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 108年度「暑期工讀」報名表（正表） 

 入場編號  

※基本資料（由報名學生填寫，請確實填寫所有欄位）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聯絡電話 家用：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就讀學校 

（請填全銜） 

□碩士□大學□專科(五專須四年級以上) 

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語文能力 

(可複選) 

1.□不具外文能力 

2.□具備外文能力:           

     (□精通□良好□普通□稍懂) 

電腦能力 

(可複選) 

□不會 

□電腦基本操作 □商業軟體 □程式設計 

其他             

駕照種類 汽車：自用□大客□大貨□小客；機車：□輕型□重型；自備車輛：□汽車□機車 

備     註 
資料提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暨所屬機關及相關機關（構）運用，以從事就

業服務、職業訓練服務：□同意□不同意 

➢ 本人未重複於高雄市各公立就業服務站台及杉林、甲仙、桃源、茂林、那瑪夏及六龜等區公所報名。 
➢ 本人於面試當日僅選擇一用人單位進行面試。 
➢ 本人提供之所有表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所有資料填寫均正確屬實。 
➢ 錄取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至用人單位報到者，不可要求重新分發至其他單位，並自願放棄錄取機會。 
➢ 本人曾於 105年、106年及 107年經錄取並實際進用者，不得再參與本計畫。 
如有違上述事實者，願放棄錄取機會或立即離職。 
                            報名學生切結簽章：                 切結日期：108年  月  日 

※報名資格審查（由受理報名站台勾選） 

親自報名否 □本人報名    □非本人親自報名者，附報名委託書 

基本資格文件 

繳交勾選欄 

1.□學生證明： 

在學：□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蓋有學期註冊章(若學生證遺失或無註冊章者，需提供在學證明；

若無法提供在學證明，請檢附如註冊繳費單或個人成績單等足以判別目前在學身分等

相關證明文件) 

2.□設籍於本市：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身分別及證明

文件繳交勾選

欄(擇一勾選) 

1.一般學生：□已備齊上述基本資格文件 

2.職業災害罹災勞工家庭子女：□3年內勞工保險局核發之職業災害核付公文。 

3.非自願失業勞工家庭子女：□3年內「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證明影本、 

或□3年內「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參考就業保險離職證明書或須有相同內容）」證明影本 

4.獨力負擔家計者家庭子女：□全戶戶籍謄本 □無工作能力證明 

5.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報名期間仍有效之低收或中低收入公文書影本 

6.父或母其中一人為長期失業者：□父或□母之公告日起申請之□勞保明細表或□勞保查詢同意書及  

□求職登記表(1個月內)；長期失業者現投保於職業工會者，請出具□無工作證明切結書 

7.其他特殊境遇勞工家庭子女：□報名期間仍有效之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補助公文書 

8.原住民：□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現住人口詳細記事)  

9.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審核結果 □通過  □未通過 審核人員核章  

受理站（台） 

收執聯 



高雄市政府 108年度「暑期工讀」報名表（副表） 
 

 入場編號  

梯次 入場編號 入場時間 
面試日期：108/7/4(四)【地點：鳳山行政中心(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 
※如遇公布本市停班停課，將順延至下一個上班日或依公告時間辦理※ 
1. 面試當天，以各站(台)所登記的「入場編號」做為面試入場先後依據。 
2. 入場時間係按預估報名人數安排，實際入場時間以現場為準，請確認入場

時間，並務必提前 15分鐘到場排隊進行面試流程說明。 
3. 逾號到場者，將順延至下一場次進場，若最後一場次結束仍未到場者，視

同自動放棄面試。 
4. 每名求職者僅能選擇「一個單位」的「一項職缺」面試。 
5. 面試當天，請務必攜帶：審核通過之報名表副表 、國民身分證(正本) 

1.□ 001~020 14:00 

2.□ 021~040 14:30 

3.□ 041~060 15:00 

4.□ 061~090 15:30 

5.□ 091~140 16:00 

6.□ 141~200 16:30 

7.□ 200以上 17:00 

※面試履歷（由報名學生填寫，請確實填寫所有欄位） 

面試參加局處 
(面試現場填

寫) 
 姓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家用：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就讀學校 
（請填全銜） 

□碩士□大學□專科(五專須四年級以上) 
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志工經驗及 
社團參與經驗 

□是：□志願服務 □社區營造 □公共參與 □服務性社團 □其他：               
□否 

曾參加本工讀計畫 □是，民國______年參加，用人單位為＿＿＿＿＿＿＿＿；□否 

專長  證照  

語文能力 

(可複選) 

1.□不具外文能力 

2.□英語:□精通□良好□普通□稍懂□不懂 

3.□日語:□精通□良好□普通□稍懂□不懂 

4.□台語:□精通□良好□普通□稍懂□不懂 

5.□客語:□精通□良好□普通□稍懂□不懂 

電腦能力 

(可複選) 

□不會 

□電腦基本操作 □文書處理 

□網際網路     □網頁編輯 

□商業軟體     □程式設計     

□其他             

駕照種類 汽車：自用□大客□大貨□小客；機車：□輕型□重型；自備車：□汽車□機車 

※學生身分別（由受理報名站台勾選） 
□一般學生 □職業災害罹災勞工家庭子女 □非自願失業勞工家庭子女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父或母其中一人為長期失業者  □原住民 

□其他特殊境遇勞工家庭子女  □獨力負擔家計者家庭子女  □身心障礙者 

審核人員核章 
 

 

（報名者當日面試後，請用人單位撕下回擲『服務台』） 

回
擲
聯 

入場編號  
面試參加局處 
(限填 1個單位)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報名者收執聯 

(面試當日繳交) 

請蓋站(台)圓戳章 

裁 切 線 



高雄市政府 108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 

聯合面試活動 注意事項 

 ＊時間：108年 7月 4日(四)下午 14:00~17:30，依入場編號梯次別入場 

 ＊地點：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大眾交通資訊 

自行

開車 
1. 走中山高速公路至建國交流道左轉過涵洞經光復路約 1分鐘。 

2. 走南二高經國道 10號接中山高速公路至建國交流道左轉過涵洞經光

復路約 1分鐘。 

公車 1. 搭乘建國幹線（建軍站 -> 鹽埕）、248、橘 7、橘 8、8002、8010、

8011路：至中山西路段下車。 

2. 搭乘 70、30、8006、8041、8048路：至澄清路段下車。 

捷運 1. 搭乘捷運抵達衛武營站，轉搭 70路公車至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

下車。 

2. 搭乘捷運抵達三多商圈站，轉搭 70路公車至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

心下車。 

3. 搭乘捷運抵達鳳山西站，步行約 10分鐘。 

高鐵 1. 搭乘高鐵抵達左營站轉乘捷運至衛武營站，轉搭 70路公車至高雄市

政府鳳山行政中心下車。 

2. 搭乘高鐵抵達左營站轉乘捷運至三多商圈站，轉搭 70路公車至高雄

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下車。 

火車 搭乘台鐵火車至鳳山火車站，轉搭 248路公車至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

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