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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重要日程表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甄選項目分「面試」
、
「職場體驗」及「筆試」
。筆試項目為「人
際關係」測驗ㄧ科。本校根據考生筆試、面試成績及職場體驗結果公告正式錄取名單。招生
重要日程如下：

朝陽科技大學 102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單獨招生重要日程表
流程

日期

備註

公告、下載招生簡章

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即日起~
102/5/31(星期五)止

第一階段報名
1.現場報名(至 5/31 截止)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2.郵寄報名(至 5/28 截止)

1.現場報名
(1)現場核發准考證
(2)現場報名費為新台幣現金 500 元
(3)繳交報名資料
2.郵寄報名
(1)面試當日領取准考證。
(2)事先購買郵政匯票，抬頭為「朝陽科技大
學」
、金額新台幣 500 元放入郵寄信封內
(3)郵寄報名資料

102/6/03(星期一)

第一階段報名者面試

面試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大樓

102/6/05(星期三)

第一階段報名者
面試結果公告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即日起~

報名

面試
(第一階段)

重要項目

102/6/05(星期三)起~
考生至錄取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兩週 向事業單位報到並進行職場體驗兩週
102/7/19(星期五)止
體驗
(第一階段)

報名
(第一階段
不足額
才辦理)

面試
(第二階段)

102/7/5(星期五)

考生提出職場體驗不適合的截止日 更換至另一家職場體驗事業單位

102/7/22(星期一)

職場體驗合格公告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1.現場報名
[第一階段有不足名額，才會辦理第 (1)現場核發准考證
二階段]
(2)現場報名費為新台幣現金 500 元
第一階段報名
(3)繳交報名資料
102/8/01(星期四)起~
1.現場報名 8/01-8/11
2.郵寄報名
102/8/11(星期日)止
上午 09:00-12:00
(1)面試當日領取准考證
下午 13:30-15:30
(2)事先購買郵政匯票，抬頭為「朝陽科技大
2.郵寄報名 8/01-8/08
學」
、金額新台幣 500 元放入郵寄信封內。
(3)郵寄報名資料
102/8/12(星期一)

第二階段報名者面試

面試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大樓

102/8/13(星期二)

面試結果公告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102/8/16(星期五)起~
考生至錄取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兩週 向事業單位報到並進行職場體驗兩週
102/8/30(星期五)止
體驗
(第二階段)

筆試
(第一階段)

102/8/23(星期五)

考生提出職場體驗不適合的截止日 更換至另一家職場體驗事業單位

102/8/30(星期五)

第二階段報名者
職場體驗合格公告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102/8/31(星期六)

參加筆試

1.筆試試場各試場配置表於 8 月 30 日(五)公告於
本校招生資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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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日期

重要項目

備註
(http://www.cyut.edu.tw/~ccy/)，8 月 31 日(六)
公告於本校 管理大樓門口
2.筆試成績當日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第二階段)

放榜

入學

102/8/31(星期六)

成績寄發

直接寄發考試結果之成績

102/9/02(星期一)

成績複查

限以「傳真」方式申請（04-23742369）是否收悉，
查詢電話（04-23323000 轉 7544）
複查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3:00

102/9/03(星期二)

放榜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recruit/

102/9/04(星期三)

報到、註冊

至學校辦理報到、註冊手續
至學校接受新生訓練

於報到、註冊時通知 新生訓練
102/9/12(星期四)

課表及上課日，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開學日

備註：簡章索取方式
(1)下載網址：http://www.cyut.edu.tw/~ccy/
(2)下載期限：即日起至民國 10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止，免費自行下載。
(3)以上寄發通知單或成績單之日期，若經過 3 天仍未收到，請速與本校管理學院聯絡，
連絡電話：04-23323000 轉分機 7544。
報名期間如逢颱風停止上班，報名日期依次順延；面試或錄取報到日如逢颱風停止上
班，延後日期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http://www.cyut.edu.tw/~ccy/)公告。

貳、宗旨及教育方式
一、宗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促進青少年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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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辦理四技招生，日間部四技學制開辦職類有「餐飲門市管理」職類，
四技訓練生預計招收 129 人。
訓練生錄取後將之課程與訓練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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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法授予四技訓練生為學士學位證書。此外，在四年訓練
期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將補助每位訓練生每學期學費（見附件一）
，事業單位則依訓練
生實際工作之日數或時數每月給付訓練生津貼，並和一般員工一樣享有勞、健保之福利
保障（有關訓練生之權利義務見附件二）
。錄取後訓練生應參加合作學校所安排之學科課
程，並接受成績和操行評量，且需遵守本校學則之規定及修畢所規範之必（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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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
一、日間部四技學制報名資格
凡我國之國民，具下列資格之一，且年齡 29 歲以下（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
均得參加報名：
（一）曾在下列之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畢業者：
1.高級中學(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畢業滿一年)
2.高級職業學校
3.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
4.高級中學進修學校(普通科需非應屆畢業生/畢業滿一年)
5.高級職業進修學校
（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1.曾在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之一
者：
(1)修滿日間部二年級下學期或夜間部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
二年以上，持有修業或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2)修滿日間部三年級上學期或夜間部四年級上學期，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
年以上，持有修業或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3)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2.曾在下列之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1)高級中學進修補習學校
(2)高級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班三年級(延教班)
3.曾在五年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 1 年以上，持有修業或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2)四、五年級肄業，因故退學，持有原校四、五年級修業證明書附成績單者。
4.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高中、高職或專科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者。
5.曾參加考試院舉辦之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於高普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持有及格證書者。
6.經國防部核准退伍軍人（包括軍官、士官、士兵在臺依法退伍除役及後備軍官、
士官、士兵應召服役依法解除召集者）及在營官兵持有合法證件暨具以下條件
之一者，均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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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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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7.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 5 年以上；
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備註：
1.凡具前列報名資格經錄取者，需再經錄取學校審定資格後方得入學，若發現其
學歷(力)證件不符報名資格者，將取消其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2.已參加當學年度技術校院各入學管道及大學、技術校院轉學考並獲錄取者，若
經本次招生錄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違者取
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3.本簡章所稱「高級職業學校(高職)」
，係包括公私立高職日、夜間部、附設進修
學校(含實用技能班)與高中附設職業類科、高級中學跨選職業類科專業課程及
綜合高中。綜合高中之學生，須修習職業學程科目 25(含)學分以上者，始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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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4.男生役畢或免服兵役由事業單位自訂，詳如附件三之事業單位簡介。
二、報名日期、方式及報名手續
（一）報名日期及報名方式：
1.報名日期：
第一階段報名：即日起至 10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
第二階段報名：102 年 8 月 01 日(星期四)至 102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
2.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與郵寄報名，須備齊報名資料及相關證件，以供現場審
查與核發准考證。
(1)現場報名(第一階段即日起-5/31；第二階段(需第一階段有缺額才辦理)8/01-8/11)
A.現場核發准考證
B.現場報名費為新台幣現金 500 元
C.繳交報名資料
(2)郵寄報名(第一階段即日起-5/28；第二階段(需第一階段有缺額才辦理)8/01-8/08)
A.面試當日領取准考證。
B.事先購買郵政匯票，抬頭為「朝陽科技大學」、金額新台幣 500 元放入郵
寄報名信封內。
C.郵寄報名資料。
3.現場報名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4.報名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辦公室(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管理
大樓 8 樓)。
（二）報名手續：
1.使用簡章附件五報名表、附件六考生自傳、附件七考生志願表、附件八考生聲
明書各乙份，並請詳細填寫。依規定黏貼相片、國民身分證及學歷(力)證件影
本，自行核對無誤後，於報名表簽名欄處親筆簽名。
2.繳交學歷(力)證件影本乙份。
3.繳交歷年成績單乙份。
4.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整，請至郵局購買新台幣 500 元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寫「朝
陽科技大學」（不得有錯字、別字或漏字）。
符合下列規定之考生，檢附有效證明文件，報名費予以全免優待。
(1)凡屬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者，
於報名時繳交 102 年度各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金門
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影本(檢驗時請檢附正本，經學校確認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相
符」章，並請報名考生親筆簽名，另須於報名期間內有效之證明文件，非清
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ㄧ般鄰里長所核發之清寒證明等證件，概不受理。
(2)凡報名人員為失業戶子女者，須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
給付收據」或「再認定收執聯」影本(檢驗時請檢附正本，經學校確認無誤
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並請報名考生親筆簽名)及戶口名簿
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5.本會收到報名資料後，將現場查驗繳交證件是否完備，但暫不查核正本（俟至
事業單位及錄取學校報到時再繳驗）
，若繳交證件已完備，即先行核發准考證，
以確認報名手續之完成。
6.本會於完成報名當下，立即給予准考證。
7.本招生考試於報名截止後，各專班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委員會所訂定之最低報名
人數 20 人時，得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並邀請合作事業單位、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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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指導，以保障考生權益，並於確認不舉辦該項招生考試後，報名費無息退
還。
8.考生至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報到時，須依事業單位體檢項目需求提供醫療機構核
發之體檢合格表正本乙份(例如：餐飲業常見之體檢項目有一般體檢、傷寒、
肺結核、梅毒、A 型肝炎、B 型肝炎…等等)。
備註：
1.報名考生若遺失國民身分證者，於報名表上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處，
必須貼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
2.報名考生若更改姓名者，對其所應繳驗之學歷(力)證件，必須先至原發證件之
單位更改姓名，或報名時繳驗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否則，取消遴選面
試資格。
3.各項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不符，均取消遴選面試
資格。
4.報名考生錄取後，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資格，報名考生
不得異議。
5.現役軍人於(第一階段職場體驗)102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或(第二階段職場體
驗)10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前退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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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志願選項、代碼及錄取名額
一、本招生甄選職類，日間部四技學制開辦職類有「餐飲門市管理」職類，四技訓練生
預計招收 129 人。招生甄選名額不含括於 102 學年度教育部總量管制之管制名額。
二、各志願選項名額將以事業單位依職場體驗結果之錄取名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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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志願選項、代碼及錄取名額如下所示：
合作
學校
合作學校/科(系)別 職類 最 低 志願
事業單位名稱
小計
總計
開 班 代碼
人數
5
01 莫凡彼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
02 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7
03 古典玫瑰園茶業有限公司
15
04 明山別館股份有限公司
餐飲
8
05 興農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朝陽科技大學
門市 20
129
20
休閒事業管理系
06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
46
07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5
08 21 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09 薰衣草森林股份有限公司
15
10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單獨招生：面試、職場體驗、筆試
招生方式
筆試科目：人際關係
一、現場報名
（一）繳交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
（二）繳交附件五報名表乙份（請確實黏妥照片與身分證影本）。
（三）繳交附件六自傳乙份填寫確認（報名時須繳交）。
（四）繳交附件七選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表乙份填寫確認（報名時須繳交，請選
填10個志願）。
（五）繳交附件八訓練生權利義務聲明書
（六）學歷學歷（力）證件與歷年成績單各乙份。
1.(去年) 101學年度以前已畢業且(或)符合報考資格者，需繳交學歷（力）證
件與歷年成績單各乙份。
2.(今年) 102學年度符合報考資格之應屆畢業者：
（1）在第一階段報名（即日起-5/31），
A.有報考統測者，可繳交附件九聲明書並黏貼102年技專院校統一入學測
驗准考證影本乙份，於完成職場體驗前(102年7月19日前)將影本畢業證
報名繳交
明親送或以中華郵政郵寄給”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
資料
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B.未報考統測者，可繳交附件十聲明書乙份，於完成職場體驗前（102年7
月19日前）將影本畢業證明親送或以中華郵政郵寄給”朝陽科技大學管
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
（2）在第二階段報名（8/01-8/11），需繳交學歷（力）證件與歷年成績單各
乙份。
（七）報名費全免優待之身分證明文件乙份（低收入戶、失業戶子女、原住民）。
（八）未填寫志願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考生至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報到時，須依事業單位體檢項目需求提供醫療機構核
發之體檢合格表正本乙份(例如：餐飲業常見之體檢項目有一般體檢、傷寒、肺結
核、梅毒、A 型肝炎、B 型肝炎…等等)。
二、郵寄報名：以掛號郵寄至”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內附報考文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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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郵政之郵政匯票 500 元乙張。
（二）完成填寫之附件五報名表乙份（請確實黏妥照片與身分證影本）。
（三）完成填寫之附件六自傳乙份填寫確認（報名時須繳交）。
（四）完成填寫之附件七選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表乙份填寫確認（報名時須繳交
，請選填10個志願）。
（五）完成填寫之附件八訓練生權利義務聲明書。
（六）學歷學歷（力）證件與歷年成績單各乙份。
1.(去年) 101學年度以前已畢業且(或)符合報考資格者，需繳交學歷（力）證
件與歷年成績單各乙份。
2.(今年) 102學年度符合報考資格之應屆畢業者：
（1）在第一階段報名（即日起-5/31），
A.有報考統測者，可繳交附件九聲明書並黏貼102年技專院校統一入學測
驗准考證影本乙份，於完成職場體驗前（102年7月19日前）將影本畢業
證明親送或以中華郵政郵寄給”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
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B.未報考統測者，可繳交附件十聲明書乙份，於完成職場體驗前（102年7
月19日前）將影本畢業證明親送或以中華郵政郵寄給”朝陽科技大學管
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
（2）在第二階段報名（8/01-8/11），需繳交學歷（力）證件與歷年成績單各
乙份。
（七）報名費全免優待之身分證明文件乙份（低收入戶、失業戶子女、原住民）。
（八）未填寫志願者，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
※考生至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報到時，須依事業單位體檢項目需求提供醫療機構核
發之體檢合格表正本乙份(例如：餐飲業常見之體檢項目有一般體檢、傷寒、肺
結核、梅毒、A 型肝炎、B 型肝炎…等等)。
附註：經事業單位與本校擇優錄取後，若錄取人數未達各職類之最低開班人數，得由事業單位與
本校共同決定是否開班，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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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面試：佔 24%總分

+

事業單位面試：佔 56%總分

+

考生職場體驗：需合格

+

筆試：佔 20%總分
(若考生筆試與面試皆高分，但未能通過職場體驗，依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規定，仍列為不錄
取名單，考生不得異議)

伍、准考證製發及補發
一、本校於現場報名時立即核發准考證。
二、考生現場取到准考證時，須詳加核對准考證上各欄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請於
現場提出，以免影響權益。
三、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毀損者，考試期間得持本人 2 吋照片 1 張及身分
證件，向本校招生委員會申請補發。
四、考生准考證補發 1 次後，如再有毀損或遺失，不予補發。

陸、遴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面試成績佔總成績 80％，共有二個分數，包括學校面試成績(佔 30%)
與事業單位面試成績(佔 70%)。
二、第二階段：職場體驗（需取得合作事業單位職場體驗合格證明）。
三、第三階段：筆試成績佔總成績 20％。
四、甄選過程各階段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一律不予律取。

第一階段報名者

第二階段報名者

廠商面試：
102 年 6 月 3 日(一)

廠商面試：
102 年 8 月 12 日(一)

職場體驗合格公告：
102 年 7 月 22 日(一)

職場體驗錄公告：
102 年 8 月 30 日(五)

筆試：102 年 8 月 31 日(六)
上午 10:10-11:00

筆試：102 年 8 月 31 日(六)
上午 10: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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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筆試日期、項目及地點
一、筆試日期：民國 102 年 8 月 31 日(六)
二、筆試項目與時間表：
時間
項目

報到

預備鈴

第一節

9:30

10:00

10:10-11:00

報到

考生進場

人際關係

備註：1.考試科目皆為選擇題題型，限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作答。
2.考生請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件應試，以備查驗。
3.預備鈴響，考生請移至筆試考場內準備，本會將進行試前注意事項說明。
三、筆試地點：筆試地點及詳細之試場分配表，於 10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公告本校
招生資訊網站公告 http://www.cyut.edu.tw/~ccy/；並於 102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在本校管理大樓門口公告。

捌、遴選面試考生方式
一、本校將依照第一階段總成績比序並對照考生報名表之志願順序，依次遴選，遴選
人數至多為各志願選項錄取名額。經遴選入選之考生將參加事業單位及學校之「面
試」。
二、筆試缺考、筆試成績零分或報名表上未填寫志願代碼者，將喪失遴選資格。
三、遴選面試考生方式：
（一）按照簡章肆、
「志願選項、代碼及錄取名額」
（見本簡章第 7 頁）
，對以各志願選
項為第一志願之考生，依其總成績高低排序後進行遴選，決定事業單位與學校
之面試名單。
（二）報名考生所選第一志願尚未滿額即遴選至第一志願。若第一志願已分發額滿，
則遴選至第二志願，依此類推。若考生志願順序及總成績均相同時，依序按 1.
面試成績；2.筆試成績高低決定優先順序，若各項目成績分數完全相同者則增額遴
選。
四、面試日期：
（一）第一階段報名者 102 年 6 月 3 日(一)上午 9 時，開始報到，並依現場說明進行面
試階段作業。
（二）第二階段報名者 102 年 8 月 12 日(一)上午 9 時，開始報到，並依現場說明進行
面試階段作業。
五、面試地點：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cyut.edu.tw/~ccy/。
六、面試注意事項：
（一）考生應親自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間及地點參加
面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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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試時間自上午 9 時 00 分報到起至全體面試完畢止。(依當天面試人數而定)。
（四）未參加面試者，概不錄取。
（五）如面試人數過多，得調整面試時間，將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公告調整
http://www.cyut.edu.tw/~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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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面試結果公告
一、本會依面試結果評量成績加總後，由分數最高依次錄取第一階段結果，並依最高
志願依次決定分發企業，經入選之考生將可參加事業單位安排為期 2 週之職場體
驗。
二、各事業單位及本校依考生面試評量成績，決定面試通過名單，面試及遞補面試通
過人數總額為各志願選項錄取名額，經入選之考生將可參加事業單位安排為期 2
週之職場體驗。
三、面試結果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公告 http://www.cyut.edu.tw/~ccy/。面試結果公告後
如事業單位招生額滿，該事業單位不再遞補面試。

拾、面試通過生報到及職場體驗
一、報到日期：依本會與事業單位確認體驗時間與地點後，採電話通知考生體驗日期、
時間、地點、及服裝儀容相關事宜。
二、報到地點：各事業單位。
三、面試通過生應攜帶相關資料辦理報到接受事業單位安排為期 2 週之職場體驗。
（職
場體驗期間，由各事業單位依其訂定之標準發給津貼，各事業單位不得縮短職場
體驗期間）。
四、面試通過生於職場體驗期間，如有不適性之問題，
第一階段報名者之職場體驗最晚於 102 年 7 月 05 日(星期五)提出;
第二階段報名者之職場體驗最晚於 102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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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業單位依職場體驗結果依序錄取，惟不得超過各志
願選項之招生錄取名額。未獲錄取之考生不得異議。
五、考生參與職場體驗合作事業單位，若仍未通過職場體驗，則列為無法錄取者，考
生不得異議。
六、若有事業單位錄取結果不足額，得依規定由滿額事業單位以不超過 1.5 倍核定名
額方式，且不超過事業單位送件申請名額，在考生同意下，由滿額事業單位錄取。
七、未依規定時間及規定事項向事業單位完成報到及職場體驗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八、事業單位報到人數不足時，通知本校招生委員會，依序通知該事業單位遞補學生
至事業單位報到。

拾壹、錄取通知及複查成績辦法
一、預定 102 年 8 月 31 日寄發錄取通知。
二、報名考生對成績如有疑義，可申請複查，為求查詢及答覆之迅捷正確，請遵照以
下規定辦理，否則不予受理。
（一）複查日期：102 年 9 月 2 日，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複查考生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
，限以「傳真」方式申請(04-23742369)
並請來電確認是否收悉，查詢電話(04-23323000 轉 7544）。
（三）複查結果將於收件後 3 個工作日內寄出，每人僅限複查 1 次。
（四）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卷。
備註：本校採不收取複查費方式接受考生複查申請，唯每人僅限複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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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正式錄取公告
一、各事業單位依面試通過生之職場體驗結果，得不足額錄取。錄取人數未達本簡章規
定最低開班人數 20 人，由事業單位與本校共同決定得不開班。
（詳見本簡章內容、
「志
願選項、代碼及錄取名額」）
二、學生報考人數不足 30 人時，由事業單位與本校共同決定得不舉辦考試，報名費用無
息退還。
三、本會訂於民國 102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將錄取名單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站公告，網址為
http://www.cyut.edu.tw/~ccy/。
四、本校將於民國 102 年 9 月 30 日前，將正式日間部四技錄取名單呈報中區職業訓練中
心。

拾參、錄取生報到、註冊
一、各錄取生應於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依本校之規定時間，攜帶學歷（力）證
件正本，至本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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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錄取生於事業單位及本校均完成報到手續後，始成為 102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之訓練生，並據以辦理就學、緩徵及各項補助事宜。
三、本校之學雜費收費標準，詳如附件四（學校簡介）。
四、學雜費減免、補助，詳如附件一。
五、未依規定時間及規定事項完成報到及註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拾肆、試場規則
一、請於考試當天 9 時 30 分前到達指定測驗地點，查看試場分配表後至指定試場等候入
場應試。
二、應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正本、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到試場。缺准考證或國民身分證
正本任何一種均不得入場應試。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或駕照替
代。
三、非應試用品包括書籍、紙張、皮包、鬧鐘、翻譯機、收錄音機、行動電話、呼叫器、
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非應試用品均不得攜帶入場應試。貴重物品請勿攜帶，承辦單位
恕不負保管之責。有記憶、計算及翻譯功能之鐘錶禁止使用。
四、進場前，行動電話、呼叫器或電子通訊設備務必取消鬧鈴設定並關掉電源，且不可帶
至座位；如有攜帶鬧鐘錶者，務必將鬧鈴關掉；以上物品如於測驗中發出響鈴、振動
或發現電源開啟，或帶至座位者，將以違規扣 5 分處理。
五、「筆試測驗」應試須知：
（一）報到。考生請於 9：30 前至指定地點進行報到。
（二）預備鈴。考生請於 10：00 移動至筆試考場內準備，本會將進行試前注意事項說明
及填寫資料等。
（三）測驗開始。10：10，開始作答，遲到 20 分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四）入場時應出示准考證與身分證件正本，入場後須依准考證號碼就座。
（五）測驗時應將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置於考桌左上角，以便查驗。如發現所繳國民身
分證影本與正本不符，或所繳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有識別困難者，測驗結束再
查驗；如經查驗非本人應試，則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六）試場內不得飲食。
（七）測驗時直接將答案作答於試題紙。不得有傳遞、夾帶或左顧右盼、交談等違規行
為。若有竊取試卷或請人代考者，均依本校之規定處理。請人代考者，連同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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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3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意圖或已將試題冊、答案紙攜出試場，或於測
驗中意圖傳送試題者，5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違反上述規定者，作答不予
計分亦不退費。
（八）測驗進行中不得中途離場，考試時間 30 分鐘後即可離場，30 分鐘內不得提早交
卷，否則不計分。
（九）本測驗全部為選擇題，選其中一個填入答案欄。請務必在該作答欄內作答，未在
規定之作答欄內作答者，一律不計分。
（十）測驗結束時，應立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冊、答案紙
後，宣佈結束始可離場。宣佈離場前，不得再提筆作任何記號或寫下題目，否則
以違規論。
（十一）應試者入場、出場及測驗中如有違反本測驗規定或不服監試人員之指示者，監
試人員得取消其應試資格並請其離場，其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十二）如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遭受處分，應試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十三）本測驗採用「標準量尺」給分，滿分為 100 分。試題共 50 題，限 50 分鐘作答。
（十四）本測驗採人工閱卷，全部為選擇題，每題有 ABCD 四個備選答案，直接將答案
作答於試題紙上。每題答對者給分，答錯、答二個以上或未答者均不給分亦不
倒扣。如要更改答案，須將原答案劃叉。請務必在該作答欄內作答。未在規定
之作答欄內作答者，一律不計分。例：C 為答案。
（十五）測驗結束時，應立即停筆，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試題冊、答案
紙後，宣佈結束始可離場。宣佈離場前，不得再提筆作任何記號或寫下題目，
否則以違規論。
（十六）如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遭受處分，應試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拾伍、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一、為確定保障報名考生權益，特訂定「招生申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申訴辦法)。
二、申訴主體：凡參加本會甄選之報名考生，得依據申訴辦法之規定提起申訴。
三、本會為處理相關申訴，得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四、凡報名考生參加本會甄選相關作業，認為有不公且損及其個人權益，雖當場循正常行
政程式要求處理，仍無法獲得補救，得依申訴辦法規定，向本會相關單位提起申訴。
五、申訴處理程式：
（一）報名考生參加本會甄選發生本辦法第四條申訴事項時，應於 7 日內向本會提出書面
申訴。
（二）申訴未循申訴辦法之程式請求補救者，本會得以書面駁回。
（三）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議書前，得撤回申訴。
（四）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五）申訴提起後，申訴報名考生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本會以外之機關提出申
訴，應即於 1 週內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議原
因消滅後繼續評議。其間如影響報名考生權益，責任概由報名考生自負。
（六）評議決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亦應做成評議決議書，
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七）評議決議書應依循本會組織系統，送達申訴報名考生並副知相關單位。
六、危機處理小組會議決議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本會追認及補救。
七、申訴人及證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本會即停止評議，並以書面
駁回申訴，必要時並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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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簡章索取方式
一、下載網址：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 http://www.cyut.edu.tw/~ccy/。
二、下載期限：即日起至 10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止，免費自行下載。

拾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生對甄選結果認為有損其權益時，得於事實發生後 7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逾期不予受理，申訴以 1 次為限。本會接獲申訴後將依「招生申訴處理辦法」處理相
關申訴。
二、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之考生，應於報名時繳交相關證明檔，並得提出申請安排特殊考
場。
三、各錄取報到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不得於訓練期間申請轉學或轉系。
四、本計畫係採「雙軌制」訓練模式，故訓練生於訓練期間脫離一軌（即事業單位退訓或
學校退學），即喪失其訓練生身分，不得異議。
五、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有關報名人數不足及緊急事件應變處理原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
七、本計畫之訓練生上課方式採專班方式，訓練生於訓練期間接受雙軌教育模式(專業技
能與知識理論)，為檢驗訓練生工作崗位技能學習成效，合作學校需輔導訓練生參與
及通過「專業職能認證」，其相關配合注意事項如下：
（一）為建立本認證考試公平與公正之監評制度，合作學校及事業單位需提供該職類之專
業監評師資名單予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二）專業職能認證包括學科及術科(期中與期末)，有關術科檢測之材料費用由合作學校
納入學(雜)費中。
（三）合作單位須輔導訓練生參加本計畫專業職能認證考試，並配合考試期程給予公假。
（四）為使本認證考試之試題庫標準化，合作學校應於訓練期程內依所定之學科課程進行
教學，並提供其教材內容、書籍或電子檔予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備查。
八、本計畫之訓練生上課方式採專班方式，餐飲門市管理職類專班，採每週三與每週四上
課，共計每學期各科須上滿 18 週。
九、簡章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102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相關規定及行政作
業辦理，將依前述即時修正並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www.cyut.edu.tw/~ccy/，考
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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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本校地理位置圖
本校地理位置圖(網路觀看網址: http://web.cyut.edu.tw/files/90-1000-17.php)

‧
‧

自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可搭國光客運、統聯客運、飛狗巴士等任何往台中之客運
至台中火車站下，轉搭台中客運 131 路或 132 路至本校。
搭計程車從台中火車站到本校約 20 分鐘。

於 191 公里處彰化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3 號
‧ 開車經國道 1 號
里處霧峰交流道下，按圖示約 8 分鐘可達本校。
‧ 開車經國道 3 號
‧

往南至 211 公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道下，按圖示約 8 分鐘可達本校。

搭乘高鐵由台中站下，經中彰快速道路，接國道 3 號往南至 211 公里處霧峰交流
道下，約 25 分鐘抵達本校(全程約 21 公里)。另外，亦可自高鐵台中站搭乘台鐵區
間車至台中火車站(約 10 分鐘)，轉搭台中客運 131 路或 132 路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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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本校校園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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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朝陽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
職類：餐飲門市管理

原本學雜費

學雜費補助

身分

應繳學雜費
學費

雜費

學費

雜費

合計

一般生

39,662 元

8,747 元 19,831 元

原住民學生

39,662 元

8,747 元 39,662 元

8,747 元

48,409 元

0元

身心障礙學生

39,662 元

8,747 元 39,662 元

8,747 元

48,409 元

0元

低收入戶學生

39,662 元

8,747 元 39,662 元

8,747 元

48,409 元

0元

0 元 19,831 元

28,578 元

附註：1.實際之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依入學時之規定辦理。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本
人、低收入戶學生之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依勞委會職訓局之規定標準辦理；
上述減免與教育部減免擇優辦理，不得重複申請。
2.合計是指勞委會職訓局依據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辦法補助的金額。
3.上述費用均不含電腦實習費與學生平安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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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訓練生之權利義務
一、訓練生之權利
（一）在事業單位方面：
1.在實習計畫期間之津貼應按月直接發給，其津貼依訓練生實際進行工作崗位訓練之日數或
時數按月支給，並應視其實習成效及事業單位營運狀況調整。
2.負責辦理訓練生勞工保險(不含就業保險)及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辦理全民健康保險。
註：事業單位不須提繳勞工退休金
3.負擔實習計畫所需經費。
4.負責招訓、施訓、成績考核及結訓有關事宜。
5.適當安排技能訓練，不使訓練生擔任粗重、危險性工作，或從事家事、雜役及其他非學習
技能為目的之工作，但事業場所內之清潔整頓，器具工具及機械之清理者不在此限。
6.訓練生之實習訓練，應在日間實施為宜，且不得安排於下午 10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進行。
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需徵得訓練生同意後安排，惟仍不得安排於前述時段，
延長之訓練時數、休息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另亦應準用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
定，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對應津貼。
學校寒暑假期間，原在校上課之時間，事業單位如有安排訓練之需求，在徵求訓練生同意
及學科教育可配合(訓練生不需重、補修學分)之原則下，應比照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標準，
支付對應津貼。
7.義務輔導訓練生參加本計畫之專業職能認證考試，並配合考試期程給予公假。
8.不履行契約致使訓練生蒙受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二）在學校方面：
1.訓練生接受四年訓練且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四技訓練生為學士學位
證書。
2.訓練生在校期間享有正式學籍，協助辦理緩徵、學雜費減免、補助（見附件一）及就學貸
款等。
3.為維護學生權益，負責建立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重補修相關科目學分。
（三）在行政院勞委會及教育部方面：
1.在實習計畫期間補助或減免學雜費（見附件一）。
2.負責督導招訓、施訓、成績考核及結訓有關事宜。

二、訓練生之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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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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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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時填寫工作週誌，親自簽名後送事業單位批核簽章。
（二）在學校方面：
1.訓練生之權利，依本計畫正式招生錄取且完成註冊手續之訓練生，其在學校進行學科教
育訓練期間需遵守學校教學與生活管理輔導相關規定。
2.訓練生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參考用），見附件一。
3.訓練生在教育訓練期間不得辦理轉學、轉系。
4.訓練生需遵循學校學則規定，如有違反校規或學業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者，應按規定辦
理退學手續。
5.學校應對每位訓練生工作週誌審視簽章。
（三）在行政院勞委會方面：
1.於實習計畫期間如有不遵守行政院勞委會有關規章，情節重大，得停止實習，解除契約。
2.如訓練生自行擅自解約，應賠償行政院勞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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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頒訂 102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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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
一、公司基本資料
莫凡彼餐飲事業股
訓練協調經理 鞠岱瑋
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 50 巷 5 號 B1
公司名稱

電話 02-27859700 分機 605
傳真 02-27859711
e-mail Davies.chu@barox.com.tw

二、公司簡介
歐風美食，盡在莫凡彼
代客如友、賓至如歸

莫凡彼餐飲事業為「百富通機構」旗下事業體系之ㄧ。
「百富通機構」橫跨兩岸三地，旗下擁有專營頂級食品進口業務、
餐飲門市、室內兒童主題樂園等多項事業體系。
代理進口之頂級食品有：
「瑞士 Movenpick 莫凡彼冰淇淋」、
「瑞士
Movenpick 莫凡彼咖啡」
、
「瑞士 Hero 喜諾果醬」
、「瑞士 Haco 好口
調理粉」...等系列產品。
餐飲體系目前擁有：
「莫凡彼歐風餐廳」6 家、
「莫凡彼咖啡館」門市 9 家、
「莫凡彼冰淇淋專門店」
3 家、「Casa de Pasta 凱薩帝義式餐廳」3 家、「明果泰式創意料理」1 家,一花亭日式創意料理 1 家、
複合式餐廳「棒恰恰親子歡樂餐廳」1 家；另外在海外部份有「Euro Deliz 歐德利餐廳」蘇州店、
「Go
Fresh 夠鮮工坊」上海及蘇州店共 6 家，陸續在中國地區有多處購物中心正積極展店計畫中。
自動快照體系~ [富多美股份有限公司] 是台灣第一家導入英國自動快照亭，提供消費者自拍證照使用
照片，為經濟部專案輔導研發技術專業廠商，自動快照亭遍佈全台公民營地點，百貨超市，量販點目
前設點約 200 台。
兒童娛樂事業體系~「卡通尼兒童樂園」為台灣最大室內兒童主題樂園，座落於桃園台茂購物中
心 6F，佔地約 1000 坪；上海及蘇州地區共有 15 家，平均佔地約 1000 坪以上之大型室內兒童主題樂
園，以及中型及小型遊樂園約 35 家。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1：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台中地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
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10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輪班方式： 2 頭班:10:00~22:00：早班:10:00~18:00,
午班:13:00~21:00, 晚班:14:00~22:00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4:30~17:30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
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不限
人
業務範圍：外場/吧台 /廚房
薪資約：
25,000~28,0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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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購優惠，員工餐廳用餐員工價，年終尾牙、優良員工獎勵、生日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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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罹患 B 型肝炎、肺結核、梅毒、皮膚病變等皆不適合餐飲業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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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伯朗咖啡股份有限
公司

訓練協調經理
種子人員

胡品琪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218 號 4 樓

電話 02-25073600 分機 506
傳真 02-25073368
e-mail queenahu@kingcar.com.tw

二、公司簡介
生活從遇見伯朗咖啡開始
（一）創立背景：
伯朗咖啡館(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98 年 12 月，是金車公司秉持著
二十年的咖啡製作經驗與品牌信譽，跨足餐飲服務業的首度嘗試，伯朗咖啡館
只使用精選的 Arabica 豆，堅持每週烘焙新鮮咖啡豆配送。從創始店開始，伯朗
咖啡館以「提供客戶好咖啡，創造本土咖啡文化」為企業目標，並以高品質咖
啡的市場定位，歐洲風味的美術裝潢基調，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二）主要產品與服務：
1.義式咖啡及茶飲：拿鐵、摩卡、卡布奇諾、維也納..等以義式濃縮 expresso
為基底的各式咖啡。
2.輕食三明治、義大利麵及各式套餐。
3.下午茶蛋糕及鬆餅。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台中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
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8) 每日訓練時間：自 07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早晚輪班(早班：07:00~15:00；
晚班：14:00~22:00；實際時間依門市營運狀況)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每 4 小時輪休 0.5 小時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
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不限 人
業務範圍： 咖啡館門市營運管理
薪資約 24,100~26,5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備註： 4.5 小時供一餐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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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工作站學習完畢調整薪資、內部考核通過調整薪資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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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古典玫瑰園茶業股
訓練協調經理 張協理
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95-8 號 5-2 室
公司名稱

電話 04-22442522 分機 11
傳真 04-22444831
e-mail Rh96@rosehouse.com

二、公司簡介
1.喝最好的英國茶，就在古典玫瑰園
2.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朵玫瑰，承擔著幸福時光
3.因為玫瑰，所以特別
4.英式下午茶第一品牌
古典玫瑰園創立於 1990 年，創辦人為著名玫瑰藝術家黃騰輝先生，他因為熱愛玫瑰、英國
茶、下午茶、瓷器及玫瑰藝術而開啟了這個企業，成為臺灣最大的英國茶連鎖體系，並於 2001
年成立倫敦分公司，2002 年起陸續在上海，北京等地開設旗艦店，2006 年於韓國首爾、2008 年
於紐約皇后區，開設第一家旗艦店；2010 年開始進入日本，澳洲等地市場。創辦人黃騰輝先生所
創作的玫瑰油畫作品，為華人第一位玫瑰油畫作品榮獲登上國際 VISA 卡和日本 JCB 卡封面的藝
術家，黃騰輝於 2010 年在國立台灣美術館舉辦個展，並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與田沁鑫合作「紅白
玫瑰」劇跨界推動玫瑰藝術；2011 年受邀於巴黎中國文化中心舉辦「黃騰輝‧巴黎‧玫瑰」個展，
他也是位瓷器設計師，他的瓷器設計於全球 80 多個國家都有收藏者，2011 年英國威廉王子大婚
及英女王登基 60 周年 Aynsley 瓷器設計師之一，黃騰輝作品於 2004 年開始於國際藝術拍賣會中
出現，價格並屢創新高，北京保利 2011 春拍「小王子玫瑰園之三」就以 598,000 人民幣高價拍出，
目前黃騰輝先生的瓷器作品在世界 80 餘個國家均有收藏者，他的藝術作品並在國際拍賣會中締
造佳績。古典玫瑰園 23 年來不斷地編織著屬於玫瑰的夢想，深化對於英國下午茶文化及藝術的
經營，讓古典玫瑰園不僅是最大的英國茶連鎖體系，更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代表之一。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7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台中總辦公室、台中直營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
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含休息 0.5 小時)

(8) 每日訓練時間：自 09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 輪班方式： 依時數排班制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無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
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
內外場服務人員
薪資約
全薪 268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全勤獎金 500 元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排班 100 個小時以上每月福利券 200 元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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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電話 04-92612121 分機 701
明山別舘
公司名稱
訓練協調經理 黃仁羣
傳真 04-92612219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2-3 號
e-mail k43049@gmail.com
二、公司簡介
當你把自己 交給大自然 自然會將你 交還給你自己 明山 無可替代
於民國 62 年成立，位於知名景點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旁，園區佔地 7 千 8 百餘
坪有依地勢而築的建有四棟大樓及 20 棟不同風格的森林別墅區共 233 間各式
客房。會館營運項目除客房、餐飲服務，更設有大中小型餐廳、會議場所等
娛樂設施一應俱全，98 年成立特色商店街已成為溪頭另一知名景點松林町妖
怪村。目前與全國知名企業秀傳醫療體系、全家便利股份有限公司異業合作，
設立服務處於本舘。主要營運業務對象為國內親子觀光旅遊，國外以星馬港
澳旅遊為主，近年來更積極參加各國內外旅遊推廣盛會。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15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時薪 109 元起
元整，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07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輪班方式：
排班制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依各單位需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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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人
業務範圍：
各餐飲營業活動
薪資約：
24000~260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500

■其它生日禮品金 三節禮品金 員工旅遊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患有法定傳染疾病者不適合參予

23

元

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台中高爾夫球場

訓練協調經理

賴俊安

公司地址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通山路 46 號

電話 04-25665130 分機 111
傳真 04-25673054
e-mail benwho@hotmail.com

二、公司簡介
服務至上 Service Comes First
家庭+朋友=歡樂 Family,Friend&Happiness
球場位於台中市郊大肚山翠綠的山坡上，交通便利且
腹地甚廣。球場佔地 90 餘公頃，分東、西、中三區共 27
洞，球道總長 9580 碼，果嶺亦於 2006 年全面翻修，改種
快速果嶺專用之桂冠草種，並由專業 GREEN KEEPER 特別
維護。
在球場管理方面則參考歐美、日本經營方式，並敦聘享譽國際的日本京都球場名設計師
渡邊弘先生為球場進行整體規劃，全面運用一貫作業管理，為全國首座引進電腦化管理的高
爾夫球場。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8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台中高爾夫球場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月新台幣 $19,047
元整，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07 時
00 分 至 21 時 00 分(依輪班時間而定)
(9)輪班方式： 早、中、晚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無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4
人
業務範圍：
餐飲門市相關
薪資約：
21,0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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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無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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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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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人員
訓練協調經理

403 台中市西區中港路一段 160 號 26 樓

林佳琪 電話
范素玲 傳真
e-mail

04-23221868 #2015/2005
04-23192907
chiahci.lin@wowprime.com
ann.fan@wowprime.com

二、公司簡介
敢拚、能賺、愛玩
歡迎您一同加入實現打造餐飲服務業成為社會新價值事業的願景。
王品集團擁有「敢拚能賺愛玩」的企業文化、並以「誠實、群力、創
新、服務」為經營理念，自 1993 年起相繼開創王品、西堤、陶板屋、聚、原燒、夏慕尼、藝奇、
品田牧場、石二鍋、舒果、曼咖啡等 11 個品牌，事業版圖橫跨海峽兩岸，台灣現有 226 家直營分
店，歡迎您一同加入實現打造餐飲服務業成為社會新價值事業的願景。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20 人
(2)合作學校：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台中市、彰化縣市各店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 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4~8 小時，保障時數 110 小時/月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10 時 3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輪班方式：二段班/排班制；10:30~14:30；17:00~22:00(依營運需求彈性排班)
(10)備註說明：
1.上列事項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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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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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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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實際分發地點由公司安排
5.空班時間為 14:30~17:00
6.依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
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7.依雙軌訓練計畫條文第 6 條規定：每日工作崗位訓練不得於晚間 10 時至翌日 7 時進行。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不限 人；業務範圍：
餐飲服務
薪資約：
22,000~26,000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舍：■無
B.伙食：■免費提供
C.交通車 ：■無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其它 獎學金 10,000 元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享勞保、健保、享團體保險、僱主意外責任險、同仁生日免費用餐、集團內消費
免收服務費…等。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2)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
（例如：手部過敏不適合從事洗髮相關訓練）
A.體檢需符合餐飲從業人員之法令相關規定及要求
B.手部無過敏症狀
C.工作需較長時間站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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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台灣麥當勞餐廳
訓練協調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林森南路 1 號 3F
公司名稱

俞月仙

電話 04-23292009 分機 7318
傳真 04-23292071
e-mail amber.yu@tw.mcd.com

二、公司簡介
i’m lovin’ it.我就喜歡
金黃拱門下的美味漢堡和親切服務，麥當勞已成為全球最具規模、最成功的快速餐飲業連鎖品牌
與領導者。1955 年，第一家麥當勞在美國芝加哥成立之後，至 2003 年底全世界已有 119 個國家擁
有麥當勞，總餐廳數超過 33,000 家，每天為全世界 6000 萬以上的人士提供超值美味的麥當勞漢堡。
誠摯邀請有企圖心的、樂觀的、傑出的、喜歡樂趣的夥伴
從學校到職場，領導品牌為我的未來做準備
知識不只在課本上，還有很多學校學不到的東西也很重要，如果您希望出社會前能有人引導銜接
職場，麥當勞提供完整全方位的在職教育，讓您比別人早一步探索自己的長處，工作和身邊的同
事，也讓您的視野更開闊，不只是兼職，還比別人更有自信迎接未來。
待遇福利佳-比照正職的休假制度，享有婚喪喜慶等付薪休假.讓您在工作與課業之餘，有更
多時間與新朋友一起豐富生活體驗。
彈性的排班使您能夠在打工與學業間取得平衡，可以妥善安排自己的時間。
額外收穫-名領導餐飲品牌。
第一線接觸到人群，在每個得到客戶感謝或肯定的當下，也讓您得到在學校不曾
體驗過的成就感。
麥當勞提供獎學金~~鼓勵每個人在課業/工作上的努力。
大家庭歸屬感-同事相處如同大家庭般融洽，大家互相幫助並不分階層高低，即使是經理也
像是自己的哥哥姊姊一樣給予許多進入社會之前的指導與方向。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46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中彰投各門市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15
元整，
計算基準： 優於勞基法規定之基本薪資 109 元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6~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07 時 00 分 至 22 時 00 分
(9)輪班方式： 07:00~22:00 依公司需求安排上班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假日需上班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
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不限
人
業務範圍：
餐飲服務管理工作
薪資約：
$30000
元(月薪)起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元

■付費提供，員工餐飲半價優惠

備註：(勾選付費提供者，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付費提供，每月

□年終獎金

元

□學費補助

■其它 計時人員獎助學金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五、其它
(1)兵役限制：□需役畢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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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
訓練協調經理
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69 號 7 樓
公司名稱

李智玲

電話 02-27478168 分機 131
傳真 02-2748001
e-mail acc@pec21c.com.tw

二、公司簡介
吃烤雞到 21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不僅是台灣本土企業，規劃遠景將以『21 世紀』為名，
作為未來多角化經營之 CIS 標誌，其中『世紀風味館』以強調提供美味、
健康、歡樂的消費價值感，我們要成為全國第一的烤雞餐飲品牌，並持續
與統一企業共同追求『高成長』與『國際化』
。多角化經營的夢想，並非僅
是企業擴大版圖的企圖心，而是要為我們的同仁開拓更寬廣的新舞台，為
消費者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務。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5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大台中地區，依住家區域分配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09 元整，計算基準：
依勞基法規定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4~8 小時
(8)每日訓練時間：自 9~18 或 13~22 時
(9)輪班方式：早班或晚班輪調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空班休息時間 1.5 小時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 5 人
業務範圍：門市現場營運管理
薪資約： 27,600 元(中區月薪)
年薪：一定累積時數以上轉正職者，享有本俸加級及年資承認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獎金或補助：□績效獎金

□年終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年津貼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健康檢查、免費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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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薰衣草森林
訓練協調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32 號
公司名稱

鄭憲祥

電話 04-22581109 分機 1335
傳真 04-22581200
e-mail jss12@lavendercottage.com.tw

二、公司簡介
網址：www.lavendercottage.com.tw

新社店(台中)
尖石店(新竹)
明德店(苗栗)

三義店(苗栗)

金瓜石(台北)
石梯坪(花蓮)
北海道(日本)

慶典區(台中)
約會區(台中)

九份店(台北)
府中店(台南)
勝興店(苗栗)
大坑店(台中)
清境店(南投)

我們很快樂也要你快樂
薰衣草森林是由兩個女生─詹慧君與林庭妃所打造的一處綜合香草餐飲、優質香草週邊商品
及香草 DIY 教學的夢想園地；自 2001 年底創立第一家新社店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即以優美舒適
的休憩環境設計及待客人如朋友的服務而獲得廣大客戶的喜愛，並受到眾多媒體的爭相報導，因
而帶動台灣香草休閒產業的熱潮。目前薰衣草森林全台已成立新社、尖石、明德 3 家店，另有包
括新客家文化餐飲「桐花村」、「緩慢」金瓜石民宿、石梯坪民宿和日本北海道民宿、專營香草商
品的「香草舖子」
、結合婚宴及遊憩於一區之「心之芳庭」等五大品牌，員工總數約 400 人，年營
業額超過 5 億。
「我們很快樂，也要你快樂」是公司的經營理念，除提供各項內部專業課程及外部自主學習
課程外，並首創『支薪旅行假』制度，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及分享，將服務及休閒的精神落實在日
常工作中，並成為森林人的 DNA。
公司願景：成為以設計為核心，具利他精神之幸福企業
訓練實習選擇：
心之芳庭(台中市北屯區)
為國內舉辦莊園式婚禮與宴會首屈一指的複合式園區，緊鄰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浪漫優美
的環境媲美度假勝地，為熱戀中的情侶提供一處浪漫約會的場所，亦為歩入禮堂的新人打造
愛與幸福的莊園。
教育訓練：
提供森林大學各項訓練課程，於分店現場進行職前訓練、相關工作站專業訓練、服務理念與
感動服務訓練、共識課程活動(含品牌旅行)、品牌認知課程等。
人才發展管道：
訓練生畢業後留用，配合公司之學習發展體系，可朝管理職發展—
正職服務員[管理職]組長級幹部主任級幹部店副理店經理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3 人
(2)合作學校：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心之芳庭（台中市北屯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計算基準，
優於勞基法規定，上班期間用餐休息時間一樣給薪
(6)每週訓練天數：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原則上 9 小時以內(含用餐休息時間)

(8)每日訓練時間：自 10 時 00 分至 22 時 00 分(依人力需
求排班)
(9)輪班方式：排班制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
(11)公司留用(訓練期滿獲得學位並經公司核定及訓練生
同意者；薪資以申請當年度幣值為準) ：
預定留用人數：1-2人
業務範圍：休閒餐飲服務、婚禮宴會服務
薪資約：25000 元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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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300~500 元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獎金或補助：(此處需填入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E.其它費用補助/福利(不含入生活津貼內)：享勞健團保與勞退提撥，提供免費制服、健檢，節慶禮金或禮品、品牌
旅行、在地旅行、每季部門聚餐、父母親節禮券、生日禮券、員工消費優惠等

五、其它
訓練職位之特殊規定(請加註原因)：依衛生法令規定，體檢需符合餐飲從業人員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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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簡介(續)
一、公司基本資料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
訓練協調經理
公司
公司地址 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 號
公司名稱

凌瑞芬

電話 04-37050000 分機 6300
傳真 04-37050018
e-mail jass@topmso.com.tw

二、公司簡介
清 新 溫 泉 飯 店 屬 於 台 灣 數 位 光 訊 科 技 集 團 旗 下 的 賽 那 美 休 閒 集 團，集
團尚有霧峰高爾夫球場、澎湖賽納美渡假村，共同為提供大眾舒適的休
閒生活而努力。清新溫泉飯店座落於台中南屯區的大肚山，佔地約一公
頃 ， 為 一 地 下 三 層 樓 高 10 層 之 建 築 。 由 於 基 地 位 於 台 中 烏 日 區 與 南 屯 區
交 界 處，對 外 交 通 便 利，無 論 是 高 速 公 路、東 西 向 快 速 道 路 (中 彰、中 投 )、
台灣鐵路西部幹線、台中國際機場或高鐵、未來的台中捷運系統，均可
在 20 分 鐘 內 抵 達 本 飯 店 。 清 新 溫 泉 飯 店 以 大 自 然 溫 泉 泡 湯 為 主 體 訴 求 ， 並 在 房 間 裝 潢
上強調典雅柔和，服務上講求精緻細膩，我們將提供優質的住宿品質和餐飲享受給所有
貴賓，成為中部唯一具有溫泉和美麗夜景的度假中心。
使 命 ： 提 供 賓 客 清 新 Fresh、 自 然 Nature、 活 力 Vigor 的 舒 適 體 驗 。
願景：打造台中唯一五星級溫泉飯店。
核心價值觀：以美好的心 欣賞每一件事
以真誠的心 對待每一個人
以負責的心 完成份內的事
以謙誠的心 檢討自己的對與錯
以愉悅的心 分享快樂
清 新 溫 泉 飯 店 獲 得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100 年 TTQS 銅 牌 認 證 ，
熱情邀請有理想、有實力及擁有高度服務熱忱的您，和我們並肩成長。

三、招募職類、訓練條件
職類： 餐飲門市管理
(1)招募人數：
15
人
(2)合作學校： 朝陽科技大學
(3)科 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4)訓練地點： 清新溫泉飯店(台中市烏日區)
(5)初期每月生活津貼以下列方式採計：
■每時新台幣
110
元整，
計算基準： 配合政府基本工資
(6)每週訓練天數：
3~4
天
(7)每日訓練時數： 配合所屬部門之營運時間

(8)每日訓練時間：配合所屬部門之營運時間
(9)輪班方式：配合所屬部門之營運情形
(10)備註說明(如空班或待班時間)：配合所屬部門之營
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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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
業務範圍：
依所學及個人特質安排適合職務
薪資約： 依所屬單位、職務給薪
元(月薪)

四、福利
A.宿

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B.伙

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交通車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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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需填入費用是否含入生活津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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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配合節、假日上班(行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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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校單位簡介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朝陽科技大學

校

鍾任琴

長

學校電話 （04）23323000 轉 7072
傳
真 （04）23390072
E-mail chprosen＠cyut.edu.tw

訓 練 協
調 經 理

陳博舜

網

址

http://web.cyut.edu.tw/bin/home.php

校

址

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二、學校簡介(含 Logo 及 Slogan)
校 訓
勤學 【認真學習 · 追求真理】
敦品 【陶冶品行 · 健全人格】
力行 【訓練自己 · 服務社會】
本校係由台灣中部知名企業家楊天生博士獨力捐資捐地所創辦，旨在感念雙親劬哺之恩，
並回饋社會，乃於民國 77 年（1988）選定在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之校地，歷經 6 年之籌備，於
民國 83 年（1994）4 月 14 日，奉教育部核准立案招生，校名為「朝陽技術學院」，為國內第一
所成立之私立技術學院。取名「朝（ㄔㄠˊ）陽」，寓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朝
向陽光，卓立昂揚」，亦象徵本校校務欣欣向榮，學生積極進取。
第一年共有 8 個系，學生 900 餘人，由於辦學認真，績效卓著，除年年增加系所及學生數
外，更於民國 86 年（1997）8 月 1 日奉教育部核准改名為「朝陽科技大學」。改制之快，打破
台灣教育史的紀錄，成為全台第一所私立科技大學。
本校現有 5 個學院、5 個博士班、19 個碩士班、22 個系，在籍學生約有 17,000 人，教職員
工 600 人，專任教師 396 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占 91%，師資結構領先私立學校且優於部分國
立大學。本校現有 317 間專業教室、各類實習實驗室與工廠，千萬設備甚至超越部分國立大學，
另外，本校圖書館藏書超過 50 萬餘冊，館藏量及全年圖書借閱數量全國科大第一，規劃足以媲
美國家級圖書館。
近年，本校辦學績優之指標性成果包括 2006 至 2012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共新
台幣 4.06 億元；2007 年至 2009 年世界大學網路學術影響力排行私立科大第一；2010 年世界大
學科研論文排名在資訊學門榮列全球前兩百大；2009 年至 2011 年全球 ESI 論文工程學門綜合排
名榮列全世界前 1%。

三、參與職類
辦理學程
辦理職類
配合科系
科系網址
每學期學費
第一學期雜費

□高職 □二專

■四技 □二技

餐飲門市管理
休閒事業管理系
http://www.leisure.cyut.edu.tw/index_welcome.php
39,662
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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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朝陽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筆試地點

（＊考生請勿填寫）

（＊考生請勿填寫）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行動
電話

緊急連絡人

行動
電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縣
市

鄉鎮
市區

□男 □女

性別

村
里

相片實貼處

請將三個月內兩吋脫帽半身正面
近照實貼於此
(請黏貼與准考證
相同之照片)

街
路

信箱
學校名稱
□畢業

科組名稱
□肄業

□結業

□其他

畢（結）業年月_____年____月

學歷資格
□日間部 □夜間部
□高職
同等學歷

□進修學校（補校）

□實用技能班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_____年______月

□普通高中

□其他
□其他

考試及格或合格證
書名稱
1.請確認本表所填寫資料確為考生本人所有，
經發現學歷（力）或其他證明檔與正本不符，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

（超出格線部分請沿外框線往內摺齊）

2.請考生詳細核對資料，並親筆簽名。

＊注意＊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考生親自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學歷（力）證件影本 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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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俾利考試時提供適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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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六：朝陽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自傳
（請在本頁範圍內，內容以 300~500 字為限）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考生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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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朝陽科技大學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選填合作事業單位志願表
考生姓名：
學制

准考證號碼：
科(系)別

職類

合作學校最 志願
低開班人數 代碼

(＊考生請勿填寫)

志願
備註
順序

事業單位名稱

01 莫凡彼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03 古典玫瑰園茶業有限公司
04 明山別館股份有限公司

日四技

休閒事業
管理系

餐飲門市
管理

05 興農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20

129
06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7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08 21 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9 薰衣草森林股份有限公司
10 清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考生簽名：

中華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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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八：訓練生權利義務聲明書
朝陽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02 學年度四技學制
訓練生權利義務聲明書
茲 本人
由朝陽科技大學於報名朝陽科技大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02 學年度四技學制
專班（以下簡稱本計畫）提供如下資料，本人已充分了解與確認是出自自己意願而參與本計畫。
特此聲明
聲明人：
中華民國 102 年

月

日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招生考試方式。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招生考試科目是人際關係。
我清楚知道參與本計畫四技學制訓練期間為 4 年。另依教育部規定，四技學制須修畢 128 學分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在工作崗位訓練每週實施 3~4 天(至少 24 小時)。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在四技學制上課時數約佔總訓練期間的五分之二。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訓練生之工作崗位訓練及學校學科教育，以日間為宜，並不得安排於下午 10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實施(且需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為使訓練生獲得全方位之學習，工作輪調是必要的。事業單位視工作崗位訓練
內容與訓練生學習成效，約 3~6 個月依部門或技能安排輪調 1 次。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訓練生經在校修業期滿，學科成績合格並修畢教育部規定之畢業學分數，可獲
得各校依法授予之學歷文憑。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凡完成本計畫訓練之訓練生，由行政院勞委會與事業單位共同發結訓證書。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凡通過本計畫所辦理之專業認證考試者，可取得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專
業職能認證證書。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學費補助金額為一般生：補助 1/2 學費；特殊身分者生：依本計畫規定補助（身
心障礙者本人、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訓練生是不符合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備註第一項所稱之職業訓練機構受
訓者、童工及部份工時勞保被保險人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故事業單位應以投保薪資等級
第一級為其申報，其津貼超過者，應依所適用之等級申報。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津貼為訓練生每月於事業單位中所獲取的工作訓練報酬。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津貼金額依合作學校年度招生簡章公告之數額，由事業單位每月定期以實際工
作日數或時數按月支給，時薪計算不得低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金額。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若想要選擇本計畫的科系與之前所學不相關，仍然可以報考，只要符合資格，
通過筆試、面試及職場體驗後即可成為本計畫之訓練生，不限制之前所學科系。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報名及甄選作業流程
一、上網查看學校與事業單位組合表
二、至朝陽科技大學網頁自行下載招生簡章
三、向朝陽科技大學報名
四、取得完成報名程序證明單
五、筆試、面試、職場體驗
六、學校錄取結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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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始上課/開始訓練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入學及簽約流程
與事業單位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透過朝陽科技大學統一辦理學(雜)費補助之申請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填寫工作崗位訓練流程每週線上登打本週之訓練週誌(未依規定按時填寫及繳
交訓練週誌，情節重大者，本中心核定後離退之，或於結訓時，得不核發結訓書。)送至事業單
位與學校導師批審簽章
我清楚知道本計畫需配合中區職訓中心定期/不定期訪視作業流程
一、本中心人員不定期到事業單位/合作學校訪視
二、訓練生（學生）填寫問卷(問卷為管控訓練品質及維護訓練生權益，針對事業單位提供勞動條
件與訓練生的實際情況調查。)
三、面談與問題討論(聽取訓練生反應問題並與合作學校、事業單位進行問題討論)
四、參觀訓練生事業單位/合作學校環境(參觀訓練生工作場所與校園與教學設備，實際了訓練生
在校學習環境)
五、訪視結束
離退訓前配合各項協辦事項作業流程
一、離退訓情形發生(訓練生違反本計畫、事業單位及合作學校規定，或無法執行工作崗位訓練)
二、訓練生(學生)離退須經本中心核定(若離退過程中，訓練生、事業單位及合作學校有反應不合
理待遇，需召開離職座談會)。
三、配合辦理事業單位/合作學校離退訓程序(若訓練生（學生）因故辦理離退訓時，同時喪失本
計畫在事業單位訓練資格與在校學籍資格)。
四、離退作業完成。
畢業生配合本中心就業情形調查作業流程訓練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與修滿教育部規定之
學分(依教育部規定四技須修滿 128 學分並依各校畢業規定)通過本計畫期中及期末認證考試(訓
練生（學生）符合下列以下條件即可獲得核發之認證證書：一、訓練生（學生）在訓期間須參加
認證期中考及認證期末考考試合格。二、考試包括學科及術科。三、範圍包括訓練在訓期間傳授
給訓練生（學生）的技能與知識，涵蓋了訓練生（學生）在此職業訓練應具備的專業核心能力與
知識。) 填寫就業情形調查問卷(是否留任或升學) 獲取證書(訓練生經在校修業期滿，學科成
績合格並修畢教育部規定之畢業學分數，可獲得各校依法授予之學歷文憑；凡完成本計畫訓練之
訓練生，由行政院勞委會與事業單位共同領發結訓證書；凡通過本計畫辦理之專業認證考試者，
可取得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專業職能認證證書；期中考、期末考) 畢業
職訓局規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規範，如下說明：
一、訓練生之權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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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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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寒暑假期間，原在校上課之時間，事業單位如有安排訓練之需求，在徵求訓練生同
意及學科教育可配合(訓練生不需重、補修學分)之原則下，應比照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標
準，支付對應津貼。
7.義務輔導訓練生參加本計畫之專業職能認證考試，並配合考試期程給予公假。
8.不履行契約致使訓練生蒙受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二）在學校方面：
1.訓練生接受四年訓練且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四技訓練生為學士學
位證書。
2.訓練生在校期間享有正式學籍，協助辦理緩徵、學雜費減免、補助（見附件一）及就學
貸款等。
3.為維護學生權益，負責建立輔導機制，輔導學生重補修相關科目學分。
（三）在行政院勞委會及教育部方面：
1.在實習計畫期間補助或減免學雜費（見附件一）。
2.負責督導招訓、施訓、成績考核及結訓有關事宜。
二、訓練生之義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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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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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時填寫工作週誌，親自簽名後送事業單位批核簽章。
（二）在學校方面：
1.訓練生之權利，依本計畫正式招生錄取且完成註冊手續之訓練生，其在學校進行學科教
育訓練期間需遵守學校教學與生活管理輔導相關規定。
2.訓練生學雜費減免及補助標準（參考用），見附件一。
3.訓練生在教育訓練期間不得辦理轉學、轉系。
4.訓練生需遵循學校學則規定，如有違反校規或學業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者，應按規定
辦理退學手續。
5.學校應對每位訓練生工作週誌審視簽章。
（三）在行政院勞委會方面：
1.於實習計畫期間如有不遵守行政院勞委會有關規章，情節重大，得停止實習，解除契約。
2.如訓練生自行擅自解約，應賠償行政院勞委會為其實習訓練所付個人部分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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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頒訂「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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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應屆學生報考聲明書(有考統測者)
茲本人
報考朝陽科技大學102年度雙軌訓練旗艦專班入
學考試，雖符合可報考資格之應屆畢業學生，但在第一階段報名時，尚無
法提供學歷（力）證件影本乙份及完整三年歷年成績單乙份。現提供102
年技專院校統一入學測驗准考證影本並黏貼於本聲明作為證明，並將於完
成第一階段職場體驗前(102年7月19日前)將前述二份影本親送或以中華郵
政給”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
區吉峰東路168號))。若屆時因本人未提供學歷（力）證件影本乙份及完整
三年歷年成績單乙份，則尚失本人入學資格，亦無法獲得報名費之退費結
果，皆由本人自行負責。特此聲明。

102 年技專院校統一入學測驗准考證
黏貼處

聲明人：

(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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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影本正面

附件十：應屆學生報考聲明書(未考統測者)
茲本人
報考朝陽科技大學102年度雙軌訓練旗艦專班入
學考試，雖符合可報考資格之應屆畢業學生，但在第一階段報名時，尚無
法提供學歷（力）證件影本乙份及完整三年歷年成績單乙份。
因
原因，無報考102年技專院校統一入學測驗，特以班導
師親簽及聯絡資料於本聲明作為證明，並將於完成第一階段職場體驗前
(102年7月19日前)將前述二份影本親送或以中華郵政郵寄給”朝陽科技大
學管理學院 雙軌訓練旗艦招生委員會 收”(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
號)。若屆時因本人未提供學歷（力）證件影本乙份及完整三年歷年成績單
乙份，則尚失本人入學資格，亦無法獲得報名費之退費結果，皆由本人自
行負責。特此聲明。

班導師姓名：
班導師簽名：

班導師連絡電話

班導師連絡手機

聲明人：

(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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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十一：朝陽科技大學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成績複查申請表
考生姓名
聯絡電話

准考證號碼
(

)

手

機

(

)

通訊地址
複查科目

原始成績

複查結果(考生勿填)

筆試
面試

申請辦法：
一、複查期限：102 年 9 月 2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3:00，逾期不受理。
二、請填妥本申請表格並先傳真至(04)23742369，同時來電(04)23323000 轉 7544 確認。
三、複查成績以複查累計分數為限，不得申請調閱、重閱或影印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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