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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多年來致力於學生的就業能力與專業技術發展，一直以來皆為技職校院中的

典範科技大學。除了辦學績效良好，本校畢業校友之專業能力和敬業態度也深獲企業

的認同與讚許。學生的職場競爭力不僅需要專業能力的長期養成，也需要培養各種職

場共通能力。 

因此，本校近年來不遺餘力地積極

提升本校學生的就業力，「職涯發展暨校

友中心」每學期辦理多場職涯與就業輔

導活動與講座，例如職場溝通能力、自

我行銷能力等講座，以及面試模擬教學，

期能讓學生增加正確的職場認知與態度，

學習良好的就業技巧。同時更增加國際

職場禮儀和海外工作的講座，讓本校學

生了解國際職場文化，提生國際化的就

業競爭力。 

最後，期勉每位南臺的同學們提早開始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在就學期間累積多

元的知識與經驗，並且養成良好的就業態度，讓自己成為企業搶用的人才。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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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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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每學年度舉辦「職涯領航員」志工培訓活動，除了鼓勵

學生認識生涯規劃與成為推廣生涯輔導的志工，也認識中心的活動與資源，讓更

多同學了解到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以及可以運用的資源如生涯諮商、測驗、諮詢、

面試模擬講座等，同時也藉由多階段的培訓，提供參加者從活動策劃執行學習到

團體組織與人際溝通等能力，成為自身的就業能力與態度。  

本學期職涯領航員志工培訓活動，共有 177 人次參與，並完成初階與進階

訓練。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一）初階課程： 

採工作坊形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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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重點為認識各類生涯測驗與實作，包含生涯興趣量表等。 

 （三）生涯主題之小團體訓練： 

生涯探索團體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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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階課程內容分享如下： 

 

《中心業務介紹》 

 

 

 

 

 

 

 

 

 

 

 

 

 

 

志工培訓 人潮滿滿 

 

同學與講師開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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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一》 

演講時間：103年 9月 26日下午 14:10～15:40 

演講講題：溝通技巧與團體凝聚力 

演講講師：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鄧繼雄秘書長 

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鄧秘書長一直以來皆

擔任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的志工培訓講師，擅長

以幽默、輕鬆與詼諧的談吐和活動，帶動了全場

的凝聚力，讓在場的學生無不開懷大笑、熱情地參與。

學生除了具有職涯輔導志工的向心力，也在活動中學習到

破冰與人際互動的技巧，踏出溝通與自我表達的第一步。

透過活動培養志工主動積極精神，並在歡笑聲中達到團體

的凝聚力和志工招募的培訓目標。 

 

《初階課程二》 

演講時間：103年 9月 25日下午 15:50～17:20 

演講講題：自我生涯規劃技巧 

演講講師：職場電腦韋大裕執行長  

韋大裕執行長在活動中透過許多生動的影片和學

生分享生涯規畫的重要性和發揮競爭力的方法，第一件

是「熱情」，大一學生不需要具備什麼專業知識，也不需要寬廣的學問，你們只

需要熱情；第二個是方法，如果想要成功，千萬要選對方法，成功的人會跟你說

方法，而失敗的人只會一直在原地打轉；第三個是工具，做任何事都要選對工具

再去執行，才能真正達到生涯規劃的理想目標。  

此外，韋大裕執行長以「專業要深耕、見識要寬廣」勉勵在場新進志工多多

參加志工活動，讓見識變的寬廣，也記得要把佐證資料收集起來，以後寫履歷也

可以派上用場，培養出能力與態度兼具的就業競爭力。 

 

 

 

現場學生盡情參與互動活動 

 

鄧繼雄秘書長說學逗唱的演講 

 

  

韋大裕執行長勉勵在場學生 

 

韋大裕執行長分享生涯規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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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課程一》    

演講時間：103年 10 月 1日 13:50～15:20 

演講講題：生涯興趣測驗 

演講講師：劉依盈諮商心理師  

    劉依盈老師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大家進

行生涯興趣測驗，並且詳盡的解釋生涯興趣測

驗的 6個人格類型向度，包含藝術型(Artistic)、

研究型(Investigative)、社會型(Social)、實用

型(Realistic)、企業型(Enterprise)等。此六類人

格類型可以幫助同學更加認識自我的各個面向，

藉此了解自己適合的職業類型，幫助學生及早

進行適性發展的生涯規劃。 

 

《生涯探索團體》 

活動時間：103年 10 月 4-5日、10月 18-19日 9：00～16：00 

活動名稱：自我生涯探索團體 

演講講師：元品心理諮商所盧宜蔓諮商心理

師、臺南大學諮商輔導碩士班李佳臻老師 

生涯探索團體乃透過團體活動與成員

彼此的回饋，協助學員了解自身的生涯價值

觀與興趣，以及覺察家庭給予自身的期望與

影響，以增進自我的生涯規劃能力。藉由領

導者的引導和帶領，成員分享自己想追求的

目標，也發現有許多價值觀是大家很相似的，

也有人意外發現和其他人想法有些不同，因

此更加明確認知到自身的生涯喜好。最後，領導者也透過生涯興趣類型組合以及

影片與繪本，幫助學員探索、回想、覺察自身的夢想，進而省思與啟發未來的生

涯方向。 

 

 

 

 

 

 

 

 

劉依盈心理師專業解釋生涯測驗 

活潑有趣的生涯團體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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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是不同人生階段的人生目標探索和實踐，而大學生則處於成人前期

的階段，開始培養專長、設定職業目標與培養職場倫理。本中心特別辦理職輔週

活動，讓學生透過職場文化與溝通禮儀、CPAS 職業適性測驗和主管達人職涯規

劃等講座，培養正確的職場態度，並即早確立目標，發展適合自己的生涯路。本

學期邀請了 ICRT 主持人朱爾威、鼎燁顧問公司修瑞爗總經理等人，為學生分享

專業的職場經驗。 

    本學期共舉辦 5 場，超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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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引發同學很

大的迴響，收穫滿滿。 

《第一場》 

主題：國際職場文化與溝通禮儀 

主講：朱爾威“ICRT EZ English Class”創辦暨主講人 

時間：103年 10月 8 日 10：10～12：00 

地點：L008群英演藝廳 

ICRT 主持人朱爾威老師以多年豐富的國際職場經驗，向學生分享國際間的

職場文化和英文溝通技巧，包含接待禮儀、餐桌禮儀、名片禮儀、電話禮儀、穿

著禮儀等重要的國際職場文化，並教導學生禮儀代表自己給人的第一印象，並為

自己爭取到更多職場升遷機會，具備良好的國際禮儀，能夠讓我們在職場中脫穎

而出，成為公司良好形象的代表。 

 

 

 

 

 

 

 

 

 
ICRT 主持人朱爾威介紹國際職場禮儀 

 

現場座無虛席、同學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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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題：多元生涯規劃-海外工作面面觀 

主講：朱爾威“ICRT EZ English Class”創辦

暨主講人 

時間：103年 10月 8 日 12：50～14：40 

地點：N310教室 

ICRT 主持人朱爾威老師除了介紹多元的海

外工作類型之外，也教導同學重要的英文面試

技巧，包含面試問題解讀與應對、面試策略等，

常見的英文面試問題如“Why should I hire you?”、

“What is your long-range objective?”，教導學生

用在學成就證明自己是個有能力且具有積極、自信

的人，讓主管感覺選擇我們是明確的決定。並在工作的過程中，提出自己未來可

以達到的目標，並為達成目標而訂出策略。最後，朱爾威老師也勉勵同學進入工

作後，更要讓主管看到你的實力，並且在工作中保持熱情和積極進取的態度。 

 

《第三、四場》 

主題：CPAS職業適性測驗與專業解析 

主講：鼎燁顧問有限公司修瑞爗經理、Career 就業情報網謝玉娟職涯顧問師 

時間：102年 10月 16 日 10：10～12：00、12:50～16:40 

地點：S317教室、E403 教室 

為了促進學生適性的生涯發展，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本學期特地安排 2 場

CPAS 職業適性測驗，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適合的職業類型。CPAS 職業適性測

驗是一套簡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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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透過 CPAS 線上測驗、計分，並由鼎燁顧

問有限公司修瑞爗總經理和 CAREER 就業情報謝玉娟職涯顧問師的專業解說，

更能精確掌握自身的性格和優勢能力，更加深入了解屬於自己的未來發展方向。 

 

 

 

 

 

 

 
學生專注填寫 CPAS 職涯適性測驗 

 

學生踴躍參與 CPAS 測驗 

ICRT 主持人朱爾威講解 
海外工作面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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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主題：主管達人職涯規劃與專業分享 

主講：諾貝兒益智玩具租借專賣店林渭筑店長 

時間：103年 10月 24 日 15：00～17：00 

地點：N203教室 

林渭筑店長以身為南臺校友與多年主管的身分，告訴各位學弟妹，職場和學

校大不相同，職場有許多和學校不同的潛規則，例如上班不可打手機、上班不可

吃早餐、不可以遲到早退，因為這是在職場中最基本且要遵守的潛規則。林渭筑

店長教導學弟妹在畢業前應先認識工作世界，並且要檢視自己對工作的價值觀和

需求，例如期待工作帶來財富、能經濟獨立等。最後，林渭筑店長也鼓勵學弟妹

反思自己現在的大學生活，因為工作與求學有相當大的不同，工作是為公司貢獻

己力，而非自我成長學習的地方，勉勵學弟妹在就學期間好好裝備好自己的專業

能力和語文能力，為自己未來的升遷加分。 

 

 

 

 

 

 

 

 

 

 

 

 

 

 

 

 

 

 

 

 

 

 

  

林渭筑店長分享主管職涯規劃 

 

學生認真聆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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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在校學生的就業準備度，以提升求職的優勢與競爭能力，職涯發展

暨校友中心特於 103 年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7 日期間舉辦就業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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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1 月 24日上午 12：50～14：40 

演講講題：職涯技巧教戰—服務禮儀與專業應對 

演講講師：奇美農場王米玲場長 

王米玲講師以身為前華航座艙長和

奇美農場場長多年的服務經驗，教導本

校學生正確的服務觀念與專業的態度。

目前服務業是產業發展的趨勢，美國財

富雜誌排名的全世界 500 大企業中有

80%是服務業。然而，從事服務業需要

出自內心的學習與滿足，並且要讓服務

變成一種習慣，懂得聽顧客的心聲、洞察顧客的需求。服務「專業」非只有技術，

更重要的是有「心」，亦即用敬業的態度提供一流的服務，而一流的服務是客人

沒有說，你就感受得到，並且給予客製化的服務才是最好的服務。 

 

《第二場》 

演講時間：103年 11 月 25日下午 14：50～16：40 

演講講題：求職不落伍—用影音履歷行銷自我 

演講講師：職場電腦韋大裕執行長 

    職場電腦韋大裕執行長透過本

身豐富的資訊軟體教學經驗，教導

學生製作影音履歷。除了需要將自

身優勢能力、證照、工作經驗和活

動照片在影音履歷展現出，也需要注

意起、承、轉、合，讓影片流暢且有

重點，將個人特色活靈活現的表現出

來，才會更吸引面試官的目光，展現 

   自我行銷的技巧。 

專業講解 CPAS 職業適性測驗 

現場座無虛席 學生專注聆聽 

韋大裕執行長示範影音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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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杏秘書長教導溝通語句 學生現場練習溝通技巧 

講師指導分組同學如何撰寫履歷 許菀喬人資管理師講解寫履歷重點 

《第三場》  

演講時間：103年 11 月 26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畢業即就業?履歷自傳致勝點 

演講講師：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新鮮人求職最常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履歷自傳的撰寫，本中心特地邀請具

備多年人資經驗的許菀喬校友，指導學弟妹履歷自傳撰寫技巧。許菀喬人資管理

師表示公司篩選履歷的第一關，會先針對專業能力、穩定度及態度三方面來篩選，

符合後才能進入面試這一關。此外，獨立思考、責任感、問題解決、溝通協調能

力等等，都只是附帶條件，但可以呈現在履歷表上更好，以便讓自己更加突出。

 經過許菀喬學姐詳細的講解，參與學生對於履歷撰寫具備更清楚的概念。

 

《第四場》 

演講時間：103年 11 月 27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職涯技巧教戰—職場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 

演講講師：中華學習成長學會林美杏秘書長  

在職場工作，溝通能力與技巧相當重要，肢體、眼神、神情在溝通過程中都

必須完全地展現。林美杏秘書長教導學生表達和溝通時，切記「精簡語句」、「積

極傾聽」、「專注神情」、「建立互信關係」、「互動」、「多用開放式問句」、「同理心」，

甚至親自帶領學生練習溝通技巧，讓現場參與學生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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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明專員分享工作安全案例 

《第五場》 

演講時間：103年 11 月 27日 12:50～14:40 

演講講題：賴氏人格測驗 

演講講師：李佳臻老師  

    李佳臻老師用生動的方式帶領大家進行賴氏人格測驗，並且詳盡的解釋賴氏

人格測驗的 13 個向度，例如活動性(General activity)、領導性(Ascendancy)、

社會外向性(Social extraversion)、思考外向(Thinking extraversion)、合作性

(Cooperativeness)等。人格測驗可以提供同學探索自我的參照，幫助學生更加

了解自己的各個面向，藉此增加學生自我生涯的適性規劃。 

 

 

 

 

 

 

 

 

 

 

 

 

            

 

李佳臻老師專業解釋人格測驗 

 

學生填寫賴氏人格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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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經常是許多大學新鮮人最難掌握、也最容易感到挫折的求職過程。掌握

面試的關鍵問題，在應答中展現自己的積極性，就可以提高自己錄取的機會。職

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特舉辦面試模擬活動，透過情境模擬的練習，讓學生有面對面

練習的機會。除了減少緊張造成的失誤，提升應答的流利度和穩定度，同時也練

習展露正向、自信的態度，才是掌握先機之關鍵所在。本活動邀請南茂科技公司、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中華學習成長協會等資深人資專員或專業的職輔師擔任面試

官，鼓勵本校學生現場進行面試演練。本學期共舉辦 9 場，超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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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學生於活動後表示可以學到面試過程所需要注意的小細節，包含臨場說

話與走路的儀態、說話方式展現自信，以及如何回答薪水問題。經過此次的面試

模擬後，具體認識面試的禁忌和該準備的東西，使自己對未來的面試求職更加清

楚、有方向，也增加自我表達的信心。 

 

《第一場》 

主講：舜立機械廠有限公司蔡宗諺國貿業務 

時間：103年 9月 22 日 15：50～17：40 

地點：S51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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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國企系一年級學生 

 

 

《第二場》 

主講：鼎燁顧問有限公司修瑞爗總經理 

時間：103年 10月 7日 14：50～16：40 

地點：S10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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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資工系四年級學生 

  

蔡宗諺國貿業務教導學生面試技巧 

修瑞爗總經理與學生現場面試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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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主講：盛業國際公司葛威育企劃總監 

時間：103年 10月 8 日 14：50～16：40 

地點：N0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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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應英系一年級學生 

 

 

 

《第四場》 

主講：中華學習成長學會林美杏秘書長 

時間：103年 10月 13日 14：00～17：00 

地點：T050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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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休閒系二年級學生 

 

 

 

《第五場》 

主講：嘉義市身心障礙綜合服務園區再耕園

李銘浚副園長  

時間：103年 10月 29 日 15:00-17:00 

地點：N20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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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車輛四甲等資源教室學生 

 

《第六場》 

主講：中華學習成長學會林美杏秘書長 

時間：103年 11月 17日 10：10～12：

00 

地點：T0508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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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休閒系二年級學生 

  

葛威育企劃總監講解面試技巧 

林美杏講師與學生演練面試問題 

李銘浚副園長細心講解面試問題 

林美杏秘書長講解面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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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主講：鼎燁顧問公司修瑞爗總經理 

時間：103年 11月 20日 12：50～14：40 

地點：S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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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二技企管系三年級學生 

 

 

 

《第八場》 

主講：上海電影公司韓嘉芹設計師  

時間：103年 11月 21日 10：10～12：00 

地點：T011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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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多樂系一年級學生 

 

 

《第九場》 

主講：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12月 3 日 10：10～12：00 

地點：N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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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四技視傳系四年級學生等 

 

 

 

 

 

 

 

 

 

    

  

多樂系學生專注聆聽面試注意事項 

學生積極上台模擬面試 學生積極上台模擬面試 

企管系學生進行面試自我介紹 



14 

    為有效協助大一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業興趣與共通職業能力，認識自己的特質

與能力缺口，促使學生有方向地發展

職場就業職能，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

於 103 學年度針對大一各班實施教

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之「職業興趣診斷」與「共

通職能診斷」測驗，幫助學生了解未

來就業的職場必備能力。透過自我評

估來規劃能力養成計畫，持續針對能

力缺口進行學習，提升個人之職場職能及競爭力。 

＜UCAN 職業興趣診斷與共通職能介紹＞ 

    UCAN 的職業興趣診斷由「你喜歡的活動」、「你認為自己有這樣的特質嗎?」、

「在學習經驗中，你喜歡哪些科目？」三個分量表組成。測驗結果會顯示出填答

者在 16 種職涯類型的興趣分數，分別為「建築營造」、「製造」、「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物流運輸」、「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醫療保健」、「藝文與影

音傳播」、「資訊科技」、「金融財務」、「企業經營管理」、「行銷與銷售」、「政府公

共事務」、「教育與訓練」、「個人及社會服務」、「休閒與觀光旅遊」與「司法、法

律與公共安全」），並有 Holland 職業興趣代碼作為參照。 

共通職能診斷題目共 52 題，由 8 個分量表組成，包含「溝通表達、持續學

習、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能力、工作責任及紀律、資訊科技應

用」8 大項共通職業能力。 

本校 103 學年度大一學生 UCAN 專業

職能診斷活動，共計實施 24系、64班、3,266

人參與並完成此診斷活動，並由王薇棻心理

師以及諮商輔導組心理師合作完成 64 班的

職涯班級測驗解釋與輔導，協助同學了解自

我專業職能之程度。 

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提供生涯諮詢、面試諮詢、職涯測驗等服務，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至中心預約，或來電、email預約，Email:weifen413@mail.stust.edu.tw  

電話:2533131 分機 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