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校一直以來努力朝向科技大學中的典範學校邁進，辦學績效也相當亮眼。本校不

僅為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額的第一名，也是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總額中，私立

大專校院第一。我們以「特色、創新、深化、永續」發展為理念，推動「產業連結、就

業接軌」，培養學生成為企業所需的優秀人才。 

為了精進學生的就業能力，本學期「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辦理了 9 場面試模擬與

14 場就業講座，講題多元實用，例如「如何寫出國際化履歷」、「空服職涯面面觀」，讓

學生了解如何躋身海外工作與空服行列，增加本校學生國際化的求職能力。 

期勉每位南臺的同學們在畢業前預備好職

場的共通能力與專業能力，讓自己成為企業愛

用的優秀人才。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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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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為

推廣生涯輔導的志工後，便開始穿梭在生涯講座與就業博覽會中，可以看見各位

服務的志工美麗的身影，背後都藏著一個熱忱服務的心!志工同學們也從活動協

助中認識職涯發展暨校友中心的資源，也學習到求職面試的實際情境和求職時所

需要具備的態度，更訓練到自身應對進退的技巧。 

 

 

 

 

 

 

 

 

 

 

 

 

 

 

 

 

 

 

 

 

 

 

 

 

 

就業博覽會 志工接待貴賓 

就業博覽會 志工留影 

職涯講座 志工協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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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進階培訓一》    

演講時間：103年 5月 9日 14:30～17:30 

演講講題：行政業務協助與統計研習 

演講講師：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方姿雅資訊人員 

    本次研習乃培訓職輔志工學習應用統計

軟體，以協助職涯輔導行政業務。這次邀請

的方姿雅講師為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的資訊

人員，同時也是南臺資管系的校友。方姿雅

講師循序漸進地教導職輔志工，包含 excel

的公式設定、凍結窗格、篩選、樞紐分析表、

統計圖表、word 合併列印。參加培訓的志工

大呼賺到，不僅能幫助未來的職輔業務，像

是 UCAN 測驗人數統計，也能增進個人的職

業技能，對未來就業大有幫助! 

 

《志工進階培訓二》    

演講時間：103年 5月 14日 14:30～17:30 

演講講題：生涯規劃與自我探索 

演講講師：晨希心理諮商所劉依盈諮商心理師 

第二場志工培訓邀請到晨希心理諮商所劉

依盈心理師。劉心理師運用生涯卡、OH 卡等各

種趣味的牌卡，進行個人內在的自我探索，讓

志工覺察自己不知道的一面，例如逃避傾向、

自由傾向等，看見個人的特質傾向和自我在生

涯規劃中的迷思。本次培訓目的乃透過志工推廣良好的生涯概念，增加本校學生生涯

的適性發展。 

 

 

 

 

 

 

 

 

 

 職輔志工專注學習統計軟體 

 

劉依盈心理師講解與志工親切互動 

 

職輔志工熱烈討論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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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探索團體》 

活動時間：103年 4月 19-20日、5月 3-4日 9：00～16：00 

活動名稱：自我生涯探索團體 

演講講師：南臺科大諮輔組蔡宛靜、張絜琁、王嘉淳實習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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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潑有趣的生涯團體探索活動 

學生自發性討論彼此生涯規劃 

生涯探索團體 分享與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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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是持續與一連串的探索與冒險，每個學生都會經歷一些迷惘，但也

是思考規劃的開始。本中心特別辦理職輔週活動，讓學生透過空服職涯講座、生

涯適性測驗和電影欣賞等，來幫助同學認識自己的特質和適合的行業。本學期邀

請了 ICRT 主持人朱爾威老師、前中華航空座艙長王米玲講師、專業顧問修瑞爗

總經理等人，分享自己如何規劃，幫助學生即早確立目標，發展合適的生涯路。 

    本學期共舉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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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都引發同學很大的迴響，收穫滿滿。 

《第一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19日上午 9：30～12：00 

演講講題：如何寫出國際化履歷 

演講講師：ICRT主持人朱爾威老師 

    本次職輔週講座邀請 ICRT 主持人朱爾威老

師，以其本身豐富的英文專業知識與經驗，教導

學生撰寫出色的英文履歷。朱老師告訴沒有工作

經驗的社會新鮮人，「你是在銷售你未來的潛力，

告訴公司你願意接受任何的挑戰，不要認為困難

就不去嘗試，這樣不僅會喪失你的工作機會，也

會限制了自己的能力，重點要成為一個有優勢的

人而不是劣勢的人!」勉勵社會新鮮人勇於展現自

己的優勢。 

 

《第二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19日下午 12：50～3：40 

演講講題：輕鬆用英文面試—英文面試技巧大公開  

演講講師：ICRT主持人朱爾威老師  

    由於英文面試技巧是進入國際化企

業的必備技能，故本校特邀請朱爾威老

師分享英文面試的技巧。朱爾威老師精

闢的分析各類英文面試問題，例如

“Why should I hire you?”與“What 

is your long-range objective?”等問

題，讓學生收穫滿滿。 

 

朱爾威老師專業精闢的演講 

朱爾威老師勉勵社會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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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同學專注聆聽 

王米玲講師介紹空服行業 現場座位幾乎爆滿 

《第三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20日上午 10：00～12：00 

演講講題：求職防騙與技巧 

演講講師：職訓局人力資源提升專案輔導顧問 郭桐賓顧問 

    每年到了暑假旺季，就是求職陷阱最猖獗的時候，職訓局人力資源提升專案

輔導郭桐賓顧問在講座中特別向學生提到，

求職前一定要問自己三個問題。第一、問

明薪資、勞保、健保、出缺勤規定及勞動

條件;第二、問明確實的工作性質及職務內

容;第三、問自己是要找一份工作還是一份

事業。藉此了解這份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

工作需求，切莫為了賺一時的外快，而讓

自己的權益受損。 

 

《第四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24日下午 12：50～2：40 

演講講題：想要成為空服員嗎?--空服職涯面面觀 

演講講師：前中華航空座艙長 王米玲講師 

空服員是許多同學所嚮往的職業，但大部分同學都因為不了解如何進入航空

業，而往往只停留在夢想，故本中心特地邀請前中華航空王米玲座艙長，為本校

同學演講進入空服業之要領，不只有英文好就可以，而是還須具備服務客人的專

業態度，王米玲講師表示一流的服務是客人沒有說，服務的人就感受得到，並且

為他做到。當遇到態度不好的客人，雖然沒有客人永遠是對的，但當下給客人滿

意的答案是對的。參與的學生無不專注聆聽，也熱烈詢問空服員徵選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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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發中心顏榮祥組長蒞臨致詞 李嘉文專員詳細介紹勞基法 

修經理專業解析 CPAS 測驗結果 

 

《第五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24日下午 4：50～5：40 

演講講題：工讀權益—勞動基準法 

演講講師：臺南市勞工局 李嘉文專員 

許多學生在工讀時經常遇到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例如無薪加班。本中心特別

邀請到臺南市勞工局李嘉文專員為學生講解勞動基準法。李專員相當巨細靡遺的

說明勞基法的工資與工時規定，例如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應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講座內容對於學生相當實用，現場同學也對自身權益更加了解。 

 

   

 

  

 

 

 

《第六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26日上午 10：10～12：00 

演講講題：CPAS職業適性測驗專業解析 

演講講師：鼎燁顧問公司修瑞爗總經理 

CPAS 職業適性測驗是由日本東京大

學知名心理測驗權威伊藤友八郎博士開

發多年完成，能夠快速有效地了解個人在

12 個向度上的特質，以及適合的職業種

類。同學透過 CPAS 線上測驗、計分，並

由修老師對測驗結果精闢的解說，更能理

解自己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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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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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姿雅資訊人員分享生涯規畫 學生熱情回應與提問 

《第七場》 

演講時間：103年 3月 27日上午 9：10～12：00 

演講講題：升學與生涯規畫電影賞析 

演講講師：前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方姿雅資訊人員 

在生涯規劃的過程中，總少不了迷網。南臺的校友方姿雅資訊人員，克服肢

體上的困難完成了學業，並在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資訊人員，目前也在規劃

準備國家考試。方姿雅學姐以「逆轉人生」一片，鼓勵在場學弟妹—「現在的我

們，是三年前的自己所決定的。而現在的你，正在決定三年後你的處境」。現場

學弟妹也熱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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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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校友中心特舉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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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如何贏在起跑點—面試技巧教戰 

主講：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胡心瑜顧問 

時間：103年 4月 8日 2：50～4：40 

地點：L509教室 

本講座邀請鼎燁顧問有限公司胡心瑜顧問擔任講師。胡心瑜顧問親切地教導

學生，求職準備可由以下三個要點來做足功課：確認就業方向、蒐集企業資料、

作好求職文件。此外，胡心瑜顧問說道，前半年只是去工作場所學習、熟悉。建

議一份工作最好做2年，才能在那份職業裏，判斷出本身到底適不適合這份工作。

面試中的答題技巧可分為七項小撇步：(1)回答先破題;(2)能為公司做什麼，不是

能從公司得到什麼;(3)用實例證明，更有說服力;(4)內容有條理、有重點、一致性;(5)

多用正面思維，忌用負面用語;(6)注意肢體語言及語氣;(7)誠實面對，不要硬拗、

不懂裝懂。最後，胡心瑜顧問也邀請同學上台體驗面試時的情境，給與同學深刻

的學習經驗。 

 

 

 

 

 

 

 

 

 

 

 

 

胡講師邀請學生上台面試自介 

 

學生專注聆聽胡講師專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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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場》 

主題：履歷撰寫技巧教戰 

主講：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4月 23 日 10：10～12：00、5月 5日 1:30-4:00 

地點：E409 

許菀喬人資管理師為南台校友，具有豐富的人資經驗，經常篩選各種履歷，

對於履歷的好與壞瞭若指掌。許菀喬講師教導學生在履歷中展現專業能力、穩定

度跟態度，就會有面試的機會。自傳則建議可以寫社團活動經驗或挫敗成長的經

驗，最好呈現出獨立思考、責任感、問題解決、溝通協調等能力。經由許菀喬專

員一一細心的講解，同學才知道原來雇主想要的是什麼，並如何在履歷自傳中呈

現，大大地幫助學生在求職歷程中贏在起跑點。 

 

《第四場》 

主題：贏在起跑點—履歷撰寫技巧 

主講：嘉義再耕園李銘浚副園長 

時間：103年 5月 7日 3：00～5：00 

地點：L008 

有鑒於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在求職上的

特殊需要，本中心這學期特別邀請嘉義再

耕園李銘浚副園長，為身心障礙學生指導

履歷撰寫的技巧。李副園長相當親切且有

條理，對於學生的提問都能夠一一耐心的

回應，讓學生能夠學習吸收。李副園長也

鼓勵在學學生將自己的弱勢轉化為優勢，

開始裝備自己的優勢技能。 

許菀喬人資管理師專業講解 

 

學生專注聆聽 

李銘浚副園長親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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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場》 

主題：履歷健診 

主講：鼎燁股份有限公司修瑞爗總經理、1111 人力銀行陳念慈講師 

時間：103年 5月 12 日 3：00～5：00、5月 21 日 15：00～17：00 

地點：N204、F205 

想要在投履歷時勝出別人嗎?鼎燁股份有限公司修瑞爗總經理在履歷健診中，

不藏私的指導每一位來修改履歷的新鮮人，內容應朝「推銷自己的能力，貢獻所

長」來著墨：推銷自己有能力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此外，以具體事實陳述取代

抽象的形容，例如英文程度寫「精通英文」，不如把多益分數寫出來，用數字表

示會讓主管更清楚你的實力。參與的學生表示看到自己的盲點，收穫非常多。 

 

 

 

 

 

 

 

 

 

 

《第七場》 

主題：名人講座—輪椅上的公主:活出彩虹人生 

主講：New Horizons 美商新領域資訊台灣區英語事業部江偉君總監 

時間：103年 5月 14 日 15：00～17：00 

地點：N201 

本講座邀請到 New Horizons 美商新領域

資訊台灣區英語事業部江偉君總監，江偉君在

二十四歲時，正當前途一片看好，一場無情的

車禍卻奪去她的行走能力，輪椅成了雙腳。但

她卻從谷底爬出，滑著輪椅完成學業，並擊敗

眾多競爭者考入全世界第一大的資訊教育訓練

公司，而且是公司裡唯一的華人。因為業績卓

越，又被挖角回台灣分公司任事業部總監，甚

至曾擔任過前日本首相細川護希之女特約中文教師。因此，江偉君講師鼓勵本校

學生，不要只看見自己的不足，而要看見自己所擁有的能力。 

 

就業情報修經理親切專業的分享 現場學生熱烈提問與互動 

江偉君講師鼓勵同學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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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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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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邀請群創光電、臺糖

長榮酒店、南茂科技公司等大公司的資深人資專員擔任面試官，鼓勵本校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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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需要注意的小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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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3月 25 日 8：30～11：00 

地點：K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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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機械系四年級學生 

 

 

 

《第二場》 

主講：臺糖長榮酒店謝明振人資副理  

時間：103年 3月 26日 14：50～17：10 

地點：T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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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應日系一年級學生 

 

 

許菀喬講師與機械系學生模擬

面試 

奇美農場王米玲講師講解面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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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主講：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3月 27 日 14：50～17：10 

地點：S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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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企管系二年級學生 

 

 

《第四場》 

主講：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3月 28日 9：10～11：40 

地點：S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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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企管系二年級學生 

 

 

 

 

《第五場》 

主講：臺糖長榮酒店謝明振人資副理 

時間：103年 3月 31 日 10:10-12:00 

地點：T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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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休閒系四年級學生 

 

 

《第六場》 

主講：群創光電彭峻豪處長  

時間：103年 4月 24日 9：30～12：00 

地點：T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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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行流系四年級學生 

 

 

 

許菀喬人資管理師與現場學生互動 

現場許多學生觀摩學習面試過程 

謝明振副理生動解說面試題目 

群創光電彭處長專業講解面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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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主講：奇美農場王米玲場長 

時間：103年 5月 5日 12：50～14：40 

地點：T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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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系四年級學生 

 

 

 

《第八場》 

主講：南茂科技公司許菀喬人資管理師 

時間：103年 5月 14日 10：00～12：00 

地點：E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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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系四年級學生 

 

 

 

《第九場》 

主講：群創光電招募任用處張仁勇經理 

時間：103年 5月 21 日 15：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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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對象：不分系四年級學生 

 

 

 

 

 

 

 

現場學生專注聆聽 

群創光電張仁勇經理深入講解 

張仁勇經理與學生進行模擬面試 

現場學生爆滿、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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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最新職場趨勢  歡迎師生免費索取 

    為提供本校師生最新之產業發展趨勢以及職場技能等資訊，以提升學生之就

業競爭力，102 學年度最新編印之職輔工具書介紹如下，歡迎各位學子前來中心

索取! 

本書目的在於幫助畢業學生了解最新就業趨勢和多元的職涯類型，內容包含

百貨零售業、空服航空業等工作熱點，舞台設計師、打版師等新興工作介紹，以

及海外工作之經驗分享，內容豐富又實用。歡迎本校同學前來職涯發展暨校友中

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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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