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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度產學合作計畫 

一、 設置目的 

本公司為羅致優秀青年學子，並使其於在學期間即得累積港埠實務經驗，

俾利畢業可與職場快速接軌，特訂定本計畫，提供與本公司簽訂產學合作

計畫之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所屬學生，於本公司航管中心(VTS)實習。 

二、 實施階段 

(一) 甄試階段 

符合申請資格之大學三年級學生或二技一年級學生，報名並經資格審查、

筆試及口試評選後，取得實習資格。 

(二) 實習階段 

錄取者須於大學四年級(二技二年級)期間至本公司完成實習，本公司另

提供實習津貼。 

(三) 就業階段 

錄取者經實習考核合格，錄取後各學期(含大學三年級或二技一年級下學

期)成績均符合本計畫規定之標準，且取得大學學歷，於畢業後得依本公

司指定日期、地點及服務機構報到。如有依法服義務兵役等不可抗力事

由，無法立即到職者，應於通知報到期限內檢具事證向本公司提出延後

報到申請，並經本公司核准後，方具延後報到資格。如未依通知期限報

到且未提出延後報到申請，或申請延後報到未經核准者，即取消錄取資

格。進用人員自報到之日起，須於原實習單位之航管中心(VTS)至少連續

服務滿 2年(須輪班)，且 3年內不得調動工作地區及服務機構。 

三、 申請資格 

申請人員應同時符合以下資格： 

(一) 就讀與本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之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三年級在學學

生或二技一年級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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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三年級(二技一年級)上學期操行成績達 80分(或 A-)以上，且學業成

績平均達 70 分(或 B-)以上或名次在班級排名前 50%者。學生參加學校

辦理與國外或大陸之大學院校交換學生計畫者，學期成績(以下成績同)

如經原學校承認並取得換算成績，採計原學校換算之成績或班級排名；

如原學校未有換算成績，則採計國外學校成績或班級排名(須檢附國外

學校成績單，必要時須依本公司要求提供成績對照原則，如無法對照，

視同無成績)。 

(三) 大學四年級(二技二年級)期間(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28 日)，未

負有其他實習義務者。 

(四) 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2.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3. 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曾犯內亂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4.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5.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責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

畢。但受緩刑宣告，不在此限。 

6. 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7.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8.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9.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者。 

10. 應考之各項證明文件如有不符、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 

11. 具法令規定不得進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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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錄取名額(正取 15名) 

港口別 地址 錄取名額 

基隆港(基隆分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平一路 480號 3名 

臺北港(基隆分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 123號 2名 

臺中港(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北橫 12路 15號 10樓 1名 

高雄港(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1-1號/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一路 5號 
4名 

安平港(高雄分公司) 臺南市南區新港路 395號 3名 

布袋港(高雄分公司) 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 334-61號 1名 

花蓮港(花蓮分公司) 花蓮市海岸路 66號 1名 

合計 15名 

五、 甄試 

甄試詳細時程及相關事宜請參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產學合作

計畫甄試簡章」，預計於 112 年 1~2 月公告於本公司甄試系統

(https://exam.twport.com.tw/)。 

(一) 報名 

1. 應備表件 

(1) 志願港口別調查表：每人至多得選擇 3志願，此志願將作為錄取後

之實習及進用服務機構與工作地區依據，請務必審慎填列。 

(2) 大學三年級(二技一年級)在學證明。 

(3) 大學三年級(二技一年級)上學期成績單： 

內容須載明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0 分(或 B-)

者，應另檢附學校出具名次在班級排名前 50%以內之證明文件。 

(4)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年滿 20歲者無須檢附) 

2. 資料審查 

本公司將依本計畫所定申請資格及本公司業務需要審查報名資料。 

3. 審查通過名額 



4 

經本公司審查通過者，取得筆試資格；未依限報名、提供資料或經審查

不通過者，不得參加筆試。 

(二) 筆試(第一試) 

1. 筆試科目 

(1) 共同科目(寫作)：作文。 

(2) 專業科目(選擇)：海事英文。 

2. 筆試成績 

(1) 各科原始分數滿分均各以 100分計，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2) 共同科目分數占筆試總成績 30%，專業科目分數占筆試總成績 70%。 

(3) 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原始分數加權合計後為筆試總成績。 

(4) 筆試總成績達 50分者，得進入口試。 

(三) 口試(第二試) 

1. 口試評分 

依學期表現、工作期待、未來發展潛力等進行綜合評分。 

2. 口試成績 

原始分數滿分以 100分計，缺考者以零分計算。 

(四) 甄試總成績計算 

1. 甄試總成績滿分以 100分計，依「筆試成績」40%、「口試成績」60%之

比例，加權計算之。 

2. 甄試總成績計算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2位數。 

(五) 錄取 

1. 本甄試依志願港口別及甄試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惟口試成績低於 70

分者，不予錄取。 

2. 最後一名甄試總成績同分者，依序以口試成績、專業科目原始成績、共

同科目原始成績、大學三年級(二技一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高低決定之。 

3. 若依前款順序比較皆同分者，則增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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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習 

(一) 實習對象 

本計畫甄試錄取者。 

(二) 實習期間 

大學四年級(二技二年級)期間，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6月 28日。 

(三) 實習單位 

錄取學生實習單位依本公司業務需要、甄試總成績高低及學生個人志願

港口別，指派至本公司所屬港口航管中心(VTS)。如有依法服義務兵役等

不可抗力事由，應於實習報到前檢具事證向本公司提出延後實習報到申

請，並經本公司核准後，方具延後實習報到資格。如未依通知期限報到

且未提出延後實習報到申請，或申請延後實習報到未經核准者，即取消

錄取資格。 

(四) 實習津貼 

1. 實習期間按月發給勞動部訂定之基本工資，並投保勞健保、提撥勞工退

休金及職工福利金。 

2. 實習期間不另提供餐點、住宿與交通接駁。 

(五) 實習義務 

1. 錄取學生應遵守本公司相關實習規定，並簽署保密切結書，保守本公司

公務機密，不得有擅自攜出任何公司業務資料或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行為，如有上述情事者，須自負法律責任。錄取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

違反其他法律之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2. 實習期間應全程參與實習單位規劃各類課程及活動。 

3. 實習期間不得無故缺席或遲到早退，並應遵守下列請假規則： 

(1) 因故不克出席者，應先徵得實習單位同意，並填具請假單。 

(2) 請假以事先提出申請為原則，惟如有特殊情事，得先以電話向實習

單位主管報備，並於隔日補辦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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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假假別、日數及給薪方式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 實習考核 

1. 評分階段 

大學四年級(二技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各一次考核。 

2. 實習評分標準 

(1) 出勤狀況。 

(2) 學習態度及工作表現。 

(3) 團隊精神及人際互動。 

3. 合格標準 

考核分數達 80 分以上者為合格；未達 80 分者為不合格。考核不合格

者取消錄取資格(含實習資格及正式進用資格)。 

七、 就業 

(一) 本計畫甄試錄取者，經大學四年級(二技二年級)上下學期實習考核合格，

錄取後各學期(含大學三年級或二技一年級下學期)操行成績達 80 分(或

A-)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或 B-)以上或名次在班級排名前 50%，

且取得大學學歷，於畢業後得依本公司指定日期、地點及服務機構報到，

未如期報到，或因重修課程、其他個人因素致延後畢業者，視同放棄。 

(二)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

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

用。錄取人員如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機構(單位)各級主

管之情形時，為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7 條準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

規定，將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逕予分發至其他機構(單位)。 

(三) 錄取人員之分發以一次為限，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分發其他港口別。

錄取人員應於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期限內辦理報到，如有依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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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兵役等不可抗力事由，無法立即到職者，應於通知報到期限內檢具

事證向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延後報到申請，並經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核准後，方具延後報到資格。如未依通知期限報到且未提出延後

報到申請，或申請延後報到未經核准者，即取消錄取資格。 

(四) 進用人員自報到之日起，須於原實習單位之航管中心(VTS)至少連續服

務滿 2年(須輪班)，且 3年內不得調動工作地區及服務機構。 

(五) 進用人員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甄選進用要點」規定，自

報到日起試用 3 個月，試用期滿經考試成績合格，始完成甄試程序，正

式進用。試用期間年資於正式進用後，予以併計。 

(六) 進用人員以助理技術員進用，其薪資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

員薪給管理要點」規定以新臺幣 35,310 元起薪。但上開要點如有修正，

則依修正之待遇標準支給。 

八、 其他事項 

本計畫各項內容若有變更或有未盡事項，悉依本公司相關規定或解釋，並

得隨時補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