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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肥公司）創立於民國 35年 5月 1日，原屬國

營事業，於民國 88年 9月 1日正式移轉民營。七十餘年來建立「農友牌」肥料系

列產品，年供應國內市場七十餘萬公噸，擁有約七成市場占有率，是國內第一大肥

料生產供應者。台肥公司走過逾一甲子歲月，陪伴無數農友共同成長，初衷不變，

更以蛻變新生的步伐，持續為台灣農業奉獻心力。 

面對國內外產業經濟環境條件的快速變化，台肥公司仍將秉持著「培元、固本、創

新、永續」的經營理念，進行公司體質的轉型與升級，並以「肥料化工事業」、「不

動產暨投資事業」為企業發展主軸，逐步蛻變經營體質，同時以「獲利成長、優化

競爭及永續經營」作為總體策略目標，展現「立足台灣」、「放眼全世界」的全球營

運模式，躍登國際企業舞台，邁向綿延永續的企業標竿。本次招募希望引進年輕與

專業之菁英人才一起共創未來，歡迎有志青年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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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甄試重要時程表 

 

試別 要  項 時  間 備  註 

初 

試 
(

筆 

試) 

報名期間 
107年 8月 17日(五)10：00至 
 
107年 9月 10日(一)17：00止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站：

http://taifer.career.com.tw，逾期及其

他形式恕不受理。 

網路查詢合格

者及列印准考

證 

107年 9月 18日(二)10：00至 
 

107年 9月 29日(六)15：00止 

1.9月 18日 Email通知符合初試資格者。

2.請至報名網站查詢合格者、准考證號、

試場位置，並列印准考證。 

初試日期 107年 9月 29日(六) 

初試統一於台北市考區舉辦，請攜帶准考

證及身分證件正本應試，未攜帶者不得入

場。   

初試成績查詢 

/複試者名單

公告 

107年 10月 8日(一)10：00至 
 

107年 10月 12日(五)17：00止 

1.請至報名網站查詢初試成績。 

2.複試者名單公告，另以 Email 寄送複試

通知書和電話通知複試者。 

初試成績複查

申請 

107年 10月 8日(一)10：00至 
 

107年 10月 11日(四)15：00止 

1.請至報名網站填寫初試成績複查申請

單。 

2.10月 12日 15：00前統一以 Email回覆

查詢者。 

複 

試 
(

面 

試) 

複試日期 
107年 10月 15日(一)至 

 
107年 10月 19日(五)止 

請攜帶複試通知書及相關證件正本應試 。 

總成績查詢/

正取及備取者

名單公告 

107年 10月 29日(一)10:00至 
 

107年 10月 31日(三)17：00止 

1.請至報名網站查詢總成績。 

2.正取和備取者名單公告。 

寄發報到通知

書 
107年 10月 29日(一) 郵寄報到通知書和電話通知正取者 

報到作業 107年 12月 3日(一)  
正取人員依報到通知書報到，未到者視同

放棄，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註：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台肥報名網站 http://taifer.career.com.tw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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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資訊、甄試類別及錄取名額  

一、報名資訊 

    (一)報名日期：107年 8月 17日 10:00起，至 107年 9月 10日 17:00止。 

    (二)報名方式： 

       1. 本項甄試簡章及相關資訊建置於就業情報網站(http://www.career.com.tw)

首頁，請自行上網點閱或下載列印，不另行販售。報名前請詳閱本簡章，一經

報名即視同遵守本簡章之規範。 

       2. 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 (報名網站：http://taifer.career.com.tw)，不

受理現場與通訊報名，為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3. 請按照網路報名程序確實填寫各項資訊，報名資料應力求詳實，以免影響應

試人權益。  

       4. 報名前請先詳閱甄試簡章內容，每人僅可擇一職類報考；請慎重考慮後再報

名應徵，完成報名程序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職類。        

       5. 報名時需上傳個人證件用近照 jpg檔案到報名平台。 

     6. 報名費用：免費。 

    (三)報名資格： 

       1. 國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2. 兵役：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或依法免服兵役；如於報到日前退伍可先行報

名，若獲錄取，於報到時繳驗兵役證明文件，否則取消錄取資格。 

       3. 學歷：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學校畢業，並符合各甄試類別所訂之學歷科 

   系者。 

             (2) 複試時須繳驗畢業證書正本，凡未繳交或資格不符者，取消其參加複試 

                 資格。 

       4. 性別：不拘。 

       5. 體格需求： 

      (1) 兩眼矯正後視力均為 0.8以上。 

      (2) 辨色力及聽力正常。 

      (3) 無心臟病、精神疾病(不能處理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 

          者)、 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需強制隔離治療者)，或不堪勞動無法 

          勝任工作之情形等。 

          6. 符合各職類所需資格條件之學歷(不得以同等學力代替)、經歷、專業證照、語 

             言證照、駕照、新聞寫作個人作品集等資料需於報名時填寫並上傳到報名網 

             站(格式 word或 PDF或 ppt或 rar或 zip )，並請於複試時提出正本證明，凡 

             未繳交或資格不符者，取消複試資格。 

          7. 本公司及各廠員工不得報考。 

 

http://www.care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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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試類別和錄取名額 

職缺代碼 職類 缺額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資格條件 薪資待遇 

107001 
企業社
會責任 

1 台北 

採訪編輯/ 報導撰稿、撰
寫及整合企業社會責任 
(CSR) 報告書、推行公司
治理制度等作業 

1.大學以上畢業。 
2.具備至少二年以上媒體或公
關領域相關經驗，須能獨立完成
採編作業。 
3.請附上新聞寫作個人作品集。 
4.具汽車駕照。 

學士學歷
月薪

38,000元
起， 

碩士學歷
月薪

42,000元
起。 

107002 股務 1 台北 
股東基本資料、股東會作
業、除息作業及稅務作業
等作業 

1.大學以上畢業。 
2.三年以上股務實務工作經驗。 
3.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業務員/
證期會股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合格，三擇一。 

107003 貿易 1 台北 
原料採購、商情蒐集、進
口事務、工程發包等作業 

1.大學以上畢業；外語科系優先 
2.須具備五年內多益 730分(含)
以上之語言證照(或雅思 6分
(含)以上或托福 IBT90分(含)以
上)。 

107004 人資 1 台北 

招募甄選作業、人事檔
案、差勤管理、勞資關係、
人力分析、用人計畫、退
休撫卹等作業 

1.大學以上，人資、企管、工管、
行政、心理、勞工、法律等相關
科系。 
2.無經驗可。 
3.具汽車駕照。 

107005 業務 1 花蓮 
肥料銷售、市場商情蒐集
分析、客訴處理、客戶管
理等作業 

1.大學以上，市場行銷、農業、
園藝相關科系等。 
2.肥料銷售及推廣經歷 3年以上
尤佳。 

107006 行銷 1 苗栗 

電子化學品行銷規劃及銷
售、市場商情蒐集分析、
客訴處理、客戶管理、帳
務管理等作業 

1.大專以上畢業；理工相關科系
優先。 
2.具備電化品供應商業務工作
一年以上、或科技廠商電化品相
關工作二年以上經驗尤佳。 

107007 品管 1 苗栗 

產品品管分析、品管ISO
文件製作及ISO教育訓
練、製程管制圖、稽核作
業等作業 

1.大專以上工業工程或相關學
系畢業。 
2.1年以上生管或文管相關工作
經驗。 

107008 儀電 1 苗栗 
工廠儀電機資訊系統規
劃、採購、圖控系統軟體
編寫及專案執行等作業 

1.大專以上電子、電機、自動控
制等相關科系畢業。 
2.必須具電機設備、電力系統經
驗，若有 DCS 及 PLC系統規劃經
驗尤佳。 
3.熟悉現場儀電設備安裝、測
試、校正。 
4.必須具備化工廠或儀電工程
公司工作經驗 3年以上。 

107009 化工 3 苗栗 

製程設備維護之管理、製
程問題改善、備品管控、
安環督導及費用管控等作
業 

1.大專以上化工或食品科學相
關科系畢業。 
2.2年以上化工廠或其他大型工
廠管理操作經驗尤佳。 
3. 具汽車駕照。 

107010 技術員 2 苗栗 

1. 磷酸工場、NMP工場、
活力營養劑現場作業 
2. 維護保養設備運作及
共用區等作業 

1.高中/高職以上。 
2.具實際 2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尤
佳 

月薪
30,000元 

總計 13  

註 1：台肥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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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試資訊、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 

 各類組人員之甄試分二階段舉行： 

一、 初試為筆試，包括｢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專業科目一｣

及｢專業科目二｣。 

(一) 初試時間：107年 9月 29日(星期六)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鈴 測驗時間 題型及作答方式 

第一節 國文 08:50 09:00-09:50 選擇題及問答

題，以藍色或黑

色原子筆作答。 
第二節 

智力測驗 
10:00 

10:10-11:00 

性向測驗 11:00-11:15 

第三節 英文 11:20 11:30-12:20 

第四節 專業科目一 13:30 13:40-14:40 

第五節 專業科目二 14:50 15:00-16:00 

            (二) 初試地點：設於台北市，試場地址、教室分配及其他應行公布事項在 9月 

                           18日 10:00至 9月 29日 15:00止公告於報名網站。 

            (三) 初試資格審查：經審查報名資料達初試資格者將發送 Email通知，未達初 

                               試資格者不另通知。 

            (四) 攜帶證件：請帶准考證(請於 9月 18日 10:00至 9月 29日 15:00 止上報 

                           名網站自行列印)及持貼有照片之身分證件(限新式國民身分 

                           證、駕照或健保 IC 卡，請擇一攜帶)； 

 監考人員將於考試時核對證件，未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者不得 

 入場。 

     (五) 初試科目一覽表： 

職缺代碼 職類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107001 企業社 
會責任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新聞寫作   

107002 股務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管理學  

107003 貿易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管理學  

107004 人資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管理學 勞動法令 

107005 業務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管理學   

107006 行銷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基礎化學  

107007 品管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品質管制  

107008 儀電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電路學 電子學 

107009 化工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英文 質能平衡 單元操作 

107010 技術員 國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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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初試成績計算： 

                 1. 107001、107002、107003、107004、107005、107006、107007、107008

和 107009等 9職類： 

      初試總分=(國文+智力測驗+英文)/應考科目數 x20%+(專業科目總分)/

應考科目數 x80%； 

                 2. 107010職類：  

   初試總分=(國文+智力測驗)/應考科目數 x100% 

                 3. 性向測驗不計分亦不計入應考科目數，僅作為面試參考。 

            (七) 初試共同科目任一科低於 40分者不予複試。 

            (八) 報名網站將於 10月 8日 10:00至 10月 12日 17:00止提供初試者查詢個 

                 人成績。同時段報名網站亦公告複試者名單，並以 E-mail寄送複試通知 

                 書及電話通知複試者。未達複試標準者不另通知。 

            (九) 初試成績複查申請者請於 10月 8日 10:00至 10月 11日 15:00止到報名 

                 網站填寫「初試成績複查申請單」並 mail到 service10708@career.com.tw 

                 再撥打電話至就業情報確認申請初試成績複查 (電話 02-27031250分機 

                 603倪小姐)，統一於 10月 12日 15:00前以 Email回覆查詢者。 

  

 二、複試 

       (一) 複試為面試。 

            1. 面試項目包括儀態、言辭、問題分析與解決、專業知識技術與經驗及工 

               作適應性等。 

                2. 107010職類則於面試時加考基本化工專業知識。 

       (二) 複試時間：107年 10月 15日至 107年 10月 19日，依職類分別安排面試時

間。 

(三) 複試地點：分兩處辦理 

     1. 台肥總管理處-107001、107002、107003、107004、107005及 107006 

        等 6職類。  

     2. 台肥苗栗廠-107007、107008、107009及 107010等 4職類。  

          (四) 攜帶及繳交證件：請攜帶複試通知書、身分證件正本、畢業證書正本、專業 

證照、語言證照、駕照、新聞寫作個人作品集之正本(職類 107001)，未攜 

帶正本者不得入場應試。 

               另需繳交下列表件： 

               1. 其他有利之證明資料，如論文、參賽獲獎證明、專業作品..。 

mailto:mail到service10708@care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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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上所繳證件及資料如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應考人應負法 

 律責任，獲錄取者如經查獲有以上不實情事，亦將取消錄取資格。 

          (五) 複試成績計算： 

 1.107001~107009職類：複試總分=(儀態+言辭+專業知能) x100% 

 2.107010職類：複試總分=［ (儀態+言辭+專業知能) x60%+基本化工專業 

   知識 x40%］ 

             

     三、總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 

          (一) 成績計算(所有成績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總成績=初試成績 x50%+複試成績 x50% 

               

          (二) 錄取方式： 

            1.依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若總成績相同，將依下列分數之高低決定 

                 排序： 

                 (1)複試成績。 

                 (2)專業科目總分。 

               2.具下列情形時，正取人員得不足額錄取 

                 (1)報名人數未達預定錄取名額時。  

                 (2)專業知識或技術能力未達需求標準時。 

 

 

伍、試場規則 

一、初試(筆試)：  

 (一)應考人得自備簡易型電子計算機，答案紙限用藍色及黑色原子筆書寫。 

 (二)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先檢查初試入場通知書准考證號、座位號 

     碼、應試類組是否相符，如有不符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三)考題為選擇題或問答題，請詳閱試卷題頭說明及配分，並選出最適當答案； 

   試卷及答案紙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 

 (四)如要更改答案時，得使用立可白或修正帶，切不可將答案紙污損。 

 (五)如未按照上列各項規定作答，或於答案紙上書寫非必要之文字、符號，或因 

     書寫不清致無法正確辨識計分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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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如有頂替代考、護航、帶小抄或偷看他人答案等違規情事，測驗成績不予計 

               分，並取消當次測驗應試資格。監試人員將其試卷及答案紙收起，請其於座 

               位上坐至該節測驗結束前 10分鐘後始得離場。 

     (七)應考人應於測驗預備鈴響時依入場通知書之編號就座，除第一節於測驗開始 

         10分鐘內得准許入場外，其餘各節測驗須準時入場，凡逾時者一律不得入 

         場應試。各節於測驗結束前 10分鐘始得離場；測驗期間未經同意擅自離場 

         者，離場者該科以零分計。 

     (八)作答時，嚴禁使用電子通訊器材(如行動電話、隱藏式耳機、呼叫器、電子 

         字典、個人數位助理機等)違者該科以零分計；並請將電子通訊器材、手錶 

         之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等關閉，測驗中鈴響者該科以零分計。 

       (九)測驗結束鈴聲響即須停筆，不聽勸阻仍持續作答者將視為違規，該科目以零 

           分計。 

       (十)其他測驗須知：詳如准考證所示，請應考人於應試前詳讀各有關規定，以免 

           影響本身權益。 

 

    二、複試(面試)： 

     (一)查驗證件：查驗身分證、畢業證書、相關證照之正本。 

        以上查驗證件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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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取消參加複試資格；如於錄取進用後發現，即以免職處理，並 

        須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二)請依複試時間報到，未攜帶相關證件正本及複試通知書者不得入場。 

 

 

陸、甄試結果 

     一、符合參加初試資格者於 107年 9月 18日寄發 Email通知，並可於 107年 9月 18日 

         10：00後至台肥報名網站(http://taifer.career.com.tw)查詢，合格者請自 

         行上網列印准考證，不符合資格者不另通知。 

   二、參加複試者名單於 107年 10月 8日 10：00公告，請應考人至台肥報名網站 

http://taifer.care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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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ifer.career.com.tw)查詢，另以 Email寄送複試通知書和電話通知 

       複試者。 

   三、錄取名單於 107年 10月 29日 10：00公告，請應考人至台肥報名網站 

       (http://taifer.career.com.tw) 查詢，另郵寄報到通知書和電話通知正取者。 

 

柒、錄取人員進用相關規定 

   一、薪資與福利： 

    (一) 職缺代碼 107001~107009等 9職類敘薪採學士學歷月薪 38,000元起，碩士 

         學歷月薪 42,000元起；職缺代碼 107010職類錄取人員月薪 30,000元， 

         錄取人員不得要求以較高學歷敘薪。 

    (二) 台肥公司獲得 106年度高薪 100指數，平均年報酬優於市場同產業水準。 

    (三) 台肥公司福利多元豐富，包括生日禮金、三節獎金、在職訓練學習、生育補 

         助、員工旅遊、社團活動、特約廠商優惠、哺乳室及退休同仁優惠等。 

   二、正取人員統一於 107年 12月 3日(一)報到，當日無故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 

       人員依序遞補，報到時間及地點依錄取通知單規定報到。 

   三、錄取人員將視需要安排至不同單位進行新進人員培訓。 

   四、試用期 3個月，必要時可延長，試用通過後以正式人員任用，試用考評不合格者， 

       不予僱用。 

   五、錄取人員報到後須為全職工作者，台肥公司將依職類需要分發服務單位，錄取人員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分發服務單位。 

   六、備取名單自公告日期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有效。 

     七、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將不予進用或終止勞動契約： 

         (一) 現受刑事追訴尚未結案者。 

         (二) 通緝在案尚未結案者。 

         (三)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 患有精神病或法定傳染病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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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曾在台肥公司任職未經核准而擅自離職者。 

 

 

http://taifer.career.com.tw/
http://taifer.care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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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試有關訊息登載於於下列網站，歡迎上網查閱。 

   Career 就業情報(http://www.career.com.tw)；洽詢電話：(02)2703-1250分機 

   603倪小姐，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二、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 

   三、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台肥報名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四、應考當日如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敬請密切注意台肥報名網站所發布 

       之相關訊息，以確認本項甄試是否延期。 

 

http://www.cs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