續作答經勸

止不理者，除收回答案卷外，再扣3分，至零分為限。 

    十二、考生已交答案卷及試題紙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

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示場內考生作答，經勸止不聽者，該科不予計

分。 

    十三、考生不得在試場內吸煙、擾亂試場秩序及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警

告，如勸告不理，則勒令出場（如在考試40分鐘內，應由試務人員暫

時限制其行動），該科不予計分，拒不出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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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考生不得有傳遞物品、交換試題、答案卷等情事，違者取消其考試及

錄取資格。 

    十五、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共同作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行，違者取

消其考試及錄取資格。 

    十六、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進入試場應試，違者取消其考試及錄取

資格，其有關人員送請有關機關處理。 

    十七、考生如有本規則未列之其他舞弊或意圖不軌之行為或發生特殊事故時，

得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登記，提請本校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

適當處理。 

拾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生對甄選結果認為有損其權益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時，得於

事實發生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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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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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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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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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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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 校 名 稱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校     長 蔡宏榮 

訓 練 協 

調 經 理 
黃明聖 

學校電話 05-2267125 分機 23131 

傳     真 05-2261213 

E - m a i l mshwang@wfu.edu.tw 

網     址 http://www.wfu.edu.tw 

校     址 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二、學校簡介(含 Logo 及 Slogan) 

Slogan：                               Logo： 

      學養職能雙軌兼備 

      吳鳳科大訓練菁英 

      技術標竿旗艦領航 

      鵬程萬里計畫未來 

 

 

1.唯一以「安全」為核心特色之科技大學，且全校可無線上網。 

2.世界頂級教學環境：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原等設計

的呦！ 

3.超越私立技職師資：延攬清大、成大、師大、中正、中山 ... 等校優質師質團隊，助理教

授以上師資佔全校教師七成以上，世界百強大學畢業教師約1成、歐美名校畢業約佔1/3。  

4.全校教室均有冷氣設備；男女生宿舍均為冷氣套房並連接學術網路。 

5.本校位於台一線省道旁，國光客運、台中客運、嘉義客運、嘉縣公車及台西客運均在校門

口設站。距離民雄交流道僅3分鐘車程，距離嘉義火車站、大林交流道、竹崎交流道僅10

分鐘車程。 

6.學雜費依教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 

註 1：學校現有學程內容請至下列各參與職類之配合科系網址查詢。 

註 2：學校正式學程內容請配合「工作崗位訓練輪調計畫」規劃，並依據教育部最新規定辦理。 

註 3：每學期學費為一固定值。 

【附件一】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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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職類 

辦理學程 四年制 

辦理職類 機械工程技術 

配合科系 機械工程系 

科系網址 http://me.wfu.edu.tw/ 

每學期學費 39780 

第一學期雜費 14350 

辦理學程 四年制 

辦理職類 電動車輛工程 

配合科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科系網址 http://ve.wfu.edu.tw/ 

每學期學費 39780 

第一學期雜費 14350 

辦理學程 四年制 

辦理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配合科系 電機工程系 

科系網址 http://ee.wfu.edu.tw/ 

每學期學費 39780 

第一學期雜費 1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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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吉晟鋼鐵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彩慧 
電話 05-5220649  分機   105 

傳真 05-5223302 

公司地址 640 雲林縣斗六市久安里永興路1- 1號 e-mail minnie698@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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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優秀的朋友

一起加入吉晟 鋼鐵有限公司的工作行列。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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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雲林縣斗六市久安里永興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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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時數           
 

【附件二】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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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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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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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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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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預定留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  產品設計.製圖.排版.CNC銑/車床傳統銑/車床   

  薪資約：   28000-32000    元（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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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冠賢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李欣儒 

電話 05-2202390 分機   203 

傳真 05-2202393 

公司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成功2街35號 e-mail rurulee@gwanhsian.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品質用心、技術創新、客戶放心 

 

【公司簡介】 

公司沿革 

1988年 冠賢機電行由董事長林建祥先生創立於嘉義市。 

1999年 成立柬埔寨冠賢水電工程責任 有限公司，資本額為USD 100,000。 

2001年 成立關係企業越南平陽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工廠，資本額為 USD 4,500,000。 

2006年 成立關係企業越南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北越河內分公司。 

2010年 成立關係企業越南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中越河靜分公司。 

  冠賢公司成立於1988年3月(民國77年)，由董事長林建祥先生所創立，初期資本額為新台幣

6萬元。座落於嘉義市大華路161號，以合夥方式經營，主要從事高、低壓配電盤製造、馬達

及電氣材料的買賣。經數年之積極努力，品質、信譽、服務均為顧客所肯定，業務量日漸暴增，

致使原有的廠房不敷使用。遂於1994年4月26日成立「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為一甲級水

電承裝業及專業配電盤廠，資本額更增為新台幣6,700萬元，公司並擴建座落於嘉義縣民雄鄉

民雄工業區成功二街35號新廠房，其面積約3,600平方公尺。 

    本公司專精於鋼鐵、造紙、水電、成衣、鞋廠等機電工程行業已有多年的實務經驗，而且

我們有一群專業的設計工程師， 他們從硬體規劃、配製，到軟體設計皆有非常專業的水準與

技術能力，而且都有將近二十年的實務經驗。冠賢公司有完整的生產流程，配電盤的箱體是由

本公司鈑金部門自行生產製造，再經由生產部門組裝、配線、試車。我們提供從規劃、設計、

製造、安裝、試車、保養等一系列的服務。為因應台商在國外設廠的需求，本公司亦在柬埔寨、

越南設有關係企業(員工人數約300人)，並由海外關係企業在台灣遴選台籍幹部長年進駐，可

隨時提供當地客戶產品需求或技術服務。除了有相當耀眼的成績外，也朝國際化、多角化經營

模式邁進。 

  本公司基於發展國際觀，於1997年7月起，更將公司導入ISO 9001國際品質保證系統，於

1998年7月2日取得認證，更分別於2009年6月26日、2012年6月18日再次獲得認證。並秉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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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用心、技術創新、客戶放心的經營理念，永續經營！ 

    本公司在汲汲努力的經營下，深獲各界認可，榮獲的認證及獎項如下： 

●、ISO 9001 國際品質保證 

●、ISO/IEC 17025 實驗室認證 

●、甲級電器承裝業執照 

●、電控箱專用冷氣 CE認證 

●、高壓用電設備原製廠家認可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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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成功2街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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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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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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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休息時間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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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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線人員 2.繪圖人員 3.雷射操作 4.焊接人員 5.設計工程師   

  薪資約：   24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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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餐50   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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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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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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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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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南都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蘇俊才 

電話 06-2535011  分機  330 

傳真 06-2535068 

公司地址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214號 3F  e-mail AE81041@lexus.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創新 突破  大步向前 

 

【公司簡介】 

    南都汽車為TOYOTA豐田及LEXUS凌志雲嘉南區唯一經銷商，市場佔有率第一名。發展至今

邁入30年，版圖 擴及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市等四縣市，共有19個TOYOTA據點、3個LEXUS

據點、4個中古車據點、 1個快速保修站，並持續擴展中。 

 

    名列天下雜誌前100大服務業，秉持持續改善、人性尊重的精神，善盡社會責任，通過ISO 

14001環境管 理系統認證及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重視人力資本，導入TTQS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鼓勵員工 持續學習、勇於挑戰、創新突破以強化競爭力。  

 

    以「實在」、「共好」、「創新」為核心價值，秉持實在的南都、甘心的服務之精神，持續深

耕轄區 ，獲選為J.D.Power CSI及SSI雙料冠軍，希望成為顧客信賴、員工喜愛、同業敬重的

汽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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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輛工程     

(1)招募人數：       10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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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訓練地點：   雲嘉南區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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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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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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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7:30    

(9)輪班方式：  單一正常班制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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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業務範圍：  汽車維修與保養   

  薪資約：   24000(獎金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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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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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時薪制,不提供伙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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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不提供交通補助 

D.獎金或補助：■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它  每月獎勵金依考核另計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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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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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天珩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呂蒨茹 

電話 05-2373369 分機 116 

傳真 05-2385579 

公司地址 622 嘉義縣 大林鎮 三村里橋子頭1-6號 e-mail bestpack015@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經驗豐富 技術領航 

      品質卓越 創新研發 

 
【公司簡介】 

    天珩機械創立於1973年，迄今已有40年之歷史，現有員工為300多人。主要營運項目涵蓋

化纖、電子科技、五金零件、食品加工等類包裝機械與開箱機、整列機、裝箱機、封箱機、捆

包機、疊棧板機、冷縮膠膜機、裏包機、自動倉儲輸送機等自動化整廠包裝系統設備之設計與

製造，為國內包裝機業界之領導廠商，並小規模投資建築事業。 

為因應包裝機產品市場快速變遷的特性及提供客戶更快更好之服務，天珩機械每年均投入

新的研發設備，在『創新、品質、專業、誠信、踏實』的理念指導下，分別於大林廠、嘉太廠、

美國廠等成立技術研發中心，研發團隊堅強，以致力於各式自動化包裝機械之開發。 

十年來研究成果豐碩，各項研發產品榮獲中央標準局核發一百多項專利，並於1993年

~1998年榮登國內專利核准數一百名內排行榜，2003年排列全台第66名，同時取得美國、加

拿大、英國及歐盟等國家專利與美國UL及歐盟CE品質安全認證，並以自創品牌Best Pack商

標行銷國內及美國、日本、歐洲、澳洲、韓國、東南亞及中東等各地，共計80幾個國家。 

由於本公司各項新型之機械設備受到國內外各大廠商之肯定，乃先後與美國、日本、歐盟

及東南亞等知名企業簽定OEM生產與技術聯盟。2003年由於公司訂單激增及因應整廠包裝系

統業務量擴增，原有之大林廠區已不節合業務需求，乃於嘉太工業區購置39,669平方公司土

地，並於2005年底完成第一期4000坪面積，高度16.5M之現代化廠房，並於2006年賡續執行

第二及第三期擴建工程，累計有大林總廠、嘉太廠、大陸崑山, 美國洛杉磯Claremont LOS 

Angles 及 CUCAMONGA與泰國 BANGKOK等六個製造廠，以滿足國際化行銷策略之目標要

求。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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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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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6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8號   嘉義縣大林鎮三村里橋子頭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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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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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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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午休一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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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業務範圍：  PLC電控、機械製造組裝、水電工程、機台組裝測試維修   

   薪資約：  25,000 元以上  元（月薪） 

 

 

 
 

四、福利 

註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定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註 2：訓練期間實習地點、津貼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事業單位規定調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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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宿舍：□無  □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1,200  元    

備註： 

B.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50元/餐  元 

備註：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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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重宙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陳正順 

電話 05-2201926 分機 101 

傳真 05-2201936 

公司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中山路42號1樓 e-mail jason@welleader.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顧客沒想到的，我們已經替顧客想好了， 

並將構想實現出來，以提高顧客的滿足程度。 

 【公司簡介】 

公司沿革 

74年03月 於嘉義北港路設立「隆昇企業社」，員工人數8位,主要以液體塗裝加工為主 

78年03月 遷移至太保市成立「威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並增設粉體塗裝加工生產線。  

78年08月 增加營業項目成立燈具塗裝、組裝一貫化生產線，從專業塗裝加工領域延伸產品的

製造。  

81年00月 投資新台幣柒仟萬元，併購「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占地1680坪。  

82年06月 正式代工生產鋼管傢俱、電腦桌、活動櫃。  

83年01月 成立開發研究部積極從事鋼管傢俱、電腦桌、活動櫃的開發設計，從燈具代工轉型

為專業的 電腦桌的製造廠。  

91年08月 通過 BSI ISO 9000認証。  

99年08月 接手旭光照明燈具事業，品牌 : 「台灣日光燈」，從事國內燈具照明器具製造銷售。  

104年01月 公司編列近億元經費擴充設備，購入焊接機械手臂9台、4台智慧型光纖雷射機台、

1台雷射 沖孔複合機、1台自動沖孔機、3台油壓複合式折床…等，邁向智動化，提

高生產力及品質。  

106年01月 燈具全面停產，專注在電腦桌傢俱製造，全力衝刺外銷市場。  

107年02月 響應環保綠能發電，屋頂太陽能發電正式啟用，每年約可產出50萬度的電。  

107年05月 開發電競桌新市場，並著手邁入電商系統。  

107年07月 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建置完成。  

107年09月 與勞動部、吳鳳科技大學聯合執行旗艦雙軌訓練計畫，落實人才紮根培育工作。  

107年09月 通過勞動部TTQS企業機構認證。  

108年04月 勞動部2019充電起飛計畫執行。  

109年03月 勞動部2020充電起飛計畫執行。  

109年06月 經濟部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通過核准。  

109年11月 通過勞動部TTQS企業機構版銅牌認證。  

109年12月 塗裝旋風分離式快速換色粉末回收噴房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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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   本著精益求精之精神，以創造利潤服務社會為企業宗旨，為迎接資訊化社會到來，加強

技術交流合作，致力於高性能產品之研究開發，並以多角化經營及一貫作業方式來貢獻我們

的力量，希望能使國內外消費大眾分享物美價廉之產品，並以不斷追求成長來善對社會的責

任及提升人類生活品質。 

品質政策：具有吸引力的品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顧客沒想到的，我們已經替顧客想好了，並將構想實現出來，以提

高顧客的滿足程度。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於各類電腦桌及鐵管金屬製品之製造，公司

企業堅持之經營原則，是運用經驗、專業能力及可靠的品質，達到配合市場潮流。 

 

產品簡介：鐵製辦公傢具及家用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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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  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中山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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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低基本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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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20    

(9)輪班方式   日間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休息時間:9:50-10:00 ；15:00-15:10    

  2.中午用餐時間:12:00-13: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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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機械操作、品質管理、協助廠內相關事務運作    

薪資約：     $25000 起，依訓練生能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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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它  不含入生活津貼中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三節獎金或禮品、婚喪喜慶津貼...等，以上不含入生活津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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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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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僑偉塑膠機械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葉凌僑 

電話 05-2686688 分機  

傳真 05-2687821 

公司地址 608 嘉義縣水上鄉大堀村1鄰大堀 尾1-12號 e-mail chao.wei@msa.hinet.net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僑偉機械、行銷世界 

                     

【公司簡介】 

  僑偉塑膠機械有限公司是擁有35年經驗的塑膠袋製袋機/封切機機械廠，機器行銷全世界

超過160個國家，機器品質和售後服務深受客人肯定。  

    我們致力於提供客人穩定優良的機器品質的同時也不斷自我提升、精益求精，不滿足於現

況，將新的科技和技術帶給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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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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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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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水上鄉大堀村大堀尾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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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最低基本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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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中午12:0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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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 

  業務範圍：  製袋機組立到成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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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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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1.全勤獎金 2.勞動節獎金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1.勞、健保 2.勞工退休金提繳 3.團體保險 4.特別休假 5.週休二日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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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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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香港商太古商用汽車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安邦 

電話 05-2370238 分機  

傳真 05-2370628 

公司地址 612003 嘉義縣太保市南埤路48-6號 e-mail nick.lin@taikoomotors.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深耕四十‧放眼百年 

服務求新求變，卓越精神不變    

 

【公司簡介】 

    太古汽車集團隸屬太古公司(Swire Pacific)，而太古公司是英國太古集團(Swire Group)

在亞太地區最大的事業集團之一，太古汽車集團(Taikoo Motors Group)是台灣最具規模也最

多元的汽車經銷體系，在國內擁有眾多據點販售 Volkswagen 自用與商用車、Mazda自用車、

Volvo與Renault卡車及巴士、Harley-Davidson與Vespa機車，於高雄地區經銷Mercedes Benz

汽車，並持續在台灣與海外地區擴張營業與服務項目。  

未來，我們將持續深耕台灣、跨足亞洲，誠摯歡迎各位加入太古汽車與我們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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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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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輛工程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南埤路 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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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   元整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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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730    

(9)輪班方式：  排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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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後服務保修       

薪資約：     優於訓練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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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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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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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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謝筑筠 

電話 8792-1818 分機 8293 

傳真 02-8792-2121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永保街188號 e-mail sunnyhsieh@triangletaiwan.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百年淬鍊  轉動世紀 
 

 【公司簡介】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創立於民國 100年，是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大昌行)旗下子公

司。大昌行是香港上市公司，業務包括汽車及汽車相關業務、食品及消費品業務和物流業務

等。大昌行擁有穩固的基礎及龐大的網絡，業務遍及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台灣、日本、

新加坡及加拿大。在汽車及汽車相關業務上，大昌行在中國大陸代理 19個知名的國際汽車品

牌，開設了 59間 4S 特約店，2010年全年新車銷量近七萬台。另外，大昌行亦在香港及澳門

代理 11個汽車品牌。 

大昌行現正積極發展，並進一步於台灣擴展其核心業務，配合集團業務發展。 

 

【企業文化】 尊重 同理心 團隊精神 

台北合眾汽車秉持香港大昌行集團、香港合眾汽車公司積極、進取、國際觀之優勢，2012年

積極佈點拓展台灣市場，目前已陸續完成台北/台中/高雄/嘉義 3S旗艦店，另包括西台北、

東台北、新北、中壢、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等九大營業所，以及台中零件中心相

繼成立，台北合眾總部並於 2014年完成建置，拓展台灣市場快速確實，需要有志青年熱血加

入台北合眾汽車一起開拓台灣 ISUZU 商用車市場。 

 

【我們的驕傲】 

‧2018年教育部國教署評選為 107年度績優建教合作機構獎 

連續二年評選為「金炬獎及金峰獎十大績優潛力企業」 

‧2014年 評選為第 16屆金峰獎【大型企業組-十大傑出企業】 

‧2013年 評選為第 11屆金炬獎十大傑出企業 

‧2012年 成為日本商用車品牌ISUZU於台灣授權之總代理與總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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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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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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輛工程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嘉義服務廠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7,000    元整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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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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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7:30    

(9)輪班方式：    單一正常班制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中午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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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預定留用人數：  3   人 

   業務範圍：     汽車維修與保養        

薪資約：      27000(獎金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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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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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宿舍：■無  □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註：不提供宿舍 

B.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註：時薪制,不提供伙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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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不提供交通補助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每月獎勵金依考核另計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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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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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俐合奕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何旻軒 

電話 0983-813327 分機  

傳真 02-26194972 

公司地址 24944新北市八里區忠孝路490號 e-mail hsuan@leeart.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選擇 LEEART  選擇升等 

 

 【公司簡介】 

    俐合奕有限公司創立於民國94年，自成立以來承蒙產業先進們的提攜，已奠定高品質的

好口碑。初期主要承製德國賓士、寶馬、福斯等汽車大廠的零件，而後延伸到日本牧田、日

立、德國博世等電動工具零組件代工與製造，銷售範圍更涵蓋了歐美、亞洲等國家。 

    LEEART堅持以「誠懇、務實、創新」的經營理念，用高規格的量測標準，以及更合理

的價格和準確的交期，來滿足客戶的需求，並創造出高品質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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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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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 7 號(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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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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乘以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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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6:30   

(9)輪班方式：  無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上班日休息 30 分鐘免費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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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台操作維修、品保人員、工程師   

薪資約：  30,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 7 號(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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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乘以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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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6:30   

(9)輪班方式：  無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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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上班日休息 30 分鐘免費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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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台操作維修、品保人員、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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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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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調整。 

A.宿舍：□無  □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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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它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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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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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騰力門控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畇妡 

電話 05-2770688 分機 5300 

傳真 05-2771010 

公司地址 600 嘉義市 東區 後湖里忠孝一街62號 e-mail eva.lin@tlhmco.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您最佳的合作夥伴和安防守護者 

 

 【公司簡介】 

    dormakaba集團於2017年2月併購台灣史丹利安防系統(股)公司[台灣史丹利安防系統

(股)公司於2013年 1月併購取得東隆五金工業(股)公司之商用鎖事業部門]，已更名為「騰力

門控股份有限公司」，並延續 經營自1992年起投入研發的商用事業高級鎖類產品之製造與銷

售，隸屬於多瑪凱拔dormakaba集團旗下。  

    多瑪凱拔dormakaba集團成立於1862年，至今擁有155年歷史。2015年多瑪與凱拔公司正

式合併，成立多 瑪凱拔dormakaba，為年營業額超過20億瑞郎並於瑞士證券交易所(DOKA)上

市的公司。多瑪凱拔 – 兩大高績效品牌整合，融匯保安及門控領域的專業技術及解決方案，

成為產業領導品牌，集團製造工廠 、經銷夥伴和服務遍及全球 50 多個國家，擁有全球員工

人數近17,800 名，並堅持成為引領智慧門控整 合方案產業創新的領導者，集團年營業額 

4-5% 的資金投入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而市場主流、客戶需 求、科技發展和企業策略是驅

動研發創新門控產品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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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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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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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訓練地點：  嘉義市後湖里忠孝一街 62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5250         元整 

計算基準：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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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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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台維護、操作至模具維護管理   

薪資約：   24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市後湖里忠孝一街 62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5250       元整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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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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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輪班方式：  無需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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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業務範圍：  設備維護、維修至機台操作   

薪資約：  26000(依實際職務調整)  元(月薪) 

四、福利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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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調整。 

A.宿舍：■無  □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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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它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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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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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唐聚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林雨谷 

電話 05-2200955 分機 18  

傳真 05-2208178 

公司地址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北斗村成功街50號 e-mail malvern1961@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垂直整合、一貫作業； 

技術提升、永續經營。 

 

 【公司簡介】 

    唐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1987年3月，共同創辦人林永鴻、翁銀榮、陳耀洲三人投入

塑膠編織設備領 域都有超過30年的資歷，林永鴻先生更是70年代圓編織製造商東軒工業有限

公司主要創辦人之一，翁、 陳二員亦自70年代末期即投入編織機械製造行列，並成為主要研

發、技術及廠務最高主管。  

    依客戶需求提供整廠設備規劃，品項涵蓋：  

一、化工原料袋、水泥袋、編織袋等生產所需的整廠機械設備。  

二、塑膠管及其配件(含押出機、射出機、配套模具)整廠輸出。 多年來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

公司形象及產品品質承蒙市場諸多肯定，早已建立良好口碑，秉持著誠信 、服務、品質、創

新、環保、回饋的宗旨，竭誠為顧客服務，持續提供滿足顧客及適用法規需求的產品 。  

 

■ 多角化經營策略  

● 為求多角化發展，唐聚公司團隊於1992年投入塑膠、金屬管及其配件之批發、零售業務並

成立隆聚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總聖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為1997年跨足ABS

管的製造暖身，經過多年 的努力，本公司已經成為台灣最具規模的ABS管製造廠。 

● 目前在台灣設有兩個廠區─嘉義縣民雄工業區、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 國內外轉投資經營策略  

2009年7月為提高經營綜效，合併關係企業嘉新製袋股份公司並遷址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

成功街50號 。經營團隊有鑑於單一產品在國內市場的侷限及因應周邊國家發展的情勢，進而

展開以下投資： 對國內投資：  

● 2001年收購良潤實業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衛生下水道專用塑膠井及配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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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為擴充營運範圍乃購入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成功街56號(即現今高分子材料科

技事業部)。  

● 2007年成立良澤塑膠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日式衛生下水道專用塑膠匯流配件、雨水

儲集利用系 統。  

 

對國外投資：  

● 1993年經香港投資「杭州唐聚輕工有限公司」。  

● 1999年於杭州創立「杭州嘉新工程塑料管業有限公司」。  

● 2011年於越南平陽購地編織產品系列及編織機械製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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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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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機械園區 20 路 6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5250     元整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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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2:00-13:00中午休息 上課日以事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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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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業務範圍：  機械加工  零件設計與製造    

薪資約：  29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機械園區 20 路 6號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25250     元整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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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2:00-13:00中午休息 上課日以事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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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管理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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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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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宿舍：■無  □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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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供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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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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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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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羅太田 

電話 05-2377768 分機 111 

傳真 05-2377996 

公司地址 61257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105巷56號 e-mail ad01@hsiungjen.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We guarantee: 

Clipping you to a brighter future! 

 

 【公司簡介】 

    雄仁工業創立於1982年，以專業彈片製造業者為目標，生產高性能及高品質的產品，供

給全世界的顧客；1997年拓展馬來西亞市場，供給PROTON、HONDA；2004年首次榮獲馬

來西亞HONDA最佳(品質與交期100%)供應商獎項；2007年通過ISO/TS16949:2002技術規範

驗證；2010年成立中國福建雄宇汽配(有)公司；2012年建置塗裝加工產線，並成為TR集團合

格供應商；2013年組件供應HANON SYSTEMS，供給FORD汽車系列使用；2015年第二製

造廠區建置奧式體等溫淬火設備，強力束環銷售澳洲市場；2016年通過ISO14001:2015環境

管理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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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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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4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 105 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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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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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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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休息時間12:00~13:00、  2.全勤獎金【無遲到、早

退、曠職;無事假（不含家庭照顧假）、病假（不含生理

假）發給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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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工程師30,000元；生產工程師30,000元；設計工程師30,000元；品保

工程師30,000元；全檢工程師30,000元   

薪資約：  30,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4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 105 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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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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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調整)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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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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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休息時間12:00~13:00、  2.全勤獎金【無遲到、早

退、曠職;無事假（不含家庭照顧假）、病假（不含生理

假）發給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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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工程師30,000元；生產工程師30,000元；設計工程師30,000元；品保

工程師30,000元；全檢工程師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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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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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供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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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1.勞保、健保及團保。  2.全廠區空調設備，工作環境舒適。  3.

設有高級員工餐廳免費供膳，提供優質的蔬果、飲料與現磨咖啡自由取用。  4.年度不定

時國內或國外員工旅遊。  5.員工健康檢查。  6.生日禮金及三節禮品／禮金。  7.人性

化管理、總經理與福委會不定時提供下午茶點分享員工。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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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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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盧怡婷 

電話 06-2533677 分機  

傳真 06-2533797 

公司地址 710 台南市 永康區 和平東路52號 e-mail hbus.hbus@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安全至上，品質第一 

 【公司簡介】 

    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日，起初以車身打造、車輛維修為主

業，因業 務需求及拓展，並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成立嘉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業務為進出口車輛底 盤及售後服務零件銷售，目前總盈汽車及嘉馬汽車廠房及土地合計新建

三廠後，為全台最大合法客車及 客車底盤生產基地。  

    2018年總盈汽車取得國家A+等級研發計畫，成為國家行政院新能源政策協力廠商，於台

灣首立 新能源客車設計及研發部門。  

    目前本公司為在台最多客車品牌代理權車輛製造廠，已取得品牌含括義大利IVECO、荷蘭

DAF、 韓國HYUNDAI、廈門KING LONG授權客車系列在台唯一代理權，並於2018年第三季獲得

賽德卡SITRAK及陝 汽曼SHACMAN兩大品牌卡車組裝授權資格，以後將繼續爭取FCA 

Group(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旗下 更多品牌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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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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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輛工程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4)訓練地點： 臺南市永康區和平東路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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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低基本公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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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30    

(9)輪班方式：  日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中午 12:00-13:30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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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車輛的生產、製造，到產品銷售、售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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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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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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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建華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歐陽子文 

電話 05-2956655 分機 530 

傳真 04-23581140 

公司地址 622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3路 35號 e-mail s613102@gmail.com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品質至上 

顧客滿意 

【公司簡介】 

    本公司成立於民國78年，迄今已有30年。剛開始是高低壓配電盤專業規劃製造，現在已

發展為電力監控的智慧型配電盤。 

  為了提供客戶更優良的品質，及同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於107於嘉義大埔美設廠，是

同業中信譽卓越，同仁具有向心力，企業文化有願景，制度完善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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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未定事項依契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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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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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三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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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時新台幣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時數，依勞基法公告基本時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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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早上 8:00~17:00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0:00-10:10、12:0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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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範圍：  高低壓配電盤配線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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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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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調整。 

A.宿舍：■無  □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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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  元 

備註：$60*16天(每週 4 天*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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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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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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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建曄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李健瑜 

電話 05-2955500 分機  

傳真 05-2955525 

公司地址 622 嘉義縣 大林鎮 大埔美園區三路35號 e-mail jianye@chanhua.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品質至上 顧客滿意 

【公司簡介】 

    在嘉義大埔美租賃1000坪廠房成立鈑金加工製造廠，由西德原裝進口機械設備，從設計.

製作.到噴砂.烤漆一貫作業，本公司為免造成環境汙染，一般傳統防鏽酸洗改以噴砂方式處

理。 

    目前鈑金製作大宗以配電盤箱體為主，以後再延伸其他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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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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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 3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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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工作崗位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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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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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10:00-10:10(休息時間)、12:00-13:00(休息時間)、

15:00-1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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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業務範圍：  廠務部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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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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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調整。 

A.宿舍：■無  □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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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   元 

備註：每天 60*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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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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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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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鼎坤塑膠機械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魏秉文 

電話 05-2217410 分機  

傳真 05-2217413 

公司地址 621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山路32號 e-mail tk1983@ms31.hinet.net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品質政策宣言 

秉持”品質第一”的信念 

提供顧客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公司簡介】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為專業的吹袋機，塑膠押出機，廢料回收再生設備，塑膠廢料再

生處理製粒機，塑膠收縮膜製造機，扁紗製造機，編織袋機，多層共擠押出機，塑膠抽絲機

生產者。公司產品行銷全世界80多的國家，包含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墨西哥、南非、土耳

其、澳洲等。 

這25年來，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以我們專業創新的技術服務我們的顧客，並以我們過

去的經驗和最新獲得知識不斷地改善和進步。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不僅透過與相關領域專家的合作提供全廠機械服務，並與墨西

哥，玻利維亞，瓜地馬拉，菲律賓，阿爾及利亞，埃及等許多國家的公司合作。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透過將我們製造的機械配送到各國，實現我們產品在不同領域的

市場需求，而且我們始終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最好的機器和最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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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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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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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中山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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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公告最低基本工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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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休息時間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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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預定留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  機械製造、組裝、操作、維修。  

薪資約：  25,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 訓練地點：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中山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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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公告最低基本工資修正)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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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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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休息時間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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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預定留用人數：  2  人 

業務範圍：  機械製造、組裝、操作、維修。   

薪資約：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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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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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為合菜(免費提供)，若自行外出購買則不補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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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D.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無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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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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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銓麥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何冠瑩 

電話 05-2956390 分機 353 

傳真 05-2955113 

公司地址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8之1號8樓 e-mail st4@chanmag.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 Logo 及 Slogan 電子檔) 

 

銓麥專業製造各種烘焙設備從大到小，建議您正確的 

烘焙設備；適合您的麵包運行機器，促使展電順利， 

相信全麥烘焙是使您生意興隆的具價值的合作夥伴。 

 【公司簡介】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是一家專業製造生產烘焙機械為主, 自1996年以來我們擁

有專業研發能力及20多年創立烘焙機械品牌經驗；我們已在世界各地協助不少的烘焙店鋪或

是中央工廠的建置，累積無數的經驗。不僅有先進的生產線設備，更進軍國際，於泰國、中

國、緬甸等地設立分公司及辦事處，並將行銷區域拓及日本、東南亞歐美等地，經銷商遍及

世界五大洲；且產品行銷全世界多個國家廣受客戶認同。 

    台灣的早餐店吐司，平均每天用量五十二萬條，七成都是由銓麥的吐司生產線設備製造。

銓麥烘焙機械堅持產品100%在台灣製造，小到一顆螺絲都是，早期以提供台灣生產的優良品

質機器設備給台商在大陸能專心的生產擴廠。隨時間發展現在的主力產品以應用於大量生產

的工廠或麵包連鎖店的中央工廠，所使用的生產線設備和整廠規劃設備。銓麥公司是亞洲烘

焙機械業者(除日本工業級業者外)，首先研發量產推廣麵包生產線，從台灣到東南亞和中國

大陸的大型麵包生產廠商很多都是銓麥機械設備的愛用者。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註 1：以下定事項須列於訓練生與事業單位雙方簽訂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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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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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1鄰大埔美園區 16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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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基本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新公告基本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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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00   

(9)輪班方式：  不須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上午12時00分~13時00分為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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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組立及機械加工   

薪資約：  24,000  元（月薪） 

職類：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1)招募人數：  2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電機工程系   

(4) 訓練地點：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1鄰大埔美園區 16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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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基本工作崗位訓練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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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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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每日訓練時間：  8:00-17:00   

(9)輪班方式：  不須輪班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帶班時間）：  上午12時00分~13時00分為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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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之配電系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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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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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或獎金：□績效獎金  □年終獎金  □學費補助  □其他        

E.其他費用補助＼福利：        

五、其他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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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嘉鋼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張芳心 

電話 05-2211411 分機 1125 

傳真 05-2208033 

公司地址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北斗村成功二街21號 e-mail mayu@cysteel.com.tw 

二、公司簡介(須另提供Logo及Slogan電子檔) 

      品質第一，客戶為先，提昇客戶滿意度 

持續改善企業體質，創造競爭優勢  

【公司簡介】 

    成立於1974年的嘉鋼集團，是主力於鋼鐵鑄造生產的專業團隊，2014年-經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董事會核准 股票上櫃。從成立以來，我們即不斷引進各種先進之生產設備，故產能不斷

擴充，營運規模不斷擴展 ，為持續達成卓越生產目標，我們與日本大廠技術合作，導入高階

的產業技術。由於經營團隊的穩健經 營，及技術與品質不斷的精進，營運規模快速擴展；因

應市場的需求，集團於2006年及2008年分別在大 陸成立了中佑鑄造(河北唐山廠)有限公司、

中佑機械工業有限公司(江蘇太倉廠)來增加產值與產能，本 公司為滿足客戶需求，於2005年

成立機械加工廠，不僅滿足顧客需求更提升公司之產值。歷經了40年的 淬鍊，使「嘉鋼集團」

成為品質保證的代名詞，專業優質的形象，深植每一個客戶的腦海，獲得高度認 同與信賴，

於2015年成立新材料事業處，垮足3D列印產業，於工研院及工業金屬中心共同開發3D列印粉 末

生產製程，讓嘉鋼集團邁向另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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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工程技術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科系：  機械工程系    

(4)訓練地點：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成功二街21號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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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整 

  計算基準   時薪*實際工作崗位訓練時數(依勞基法最低基本工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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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10)備註說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午休一小時(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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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 

  預定留用人數：   3~5人   人 

  業務範圍：  生產技術人員    

  薪資約：     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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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元 

備註： 

C.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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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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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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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繳費標準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註冊費將按教育部核定後公告於本校會計室網頁

http://www2.wfu.edu.tw/wp/ao/，以下列舉本校 110 學年度繳費標準供參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四技日間部學雜費繳費標準一覽表（參考用） 

 

系別 

(職類專班) 
學 費 雜 費 

電腦 

實習費 

學生團體 

保險費 

網路 

使用費 
清潔費 

住宿費 

(6 人房為例) 

非住宿 

合計 

住宿生 
合計 

(6 人房為例)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39,780 14,350 850 563 200 280 10,000 56,023 66,023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39,780 14,350 850 563 200 280 10,000 56,023 66,02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39,780 14,350 850 563 200 280 10,000 56,023 66,023 

【依個人需求繳費】： 

  汽車放置費每學年 2000 元  機車放置費每學年 200 元 

  住宿費以 6 人房為例–第一學期住宿費 10,000 元 ，另繳交宿網費 1000 +次學期住宿保證金 2000（可於第二學

期住宿費中扺扣）。(按房型不同每學期住宿費收費標準不同)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 (參考用） 

附註：實際之學雜費減免及補助金額，依入學時之規定辦理 
勞動部補助範圍：一般生補助1/2學費，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低收入戶學生可補助全額學雜費。

系別 

(職類專班) 

原本 一般生 原住民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低收入戶學生 

學費 雜費 
補助學費

50% 

補助學費 

100% 

補助雜費 

100% 

補助學費 

100% 

補助雜費 

100% 

補助學費 

100% 

補助雜費 

100%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39,780 14,350 19,89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車輛科技與經營

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39,780 14,350 19,89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 
39,780 14,350 19,89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39,780 1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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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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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補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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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法授予四年制訓

練生學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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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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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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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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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週誌審視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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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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報名學歷（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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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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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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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在營者，並須經權責單位核准報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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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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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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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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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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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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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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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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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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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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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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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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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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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12) 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13) 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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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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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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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所

列情形之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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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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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5 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18) 年滿十八歲，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

程。 

○2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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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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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2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讀五年制專

科學校合計三年以上。 

 

注意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 103年5月14日臺教技（二）字第1030064140 號函，普通型高級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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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高級中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普通科之考生，須取得有關學歷(力)證件

滿 1 年以上，始具報名本招生之報名資格。 

二、凡符合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及國軍退除役

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或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

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之同等學力條款考生，須取得有關學歷(力)證件滿 1 年以上，始

具報名本招生之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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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吳鳳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單獨招生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 請 勿 填 寫 )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緊急連絡人  
緊急連絡人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 
 

學 歷 資 格 

                         學校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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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年        月 考試及格或合格證書名稱  

報 考 職 類 
專 班 志 願 
( 限 勾 選 一 系 ) 

 

(同系內之事業單

位以 1,2,3…….填

寫 志 願 序 ) 

□機械工程系（職類：機械工程技術） 

□011 騰力門控股份有限公司     □012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13 嘉鋼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14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015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016 唐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17 建曄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018 吉晟鋼鐵有限公司        □018 俐合奕有限公司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職類：電動車輛工程） 

□021 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22 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23 太古商用汽車有限公司 

   □024 台北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電機工程系（職類：機電整合） 

□031 騰力門控股份有限公司      □032 僑偉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033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034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035 唐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6 重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7 建華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038 俐合奕有限公司          □039 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03A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B 天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浮 貼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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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人保證未至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技優入學或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錄取學校報到註冊，違者同意被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絕無
異議。 

2.本人所填（繳交）各項資料（證件）若與事實不符或與報名資格不符時，同
意被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3.本校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
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會將善盡善良
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
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招生所
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
資料及成績予(1)考生本人、(2)考生原就讀學校、(3)辦理新生報到、註冊、
入學資料建置之系科及合作事業單位。 

考生簽名：        日期：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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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俾利考試時提供適當服務。 

報考本校推薦人 

(若非本校人員請勿填寫) 
□教師（姓名：            ，系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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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 

本人          （姓名）參加 111 年度 吳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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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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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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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吳鳳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單獨招生報名專用信封 

寄件人： 

報名學制：四技 

寄件地址：□□□ 

報考系別： □機械工程系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機工程系     

 

 

 

 

 

收件地址：62130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收件人：吳鳳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收 

 

 

 

 

 

報考資料請考生依序整理，並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再劃記「」符號，以利處理。 

□報名表（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件

六】。 
□學歷（力）證件影本。 

□報名費新台幣伍佰元郵政匯票，請至郵局購

買，受款人請寫「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

技大學」。 

□已錄取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選

入學、技優入學、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者，

須繳交原錄取學校入學資格放棄聲明書（未

錄取者免繳）。 

□提供個人報名資料同意書。【附件七】。  

請
沿
線
撕
下
使
用 

請貼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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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吳鳳科技大學位置圖 

 

 

 

自行開車 

 路線一：經中山高速公路往南(北)方向 / 下民雄交流道 / 經民新路 / 遇省道台一線後往南

方向直行後即可到達本校，此路段總路程約 3.8 公里、行駛時間約 5 分鐘。 

 路線二：經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往北（南） / 下竹崎交流道 / 經正大路 / 遇省道台一線後

左轉（往嘉義方向）直行後即可到達本校，此路段總里程約 10 公里、行駛時間約 

15 分鐘。 



70 

搭乘鐵路運輸 

 路線一：搭乘鐵路運輸於民雄車站下車 / 搭乘計程車到校，此路段總里程約 3 公里 、行

駛時間約 6 分鐘。 

 路線二：搭乘鐵路運輸於嘉義車站下車 / 搭乘計程車到校，此路段總里程約 8 公里 、行

駛時間約 15 分鐘。 

 

由嘉義火車站到校 

 本校距離嘉義火車站約 8 公里，由火車站可以下列方式到達本校。 

 路線一：搭乘客運、公車：於本校校門口『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約 20~30 分鐘一班車，

車資約 25 元。 

   A.嘉義客運：請搭嘉義往土庫、北港、溪口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 

   B.台西客運：請搭嘉義往斗六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 

   C.嘉義縣公車：請搭嘉義往梅山班車，於『吳鳳科技大學站』下車。 

 路線二：搭乘計程車：車程約 10 至 15 分鐘，車資議價。 

 

由高鐵嘉義站到校 

 到嘉義站後可轉搭接駁公車到嘉義火車站，再由嘉義火車站搭車到校；也可直接由高鐵嘉

義站搭計程車至本校，車程約 30 分鐘。 

 

由嘉義機場到校 

 搭乘計程車由水上機場至本校約需 40 分鐘，車資議價。 

 

其他方式 

 路線一：【台北到本校】可搭「日統客運」往嘉義，約每半小時一班車，在『吳鳳科技大

學站』下車。 

 路線二：【台中到本校】可搭「台中客運」往嘉義，約每半小時一班車，在『吳鳳科技大學 

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