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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已在

教學方面獲得相當顯著的成效，也將創新的作法及經

驗傳承給超過 40 所高教與技職校院。在產學合作方

面，近年來南台科大透過親產學校園環境的營造，本

年度已超過半數的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也因

此在校園內形成一股參與產學合作的風氣。 

今年三月本校以「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科技大學」

為定位，並以「教學卓越」及「產學卓越」融合為典

範的理念，在激烈競爭中得以脫穎而出，成為唯一獲

得最高補助的私立科技大學，這是教育部對南台科大

辦學績效的肯定。 

近幾年台灣經濟大環境衰退，青年失業率攀升，

大學被期待除了傳統授業、解惑與傳道之外，更需要

負起提升青年就業力以及就業媒合的責任。本校積極

發展職涯與就業輔導，並推動全校學生之校外實習，期待藉由職場體驗，作為未來職

涯選擇參考，讓年輕學子能輕易且確實與職場接軌。 

最後，期勉同學們應先探索個人性向、興趣以發現自我，找出方向並以實事求是、

樂觀積極的態度，接受未來職場的挑戰。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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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草莓族稱呼這代的年輕人，

主要是認為年輕人不能吃苦、定性不足以

及逃避責任。這些偏見固然說明了某一些

真實狀況，但實際接觸，發現絕大多數的

年輕學子是肯吃苦、認真負責，也願意承

擔與學習的。 

本校努力提供在校學生提前認識職場，

甚至鼓勵在校學習理論，然後至職場嘗試、

體驗、做做看，相信等到畢業後到職場正

式工作時，不但可以更清楚自己的技能與

方向，同時也會降低工作的挫折或困難，

而不致於陷入茫茫然，無法融入職場。 

鼓勵每位南台的學子好好運用學校所

提供的資料，學習謙遜的態度，不但探索自己，並找出自己的優勢，以成為將來

進入職場工作的利器，至於自己的不足處，也要積極面對，找出可以提升之道。 

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秉持協助同學耕耘自我的職涯發展與規劃，希望

大家可以多運用職發中心的各項資源，並積極參加各項主題的講座與活動。 

 

 

                              行政副校長 

                                                          
 

 

 

 

 

行政副校長 吳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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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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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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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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學生更進一層瞭解及探索自我與職涯之關係。 

茲將本學期職涯領航員志工培訓初階課程之三位專家學者的演講內容分享

如下： 

《第一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13日上午 10：30～12：00 

演講講題：溝通技巧與表達 

演講講師：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鄧繼雄秘書長 

鄧老師以幽默、機靈以及動感的活動帶領與教

學征服了全場，參與的同學完全融入輕鬆、緊湊，

又充滿感性的人際互動中，可以放下自己的拘謹、

擔心與害怕，而願意踏出與人溝通的第一步，並達

到自我肯定、提升個人魅力的學習目標。 

整個活動鼓舞了所有在場的同學，因而提升擔

任志工的意願，對志工服務的精神以及應有的態度

More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鄧繼雄秘書長活潑生動的演講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voluteer_train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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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演講時間：101 年 10月 13日 13:30～15:00 

演講講題：生涯規劃與職涯發展趨勢 

演講講師：Career 就業情報網台南分公司 

         修瑞爗經理 

    首先，修經理以大學生涯五大階段開始一

步一步地帶領同認識做好生涯規劃的知能，並

提出勝部與敗部模式的生涯曲線，鼓勵在場的

同學，找到方向、練好專業、調整好態度，最

後積極認識職業世界的最新發展趨勢，給自己

More一個好的開始。  

 

《第三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月 13日 15:15～16:45 

演講講題：自我探索 

演講講師：台南神學院兼任講師林美萍老師 

    林老師親切溫暖的態度帶動了大家能

夠開放地分享自己愛的語言，探索自己平時

是以何種面向與他人溝通互動。林老師以周

哈里窗戶架構介紹自我的四個面向，每個面

向都代表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提供同

學一個簡單可以探索的模式，以加強自己認

More識的能力。  

 

 

 

 

 

Career 就業情報修經理教導生涯規劃 

 

 

林美萍老師邀請學生上台分享自我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volunteer_trainging2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volunteer_train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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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林妙津副司長說明公職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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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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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22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面試技巧教戰---魅力形象塑造 

演講講師：國際禮儀顧問費惠紅老師 

    當天演講廳充滿了求知若渴的聽講同學，

費老師幽默風趣、豐富的實務經驗引起台下同

學很大的迴響，紛紛主動排列練習站姿、坐姿、

走路等動作與禮儀，過程輕鬆、有趣，但收穫

滿滿。More 

   

《第二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23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公職考試講座---國家考識與生涯規劃 

演講講師：考選部高普考試司林妙津副司長 

林副司長帶來最新的考選資訊，以認

識國家考試開始介紹高普考的種類、考試方

式、102～103 年的考試新措施及發展趨勢，

希望同學可以好好定下目標、積極努力。林

副司長非常貼心地整理了近兩年南台畢業

學生考上公職以及專業技術的人數及比例，

鼓勵在場的學生好好掌握機會。More.. 

 

 

 

國際禮儀顧問費惠紅講師 

現場指導學生適宜的站姿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speech1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speec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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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24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升學講座---校友經驗分享 

演講講師：南山人壽襄理郭垣男先生、奇美電子工程師張高賓先生 

    邀請兩位不同世代的學長返校分享個人升學、就業的經驗。在兩位學長生動

地道出自己的求學路以及對生涯的所思、所學，提供同學更切合實際的生命提醒，

給在校學弟妹有為者亦若是的激勵。  More

 

 

 

 

 

 

 

 

 

 

            

 

《第四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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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情報網職涯輔導師鄭雁玲小姐 

    有很多同學不瞭解企業主所期待的工作

人員的條件與態度，更不知道如何在校期間

提升自己的職場知能，鄭老師針對同學的需

要，準備了豐富的求職技巧影片，協助同學

在最短時間內可以深入瞭解職場的挑戰，以

及應該有的面對態度與技巧。  More

 

 

 

 

 

 

 

郭垣男學長分享個人升學歷程 張高賓學長親切回應學生提問 

現場學生熱烈提問 

鄭雁玲職輔師專業解說面試技巧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speech03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speec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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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演講時間：101年 10 月 26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求職秘笈---履歷表怎麼寫才吸引人  

演講講師：堤維西交通工程公司人資專員許菀喬小姐 

    許小姐以校友身分加上多年的人資專員經驗，點出企業主是如何透過你的履

歷自傳評量你是否符合公司需要，而能得到面試的機會。經由學姊熱情、細膩的

講解，讓同學瞭解撰寫履歷自傳的技巧所在，希望可以在求職歷程中贏在起跑點。

More 

 

 

 

 

 

 

 

 

 

 

 

 

                                 

 

 

 

 

 

 

 

 

 

 

 

 

職發中心黃識銘主任致詞與介紹講師 

學生熱烈提問 

許菀喬講師專業詳細解說履歷撰寫重點 

http://cda.stust.edu.tw/tc/node/101_1speec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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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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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鍵所在。這是一

個實際教導同學面試技巧與面試情境的模擬課程，邀請聯華電子、晶元光電、極

智公司、住華科技公司、Career 就業情報網等有品牌公司的資深人資專員或專

業的職輔師擔任面試官，鼓勵本校大四應屆畢業生攜帶自己的履歷自傳，現場實

作演練。本學期共舉辦 8 場，超過 400 人參與此次活動。每位講師專業一流、

認真且熱情，與同學互動良好、場面熱絡，每場都有多位同學主動參與面試情境

的模擬，引發同學很大的迴響，收穫滿滿。 

    活動後學生的心得感想，多數學生表示可以學到許多面試技巧的細節、儀態、

說話方式以及如何表達而能傳達出正確的訊息，經過此次的面試模擬後，清楚瞭

解面試的禁忌、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之道，使自己對未來的求職準備方向與

注意事項，有了初步的認識，心情上比較篤定而不會過度慌張。 

 

＜面試技巧教戰工作坊＞ 

《第一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一） 

主講：聯華電子人力資源處王儷娟專案經理  

時間：101年 11月 26 日 14：50～16：40 

地點：E302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第二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二） 

主講：晶元光電人資處許明傑主任  

時間：101年 11月 27日 14：50～16：40 

地點：E302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聯電王儷娟經理現場與學生模擬面試 

晶元光電許明傑主任講解面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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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三） 

主講：新世紀光電人資處楊世億專案課長  

時間：101年 11月 29 日 14：50～16：40 

地點：E302 

主辦單位：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單位：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第四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四） 

主講：住華科技人資處江貿禛經理  

時間：101 年 12月 3日 14：50～16：40 

地點：L008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第五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五） 

主講：Career就業情報網台南分公司修瑞爗經理  

時間：101年 12月 4 日 14：50～16：40 

地點：E302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第六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六） 

主講：極智股份有限公司謝宜軒執行長  

時間：101 年 12月 6日 14：50～16：40 

地點：E302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楊世億課長活潑帶領模擬面試 

現場許多學生觀摩學習面試過程 

修瑞爗經理進行專業面試模擬 

謝宜軒執行長進行專業面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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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七） 

主講：堤維西交通工程公司許菀喬人資專員 

時間：101年 12月 27 日 10：10～12：00 

地點：T108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第八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與模擬（八） 

主講：堤維西交通工程公司許菀喬人資專員 

時間：101年 12月 28 日 12：50～14：40 

地點：E503 

主辦：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承辦：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許菀喬專員進行專業面試模擬 職發中心黃識銘主任蒞臨致詞 

許菀喬專員進行專業面試模擬 邀請學生分享觀看面試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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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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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共舉行五場履歷健診活動，

時間分別為 11 月 2 日，12 月 10、

11、12、13 日 14：50～16：40，

共有 48 位學生提交履歷自傳，54 名

學生實際參與健診會談。本活動邀請

校友堤維西公司的人資專員許菀喬小

姐、晶元光電人資處許明傑主任、

Career 就業情報網台南分公司胡心

瑜主任、Career 就業情報網台南分公

司修瑞爗經理、極智股份有限公司謝宜軒

執行長協助審閱履歷與健診會談。 

    本活動假圖書館大樓 E602 舉行，在不受打擾的會談空間，讓參與學生瞭解

履歷自傳撰寫的技巧，同時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雙向互動教導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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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同學表示這樣的學

習效果很好，收穫很多，且經過這個會談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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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歷健診活動 現場指導學生履歷 

學生專注聆聽履歷撰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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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及當前國內社會與職場情況，並致力推動

學生生涯規劃與輔導，促進學生職涯發展，強化學生專業職能與就業力，創造職

場競爭優勢，本校特別推動並全面實施教育部結合職涯探索及職能診斷之平台

(簡稱 UCAN)，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趨勢的瞭解，並

透過使用者自我評量、自我規劃能力、養成計畫的方式，期望協助本校學生提早

進行職涯規劃、瞭解自我職能缺口、再進行學習、提高學習效果，以具備正確的

職場職能。 

    101 學年度實施大一新生 UCAN 職業興趣及共通職

能診斷活動，共計實施 61 班、超過 3000 人參與並完成

此診斷活動，達成率為 100％，並由王環莉及王薇棻兩

位心理師完成 61 班級的職涯班級輔導，協助同學擬定職

能養成計畫。 

    職發中心辦理多場「職涯探索與規劃」講座、「面試

模擬及求職技巧教戰」及「履歷健診」等活動，並提供

個別及團體之職涯諮詢服務，鼓勵學生藉由 UCAN 職能

診斷結果積極探索，引導學生確立未來職涯發展方向、

規劃職涯進路並發展職場成功所需的核心就業能力。 

＜UCAN 主要功能介紹＞ 

    UCAN 平台的主要功能包含職業查詢、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診斷、

專業職能診斷、能

力養成計畫、診斷

諮詢服務及檔案記

錄，使用者可依實

際需要，選擇不同

使用流程，概念如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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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AN 測驗目標＞

  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趨勢、職能的暸解。 

  協助學生配合職涯規劃，提早瞭解自我職能缺口，規劃能力養成計畫。 

  降低學用落差所造成之就職不易、或因職涯方向未定導致轉職率高等問題。 

  協助尚未確認職涯方向者探索職業興趣，進而規劃個人職涯發展。 

  透過諮詢服務機制及網絡建立，協助學校強化對學生就業輔導之效能。 

 

 

 

 

 

 

 

 

 

 

福音與福報  歡迎師生來函、來電索取 

  為提供本校師生最新之產業發展趨勢以及職場倫理等資訊，以提升學生之 

就業競爭力，本中心積極編印職輔工具書。 

100 學年度已完成編印之職涯輔導工具書系列刊物如下： 

 1） 社會新鮮人職場軟實力指南 

 2） 社會新鮮人出路與職場趨勢寶典 

 3） 南台科技大學實習與就業準備須知 

 4） 南台科技大學 2012 畢業生求職指南 

 

101 學年度預計編印之職輔工具書： 

 1） 南台科技大學社會新鮮人求職技巧教戰秘笈 

 2） 南台科技大學社會新鮮人職場倫理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