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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第一次公開招考及徵求甄試簡章 

一、 招募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21 日(三)中午 12:00 收件截止。 

二、 招募報名方式： 

限以電子郵件通信報名。 

三、 招募甄選方式： 

本次甄選作業將配合業務需求及防疫措施分次辦理，說明如下： 

(一) 公開招考：分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報名資料書面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擇優通

知參加第二階段測驗(共通科目及專業科目筆試、電腦文書實作測驗)與面試。 

(二) 公開徵求：分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報名資料書面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擇優通

知參加第二階段面試。 

四、 招募專業人員資格及工作業務說明： 

本次甄試預計錄取 29 名，並視業務性質安排進用梯次及工作地點(新北市淡水區或新北

市境內其他地區)。 

(一) 公開招考： 

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資產開發類 專員~ 

資深專員 

A01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建築、營管、都市計

畫、地政、商業及法律

學類等相關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 3 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大學畢業者需

具 5 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之土

地招商、資產開

1. 開發事業規劃及執行。 

2. 資產活化及管理發展規

劃。 

3. 投資事業營運規劃及執

行。 

4. 土地開發行政業務辦理。 

5. 開發、招商專案等計畫撰

寫及備標、履約、結案。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部

分例假日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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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發相關工作經

驗。 

(2) 具企業土地、資

產開發相關工作

經驗。 

3. 具政府採購專業人員

證照、不動產或其他

物業開發、管理、顧問

相關企業經驗者尤

佳。 

企劃類 專員~ 

資深專員 

A02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交通運輸、資訊、電

子、電機、機械、通訊、

企管等相關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 1 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大學畢業者需

具 3 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相關機關 (構 )

專案管理及企劃

相關工作經驗，

熟諳輕軌營運事

務尤佳。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相關機關 (構 )

資料庫管理及數

據分析之相關經

驗。 

1. 公司目標策略及經營發

展規劃。 

2. 公司經營管理業務。 

3. 數據資料應用及分析。 

4. 公共運輸行動服務推動。 

5. 政府專案申請及推動。 

6. 文書管考、檔管及知識管

理等業務。 

7. 採購、履約及物品管理等

總務業務。 

8.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9.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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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人資類 

(訓練) 

助理專員 

~專員 

A03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人力資源、勞工、法律 

等相關院所畢業，研

究所畢業者需具 1 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大學畢業者需具 3 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相關機關 (構 )

人員招募及甄選

任用、訓練發展、

員工關係等人力

資源實務相關工

作經驗，熟諳輕

軌營運事務尤

佳。 

(2) 具企業人員招募

及甄選任用、員

工訓練規劃設計

及執行、員工關

係等人力資源實

務相關工作經

驗。 

1. 人力資源、組織設計規劃

及人員招募、甄選、任用

業務。 

2. 訓練需求分析、規劃、設

計、執行及評估。 

3. 員工關係與服務、性別平

等、人事申訴及性騷擾案

件處理相關業務。 

4.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5.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人資類 

(薪酬) 

助理專員 

~專員 

A04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會計、財務金融、人力

資源及管理等相關系

所畢業，大學畢業者

需具 3 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 

2. 熟悉 MS Office 操作

及 Excel 函數。 

3. 熟悉勞工相關法令、

勞健保、退休金條例

1. 考勤、薪資、獎金計算及

各項稅務申報作業。 

2. 員工保險、勞健保及退休

金之申報及給付作業。 

3. 各項福利津貼、獎金發放

作業。 

4. 薪酬相關分析報表製作

與管理。 

5. 辦理招募、甄試、任用、

報到及離職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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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及稅務相關等法令規

範。 

4.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相關機關 (構 )

薪酬管理、財務

相關工作經驗，

熟諳輕軌營運事

務尤佳。 

(2) 具企業薪酬、財

務、會計等相關

工作經驗。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資訊類 

(系統開發)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05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電機資訊相關學院畢

業，具2年以上軟體開

發工作經驗者。 

2. 具 Web 應用程式開

發與維護及關聯式資

料庫 (T-SQL 語法與

程式寫作)相關經驗。 

3. 需具備下列技術能

力： 

(1) ASP.Net(C#) 

MVC、PHP、T-

SQL 

(2) JavaScript、

JQuery、AJAX 

(3) 資料庫規畫能

力。 

1. 捷 運 整 體 資 訊 系 統 

(ERP、OMS、MMIS)之

規劃、推動及開發建置。 

2. 資訊專案(含委外開發)

之需求分析、評估、建置、

推動、管理及採購。 

3. 其他主管指派交辦及軟

體開發事項。 

4.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資訊類 

(管理維護)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06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電機資訊相關學院畢

業，具2年以上關工作

經驗。  

2. 必備工作經驗： 

1. 整體資訊系統 (ERP、

OMS、MMS)之規劃及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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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1) 軌道交通產業具

伺服器系統平

台、虛擬主機系

統規劃。 

(2) 機房、網路維護、

資訊安全管理。 

2. 資訊專案(含委外開發)

之需求分析、評估、建置、

推動、管理及採購。 

3. 資訊軟硬體設備管理、維

護及改善。 

4. 資訊安全技術規劃、執

行、管理及維護。 

5. 資安監控與事件分析。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維修類 

(機械電機)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07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車輛、機械、自動控

制、航空、資訊、電子、

電機、光電、通訊等相

關院所畢業，研究所

畢業者需具1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大學

畢業者需具3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軌道車輛機械

設備維修或大修

等相關工作經

驗。 

(2) 具軌道車輛機電

或車載號誌系統

維修相關工作經

驗。 

1. 軌道車輛機械及電機設

備維修、異常或緊急事件

處理等相關事項。 

2. 辦理維修規章、程序、工

作說明書之修訂。 

3.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4. 備品管理制度規劃及辦

理採購。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維修類 

(號通)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08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資訊、電子、電機、光

電、通訊等相關院所

畢業，研究所畢業者

需具1年以上相關工

1. 號誌及通訊維修、異常或

緊急事件處理等相關事

項。 



6 

 

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作經驗；大學畢業者

需具3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 

具軌道號誌、網路或

通訊設備等相關之維

護工作經驗佳。 

2. 辦理規章、程序及工作說

明書之修訂及研析相關

技術文件。 

3.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4. 備品管理制度規劃及採

購執行。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維修類 

(電力)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09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電子、電機等相關院

所畢業，研究所畢業

者需具1年以上相關

工作經驗；大學畢業

者需具3年以上相關

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 

具軌道電力、電力設

備或供電系統相關之

維護工作經驗。 

1. 供電系統維修、異常或緊

急事件處理等相關事項。 

2. 辦理規章、程序及工作說

明書之修訂及研析相關

技術文件。 

3.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4. 備品管理制度規劃及採

購執行。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維修類 

(土建)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0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營建、土木工程相關

院所畢業，研究所畢

業者需具1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大學畢

業者需具3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 

具土建設施檢測或維

護等相關工作經驗。 

1. 土建設施維護、異常或緊

急事件處理等相關事項。 

2. 辦理規章、程序及工作說

明書之修訂及研析相關

技術文件。 

3.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4. 備品管理制度規劃及採

購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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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維修類 

(軌道)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1 正取 1 名 

備取 1 名 

1. 土木、機械工程等相

關院所畢業，研究所

畢業者需具1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大學

畢業者需具3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 

具軌道檢測或維護等

相關工作經驗。 

1. 軌道設施維護、異常或緊

急事件處理等相關事項。 

2. 辦理規章、程序及工作說

明書之修訂及研析相關

技術文件。 

3.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4. 備品管理制度規劃及採

購執行。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行車類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2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國內外大學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1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大學畢業者需

具3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運管

規劃相關工作經

驗，熟諳輕軌營

運事務尤佳。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行控

相關工作經驗，

1. 行車規劃、運務管理控

制。 

2. 列車調度與監控、設備監

控、異常或緊急事件處理

等相關事項。 

3. 正線與機廠車務作業。 

4. 勤務管理制度規劃及採

購合約辦理執行。 

5. 行車運轉相關作業程序

及教材修訂。 

6. 後續路網技術文件審查

及現場會勘。 

7.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8.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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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熟諳輕軌營運事

務尤佳。 

(3)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車務

相關工作經驗，

熟諳輕軌營運事

務尤佳。 

營運類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3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國內外大學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1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或大學畢業者需

具3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且具採購實務

經驗者尤佳。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曾任職於國內軌

道運輸營運機構

或公司等站務、

運務或客服等部

門。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運務

管理、站務旅客

服務、車站管理

相關工作經驗，

熟諳輕軌營運事

務尤佳。 

1. 辦理志工團隊招募、訓

練、督導及現場管理等業

務。 

2. 辦理保全清潔合約及履

約執行。 

3. 辦理車站初履勘準備作

業及執行等通車前準備

相關業務。 

4. 辦理財產物品、路權、設

備管理等相關作業。 

5. 辦理規章、程序及工作說

明書之修訂及研析相關

技術文件。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票證類 助理工程員

~工程員 

A14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國內外大學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1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大學畢業者需

具3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 

1. 自動收費系統/行動支付

後台功能、資料庫、參數

管理及維護。 

2. 自動收費系統/行動支付

相關功能測試及分析。 

3. 票證存管及配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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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曾任職於國內軌

道同業營運機構

或公司等票務相

關部門。 

(2) 具交通運輸、自

動收費系統或票

證相關工作經

驗。 

3. 具備下列條件經歷尤

佳： 

(1) 具政府採購人員

證照。 

(2) 諳行動支付業

務。 

4. 票卡、票券採購。 

5. 電子票證/行動支付履約

管理。 

6. 問題票處理及分析。 

7. 公務卡/測試卡管理。 

8.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9.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票務類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5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電子、電機、資訊相關

院所畢業，研究所畢

業者需具1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大學畢

業者需具3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等自

動收費系統之開

發及維護等經驗

1 年以上。 

(2) 程式開發經驗3

年以上。 

※具上述經驗者，請檢

附相關工作與成果說

明資料。 

1. 辦理自動收費系統點移

交、試運轉、初履勘等營

運前籌備作業。 

2. 分析與處理交易資料異

常問題，並修改及測試相

關程式。 

3. 修訂自動收費系統相關

規章、作業程序、工作說

明書及授證教材簡報等。 

4. 辦理自動收費系統相關

契約之擬定、維護及履約

等採購業務。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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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3. 具備下列條件經歷尤

佳： 

(1) C++、C#、JAVA

等應用系統程式

開發經驗。 

(2) 熟悉SQL語法及

相關資料庫管理

經驗。 

工安類 工程員~ 

資深工程員 

A16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交通運輸、土木工程、

工業工程、資訊、電

子、電機、機械、光電、

通訊、自動控制等相

關院所畢業，研究所

畢業者需具3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大學

畢業者需具 5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2. 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捷運

系統營運安全及

系統  保證相關

工作經驗。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捷運

系統營運品質保

證相關工作。 

3. 具 ISO 9001:2015內

部稽核員或主任稽核

員經驗。 

1. 辦理行車事故調查、安全

分析及災害管控業務。 

2. 辦理系統安全、系統保證 

及企業營運風險管控業

務。 

3. 辦理災害防救及緊急應

變 業務。 

4. 公司品質管理及品質稽

查相關工作。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夜間及部分例假日出勤。 

財務類 助理專員 

~專員 

A17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會計、企管、財務金融

或經濟相關科系院所

1. 營運資金調度及長短期

金融商品投資。 

2. 重置執行情形控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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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畢業，並具有1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構)財務、

會計或招商等相

關工作經驗。 

(2) 具企業財務、會

計或招商等相關

工作經驗。 

3. 車站金融服務招商作業

及契約執行。 

4. 代管財產及自有財產管

理作業。 

5. 依內部控制計畫執行查

核作業。 

6. 廣告、停車場及販賣店等

附屬事業招商作業及契

約執行。 

7.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8.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行銷類 專員~ 

資深專員 

A18 正取 1 名 

備取 1 名 

1. 國內外大學院所畢

業，研究所畢業者需

具3年以上工作經驗；

大學畢業者需具5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商場

招商、媒體/廣告

公關、網路行銷、

廣告或媒體企

劃、電子商務/品

牌行銷相關工作

經驗。 

(2) 具企業商場招

商、媒體/廣告公

關、網路行銷、廣

告或媒體企劃、

電子商務/品牌行

1. 招商策略規劃制定及推

動執行。 

2. 附屬事業經營與管理業

務。 

3. 異業合作及其他商業性

活動推動。 

4. 市場分析及行銷推廣。 

5. 整合行銷及廣宣專案執

行。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於部分

例假日出勤。 



12 

 

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銷相關工作經

驗。 

(二) 公開徵求 

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資訊類 襄理~副理 B01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

等相關院所畢業，研

究所畢業者需具5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大學畢業者需具7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具企業伺服器系

統平台、虛擬主

機系統規劃及機

房、網路維護、資

訊安全相關工作

經驗。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相關機關 (構 ) 

網路通訊、站務、

票務、帳務、旅客

管理等系統架構

規劃、開發或維

護相關工作經

驗。  

(3) 具Web 應用程

式維護、開發之

相關工作經驗。 

(4) 具 APP Client-

Server 

(iOS/Android) 應

用程式開發及上

1. 整體資訊系統 (ERP、

OMS、MMS)之規劃及推

動。 

2. 資訊專案(含委外開發)

之需求分析、評估、建置、

推動、管理及採購。 

3. 資訊軟硬體設備管理、維

護及改善。 

4. 網路、郵件系統、系統安

全、作業系統程式建置、

管理及維護。 

5. 資訊安全技術規劃、執

行、管理及維護。 

6. 資安監控與事件分析。 

7. 其他指派及交辦事項。 

8.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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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架 APP store 之

相關工作經驗。 

(5) 具人工智慧/大數

據技術開發之相

關經驗。 

(6) 具數位影像處理

及光學字元識別

應用程式開發之

相關經驗。 

維修類 襄理~副理 B02 正取 1 名 

備取 2 名 

1. 資訊、電子、電機、光

電、通訊等相關院所

畢業，研究所畢業者

需具5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大學畢業者

需具7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 

2. 相關工作經驗： 

具交通運輸或軌道機

關(構)號誌、網路、通

訊或機電設備維修管

理等相關工作經驗。 

1. 維修管理制度規劃及執

行。 

2. 異常事故檢討、矯正及預

防措施規劃。 

3. 維修策略及目標規劃訂

定與執行 

4. 物料備品管理規劃及採

購履約管理。 

5.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6.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營運類 襄理~副理 B03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1. 交通運輸、土木工程、

電機、機械、光電、通

訊、自動控制、工業管

理等相關院所畢業，

研究所畢業者需具5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大學畢業者需具 

7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 

2. 相關工作經驗擇一： 

1. 行車調度、車務管理制度

規劃及執行。 

2. 站務及票務管理制度規

劃及執行。 

3. 異常事故檢討、矯正及預

防措施規劃。 

4. 票證、自動收費系統及行

動支付服務業務規劃及

履約管理。 

5. 營收計核業務及各項營

收交易資料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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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代號 名額 學經歷 主要工作 

(1)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行車

控制及運務管理

相關工作經驗。 

(2) 具交通運輸或軌

道機關 (構 )車站

管理及票務管理

相關工作經驗。 

6. 其他主管指派及交辦事

項。 

7. 需配合特定專案時間於

部分例假日出勤。 

 

註： 

(一) 各類組表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學校畢業，且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二) 各類組表列需用名額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擇優增減錄取。 

(三)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加附中文譯本(可自行翻譯或委由翻譯社翻譯)。國外學歷影

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當地使、領館或派駐當地之文化、貿易、商務機構

或其它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簽證。目前無我國駐外單位認證者，請及早申

請，以免損及本身權益。 

五、 其他共同資格條件  

(一) 國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且不得兼具外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者，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

辦理。如有隱匿者，一經發現除立即拒絕應試、撤銷錄取及受僱資格、或終止勞動契

約外，並需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 性別：不拘。 

(三) 年齡：不限。 

六、 應徵人員需繳交下列報名文件：  

(一)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甄選報名表」一份（請自行下載填寫）。  

(二) 國民身分證一份(正/反)。 

(三) 最高學歷證件一份。 

(四) 證明工作經驗年資之佐證資料，例如：勞保之投保紀錄、在職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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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依序編號並放置同一資料夾內壓縮為 ZIP 或 7Z 檔案格式(檔名為應徵之「類別、

職稱、代號及姓名」)並以電子郵件寄送，檢附文件資料： 

1.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甄選報名表；請以電腦文字輸入填寫報名表，

並提供以下共兩份檔案： 

(1) 填寫完成之報名表 Word 格式檔案。 

(2) 完整報名表印出並於報名者簽章欄簽名後，掃描存成 PDF 格式之檔案。 

2. 國民身分證(正/反)。 

3. 最高學歷證明。 

4. 工作經歷相關證明。 

5.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七、 應徵人員報名應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文件一律以電子郵件通信方式辦理(附件檔案大小以不超過 5MB為限)，並於 110

年 4 月 21 日(三)中午 12 時前(以寄出時間為憑，並請再提供寄出時間畫面為佐證，

逾期不予受理 ) 以電子郵件寄至『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企劃組

(AS2363@ntpc.gov.tw)』，恕不接受現場及紙本郵寄繳交報名資料，並請保留相關憑

證。  

(二) 報名信件主旨上，請註明應徵之「類別、職稱、代號及姓名」，未填者視同資格不符。  

(三) 報名表除專業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檢覈欄位外，其餘各欄位均必填寫，未填或填

寫資料不完整者，視同資格不符。  

(四) 報名資料應力求詳實，以免影響本身權益；報名前請先詳閱各職類別之應試相關內容，

每人僅可擇一類別報名，請慎重考慮後再報名，重複報名多項類別者視同資格不符。 

(五) 繳交報名文件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更改報考類別。  

(六) 報名表親筆簽名處請務必親筆簽名，未親筆簽名者視同資格不符。  

(七) 因個人填寫錯誤因素而影響個人權益者，請由個人自行負責。  

(八) 送審資料概不予退還。  

八、 第二階段複試時間、地點及甄選結果：  

(一) 第一階段審查結果符合資格及需求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第二階段測驗及面試之時

間、地點及準備事項(請務必詳填相關聯絡資訊，以免遺漏通知），測驗及面試地點為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六路一段 161 號)，未符合資格及需求

者概不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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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甄選結果(正取、備取)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個人，未錄取概不另行通知。 

九、 錄取人員進用相關規定 

(一) 由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含正取、備取)人員。 

(二) 應徵人員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資料採事後審查，前述文件經查明有資格不符、偽造、

變造及其他不實情事者，撤銷其錄取資格，應徵人員應負法律責任。如受僱後發現，

本公司得逕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終止勞動契約，且應徵人員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 錄取人員應於體檢通知送達後，依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

機構及本公司規定時程繳交勞工一般體格檢查表，始配合用人時程，發給錄取人員報

到通知。逾期未繳交體格檢查表者，不予分發進用，亦不保留錄取資格。  

(四) 錄取人員應依指定日期報到，逾通知報到期限而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並不

得以任何理由請求保留，錄取資格由備取人員遞補。 

(五) 錄取人員自報到日起應試用 6 個月(試用期至多得延長 3 個月)，試用期滿且試用考核

成績合格並通過評核者，始正式僱用。試用考核成績不合格未通過評核者，即終止勞

動契約。另試用期間如品性欠佳、工作適應不良、或有其他不堪勝任者，得隨時停止

試用。 

(六) 試用期滿且試用考核成績合格並通過評核者，應繼續服務任職滿 1 年以上(不含試用

期)，任職未滿者，應負服務義務之賠償責任。  

(七) 本公司得視陸續相關職務出缺情形，依各職類別辦理備取人員遞補。備取資格自通知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有效，期限屆滿仍未獲通知遞補者，失其效力，不得要求

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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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待遇：  

(一) 試用期薪資： 

類型 類別 職稱 代號 
試用期每月薪資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公開

招考 

資產開發類 專員~資深專員 A01 45,000~55,000 

錄取人員之薪

資視學經歷、

專長、測驗及

面試結果，核

定試用期每月

薪資，試用期

滿並通過考核

後派任，續依

本公司相關規

定支給。 

企劃類 專員~資深專員 A02 45,000~55,000 

人資類(訓練) 助理專員~專員 A03 35,000~45,000 

人資類(薪酬) 助理專員~專員 A04 35,000~45,000 

資訊類(系統開發)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05 45,000~58,000 

資訊類(管理維護)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06 45,000~58,000 

維修類(機械電機)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07 45,000~58,000 

維修類(號通)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08 45,000~58,000 

維修類(電力)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09 45,000~58,000 

維修類(土建)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0 45,000~58,000 

維修類(軌道)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1 45,000~58,000 

行車類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2 44,000~58,000 

營運類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3 44,000~58,000 

票證類 助理工程員~工程員 A14 35,000~45,000 

票務類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5 45,000~58,000 

工安類 工程員~資深工程員 A16 45,000~55,000 

財務類 助理專員~專員 A17 35,000~45,000 

行銷類 專員~資深專員 A18 45,000~55,000 

公開

徵求 

資訊類 

襄理~副理 

B01 

60,000 起 維修類 B02 

營運類 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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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辦公地點現位於新北市淡水區，每月給予薪資內已包含工地津貼 4,400 元，該

津貼如配合業務調整工作地點至新店區後將不再發給。 

(三) 本公司係屬公營事業機構，新進人員之退休、資遣及撫卹，悉依勞工退休金條例及職

工福利金條例規定辦理。若新進人員係屬軍公教人員退休，領有月退俸者，應據實以

報，且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等相關

規定須停俸者，應於報到後 1 週內提出，如有隱匿未辦理停俸者，需負違約等一切

法律責任。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報名前應徵人員務必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徵人員同意本簡章各項內

容。 

(二) 為維護甄試公平性，嚴禁各種請託關說，違者一律不予錄取。 

(三) 應徵人員報名所提供個人資料，本公司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

及利用，其利用期間自填表日起至執行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於本公司營運處所範

圍內，僅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提供予本公司製作甄試相關表單、甄試相關事項通知、

資料分析之用，與錄取進用後人事資料建檔。另應徵人員得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

製本(得酌收必要成本費)、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 

(四) 若有任何流程、規定內容異動，或颱風等天災因素是否延後甄試之訊息，以本公司公

告為準，並請隨時注意網站公告。  

(五) 本公司所舉辦之對外甄試限非本公司所屬員工參加，本公司員工請按公司內部作業

規定辦理。  

(六) 本簡章未盡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規章辦理。 

十二、 本次甄試作業若有疑義請洽本公司企劃組，服務電話：02-80069336 分機 18122 方

先生、18117 張小姐(服務時間為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