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7年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補助案核定補助名單一覽表 

    （依學校編號排列） 

提案 

類別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跨校 北區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

輔導組 

NTUB&T-跨校職涯大使培訓計

畫 

跨校 中區 1001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

室 
師友帶你來尋夢 

跨校 北區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

閒系 
用心就有感-創意 x玩工 

跨校 南區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餐旅休閒產業學生職涯引航與

職輔人員輔導知能精進計畫 

跨校 北區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職發處實習就業輔導

中心 
創新職涯發展計畫 

跨單位 北區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前瞻跨域實踐 Fintech 人才培

育計畫 

跨單位 北區 00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跨域展演‧「贏」向職場 

跨單位 中區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管系 電商平台實務人才培育計畫 

跨單位 中區 1001 東海大學 博雅書院 
職場 Thriv(2.0)：提升職涯優勢

-增額、協同與網絡 

跨單位 北區 1002 輔仁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組 

探索導向職涯學習發展 X多元培

力計畫 

跨單位 北區 1004 中原大學 
職涯發展處職涯輔導

中心 

職輔大數據 My career 就業能

力，UCAN職能扎根 

跨單位 北區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培養即戰力，贏在職場起跑點 

跨單位 中區 1007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校友聯絡

暨就業輔導處 
「校友」看齊-培植就業軟能力 

跨單位 北區 1011 中華大學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

位學程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夢想人生領航培育計畫 

跨單位 中區 1012 大葉大學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

中心 

Made in DYU：工「葉」、服務

「葉」、創「葉」職涯探索與體

驗一把抓 

跨單位 北區 1016 銘傳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勇往職前-職涯培訓計畫 

跨單位 北區 1017 實踐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

一組 

境外實習推動與展望暨職輔培

育計畫 



提案 

類別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跨單位 北區 1027 慈濟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及就

業輔導組 
家人社，一起為愛努力～ 

跨單位 北區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琉璃人生 

跨單位 南區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職涯全視界(CAREEER SCAN)-實

習職涯輔導計畫 

跨單位 南區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

中心 
職涯實踐-我的幸福我創造 

跨單位 北區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夢想起飛，就業展翅 

跨單位 南區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發處職涯發展暨校

友服務中心 
職涯深度領航-精進職場軟實力 

跨單位 南區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就輔組 職涯練功房-華醫人的職涯秘笈 

跨單位 中區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就業 vs.創業」- 職涯輔導種

子教師導航計畫 

跨單位 中區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商學與管理學院 
提升商業管理及電子商務服務

職能職涯輔導計畫 

跨單位 南區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休閒產業職涯探索 

跨單位 北區 1072 大華科技大學 餐飲系 加值職場翻轉未來 

跨單位 北區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系 生命天秤 

跨單位 北區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深入新世代職能、提升職涯規劃

能量 

跨單位 中區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07年「技職創新、職涯邁進」

職涯輔導推動計畫 

跨單位 北區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飛躍職場信天翁展翅計畫 

單一 北區 0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休旅所 大數據與科技職涯訓練計畫 

單一 南區 0013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職涯與核心就業力 

單一 中區 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我的青春不設限」生涯輔導計

畫 

單一 北區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資源

教室 
職涯地圖 Easy Go! 

單一 北區 0031 國立宜蘭大學 就業輔導組 AI時代來臨的就業力 

單一 北區 0044 國立體育大學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

中心 

人生一級玩家─生涯與職場軟

實力升級計畫 

單一 南區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處 
職涯 Easy Go－尋找熱忱與能力

的交會點 



提案 

類別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單一 北區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

組 

提升青年職涯競爭力，掌握璀璨

未來 

單一 中區 1007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校友聯絡

暨就業輔導處 

強化職涯輔導師專業知能培訓

計畫 

單一 北區 1010 元智大學 
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

導組 

元智大學「職涯解憂舖」方案計

畫 

單一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社工職涯自我探索及職輔增能

計畫 

單一 北區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

中心 
漫漫生涯路~我的人生多選題 

單一 南區 1033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系 追逐繁星的孩子 

單一 中區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就業輔

導組 
職涯規劃面面觀-弘不讓 

單一 北區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技術合作處處校友暨

就業服務組 
打造我的職涯趣 

單一 北區 1049 開南大學 諮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花漾少年轉大人-開啟生涯新

風貌」生涯啟航輔導計畫 

單一 北區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天使之翼--展翅高飛 

單一 中區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

系 

LOVE & RICH YOUR LIFE 多元職

涯系列活動 

單一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

中心 

「翻轉未來」深職你心職涯輔導

系列活動 

單一 北區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微創職能輔導工作計畫 

單一 北區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美麗人生職涯探索計畫 

單一 南區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

中心 

職涯雙軌計畫─學生職涯探索

及企業導師講座暨職輔人員賦

能工作坊 

單一 北區 1179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餐旅系 
從職涯知能與發展課程建構學

生職涯競爭力 

單一 北區 128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護理科 職涯輔導莘啟航 

單一 北區 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技術合作處 SMC の 職涯輔導與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