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刊號 
【大家長的祝福】 

    年輕的學子們，歡迎各位加入南台

大家庭。我要給年輕學子的第一課，就

是『視野』。很多人一輩子只能在地球

上看月球，如果你能站在月球上看地球，

視野將完全不同。「態度決定高度、眼

界決定世界」，因為有了高度的視野，

才能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快速變化

的世界，以立足台灣、接軌國際為你生

涯開展宏圖。 

    我要鼓勵年輕人的第二課，就是

『正向思考』。鼓勵大家站在頂尖的高

度，利用大學四年的學習時間，把自己

整理好，學習策略性的系統化思考，以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更能以正向的態度

與思考解讀你所經歷的每一件事，以旺

盛的企圖心轉換成生命的動能，為自己

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最後，要叮嚀大家的是，對你所做的事要有『熱情』，特別是將來所選擇的

行業，不論它是熱門還是冷門，不先計較成敗，全力以赴，凡事盡責、盡本分，

在每個當下做好該做的事、展現你的優勢，未來的路自然會開展。 

                                             校長                           

                                                      戴謙 



 

【行政副校長的期許】 

    這是一個重視個人品牌的時代。

好品牌的建立，第一步就是你必需了

解自己的優缺點、價值、個性、喜好

後，才能建立難以取代的差異優勢。

第二步是不斷學習新技能、累積新事

業、發展新能力、建立新關係，才能

不斷重新精進自己的品牌。不論你現

在程度在哪，品牌是好是差，碰到別

人的優點，只要你願意學起來，那就

是你的！ 

    這也是一個鼓勵創業的時代，不

少年輕人藉由實踐創意而創業，對於

有志創業的朋友，創業的果實雖然甜

美，但初期總是辛苦又無奈，肯定要

下一番功夫。即使熬過初期後，也有

可能因為種種因素而遭到淘汰，所以

必需抱持積極及熱忱的態度，才會在

創業中成就自我。 

    最後，我期許每個同學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而且還能用自己的夢想去點燃

他人的夢想，當一位播種夢想的人吧！只要有心，沒有辦不到的事！  

 

 

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導覽】 

本校為因應青年失業率走高、協助學生增強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之知能，以

提升就業競爭力，於 99 年 5 月 27 日成立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位於本校西淮館

2 樓（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樓上），以整合校友資源、推展校園職涯輔導為宗旨，

提供全校師生各種職涯輔導服務。 

 



 

 

 

 

 

 

 

 

 

 

 

 

 

 

 

 

 

 

 

 

 

 

 

 

 

 

 

 

 

 

 

 

 

職涯發展 

 
實習輔導 

 

就業輔導 

 

校友服務 

 

• 對於職涯未來方向有困惑嗎?來這裡陪你一起釐清心中的困惑。 

• 透過實習輔導機制協助學生提早瞭解職場文化、加值履歷經驗，並

為企業尋求合適人才，共創互惠互利情勢。 

  

• 持續辦理多場求職履歷、就業趨勢、大型徵才活動等主題講座，快 

來報名吧! 

  

• 校友中心讓校友返校時有個溫馨親切的接待處，且能面對面提供更

貼心、便利的單一窗口服務。 

  

業務說明 

服務介紹 

 • 就業週講座 
• 校外實習 
• 深度企業參訪 

 • 就業媒合輔導 
• 就業滿意度調查 
• 雇主滿意度 
• 畢業生流向調查 
• 南台人學習檔- 
   履歷建置 

 大三階段 

 • 職涯興趣診斷 
• 共通職能診斷 
• 職涯探索諮商 

 大一階段 

 • 職能強化講座 
• 軟實力養成活動 
• 職涯諮商輔導 
• 企業參訪 

 大二階段 

 大四階段 



中心使命 
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 

中心扮演融合與促成之角色 
 

 

 

 

 

 

 

 

 

 

 

 

 

【就業週活動 實況報導】 

為了鼓勵在校學生提早規劃生涯進路、提供學生求職技巧，以提升職涯能力

與就業競爭力，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特於 100年 10月 18～25日舉辦就業週活動，

此次活動共有 4 場專題演講，演講者均為各行業的資深實務工作者，演講內容切

合需要且演說生動，深獲好評。本報特整理演講內容，以饗未能親身參與之讀者。 

 

《第一場講座：求職必勝秘笈》 

主辦單位：由台南市勞工局委託大台南總工會主辦，本校協辦。 

演講時間：100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00～12：00 

演講講師：勞資 E 學園執行長周志盛先生 

    當天L008演講廳聽講的同學爆滿，

有很多晚到的同學只能擠坐在走道上。

周至盛先生幽默風趣的演講風格，與台

下的同學熱情互動，引發學生很大的迴

響。求職的技巧首重於態度，主動積極

求職態度會帶來好的開始，周先生語重

心長鼓勵同學積極學習與規劃，讓自己

的求職路一帆風順。More 

 求職必勝秘笈 
勞資e學園執行長與學生互動 

 

 

 
實習輔導與服務 

校友服務與聯繫 

 

職涯發展暨校

友中心 

 

職涯輔導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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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講座：公職考試的報考及準備之道》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講座時間：100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1：00～12：00 

講座講師：考選部劉筆圓副司長 

    劉副司長開宗明義地告訴聽講的同學：有計畫的參加專技考試，將擁有一張

令人稱羨的證照；有計畫的參加公職考試，將擁有一份優質安定的工作；有計畫

的生涯發展，人生將是彩色的。 

劉副司長從公職考試的種類、考試程序、報考資格、薪資以及福利退休制度

等面向讓學生清楚了解公職的內涵，並以過來人的角度提供非常多考試準備的經

驗。劉副司長生動的口語表達以及真誠提攜後進的態度，感染了在場的學生，大

家都認真聽講並踴躍舉手提問，劉副司長除了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更鼓勵同學

要積極規劃與準備，好好面對自己的人生戰場。More 

 

《第三場講座：求職履歷怎麼寫才吸引人》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演講時間：10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師：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專員許菀喬小姐 

菀喬，本校資管系校友，在

校期間即多方探索自己的工作

性向，決定畢業後往人資工作發

展。擔任人資專員工作近 5 年，

特別是每天至少要審閱 150～

200 封求職信，對於如何撰寫吸

引人的履歷自傳有獨到的經驗

與見解。 

許專員以自身經驗告訴在

場的學弟妹，每封求職信寄到徵

才的公司，人資部門的處理程序

為何。許專員表示好的履歷自傳是取得面試入場券的關鍵所在，她更提供多篇履

歷自傳，分別加以分析，協助同學清楚撰寫的技巧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More 

 

取得證照及邁向公職之路 
考選部劉筆圓副司長蒞校演講 

取得證照及邁向公職之路學生踴躍發問 

如何讓人資部門想要你  
人資部門許菀喬專員亦為本校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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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講座：贏在起跑點---如何讓人資部門想要你》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演講時間：10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師：前東陽實業人資部門襄理鄭雁玲小姐 

鄭雁玲小姐豐富的人資主

管資歷，分享了很多她在職場

上篩選員工的經驗，以及從人

資角度提供對求職有利的技

巧及態度。鄭小姐提到履歷自

傳就像行銷 DM 一樣，它必定

提供了你個人的訊息，同時也

是展現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企

業主會據此檢視你的特質，是

否為他們所要的。所以好的履

歷自傳就像好的行銷DM一樣，

會帶來好的結果。 
 
鄭襄理同時帶來多份具

有代表性的履歷自傳範本，

提供同學參考。藉由履歷範

本的說明，讓台下的同學可

以更直接瞭解履歷自傳書寫

的要領。求職面試首重態度，

即使有吸引人的履歷自傳，

面試時的態度及基本禮儀沒

有掌握好，也可能會落馬中

箭而失去獲選的機會。More 

 
 
 

 
 
 
 
 
 
 
 
 
 

求職履歷：怎麼寫才吸引人-鄭雁玲老師唱作
俱佳 

求職履歷：怎麼寫才吸引人 – 學生專心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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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週活動 真情報導】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為推展職涯輔導、提升就業力，特於 100 年 12 月 5～ 

15 日舉辦職輔週活動，共舉辦 3 場專題演講、履歷健診及職涯測驗等活動，吸

引非常多學生的參與，期待同學可以透過參與活動＜而能增強自我探索與職涯規

劃的知能。 

 

《專題演講》 

 

《第一場講座：工程科系的出路與產業趨勢人》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演講時間：100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師：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陳志勇特聘教授 

    陳教授娓娓道來台灣產業的發展歷史，從最早的農產加工品到楠梓加工區的

成立，再到新竹科學園區的開工，說明了台灣由農業轉型為以科技為重的製造業

的歷程。台灣以鋼鐵（硬材料）、石化（軟材料）晶圓半導體（核心材）為核心

的基礎產業，其中石化產業鏈支撐我國大部分的外匯，具有龐大產值。因為聽講

的同學均為化材系的學生，所以陳教授特別點出現今石化相關產業的現況與挑戰 

、可採取的對策，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學生就業選向的參考。 

演講中播放了一部未來科技發展的影片，點出未來產業發展的創新與研發的

重要性。陳教授說明了台灣產業外移，特別是到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可以

突破的策略，更比較了兩岸市場與經濟的優劣，以宏觀的角度提供同學參考。 

    陳教授語重心長鼓勵同學踏實精進，努力自己擁有不可取代的能力，即可以

賺大錢。陳教授更鼓勵同學要務實盡責、不斷充實自己、善用時間、把握機會、

借力使力，不再單打獨鬥而能團隊合作，讓自己的有限時間變成無限的契機。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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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講座：掌握未來～101年產業趨勢＆科系出路》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演講時間：10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師：Career 就業情報總編輯臧聲遠先生 

    臧總編輯開宗明義提到全球經

濟風暴頻繁化，青年失業率全球齊

步走高，導致青年世代處境惡化。

在蘋果電腦旋風下，軟體的重要性

超越硬體，台灣過去優勢的硬體產

品設計與生產能力也在這波風潮下，

面臨結構上的困境，加上歐美國債

風暴，2008 年就業市場情結重演，

人才求供比快速下降。 

    雖然台灣產業面臨挑戰，但也

有新機會的亮點。臧總編輯扣緊時

代脈絡與產業趨勢，侃侃而談對本

校年輕學子分析不同科系的發展契機：資工系已經成為科技大廠最炙手可熱的人

才、機械自動化工程專長也是中國工資高漲，台商為求生存的受惠者；還有金融、

法律專長與科技專長的整合；醫工、生醫結合材料、資工與機械等專長，成為生

醫產業的亮點；還有，隨著影視產業復興，新生代電影、戲劇、媒體藝術、多媒

體設計、資訊傳播等文創產業與科技業的結合，已經提供年輕學子一個出頭的機

會；當然金融業、食品業、餐旅休閒以及活動展覽活動等產業，已成為台灣以及

中國異軍突起的黑馬。 

    演講過程中臧總編輯不斷鼓

勵年輕人在學期間努力探索自己

與進行職涯規劃，以提升就業力。

所謂就業力的構成要素為何，臧

總編輯以自己多年的專業經驗與

研究指出：就業力＝科系＋學校

排名＋學位＋證照＋核心專業技

術＋跨領域專長＋比賽記錄＋作

品＋課外社團活動＋打工實習經

驗＋軟實力＋性格態度＋氣質涵

養＋外型＋體能。 

臧總編輯多次讚賞本校辦學績優、學生素質良好，他表示在很多職涯演講的

場合都會向聽講學生與家長推薦本校，鼓勵有志青年選擇就讀本校。在臧總編輯

豐富的學養及對產學精闢的分析，與會老師與學生均表示收穫滿滿，對未來的發

展方向可以有更多元與深入的思考。More 

 

臧老師講解未來產業趨勢 

演講廳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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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成功第一步  履歷健診》 

本中心為鼓勵學生整理自己的專業學習與生活經驗的菁華，提升撰寫履歷的 
能力，特舉辦履歷健診活動，邀請校內外學有專精、熱心服務之教師以一對一的

會談方式，協助診斷學生所提交之履歷表，並依據個人所長建置自己的生涯檔案，

讓求職歷程可以贏在起跑點。 
    此活動共舉行三場健診會談，時

間分別為 12 月 6、7、8 日下午 2～4
點，共有 40 位學生提交履歷自傳，

30 名學生實際參與健診會談。本活

動邀請通識教育中心的傅榮珂老師、

陳憶蘇老師、企管系方妙玲老師、職

發中心黃識銘主任、王環莉老師以及

校友緹維西公司的人資專員許菀喬

小姐，協助審閱履歷與健診會談。 

會談活動假圖書館十樓的個人研究室

舉行，在不受打擾的會談空間，讓參與學

生放下需獨自面對老師的緊張，一對一雙

向互動的過程，針對每個學生的狀況與需

求，提供可以加分的履歷自傳撰寫技巧。

同學反映良好、面帶微笑離開，表示經過

這個會談之後，讓自己更了解撰寫履歷自

傳的技巧，對求職可以贏在起跑點更具信

心。More 
 

《自我探索  職涯測驗》 

職輔週活動的另一個重頭戲，就是 12 月 6、7、8 日下午 2～4 點舉辦三場的

職涯心理測驗活動。這是一個藉由標準化心理測驗的施測，提供學生對自我性格

及生涯興趣深度的探索與瞭解，並協助學生經由自我與生涯興趣探索歷程，提早

瞭解自我職能缺口，進行有計畫的能力養成，強化就業競爭力。 
此次職涯測驗提供同學兩種心理測驗，分別為：賴氏人格測驗，是一個可以

協助同學瞭解自己人格特徵，作為職涯探索的依據。第二種測驗為生涯興趣量表，

是採用美國約翰霍蒲斯金大學 Holland 教授的理論架構，透過六種興趣類型

（RIASEC），協助施測者找到適宜發展的工作興趣類型。 
本活動是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邀請有意願參加者先以網路、電話或親自至

中心報名，於預定的時間到場接受測驗，施測完後，由中心職涯諮商師提供測驗

解釋。共有 40 名同學報名，實際接受測驗的同學為 31 名。經由測驗及解釋之後，

參與同學表示，透過這樣的過程，更能有效且迅速地了解自己的個性以及適合的

職業。 
 

許老師為學生履歷健診 

方老師為學生說明履歷撰寫技巧 

http://cda.stut.edu.tw/node/12765�


【志工培訓 活動簡介】 

為鼓勵對生涯發展與自我探索有興趣之學生，透過協助職涯發展暨校友中 

心推動各項生涯發展相關活動，提升對中心業務之認識與增強自我的職涯能力，

特推動「職涯領航員」志工活動，藉由多層次的培訓過程，提供參加者從做中學

習活動策劃、執行、團體組織與人際溝通等能力，為將來生涯發展與規劃之知能 

作準備，期能增強具競爭之就業能力與態度。 

本學期職涯領航員志工培訓活動，共招募 70 名學生，實際完成初階訓練的 

學生有 53 名。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一）初階課程： 

採一日工作坊形式進行，課程安排重點為中心業務介紹、生涯規劃與職

涯發展趨勢之說明、溝通技巧與表達、志工規章說明等主題。 

 （二）進階課程： 

完成基礎課程之學生，有意願成為本中心志工，依規定參加此項課程，

課程重點為 UCAN 行政業務之介紹與說明、就業輔導活動策劃與執行、

團隊合作精神與倫理等課程。 

 （三）生涯主題之小團體訓練： 

以 UCAN 為藍圖，運用團體動力方式進行各種生涯發展與規劃之探索，

協助參與學生更進一層瞭解與探索自我與職涯之關係。 

 

【南台人的驕傲】 

 
 
 
 
 
 
 
 
 
 
 
 
 
 
 
 
 
 

南台出身‧自信滿分 
就業表現亮眼 企業最愛： 

• 98 學年雇主滿意度達 96.42% 

• 連續三年畢業生整體表現獲評為 

     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第一名(cheers 雜誌報導) 
辦學績效卓越 成果非凡： 

• 100 年度「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評比為全國私立科大第一名 

• 100 年度技職風雲榜排名全國科大第一名 

• 99、100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一名 

• 98 年度科大評鑑本校與國立科大並列全國科大第一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職司、cheers 



【職涯探索 必勝秘笈】 

為自己做出職涯定位 
還不曉得自己的職涯目標在哪嗎? 
請依以下列幾個步驟找出自己的職涯目標! 

1.職涯探索：先瞭解自己的價值觀。 

2.職能診斷：瞭解自己在就業職場的能力→以尋求助力與化解阻力。 

3.能力養成：結合教育與職業資訊，增強求職助力。  

4.最後為自己做出職涯定位。 

 

【職場軟實力指南】 

企業認為求職新鮮人必備條件 
• 專業證照：46.1% 
• 企業實習經驗：37.6% 
• 打工經驗：35.9% 
• 外語證照：28.1% 
• 雙主修或輔系：23.1% 

企業選大專學生的八大能力指標 
能力指標 大學畢業生 碩士畢業生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67.0% 60.8% 

具有解決問題能力 51.3% 42.7% 
團隊合作 23.3% 40.2%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38.9% 32.6%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28.5% 25.0% 

具有創新能力 17.4% 22.3% 

專業知識與技術 34.4% 18.6% 
融會貫通能力 12.5% 14.2% 

 



【職輔刊物 助您專區】 

福音與福報  通通送給您 

※100 學年度預定編印南台科技大學職涯輔導工具書系列刊物，敬請期待！！！ 

1） 社會新鮮人職場軟實力指南 ( 已出版，請洽系辦或職發中心 ) 

2） 大學生實習與就業準備守則 ( 即將出版 ) 

3） 社會新鮮人求職技巧教戰秘笈 ( 即將出版 ) 

4） 大學生科系出路與職場趨勢寶典 ( 即將出版 ) 

 

【未來大事 搶先報導】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涯學習地圖出爐了！！！請大家「好康到相報」。 

詳細活動內容及時程請依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公告為準。 
 
 

預定日期 活動項目 主持/主講 備註 

01月06日 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職發中心 輔導老師 

01月13日 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 職發中心 實習學生 

03月29日 校外實習成果展 職發中心 成果發表會 

04月18日 
至 

04月19日 

迎向自我～職涯探索營 
（青輔會經費、兩天一夜活動） 

地點: 墾丁夏都酒店 
待聘 

演講、分組座談 
與 

實務演練 
04月23日 

至 
04月27日 

迎向自我、許自己一個未來 青輔會主委 與青年有約 
系列講座 

04月23日 
至 

04月27日 
公職考試講座 考選部專員 國家考試介紹 

04月23日
至 

04月27日 
升學講座 高點升學中心 升學口試教戰指南 

04月23日
至 

04月27日 
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劃（一） 職發中心- 

心理師 
職能探索 

與 
能力養成規劃 

04月23日
至 

04月27日 
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劃（二） 職發中心 

心理師 
職能探索 

與 
能力養成規劃 

05月07日 
至 

05月11日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令人一見難忘） 造型設計師 

面試服裝 
與 

造型設計 
05月07日 

至 
05月11日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打造個人品牌） 美妝設計師 

面試化妝 
與 

髮型設計 
05月07日 

至 
05月11日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贏在起跑點） 人資專員 面談技巧實戰教導 

05月19日 就業博覽會 
南台科技大學

與 
台南市政府 

就業與徵才 

HOT 



 
 

 

  個別生涯諮商 

  團體生涯諮商 

  職業適性測驗 個別/團體施測 

  求職技巧提供 

    協助履歷自傳撰寫之技巧 

    指導面試技巧 

  舉辦「提升就業力」系列講座 

  舉辦就業博覽會求職徵才活動 

  全校實習業務之行政單位 

 
 
 
 
 
 
 
 
 
 
 
 

 
 

※特別感謝校友呂嘉珮小姐版頭設計及賴暐小姐底圖設計※ 

我們可以協助你，請大家好康道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