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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現職: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系 副教授兼

學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CPAS 職涯顧問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所 博士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研究所 碩士經歷

 康福旅行社、雄獅旅行社、金箭旅行社，旅行業經驗約13年
 帶團次數超過百次
 實踐大學、遠東科大、樹德科大、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嘉義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旅遊諮詢顧問、旅遊教育訓練顧問
 嘉義市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顧問
 世欣旅行社 旅遊諮詢顧問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2013、2016、2017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

計暨國際觀摩賽 評審委員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系課程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炎帝神龍盃全國鼓陣錦標賽顧問
 高雄市觀光休閒旅遊發展協會領隊導遊輔導班特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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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年失業與策略

一、前言(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7)

行政院 經濟部 勞動部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18)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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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希望......

一、前言(2/5)

關鍵字 用數據看台灣 台灣就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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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3/5)

 學生職涯發展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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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職涯輔導單位

一、前言(4/5)

資料來源:青年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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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5/5)

 與學生之間的GAP

yes123求職網在2017年06月公布，畢業生職涯規劃調查結果

 在找工作時，新鮮人最主要的諮詢對象，不外是「父母親或

長輩」(70.3%)、「同學」(66.6%)，以及「學長姐」(44.8%)、

「學校老師」(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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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的意義
組織或機構間為了獲得功能的最大發展，在
社會分工與組織功能分化的趨勢下，勢必要
採取資源整合的方式，才可能完成任務。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1/11)

完整的資源網絡
資源整合應包含水平與垂直的連結以達到
分工合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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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的重要性
 資源整合就是系統論的思維方式
 就是要通過組織和協調，把企業內部彼此相

關但卻彼此分離的職能，把企業外部既參與
共同的使命又擁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合作伙伴
整合成一個服務的系統。

 取得加乘效果。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2/11)

團隊 系統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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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的內涵

整合

整合具有系統思考的概念，意謂使部分結
合起來，以成為一個整體。

強調各組成分子間的相互依賴關係，無法
各自獨立。

協調

協調意指一種過程，使得兩個或以上的組織，使用既有的
決策規則，或另創新規則，以應付共有的工作環境。

協調的特徵有三：一是強調共有工作環境的重要性；二是
強調聯合決策與行動；三是決策規則可能由參與者訂定，
或由第三者擬定。

協調的基礎有二：一是組織間志願性的交換，這是社會交
換論的觀點；二是協調的命令，這種命令可能是由外部強
加的法令或規範，也有可能是參與互動的機構所簽訂的正
式協定。

合作

合作與協調有些微差異之處，一般而言，協調比

合作更為正式化：協調常帶有契約式的同意性質

及形式，由相關的機構針對共同控制的資源，設

定一套彼此同意的分配標準；而合作則是指在缺

乏正式法規的情況下，機構之間所建立的非正式

互惠措施。

協同

協同與合作經常互用，兩者的意義也類似
，通常被定義為一種過程，係指為了達到
共同的目標，兩個或更多參與者一起共事
。在工作過程中，參與者會協助其他機構
達到同一目標，彼此交往有較密切的連繫
，保持有好的關係。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3/11)

合併

兩個原本分開的實體，被聯合成一個組織
，形成更大的實體，隸屬在同一管理部門
之下，此種不同單位的聯合稱為合併。

(Hvinde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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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資源應有的準備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4/11)

1

2

3

4

5

確認機構需求-所需的資源為何？

檢視現有人脈及機構所缺資源

和資源團體建立互動關係

掌握並準備機構基本資料

積極連結資源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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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資源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5/11)

校外 學校資源

行政

教學

政府

民間

學校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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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生涯金三角（Swain，1984）談資源整合
的運用

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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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7/11)

人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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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8/11)

事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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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9/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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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10/11)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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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資源的鏈結(11/11)

物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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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經濟策略大師麥奎斯

流動對愈來愈多人的職業生涯來說已經變成常

態，他們得接受連串的多方試煉，而不是只在

企業裡晉升。愈來愈多的移動是橫向的，創造

這些機會的組織本身可能都是短暫的。

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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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2/6)

個人觀念 學校優勢 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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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3/6)

個人觀念

□過去2年，我至少在5個組織內負責有意義的任務。

□過去2年，我是否學會有意義的新技巧？不論那種

技巧是否與工作有關。

□過去2年，我曾經進修實體或線上課程嗎？

□我可以想出至少10個能為自己帶來新機會的人嗎？

□我至少和2位專業圈或私人交友圈的人積極往來嗎

？

□我有足夠的資源暫停工作再學習、接受較少的薪資

、甚至做志工以接觸新機會嗎？

資料來源：《瞬時競爭策略：快經濟時代的新常態》



學校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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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4/6)



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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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5/6)

我有?我需要?

我有VS.他沒有

他有VS.我沒有

我有VS.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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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資源整合的藍海

價值創新
降低

降低成本要素的
績效低於產業標準

新價值
曲線

增加
創造產業從未提供
的新價值要素

提昇
提昇機能要素的
績效高於產業標準

去除
產業視為理所當然
的價值要素去除

資料來源:藍海策略，天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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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視野 拓寬格局 高度信念

盤點

四、資源的整合VS.學生之職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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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的整合VS.學生之職涯(2/2)

長遠視野

學會換位思考
善用資源配置
學會與不同的人交流

拓寬格局

高度信念 價值勝過價錢
拉力勝過推力
團體勝過個體

掌握趨勢
核心能力
數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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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1/9)

職涯輔導目標及執行

多元實作技能體驗

輔導產業專業證照

跨國學習與交流

博雅知能與服務

完善職能培力，
發揮學用合一

領航學生職涯發展
建置業界接軌設備與設
施
永續技職特色發展

落實永續發展
發揮產業共榮

建構職涯學習
儲備就業力

推動產業實務課程

深耕校外實習課程

多元跨領域學分學程

推動PBL問題

導向教學法

千人業師計畫

產學合作能量

教師實務專業增能

跨域實務教學
提升職輔知能

課程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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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2/9)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1.就業探索
（1）UCAN職業興趣探索
（2）經營學生同儕輔導社群
（3）『正修32 學堂』
（4）職場趨勢與出路分析
2.就業力養成
3.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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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3/9)

學生生涯發展輔導
“首創”單位BS10012 PIMS個人資訊管理認證

各系建立特色的「系輔導小棧」，打造無縫式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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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4/9)

扶助弱勢圓夢行動，發掘職涯亮點

有極重度聽障就讀正修餐飲科
二專的陳嘉智同學，儘管說話表
達有障礙，但她果雕及烘焙餅乾
的才能並沒有被埋沒。

她的夢想，烘焙出美味可口的
餅乾，並會帶著她的餅乾到醫院
與病童分享!這樣的善念，讓她
不僅實踐正念的回饋社會，亦在
烘焙業找到職涯方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Fb5Byp11

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dFb5Byp11Q&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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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5/9)

重視實務教學，發揮「學用合一」技職特
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大專就業學程計畫」 98-105學年度共計執行117個學程

推動31證照計畫 103學年度7,336張、104學年度8,987張、105學年度6,747張

「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 103-105學年度與10家企業共同培育4個專班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103-105學年度與10家企業共同培育4個專班

「技術士檢定場地」 校內現有14個職類、22個職級，其中有2個甲級檢定場地

98-106年辦理千人業師計畫 3,667位業師蒞校授課，共2,585家公司

100-106年業師協同教學 共1,777門課，聘請2,077家公司之業界專家2,434人次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03-105學年度與44家企業共同培育34個專班

落實競賽奪標培訓計畫 103-106年度國際競賽獲獎數129金115銀96銅及35面特別獎

積極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102學年度起大學日間部校外實習列為必修課程

深化「教師赴業界廣度研習、深度研習及深耕服務」計畫 105學年度赴業界研習計有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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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6/9)

推動藝術教育成果
本校以工科背景創校，將藝文教育當作學校發展重要一環，促使濃郁的校園藝

文風氣成為本校的特色。

（一）文化藝術融入通識教學

（1）表演藝術

（2）視覺藝術

（二）辦理藝術季活動

（1）人文藝術專題講座

（2）創意藝術活動，培育校園藝術種子

（3）校園街頭音樂會、草地星光音樂會

（三）開辦市民學苑藝術課程

（四）建構藝術史料、編輯藝術家音像、作品專輯

（五）導入以科技思維進行藝術文物修復，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的

修護單位，並列為國內藝術修護的二大重鎮。

（六）強化「藝術典藏管理銀行」儲藏環境品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

SflNsUEGU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flNsUEG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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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7/9)

五軸工具機複合製程應用開發，培
育產業聚落人才

透過本校東台加工技術與應
用中心、西門子CNC模擬軟
體訓練教室、NX軟體應用中
心、CAM/CAE/PDM技術應
用中心、MasterCAM切削應
用中心，以及精密量測中心
等資源整合，連結產業發展
，提升學習品質、並有效解
決業界就業力與優質人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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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8/9)

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於1999年成立，聘用員
工120人，是本校產學
合作中心的特色是實施
利潤中心制度。

 提供師生從事精準性較
高之環境及生物醫學研
究、人才培訓與建教合
作、就業輔導，同時協
助政府作戴奧辛排放檢
測及監督工作。

 全國第一個通過環保署排煙道
戴奧辛／呋喃等檢測之認證

 通過政府主管機關及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之認證

 認證檢驗項目包含環境檢驗、
食品檢驗、水中藥物檢驗及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所屬世界反
運動禁藥機構(WADA)管制之六
大類。



五、運用篇~推動的成果(9/9)

智慧型載具開發實驗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ZEjtOsYX-_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G607GMjR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jtOsYX-_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G607GMj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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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經常要面
對不同的抉擇，若能將資源做最
合理的運用並儘早規劃職涯，以
了解自己的志向，使其適才適所
去發展潛能，一定可幫助青年踏
出人生重要的一步。



感謝聆聽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