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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成績 英文分數  間接人員測驗  

應徵暨員工基本資料表 

 

報名日期：   /   / 

 

告知事項：本公司京元電子為應徵及建立員工機制之目的，依法就以下類別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應
徵者/員工所提供之資料，利用期間為前揭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內，利用地區為中華民國境內及在中華民國境外之
京元子公司，利用對象及方式為公司內部控管使用，未經應徵者/員工同意，絕不提供予第三人。應徵者/員工得以
書面向本公司(1)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2)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
(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本公司得不依應徵者/員工請求為
之)。應徵者/員工所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時，將影響應徵者/員工人事作業進用等相關權益。 

 
 

                                                                   希望待遇：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室內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應徵方式  介紹人  駕照別 □無        □汽車駕照    □機車駕照 

最高學歷 

學歷等級 □碩士□大學□專科□高中職 公私立 □公立 □私立 學校名稱  

科系別 □文法商 □理工 □其他 科系  隸屬國家  □日  □夜  □空校 

就學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 畢(肄)業 □畢   □肄   □在學中 

次高學歷 

學歷等級 □大學□專科□高中職□國中 公私立 □公立 □私立 學校名稱  

科系別 □文法商 □理工 □其他 科系  隸屬國家  □日 □夜 □空校 

就學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 畢(肄)業 □畢   □肄  □在學中 

工作經歷一 

服務公司  職稱  公司人數  產業別  

任職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共   年    月 離職原因  待遇  

工作經歷二 

服務公司  職稱  公司人數  產業別  

任職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共   年    月 離職原因  待遇  

___________大學__________系 

報名徵選職務：110 學年一年期校外實習 

實習期間：110/7 ~ 1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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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三 

服務公司  職稱  公司人數  產業別  

任職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共   年    月 離職原因  待遇  

工作經歷四 

服務公司  職稱  公司人數  產業別  

任職期間 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共   年    月 離職原因  待遇  

語文程度 

語言 聽 說 讀 寫 

英文     

      文     

專業訓練/專業證照 

課程/證照名稱 修習時數/取得時間 課程內容/發證單位 

         年         月         日        小時  

         年         月         日        小時  

打字速記 字/分      輸入法，       字/分       輸入法，      字/法       輸入法 

電腦軟體 
 □word   □photoshop □VB  □Excel □Front Page □JAVA       □Oracle □Access □XML 

 □WinNT □AutoCAD  □Powerpoint   □UNIX      □LotusNotes □VISIO  □C/C++  □其他          

論文著作/發明專利 

□有  □無 內容簡述  

其他 

是否有親屬在本公司任職(含姻親)  □是，姓名/部門:                                  □否 

履歷填寫確認 

一、本人確認並完全瞭解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所為之告知，本人並同意京元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得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上述提供之個人資料。 

二、本表所填寫均屬事實，同時本人允許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調查，本人若經錄取後，被發現上述有虛構情 

    事。願接受公司免職開除處分，絕無異議。 

                              應徵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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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基本資料表 

告知事項：本公司京元電子為建立人員管理機制之目的，依法就以下類別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人員
所提供之資料，利用期間為前揭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內，利用地區為中華民國境內及在中華民國境外之京元子公
司，利用對象及方式為公司內部控管使用，未經人員同意，絕不提供予第三人。人員得以書面向本公司(1)申請查
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2)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本公司得不依人員請求為之)。人員所提供之資料不完整
時，將影響人員人事作業進用等相關權益。                                                                  

選填資訊: 

依據就業服務法及本公司為更詳細了解人員狀況及工作安排需求，且提昇人員安全管理程度，選填資訊可依個人意願填寫，

選填資訊中部份資料與實際工作相關者需填寫.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性別  血型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國籍  
生日 

(年月日) 
 婚姻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兵役 

□未役  □免役  原因:                              

 

□役畢  役別: □義務役 □志願役 □一般替代役 □研發替代役 □國民役 軍種:          兵科: 

家庭狀況 
父：□存 □歿；母：□存 □歿；兄：   人；弟：   人；姊：   人；妹：   人 
 
夫：□存 □歿；妻：□存 □歿；子：   人；女：   人；其他： 

緊急聯絡人 

關係  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您是否具有以下身份？         □請領失業給付中   □原住民   □身心障礙人士   □以上皆非 

您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是    手冊編號：                             □否 

您是否患法定傳染病、重大/特殊疾病或職業病：（請在適當項目前打勾） 

□肺結核 □愛滋病 □癲癇 □洗腎 □中風 □酒精/藥物濫用成癮 □精神官能症(身心科,如:精神病/憂鬱症/恐慌症…等) 

□癌症__________  □心臟疾病__________  □手術開刀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職業病__________ 

□以上皆無 

為確保女性(夜班任用參考)工作安全及符合政府法令規範. 

您目前是否已經懷孕？    □是(預產期：   年    月   日)     □否                

本人確認並完全瞭解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所為之告知，本人並同意京元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得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上述提供之個人資料。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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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同學自我確認，若甄選錄取報到後，願意遵守公司實習規範，努力學習，不輕言中止並

堅持至實習期滿！ 

  

※敬請同學珍惜公司資源並配合，甄選錄取後，公司統一安排宿舍(戶籍地位實習廠區附近除外)

至實習期滿(6/30)，實習住宿期間確實遵守公司宿舍管理規定，不接受任何理由辦理退宿申請，

違反者視同違約，立即終止實習，並依入廠實習簽訂之專案服務契約辦理相關賠償！！ 

  

※實習期間，宿舍免租金，水電瓦斯需自行付費。 

  

  

  

上述三項規範事項我確實知悉並同意遵守！！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升學計畫之調查，依您之狀況請誠實勾選： 

  

□ 有提前畢業之計畫 

□ 計畫參加推甄或明年研究所入學考試 

□ 畢業後計畫海外遊學或進修 

□ 畢業前或畢業後計畫準備公職考試 

□ 計畫先就業，暫不考慮繼續升學          __________________(勾選完成，請簽名) 

 

請填寫期望實習相關資訊(此資訊為參考用，實際狀況依照公司安排為主) 

期望廠區：                 

期望職務別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