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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主管會議實施說明 

一、主題：職涯領航創輝煌-齊心、聚願、伴揚帆 

二、會議目的： 

  (一) 提供全國大專校院新、舊任職涯輔導主管熟悉當前職涯輔導政策暨瞭解

教育政策規劃與願景。 

  (二) 經由專題演講、分組討論、參訪活動、職涯輔導工作推動經驗分享與綜

合座談等方式相互交流與經驗傳承，以瞭解校園職涯輔導現況、凝聚共

識暨充實職涯輔導知能，以期傳承與整合職涯輔導工作經驗，提升職涯

輔導工作服務品質。 

  (三) 針對當前校園職涯輔導重要議題及工作困境，集思廣益，尋求突破之

道，以提升職涯輔導工作效能。 

三、主辦機關：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四、承辦學校：遠東科技大學 

五、日期：106 年 8 月 23 日至 24 日（星期三至四），為期 2天。 

六、地點：遠東科技大學三德樓 9 樓國際會議廳、走馬瀨農場蘭花會館 

七、住宿：8月 23 日晚上提供與會人員住宿(走馬瀨農場) 

八、參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之職涯輔導單位主管(若有餘額，開放職輔單位教職

員參加)，預計 190 人(含主辦機關及承辦學校人員)。 

九、會議內容：專題演講、經驗分享、參訪、分組討論、綜合座談。 

十、參加費用：不另收取報名費及住宿費，惟各校參加會議人員所需交通費，由 

              各校予以補助。 

十一、報名須知： 

    (一)方式及網址：採網路報名，報名網址：http://mycareer.yda.gov.tw 

    (二)報名日期：106 年 7 月 7 日起至 7 月 28 日 止。 

 (三)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及同意個人資料提供：將登載於報名網站頁面， 

     報名者即獲知並同意相關說明。 

十二、攜帶物品：健保卡、換洗衣物、盥洗用具、筆記用具、習慣用藥、個人名 

                片等。 

十三、本會議聯絡資訊： 

   遠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林莉矜助理  

   e-mail: apple1010923@gmail.com  聯絡方式: (06)5979566 #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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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會議議程(暫定)： 

第一天：8 月 23 日(三) 遠東科技大學 三德樓 9F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會議內容 主持人/講者/引言人 

09:00-09:30 報到、職涯輔導相關成果影片欣賞 

09:30-09:40 

【職輔啟航】 

承辦學校致歡迎詞 遠東科技大學 王元仁校長 

09:40-09:50 主辦機關致詞 
教育部 姚立德次長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09:50-10:10 
106 年度大專校院

職涯輔導成果評選

-頒獎表揚 

主持人： 
遠東科大職涯中心葉慶鴻主任 
頒獎人：姚立德次長 

10:10-10:20 大合照 

10:20-11:10 【職涯新視界】 
專題演講 1- 
新世代青年特質與

職涯輔導策略 

主講人： 
宏佳騰動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創新中心  林東閔執行長 

11:10-12:00 
【職輔領航家

Ⅰ】 

106 年度大專校院

職涯輔導成果評選

-成果分享 partⅠ 

主持人： 
遠東科大職涯中心 葉慶鴻主任 
分享人：  
106 年度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

果得獎學校及得獎學生 

12:00-13:20 午餐／休憩交流 

13:20-13:50 
【職涯大航道】 

校園參觀 遠東科大發明教育館 

14:00-17:00 企業參訪 
1.台積電 
2.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7:00-18:30 職輔互動交流 蘭花會館大廳 

18:30-20:30 晚餐交流／住房分配 

20:30- 與會人員預為交流隔日職輔咖啡館之主題、休息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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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8 月 24 日(四) 走馬瀨農場蘭花會館 

時間 會議內容 地點/主持人/引言人 

08:00-09:30 早餐交流 蘭花會館-文心餐廳 

09:30-10:20 【職涯新視界】 
專題演講- 
培養學生職輔國際觀-
身在臺灣.放眼世界 

主講人：台積電人力資源處

張進益副處長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30 
【職輔領航家

Ⅱ】 

106 年度大專校院職涯

輔導成果評選-成果分

享 partⅡ 

主持人： 
遠東科大職涯中心 葉慶鴻主

任 
分享人： 
106 年度大專校院職涯輔導

成果得獎學校及得獎職輔人

員 

11:30-13:00 午餐／休憩交流 蘭花會館-蝴蝶餐廳 

13:00-15:00 
【職輔咖啡館-
互動篇】 

分為 3 組，每組共同討

論以下議題： 
議題一：協助學生在學

時找到志趣 
議題二：系所課程活化

職涯輔導 
議題三：鼓勵學生從

「小確幸」邁向「耐勞

實作」 

第一組(蘭花會議廳)：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蘇昭瑾

研發長 
第二組(第一會議室)： 
國立聯合大學生涯發展與諮

商輔導中心 李中芬主任 
第三組(第三會議室)： 
國立屏東科大職涯發展處

蔡展維處長 

15:00-15:20 茶敘 

15:20-16:10 
【職輔咖啡館-
亮點篇】 

分組報告 由各組推派分享人 

16:10-16: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遠東科技大學王校長元仁 

16:40 賦歸、回收問卷調查 

註 1：【職輔咖啡館-互動篇】採世界咖啡館型式豐富討論程度，進行方式： 

(1) 分為三大組 
(2) 每一大組皆要討論 3 個議題 
(3) 每一大組內再分為幾個小組，每小組大約 8 人並有桌長 (引言人為其中一桌桌長，其

他桌由小組推派) 
(4) 採世界咖啡館方式，組員換桌與不同人員交流 
(5) 最後各組推派分享人於【職輔咖啡館-亮點篇】報告 

註 2：由主辦機關與承辦學校將與會人員於會前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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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會場交通資訊 

報到當天（106年8月23日）備有接駁專車 

 搭乘高鐵者，請在臺南高鐵站2號出口處集合轉搭接駁車，由遠東科技大學同

仁接待上車，上午8時50分準時開車，逾時不候。 

 搭乘火車者，請在新市火車站集合轉搭接駁車，由遠東科技大學同仁接待上

車，上午9時10分準時開車，逾時不候。 

(一) 遠東科技大學位置圖(含交通路線圖)與校區配置圖 

經度：120.294153 緯度：23.06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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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大校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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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走馬瀨農場位置與交通路線圖 
 
地址：台南市大內區二溪里唭子瓦 60 號 

 
 
自行開車交通資訊： 
 國道南下： 

 國道 1 號：299K 下營系統交流道往玉井方向→ 台 84【東西】快速道路 → 過走馬瀨隧道  38K
前右轉 → 走馬瀨農場。 

 國道 3 號：334K 官田玉井系統交流道 → 台 84【東西】快速公路往玉井 → 過走馬瀨隧道

38K 處右轉→走馬瀨農場。 
 國道北上： 

 國道 1 號：315k 台南系統交流道 → 右轉接 8 號國道【往東】至新化系統交流道轉二高北上  →
至 336K 官田玉井系統交流道轉 台 84【東西】快速道路→ 過走馬瀨隧道 38K 前右轉 → 走
馬瀨農場。 

 國道 3 號：北上至 336K 官田玉井系統交流道 → 台 84【東西】快速道路往玉井 → 過走馬

瀨隧道 38K 前  右轉 →走馬瀨農場。 
 台一線省道：308.5k 處 → 接台 84【東西】快速道路 → 過走馬瀨隧道 38K 前右轉 → 走馬瀨農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