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12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70215272 號函核定招生規定、 

108 年 6 月 27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239381 號函核定招生名額、 

110 年 1 月 19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110 年 3 月 24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10 年 6 月 16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10 年 6 月 23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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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期 程 備 註 

簡 章 公 告 1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起 
逕由本校網頁首頁「招生資訊

網」免費下載 

網 路 通 訊 報 名 
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起 

1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止 

上網填寫報名表後印出與書面

資料逕寄「建國科技大學產學攜

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 收」 

網 路 公 告 面 試 時 程 

(含報名資格審查結果) 
110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 

15:00 公告 

https://recruit.ctu.edu.tw/p/404-1044-36187.p

hp?Lang=zh-tw   

面 試 日 期 11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 以國民身分證至各系系館應試 

網 路 查 詢 成 績 11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 
15:00開放查詢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複 查 成 績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 09:00~12:00 受理 

錄 取 榜 單 公 告 110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11:00開放查詢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正 取 生 報 到 110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 
報到地點：各招生系科辦公室 

報到時間：09:00～12:00 

備 取 生 報 到 11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報到地點：進修部教務組 

報到時間：09:00～12:00 

註 冊 1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進修部教務組 

註冊時間：13:30～15:30 

※避免甄試生權益受損，請務必注意上列各項目作業時程，並自行上網查看公告之各項資訊。 

※以上寄發通知單日期，若逾時三天仍未收到，請主動與招生委員會聯絡。 

 

 

https://recruit.ctu.edu.tw/p/404-1044-36187.php?Lang=zh-tw
https://recruit.ctu.edu.tw/p/404-1044-36187.php?Lang=zh-tw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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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依據 

依據教育部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

作實施計畫要點」、「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

業要點」、「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107 年 7 月 5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056320A 號、

108 年 6 月 27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239381 號函核定招生名額、107 年 12 月 13 日教育部臺

教技(一)字第 1070215272 號函核定招生規定暨 110 年 1 月 19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

委員會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貳、招生專班別及名額 

招生系別 專班名稱 學制 
招生 

人數 

修業 

年限 
銜接合作學校 

機械工程系 精密機械專班 四技進修部 50 四年 秀水高工 

美容系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 四技進修部 50 四年 達德商工 

 

參、報名資格 

    本校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四技專班以招收合作高職專班之學生為原則， 

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 

核定名額為限，其詳細報名資格如下所示。 

★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名參加四技專班甄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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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制職業學校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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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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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註明有「綜合高中(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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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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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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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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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六、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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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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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 

級職業學校)普通科畢業，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考生、持 

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提早升學報考證明書者。 

       九、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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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進修學校普通科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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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十一、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十二、臺灣地區人民，持有大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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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教育政機關採認者。 

十三、陸、海、空軍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畢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比敘高職學 

歷資格者，如仍在營者並需經權責單位核准報考。 

十四、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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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資格報名：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 

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業證 

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 

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 

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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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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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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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辦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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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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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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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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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者：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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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 

年以上。 

   2.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 

年以上。 

3.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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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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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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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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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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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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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者。 

(十六)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 

教師，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十七)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 

備註 1.詳細全文請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備註 2.持外國學歷者需檢具下列文件並填附表五：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影本及中譯本各 1 份。 

(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正本、影本及中譯本各 1 份。 

 (3)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或護照影本 1 份。 

備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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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學校(高級中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普通科，須取得有關學歷(力) 

證件滿 1 年以上，始具報名資格。 

       備註 4.本簡章所稱離校年數之計算，自各證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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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

訓練或從事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截止日期起算至報名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

為止。 

備註 5.以報名資格第十五條第十七項報名者，報名條件為從事其專業性工作年資合計 

達五年以上並符合下列任一要件，且經審議小組暨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者 

始得報考；入學大學同等學力(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招生人數以招生

系科組核定招生名額 10%為原則： 

★其專業性領域曾於國際級或國家級以上比賽獲前五名佳績者。 

★連續兩年營業額達 2,000 萬以上之公司負責人。 

★其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具完整資歷及卓越事蹟者。 

★資本額一千萬以上公司負責人。 

★其他對國家、社會、人類福祉有具體卓越貢獻者。 

備註 6.經公告錄取甄試生於報到後發現其學力證件不符報名資格者，將予取消錄取 

資格，甄試生不得異議。 

 

肆、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日期：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起～1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止，一律採網路通訊 

報名(以郵戳為憑)；郵寄方式請以掛號寄送報名資料及相關證件(全數報名考 

生免收報名費用)。 

          報名網址：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aspx ，甄試生填寫各欄位資料務必清

楚無誤，以免因無法連絡或投遞郵件錯誤而導致自身權益受損。 

二、報名方式： 

1.報名程序： 

至網路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核對無誤後印出報名表、個資同意書，於甄試生簽 

名處簽名；黏貼本人最近三個月內脫帽半身正面二吋光面照片一張，、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2.學歷證明文件： 

繳交符合報名資格之學歷證件影本，應屆畢業生需另繳學生證影本，109 學年度第二 

學期註冊章須清晰可辨；同等學力甄試生請檢附修業證明書、歷年成績單或檢附相 

關學力證明文件並填具「附表一之切結書」，最遲須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前繳交正本，

如屆時無法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概由甄試生自行負責。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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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備審資料：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成績排名

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

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等)。 

(3)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4.郵寄資料： 

將上述資料備齊後置入 A4 信封袋，1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前以掛號郵寄至 50094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建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收(以郵戳為憑， 

逾期概不受理)。 

     三、本招生於報名截止後，各系報名人數未達本會所訂定之最低報名人數 20 人時， 

由事業單位與招生委員會共同開會決議後，得不舉辦該系之甄試入學，另經已報 

名甄試生同意，得輔導轉報同一學制相關系科或他系。 

     四、招生委員會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報名本會甄試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運 

         用如下： 

(一)報名參加本校產學攜手計畫招生之甄試生，即表示同意自動授權本校運用考生 

報名之基本資料與成績相關資料。其運用範圍以本會相關報名、甄試、成績處 

理、放榜、報到及做為錄取學校新生入學資料(含學籍、學務、各公務機關統

計、問卷、輔導與諮商、實習與就業、及畢業後校友服務等運用)為原則。 

各項報名相關資料招生委員會將自錄取放榜後保存一年，依相關規定予以銷

毀，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止。 

         (二)完成報名程序之報名甄試生，即同意本會對於甄試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 

範圍、方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會對於個人資料進

行蒐集或處理。 

         (三)甄試生報名所提繳書面資料，由本校留存備查，不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 

五、家庭經濟弱勢考生證明文件(無則免繳)： 

         符合以下規定之經濟弱勢甄試生，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始得享有加分優待。 

         (一)各縣市及鄉鎮市公所核定之低(中低)收入戶，檢附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 

本。 

         (二)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非自願性離職，失業連續且超過 1 個月以上，檢附非自願 

 性離職證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開立之「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 

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聯」為認定標準】。 

        (三)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遇重大變故導致家庭經濟來源有困難者，須檢附最近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或重症醫院證明或重大傷病卡影印本。 

六、招生期間如遇任何法令規章有修訂時，以最新公告之條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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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面試注意事項(因應新冠肺炎全國疫情警戒第三期，經本校第三次招生委員會

議決議取消面試。) 

一、公告面試時程(含報名資格審查結果查詢)：110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告 

於本校網頁。網址 https://recruit.ctu.edu.tw/p/404-1044-36187.php?Lang=zh-tw 。 

二、面試及報到地點：各系系辦公室 

三、面試日期：11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甄試生以國民身分證應試)。 

四、面試試場規則： 

請著整齊清潔的服裝，提前於面試報到時間前十分鐘辦理報到，遲到或唱名三次 

未到者，順延至最後一名面試，面試時可以提列相關佐證資料補充說明，面試未 

到者該項成績不予給分。 

五、面試期程如遇天然災害與重大事故之事件發生，按教育部頒布之「因重大事故延 

期舉行試務共同注意事項」處理(如附錄二)。 

 

陸、招生分則暨成績計分方式  

專班名稱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機械工程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日間在廠工作/實習 

週一至週五夜間於建國科技大學上課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秀水高工 學費收費標準 
每學分費乘以學分實
修學分時數、雜費及實
習材料費等費用。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企業公司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ME-01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02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3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10ME-04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0ME-05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6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7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10ME-08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9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10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10ME-1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12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7 

https://recruit.ctu.edu.tw/p/404-1044-36187.php?Lang=zh-tw


 

 
7  

110ME-13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一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一般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

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

告、其他獲獎資料、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

列等)。 

3.企業推薦表(附表二)、師長推薦表(附表三)。 

高級中等學校合作專班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3.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2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1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企業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6.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2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國立秀水高工之本專班銜接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 

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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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名稱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美容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達德商工 學雜費收費標準 
每學分費乘以學分實
修學分時數、雜費及實
習材料費等費用。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BS-01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 

110BS -02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50 

110BS -03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 

110BS -04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110BS -05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20 

110BS -06 典髮型 10 

110BS -07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8 

110BS -08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3 

110BS -09 梳子髮型沙龍 2 

110BS -10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6 

110BS -11 女神殿 3 

110BS -12 立采髮藝工作室 2 

110BS -13 可瑞莎美髮 15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二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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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等)。 

4.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3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2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事業單位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達德商工之學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 

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5.本班錄取時一旦分發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事業單位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作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書」，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 

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6.本專班由事業單位支付學生在公司上班之薪資。 

7.本專班辦理職前訓練課程，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 

8.本專班招生名額上限為 50 名。 

9.學雜費不包含網路通信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實習費….等。 

承辦單位 

聯絡方式 

美容系(04)711-1111 分機 2603  鄭雅云技士 ctu1124@ctu.edu.tw  

招生試務相關問題，招生組(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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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績查詢與複查  

一、甄試生成績訂於 11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15:00 開放網路查詢，不另寄發書面通知 

；查詢網址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 

二、甄試生對成績有疑義時，請填寫「附表六、成績複查申請表」，得於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00~12:00 以傳真方式提出複查申請，並親以電話確認，逾期申請

概不受理，本會傳真電話(04)711-7911、洽詢電話(04)711-1111#1326。 

三、成績複查不得申請調閱、攝影、照相及影印成績相關資料，複查項目包含面試、書

面資料審查及加分項目。 

 

捌、錄取方式 

一、由招生委員會訂定各專班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列為正

取生，低於此標準之甄選生，則依序列為備取生；如正取生有缺額時，得於簡章

規定日期，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但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則不列備取生。 

二、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為止。未達 

    最低錄取標準、面試未到或成績零分者，雖有缺額仍不予錄取。 

三、甄試生錄取時分發至合作事業單位，並依規定簽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教育 

訓練契約」，方得正式錄取與報到；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機會。 

     四、同分參酌順序：甄試生總成績相同時，以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再相同時，以書面資料審查成績高者優先錄取，書面資料審查成績相同時，以

加分項目高者優先錄取。 

     五、參加本學年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技優入學、申請入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須

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名本專班甄試，違者取消錄取資格。 

六、公告錄取後，經審查發現報名資料與入學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暨入學資格。 

 

玖、榜單公告  

一、正(備)取學生榜單訂於 110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公告於本校網頁，網址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 

二、錄取學生報到註冊等相關資料，將隨同錄取通知單以限時方式郵寄予甄試生。 

 

拾、報到及註冊 

一、報到時間與地點： 

(一)錄取學生於 110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09:00~12:00 於各招生系科系辦公室辦理 

  報到手續(繳交報到單及畢業證書正本)，當日未完成報到者，即視同放棄入 

學資格，名額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二)備取生遞補報到作業於 11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前另以電話通知辦理；當日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http://ap5.ctu.edu.tw/ctuexam/indexsc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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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保持手機暢通，以利當日到校辦理報到事宜(招生若有缺額將回流至單獨招 

生)。 

二、報到作業： 

(一)甄試生如無法親自辦理報到，須委託直系親屬代辦。 

(二)甄試生收到錄取通知單後，應依照本會所規定之日期、地點、時間辦理報到； 

未依規定辦理報到者以自動放棄入學資格論，甄試生不得異議。 

(三)甄試生辦理報到時，應攜帶下列表件： 

1.國民身分證影本乙份 

2.學歷證件正本(或同等學力之證明文件正本) 

3.二吋相片一張(請於背面書寫姓名) 

(四)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由本校進修部教務組通知備取生依成績順序遞補。 

(五)錄取生報到後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更換專班及事業單位。 

         (六)經錄取之甄試生，須於當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七)已報到之錄取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應填具附表八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三、註冊作業： 

已完成報到學生應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13:30 至進修部教務組指定地點 

辦理註冊手續。 

 

拾壹、申訴案件處理 

一、 本校為保障甄試生權益，調解招生糾紛，依據 92 年 11 月 7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之 

「建國科技大學各項招生考試甄試生申訴評議辦法」處理。 

二、申訴處理程序： 

(一)甄試生申訴應於本校放榜日起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二)申訴者應為甄試生本人，應於申訴中載明申訴人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電 

  話、申訴之事實及理由，並檢附相關之文件及證據後，以雙掛號郵件向本會提 

出(格式如附表七)。 

(三)本會接受申訴案件後，應逕行狀況瞭解與資料收集，並召集申訴評議會議，會 

議不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關係人與會說明。 

(四)本會決議後應草擬評議書，一週內再提出討論通過，評議書由召集人署名。 

(五)評議書應明確記載事件經過，雙方陳述，評議理由。評議書送請校長核可，並 

函送申訴人及有關單位。 

三、本會對逾越期限之申訴案件不受理。 

四、在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如對其利害關係人提出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通知

本會。 

 

拾貳、注意事項 

一、 報名表件之各項欄位，請務必確實登錄，若因填寫錯誤致郵件無法投遞，涉及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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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生權益部分，概由甄試生自行負責。 

二、甄選生所繳學歷(力)、各項證明文件，如有假冒、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        

錄取後註冊前察覺者，取消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察覺者，開除學籍，亦不發任

何學歷證明；畢業後察覺者，除撤銷畢業資格外，並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 

三、甄選生錄取報到時，需再繳驗各種證件正本。 

     四、招生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拾參、學生權利與義務 

一、本專班學生為合作事業單位之員工，學生須與服務之事業單位簽訂產學攜手計畫 

專班教育訓練契約，以確保進修期間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二、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及上課地點，詳細說明請參閱招生簡章之「陸、招生分則暨 

成績計算方式」內之說明。 

三、專班休學、復學及退學之規定： 

    (一)本專班為產學攜手計畫屬性，錄取生不得保留學籍，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 

素須暫時休學，復學當年度須有同等屬性及類別之專班，始可復學。 

(二)本專班錄取生經正式註冊後，不得任意更換實習合作事業單位，如有違反計 

畫精神，得經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議審議予以該生退學，惟特殊因 

素，無法繼續在原產學攜手計畫之事業單位實習時，本校可經產學攜手計畫 

專班招生委員會議提供適當性之輔導措施。 

         (三)本專班自請退學及勒令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個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教育 

部核准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四)本專班經簽核退學學生，未辦妥離校手續者，不核發任何證明。 

         (五)依據「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及本專班招生委員會議決議 

            ，本學年度招收之各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成班後，若尚有缺額，得於一年級上 

           學期結束前就校內相關科系招收學生轉入，以補足缺額。 

四、 延畢規定：本四技專班修業年限為四年，依大學法規定得延畢二年，延畢修業期 

間須另繳交雜費及所修學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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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 
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1 

董事長 鐘連在 

公司地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 4 段 89 巷 22 號 

上班時間 8:00~17:00 等 

工作性質 現場人員、組立、測試、品管、機械加工等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58452608 

2.資本額：4.34 億元 

3.主要產品(服務)：銅閥(Valves)/閘閥、球閥、瓦斯球閥… 

4.員工總人數：295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10 人 

二、訓練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專業訓練、職前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年終             

6.其他福利：■其他 84 工時、勞、健保、供食、宿、制服、公司旅遊、勞動節摸彩、慶生 

禮物、中秋禮物、教育訓練、特別休假、年終獎金約 2~5 個月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1.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教合作 

2.與建國科大及勤益科大進行產學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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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2 

董事長 涂美華 

公司地址 彰化市彰水路 186 號 

上班時間 08:00-17:00 

工作性質 裝配組立、機器加工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58303609 

2.資本額：17 億 

3.主要產品(服務)： 沖床設計製造、販售 

4.員工總人數：45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5-10 人 

二、訓練條件/需求人力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專業訓練、職前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餐自費 20 元，公司補助 30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月獎金   1,500            年終    一個月                  

6.其他福利：■其它 獎學金、生日禮金、旅遊、婚喪禮金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

點心免費提供) 

四、公司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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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3 

董事長 王政龍 

公司地址 彰化市莿桐里彰鹿路 93 巷 1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8:00~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機械組立、車銑床，機械加工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59352873 

2.資本額：23,000,000 元 

3.前年度營業額：23,000,000 

4.主要產品(服務)：閥類產品、管件製品及零配件之設計、製造與銷售  

5.員工總人數：8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3 人 

二、訓練條件 

依個人專長分派至：放電、研磨、銑床、鉗工、組立等部門。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額)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餐     10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1,000 元(當月全勤者)，績效獎金每月 2,500 元(效率 90 分者)，年 

終獎金，獎學金每學期 2,000 元(學期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 

6.其他福利：■其他 定期免費檢康檢查、勞動節禮卷、中秋節禮盒。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1.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機合作 

2.與勤益科大進行產學攜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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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4 

董事長 粘炳煌 

公司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一路 6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8:00~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組立組裝、繪圖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99-645049-02 

2.資本額：一億二千萬元   

3.前年度營業額： 四億  

4.主要產品(服務)：熱交換器空氣加熱器、散熱管、電熱管電熱片、電熱加熱器….等製造

買賣。 

5.員工總人數：21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10 人 

二、訓練條件 

機械組立、Auto CAD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中餐   20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年終          月(平均) 

6.其他福利：□其他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1.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機合作-秀水高工建教班、秀水高工進修部 

2.與勤益科大進行產學攜手班-機械系.精密製造與資訊應用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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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5 

負責人 林建相 

公司地址 彰化縣埔塩鄉員鹿路一段 133-3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07:50  ~  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CNC 車床、CNC 銑床、CNC 車銑複合機、CNC 無心研磨機、拉刀、搪磨等技術

人員、品檢人員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彰縣建商營字第 94316 號 

2.資本額：1,000 萬元 

3.前年度營業額：5.94 億元 

4.主要產品(服務)：設計、製造並外銷精密零件、避震系統及消費性產品 

5.員工總人數：22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5 人 

二、訓練條件: 

對ＮＣ機械操作技術有專長及興趣者佳 

對品保生產排程協助工作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元整，獎助學金視其工作表現提撥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可以安排宿舍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 

6.條件:年資滿三個月以上。營業額有達標每季發放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生日禮物、三節禮金、年終獎金、春秋兩季健行活 

動、讀書會、教育訓練)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建國科大大四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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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6 

董事長 王松筠 

公司地址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工業區工一路 4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下午 5:30   

工作性質 磨床、CNC 銑床、CNC 車床、組立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00075690-2 

2.資本額：1 億元 

3.前年度營業額：6 億元  

4.主要產品(服務)：工具機用之夾頭、卡盤專業製造工廠 

5.員工總人數：17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5 人 

二、訓練條件: 

    CNC機械加工技術專長者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內含生產效率獎金 4,000 元)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1,500   元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國內外旅遊、生日禮金、員工聚餐、員工健康檢查、年節禮金 

或禮品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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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7 

董事長 施怡均 

公司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二路 7 號 

上班時間 周一~周五 8:00~17:00 

工作性質 設計、研發、機械操作、機械加工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07-000907  

2.資本額：新台幣柒仟貳佰萬元整 

3.主要產品(服務)：(1)沖壓精密特種加工，部件/零件/缸/管的汽車、摩托車、自行車和 

隔震產業。(2)冷鍛造製品。  

4.員工總人數：65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5 人 

二、訓練條件/需求人力條件 

依法規規定作內、外部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午餐自費 25 元，公司補助 25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年終(以在廠年資 

計算)發年終           

6.其他福利：■其它 三節獎金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四、公司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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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8 

董事長 陳朝雄 

公司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二段 260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  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模具技術士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99645041 

2.資本額：18 億  

3.前年度營業額：7,613,687,704 元 

4.主要產品(服務)：(1)半導體導線架、(2)五金文具事務用品、(3)高精密電子零組件、(4)各式

沖壓模具、(5)塑膠射出模 

5.員工總人數：1,17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8 人 

二、訓練條件: 

    依公司內部規定、新進員工職前教育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餐)  ▉付費提供， 30 元/餐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 

6.條件:年資滿三個月以上。營業額有達標每季發放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生日蛋糕、三節禮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1.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機合作 

2.與勤益科大進行產學攜手班 

http://gcis.nat.gov.tw/Fidbweb/factInfoAction.do?method=detail&estbid=06110000134858&agencyCode=376470000A


 

 
21  

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09 

董事長 林碧玉 

公司地址 彰化縣秀水鄉陝西村湳抵巷 80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  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加工、組立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22276852  

2.資本額：180,000,000  

3.前年度營業額：950 萬 

4.主要產品(服務)：自行車、運動器材、鋼管家具等之金屬五金配件之加工製造及內外銷。 

5.員工總人數：200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15 人 

二、訓練條件: 

教育訓練、職前訓練、在職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餐)  □付費提供，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 

6.條件:年資滿三個月以上。營業額有達標每季發放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生日蛋糕、三節禮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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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10 

董事長 顏明玉 

公司地址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村東勢巷 4 之 12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  下午 17:00 

工作性質 組立、加工、組裝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23684862  

2.資本額：8,500,000  

3.前年度營業額：350 萬元 

4.主要產品(服務)：塑膠射出及模具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5.員工總人數：42 人 

6.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6 人 

二、訓練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餐)  □付費提供，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 

6.條件:年資滿三個月以上。營業額有達標每季發放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生日蛋糕、三節禮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秀水高工進行輪調式建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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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11 

董事長 張朝凱 

公司地址 彰化縣埔心鄉瑤鳳路一段 357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8 點~下午 5 點 

工作性質 CNC 銑床加工/國貿、船務/行政庶務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89338287 

2.資本額：50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模具製造、機械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等 

4.員工總人數：3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2 人 

二、訓練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專業訓練、職前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額)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餐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提供加班工資(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年終 與正式員工相同比例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禮品、績效獎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1.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進行產學攜手合作、產學合作案、獎學金提供等。 

2.與勤益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案。 

3.與秀水高工產學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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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12 

董事長 陳萬寶 

公司地址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二段 408 巷 5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8 點~下午 5 點 

工作性質 CNC 銑床/CNC 車床/模具/等技術人員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86427813 

2.資本額：20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CNC 車床生產各種接頭、鋅合金壓鑄,生產快速接頭等 

4.員工總人數：1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7 人 

二、訓練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專業訓練、職前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額)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餐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提供加班工資(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年終 與正式員工相同比例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禮品、績效獎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進行產學攜手合作、產學合作案、獎學金提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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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ME-13 

董事長 謝綉氣 

公司地址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南勢巷 20 之 3 號 

上班時間 上午 8 點~下午 5 點 

工作性質 CNC 銑床/CNC 車床/模具/等技術人員 

一、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59347422 

2.資本額：2,00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各類型汽車車燈,包括頭燈.霧燈.尾燈.方向燈.邊燈及汽車相關零組件產品等 

4.員工總人數：32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10 人 

二、訓練條件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專業訓練、職前訓練 

三、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額)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餐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提供加班工資(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年終 與正式員工相同比例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禮品、績效獎金 

四、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進行產學攜手合作、產學合作案、獎學金提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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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BS-01 

董事長 賴淑芬 

聯絡人 

聯絡人 魏明儀經理 

電話 0912-250809 

傳真 (02)2541-6282 

e-mail badant@mentor-hair.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98 號 3 樓 

上班時間 9:00~21: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設計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155660850               

2.資本額：      26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3,5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50     人 

三、訓練條件 

基本按摩技能、洗髮技能、護法技能、整髮技能、染髮技能、燙髮技能、吹風技能已達到

準師出階資格。 

剪髮技能、冷燙技能、燙髮技能、剪髮技能、挑染設計、彩妝技能已符合達到整體造型設

計師資格。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超出基本點*20     元■年終  紅包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聚餐、慶生會、員工旅遊等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 

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達德商工產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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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雅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BS -02 

董事長 楊儒堅 

聯絡人 

聯絡人 陳修慶 

電話 04-7637177 

傳真 (04)763-7155 

e-mail hairandyang@gmail.com 

公司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 125 號 

上班時間 10:00~20: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06011877           

2.資本額：         1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25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50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一天補助 200 元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2,000   元■績效超出基本點*11      元■年終 紅包          

6.其他福利：■其他 生日禮金 1000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達德商工產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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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BS -03 

董事長 鄭茂發 

聯絡人 

聯絡人 廖靜媛人力資源部經理 

電話 02-25223393 分機 828、0935-288680 

傳真 02-25223822 

e-mail marshar@mlibp.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53 號二樓 

上班時間 11:00-21:00、11:30-21:3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設計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96962779  

2.資本額：   1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洗、護、剪、燙、染、頭皮養護、接髮操作 

4.員工總人數：   2,0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5  

三、訓練條件 

秉持對服務業熱忱、喜愛與人接觸、對美的事務有興趣、喜愛創新與研發、主動與積極性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績效  超出基本點* 20 元■年終 依年資及全年績效發予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員工聚餐、生日禮金、提供多元化教育訓練課程、 

相關企業員購 優惠(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屏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等大學辦理產學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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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麗的髮型) 志願代碼 110BS-04 

董事長 賴淑芬 

聯絡人 

聯絡人 張月萍副理 

電話 0972-250286,04-37017777#2227 

傳真 (04)2260-5577 

e-mail patty8164@gmail.com 

公司地址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758 號 36F 

上班時間 週一~週六 10:00~20:00,週日 09:00~19: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服務設計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統一編號：    54124176        

2.資本額：     10,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服務及產品販售   

4.員工總人數：  31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15  人 

三、訓練條件 

對美髮時尚產業有興趣的同學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每月 1,000元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600  元■績效超出基本點*40   元■年終   紅包     

6.教育訓練： 

   (1)免費提供定期且完整之專案在職技術訓練。 

   (2)採學分制、自由選修，1 年 2 個月即可完成設計師檢定。 

   (3)輔導員工生涯規劃，鼓勵升學及進修。 

   (4)不定期安排知名講師指導授課。 

   (5)升遷管道暢通，定期舉辦專業技術考核。 

   (6)國外進修研習活動。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聚餐、旅遊、節慶禮品，年終獎金、團體保險、春酒等福利。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同德家商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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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BS-05 

董事長 陳景堂 

聯絡人 

聯絡人 陳立婕 

電話 02-26512888#605 

傳真 02-26512437 

e-mail ifgtw@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 768 巷 1 弄 20 號 5 樓 

上班時間 10:00~20: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設計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70395049                 

2.資本額：   81,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美容美髮服務業 

4.員工總人數：   1,200    人 

5.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20    人 

三、訓練條件 

1.對美髮時尚產業有興趣及熱情 

2.美容科或相關科別畢業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2.宿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其他： 

3.伙食：■無□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元□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績效獎金績效超出基本點*35■年終紅包 

6.其他福利：■其他生日假、生日禮金、中秋禮金、旅遊金、相關事業產品員工優惠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能仁家商、中山工商、穀保家商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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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典髮型 志願代碼 110BS-06 

負責人 施涵舒 

聯絡人 

聯絡人 施尚侑 

電話 0972-776050 

傳真 04-7572679 

e-mail den260hair@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彰化市陳稜路 101 號 

上班時間 晚班 12:00 至 21: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技術學習~美髮設計師培訓養成~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統一編號：14629544 

2.資本額：20,000 

3.主要產品(服務)：美髮造型服務 

4.員工總人數：20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10 人 

三、訓練條件 

對美髮時尚產業有熱情與夢想的同學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  ▓其他：伙食,已內含在月薪資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年終  過年紅包   

6.教育訓練： 

(1)免費提供定期且完整之專案在職技術訓練。 

   (2)採學分制、自由選修，6 至 10 個月即可完成設計師檢定。 

   (3)輔導員工生涯規劃，鼓勵升學及進修。 

   (4)不定期安排知名講師指導授課。 

   (5)升遷管道暢通，定期舉辦專業技術考核。 

7.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聚餐、旅遊、節慶禮品，年終紅包、團體保險、春酒等福利。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配合建國科技大學招生與員林家商、北斗家商、達德商工、大慶商工、樹德家商、仰德高中、

東吳高職、同德家商等…中部縣市鄰近學校配合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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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 110BS -00 

負責人 李永祥 

聯絡人 

聯絡人 新光/陳玉燕 Gina        菲羅/賴玟君 Joan 

電話 新光/04-22586661.    菲羅/04-23806909 

傳真 04-22541838 

e-mail yen2126@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3 段 301 號 8 樓/台中市南屯區惠文路 485 號 

上班時間 9:50~20:4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80124361  

2.資本額：      5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34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8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1000元□績效           元  □年終          

6.其他福利：□其他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建國科大、弘光科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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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志願代碼 110BS -08 

董事長 黃貴鳳 

聯絡人 

聯絡人 陳燕雪 

電話 02-27316431 

傳真 02-27316048 

e-mail Cher.cher@merryspa.com.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 19 之 7 號 

上班時間 AM10.00-PM8.00 (中間休息 2 小時)星期日公休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77206402            

2.資本額：        300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18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3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需自付水電費)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績效獎金依業績抽成  ■年終依年資提供 

6.其他福利：■其他(生日禮金、免費制服、員工餐會、免費健檢、員工產品優惠)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建國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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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梳子髮型沙龍 志願代碼 110BS-09 

董事長 曾惠玲 

聯絡人 

聯絡人 黃清全店長 

電話 

0932-574565 

0918-685721 

049-2381877 

傳真  

e-mail Combo306@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1047-1 號 

上班時間 11:00-20:00 

工作性質 美髮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14600477    

2.資本額：        15,000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美容             

4.員工總人數：    9  人 

5.需求教合作人數需求：   2        人 

三、訓練條件 

對美髮產業有興趣及熱情、積極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1,000     元□年終          月(平均) 

6.其他福利：■其他    員工旅遊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建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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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志願代碼 110BS-10 

董事長 劉淑香 

聯絡人 

聯絡人 劉淑香經理 

電話 0937-281958 

傳真 04-24360679 

e-mail tsalon.hair@msa.hinet.net 

公司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東光路 852 巷 8 號 10 樓 

上班時間 周一至周六 AM10:00~PM19:00.周日公休 

工作性質 美髮服務業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54581927     

2.資本額：  100 萬    元 

3.主要產品(服務)：洗剪燙染護 

4.員工總人數： 25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6  人 

三、訓練條件 

對美髮時尚產業懷抱學習熱情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但須負擔水電 2,000 元  □付費提供□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元  ■其他：內含於薪資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績效 超出基本 400 點*30 元■年終  以年資計算       

6.其他福利：■其他生日假.生日禮.不定期員工聚餐.年假.員工旅遊.提供制服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弘光科大美髮系/吳鳳科大美容美髮設計系/嶺東科大流行設計系  等校配合產學合作。 

 

mailto:tsalon.hair@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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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goddess 女神殿 志願代碼 110BS -11 

董事長 葉宗壁 

聯絡人 

聯絡人 林俊彥 

電話 02-25095358 

傳真 02-25095339 

e-mail ifdcaifdca@gmail.com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76 號 3 樓 

上班時間 10:00-7:0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24930899           

2.資本額：          200 萬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1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3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500      元□績效           元  □年終          

6.其他福利：■其他     定期聚餐、員工旅遊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開南大學實習及 the guild英國美容工會認證、icap認證考照合作 

建國科大實習及 the guild英國美容工會認證、icap認證考照考照合作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實習及 the guild英國美容工會認證、icap認證考照考照合作 

能仁家商 the guild英國美容工會認證、icap認證考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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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立采髮藝工作室 志願代碼 110BS -12 

董事長 蘇秀暖 

聯絡人 

聯絡人 蘇秀暖 

電話 0912613022   0423127816 

傳真  

e-mail candy052254@yahoo.com.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淤漢口路二段 96 號 

上班時間 am9:30 - pm7:30 

工作性質 美髮造型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82602769               

2.資本額：     20 萬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美髮造型      

4.員工總人數：            3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2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600      元□績效           元  □年終          

6.其他福利：□其他               (例如：停車場、生日禮卷、點心免費提供)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與建國科技大學和弘光科技大學產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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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公司名稱 可瑞莎美髮 志願代碼 110BS -13 

董事長 曾英瑞 

聯絡人 

聯絡人 謝伃婷       曾英瑞 

電話 0983029838   0923739583  

傳真  

e-mail Clarissa.hair8746739@gmail.com 

公司地址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新生街 136 號 

上班時間 10:00-20:30 

工作性質 洗剪燙染護 

二、公司簡介與建教合作需求 

1.登記證字號：  99916574        

2.資本額：     50000         元 

3.主要產品(服務)：  洗剪燙染護       

4.員工總人數：      40  人 

5.需求建教合作人數需求： 15    人 

三、訓練條件 

熱忱、活潑、大方，對美髮造型有興趣者、肯吃苦耐勞 

願意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基層養成教育、高度學習意願者 

四、薪資待遇與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臺幣：依勞基法基本薪資元整 

福利： 

1.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2.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3.伙食：■無  □免費提供(一餐)  □付費提供，每日     元  □其他：          

4.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其他：                       

5.獎金及補助：□全勤       元□績效           元  □年終          

6.其他福利：■其他     三節獎金 業績獎金     

五、產官學合作經驗(註：曾和政府或學校合作案) 

建國科大、大成商工、協志商工、五育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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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因重大事故延期舉行試務共同注意事項 

行政院 94 年 7 月 28 日院臺教字第 094003199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18 日台技(二)字第 0940132992C 號令發布全文 11 條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於考試舉行前或考試期間遭逢全國性或區域性之重大事 

故，以致全部考區或局部考區之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必須延期考試，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重大事故，包括如下： 

(一)颱風、地震、豪(大)雨或其他重大天然災害。 

(二)法定傳染病流行疫情或其他重大疫情。 

(三)空襲、火災等其他重大事故。 

三、各級入學考試試務單位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組成重大事故應變小組，於考試前或考試期

間遇有下列重大事故時，因應處理相關事宜： 

(一)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並預測考試前十二小時內登陸，或考試期間將影響

考試之進行。 

(二)考試期間任一通報作業權責機關或各機關、學校依行政院「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

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宣布停止辦公或上課。 

(三)經衛生主管機關發布傳染病流行疫情，並公告於考試期間限制或禁止上課、集會、

宴會或其他團體活動。 

(四)因空襲、火災等其他重大災害、疫情或事故，致明顯影響正常考試之進行。 

(五)考區發生各種重大災害、疫情或事故，致明顯影響正常考試之進行。 

四、重大事故應變小組對延期考試所為之決定，應即時通報各相關單位，且各入學考試試務

單位應即配合執行。 

五、延期考試之決定，至遲應於考試三小時前對外公布，並即時發布新聞稿及通知媒體播報。 

六、延期考試應重新公告有關甄試生重權益之事項，包括考試對象、考試日程表及試場地點

等，並同步提供電話語音及電腦網路之查詢。 

七、延期考試發生考試場地洽借、試務人員不足等困難時，應即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

處理之。 

八、因延期考試致影響甄試生權益，應由各招生委員會研擬處理措施，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處。 

九、延期考試所增加之費用，以編列之試務經費支應。但因非試務事項增加之經費，得另報

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相關單位專案補助之。 

十、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各級入學考試試務單位得另訂補充規定，報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定後實施。 

十一、其他各類試務工作之辦理，準用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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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41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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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缺繳學歷證明切結書 

報名編號 
(甄試生免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名班別  畢業年月 年      月 

就讀學校 
                   學校                  系(科)             

□日間部     □夜間部   

缺繳原因 
□1.為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 

□2.其他                             

填具證明 

本人                參加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

生，因上述原由未能於報名時繳驗學歷(力)證件，切結書內容本人已詳閱，

請 准予暫依在校生資格報名；本人至遲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前若未能繳交學

歷(力)證書正本或符合同等學歷報名資格之原學校修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願自動放棄報到、註冊資格，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建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計畫招生委員會 

 

立 切 結 書 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學生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自行剪齊黏貼於此處） 

學生證反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自行剪齊黏貼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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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企業推薦表 
(本表僅供銜接甄試生填寫) 

事業單位推薦評估內容：舊有員工報名可以根據以往表現評比。 

                      新進員工可以就實際面試會談之內容評比。 

請推薦者以打勾方式評估 

評估項目 傑出 優良 佳 尚可 

專業知識     

學習態度     

工作態度     

團隊表現     

表達能力     

研究精神     

整體表現成績(0~100 分)：             分 

總評：□極為傑出  □傑出  □優良  □佳  □普通  □尚可 

合作事業單位推薦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報名專班別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甄試學生姓名  連絡電話  

原就讀學校與科組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推薦者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任職單位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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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師長推薦表 
(本表僅供銜接甄試生填寫) 

茲推薦               同學參加  貴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甄試入學。 

請推薦者以打勾方式評估 

評估項目 傑出 優良 佳 尚可 

專業知識     

學習態度     

工作態度     

團隊表現     

表達能力     

研究精神     

整體表現成績(0~100 分)：             分 

總評：□極為傑出  □傑出  □優良  □佳  □普通  □尚可 

 

 

推薦師長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報名專班別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甄試學生姓名  連絡電話  

原就讀學校與科組  

推薦師長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推薦師任職單位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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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服務證明書 
 

                          

(出具證明機關或企業機構全銜) 

報 名 編 號 

(甄選生勿填 ) 
 報 名 系 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服 務 部 門 
 

職 稱 
 

擔任工作內容 
 

任職起訖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服務  年  個月 

□現仍在職 □現已離職（需加附現職證明） 

 

備 註 

 以上各欄位請詳實填寫請勿空白 

證明機構(全銜)： 

負 責 人： 

機構地址： 

電話：(  ) 

機構登記或立案字號： 

(機關及公營機構免填)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加蓋關防或公司章，如有不實證明應負法律責任) 

 

 

 

公司章 
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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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國外學歷切結書 

 

 

本人                所持外國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經駐外單位驗證

屬實，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驗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學歷證件及歷

年成績單。若未如期繳交，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報考時或錄取後經發現學歷不符規定，

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 致 

 

建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 

 

 

學校所在國及州別： 

學校名稱：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47  

【附表六】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成績複查申請表 

收件編號：        (由委員會填寫)   年   月   日 

考生複查注意事項： 

1.複查以 1 次為限，且考生資料應親自以正楷填寫正確。 

2.複查時間：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09:00～12:00。 

3.填妥本申請表傳真至「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並請於傳真 10

分鐘後以電話聯繫確認收到，複查結果由本委員會以電話或書面方式回覆。 

4.本委員會電話：(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傳真：(04)711-7911。                       

甄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報名編號  甄選生聯繫電話  

甄選生電子郵件  

申請複查原因 

(請詳述) 
 

總成績複查結果 

(甄選生勿填) 
 

承辦人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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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申訴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報 名 編 號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申 訴 項 目  □ 甄 試 成 績 □ 錄 取 標 準 □ 其 他  

申 訴 內 容 ：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招 生 委 員 會  

 

 

 

 

（ 請 簽 章 ）  

 

 

 

 

 

 

 

 

 

 

 

 

備註：填妥後請於 110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前以雙掛號信件逕寄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 

班招生委員會(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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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學校存查聯 

姓名  

報名編號  電話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本人經由產學攜手計畫專班考試入學錄取                    專班，因故放棄錄取資格，

特此聲明。 

     此致 

  建國科技大學                                  

甄試生 

簽名 
 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招生委員會 

蓋章 

 

 

 

 

建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甄試生存查聯 

姓名  

報名編號  電話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本人經由產學攜手計畫專班考試入學錄取                    專班，因故放棄錄取資格，

特此聲明。 

     此致 

  建國科技大學                                

甄試生 

簽名 
 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招生委員會 

蓋章 

 

 

注意事項： 

1.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甄試生慎重考慮。 

2.本聲明書經由甄試生簽名蓋章並經招生單位蓋章後雙方各執一聯，方算完成放棄手續。 

註：此放棄聲明書填妥後，請務必先以傳真方式再以郵寄或擲送本校教務處 招生組。 

    傳真電話：(04)711-7911



 

 
 

110 年 3 月 24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簡章條文修訂對照表(1) 

項次 修訂文 原文 備註 

一 

肆、報名注意事項 

六、本次招生不受理非本國籍學

生報名入學。 

肆、報名注意事項 

六、本次招生不受理非本國籍學

生報名入學。 

修訂招生資格

(P.5)。 

二 

肆、報名注意事項 

六、招生期間如遇任何法令規

章有修訂時，以最新公告之條

文為準。 

肆、報名注意事項 

七、招生期間如遇任何法令規

章有修訂時，以最新公告之條

文為準。 

配合條文修訂調

整項次(P.5)。 

 

 

 

 

 

 

 

 

 

 

 

 

 

 

 

 

 

 

 

 

 

 

 

 

 

 

 

 

 

 

 

 

 

 

 
 



 

 
 

110 年 6 月 16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簡章條文修訂對照表(2) 

陸、招生分則暨成績計分方式(原招生簡章公告內容) 

專班名稱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機械工程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日間在廠工作/實習 

週一至週五夜間於建國科技大學上課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秀水高工 學費收費標準 每學期 28,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企業公司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ME-01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02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3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10ME-04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0ME-05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6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7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10ME-08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9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10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10ME-1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12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7 

110ME-13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一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3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面試 100 分(學校 50 分、企業 50 分) 

3.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一般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

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

告、其他獲獎資料、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

列等)。 

3.企業推薦表(附表二)、師長推薦表(附表三)。 

高級中等學校合作專班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3.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2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1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企業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6.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2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面試 

3.書面資料審查 

4.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國立秀水高工之本專班銜接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 

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原招生簡章公告內容) 

專班名稱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美容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達德商工 學雜費收費標準 每學年 56,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BS-01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 

110BS -02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50 

110BS -03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 

110BS -04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110BS -05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20 

110BS -06 典髮型 10 

110BS -07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8 

110BS -08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3 

110BS -09 梳子髮型沙龍 2 

110BS -10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6 

110BS -11 女神殿 3 

110BS -12 立采髮藝工作室 2 

110BS -13 可瑞莎美髮 15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二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3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面試 100 分(學校 50 分、事業單位 50 分) 

3.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等)。 

4.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3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2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事業單位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面試 

3.書面資料審查 

4.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達德商工之學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 

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5.本班錄取時一旦分發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事業單位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作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書」，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 

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6.本專班由事業單位支付學生在公司上班之薪資。 

7.本專班辦理職前訓練課程，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 

8.本專班招生名額上限為 50 名。 

9.學雜費不包含網路通信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實習費….等。 

承辦單位 

聯絡方式 

美容系(04)711-1111 分機 2603  鄭雅云技士 ctu1124@ctu.edu.tw  

招生試務相關問題，招生組(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 

 



 

 
 

捌、錄取方式 

一、由招生委員會訂定各專班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列為正

取生，低於此標準之甄選生，則依序列為備取生；如正取生有缺額時，得於簡章

規定日期，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但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則不列備取生。 

二、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為止。未達 

    最低錄取標準、面試未到或成績零分者，雖有缺額仍不予錄取。 

三、甄試生錄取時分發至合作事業單位，並依規定簽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教育 

訓練契約」，方得正式錄取與報到；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機會。 

     四、同分參酌順序：甄試生總成績相同時，以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再相同時，以面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面試成績相同時，以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高者優先錄取，書面資料審查成績相同時，以加分項目高者優先錄取。 

     五、參加本學年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技優入學、申請入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須

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名本專班甄試，違者取消錄取資格。 

六、公告錄取後，經審查發現報名資料與入學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暨入學資格。 

 

 

 

 

 

 

 

 

 

 

 

 

 

 



 

 
 

陸、招生分則暨成績計分方式(修訂後招生簡章內容) 

專班名稱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機械工程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日間在廠工作/實習 

週一至週五夜間於建國科技大學上課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秀水高工 學費收費標準 每學期 28,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企業公司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ME-01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02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3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10ME-04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0ME-05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6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7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10ME-08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9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10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10ME-1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12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7 

110ME-13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一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面試 100 分(學校 50 分、企業 50 分) 

2.3.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一般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

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

告、其他獲獎資料、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

列等)。 

3.企業推薦表(附表二)、師長推薦表(附表三)。 

高級中等學校合作專班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3.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2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1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企業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6.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2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面試 

2.3.書面資料審查 

3.4.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國立秀水高工之本專班銜接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 

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修訂後招生簡章內容) 

專班名稱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美容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達德商工 學雜費收費標準 每學年 56,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BS-01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 

110BS -02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50 

110BS -03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 

110BS -04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110BS -05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20 

110BS -06 典髮型 10 

110BS -07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8 

110BS -08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3 

110BS -09 梳子髮型沙龍 2 

110BS -10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6 

110BS -11 女神殿 3 

110BS -12 立采髮藝工作室 2 

110BS -13 可瑞莎美髮 15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二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面試 100 分(學校 50 分、企業 50 分) 

2.3.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等)。 

4.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3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2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事業單位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面試 

2.3.書面資料審查 

3.4.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達德商工之學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 

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5.本班錄取時一旦分發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事業單位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作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書」，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 

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6.本專班由事業單位支付學生在公司上班之薪資。 

7.本專班辦理職前訓練課程，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 

8.本專班招生名額上限為 50 名。 

9.學雜費不包含網路通信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實習費….等。 

承辦單位 

聯絡方式 

美容系(04)711-1111 分機 2603  鄭雅云技士 ctu1124@ctu.edu.tw  

招生試務相關問題，招生組(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 

 



 

 
 

捌、錄取方式 

一、由招生委員會訂定各專班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列為正

取生，低於此標準之甄選生，則依序列為備取生；如正取生有缺額時，得於簡章

規定日期，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但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則不列備取生。 

二、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為止。未達 

    最低錄取標準、面試未到或成績零分者，雖有缺額仍不予錄取。 

三、甄試生錄取時分發至合作事業單位，並依規定簽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教育 

訓練契約」，方得正式錄取與報到；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機會。 

     四、同分參酌順序：甄試生總成績相同時，以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優先錄取 

         ，再相同時，以面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面試成績相同時，以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高者優先錄取，書面資料審查成績相同時，以加分項目高者優先錄取。 

     五、參加本學年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技優入學、申請入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須

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名本專班甄試，違者取消錄取資格。 

六、公告錄取後，經審查發現報名資料與入學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暨入學資格。 

 

 

 

 

 

 

 

 

 

 

 

 

 

 

 

 

 

 

 

 

 



 

 
 

110 年 6 月 23 日本校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委員會第四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110 學年度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招生簡章條文修訂對照表(3) 

 

陸、招生分則暨成績計分方式 (原招生簡章公告內容) 

專班名稱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機械工程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日間在廠工作/實習 

週一至週五夜間於建國科技大學上課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秀水高工 學費收費標準 每學期 28,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企業公司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ME-01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02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3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10ME-04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0ME-05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6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7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10ME-08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9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10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10ME-1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12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7 

110ME-13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一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一般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

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

告、其他獲獎資料、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

列等)。 

3.企業推薦表(附表二)、師長推薦表(附表三)。 

高級中等學校合作專班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3.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2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1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企業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6.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2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國立秀水高工之本專班銜接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 

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專班名稱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美容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達德商工 學雜費收費標準 每學年 56,000 元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BS-01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 

110BS -02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50 

110BS -03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 

110BS -04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110BS -05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20 

110BS -06 典髮型 10 

110BS -07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8 

110BS -08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3 

110BS -09 梳子髮型沙龍 2 

110BS -10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6 

110BS -11 女神殿 3 

110BS -12 立采髮藝工作室 2 

110BS -13 可瑞莎美髮 15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二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等)。 

4.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3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2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事業單位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達德商工之學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 

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5.本班錄取時一旦分發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事業單位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作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書」，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 

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6.本專班由事業單位支付學生在公司上班之薪資。 

7.本專班辦理職前訓練課程，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 

8.本專班招生名額上限為 50 名。 

9.學雜費不包含網路通信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實習費….等。 

承辦單位 

聯絡方式 

美容系(04)711-1111 分機 2603  鄭雅云技士 ctu1124@ctu.edu.tw  

招生試務相關問題，招生組(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 

 

 

 

 

 

 

 

 



 

 
 

陸、招生分則暨成績計分方式(修訂後招生簡章內容) 

專班名稱 精密機械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機械工程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日間在廠工作/實習 

週一至週五夜間於建國科技大學上課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秀水高工 學費收費標準 
每學分費乘以學分實
修學分時數、雜費及實
習材料費等費用。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企業公司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ME-01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02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3 凡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10ME-04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0ME-05 建興安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6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07 世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10ME-08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110ME-09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10ME-10 升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10ME-11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10ME-12 輝寶實業有限公司 7 

110ME-13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一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一般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自傳、履歷、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學業

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

告、其他獲獎資料、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

列等)。 

3.企業推薦表(附表二)、師長推薦表(附表三)。 

高級中等學校合作專班甄試生：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3.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2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1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企業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6.事業單位(原就讀學校)推薦書 2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國立秀水高工之本專班銜接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 

同意，酌收非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專班名稱 整體造型美髮產業專班(四技班) 

辦理系科 美容系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上課方式 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招生名額 50 名 

銜接合作高職 達德商工 學雜費收費標準 
每學分費乘以學分實
修學分時數、雜費及實
習材料費等費用。 



 

 
 

合作事業單位 

志願代碼 合作事業單位名稱 
公司提供 

職缺上限 

110BS-01 曼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 

110BS -02 雅頓國際時尚造型 50 

110BS -03 名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 

110BS -04 麗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110BS -05 快樂麗康股份有限公司 20 

110BS -06 典髮型 10 

110BS -07 威沃尼斯有限公司 8 

110BS -08 喜悅集團-喜仰美容院-喜悅髮型 SPA 旺盛店 3 

110BS -09 梳子髮型沙龍 2 

110BS -10 普樂仕有限公司(T-salon) 6 

110BS -11 女神殿 3 

110BS -12 立采髮藝工作室 2 

110BS -13 可瑞莎美髮 15 

合作事業單位簡介請參閱附錄一之二 

招生方式 1.書面資料審查、2.面試 

成績評定 

方式及比例 

總成績（200 分），包含： 

1.書面資料審查 100 分 

2.加分項目 100 分 

註：各單項成績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點第 2 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書面資料 

審查項目 

1.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證明文件) 

2.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影本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服務證明、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之佐證資料、專題報告、其他獲獎資料等)。 

4.如有家境清寒證明文件，請於繳交資料時一併提列。 



 

 
 

加分項目 

1.甄試生於高職就讀合作學校輪調式建教班 30 分 

2.甄試生就讀產學攜手合作學校 20 分 

3.經濟弱勢證明 20 分 

4.甄試生原高職合作事業單位為第一志願就職者 20 分 

5.與專班相關之工作經驗 10 分 

同分參酌順序 

1.經濟弱勢家境清寒持有證明者 

2.書面資料審查 

3.加分項目 

備註 

1.報名時須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序(合作事業單位資料如附錄一) 

2.按上述計分方式的成績分發為原則 

3.招生對象為達德商工之學生，如有缺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 

本專班合作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其以補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4.本校正式錄取報到時須檢附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 

 如屆時無法準時繳交而喪失錄取資格，考生須自行負責。 

5.本班錄取時一旦分發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事業單位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作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書」，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 

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6.本專班由事業單位支付學生在公司上班之薪資。 

7.本專班辦理職前訓練課程，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 

8.本專班招生名額上限為 50 名。 

9.學雜費不包含網路通信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實習費….等。 

承辦單位 

聯絡方式 

美容系(04)711-1111 分機 2603  鄭雅云技士 ctu1124@ctu.edu.tw  

招生試務相關問題，招生組(04)711-1111 分機 1326~1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