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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經營 -職輔新手村】 

引言人 1：致理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顧問 蔡淵輝 

 

1. 建立職涯輔導運轉機制： 

(1) 職涯輔導為助人工作，後疫情時代的職涯輔導，需創造有利條

件，布局、建立人脈、取得資源，讓目標極大化，並建立完整

制度化、系統化的職涯輔導機制。 

(2) 針對三涯(生涯、學涯、職涯)建立一體適性學習輔導機制，從

職涯探索到職涯實踐，大一至大四規劃系統性的相應課程。 

(3) 致理科技大學發展三級輔導機制，讓系所專業老師接受基礎職

涯發展訓練，能就 UCAN、CVHS 測評結果向學生說明。建立「一

班一職涯導師」，此為第一層輔導機制(一定要有獎勵機制，鼓

勵老師參與)。班級職涯導師有力未能及之處，則往上至職發處

實輔中心，做第二層的輔導。最後一層則是 GCDF 外聘講師機制

輔導。 

2. 執行職涯輔導工作策略： 

(1) 職涯輔導單位應更常與外界接觸，與時俱進是必要的，比系所

更能看到產業發展的需求，把訊息帶回學校並傳達，讓學生了

解現今產業需求為重要課題。 

(2) 實施 UCAN普測，生涯導師再以 CVHS輔助，讓學生做兩套測驗。

施測時應注意是否需下指導語，幫助學生正確理解題意。 

(3) 學生大一至大四的導師皆為同一位，從新生訓練開始便帶領學

生未入學、先入行，建立終身導師制，畢業後導師持續關懷，

能有效掌握學生畢業後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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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經營 -職輔新手村】 

引言人 2：國立中央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陳思妤 

 

1. 提升職涯輔導能見度： 

(1) 學生大多認為和就業相關才叫職涯，必須讓學生了解職涯、學

涯和生涯息息相關。 

(2) 善用多媒體社群平臺擴散效應，透過 FaceBook、LINE、

Instagram，將生硬的議題以趣味文案呈現，讓學生願意加入

並思考。從學生有興趣的地方著手，用社群媒體力量擴散，增

加職涯中心的曝光度，讓學生了解從何尋求協助與資源。 

2. 完備職涯輔導工作並引導學生發展： 

(1) 入學時進行 UCAN 測評，透過測驗了解自身目前狀況、未來職

業興趣在哪。有鑑於學生在測驗結束、離開教室後就將測驗結

果拋諸腦後，因此可設計課程，邀請專業職輔老師，搭配牌卡

等活動，提高學生興趣及生涯探索結果的記憶度。 

(2) 規劃每一系所皆有職涯導師，協助回覆學生在大一到大四期間

的不同問題，進一步將每院職涯導師規劃為每系每所皆有職涯

導師。安排職涯業師，除業界師資外，也邀請校內具業界經驗

的老師及校友等，目前中央大學有一個 13 人的業師群，職輔

單位開放 30 到 40 個時段，安排學生一對一諮詢，活動做出口

碑，學生間的網路擴散能量極大。 

(3) 大三大四主攻職場體驗與就業媒合就業媒合活動招募並培養職

涯志工團隊，從企劃、行銷、數位媒體工具使用，到肢體及口

語表達訓練等，建立完整的培訓流程，並從九月開始規劃學校

一系列就職相關活動，不僅是對學生的職涯訓練，更能讓他們

發揮創意。業界看中培訓及活動辦理經驗，對於未來銜接職場

更為順利。也因了解同齡人需要，由其負責招商及設計活動，

對校內學生吸引力更大。團隊不單純以社團角度管理，透過企

業化運作及扎實訓練才能長久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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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整合 -職涯攻略本】 

引言人 1：世新大學 產學合作處處長 許碧芳 

 

1. 如何導入企業資源，結合課程： 

(1) 從大二課程配合提案競賽，開始進行指導基礎的實務訓練，讓

學生對完成新產品上市行銷的企劃，有完整的了解，在此階段

進行發想產品創意及行銷企劃案，再因應不同廠商的需求做變

化，好的創意可申請專利，參加國際發明展及企劃競賽。下學

期以零售業企劃案為主，給予學生行銷企劃的扎實基礎訓練。

大三引進外界廠商，以企劃撰寫實務加入證照輔導，課程中針

對特定廠商進行提案競賽，廠商挹注資源，如獎金及提案費，

透過課程互動的合作方式，廠商能精準且有效地與目標族群

(即年輕學生)溝通，學生也藉此建立對該公司產品的好感度，

並透過社群分享，建立品牌忠誠度，拓展潛在客戶。大四則進

行統整與應用，與企業合作一年，幫其設計完整行銷方案，廠

商提供獎金，學生拿到學分，習得實作經驗並擁有作品。 

(2) 建立全能小編訓練班，針對現今業界對社群媒體經營的高度需

求，開設網路與社群行銷實務課程。 

(3) 畢業專題產學合作：以第一屆臺灣罐頭產品創意設計競賽為

例，學生將創意發想實現為實體罐頭禮盒，結合產學及公益，

得到很大的迴響，平面媒體及新聞露出度高，達七家電視臺。 

(4) 提案競賽+畢業專題：廠商可以獲得 Z 世代的創意發想，廠商

可以贊助可採用的好創意，許多案子原先僅為課程配合，因廠

商挹注資源提供一整年的贊助，發展為畢業專題。 

2. 世新大學資源經驗分享：校內的全媒體大樓設備，，優先提供相

關職輔課程使用(如修習畢業專題等課程學生優先登記使用)，給

學生設備及場所等資源，如綠棚及直播室對產學合作及提升學生

作品層面皆多有助益，主管則需負責協調及協助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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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整合 -職涯攻略本】 

引言人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處長 蔡展維 

 

1. 校內外職輔資源鏈結： 

(1) 職涯輔導單位在各個學校的配置不盡相同，執行職涯輔導業

務所需之人力、資金與資源的來源多來自於外部的教育部與

勞動部，以及學校內部的資源挹注；執行職輔業務需透過創

新的思維整合業師資源，如網紅、協會人員等，搭配既有的

履歷自傳、求職技巧等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建立模組化的職輔

環境。 

(2) 學校職輔課程也應課程翻轉，改變內容，不拘泥於過去課堂

式教授，可透過邀請年輕講師辦理說明會、執行相關職輔競

賽、工作坊等，提升學生對於職輔資源的使用意願。並建立

就業服務平臺或人才網等，提供學生職輔資訊，使企業也能

夠將職缺放到平臺，後續職缺資訊與畢業生是否錄取能夠得

到即時的資料，學校方也能夠參與畢業生的求職路程，並及

時給予幫助。 

2. 多元職輔方案與畢業生流向調查： 

(1) 因應後疫情時代，各校辦理活動時需以完整防疫流程進行辦

理。而現今社會強調跨域，職輔單位可與系所合作開設學分

課程，利用校內專業資源，輔以職涯探討及課程安排，鼓勵

同學進行跨域學習與實習，以利畢業後就業及創業。 

(2) 全國大專校院皆須執行畢業生調查，部分學校以系為單位進

行訪問，因各系所配合度不同，常有回收率不一的問題，若

設有訪問中心，可透過抽獎等獎勵方式提高訪員電訪效能，

同時輔導訪員訪問技巧，讓同學更有效率地完成畢業生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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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提升 -職能練功區】 

引言人 1：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就業輔導組組長 許碧芬 

 

1. 職輔人力培養與塑造： 

鼓勵培養同仁的專業能力及學習動力，辦理職涯導師研習、強

化任職動機，並透過學生師長的回饋、堅實的職輔工作團隊、

善用自身職輔能力等，提升職輔同仁的工作成就感。 

2. 職輔活動及測評規劃 

(1) 由校內行政單位主提，推動「三系職輔導師」，並自籌經

費，將範圍擴展為四科系，由職輔單位與任教系所(諮商與

應用心理學系)跨單位合作，將職涯輔導教材單元融入系所

專業課程，於 109 年擴大教材運用的科系，除諮商與應用心

理學系，更加入本校原民學生最多的體育系。 

(2) 運用師資生經費，規劃全校性的學生職涯相關活動，並開設

職能工作坊、研習、UCAN 八大共通職能活動等。同時善用

UCAN 測驗工具、規劃 UCAN 一對一職涯諮詢，利用招標委外

方式，可節省單位人力和經費，也能更深入提供學生的個人

化諮詢服務。校內也辦理大四職前講習大型講座、名人企業

講座及徵才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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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提升 -職能練功區】 

引言人 2：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趙娟黛 

 

1. 職輔視野拓展： 

(1)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可以走得很遠，使參與者

體驗使用教材時的感受與體驗，並以此為啟發，共同進行

推廣。因應後疫情時代，帶領教材使用時的破冰方式也須

有所改變，可將原先相互交談的方式轉變為靜默的方式先

沉澱，並思考自我的展現與尋找夥伴，可藉由夥伴間相互

介紹對方來消除自我介紹時的緊張感。 

(2) 現在很多東西前所未有，提供機會給學生嘗試，不是已經

看到結果，才承認可以成功。辦理課程綱要與職涯輔導需

要的 KPI，輔以 UCAN 等測驗，進行橫向溝通與教材推廣，

爭取以學分方式開課，在課程中依學生反映進行調整。 

2. 學生在職場上會遇到的問題態樣： 

(1) 以職場適應能力分：包含主管交代不清、工作分配不均、

業務歸屬、資歷深淺以及世代隔閡等。新鮮人不想被貼上

草莓族的標籤，因此會與同事比較、並牽扯出資歷深淺的

問題。可由母校提供就業後方案，針對校友辦理心理治療

等工作坊，每年只須繳交部分金額即可參與活動，達到學

生、企業、學校三贏的局面進行解決。 

(2) 以個人能力分：包含問題解決能力、抗壓性、企圖心、協

調能力等。新鮮人可以加強自我信心與能力，並加強與同

事的交流；無法處理時則需請長官適時進行協調。 

(3) 以職場文化分：包含人際溝通敏銳度、公司工作氛圍、性

別平等、霸凌議題、升遷管道、未來發展等，如遇到相關

問題，因關於同仁、自己、老闆及人資，可由主管固定發

起開會溝通，了解互相的工作內容，調和工作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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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新創 -轉職新原力】 

引言人 1：國立宜蘭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王進發 

 

1. 原住民族所面臨的職涯輔導問題與困境： 

(1) 原住民學生參與活動比例低，應先了解他們的學習動機，才能

討論如何引起興趣。如何適當發揮他們的所長，如藝術、體育

等，是可以討論的課題。 

(2) 在產學合作方面，原住民學生部分有經濟問題，需要打工賺

錢，間接導致休退學率高，資源銜接原民經濟與課業也很重

要。原資中心中有申請的案件與需要協助的事項，以工讀的方

式協助原民學生生活；也可與醫療體系或學校、文建站等合

作，在活動內加入原民長照服務，依據原民同學的專長在帶活

動的同時給予老人更多的服務資源，同時提升未來職場技能及

證照，並培養原民的耆老文化素養，往後可以直接銜接職場。 

(3) 原住民族文化與族語發展也是需要重視的議題，族語學習包含

聽說讀寫，相關推廣需要專業證照，也需要長期的學習，因此

在課程與活動辦理也可以加入族語文化的部分。且部分原鄉部

落出現經濟及文化的矛盾，原有祭儀會因為經濟發展而失真，

需在傳統與經濟找到平衡點；根據每個部落特色、生活機能不

同，不需要都發展觀光產業，應根據其特色、發展性與優勢定

位進行發展。 

2. 原住民族學生職輔資源整合： 

(1) 全國大部分學校皆設有原資中心，原資中心有區域原資中心協

助，有需要資源協助可以利用。對於原住民學生的職涯發展，

國立宜蘭大學進行一站式的服務平臺，整合學校一級單位資源

與 USR計畫，共同在各方面協助原住民事務，使相關業務更加

順暢，也使資源在短時間內有最大的擴散效益。近幾年都專注

在職涯發展的講座，尋找技職典範的原住民代表，依照各族不

同的地方特色與文化特性來進行演講，並以不同的活動也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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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學生了解原住民文化，而不是只僅限於原住民學生。 

(2) 原資中心也可以做更不一樣的工作，像是文化出版、原住民論

文發表等。中心本身試著與其他單位，原民會、青年署等政府

部門共同整合相關資源，透過階段性的協助，逐步提升原民學

生參加活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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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新創 -轉職新原力】 

引言人 2：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原住民族

專班主任暨副教授 邱韻芳 

 

1. 原住民族文化認知與刻板印象解套作法分享： 

(1) 對於原民的職涯輔導應先透過教育使大眾了解原住民文化與

其歷史，降低對原鄉部落的刻板印象，因此應有創新職輔思

維，對其屬性、特色等文化進行深入了解，跳脫傳統對於原

住民的印象。 

(2) 可藉由讓老師實地深入了解原民的風俗民情，文化體驗時也

可同時思考當地與外地人的差異，如口味及菜色上的差異，

對於原鄉發展才能夠避免刻板印象，專注在原鄉需求上來進

步；跳脫走馬看花的參訪，進行深度的體認。 

 

2. 原住民族所面臨的職涯輔導問題與困境： 

(1) 原住民學生在校參與職涯輔導活動比例低，因部分受經濟壓

力影響，需要打工維持而不願花時間參與職輔活動，且原住

民學生較不會尋求職涯中心的協助，遇到問題也僅與自己朋

友訴說；在提升活動參與比率以及使用職涯輔導相關資源上

應找到關鍵的原民人物，以其作為原點進行推廣，將能夠有

效提高相關活動原住民學生觸及率。 

(2) 原住民學生所面臨的回鄉問題包含部落設施較都市不便、無

法使用族語以及對部分傳統文化認知不足等，應可以注重技

術型人才，如水電、木工等，實際貼合原鄉部落所需要的問

題，提升青年回鄉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