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財務金融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3   月   1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3  月   9   日 舉辦時間 上午 9:00~11:00 

舉辦地點 H211 參加人數 70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以證券業為例 

名言錄 沒有個人成功，只有團隊的成功。使命必達。永保熱忱。 

活動內容 

一、電話開發要領： 
1.自我介紹：ＸＸＸ先生/小姐 您好，這裡是統一證券總公司，因為您有一陣

子沒下單了，公司指派我來與您聯繫，詢問是否有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2.邀請參加投資講座：目前公司有舉辦一系列＂股市贏家＂的投資講座活動，

10/13 邀請到謝金河先生，講解對於未來投資的策略與看法，另外這個活動準

備有筆電、小摺(小鐵馬)、ipod 等百項精美好禮等您來參加抽獎 
3.藉由報名 詢問、核對個人資料，如姓名、手機、email、通訊地址 
4.目前有無承做股票：詢問目前下單方式、下單券商，提供個股推薦訊息(券商

服務表，用程式篩選出來漲勢強烈的股票，最近三個月的績效都滿不錯的) 
5.留個人聯絡電話給客戶 
二、了解客戶需求 
客戶到底需要什麼? 你是真的知道嗎?包含手續費用、投資商品和投資報酬。 
三、信念 
打不死蟑螂、使命必達、專心一致、永保熱忱。 
是你放棄客戶，還是客戶放棄你。 
四、吉祥物 
四變成柿、不好的數字，變成吉祥話、只要轉念，都是可以做到。     



執行方式及成效 

1.蕭協理介紹證券業揮灑自我的方法，進入證券業之基本門檻需通過證券專業

證照，建議同學在校能多多培育就業之專業能力。 
2.建議學生發展自我的優勢，凸顯履歷表個人的特色並訓練表達能力，以在面

試中有很好的表現。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職涯聯合財務金融系舉辦職涯講座活動，使參加學生們

掌握進入職場的要領。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09 日 
學慧樓 H211 

講題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 

~以證券業為例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統一綜合證券新營分公司 

蕭博銘協理 

 

蕭博銘協理與張瑞真老師合影 蕭協理分享他的求學經驗 

蕭協理分享他的業務開拓經驗 蕭協理分享他的行銷經驗 

蕭協理分享行銷個案 學生專心聽講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3 月 1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12  日 舉辦時間 10:10-12: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202 參加人數 77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工作責任及紀律 

講座名稱 社工人生之初出茅廬 

名言錄 
1. 當一個有溫度的人，助人是沒有分等級的。 
2. 社工這個角色也是在幫助我們和過去和好。 
3. 社工不單只是一個角色，也可以是演員、老師、朋友。 

活動內容 

    透過講座可以了解到，學姊在就學期間與初入社會後想法的差異，面對自

己的優劣勢，應該如何運用或克服。並藉由此次的講座，讓我們更加了解到各

領域中的辛酸血淚，如何能成為一位好社工，社工應該具備何種能力，在職場

上應如何生存……等等。 
    記得學姊在講座中分享到，社工是一個與人接觸的行業，在與案主對話的

過程，要記的轉化成他們的語言，不要讓對方感到有距離感，因為一旦有了距

離感，社工與案主就不會有甚麼結果，很可能每一次的談話都是無功的。而在

工作職場上，多聽多做，團隊的溝通都很重要，很多活動、講座、課程都不會

是單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如沒有良好的團隊互動，自己一個人會很累的!! 

執行方式及成效 
   邀請畢業的學姊回來與同學分享工作經驗，及對社工這一份工作的體悟。

藉由此次的講座，讓許多同學更了解家暴這個領域中會遇到那些事情，應如何

解決……等等。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在場地安排的部分需要再做改進，因報名人數多導致簽到退時大家都擠在一

起，有稍稍拖到講座的進行。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3 月 12 日 
學慧樓 H202 

講題 社工人生之初出茅廬 

承辦單位 產職處、生死學系 講師 史昀宣 

老師頒發感謝狀 老師致詞 

講師分享他對社工的看法 講師分享他對社工的體悟 

老師主持座談會 學姊回答同學問題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外國語文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3 月  1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16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H242 參加人數 35 

講座類別 108 學年度第二學期「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對應職能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學習表演 

名言錄 
1. 走位很重要，千萬不可以有任何缺失。 
2. 演員的職責很簡單，背好台詞，背好走位，盡好自己的全力演戲。 
3. 行政的工作很繁瑣，凡事都必須確定好，事前準備必須滴水不漏。 

活動內容 

講師第一節課讓大家拉筋，並且做一些暖身活動，第二節講師訴說舞台的基本

名詞、公演的各個職位需要有的基本工作，以及講解舞台演員走位的重要性、

導演的職責是什麼、音控燈光師需要注意些什麼，演員應該盡好自己的本分（比

如背好自己負責的台詞、融入情緒全力演出等）、行政組的幕後工作講解（包

含經費統籌、宣傳單，宣傳海報、節目單、以及公關相關工作等），還有道具

組需要動用越多人力越好的觀念，以及舞台監督者在記錄演員走位還有道具放

置位置時，千萬不能出差錯等等，講師講得非常詳細，很謝謝她讓很多同學知

道幕後的工作到底包含了些什麼。 

執行方式及成效 
講師有讓同學們做一個劇場式的小演出，很有趣，並且她會對比較不知道怎麼

演的同學先示範一次可以怎麼演，再請那個同學演一次，效果很棒，感覺大家

到後面都比較放的開在演戲。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時間控管上應該要做好。同學的遲到以及吵鬧有點延到講師的講課時間，事後

檢討時有特別提出來讓大家知道。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3 月 16 日 
學慧樓 H242 

講題 Language Art and Performance
— Guest Presentation 

承辦單位 產職處/外國語文學系 講師 謝孟心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 認識節奏與速度 

講師講解舞台劇各職位基本工作 小遊戲_臨時小劇場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就業力職能培育跨領域學分學程」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資訊管理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3 月 19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19 日 舉辦時間 13:10~15:0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S104 參加人數 35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資訊科技應用 

講座名稱 資管人的未來 

名言錄 

1.五管：產、銷、人、發、財 
2.系統：I →C →O 
         ↘ P↙ 

3.開源碼系統 

活動內容 

本活動邀請康揚股份有限公司經理蒞校演說，由科技學院洪銘建院長簡述演講

人之經歷開場，進入主題「資管人的未來」漫談資訊人才的價值、企業的資訊

系統需求、資訊人才的專業價值、產業資訊技術應用的現況等。 
談論內容包括： 
1.資訊資源投資效益 
2.資訊人員的(經濟生產力)價值? 
3.勞動力取代的效益: 製造業正面, 服務業負面？ 
4.衡量 IT 生產力低下？ 
IT 投資的潛力在，了解真正在實施企業的變革、非只是技術通過 IT 導入，提

供溝通+整合實現變更。 
IT 支援企業資訊處理的架構, 涵蓋： 
基礎架構：內部網路架構,外部連線,終端設備，伺服主機/系統。 
軟體系統：各種作業目標的應用系統、及相互溝通網路協定。 
 
企業運算的要求: 系統/資料的穩定可靠 - 完整、可用、機密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資訊是現代社會的＂氧氣＂,它由牆壁之間滲透, 由銅線內升起, 經由電場的 
邊界飄出-- 雷根 美國 40th 總統一組相關聯的零組件協同的運作來產生，配送

與使用資訊的產品與服務。 
 
顧客關係管理系統(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協助銷售模式轉換的作業：(可用、完整-延伸) 
– 由「公司主導」「推」(Push)的模式-> 轉變為「由顧客需求主導」的「拉」

(Pull)模式銷售服務。 
– 系統設計與推動目標：達到顧客滿意為導向的資訊流程處理。 

執行方式及成效 
以演講的方式進行資管管理人才培育所認知的相關知識領域，讓學生對於該領

域所具備的能力建立基礎。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該活動應使用卡片簽到方式進行，避免簽到處壅擠。 

 



108-2 學年度「就業力職能培育跨領域學分學程」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19 日 
學海堂 S104 

講題 資管人的未來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康揚股份有限公司經理 

邱垂鎮 

由科技學院洪銘建院長介紹主講人 主講人邱垂鎮開場 

 

講師與同學進行問與答 演講結束主講人與院長分享交流 

  

講師分享該網站，請同學搜尋 本次活動優秀的工讀生幫忙 



109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填報日期   109  年   3  月  20  日 

舉辦日期 109 年   3  月   19  日 舉辦時間 16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 

舉辦地點 學慧樓 H203 參加人數 54 

講座類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一、持續學習 
二、人際互動 

講座名稱 美感創新創作 

名言錄 
一、美感，來自於生活 
二、靈感，來自於天馬行空 
三、完美等於美感加靈感 

活動內容 

這是演講很榮幸能夠邀請到什物工作坊的店長來為我們進行演講，育霖老師利

用幽默的方式講了很多他一路是怎麼走來，然後才變成今天的他。在過程中，

同學也有提到許多關鍵字，例如「靈感」，育霖老師就會反問同學靈感是什麼，

許多同學都說就是突然知道要做什麼了，老師也說靈感不是突然就來，靈感是

慢慢累積的，等到累積的夠多了，靈感自然會找上門，相反的，如果前面什麼

事都不做、不嘗試，靈感絕不會出現在你面前。老師也教同學如何快速從腦中

取得素材來做出一件作品，讓大家不會再為一件作品而想破頭。 

 

執行方式及成效 

藉由邀請什物工作坊的店長來為我們進行演講，透過創意思考、創意發想來讓

大家快速找出自己想要做出什麼作品。在演講結束後，我們收回的回饋單反應

非常好，大家都覺得老師上課模式相當有趣且受益良多。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由於創意課程所花的時間會比較多，所以希望未來能夠加長時間，來讓同學們

吸收到更多他們想要的知識。 

 



108-2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年 03月 19日 

學慧樓 H203 
講題 美感創新創作 

承辦單位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講師 什物 A Kind of Café 店長 

陳育霖 

  
講師分享創作經驗 1 講師分享創作經驗 2 

  
腦力激盪時間 1 腦力激盪時間 2 

  
同學創意思考手做 1 同學創意思考手做 2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生死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3   月   24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3   月  23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124 參加人數 51 

講座類別 專家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就業力職能培育跨領域學分學程-生死系-殯葬消費爭議實務案例分享 

名言錄 
去吃吃到飽等於你同意他的定型化契約。 

學習法律不是為了要打贏官司 ，是為了保護自己。 

消保法除了是保護消費者的權益也是在保護經營者的權利。 

活動內容 

 
講師詳細的講解契約設計的目的及功用，學習法律不是為了要打贏官司，

是為了保護自己，而消保法除了保護消費者的權益外，同時也是在保護經營者

的權利，因此在訂定契約時，一定要講明清楚，尤其時常被忽略的日期，一定

要再三確認，避免日後所產生糾紛，即便是口頭協議也算是訂定契約的一種方

式；並分享實際生活經驗來增添學生印象和理解，餐廳張貼的吃到飽也算是種

定型化契約，而你的行動就代表你默認了。同時教育學生守法及防受騙的觀

念，民間有些不肖業者勸說投資，應了解目前全台灣的納骨塔數量供應量大於

需求量。也因應學生科系，特別講解了殯葬領域的生前契約內容，比較三份契

約；現貨件、家用型、自用型，分別的目的和差異性，利於實務應用及專業提

升。 
 
同學回饋內容 :  
 
1. 老師舉的例子能夠讓我更了解為何契約內容會這樣設計，以及我們在以後

遇到要如何去注意提防，懂得保護自己與消費者才是好的從業人員。 

2. 我認為去了解這些事件，有助於消費者了解自己的權利，也讓殯葬業者知



道法律，避免自己犯法，我覺得這非常重要。用實際例子來解說讓人很容

易明白，至少也知道一些違規後的懲罰，讓自己深思。 

3. 印象最深刻的例子是去吃到飽餐廳吃飯時，餐廳有立個規則說如果拿太多

食物而沒有吃完要加收清潔費 100 元，再加上服務人員也有再和客人說過

一次並詢問是否有問題，那我覺得這個契約是很合理的成立了。 

4. 講師對於殯葬契約了解的很透徹，再加上他本身是消保官，所以可信度是

沒問題的，讓我覺得最有用的地方，在他講述殯葬契約怎樣寫是違法的與

怎樣寫才是合法的，都講得非常明白，我也收獲良多。 

 

5. 講師提供很多案例給我們參考，包含一些常見的糾紛，還有把三種生前契

約的形式一一做講解，這部分我覺得很不錯，最有印象的一點是如果契約

內容少了某樣會不會有影響，答案是如果遇到問題會透過政府規定的契約

內容來尋找可行的條約放進去，還有講師口條不錯。 

執行方式及成效 借用 H124 場地，在系上宣傳以及製作海報宣傳，活動最後填寫回饋單。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簽到處可以安排明確的引導，以免出現壅擠而耽誤演講時間。 

 

 

← 回饋表單 Excel 總表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23 日 
學慧樓 H124 

講題 殯葬消費爭議實務案例分享 

承辦單位 生死學系 講師 謝明謙 

活動大合照 1 活動大合照 2 

講師講解生前契約的三種類型 講師提醒學生落實守法及預防受騙 

講師以契約內容分享實例 講師講述契約內容 

 



109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建築與景觀系 

填報日期   109  年  3  月  25 日 

舉辦日期 109 年   3  月  24   日 舉辦時間 16:00-18:00 

舉辦地點 Z401、Z404、Z402 參加人數 133 

講座類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解決問題 

講座名稱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是最美 

名言錄 

1.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是最美 

2. 成績不是一切，態度決定你是誰 

3. 活出自我，脫離取悅別人的生活 

活動內容 

    講者認為剛開始成績差一點不是很嚴重的事情，態度決定一定，只要從現

在開始改變學習態度，從新認識自己，努力學習，以後一定會看到成果。要相

信自己，敢於接受挑戰，挑戰能力，挑戰人生。突破自己的設限之後，會發現

做設計的發展也變得寬廣。 

    講者之後分享自己在建築師事務所和建管科的心路歷程，以及旅行的經

驗。會後講者請同學分享自己的心得，有同學分享:從自我的認識引導我們去了

解自己，覺得求知、求職的態度很重要，也為我們講解做設計的小竅門，提點

我們相信自己的潛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發揮的地方，還跟我們分享事務所的事

情，能幫助我們更了解事務所的概況，將來實習的時候能更快適應環境。 

執行方式及成效 

本活動邀請 97 及系友來與學弟妹分享自己職涯的心路歷程，活動中講者分享

很多自己常用來鼓勵自己的佳句，激勵自己突破現狀，也鼓勵學弟妹勇於嘗

試，挑戰人生。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未來在活動時間的分配上可以規劃更長演講者與學生 Q&A 的互動時間。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24 日 
成均館 C105 

講題 接受自己的不完美，才是最美 

承辦單位 建景系 講師 賴沛汶 

 

副主任頒發感謝狀 魏光莒老師介紹演講者 

  

講師分享職場經驗 講師分享他的座右銘 

  

學生專心聽講-Z401 場地 學生專心聽講-Z402 場地(因防疫措施分散場地)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幼兒教育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3  月  27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25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317 參加人數 42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問題解決、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名言錄 
1. 要享受生活，就看你犧牲多少時間。 
2. 我身價九位數。 
3. 如果你投資時，一直擔心股票會不會大跌，那就不要投資了。 

活動內容 

講師以自身的經歷，用聊天的方式與我們分享成功的祕訣，想成為身價九位數

的人，所做出的努力有多少，犧牲多長的時間，你的成果相對應就有多少。講

師本身是幼兒園園長，也精通補教界及珠心算，講師先與我們介紹了幼兒園的

職位有哪些及需要具備的條件，並分享了自己成為幼兒園園長的經歷，果不其

然，有想法並努力去執行的人就會成功；講師還分享了一個祕訣─投資自己，

我覺得這是講師之所以會如此成功的原因，講師讓自己涉及各方面的能力，並

精益求精，做到最好；講師還教了我們投資理財的概念，與其整天擔心錢是否

會不見，不如有多餘的錢才拿去做投資。講師讓我們了解，想要有什麼樣的人

生，自己就該多努力，不管從事哪種行業，把份內的事做到最好，並多方面發

展，有空做做投資，自己的人生靠自己努力，成為一個讓別人也能羨慕的人。

執行方式及成效 
1. 讓自己學習多方面技能─獲得各領域專業執照 
2. 適時做投資─投資變成自己一部份收入 
3. 朝自己專業領域努力─讓自己變成領域中最專業的人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 參加完講座得到的回饋太多，希望能多多來演講。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3 月 25 日 
學慧樓 H317 

講題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承辦單位 幼教系 講師 周進興 童話世界幼兒園園長 

  

參與講座人員簽到 幼教系主任介紹講者 

  

講師分享求學經驗 講師分享求學及工作經驗 

  

有獎徵答活動 講師與台下學生互動 

 



108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填報日期   109  年   02   月  22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26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雲水居 B244 參加人數 98 

講座類別 專家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問題解決、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讓世界都看見之國際影展旅程分享 

名言錄 
「練拳不練功，最後一場空。」 

「夢想不應被鼓勵，而是由自身發起。」 

「想要試著眺望星空，只要遠離舒適的家。」 

活動內容 

  講師在一開始向我們分享，他因一部「替生」獲得國際許多獎項，也因

此有機會拜訪世界各國，也曾受邀至 TED 演講。 

  認為夢想不應該被教導被傳授甚至被鼓勵，而是由自身發起，就像是喝水

般一樣的本能。我們不應該因為夢想遭受阻撓、嘲笑而對此灰心喪志，甚至放

棄它。他在大學期間對拍片起了濃厚的興趣，畢業之後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熱

愛，繼續不斷的拍片，在這期間也投稿了比賽，當時不抱甚麼希望的他，卻意

外得了冠軍，之後拿著比賽獎金到日本遊覽，參加了日本 NHK 所主辦的比賽，

落榜的他卻意外收到 NHK 社長的親筆信，因此受到極大的鼓勵。 

  他開始建立個人工作室，起初十分辛苦，曾一度靠著吐司撐過三餐。有次

因緣際會下，有一個電視廣告的機會，講師緊緊的把握住了這次的大好機會，

從企劃書開始都是從零學起。又一次地把握住了機會成功得到這支電視廣告，

從此開啟了廣告導演的生涯。 

  而當講師正式成為廣告導演，隨著時間過去，也感受到了現實與想像的不



同，決定毅然辭職。 

  有次到家裡附近買麵，意外接了麵店室內設計的案子。也在某次因緣際會

下接到了電影分鏡的案子。講師一次次地把握住了機會，也朝著自己所盼的路

前行，一直努力著。 

  講師告訴我們，假設夢想是大海，我們是在山上的水滴，要到達夢想只有

往下不斷地流，途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跟挫折，但如果繼續堅持，突破各種

困境，總有一天一定會到達大海。 

  許多人的夢想會被歧視、被笑話，但要記得一件事，否定我們的人只是出

一張嘴，嘴巴永遠長在別人身上，但是人生是自己的。待在家裡想要看星星，

唯有走出自己的舒適圈，離開溫暖的客廳，勇於突破自我，走向遙遠的大草原，

才能眺望美麗的星空。 

執行方式及成效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08-2 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年 3 月 26 日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講題 讓世界都看見之國際影展旅程

分享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洪馬克 

 
 

  副校長隆重的介紹講師 副校長頒發感謝狀給講師 

  

講師認真的分享故事 講師與台下的同學做互動 

  
講師引導學生進行互動 講師分享演講心路歷程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3  月  2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3  月  26  日 舉辦時間 13 點至 15 點 

舉辦地點 學海堂 241 教室 參加人數 35 

講座類別 公職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公職考試 

講座名稱 考公職?那你一定不能錯過這幾項重要的事! 

名言錄 

1.大學裡除了刑法以外，任何錯誤都是可以犯的，任何機會都不要放棄，拿出

野心去做任何事，伸手努力的抓，拿到了就是自己的。 
2.慾望無限，薪水有限，從「薪」出發。 
3.題目背了就忘，忘了再背，想方法找口訣。 
4.事情在不犯法的情況下，試了才知道，不要沒嘗試過就說沒機會。 

活動內容 

此次活動邀請樹林山佳派出所張育齊警員來對學生做公職考試過程歷練以及

分享，在面對公職考試的過程要如何尋找資源，並且了解自己適合哪一方便的

應考區塊。除了項目挑選外，也分享如何在準備考試之餘調適身心，希望大家

在考試面對壓力時找一些能夠修正能量釋放壓力的娛樂，比如旅行以及運動。

在校期間也能試著報考公職考試試水溫，多參與學校舉辦的相關證照考試，可

以增強未來的競爭基礎，保持積極學習並學會自己去尋找資源。在對公職考試

以及外來規劃上可以擬訂短、中、長程的計畫並且確實執行，透過與學生互動

問答的方式，能理解學生們在讀書甚至歸類考題時所遇到的盲點，弄懂摘要整

理，較能理解考試方向。 

執行方式 
透過講師的自身經歷來跟學生們分享讓整體演講更貼近於現實，學生們也更能

配合自身所處狀態去做對自己最有利的選擇。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需特別重複叮嚀學生到場時間，防疫期間提醒同學們能盡量配戴口罩，以及對

於有特別需求的學生另外安排座位，使其行動更方便。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26 日 
學海堂 S241 

講題 
考公職?那你一定不能錯過這幾

項重要的事!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講師 
山佳派出所警員 

張育齊 

講師介紹演講主題及方向 與同學互動理解學生對考公職的看法 

 

講師分享如何排解考試身心壓力 團隊合作與活動參與需保持積極正面 

講師與同學大合照 頒發感謝狀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應用社會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4 月 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3 月  30 日 舉辦時間 13：30~15：3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S106 參加人數 35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社工生涯甘苦談 

名言錄 
1. 兩造=雙方，一方兩方 
2. 保護令可撤銷 
3. 家系圖通常有比較特別的被畫出來，才會有人知道這個畫法 

活動內容 

講師妤芯一開始先介紹自己的經歷及工作單位的簡介，帶同學們認識雙福社會

福利慈善基金會的單位運作、工作概況及服務方案的內容，讓同學們對於單位

有更多的瞭解。接著並介紹有關於家庭暴力防治工作界定的服務範圍，像是家

庭暴力防治規範的對象有哪些、保護令的區別…等，透過圖解的方式以及講師

的說明，使得同學對於該規範及工作內容有進一步的釐清及瞭解。 
再者，更透過同學的發問、有獎徵答的方式、講師的講解及老師的補充說明，

得以讓同學們對於自身的疑問或是不解之處，又更瞭解一些。 

執行方式及成效 

先藉由講師的介紹及說明後，並適時的讓學生們發問，便可調整整個演講的步

調，也可以讓整個演講的內容更充實。並再以事先分好組別的小組們於整個演

講結束後透過各組的發問，一來可以解決學生的困惑，二來也能讓同學們對於

演講的內容更印象深刻。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講師從工作單位的介紹切入至服務的工作內容，並藉由同學的發問使得同學能

夠更了解服務內容。建議下次的講座時，可先請同學寫下對於該講座議題感興

趣或想問的問題，並將問題蒐集起來，待解說到某一部份時，可以針對這些問

題做講解，也可化解無人舉手發問或是不好意思發言的同學的困境。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3 月 30 日 
學海堂 S106 

講題 社工生涯甘苦談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顏妤芯 

老師介紹講師 講師介紹多樣的家系圖 

講師回答同學的問題 講師聆聽同學發問的問題 

老師協助講師補充說明 各組別討論準備發問問題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傳播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4  月  08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3  月  31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350 參加人數 77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講座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 

名言錄 
1. 堅持做好一件事，就可以吃一輩子。 
2. 要出人頭地，就要抓住社會的脈動，抓住絕大多數人的想法。 
3. 平時做別人不肯做的事情，當你在危機的時候，任何努力都會有回報的。 

活動內容 

為強化學生在影片製作的實力，傳播系張裕亮主任特邀資深導演梅長錕至大眾

媒體寫作(Ⅰ)課程，以《探索未來揮灑自我》為題進行講座，向學生分享拍攝

電影的經驗，梅長錕曾拍攝多部電影，其中最著名的是《報告班長》。 
梅長錕向同學強調，機會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機會，就要自己去創造機會，

就像同學現在有各種天馬行空的想法想要拍片，甚至帶著影片或企劃去參加各

種競賽，這時就十分需要貴人的提攜。 
梅長錕表示，他非常樂意協助參加《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講座的同學創造機會，

如果同學有任何作品都可以拿給他看看，他會針對不同型式的比賽給同學一些

較易獲獎的方向和意見。 

執行方式及成效 
聽了梅長錕導演精彩的拍片歷程及人生故事，同學在課堂中的反應相當熱烈，

且在 QA 時間也積極提問。另外，有部分學生和梅長錕另外約了時間討論。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同學反應熱烈，演講時間略微不足，可考慮增加時數。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3 月 30 日 
學海堂 S350 

講題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蒙太奇有限公司負責人梅長錕 

學生專心聽講 講師熱情演講 

講師分享他的人生經歷 講師分享他的觀影觀點 

院長與講師交流 學生積極提問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幼兒教育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4  月  1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4 月  15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317 參加人數 35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問題解決、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柳暗見花明─幼教人生涯規劃 

名言錄 
1. 甘願做牛，免驚無犁通拖。 
2. 勇氣擁抱陽光。 
3. L-I-G-H-T，點亮自己的心燈。 

活動內容 

講師主要講述的是初踏入社會會遇到的問題、該如何解決，以及如何轉換自己

的心態，能了解自己所擅長的領域很重要，找到自己的興趣，一步一步踏實的

向前走，不要想著一次就達成目標，多嘗試才會知道自己哪方面不足要加強，

失敗的經驗比成功的經驗要來的更可貴，要懂得自我認同，「接納」自我的不

足、「賞識」自身的優點，產生「整合」的自我，也不要害怕去嘗試，以初生

之犢的態度面對新挑戰，敢於去做才會有成功的機會。最重要的是做個快樂的

人，擁有快樂的心情，在面對任何事情都能順利處理完畢，當個快樂的人，隨

時充滿正能量，身邊的人也會被你感染，處在歡樂的氛圍做事情，壓力不容易

產生，做事情也會變順利，大家更有效率，成功自然離你而近。 

執行方式及成效 

1. 柳暗花明又一村─鼓足衝勁，踏出穩健的第一步 

2. 勇氣擁抱陽光─以積極有益的創意方式處理挫折 
3. L-I-G-H-T，點亮自己的心燈─Love 愛 Idea 構 Go 行動 Happy 快樂     

Tough 堅韌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 希望能與學生有更多互動。 
2. 可以努力帶動氣氛。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4 月 15 日 
學慧樓 H317 

講題 柳暗見花明－幼教人生涯規劃 

承辦單位 幼教系 講師 吳虹月 法源幼兒園園長 

  

參與講座人員簽到 參加人員認真聆聽 

  

講師分享自身工作經驗 講師分享工作經驗 

  

講師認真講座 講師分享人生經驗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傳播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4   月  16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4   月  16   日 舉辦時間       13:10~15:0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S519 參加人數 72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新媒體的眉角—導演創業經驗談 

名言錄 
創業的路斑駁艱辛，但人生視野將廣闊無際。 
培養手邊作品，將四年大學當成你的養分年。 
創意的運用，不過於死板，也不視死板為無物。 

活動內容 

張嘉智導演，首先介紹何為媒體—自媒體、新媒體、傳統媒體。後以時代邊遷

角度敘述產業隨時代結構性的轉變，巨觀地描繪出媒體業今昔對比，以及帶學

生深入了解，現今媒體之下有哪些出路？學生可以怎麼做？將一己經驗分享。

 
除產業認識外，運行講座互動，讓學生親自體驗「創業」，帶到創業的經驗甘苦

談，並培養學子行銷能力。創業者外，同時予建議，未來走入媒體業，新鮮人

該如何停看聽，注意面試細節，以及在學如何培養自己成為一個有能力的人。

執行方式及成效 課堂講座分享，運用電子簡報及互動問答方式，傳遞經驗。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活動進行順利，但防疫期間仍有同學未戴口罩入班，應加強校園宣導。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4 月 16 日 
學海堂 S519 

講題 
新媒體的眉角－導演創業經驗

談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裕愛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 

講座全體大合照 講師自我介紹 

講師介紹媒體業 講師分享他的創業經驗 

學生專心聽講 學生專心聽講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4 月  24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4  月  22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S401 參加人數 50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創意主題桌上遊戲設計 

名言錄 
1.沒有絕對的破壞性創新，只有模仿式的創新。 
2.分號代表著沒有結束，所以會不停持續的開發。 
3.The job to be down,幫誰解決什麼問題，不是賣產品，是賣需求。 

活動內容 

邀請了屏東科技大學的顏嘉宏教授來與我們分享，顏教授從他自行開發的桌上

遊戲為開端，說明為什麼選擇開發創新的緣由，用科普傳播生物的魅力，而顏

教授所選擇的方式就是進行產品的開發。老師分享了開發過程中所遇到的困

難，所需的能力，開發科學玩具並不如想像中的簡易，除了要將科學的知識製

作成道具、也要考慮到產品的市場，其中教授有提到 the job to be done ,要考慮

的不是將產品賣出，而是將產品賣給有所需要的人。教授分享了許多的分析

法，而這些分析也都是產品開發上非常重要的過程，老師也舉了許多的案例，

例如為了解決柬埔寨缺鐵但人民不想在烹煮食物的過程中丟入鐵塊，就將鐵塊

重新塑造成魚的模樣，因為魚在柬埔寨的代表著幸運，因此在開發或者創新的

過程中，也可以透過其他的文化、寓意等去創新，進一步解決問題。很多的興

趣例如繪畫、攝影等，都可以保留著，因為都有可能成為你做為創新的工具。

執行方式及成效 

顏教授帶來實際已經開發出來的科普桌上遊戲來到教室，讓學生除了可以在

PPT 上面看到老師設計出來的遊戲或產品外，也可以親眼親手看到及摸到，老

師在演講的過程中也用了許多貼近現在時事的東西及用詞，更加地貼近學生，

而學生在對講師的反應上也輕鬆貼近了許多，學生們也從演講的過程中學習到

了許多對於問題及事情上分析的方法與點子。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4 月 22 日 
學海堂 S401 

講題 創意主題桌上遊戲設計 

承辦單位 自然生物科技系 講師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科

技系顏嘉宏副教授 

主任頒發感謝狀 主任介紹講師 

講師介紹自我經歷 講師舉例創新產品改良 

講師講解自己的創業經歷 演講後與學生互動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管理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

學程 

填報日期   109  年   4   月   30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4  月   29   日 舉辦時間 14:00~16:00 

舉辦地點 南華大學學慧樓 H525 參加人數 35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創新能力與資訊科技應用 

講座名稱 智慧辨識在農工業的應用：從 AOI 到 AI 

名言錄 
1. 即使不被業界重視，我對於研究仍不離不棄。 
2. AI 是未來。 
3. 讓機器人教育向下扎根，未來必定更具發展性。 

活動內容 

此演講邀請雲林科大學電機工程系吳先晃特聘教授，演講題目為「智慧辨

識在農工業的應用: 從 AOI 到 AI」，讓學生了解自動化光學檢測(AOI，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及傳統人工檢測方式有何優缺點，如何讓檢測的

準確度及速度大為提升? AOI 的自動化檢測技術又能應用在哪呢！近年來 AOI
的自動化檢測技術已逐漸取代人工檢測方式，應用面從科技業到傳產業都可見

到其蹤跡。藉由此演講讓學生認識現今產業所利用甚麼儀器來維持產品品質。

本次活動報名人數 45 人，實際參加人數 35 人，於活動前發信提醒學生演

講事宜兩次。因疫情，本次演講要求學生務必戴口罩，並於簽到處設置量體溫

跟酒精消毒設備。場內進行坐位實名制，並採梅花座。活動後，學生簽退繳回

回饋單，並發給參與全程學生演講證明。 

執行方式及成效 
以簡報的方式呈現，與學生互動，另外有播放機氣操作過程的影片，讓學生更

加了解 AOI 與 AI 的運作過程。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教室設備需事先確認，避免有故障，讓活動進行得不順暢。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4 月 29 日 
學慧樓 H525 

講題 
智慧辨識在農工業的應用: 從

AOI 到 AI 

承辦單位 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講師 
國立雲林科大學電機工程系吳

先晃特聘教授 

講師演講 講師演講 

講師演講 講師演講 

團體照片 團體照片 

 



109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旅遊管理學系 

填報日期   109  年  7   月  2  日 

舉辦日期 109 年  4  月   29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H329 參加人數 64 

講座類別 專家職場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旅遊糾紛處理 

名言錄 

「回頭看已經做錯的事太浪費時間了，那讓我們無法往前走。」

--Hillary Rodham Clinton 希拉蕊 

卡內基：「能力會在批評中萎縮，而在讚賞下綻放花朵。」  

「每塊大理石都蘊含著一座美麗的雕像；只要我們將他積存的灰塵

清除掉，他就會顯現出來。」－亞里斯多德  

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邀請大山旅行社董事長林舜卿先生蒞校演講演講中談到今年新冠肺

炎（武漢肺炎）疫情打亂旅遊行程並影響各國觀光業，表示疫情爆發以來旅行

社跟旅客的旅遊糾紛已經是平常的 10 倍以上，預估爭議款項恐破新台幣百億

元。 

除此之外近年來，國人無論出國觀光或商務洽公，平均每年都正向成長，可見

旅遊品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為期旅遊市場的永續經營，在管理層面上就需要透過事前完整的遊程規

劃，以便將旅遊糾紛發生的原因減至最低。並透過旅遊糾紛個案研究讓同學了

解旅行業與旅客間雙方之權益、責任、糾紛發生的原因，以及正確的處理程序

與原則。 

另一方面也藉由個案將由「市場需求」、「服務態度」、「政府機制」、「證照問題」、

「意外與醫療照顧」及「危機處理程序」 六個面向來介紹。助於同學對於旅

遊業實務之更深入的瞭解與運用，活動中所談到的案例更適合欲加入旅行業從

業人員參考。 

 



執行方式及成效 

1. 讓同學瞭解，旅遊市場的國人消費習性和糾紛發生案例，及如何提高旅遊

業的素質，減少發生旅遊糾紛。 

2. 培養學生認識遊客對於旅遊行程的品質要求相當高，要多看、多聽、多感

受。 

3. 使學生對於旅遊糾紛是否發生和解決更加認識。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因疫情關係要求學生聆聽演講需量測體溫、及戴口罩進場，因此入場時間等待

較久，且其中有幾位未戴口罩無法入場，未來需再加強宣導。整體而言學生滿

意度良好，但普遍認為與講者交流時間太短，希望能延長交流或體驗時間。 

 



108-2 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年 4 月 29 日 
學慧樓 H329 

講題 旅遊糾紛處理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大山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林舜卿董事長 

  

講師分享他的旅遊糾紛實務經驗 講師分享他的旅遊糾紛實務經驗 

  

學生專心聽講 講師分享他的旅遊糾紛實務經驗 

  

講師分享他的旅遊糾紛實務經驗 學生專心聽講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民族音樂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4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4 日 舉辦時間 08:00~10:00 

舉辦地點 Z401 參加人數 55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創新能力、工作責任與紀律 

講座名稱 台灣樂器市場的現況 

名言錄 
1. 製作樂器的技巧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學來的，需要的是經驗及不斷的練習 
2. 買樂器的心態很重要，是需要認真思考過的 
3. 每個木頭都有它的屬性，就像每個人都有自己的優點一般，沒有所謂的好壞

活動內容 

本次講座旨在說明目前台灣樂器市場的現況，從兩岸開放前到開放後，再到現

今的網購時代。單志淵老師是台灣有名的製琴大師，製作的樂器包含古琴、二

胡、月琴等，曾以精湛的技術拿下中國樂器製作師年會優等獎。單志淵老師提

到，在兩岸開放以前，台灣的樂器大多就地取材，樂器市場通常以材料為主，

當時北部吹管樂器做得好、南部則是彈撥樂器。兩岸開放後，中國樂器進口到

台灣，開始出現許多廠商進口中國樂器，較具規模的有三大廠商：先進樂器、

長安樂器、百樂樂器。一直到現今的網購時代，購買樂器不是件難事，重要的

是買樂器的心態，是以價格為考量，還是音色、材料等等，都是需要用心去思

考的。 

執行方式及成效 
本次為「古琴與二胡的認識與音樂賞析」的課堂講座，亦開放給其他同學報名

參加，總報名人數共 81 位，實際到場共 55 位。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出席率稍差，可能因為報名時間與講座時間有些距離，導致多數後來報名的同

學未到場，建議之後於講座前一天寄發 email 提醒。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5 月 4 日 
中道樓 Z401105 

講題 台灣樂器市場的現況 

承辦單位 民音系 講師 單志淵 

馮智皓主任介紹今日講師 單志淵老師講解兩岸開放前的市場 

講師分享早期剛接觸樂器的過程 馮主任簡單介紹單志淵老師的經歷 

同學們專心聽講 同學們專心聽講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應用社會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12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5 日 舉辦時間 14：00-16：0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S102 參加人數 60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守護慢飛天使的天空-早療社工 

名言錄 

1. 每個人他都不一樣，要個別化 
2. 誰最了解孩子，是孩子自己本身 
3. 看到個案也要看到自己 
4. 不是你能力的問題，而是你還沒找到合適的方法 

活動內容 

講師-巧如，先進行自我介紹，讓同學們了解自己的工作背景及經歷。接著針對

「早期療育」這個工作領域做相關的介紹，讓同學對於服務對象、服務流程及

社工的角色、可能的相關資源…等有基本的認識。 
此外，也分享許多真實的實務相關例子及經驗和同學分享，像是碰到了那些令

人生氣、無奈的事情，當下又是如何解決緊急狀況，並如何秉持著自己心中的

理念持續的為這些孩子們提供資源，這些真實的實務經驗分享對於大一的同學

們來說是很珍貴的有能多了解早療社工可能會遇到的狀況。最後，透過問答的

方式讓同學發問，對於早療社工有進一步的認識。 

執行方式及成效 
先藉由講師的介紹及說明後並適時的讓學生們發問，藉此適時的調整整個演講

的步調，也可以讓整個演講的內容更充實。並於整個演講結束後透過同學自發

性的發問來解決學生的困惑，此外也能讓同學們對於演講的內容更印象深刻。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可於下次講座舉辦前，事先請同學寫下針對講座的議題，提出想問的問題或是

有想了解的部分，並將問題蒐集起來可提供給講師，可融入簡報當中針對這些

問題做講解；或是於演講當天進行回答、解釋，如此也可化解無人舉手發問或

是不好意思發言的同學的困境。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5 月 5 日 
學海堂 S102 

講題 守護慢飛天使的天空-早療社工

承辦單位 應用社會學系 講師 羅巧如 

  

講師自我介紹 介紹評估過程的各個面向 

講師分享實務工作中的例子 講師畫圖呈現向同學說明 

學生專心聽講 學生聆聽講師回答自己提問的問題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文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7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6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B03 地下室演藝廳 參加人數 76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問題解決、創新能力 

講座名稱 創造自己的價值 

名言錄 

1. 我用了 40 個年頭活成自己現在的樣子，卻只花了 90 分鐘分享了我的生命

故事 
2. 人生不是得到就是學到 
3. 願你能成為自己的太陽，照亮自己也溫暖了別人 

活動內容 

  以自身經歷帶起，從小表演慾極強，一直夢想進入演藝圈當明星，但沒有

管道，只好自己設定目標，思考可以怎麼去從中找到機會，便從民歌西餐廳開

始，努力學習自彈自唱，獲得工作的機會進而遇到伯樂，和于子育（琇琴）組

成「錦繡二重唱」，正要開始起飛的演藝事業，兩人卻遇恩師意外離世而被迫

停擺，這一停便是三年，青春在一次又一次地等待中流逝，最終還是決定堅持

下去，重新錄製專輯，由周華健、伍思凱等滾石大明星為兩人打造歌曲，在眾

多演藝圈前輩的帶領下，兩人逐漸被看見，也懂得反過來在當紅時提攜後輩。

演藝圈的迷人、辛苦、突如其來的各種變化、你的時間永遠不是你的時間⋯⋯
各種看起來不大合理仍有很讓人著迷的地方，但都是脫離不了努力、求新求

變、增加自我條件的價值，錦雯為同學帶來自彈自唱歌曲，鼓勵學生要勇敢逐

夢。「生命鐫刻成一朵燦爛的花，不一定繁華錦繡，也不一定卓爾不群，但求

歷經塵世浮沙，溫暖過寸土，也勇闖過磨難，把握足夠的美好，開的純淨自然！」

有同學感覺人生起了變化，也有人或許不是在現在，而是在未來的某一天，都

希望這兩小時的時間，能為同學生命帶來不同的風景。 



執行方式及成效 
用照片及簡報介紹進入演藝圈的過程，前期的不順遂、工作中的不穩定。演講

過程與台下互動良好，並利用現場的鋼琴，帶入第一次自彈自唱「我願意」，

也利用烏克麗麗演唱畢業歌曲「明天也要作伴」，最後以簡單的 QA 總結。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 講師臨時起意彈鋼琴，音控組即便注意前台情況，唯設備上燈光有不足的

地方（不確定是否燈本身就不會亮或故障）。 

2. 因防疫措施之故，人數上的控制有點困難。真的想來的人，因為額滿來不

了，報名的人又不出現。如有相同紀錄的人，未來建議可有不予錄取參加

的可能，避免出現太多空位。 

3. 部分同學素質差，不夠尊重講者。但須從自身品德教育做起，希望同學既

來參加應保有基本禮儀。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109.05.06 
講題 創造自己的價值 

活動地點 學慧樓 HB03 地下室演藝廳 

承辦單位 文學系 講師 黃錦雯 

活動簽到 代表校方頒發感謝狀 

講師分享演藝圈生涯 講師自彈自唱 

學生發問 大合照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文化創意事業管理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5   月   21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8    日 舉辦時間 09:30-11:30 

舉辦地點 H515 參加人數 35 人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持續學習、人際互動 

講座名稱 work hard work smart 

名言錄 人生不設限、摔倒了爬起來就好、經驗是由痛苦中粹取出來的。 

活動內容 

利用課堂講授的方式，邀請已經畢業校友沈玉君回來對學弟妹分享其在人生的

經歷與職涯中的經驗。 

他以人生不設限為主題，告訴同學自己的親身經歷，從一開始的畢業之後到銀

行工作，然後放下人人稱羨的鐵飯碗， 毅然而然的辭職，到國外打工遊學， 在

猪肉工廠切猪肉，到農場收成農產品，只為了一份自己的人生清單。  

她給學弟妹建議:每一個人都要有一份自己的人生清單，條列出自己人生想做

的事情，趁著年輕身體心理狀況都是最好的情況，去築夢踏實;隨著年紀的增

長，也要學習如何在自己的夢想、就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work hard and work 

smart，創造出精彩的人生。 

 

執行方式及成效 
以課程講授，進行經驗分享，學生也非常熱烈的提問問題，同學們表示收穫良

多。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有些同學姍姍來遲， 未來會要求同學準時來上課。 

 



108-2 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年 05 月 08 日 

學慧樓 H515 
講題 work hard work smart 

承辦單位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講師 
遠東商業銀行 專員 

沈玉君 

  

講師分享經驗 1 講師分享經驗 2 

  
認真聆聽的同學 1 認真聆聽的同學 2 

  
認真聆聽的同學 3 大合照 

 



108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8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8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中道樓 Z502 參加人數 45 人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能力 □工作責任及紀律 □資訊科技應用 

講座名稱 「藝術的行銷與設計」 

名言錄 

時尚到底算是什麼呢？是一種變化萬千傳遞理想的美？還是不斷修改的群眾意識規

則？人們透過跟隨或背離它而獲得某種愉悅感，或者是某種跟自我真實或虛假的展

示？即使像我們這些自認跟時尚毫無關係的平凡人，但在每個人衣櫥裡的衣服、包

包和鞋子都展現個人專屬的審美原則，並與龐大的時尚工業及其所製造出來的的美

感連接著。 

活動內容 

謝幸珊執行長透過四個單元 
1. 時尚與藝術碰撞 

從文化價值談起以時裝為例，時裝已經不僅僅是個日常穿搭的存在，更多的

是視覺藝術與表現藝術的存在，幾乎是個大型裝置藝術品。時裝與科技的應

用改變藝術的視野。原創性就是一切藝術的判斷標準。有一些衣服或配件的

設計，從概念、工藝到審美，都達到了如此高度的創新與突破，它們就達到

了藝術品的標準。 

2. 時尚 x 藝術圖像實務應用 
印花的技術，歷史非常悠久。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採用凸版印製陶紋，至

周代始用於印章、封泥，以至春秋戰國，印花已用於紡織物，到西漢時期已

有相當高的水平，湖南馬王堆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就是用三塊凸版套印再彩繪

結合的產物。隨著工藝發展，印花如今被越來越多的應用到服裝上，創新的

技術也越來越多。印花不僅使用方便，還能滿足現代服裝不斷發展的要求。

3. 時尚 x 藝術行銷實務 
時尚行銷類型分佈：實體展售、雲端展廳、國際商展、企業政府合作。 



4. 以自有品牌操作實務為例 

 
說明藝術如何透過設計行銷而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並以自己創設的設計

公司為例分享自己的經驗，提供同學找到自己的方向。 
 

執行方式及

成效 

1.講師使用簡報分享，從自身的經驗，分享對於藝術如何與行銷設計結合轉換為時

尚的商品，以自己經營的時尚服裝品牌為例，帶給同學不同的思維想像與啟發。 

2.學生提問，講師回覆。 

3.學生回饋心得: 

(1)對學藝術的未來有了方向。 

(2)我了解到滿多,有關設計的事,還有創業之類的。 

(3)認識了如何把繪畫實際運用在工作創作上。 

(4)很棒。 

(5)無。 

4.參與 45 人，問卷回收 36 份。 

5.多數表示對此演講感到滿意。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

施） 

1. 場地椅子不好坐。 

2. 時間的控制掌握需在調整，中間的休息時間過久。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5 月 08 日 
中道樓Z506(原 Z502改至Z506)

講題 藝術的行銷與設計 

承辦單位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講師 
翔珊時尚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謝幸珊 執行長 

演講情形 分享經驗 

學生專心聽講 謝幸珊執行長 

藝術的行銷與設計 一起合照 



109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填報日期   109  年   05 月  20 日 

舉辦日期 109 年  05 月 12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學海堂 S241 參加人數 35 

講座類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持續學習、工作職任及紀律 

講座名稱 職場中的逆境思考 

名言錄 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對任何事情都抱持樂觀且努力向上的決心、對自己的未來

做好規劃並且對自己要嚴格要求。 

活動內容 

於 2020 年 5 月 12 日邀請到在仲琦科技擔任專案經理的范林詠學長回南華大學

演講，演講的過程中提到許多對於在座的同學們非常有幫助的意見及回饋，有

些同學是即將畢業進入職場的，這場講座對他們來說意義非常的重大，在演講

過程中，同學們藉由學長的講解及分析讓他們可以更了解未來的職場即讓他們

可以在準備進入職場前打了一劑強心針，讓他們了解到職場的生態及文化，在

職場工作多年，學長也不藏私的將許多心得都分享給學弟妹聽，讓它們收穫良

多，也獲得許多不一樣的經驗。 

執行方式及成效 透過舉辦演講的方式讓許多同學了解到職場的生態文化。 
許多同學們聽了演講後對於職場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同學反應不錯，但因宣傳不足導致受益的同學有限，未來應多加以宣傳。 

 



108-2 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年 5 月 12 日 
學海堂 S241 講題 職場中的逆境思考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講師 仲琦科技專案經理 
范林詠 

  

講師與同學大合照 講師跟同學分享職場經驗 

  
講師提到工作上相關的趣事 同學們專心聽講 

  
老師介紹講師 老師提點同學演講重點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20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19 日 舉辦時間 13 :00 至 15:00 

舉辦地點 
藝術與設計學院 

設計工坊 
參加人數 43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 

講座名稱 進入就業市場前應如何充實室內設計的專業知能 

名言錄 做好準備就會有許多機會等著你 

活動內容 

    這次邀請的職涯講師是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碩士班畢業，目前任職於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設計部經理姚宗良講師，這次的演講提供了許

多進入就業市場前，本系的學生應該具備室內設計的專業知能建議，才能被市

場所接受。另外，講師也針對該公司位於大浦美工業區新建的觀光工廠外觀及

內部的空間設計作了一個詳細的展示及報告。這次的講演帶給同學全新的視

野，希望對同學未來四年室內設計的專業學習有一點提示及幫助，也非常感謝

南華大學產職處的協助及經費支持；讓這次的活動能順利辦理完成。 

執行方式及成效 

1.聯繫演講者排定時間，提出活動申請。 
2.活動審核通過，通知班級及演講者並詢問講演方式做好事前準備工作。 
3.設計並印製海報。準備領款收據、製作簽到簿、備妥調查問卷。 
4.借用單槍及筆電，進行佈置場地。 
5.簽領據核發演講費、同學簽到、過程拍照。 
6.撰寫成果表單、支出憑證核銷。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時間控制得宜，結束之後同學都有提問相關問題，這次的演講是成功的。 
2.安排有 A 類的 TA 協助拍照，保留了許多有意義的活動照片。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5 月 19 日 
藝術學院設計工坊 

講題 
進入就業市場前應如何充實室

內設計的專業知能 

承辦單位 產品與室內設計系 講師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設

計部經理姚宗良 

講師與任課老師合影 任課老師致詞歡迎講師蒞校 

講師分享他的求學經驗 講師分享公司的設計作品 

學生專心聽講情形 師生與講師合影留念 

 



109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民族音樂學系 

填報日期   109  年    6  月  21    日 

舉辦日期 109 年 5 月 26 日 舉辦時間 13:00-15:00 

舉辦地點 Z107 參加人數 38 

講座類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創新能力、資訊科技應用 

講座名稱 我的配樂留學與接案人生  

名言錄 
與製作方的溝通很重要、每個人都在經營自己這間公司、給自己一個十年的目

標 

活動內容 

這場活動邀請到最近在業界小有名氣的吳沛綾影視音樂作曲家，與我們分享她

如何跨領域，從台大大氣系的學習歷經玩音樂社團、與朋友合作創作音樂到後

來去紐約大學唸電影音樂研究所，然後近期的創業開公司所遇到的一切挑戰、

困惑還有伴隨的豐富的成果。每一件作品的背後都有一個很動人的故事，而這

些故事都給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在探尋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多參考，能夠因

使更堅信自己的興趣在哪，並且自信地走自己的道路。在講座中也看了許多影

像配樂、電玩配樂、廣告音樂作品，享受創作之餘，也大大開展了同學們的視

野。 

執行方式及成效 講者講述、經驗分享、作品聆聽＆觀看、問題發問、與講者互動。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這場講座很精彩、內容很豐富，但是在講座的推展上遇到一些問題，系上同學

的課都很滿，不容易排到講者與同學們都一致有空的時間，且沒有外系的同學

參加，有點可惜，下次會希望學校也能夠協助宣傳、相關系所可以一同前來參

與。 

 



108-2 學年度「探索未來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年 5 月 26 日 
成均館 C105 

講題 「探索未來揮灑自我」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有序音樂創辦人 吳沛綾 
 

  

講者分享創作靈感 講者分享留學經驗 

  

講師分享接案經驗 參與學生聽講 

  

講師分享創業經驗 講者回答學生疑問 



108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企業管理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06  月   08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05  月  27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H515 參加人數 35 

講座類別 校友職涯講座 

對應職能 持續學習、工作責任及紀律 

講座名稱 邁向一條叫成功的路 

名言錄 
1. 人生只有一條路不能改變，那就是通往成功的路 
2. 通往成功的路不只涉及工作。 

活動內容 

本次演講很榮幸邀請到企業管理學系博士班畢業校友張瑞炫先生回到母

校與同學分享經歷過的心歷路程。 
也與大家分享想要成功須面對很多不同的挑戰及遙遠的路，這條成功的路

不只涉及到工作，也跟成長過程、學習經驗、角色轉變與環境變化都有息息相

關，而在演講當中講師出了一個問題，問問現場的學生"成功”在你的生涯規劃

裡是不是需提早規畫面對呢?學生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而講師給了一個他個人

認為的答案，就是需先進行規劃與自我的期許，在加上要有突破困境的信心與

行動，才能走向成功的路。最後演講者也對學生說能夠找到自己的成功的一條

路，就是一件很幸福的事情。 

執行方式及成效 
利用演講與學生互動的方式進行本次活動，也於活動最後開放 Q&A 的方式，

讓對公職有興趣的同學發問問題。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 多多宣傳線上報名系統 
2. 參加人數太多需要好好控管候補人員動線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109 年 05 月 27 日 
學慧館 H515 

講題 邁向一條叫成功的路 

承辦單位 產職處 講師 中華電信處長張瑞炫 

講師分享就職經驗 講師分享就職經驗 

講師分享他的求學經驗 講師分享就職經驗 

學生專心聽講 學生專心聽講 

 



109 年度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計畫名稱 「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主辦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職涯及校友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文學系 

填報日期   109  年   5   月   28   日 

舉辦日期 109 年  5  月   27   日 舉辦時間 15:00-17:00 

舉辦地點 學慧樓 H124 參加人數 50 人 

講座類別 專家職場講座 

對應職能 溝通表達、人際互動 

講座名稱 花開的好日子：一個寫作者的編輯人生 

名言錄 
1.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順著天賦走 
2. 成功不在於你有多大的成就，而是知道如何和自己相處 
3. 人生最重要的是時間，對時間吝嗇只用在快樂的事情上 

活動內容 

彭樹君老師由介紹自己曾從事的工作開始，從大學到現在，都是工作來找她，

而非她找工作，一切是出自了解自己的天賦，就像是橡樹，會長成橡樹的模樣，

即便是在一片桉樹林中，它依然是一棵橡樹，鼓勵同學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並

且順著自己的天賦走，更要懂得隨時籌備好自己的能力，也要相信自己是獨一

無二的，如同雪花片片飄下，每一朵雪花都長得不一樣。在擔任記者採訪的過

程中，接觸不同的人，也因為對於人的好奇，是出於想要了解他人，避免讓自

己太理所當然的認為別人應該是什麼模樣；提及印象最深刻的是採訪過胡茵

夢，即便她在一定的高度，對待人的態度都是那樣溫柔、沒有架子，甚至在訪

談過程中，無意間提及對於翻譯的 New Age 感興趣，在正式出版的時候，胡茵

夢仍記得此事，而 New Age 也影響彭樹君後來的創作，包含朵朵小語或多或少

都受到啟發，這些歷程都變成創作的一種養分，在寫作感到乾涸的時候，不想

寫就放下，不任何猶豫與眷戀，寫作應當是一種與自己相處的愉悅，而閱讀是

純粹的快樂。 



執行方式及成效 
老師介紹自己的工作以及轉換工作的過程經驗，鼓勵同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情，會找到自己的一條出路。 

檢討及建議 
（改善措施） 

1. 下雨天延誤報到時間，開始的時間有稍微晚幾分鐘。 

2. 同學有太多想提問，但時間有點不夠 

 



108-2 學年度「探索未來揮灑自我」職涯輔導系列講座 
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 109.05.27 
講題 花開的好日子：一個寫作者的編輯人生

活動地點 學慧樓 H124 

承辦單位 文學系 講師 彭樹君 

入場前量體溫 同學專心聽講 

講師分享他的工作經驗 同學與講師互動 

同學討論及提問 同學會後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