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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長的祝福】 
有一個值得所有南台人喜悅與驕傲的消息，相信

大家都與我一樣興奮，本校能成為唯一私立科大獲得

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 7500 萬元的

學校，這項殊榮顯示本校已成為引領技職教育發展的

典範科技大學。 

南台這些年來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們一直

努力建構一個親產學的友善環境，並透過產學媒合機

制，積極朝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科技大學及產業

之最佳合作夥伴目標努力邁進。 

我們已陸續建構一套推動產學合作系統化的研

發及經營管理的運作流程，並在組織規模、教學卓越

績效、產學機制和效益、相關獎勵執行與管考辦法之

訂定方面，均具有相當優異的條件和基礎，所以我們

能獲得典範大學的殊榮實屬實至名歸。 

    為因應全球青年失業率走高，本校在現有的基礎上，秉承過去優良傳統，勇於創造

多元潛能的校園環境，藉此吸引更多企業的目光，進而大大增加學生的實習與未來就業

的機會，以達到「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的無縫接軌之職涯輔導目標。 

    大家在如此優異的學習環境努力精進成長，更要秉持不斷創新的動力，無論學什麼、

做什麼，擁有熱忱、積極投入、願意與人分享，並能持續無私助人，這樣一來，不論走

到哪裡，都將會是個搶手的人才。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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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副校長的期許】 

    本校自民國 95 年以來，已累積獲得教

育部獎勵大學卓越計畫共新台幣四億多的

補助，可說是教育部對本校卓越表現的具

體肯定。最令人振奮的莫過於本校三月時

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

助 7500 萬元，且為唯一獲獎的一所私立科

技大學，此項殊榮證明了本校長期的努力

及卓越表現獲得教育部及各界的具體肯

定。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社團蓬勃發展，本

校特有的「青春劇場」學生社團，使學生

在校學習有多元適性的選擇，透過社團、

志願服務等非正式課程的學習，培養學生

未來在職場上的競爭力，讓學生體會「做事與做人一樣重要」的道理。 

    不論你讀書有多久、學歷有多高，最後都希望可以找到符合所學及期望的工

作，但符合自己所學及所要的工作並不是一蹴可得，往往需要經過一些轉折與奮

鬥，方能正確設定目標，並能朝著目標勇敢實踐。 

    鼓勵所有南台人，立定志向、大步勇往直前。  

 

 

                              行政副校長 

                                                          
 

 

 

 

 

 

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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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探索、迎向自我生涯工作坊】 

為因應日趨嚴峻的就業環境挑戰，本

校特辦理「職涯探索、迎向自我」生涯工

作坊。此工作坊為青輔會 101 年「協助

大專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計畫」項下的活

動。其主軸在於加強本校學生對自我職涯

能力的深度探索、提早了解自我職能缺口，

並能進行有計畫的能力養成。101 年 4

月 16～17 日兩天一夜的工作坊共有校

內外 60 名學生參加，另有 5 名職發中心

工作同仁及 6 名畢業校友協同服務，選

在碧海藍天、風景亮麗的墾丁夏都沙灘飯

店舉行，除了安排精湛內容的多場職場軟實力技巧教戰、職業適性測驗與解釋等

課程，更安排有企業參訪，提供學生現場觀摩的機會，希望藉由理論與實務的整

合，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 

 

《第一場》 

演講主題：請你跟我這樣做：職場禮儀 

演講講師：夏都沙灘飯店客服部邱顯順協理 

演講時間：101 年 4 月 16 日 14:00～15:30 

演講地點：夏都沙灘飯店 

主辦單位：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承辦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夏都沙灘飯店的邱協理以其

多年的飯店及客訴服務資歷，對台

下年輕學子講述餐旅服務業的實

務內涵與經驗。邱協理以墾丁餐旅

業發展歷史、夏都沙灘飯店的緣起

與發展，談到王品集團的服務理念，

在在說明了「用心」絕對是餐旅服

務業以客為尊的服務品質保證的

良方。透過邱經理的演講，參與同

學了解到服務業的本質與精髓，乃

存乎在於每個服務當下當如何對

顧客的用心與尊重。More 

 

實地走訪夏都沙灘飯店 

夏都飯店邱顯順協理 演講職場禮儀 



4 

《第二場》 

演講主題：如何提升學習與就業力 

演講講師：南台科技大學職發中心 

          黃識銘主任 

演講時間：101/4/16 下午 15:45～17:15 

演講地點：夏都沙灘飯店 

主辦單位：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承辦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職發中心黃主任開宗明義提到現今職場競爭與機會的嚴峻，這一代的年輕學

子需要提早在學期間努力探索自我，透過對自我性格、能力、興趣及價值觀的了

解，並積極規劃自己的生涯能力養成，以期能築夢踏實。只擁有一個專長已經不

能應付現今社會的挑戰，所以成為一個擁有第二個專長的π型人，是一個必要且

重要的職涯規劃的理念。黃主任語重心長提醒每個參與活動的同學用心栽培自己、

累積自己的專業實力與經驗，並學習主動積極、負責肯吃苦的工作態度，讓自己

有個鑽石品牌的生涯。  More
 

 

《第三場》 

演講主題：最佳 CEO 的生存法則 

演講講師：南山人壽黃明生經理 

演講時間：101/4/17 上午 8:30~12:00 

演講地點：夏都沙灘飯店 

主辦單位：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承辦單位：南台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 

          校友中心 

 

本校校友、南山人壽黃明生經理以社

會新鮮人最崇拜的五位公司 CEO 開始，

闡述努力經營自己，讓自己有朝一日

也可以成為自己所羨慕領導者的可能性。善用理財觀念與工具，提升自己的財富，

鼓勵每個同學建立信心、立定志向，讓自己成為一位領導群倫的優秀 CEO。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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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陳明岑科長說明公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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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3 月 30 日、4 月 23～27 日舉

辦就業週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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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講座》 

演講時間：101 年 3 月 30 日 13：50～14：40 

演講講題：勞工權益說明會 

演講講師：台南市勞工局就業促進科鄭秋貴專員 

主辦單位：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台南市勞工局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鄭專員以簡明易懂的 ppt 帶領同學認識

勞工權益，以及市府勞工局在就業成效與勞

工權益的努力。鄭專員在會中說明了求職防

騙 535 原則，就是 5 要、3 問、5 不，更提

出 SMART 的求職技巧與管道，並說明如果

誤入求職陷阱，同學可以自保與防身的注意

重點。More 

《第二場：公職考試講座》 

演講時間：101 年 4 月 23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公職考試的報考及準備之道 

演講講師：考選部陳明岑科長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陳科長開宗明義地告訴聽講的同學：有計

畫的參加專技考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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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碩的。陳科長有系統介紹公職及專技考試的

種類、應考科目與時程、待遇福利、應考準備

秘訣，最後提醒同學國家考試 100-102 年最新

措施已公佈實施，並說明報名方式、閱卷方式

以及應考方式的修正。More 

勞工權益講座: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鄭秋貴專員與學生活潑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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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求職技巧教戰講座（一）》 

演講時間：101 年 4 月 24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贏在起跑點---如何讓人資主管想要你 

演講講師：Career 就業情報職輔師鄭雁玲小姐 

主辦單位：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鄭老師以其豐富的人資及職輔經驗，

提供同學精闢、豐富的面試、服裝、儀容

等技巧。鄭老師以履歷自傳撰寫重點開始，

談到外觀形象的重要，提出人資專員不歡

迎的 NG 面試，以及常見的人資面試問題，

鼓勵同學即早預備與練習，好讓自己在求

職歷程可以贏在起跑點。More 
 

 

《第四場：升學講座》 

演講時間：101 年 4 月 25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升學口試教戰指南 

演講講師：高點升學中心劉顧問 

主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劉顧問表示，研究所的練習，可以幫助我們在專業技能上更聚焦、更有獨立

思考的訓練；有計畫的參加公職考試，會帶來優質安定的工作，鼓勵同學在校期

間要明確思考未來的方向，並能夠提早準備，規劃生涯發展必備的職能，以提升

個人的就業力。More 
 

 

 

 

 

 

 

 

 

 

                                   
 

 

鄭雁玲講師專業且豐富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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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求職技巧教戰講座（二）》 

演講時間：101 年 4 月 27 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求職秘笈---履歷表怎樣寫才吸引人 

演講講師：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許菀喬小姐 

主辦單位：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好的履歷自傳可以幫助個人在求職歷程中贏得好頭采。特別在人求事與就業

機會緊縮的職場環境，在有限的工作機會中如何透過求職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

人資心目中優質的求職者，很多的履歷自傳撰寫以及面試技巧是需要好好了解以

及練習。許小姐為本校校友，返校為學弟妹分享自己在人資領域多年來的學習與

經驗，她的熱情感染了在座的聽講同學，會後多人以自己的履歷自傳請教學姐，

讓同學直呼真甘心！  More

 

 

 

 

 

 

 

 

 

 

                                 

 

 

 

 

 

 

 

學生熱烈參加 

職發中心王環莉老師致詞與介紹講師

許菀喬講師親切且生動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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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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5 月 7～ 

11 日承辦職輔週活動，活動名稱為：【100-2 職能及求職技巧教戰活動】，申請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經費，由通識教育中心指導辦理。此項活動的主軸為協

助畢業生求職時可以贏在起跑點的面試技巧教戰，並強調以實作技巧的個別教學

與模擬。本活動共規劃，職能探索與能力養成規劃 2 場活動，分別為「精算專屬

你的職涯計畫（一）CPAS 職業適性測驗」、「精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二）十四

心座自我人格分析」；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5 場，分別為「令人一見難忘--魅力

形象塑造」、「打造個人品牌--職場服裝儀容及面試彩妝」、「贏在起跑點--面試技

巧教戰與模擬」。活動內容生動、活潑，過程特採現場個別實作教學，吸引非常

多學生的參與，並深獲好評。 

 

＜職能探索與能力養成規劃＞ 

《第一場》 

主題：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一）CPAS 職業適性測驗 

主講：Career 就業情報網職涯台南分公司經理修瑞爗小姐 

時間：101 年 5 月 7 日下午 14：00～16：30 

地點：E505 

主辦：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活動過程中進行 Career 就業情報網提供的

職業適性測驗（簡稱 CPAS），是一簡單快速且

有效的職業適性診斷工具，由日本東京大學知名

心理測驗權威伊藤友八郎博士開發多年完成。參加同學透過線上測驗、計分，並

由修老師對測驗結果精闢的解說，對於同學掌握自身優勢，確立未來發展方向有

實質上的幫助，更期待因此能選擇真正屬

於自己的成功職業生涯。More 
 

 

 

 

 

 

職發中心黃識銘主任蒞臨致詞 

修瑞爗講師演講生動 學生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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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題：精算專屬你的職涯計畫（二）       

十四心座自我人格分析 

主講：專業職涯輔導師孫世倩小姐 

時間：101/5/10 下午 15：50～17：40 

地點：B401 

主辦：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此測驗是一種新的自我了解測驗，活動中透過十四心座的線上測驗，並以

14 種動物的屬性來讓你更了解內心深處所不知道的特質。協助同學經由此項測

驗了解自己的個性與特質，並體會自己的命運並不完全取決於日、月、星辰的運

轉，而是取決於自己的信念與行為。More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第一場》 

主題：令人一見難忘--魅力形象塑造 

主講：中華民國芳香精油美容保健 

      發展協會費惠紅小姐團隊 

時間：101/5/8 下午 14：00～16：30 

地點：L008 

主辦單位：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面試總會害怕搞砸這一次，就沒

有下一次的心理壓力，為了能夠贏在

第一印象，同學需要學習塑造與提升

個人的形象魅力。這是一個實際教導

面試時如何穿著與打扮的課程，鼓勵

參與同學當天穿著或帶著自己打算面

試時的衣服與配件，透過專業設計師

為同學量身打造個人的形象風格。過

程中在講師團隊深入及精闢的解說與實務練習，讓同學可以更深入了解適合自己

形象的風格，並說明職場以及面試時適宜的禮儀。More 
 

學生專注填寫十四心座線上測驗

費惠紅老師親自示範指導面試儀態 

孫世倩講師活潑解釋自我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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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題：打造個人品牌--職場服裝儀容及面試彩妝 

主講：法漾美容纖體 SPA 黃子涵小姐 

時間：101 年 5 月 9 日下午 14：00～16：30 

地點：S104 

主辦：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面試總會害怕搞砸這一次，就沒有下一次的心理壓力，為了能夠贏在第一印

象，同學需要學習塑造與提升個人的形象魅力。本活動特別邀請本校老闆娘學校

副會長黃子涵小姐的彩妝與造型設計專業團隊，以理論與實務雙向的方式，教導

參加的同學了解如何在面試時化出清爽素雅的好門面，受邀請的學生透過實際示

範，量身打造個人的職場風格。More 
 

《第三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一） 

主講：義大醫院人資專員王俊仁先生 

時間：101 年 5 月 11 日下午 14：00～16：30 

地點：E505 

主辦：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面試常常是「搞砸這次、沒有下次」。

掌握過程中的關鍵 5 分鐘，墊高你的可信

度與專業度，所以人前不破功，勤練習面

試眉角以解除緊張，提升穩定度，而能展

露積極、正向的自信態度，才是掌握面試

時好的開始的關鍵所在。這是一個實際教

導你面試技巧的模擬課程，鼓勵參與同學

攜帶自己的履歷自傳表，希望透過資深人資專員所進行的面試教戰與模擬，能夠

協助同學在求職歷程中可以贏在起跑點。 

王俊仁先生為本校校友，當天熱情奔放地展現其專業能力與親和的特質，協

助在校學弟妹了解面試歷程的秘訣並提供實務的面試模擬。王先生一一鼓勵在場

的學弟妹們勇於接受面試模擬，雖然同學有些害羞與擔心，但在王先生的耐心帶

領下，每個參與同學都能夠虛心學習，大家反映熱烈，感覺收穫滿滿。More 
 

 

學生現場模擬面試 

黃子涵老師現場開放學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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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二） 

主講：台積電公司人資專員蕭偉琪小姐 

時間：101/5/11 下午 14：00～16：30 

地點：E602 

主辦：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台積電台南廠區人力資源處的蕭偉琪人資專員，帶領參加活動的同學了解履

歷自傳撰寫與面試的技巧，並邀請現場攜帶履歷自傳的同學上場模擬面試。蕭小

姐並於模擬完後針對接受面試模擬的同學一一說明並提出建議，讓參與的學生能

夠更深入了解職場面試的種種技巧，對未來就業的挑戰較有信心。More 
 

《第五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三） 

主講：京城銀行人資專員林毓姣小姐 

時間：101/5/11 下午 14：00～16：30 

地點：E610 

主辦單位：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京城銀行人資專員林毓姣小姐為本校校友，親切溫暖的特質帶給同學非常多

的學習與鼓勵。林小姐告訴參與的學妹們如何培養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以及職場

軟實力的重要。林小姐鼓勵在場的學妹們上場接受面試模擬，並針對過程一一加

以說明與提出建議，參與同學表示學姐可以一針見血的提出中肯的評價與建議，

收穫良多，對未來找工作、接受面試的過程會有比較大的信心。More 

 

 

 

 

 

 

 

 

 

 

台積電蕭偉琪專員專業演講 

京城銀行林毓姣專員 仔細講解履歷撰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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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 達人同學見面會】 

    本中心為引導學生認識及發展 UCAN 共通職能的相關能力養成計畫，協助

學生培養職涯概念、並引導應用 UCAN 職能，進一步思考如何強化能力並展開

實際行動，特與 UCAN 計畫辦公室合作，於 101 年 4 月 20 日12：40～14：40

假 E205 舉辦《UCAN 達人同學見面會》。會中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生活產學輔

導組副管理師林清雅小姐主持並帶領同學進入 UCAN 共通職能的世界，以及職

能養成的規劃。 

    兩個小時的課程緊湊、活潑，參與同學在分組中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透過

團體討論與互動完成了能力養成計畫的團隊任務，並在競賽中將各組所完成的能

力養成計畫 po 在 FB 上，這個過程引發學生很大的迴響，大家卯足了勁，努力

衝刺以求取好的名次，學習氣氛活絡、成效良好。 
 

 

 

 

 

 

 

 

 

                【校外實習成果展】 

  南台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在校生校外實習成果發表，實

習學生人數已達 600 人，預計於 104 學年度將會達到 1500

人。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9 日，於南台科技大學 E 棟修齊

大樓一樓大廳盛大舉行校外實習成果展，當天活動現場學生

踴躍報名參加，可見學生參加校外實習的意願之高。 

  「在校生校外實習」為學生提升畢業後在社會的競爭能

力與專業能力，吳新興副校長表示：「歐洲國家手工精緻，因

為歐洲學校以百分之百為目標推動校外實習，所以本校學生

應多參與在校生校外實習，以提升未來在社會上的競爭力。」 

  在本校致力推動 98 學年度至 100 學年度在校生校外實

習下，目前全校實習生人數已累積 1000 人以上，全校系所參與校外實習也達到百

分之百，與本校合作實習之企業也達到 280 間。當天特別邀請德興運輸總經理張黃

傳與荷風中國菜餐廳張仁馨總經理蒞校指導，本校校外實習表現優良的同學多數能

夠為企業留任，故鼓勵學生在校外實習中能夠積極表現，為自己爭取更多未來機會。 

 

 

 

 

 

 

林清雅講師活潑生動的分享 

 

 

 

 

 

 

透過分組活動學習 UCAN 共通職能 

吳副校長親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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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低碳綠能‧樂活台南』就業博覽會】 

由台南市政府與南台科技大學共同舉

辦的「2012 低碳綠能‧樂活臺南就業博覽

會」活動，於 5 月 26 日上午在南台科技

大學三連堂登場。此次就博會因應主題，

強打低碳產業，除了邀請 15 家綠能廠商

徵才，並網羅科技業、傳統產業、服務業

等總計有 133 家廠商、5450 職缺來徵才。

值得關注的是，勞工局首次在大型徵才活

動內結合暑期工讀，開發了近 300 個工讀及兼職的工作機會，並在會場當天設

置「暑期工讀專區」，盼藉此協助青年學子及早建立職涯規劃概念。 

台南市賴清德市長首先代表市民對此次 133 家

徵才廠商表示感謝，表示這次眾多職缺當中點出了臺

南市尤以低碳綠能為特色的工作機會，且台南市於今

年三月拿下數位雜誌舉辦的第 3 屆最佳綠色產業城

市獎，這表示本市不僅產業基礎非常好更是全國綠能

產業執牛耳的地位，也感謝來展示的其中 6 家綠能廠

商。為了要讓市民有工作就能安居樂業，第一不外乎

要有一個好的投資環境來創造就業機會；第二則是就

業媒合，讓市民方便獲得訊息順利找到工作。希望市

民把握這次機會，讓每個伯樂都找到千里馬、每匹千

里馬可以找到伯樂。  

南台科技大學吳新興副校長也表示，今年很榮幸能承辦「2012 低碳綠能‧

樂活臺南就業博覽會」，南台科大一直以來在綠能研發的投入上不遺餘力，今年

以綠能為主題的就業博覽會在南台科大舉行可說是相得益彰！今年釋出了 5 千

多個名額提供給民眾，希望民眾能夠把握機會能有更多市民及社會新鮮人踴躍求

職，成為「綠領」一族！ 

 

 

 

 

 
 

戴校長致詞勉勵學子

賴清德市長親臨現場致詞 

現場人潮滿滿 熱鬧非凡 吳副校長說明就博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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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大事 搶先報導】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學習地圖出爐了！！！請大家「好康到相報」。 

 

預定日期 主題 講師 內容 

101/10/13(六) 
9:00-5:30 

職涯領航員志工初階訓練 林美萍等人 志工訓練及服務學習 

101/10/17(三) 
3:00-5:00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王環莉老師
王薇棻老師

UCAN 介紹及服務學習 

101/10/19(五) 
3:00-5:00 

職涯領航員志工進階訓練 王環莉老師
王薇棻老師

行政支援及服務學習 

101/10/22(一) 
10:10-12:00 

面試技巧教戰—魅力形象
塑造 

費惠紅 升學選擇之分析 

101/10/23(二) 
10:10-12:00 

公職考試講座 考選部官員 公職考試與應考準備 

101/10/24(三) 
10:10-12:00 

升學講座 張高賓 魅力以及儀容教學 

101/10/25(四) 
10:10-12:00 

贏在起跑點— 
如何讓人資主管想要你 

鄭雁玲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0/26(五) 
10:10-12:00 

掌握未來— 

102 年科系出路及產業趨

專業職輔師 科系出路與產業發展趨勢

101/11/26(一)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101/11/27(二)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101/11/29(四)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101/12/03(一)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101/12/04(二)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101/12/06(四) 
2:50-4:40 

面試模擬 專業職輔師 面試情境模擬技巧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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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3 履歷健診（一）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4 履歷健診（二）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5 履歷健診（三）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6 履歷健診（四）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101/12/07 履歷健診（五） 專業職輔師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教戰 

網路報名網址: http://portal.stut.edu.tw/activity_signup/login.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