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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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單位類 

    （依學校編號排列） 

編號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1 北區 0008 國立中央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多元職能提升與自媒體應用計畫 

2 北區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發處 
臺北科大工程企業家的就業

「職」達車！ 

3 北區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這樣做，生涯較精彩！ 

4 北區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部 學輔中心 
學職涯轉換計畫-提升職場競爭

力 

5 北區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組 
發掘職場優勢，開創璀璨未來 

6 北區 1015 世新大學 學務處生涯發展組 
108世新大學｢人文社會科系職涯

發展的藍海｣輔導計畫 

7 北區 1016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 
職涯輔導工作融入於大數據資料

之課程 

8 北區 1017 實踐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

服務一組 
全球實習推動暨展望計畫 

9 北區 1021 真理大學 就業輔導組 探索未來計畫 

10 北區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應外系 職涯勁路 EZ GO：生涯體檢 

11 北區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職涯深耕與應用 

12 北區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技合處校就組 愛上職涯心方向 

13 北區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職涯領航-培養就業即戰力 

14 北區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108年度職涯啟航計畫 

15 北區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跨越時間泡泡的生涯決擇 

16 北區 1077 慈濟科技大學 教務處實習就業組 
108年度「就業全壘打」職涯輔

導計畫 

17 北區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創意產品設計

系 

霖動新北‧在地首選──工程學

院學生職涯跨域創新輔導計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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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 Map夥力計畫 

19 中區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 

｢暨｣得人才和職涯發展:統整與

實踐｢職涯輔導融入系所專業課

程｣ 

20 中區 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勢在必行-雲科我最行生涯輔導

計畫 



編號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21 中區 003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諮向未來.教育英才導航計畫 

22 中區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 

追逐夢想的勇氣-你(妳)也可以

成為社群小編、直播主、

Youtuber或網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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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24 中區 1001 東海大學 管理學院/會計學系 
職場 Thrive (2.0):自我價值與

塑造理想的我 

25 中區 1007 逢甲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 職涯大無限─厚植就業增能力 

26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 
資料科學 X國際商貿人才齊共

學，規劃職涯好就業 

27 中區 1012 大葉大學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

心 

Made in DYU Ⅱ：工「葉」、服

務「葉」、創「葉」 職涯探索與

體驗一把抓 

28 中區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組 我的優勢~ 創造我的人生藍海 

29 中區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創意人之創業與管理職涯領航規

劃 

30 中區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勇往職前」-全方位職涯輔導

「賦能」與「增能」計畫 1.0 

31 中區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青年職涯起飛 迎向未來職場 

32 中區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追夢、圓夢 go go go ! 

33 中區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餐旅事業管理系 
運用三創優勢學習融入觀光與地

方創生之職涯實踐 

34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職涯啟航」航向未來-職涯輔

導系列活動 

35 中區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08年度系所特色深耕暨職輔能

量倍增計畫 

36 南區 0013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職引傳動-職涯培育探索計畫 

37 南區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探索潛力，發掘新未來 

38 南區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處 
職涯進行式：你的職涯，你決

定! 

39 南區 1014 義守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跨域創新職涯發展計畫 

40 南區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移動的視界-職涯不設限 



編號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41 南區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

心 
職涯領航-I can, I do, I will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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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跨域能力加值~創造你的未

來價值 

43 南區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數媒創生職薪紮根計畫 

44 南區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就業輔導組 華醫多元職輔列車 

45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服務

組 
勇敢築夢．創見自我 

46 南區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護理科 

遇見未來的自己-護理職涯多元

探索計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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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單位類 

    （依學校編號排列） 

編號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1 北區 00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 

顧客感動力 - 運動休閒與餐旅

管理職涯輔導計畫 

2 北區 0020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職涯 e點通-體育夢想與興趣交

響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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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北區 1002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 紡織成衣專業職涯培植計畫 

5 北區 1015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旅遊職涯驛站--探索生涯，夢想

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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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造力 

7 北區 1027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護理熱忱與樂活- 培育跨域專業

與人文兼備的護理人才 

8 北區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旅館系 旅館專業經理人職能探索 

9 北區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學院 108年烘焙廚藝職涯啟航計畫 

10 北區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職涯發展與創業領導職能輔導工

作計畫 

11 北區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產業創新與跨領域職能培養 

12 北區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問題導向學習(PBL)融入職涯知

能與發展課程探討學生學習效能 

13 北區 1195 馬偕醫學院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聽語專業職涯發展探索－從職涯

輔導到全方位專業聽語人才之培

育 

14 北區 128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化妝品產業職涯地圖-跟著業師

尋寶趣 

15 中區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Starting from IM-體驗學習，

探索職能 

16 中區 1001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職海翱翔-青年職涯藍圖導航計

畫 

17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 
永續家園 X地方創生—生態職涯

探索、培訓與創新實踐計畫 

18 中區 1008 靜宜大學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職職向前行—全方位提升人文社

會學子就業力 



編號 區域 

學校 

編號 提案學校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19 中區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豐富職涯存摺，勾勒未來願景 

20 中區 1039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從服務到實習~社工專業生涯實

踐之職涯輔導計畫 

21 中區 1045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數位職涯跨域整合-培養未來科

技新貴 

22 中區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多元精準護理職涯輔導計畫 

23 中區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從資管出發-電商產業人才定向

計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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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中區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青年創業實踐暨職涯探索計畫 

26 中區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選我吧!開創薪人生 

27 中區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系 

擁抱智慧商業-創造我的跨域職

涯藍圖 

28 南區 5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心理學家的生涯規劃 

29 南區 5 國立成功大學 國企所 
108學年度台南地區職涯飛揚計

畫 

30 南區 13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成「加」立業 

31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社工職涯自我探索及築夢計畫 

32 南區 1020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成為你所希望的自己 

33 南區 1033 長榮大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醫藥產業就業導向計劃 

34 南區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視界-EE職涯輔導計畫 

35 南區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培養未來世代學職轉銜計畫 

36 南區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遠大餐管「璞玉渾金-展翼啟

航」職涯引航精進計畫 

37 南區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學生在海內外實習後

自我職涯檢視與調整-藉以他山

之石邁向穩健職涯歷程 

38 南區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時尚造型職涯發展 

39 南區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視野成就未來 

40 南區 1074 南榮科技大學 休保系 職涯融入教學與師資培訓 

41 南區 117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

院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電競職涯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