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9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文  

  

公告事項： 

一、 本處提供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08年度暑期實習機會，敬

請相關系所依所屬領域特性評估其合適性及專業相關程度。 

二、 實習資訊及注意事項： 

 實習名額：共計24名。 

 實習期間：108年7月1日至108年8月23日，實習週數八週

(320 小時)。 

 實習地點：臺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48 巷 7 號(近捷運雙連站)

及捷運廠站。 

 注意事項：實習期間不提供薪資、相關膳宿、交通工具及

其他生活必須事項，均由實習學生自理。 

三、 請有意申請同學於108年5月3日(五)前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以電子郵件寄至研發處謝小姐

信箱 cchsieh@mail.ntut.edu.tw，並於信件標題註明【臺北

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暑期實習申請】，逾期及未註明申請機構

者恕不受理。 

四、 檢附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實習說明(內含實習課程內容、

實習學生所需專業背景需求、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如須

電子檔請逕至「研發處網頁→校外實習專區→實習機會資

訊」下載。 

五、 如有問題或疑慮請洽研發處謝小姐(#1455)。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mailto:以電子郵件寄至研發處謝小姐信箱cchsieh@mail.ntut.edu.tw
mailto:以電子郵件寄至研發處謝小姐信箱cchsieh@mail.ntut.edu.tw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8 年暑期學生實習內容說明 

一、 宗旨：本局為傳承臺北捷運軌道建設專業知識予青年學子、提

供其認識捷運工程建設，期使實習學生結合學術理論和實務作

業，瞭解捷運工程實際運作狀況，印證所學及增進專業知識，

並培養實習學生對捷運工作職場及專業倫理之正確認知，期培

養我國新一代捷運技術基礎人才。 

二、 實習期間及名額： 

(一) 實習期間：自 108年 7月 1 日至 108年 8月 23日，實習週

數八週(320 小時)。 

(二) 實習學生名額：計 24名。(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計處、

機電系統設計處、工務管理處、聯合開發處、技術發展處，

每部門 4名)。 

(三) 每一學校至多可推薦 4 位同學實習(任一實習部門至多可推

薦 2位同學)。 

(四) 因本局各部門有實習總人數上限，於單一部門若學校總推

薦人數超出此上限，將由各部門依學生推薦資料擇定。 

三、 實習課程： 

(一) 實習課程內容，詳附件 1。 

(二) 參與實習部門：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計處、機電系統

設計處、工務管理處、聯合開發處及技術發展處。各參與

實習部門將安排導師及副導師輔導實習學生。 

四、 申請資格、期限及方式：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升大三、大四學生，實習學生所需專業背

景需求如附件 2。 

(二)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8年 5月 10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三) 申請方式：申請至本局實習學生應填具「實習學生基本資

料表」(附件 3)，由學校統一將「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以

電子郵件寄送本局負責實習業務窗口，並請指派該系所至

少 1名學校實習輔導老師及其連絡資訊。 



五、 審查及錄取通知方式： 

(一) 本局於受理申請結束後進行書面審查。 

(二) 錄取名單於 5 月 31 日前，函請學校通知實習學生並請實習

學生依本局規定期限回覆，以保障實習學生至本局實習資

格，逾期以棄權論。 

六、 差勤管理： 

(一) 實習期間應全程參與實習單位規劃各類課程及活動。 

(二) 請假規則詳附件 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實習學生請假規

則。 

(三) 實習學生作息與本局員工上班時間相同。 

七、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各大學院校須自行辦理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意外傷害保

險等事宜。 

(二) 實習期間本局不提供薪資、相關膳宿、交通工具及其他生

活必需事項，均由實習學生自理。 

(三) 實習學生應遵守本局相關規定進行實習課程，不揭露本局

公務機密。 

(四) 實習學生違反下列情形者，本局得中止其實習： 

1. 執意請求變更實習單位。 

2. 請假時數(含事、病假)超過總實習時數 4分之 1。 

3. 無故缺席超過 3(含)日。 

4. 洩露公務機密或影響資訊安全。 

5. 其他不當行為影響本局聲譽。 

(五) 實習地點：臺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48 巷 7 號 

(近捷運雙連站)及捷運廠站。 

(六) 若實習學生不適應環境，可申請中止實習。 

(七) 實習學生考核，本局配合各校規定辦理。 

(八) 本局負責實習業務窗口： 

紀芳玲，電話：(02)2521-5550#8037 

email：fanlin@dorts.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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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8 年暑期學生實習-課程內容表 

部門別 課程內容 總收人數 

綜規處 

一、車站規劃實務 

二、工程規劃實務 

三、用地規劃實務 

四、捷運路線規劃及綜合討論 

五、交通維持規劃實務 

4位 

土建處 

一、軌道工程 

二、車站建築設計 

三、車站及隧道結構設計 

四、車站水環設計 

4位 

機設處 

一、電聯車及機廠維修工程 

二、捷運號誌系統工程 

三、捷運供電系統工程 

四、捷運通訊系統工程 

五、捷運機電系統保證 

4位 

工管處 

一、土建工程施工管理 

二、機電工程施工管理 

三、捷運工程安全衛生稽查實務 

四、捷運建設計畫管理 

4位 

開發處 

一、捷運場站開發區基地評選 

二、徵求投資人作業 

三、土地開發施工作業 

四、權益分配作業 

五、捷運土地開發公有不動產統一經營事宜 

六、捷運土地開發公有不動產公開標售相關作業 

4位 

技術處 

一、捷運建設應用系統發展實務 

二、捷運建設資訊管理應用實務 

三、捷運建設工程管理資訊化應用實務 

四、捷運建設資訊設備管理應用實務 

五、捷運建設工程紀實視覺設計實務 

4位 

共同活動 

(技術處) 

通識概念課程及共同活動(捷運通識介紹、參觀北投

機廠及臺北捷運行控中心等) 
 

 



附件 2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8 年暑期學生實習-實習學生所需專業背景需求表  

部門別 專業背景需求 

綜規處 
交通運輸、交通管理、交通工程、運輸工程、土木、都市計畫、環境工 
程、建築、測量 

土建處 土木、軌道、結構、大地、建築、營建管理工程 

機設處 
機械、電機、電子、電信(通訊)、光電、自動控制、機電工程管
理、系統保證 

工管處 土木、營建管理工程 

開發處 土木、都市計畫、建築、土地管理、不動產 

技術處 
資訊相關科系或營建管理相關科系，對資訊技術應用有興趣並修畢程式
語言課程的同學。 

 

 

 

  



附件 3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 

所屬學校  系      別  年級 升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照 片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住家電話  手      機  

E-mail  

聯絡(戶籍)住址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自己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簡歷  

專長  

自傳 

 

 

 

 

 

 

 

 

 

 

 

 

實習志願單位  

實習起迄 

(捷運局填寫) 
實習日期：108年    月     日 ～ 108年    月    日 

 

  



附件 4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實習學生請假規則 

一、 實習學生:係指於暑假期間至本局實習之大專生。 

(一) 病假 

1. 實習學生如因病不能實習者，需向實習單位導師或副導師請假。 

2. 實習時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急病時，應先向實習單位導師或副導師請假。准假後

方能離開。 

3. 實習期間病假時數與補課規定同各校規定，各實習單位自行安排補課。 

(二) 事假 

1. 臨時發生緊急事故時，需於上班時間前，先以電話報告導師或副導師，再於事後

補請事假。 

2. 一般事假需於前1日前向導師或副導師請假。 

3. 實習期間事假時數與補課規定同各校規定，各實習單位自行安排補課。 

(三) 喪假 

1. 需有家長證明或訃聞。 

2. 可請假時數依學校規定，如學校無規定則以勞基法規定之時數為主。 

3. 勞基法規定如下 

(1)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 給予喪假八日。 

(2) 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

予喪假六日。配偶之祖父母給予喪假三日。 

4. 是否需補課，請各實習單位自行決定。 

(四) 公假 

參加學校活動、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全國性考試者得給公假，但需事前出

具活動公文請假，取得實習單位本局導師或副導師同意。 

(五) 特別假 

如颱風假，本局所在地區或實習學生住家地區宣佈停止上班上課，實習學生亦

於當日停班。 

(六) 曠班 

1.未辦理請假即為曠班。 

2.曠班時數以半天4小時，1天8小時計。 

二、 其他相關務項 

(一) 本局實習學生採簽到退方式記錄出勤狀況，請確實簽到退。 

(二) 實習結束後，本局會將實習學生考核成績併簽到退紀錄送交實習學生所屬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