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年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校內跨單位合作類核定補助名單
(依學校代碼排列)

序號 區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1 北區 0025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研發處 臺北科大的工程學「援」補給站！

2 北區 0029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音樂學系
「聲動影 Ombre acoustique」 多元

跨域藝術之融合創作

3 北區 003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教經彩大專生涯輔導計畫

4 北區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多元職涯，開創職涯大未來

5 北區 1015 世新大學 社會心理系

世新大學職涯輔導計畫「團結力量

大：社心系與日文系專業職涯發展互

聯網計畫2.0」

6 北區 1017 實踐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一組 職涯培育暨全球實習深耕計畫

7 北區 1027 慈濟大學 護理學系
發掘優勢與提升實踐力的跨文化人才

培育

8 北區 1030 龍華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知己知彼：前進職涯藍海

9 北區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白色榮光：打造健康照護學生職涯優

勢計畫

10 北區 1282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馬偕職涯MIT培育計畫

11 中區 002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暨｣往開來之職涯發展: 運用OKR策略

將職涯輔導融入系所專業課程

12 中區 0023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動諮動諮多元生涯培力計畫

13 中區 0039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職向未來跨育導航計畫

14 中區 0043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你的夢想必須有點天賦」Empower

your life

15 中區 0050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職涯輔導「Go For Empowering」

16 中區 1001 東海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建構以智慧商務導向之職涯藍圖-科技

領航職涯輔導計畫

17 中區 1007 逢甲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及職能發展中心 就輔全視線─學生成就無界限

18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校友聯絡暨就業輔導室
扎根資訊人才職場力，數位經濟時代

任我行

19 中區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前進夢想的最後一哩路

20 中區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組 探索自我彩繪職涯夢想

21 中區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職涯起飛 接軌就業

22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職導人生新方向」-職涯輔導系列活

動

23 中區 1283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系所特色深耕暨職輔能量倍增計畫

(二)

24 南區 0013 國立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職芽培育---職涯發展與活動計畫

25 南區 0052 國立屏東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處 我的職涯劇本－跟著career探索趣

26 南區 0030 國立臺東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深耕職涯，展望新未來

27 南區 1014 義守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智慧科技創新職涯發展計畫

28 南區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找到亮點，作自己的燈塔

29 南區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優「職」力—職涯實踐計畫

30 南區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職涯馬賽克~打造「我」的品牌力

31 南區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就業輔導組 華醫耕田～播種職涯

32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認識自我突破恩賜  蓄勢待發展翅高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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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年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校內單一單位辦理類核定補助名單
(依學校代碼排列)

序號 區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1 北區 0020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L.O.V.E for Teaching 愛教書

2 北區 0044 國立體育大學 管理學院/休閒產業經營系 新媒體數位策展與職涯數位敘事

3 北區 0051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創新經營學院 職場素養提升-用行動創造改變

4 北區 0051 國立臺北商業大學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藝術與設計跨人才培力就業計畫

5 北區 1002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織品服裝專業養成職涯培育計畫

6 北區 1016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略行銷學系
廣告行銷三創培育計畫-創新、創意與

創造力

7 北區 1021 真理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多元企管職涯輔導計畫

8 北區 1027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熱血「社工」新鮮「試」--社工系學

生就業力提升方案

9 北區 1030 龍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Go up 多元職涯競爭力

10 北區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資訊應用服務職場銜接計畫

11 北區 1030 龍華科技大學 應外系 在地訓練全球就業

12 北區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觀光餐旅學院 109年烘焙廚藝職涯發展計畫

13 北區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建築系 綠能建築設計人才培育

14 北區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文創與數位多媒體系 文化內容與科技創新

15 北區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職涯發展與綠色經濟之微創職能輔導

計畫

16 北區 1071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妝、模、作、樣：提升職場優質競爭

力

17 北區 1078 致理科技大學 國際貿易系 深化跨領域職能、開創斜槓思維

18 北區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不動產經營系
多元創新與地方創生概念融入職涯知

能與發展課程之探討

19 北區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餐旅系
加速台灣產業升級職涯知能與發展課

程紮根學習策略探究

20 北區 1183 黎明技術學院 服飾設計系
獨衣無二，打造專屬於自己的職涯規

劃

21 北區 1195 馬偕醫學院 聽力暨語言治療學系
聽語專業職涯發展面面觀－從探索到

實作

22 中區 0043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IM PLUS(+)職涯實驗室

23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
邁開管理金融財務成就的首步-財務金

融專業學生職輔計畫

24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
地方創生的永續家園—都市生態規劃

與綠照顧人才培育計畫

25 中區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人生不設限~物治創業夢實現！

26 中區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醫療暨健康產業管理系 醫管職涯領航向前行

27 中區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醫技系 醫學檢驗暨健康產業職涯輔導計畫

28 中區 1048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職涯知能與發展

29 中區 1048 亞洲大學 數位媒體設計學系 Prepare my future-細數媒力未來

30 中區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理系 護理之初心、使命與展望

31 中區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 勇敢創新突破，創造未來好企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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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中區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商學與管理學院 提升金融數位力職能職涯輔導計畫

34 中區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探索自我～發現教保職涯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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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年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校內單一單位辦理類核定補助名單
(依學校代碼排列)

序號 區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35 中區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助人工作的第一步－社工自我探索與

職涯發展計畫

36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系
享受挑戰 . 跨域智慧商業 . 職涯夢

想不設限

37 中區 1283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健康美容觀光科
健康美容觀光科109年度強化職涯規畫

輔導計畫

38 中區 1283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醫事檢驗科
醫事檢驗健康產業創新人才職涯輔導

計畫

39 南區 0005 國立成功大學 心理學系 心理學家的職涯發展與社會行動

40 南區 0005 國立成功大學 國企所 109學年度職涯飛揚計畫

41 南區 0013 國立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成是」設計

42 南區 0047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理系
貨到你家---全方位貨運物流人才職涯

輔導計畫

43 南區 0052 國立屏東大學 會計學系 快意記趣-會計職涯面面觀

44 南區 0052 國立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職涯進路準備—個人工作室、招生教

室與觀光工廠之陶藝職涯三進路的從

業技能儲備計畫

45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民族音樂學系 開啟生命的下一個樂章

46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社工職涯自我探索及奠基築夢計畫

47 南區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理系 打造休閒產業職涯藍圖

48 南區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EE職涯的優勢輔導

49 南區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人生一級玩家-職涯軟實力升級計畫

50 南區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理系
遠大「璞玉渾金-餐管展翼」職涯引航

計畫

51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長期照護系 從新手到專家-「照」助未來

52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幼保增能，產業蹲點

53 南區 1293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護理系 職涯輔導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年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原住民族學生需求類核定補助名單
(依學校代碼排列)

序號 區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1 北區 0020 國立東華大學 語傳系
原住民族影視產業職涯培育計

畫

2 北區 0025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原青「職」感生活

3 北區 0031 國立宜蘭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以部落為師-原住民族產業職涯

探索行動

4 北區 1002 輔仁大學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往職前~預備企!

5 北區 1017 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一

組 

推動原住民族學生職場培訓計

畫-原民時尚.技藝傳承.培育原

住民族藝術人才

6 北區 1021 真理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經驗原鄉x探索未來

7 北區 1030 龍華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原力重現 解FUN尖石

8 北區 1077 慈濟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鄉部落健康守護天使儲

「職」計畫

9 北區 1168 南亞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原住民旅遊經紀人-原鄉遊程企

劃經營模擬習作營

10 中區 002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原青職覺細胞

11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人社院 培力增能原夢飛翔

12 中區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青村原漾--職感生活心體驗

13 中區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創價職

14 中區 1048 亞洲大學 學務處生輔組-原資中心 原源相扣，職涯探索系列活動

15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原YOUNG青春GO」-職涯輔導

系列活動

16 南區 0005 國立成功大學
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
原職原位

17 南區 0030 國立臺東大學
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

心

原住民族學生職涯講座及傳統

技藝工作坊計畫

18 南區 0036 國立臺南大學 校友服務中心就業輔導組 原住民職涯能力滿點

19 南區 0052 國立屏東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力啟航，為原發光

20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創薪價職，原夢飛young

21 南區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創薪世界，原YOUNG好發展

22 南區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青年部落共學營

23 南區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遠大原住民族學生「鵬路翱翔-

職涯引航」計畫

24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原資中心 原夢∙啟航∙翻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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