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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達海洋基礎股份有限公司新進人員招募簡章 

一、 公司介紹及工作地點 

為配合政府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中鋼公司投資成立興達海洋基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

司)，將成為離岸風機水下基礎主要供應者，本公司係為水下基礎製造之專業公司，竭誠歡迎

意志堅定、體能強健之優秀伙伴踴躍報考，一起加入本公司工作行列。 

本公司刻正進行建廠工程，故此次招考錄取人員將先至中鋼集團總部大樓報到，並預計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建廠完成後，工作地點將改為本公司興達廠區（位於高雄市茄萣區）。 

二、 招考作業期程 

日期 作業項目 

107 年 9 月 19~10 月 3 日 

1. 招募訊息公告 

2. 開放報名網站下載簡章與線上報名 

3. 報名完成後 5天內將收到報名完成通知或請自行至招募網

站查詢報名資格確認 

107 年 10 月 9 日前 
1.以 E-Mail、掛號信及招募網站通知筆試訊息 

2.考生可自行至招募網站查詢筆試各項訊息 

107 年 10 月 14 日 筆試(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年 10 月 19 日前 寄發面試通知單(以 E-Mail、掛號信通知及招募網站公告查詢) 

107 年 11 月 5~6 日 面試 

107 年 11 月 12 日前 甄試結果通知及寄發錄取通知單 

備註：以上作業時程與考試地點如有調整時，本公司得另行通知。 

三、 報名方式 

1. 請至招募網站下載簡章，並完成報名費匯款手續後，至招募網站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

及上傳繳費收據及相關佐證資料。 

2. 招募網站網址：http://114.35.217.149/wpp/index.php 

3. 報名日期：10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12:00 至 10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17:00 止。 

4. 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整。 

5. 報名費繳納方式：請利用 ATM 或臨櫃匯款方式，匯款至以下帳戶 

(1) 匯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港都分行(銀行代碼 017) 

(2) 匯款戶名：興達海洋基礎股份有限公司 

(3) 匯款帳戶：002-09-02750-0 

6. 完成報名手續者將於 5 天內收到完成通知，若未收到報名通知，請洽承辦單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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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考身分： 

（一） 一般身分。 

（二） 茄萣區子弟： 

1. 設籍本公司所在地區(高雄市茄萣區)子弟，本人或其直系親屬設籍居住該地區連續滿二十

年以上(107年10月3日前)，且本人目前仍設籍該地區達六個月以上者，得予優惠加分。 

2. 需於報名時，上傳戶籍謄本等相關證明文件，經查驗無誤後，始可取得加分資格。 

五、 報名資格條件： 

（一） 學歷：各職類應試人員符合以下學歷：「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大學(含)以上學校畢業，

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者」，及第八點招考類別條件者均得報考，惟如獲通知參加面試，於審

查資格時須繳驗畢業證書正本，凡未繳交或資格不符者，將取消其參加面試資格。畢業證

書如係國外學歷須符合教育部頒訂「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

本(可委由翻譯社翻譯或自行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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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機構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驗證或公證人認

證。 

（二） 性別：不拘。 

（三） 年齡：不限。 

（四） 體格需求： 

3. 兩眼矯正後視力均為 0.8 以上。 

4. 辨色力及聽力正常。 

（五）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將不予進用： 

1. 現受刑事追訴尚未結案者。 

2. 通緝在案尚未結案者。 

3.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4. 曾服公職有貪瀆行為經判決確定或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者。 

5. 曾在中鋼集團公司因案免職者，或因對於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而予資遣者。 

六、 甄試方式 

（一） 筆試： 

1. 筆試通知訂於107年10月9日前以E-Mail、掛號信件通知或自行至招募網站公告查詢，報名

時請務必確認各項聯絡資訊是否正確，以免影響個人應試相關權益。 

2. 筆試時間：107年10月14日(星期日) 13:30至17:00  

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 

13：30~15：00 共同科目 

15：30~17：00 專業科目 

3. 筆試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9號)。 

4. 本次筆試分為專業科目與共同科目，題型均為選擇題，相關說明如下： 

(1) 共同科目：國文(公文)、英文及邏輯，佔甄試之成績為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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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科目：依各類組需要應考專業科目，並佔甄試之成績為 60 ％，有關各類組之專業

科目，請參閱第八點招考類別條件。 

（二） 面試 

1. 面試日期訂於107年11月5、6日辦理，確定時間與面試地點，於面試通知單另行告知。 

2. 面試各類組預定取錄取名額之三倍以上人數，並依筆試成績排名，通知進行面試。 

3. 筆試成績相同者，將依下列科目順序原始分數之高低決定排序為1.專業科目；2.共同科目

(英文)；3.共同科目(邏輯)。有一科目為零分或缺考者不得參加面試。 

4. 參加筆試者請務必備齊各項佐證資料，以備查驗。 

七、 錄取方式： 

1. 依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筆試佔總成績60％及面試佔總成績40％。 

2. 總成績相同者，依序以面試成績、筆試成績之高低決定排序。 

3. 面試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滿分 100 分)。 

八、 招考類別條件表： 

類別 

預定

錄取

名額 

應考專業科目 工作性質簡述 學歷與甄試條件限制 

A.行政企

劃管理師 
3 

 企業管理 

 勞動基準法 

1.研擬各項管理制度，以及對內、對外之

重要經營管理會議文件之彙總、編撰，

以及更新。 

2.協助經營策略及重大計劃之規劃、推動

及管理。 

3.總務行政相關作業及員工健康管理事

宜。 

4.人力資源管理、勞資關係及各項支援服

務合約管理、審核、報支等相關業務。 

1. 大學以上，行政或管理相

關科系畢業，具經營企

劃、總務或人力資源相關

工作經驗者優先考量。 

2. 熟悉勞動相關法令。 

B.會計組

管理師 
1 

 中級會計學及稅務

法規(含公司法、商

業會計法、營所稅

法及營業稅) 

財報編製、預算編列及成本管理等會計相

關事項。 

1.大學以上，財會相關科系

畢業。 

2.多益 550 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C.財務組

管理師 
1 

 總體經濟 

 財務管理 

銀行授信申請、資金調度、出納及保險等

財務相關事項 

1. 大學以上，財會相關科系

畢業。 

2. 多益550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D.資訊 

管理師 
1 

 程式設計、資料庫

系統、資訊網路工

程及計算機結構 

資訊系統開發、資訊設備管理等事項。 

1.大學以上，資訊工程或管 

理相關科系畢業。 

2.熟悉 Java 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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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預定

錄取

名額 

應考專業科目 工作性質簡述 學歷與甄試條件限制 

E.業務 

管理師 
1 

 經貿常識與商業實

務 

1.公司簡介及業務資訊製作及更新。 

2.市場與競爭者資訊蒐集與分析。 

3.任務掌控與達成報告。 

4.客戶關係維護。 

5.合約與專案管理。 

6.國際參展與業務推廣。  

1. 大學以上，理工、商學、

管理相關系畢業。 

2. 多益750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F.採購 

管理師 
1 

 企業管理 

 採購法 
物料、設備採購與發包 

1. 大學以上，企業管理等相

關管理科系畢業。 

2. 具採購發包相關工作經

驗者尤佳。 

G.專案 

工程師 
4 

 機械製圖與識圖 

 專案管理實務 

1.風力發電水下基礎製作專案管理。 

2.分包商管理與介面整合。 

3.部門協調(生產、品質、環安衛、採購

財務) 。 

4.專案進度與品質管理、專案文件審核。 

5.預算控制、進度款請領。   

1. 大學以上，理工或管理相

關科系畢業。 

2. 精通 Project 及其他 

Microsoft Office 軟體。 

3. 具專案管理相關工作經

驗，以及具公共工程品管

工程師或 PMP 執照者尤

佳。 

4. 多益750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H.環安衛 

工程師 
1 

 安全衛生管理 

 環境安全管理 
安全衛生與環保管理 

1. 大學以上，環安衛管理等

相關科系畢業。 

2. 必須具有甲級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師或相當資格。 

I.生管工

程師 
2 

 機械實務與識圖 

 生產管理 

專案之規劃、執行、控管、成本控制及製

程規劃 

1. 大學以上，工程或理工相

關科系。 

2. 具專案管理相關工作經

驗者尤佳。 

3. 多益 750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J.規劃工

程師 
2 

 生產管理 

 工業管理 

 作業研究 

1.生產管理相關系統規劃與維護、資料統

計分析、工程管理制度規劃 

2.製程材料規劃控管、成本控制 

大學以上，理工相關科系畢

業。 

K.設計工

程師 
2 

 鋼結構工程實務 

 焊接施工與實務 

1.鋼構製程/製造設備規劃及設計。  

2.鋼構設計及製造圖繪製。 

3.熟悉機械加工原理 

4.熟悉 2D、3D 繪圖 

1. 大學以上工程或理工科

系畢業。 

2. 熟悉機械加工原理  

3. 熟悉 2D、3D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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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預定

錄取

名額 

應考專業科目 工作性質簡述 學歷與甄試條件限制 

L.品質管

理工程師 
4 

 機械與識圖 

 品質管理 

 品保 

1.執行工件檢驗與製程品管 

2.規劃與編纂(英文)品管計畫  

3.規劃與維護工廠品管系統認 

4.內外部稽核管理 

5.品質文件管理 

6.品質分析與改善                                

1. 大學以上，工程或理工相

關科系畢業。 

2. 具品管相關工作經驗及

證照者尤佳。  

3. 多益550分以上或同級之

英語檢測者優先考量。 

M.吊裝及

塗裝工程

師 
2  機械實務與識圖 

1.負責規劃管理搬運、吊裝及電焊作業。 
2.負責鋼結構塗裝工程規劃 

1. 大學以上，工程相關科

系畢業。 

2. 具鋼構安裝，焊接管

理、噴砂塗裝施工管理

之相關工作經驗者尤

佳。 

3. 多益 550 分以上或同級

之英語檢測者優先考

量。 

N.電機工

程師 
1  電子電機實務 

負責電器及控制箱、次構件平台架等之安

裝及配線規劃、測試及管理作業。 

1. 大學以上，電機相關科

系畢業。 

2. 具配電、電機安裝測試

之相關工作經驗者尤

佳。 

※興達海基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錄取名額及考試內容與錄取條件 

九、 筆試當日應考人務必攜帶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份之雙證件入場應試，未攜帶前述指定證件者

不得入場應試。  

十、 面試當日需繳驗下列文件： 

（一） 個人自傳履歷相關資料。 

（二） 本人國民身分證與正反面影印本。 

（三） 學歷證明文件，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本(可委由翻譯社翻譯或自行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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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機構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

之機構驗證或公證人認證。目前若尚未經前述單位驗(認)證者，請及早申請，以免損及本

身權益。 

（四） 三個月內體格檢查表正本乙份，驗畢後不予退還。醫院出具體檢報告書約需1~2週時間，故

請預先安排體檢時間，並攜帶身分證件及健康檢查項目表，至行政院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

會公告「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合格單位進行檢查(請至勞動部網站查詢)。

因體檢項目需要驗血，檢查前請空腹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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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相關必要證明文件，請參考招考類別條件表之學歷與甄試條件限制。 

十一、 進用待遇： 

（一） 基本薪給 NT$ 36,600元/月(內含伙食津貼 NT$ 2,400元)。 

（二） 另視營運獲利情況及員工績效表現核發獎金等。 

十二、 報名洽詢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7-3832686。 

聯絡時間：報名期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聯絡人：蕭管理師、局管理師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二) 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招募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三) 應考當日如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請密切注意招募網站所發布之相關訊息，以

確認本項甄試是否延期。 

十四、 備註： 

（一） 甄試報到時應攜帶、繳交證件資料查驗，經審查若發現應考人有舞弊、冒名頂替、偽造、

變造、假借、冒用、塗改或其他重大違規、不合法令規定之情事，以及不符報考資格者，

即取消參加面試資格；如於錄取進用後發現，即以免職處理，並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不

得異議。 

（二） 應考人於甄試過程中，如有任何舞弊之行為，永不得進用。 

（三） 報考本公司107年新進人員甄試，須提供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教育、職業與聯絡方式等相關個人資料，將由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甄選相關表單、甄選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 

（四） 報名費經繳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或取消報名。 

（五） 人員進用模式：錄取人員報到時間預定於107年11月起分批進用，錄取報到後試用3個月，

試用期滿經考評合格後，正式僱用；試用考評不合格者，不予僱用。 

（六） 逾通知報到期限而未報到者，即視為放棄，並註銷錄取資格， 

（七） 本公司自甄試結果通知日起6個月內，保留由已參加面試合格之該類組應考人依成績高低

順序通知甄選遞補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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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興達海基公司新進人員招募英語能力檢測標準對照表 

多益測驗 

(TOEIC) 

劍橋大學 

國際商務 

英語能力 

測驗 

(BULATS)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全民英檢 

(GEPT) 

CEF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托福 

(TOEFL) 
IELTS 

聽讀 
三項筆

試總分 
口試 網路型態 

550 以上 ALTE Level 2 195 S-2 中級 
B1(進階級) 

Threshold 
47 以上 4 以上 

750 以上 ALTE Level 3 240 S-2+ 中高級 
B2(高階級) 

Vantage 
71 以上 5.5 以上 

880 以上 ALTE Level 4 315 S-3以上 高級 

C1(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83 以上 6.5 以上 

950 以上 ALTE Level 5 - - - 優級 
C2(精通級) 

Mastery 
109 以上 7.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