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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演 講
Keynote speech

培養創新思維，卓越職涯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誠致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兼 School 28 校長

李吉仁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企業管理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學士

經歷／

˙誠致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創意創業學程與臺大創意創業中心主任

˙臺灣百齡佳殷格翰公司行銷服務部經理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兼 EMBA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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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職輔創新頁主題一

國際城市浪人育成協會

張希慈 理事長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經歷／

˙國際城市浪人育成協會創辦人暨執行長

˙	2017年《富比士雜誌》（Forbes）選為 30位 30歲以

下亞洲青年領袖（30 Under 30 Asia）之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第一屆青年諮詢小組委員

˙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秘書長

˙行政院第三屆青年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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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資源大連結主題二

靜宜大學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

張愛卿 副職產長

學歷／

˙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經歷／

˙靜宜大學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室主任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講師

˙靜宜大學國企系職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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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知能再升級主題三

致理科技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吳壽進 職發長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經歷／

˙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致理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兼任顧問

˙智冠聯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資訊工業策進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規劃師

˙勤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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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涯輔導起步走主題四

龍華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王延年 學務長

學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控制組博士

經歷／

˙龍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專任助理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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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 	

獲獎名單

 一、績優職輔學校組

獎 項 學校名稱

金等獎 逢甲大學

銀等獎 銘傳大學

銅等獎 致理科技大學

 二、傑出職輔人員組 ( 行政類 )

獎 項 學校 /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 稱

金等獎
	國立臺灣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劉春梅 執行長

銀等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達人學院職人講堂
蔡展維 執行長

銅等獎
逢甲大學

學生事務處成就學生中心
薛佳萱

專案經理與

職涯發展師

 三、傑出職輔人員組 ( 教學類 )

獎 項 學校 /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 稱

金等獎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兼校務研究中心
廖珮妏 副教授

銀等獎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李淑媛 副教授

銅等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翁美玲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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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資深職輔人員組 ( 同獎項以學校、姓名筆劃排序 )

獎 項 學校 /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 稱

金等獎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職涯發展中心
呂佳倫 辦事員

銀等獎

	亞東技術學院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吳怡霙 辦事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聯絡組

邱郁茹 行政助理

李淑媛 行政助理

	國立體育大學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楊孟容 主任

銘傳大學

	前程規劃處職涯發展中心

王彥 辦事員

鄧匡宏 組員

銅等獎

亞東技術學院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張育芬 辦事員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何英吉
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

涂淑茹
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

國立臺灣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林紘毅 幹事

許珮如
輔導員暨

股長

連健宏 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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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一直都是勞動部的重點工作之一，本部整合跨部會資源訂定「投資青

年就業方案」，希提供青年穩健之就業支持，其中，勞動部也推動多項青年職

涯發展措施，希協助青年釐清職涯方向，以順利接軌職場就業。

壹、投資青年就業方案介紹

一、為協助青年就業，行政院已核定「投資青年就業方案」，自 108 年起，責

由勞動部統合教育部等 8個部會資源推動方案。主要針對「在校」、「初

次尋職」、「失業6個月以上」、「在職」及「非典型就業」等5類青年，

以產業趨勢、職涯規劃、技能發展及就業服務 4個面向 48 項措施，為期

4年投入近 95 億元投資加值青年未來。

二、上開方案依不同青年就業需求，聚焦重點措施，說明如下：

( 一 )「在校」青年：加強職涯輔導與就業準備，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校外職

場參觀，提供高農職校學生職涯探索最高2萬元獎勵金，也提供原住

民青年返鄉工讀體驗機會。另擴大推動優質產學合作，強化學習課程

與實務訓練，讓青年具備充分之知識與技能，面對職場工作挑戰。

投資青年就業方案簡介

暨青年職涯及就業服務措施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報告單位／	勞動部	 				

代表出席人員／	黃巧婷專門委員



39

( 二 )「初次尋職」青年：提前掌握應屆畢業青年就業意向，主動關懷提供

就業協助以預防失業。另鼓勵青年參加 5+2 相關產業訓練，由勞動

部補助全額訓練費用，每人最高 10 萬元，成為重點產業轉型升級

所需人才。

(三 )「失業6個月以上」青年：推動工作卡盤點青年就業能力及求職優勢，

以深度就業諮詢協助選擇適合之職涯目標，並輔以職業訓練或職場

學習再適應機會。如青年在深度就業諮詢後 3個月內找到工作，且

連續就業達 3個月以上，則 1次提供尋職就業獎勵金 3萬元，以預

防青年淪為失業 1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

( 四 )「在職」青年：補助在職青年每人每 3年最高 7萬元訓練費用，並

鼓勵企業派訓 29 歲以下員工參加外部訓練課程，訓練計畫優先核

定並補助訓練費用 70%，以增進或培育青年符合產業發展的技能或

跨領域專長。

( 五 )「非典型就業」青年：結合產業資源，提供青年「先僱後訓」之免費

工作崗位訓練，強化青年職業技能，以受僱留用順利轉正職。另透

由轉正職標竿企業經驗分享、表揚、入廠輔導等，鼓勵要派單位均

等對待派遣勞工。

三、為達促進青年就業之效益，請各大專校院協助廣為向學生宣傳本方案職涯

與就業協助資源，相關資訊及懶人包可上臺灣就業通網站「投資青年就業

方案」專頁查詢 (https://reurl.cc/RAaDx)。

貳、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相關措施

為協助青年做好職涯規劃與就業準備，本部結合大專校院推動青年職涯發展與

就業準備，設置青年專屬之職涯發展中心，並於臺灣就業通網頁建置職涯測評

專區，各計畫措施說明如下：

一、青年就業達人班計畫：

由本部各分署辦理求職面試技巧、正確職場觀念、國內就業情況、職場

參訪等活動。各大專校院如有需求可洽各分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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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針對各大專校院應屆畢業學生、校友等，補助學校辦理校園徵才活動、

座談會與講座、其他就業促進相關活動。各分署每年於官網公告計畫申

請方式及期限，由大專校院依需求填報申請書或提交計畫，向所在地各

分署申請。

三、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S）：

為降低青年職涯迷網，提供在地、即時、深化及專屬之職涯發展服務，

於新北市、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等設置 5處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提

供青年職涯探索、職涯諮詢、就業服務資訊、就業促進活動等多元化服

務的場域，並有專業之職涯領航員，提供深度諮詢及陪伴，不定期邀請

職場達人及業界名人辦理職涯講座，使青年透過自我認識及成功案例分

享，有助於職涯發展規劃。各地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資訊，請上臺灣就業

通查詢 https://reurl.cc/7O6pk。

四、提供職業測評資源：

為協助青年瞭解自己的就業優勢與職業興趣，已於臺灣就業通網站

（www.taiwanjobs.gov.tw）職涯測評專區，提供「我喜歡做的事」、「工
作風格」、「工作氣質」等測評工具，讓青年透過測驗結果，更清楚了

解自己的職業興趣、工作風格與工作潛力。

五、Youth 職涯就業諮詢數位服務平臺：

考量青年較善於運用網路掌握資訊的習慣，為暢通青年就業服務輸送管

道與擴展對青年職涯服務方式，自今 (110) 年 3 月 29 日為 18 至 29 歲青

年建置「Youth 職涯」就業諮詢平臺（https://reurl.cc/WXLVZD）青年朋
友有職涯諮詢需求，可不受地點限制，在線上平臺完成預約後，會由專

業的職涯顧問，針對青年最需要的5大就業諮詢議題：「探索職涯目標」、

「履歷自傳診斷」、「提升面試技巧」、「了解產業趨勢」、「強化職

場生存」等，提供線上 1對 1預約式的專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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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實整合就業服務通路提供就業服務：

為協助青年媒合就業，提供網實整合就業服務通路，運用全國 300 多個

就業服務據點、「臺灣就業通網站」、便利商店的觸控式服務系統、就

業服務免費客服中心專線 0800-777-888等，針對青年就業需求，由就
業服務人員提供客製化就業服務，透過職涯暨就業及職訓諮詢，運用就

業促進工具（例如青年跨域就業津貼等）降低就業障礙；並每年辦理大

型就業博覽會及單一及聯合徵才活動，提供青年多元職缺的選擇，協助

青年就業。

參、110 年應屆畢業青年就業促進方案

鑒於國內疫情衝擊就業市場，恐影響應屆畢業青年的尋職意願，為鼓勵剛畢業

初入職場青年能夠積極求職或儲備職業能力，勞動部推動「應屆畢業青年就業

促進方案」，其中包含「找工作有獎勵」及「練功夫有獎助」之六大措施如下：

一、找工作有獎勵

(一 )「110 年應屆畢業青年尋職津貼計畫」：針對還在尋職中的青年，鼓

勵青年強化求職準備，提供青年尋職期間之就業服務協助及經濟支

持，減輕青年尋職壓力，青年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求職準備

並提出申請即發給 2千元，尋職期間並接受就業輔導或推介就業服

務者，每月發給 1萬元尋職津貼，至多 3個月。

( 二 )「110 年青年就業獎勵計畫」：針對剛畢業的青年，提供最高 3萬元

就業獎勵以鼓勵儘速投入就業市場，並穩定就業，只要於規定期限

內就業並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滿90日，一次發給2萬元就業獎勵，

持續受僱於同一雇主滿 180 日，再加發 1萬元，合計最高發給 3萬

元。

( 三 )「安穩僱用計畫 2.0」：為鼓勵雇主僱用失業勞工，只要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媒合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推介就業，雇主可獲得僱用獎

助最高 3萬元，受僱的勞工也可獲得就業獎勵津貼最高 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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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透過深度就業諮詢及工作卡 ( 職涯履歷

卡 )，協助青年展現就業優勢，發展職涯，符合適用資格並參加計

畫之青年，於規定期限內就業並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滿 90 日，一

次發給 3萬元就業獎勵。

二、練功夫有獎助

(一 )「產業新尖兵計畫及學習獎勵金」：為引領青年進入具發展前景之產

業，結合跨部會及民間訓練資源，協助年滿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

待業青年參加重點產業訓練，補助訓練費用最高 10 萬元；另針對

參加職前訓練之青年按月發給學習獎勵金，最高獎勵額度 9.6 萬元，

協助青年持續精進及累積就業所需技能。

( 二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針對本國籍 15 歲至 29 歲青年，結合產業

資源鼓勵企業以「先僱用後訓練」之方式，補助雇主訓練指導費每

月1.2萬元（最高10.8萬元），由資深員工擔任職場導師指導青年，

讓青年有進入職場訓練、「做中學」之機會，也協助雇主為後疫情

時期儲備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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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引導更多大專校院設置原資中心，並發揮其輔導功能，本部於 109 年

將原資中心計畫納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2，並增編預算，補助每

校 1位專任行政人力，以支持大專校院針對原住民學生在生活及課業等面

向，提供貼近原住民學生需求的協助。

二、惟原住民學生相關事務涉及教學、諮輔、職涯、實習等面向，與教務處、

學務處等單位業務息息相關，非僅以原資中心人力推動，爰本部於 110 年

4 月 21 日通函各大專校院，請各校應整合校內跨單位人力，共同推動原

住民學生相關事務，促進族群友善校園。

三、爰請各校強化職輔中心與原資中心合作機制，共同推動原住民學生職涯輔

導，協助原住民學生職能發展，建議相關作法如下：

（一）定期與原資中心聯繫，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與學生需求，以及校內

外可結合之原住民族相關資源。

（二）針對原住民學生文化特性與需求，研擬及推動職涯輔導措施。

四、另查本部青年署於「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之補助類型設有「原

住民族類」，提供職輔中心與原資中心合作機制，協助原住民學生職涯發

展，並引導原住民學生接觸及服務原鄉，讓其對未來職涯發展有更深的了

解及更多的可能性，以利強化原住民族人才之多元發展，鼓勵學校踴躍提

出申請。

請各校強化職涯輔導中心

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

合作機制，落實原住民學生職能發展。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報告單位／	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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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大專校院學生思索職涯發展之多元可能性，本署整合過往培力之優秀

青年，於青年職涯輔導資訊平臺建立人才資料庫。

二、青年分享議題範疇包含：職場體驗、創新創業、政策參與、國內志工、國際

參與、海外志工、壯遊臺灣、地方創生 -社區參與共8項，學校如有辦理職

涯相關活動，可依議題不同邀請適合青年分享，協助大專校院學生拓展職涯

發展視野。

三、講者相關資訊於青年職涯輔導資訊平臺瀏覽邀約

	 https://mycareer.yda.gov.tw/

「青年職涯輔導資訊平臺—人才資料庫」

提供優秀青年講者庫歡迎各校熱情邀約。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1.



45

一、「RICH職場體驗網」提供大專以上在學青年多元及安全性兼具之職場體驗

資訊，讓青年於在學期間除自食其力獲得工作報酬外，更能累積職涯歷練

經驗，為未來進入職場增加能量，該網站各項專案計畫如下：

(一 )大專生公部門見習：提供大專校院在學生 (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大

學全修生 )於中央部會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見習機會。見習梯次為每

年 4-5月、7-8月、10-11 月等 3梯次，3梯次開放應徵時間分別為

1月、4月及 7月。

(二 )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邀請從事社區產業、推動社會公益之非營利

組織，提供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含空中大學全修生 )暑期職缺。體驗

期間為每年7-8月，預計每年5月中旬開放青年投遞履歷應徵。

(三 )經濟自立青年工讀：提供大專校院在學生，家庭為經濟弱勢者，至政

府機關、公營企業、公股銀行或特邀民營企業工讀機會。工讀及開放

青年投遞履歷應徵時間為全年度，視刊登職缺時間而定。

(四 )青年創業家見習：提供大專校院在學生 (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大學

全修生 )及畢業生於新創公司見習之機會，預計每年3-4月開放青年

投遞履歷應徵。

宣傳「RICH職場體驗網」

提供大專學生各式職場體驗機會。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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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職場微體驗：為提供青年以更多元方式體驗職場，運用數位科技技術，

拍攝一系列 360°VR職場影片，使青年突破時空限制，利用網路即可
沉浸式瀏覽體驗職場環境，獲得「百工一日」職場微體驗經驗。

二、	請協助於各校網頁放置「RICH 職場體驗網」網站連結點（網址：https://
rich.yda.gov.tw）進行宣傳。另因各項專案計畫開放期間有所不同，請學生
注意各計畫之內容；另可先行於該網站註冊會員帳號，完成履歷填寫後，即

可搜尋職缺投遞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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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讓青年有機會以多元彈性方式，於在學期間提前認識職場，以發掘自身

興趣與能力，除提供青年實際至職場工作體驗之特色計畫外，另亦運用數

位科技技術，拍攝虛擬實境 (VR) 職場影片，使青年突破時空限制，利用網

路即可沉浸式瀏覽體驗職場環境，以獲得「百工一日」職場微體驗經驗。

二、	360°VR職場影片所拍攝之職業，以政府推動之 5+2產業、有發展前景之
新興產業、青年有興趣之產業，以及具特殊性且不易一般人接觸之產業為

主 (如：登山嚮導、科技農夫、遊戲設計師、飛機維修工程師、引水人、

Youtuber、配音員等 )，共推出 25部「百工一日 -超牆職人」系列影片，
並發布於青年署 YouTube頻道、RICH職場體驗網FB粉絲專頁。

三、	為使影片發揮最大效益與提升曝光度，青年署於 108年 11月 18日針對各
大專校院分別函送3個CardBoard，請各校職涯輔導單位能適時運用與推廣，

協助學生職場體驗，透過虛擬實境初步認識不同職業，藉以觸發興趣及能

力，及早規劃職涯。

四、	請協助於各校網頁放置影片連結點 ( 網址：https://reurl.cc/xE9Mv1) 進
行宣傳。影片使用手機觀看時，請以 YouTube App開啟，即可體驗
360°環景效果，如需以 VR模式請配戴 Cardboard，並點擊影片右下角
Cardboard圖示，即可體驗虛擬實境效果。

推廣運用 360°VR職場影片，
提供大專以上學生多元職場體驗方式。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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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4.

為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環境，結合學校育成輔導

資源，提供青年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培育具創業家精神人才，協助青年學生創

業實踐。

一、本計畫每年度分為2階段推動：

( 一 ) 第 1階段：由青年團隊提出創業計畫及學校育成單位提出輔導計畫共

同申請，經評選通過者，可獲補助新臺幣 50萬元 (其中

35萬元為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15萬元為學校育成費用)，

獲補助團隊必須接受為期6個月之創業育成輔導及培育。

( 二 ) 第 2階段：創業績優團隊評選，由通過第1階段補助且完成主管機關

設立登記之創業團隊提出申請，獲選團隊可獲得 25萬至

100萬元之創業獎助，並再接受學校育成單位輔導1年。

二、徵件日期：第1階段於每年1月至 2月 15日、第 2階段於每年8月至 9月

上旬受理線上申請。

三、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本計畫網站 https://ustart.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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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art原漾計畫」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5.

結合學校育成能量及U-start計畫之輔導經驗，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推動「U-start

原漾計畫」，協助原住民族青年運用原鄉部落傳統、文化、在地特色農作物及人

脈，提出創新創業提案並實踐，以提升原住民族青年創業培力。

一、	本計畫每年度分為2階段推動：

( 一 ) 第 1階段：由青年團隊提出創業計畫及學校育成單位提出輔導計畫共

同申請，經評選通過者，可獲補助新臺幣 50萬元 (其中

35萬元為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15萬元為學校育成費用)，

獲補助團隊必須接受為期6個月之創業育成輔導及培育。

( 二 ) 第 2階段：創業績優團隊評選，由通過第1階段補助且完成主管機關

設立登記之創業團隊提出申請，獲選團隊可獲得最高100

萬元之創業獎助，並再接受學校育成單位輔導1年。

二、徵件日期：第1階段於每年1月至 2月 15日、第 2階段於每年8月至 9月

上旬受理紙本申請。

三、	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本計畫網站 https://ustart.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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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協助宣導「青年資源讚」網頁事宜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公共參與組

6.

一、「青年資源讚」彙集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與青年有關的計畫與措施，提供七

大資源主題，為專屬青年的政府資源搜尋引擎，請協助宣導。

二、青年署建置「青年資源讚」( 網址：https://youth-resources.yda.gov.
tw/），包含七大資源主題，分別為「公共參與」、「創新學習」、「就業
創業」、「國際參與」、「健康生活」、「幸福成家」及「社區深耕」及

最新消息。為讓青年學子能快速且完整取得相關資訊並善加運用，平臺建

有8大搜尋類別，讓青年學子方便以個人化方式取得與自身相關的資源與

計畫，並提供以會員註冊方式，收藏喜愛之資源與計畫，資訊更新時，發

送通知，讓青年學子不怕漏接任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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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公共參與組

7.

一、為鼓勵青年增加接觸地方事務機會，進而產生投入地方創生行動，招募19

組在地青年行動家成立學習性青聚點，運用行動場域及推動經驗，提供其他

青年線上學習或體驗參訪之機會，協助青年從體驗在地、理念建立，至實際

運作，啟發對在地之關心及參與地方發展的可能。

二、Dreamer培訓在地課程鼓勵對家鄉有夢想、有憧憬的青年參加，只要至活
動網站（https://www.ydachangemaker.tw/dreamer/）註冊會員，繳納1,000
元保證金 (訓後退還 )，在地課程等你挑選，歡迎15-35 歲對在地事務有熱

忱、近期有參與社區行動構想的年輕朋友報名。

有關協助鼓勵並宣導

學生參加 110年Dreamer培訓活動



52 Career 
Development

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8.

為培訓青年國際事務知能及行動力，透過提案培訓、審查輔導、國際聯結、在地

行動等四階段，鼓勵青年自組團隊規劃議題行動方案，並經由線上聯結國際組

織，了解國際現況及趨勢，據以落實在地行動，請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參加。

一、	本計畫每年度分為4階段推動：

( 一 ) 提案培訓 (1月 )

分區辦理計畫培訓營，結合線上及實體課程，培訓青年了解國際事務

現況與未來發展，並學習行動方案設計知能。

( 二 ) 審查輔導（2-5月 )

青年團隊提報國際聯結及國內行動方案，經審查通過後，每隊安排業

師 (mentor) 進行輔導諮詢，協助團隊修正行動方案。

( 三 ) 國際聯結（6-8月 )

青年團隊依行動方案關注議題，線上聯結國際組織，了解國際關注議

題現況及趨勢。

( 四 ) 在地行動（9-11月 )

青年團隊執行在地行動方案，並參與成果交流，與青年民眾分享在地

實踐成果，捲動更多人對年度主軸議題的關注。

二、	相關資訊公告於本計畫網站 https://youthaction.org.tw/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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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Propaganda

宣導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提供宣導資料單位／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9.

一、為鼓勵青年走出戶外，推動青年壯遊體驗學習，鼓勵青年從壯遊過程探索認

識自我，培養團隊合作、跨域整合及問題解決等多元能力，提升自我學習成

長與個人發展。

二、青年壯遊點

( 一 ) 為使青年壯遊帶來創新學習及教育意涵，本署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及大

專校院合作以非營利之方式在全國各地設置青年壯遊點，提供15-35

歲青年全年度常態且深度的在地服務，透過辦理文化、部落、生態、

農村、漁村、志工、體能等多元活動，讓青年體驗臺灣在地生活及文

化，並提供壯遊體驗資訊諮詢等服務，作為青年認識鄉土、行遍臺灣，

隨時可深度學習的入門點。

(二 )110年已設置 73個青年壯遊點，遍布全臺22個縣市，請鼓勵學校師

生運用青年壯遊點進行學校課程延伸，俾認識在地特色及文化產業，

以豐富學生學習內涵，相關活動梯次等資訊請參考「壯遊體驗學習

網」。

(三)為鼓勵經濟弱勢青年參與青年壯遊點活動，補助活動費用，如居住(戶

籍 )或求學 (就職 )地距活動集合地點30公里以外，且全程參與者，

可憑收據、參與活動心得及相關附件，申請往返所需之交通費補助；

相關可參與活動梯次、名額、報名與補助方式，可洽各青年壯遊點合

作辦理。

壯遊體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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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動地圖計畫

( 一 ) 鼓勵 15-35歲青年以壯遊臺灣發想，2人以上自組團隊規劃提出具主

題性，與地方社會文化深度互動、公益行動或是賦予自我與平常以往

不同的任務或挑戰精神的壯遊企劃，經過審查入選可獲得最高8萬元

實踐獎金，成果競賽得獎獎金最高5萬元，每年約於1月至3月徵件。

(二 )感動地圖計畫歷屆學長姐團隊壯遊故事，可參考「一座島的43種旅

行」、「壯遊	微光島嶼」、「壯遊	30個感動青春的島嶼地圖」、「你

敢不敢？為自己勇敢一次	26個青年壯遊臺灣的故事」等電子書；另

團隊成果影片可於「壯遊體驗學習網」影音專區、「壯遊體驗學習網

粉絲專頁」瀏覽，請鼓勵所屬學生踴躍報名提案。

四、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署「壯遊體驗學習網」（https://youthtravel.tw/）、「壯
遊體驗學習網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youthtrave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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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名 單

｜ 實 體 參 與 ｜

編

號
所屬機關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1 大仁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江曉菁 組長

2 大同技術學院 研發處職涯發展組 陳世屏 組長

3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陳民樺 主任

4 中國文化大學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虞如斯 約聘心理師

5 中國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與	

實習就業組
吳楦晴 組長

6 中華大學 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組 卓裕仁 組長

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李德修 助理教授

8 中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黃玉凰 組長

9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輔導中心 江文賢 主任

10 元智大學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謝欣璇 研究助理

11 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黃翠玲 主任

12 世新大學 學務處生涯組 林暐潔 辦事員

13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蔡絢麗 主任

14 弘光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心 陳筠錡 組長

15 玄奘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王克誠 主任

16 佛光大學 教務處學生學習與生涯發展中心 張孝嘉 專案助理

17 明志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生輔導組 黃淑芬 組長

18 東方設計大學 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黃勇達 社會工作師

19 東吳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謝蕎卉 主任

20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蔡家幸 副主任

21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蔡清欉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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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屬機關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22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廖大期 計畫助理

23 法鼓文理學院 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 徐偉玲 心理諮商師

24 長庚大學 學務處諮輔組 游筱婷 諮商心理師

25 長庚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 李香君 組長

26 長榮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黃慧玲 主任

27 南華大學 副校長室 林辰璋 副校長

28 南華大學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陳怡汝 主任

29 南開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職涯輔導組
許明煒 組長

30 南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職涯與創業發展組
張萬榮 組長

31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謝意婷 組務助理

32 致理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吳壽進 職發長

33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李淑媛 副教授

34 修平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廖珮妏 主任

35 高苑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鄭淑芬 主任

36 健行科技大學 技合處 李國樑 處長

37 國立中正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温怡瑛 主任

3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郭漢鍠 主任

39 國立金門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趙嘉裕 主任

40 國立屏東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皇州 處長

4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張欽泉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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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機關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42 國立政治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司徒會慈
一級

行政專員

43 國立清華大學 學務處 王怡方 秘書

4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職涯發展組交大校區 鄒立宇 執行秘書

4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聯絡組 蔡沂璇 行政助理

4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 黃瑞柔
專案行政

組員

47 國立臺北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李美杏 主任

4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莊賀喬 研發長

4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輔導組 陳巧潔 計畫助理

5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廖敏華 專任助理

5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王亮月 主任

5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就業輔導組 廖惠娟 組長

53 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劉春梅 執行長

5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陳翊群 組長

5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王敏齡 執行長

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呂威瑩 助教

57 國立聯合大學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李侑祖 輔導員

58 國立體育大學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楊孟容 主任

59 康寧大學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曹德慧 代理主任

60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青諮委員 金世涓

6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青諮委員 鄭琮翰

62 逢甲大學 成就學生中心 林秋松 主任

63 景文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莊芷昀 心理師

64 華梵大學 書院教育處 古宛倫 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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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屬機關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65 開南大學 學務處諮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林慧貞 主任

66 慈濟科技大學 教務處實習就業組 陳怡孝 組員

67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實習暨就業輔導中心 盧俊仲 主任

6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實習就業輔導組 黃庭鍾 組長

69 義守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張琬菁 組長

70 聖約翰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周念祖 主任

71 萬能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吳亞如 組長

72 僑光科技大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丘添富 組長

73 實踐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一組 薛宗仁 主任

74 臺北市立大學 師培中心及職涯發展中心 林晏慈 組員

75 遠東科技大學 學務處 / 職涯發展中心 葉慶鴻 主任

76 遠東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蔡文彬 學務長

7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蕭宋榮 主任

78 黎明技術學院 就業輔導組 賴德謙 組長

79 樹德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楊主行 主任

80 靜宜大學 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 張愛卿 副職產長

81 龍華科技大學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黃斐馨 主任

82 嶺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處 劉自強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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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屬機關 所屬單位 姓名 職稱

1 大葉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張秋蘭 主任

2 大漢技術學院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潘美伶 主任

3 中州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施碧渶 主任

4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林記民 主任

5 中國醫藥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連絡組 周美惠 組長

6 中華科技大學 技研服務組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陳永承 組長

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研發處就輔組 王靜瑛 組長

8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楊幸怜 主任

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職涯中心 楊佩蓉 主任

1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中心 蔡仁慈 書記

1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許維玿 助理教授

12 正修科技大學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張倩華 主任

13 佛光大學 學涯中心 林立傑 主任

14 吳鳳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蕭紋旭 組長

15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洪淑貞 代理主任

16 育達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王惠玿 主任

17 亞東技術學院 職涯中心 陳韋達 主任

18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林妮燕 副教授

19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謝玉玲 助理教授

20 明新科技大學 社工室 鄭明珊 社工師

21 明道大學 研發處實習輔導暨校友發展中心 陳巧玲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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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 黃士芬 諮商心理師

23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林文惠 專任副教授

24 南亞技術學院 研究發展組實習就業輔導組 馬木蘭 助理教授

25 南華大學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陳禹奇 組員

26 美和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李家萱 行政人員

27 修平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姜永鎮 主任

28 真理大學 就業輔導組 林熙中 組長

29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 李芸玫 組長

30 馬偕醫學院 生活輔導組 蔡維華 辦事員

31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陳家蓁 組長

32 國立中央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陳思妤 主任

33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何英吉
專案

工作人員

34 國立中興大學 生涯發展中心 葉容真 專員

35 國立成功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陳孟莉 組長

36 國立宜蘭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余思賢 代理主任

37 國立東華大學 學生事務處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陳柏元 組長

38 國立高雄大學 職涯輔導組 何永皓 組長

3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王幸春 計畫助理

4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吳建銘 組長

4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汪家瑜 約用組員

4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柯嘉鈞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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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何境峰 助理教授

44 國立嘉義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林芸薇 學務長

4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林孟潔 專任副教授

4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實習

與就業輔導組
黃珊珊 約用組員

4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王秀鳳 專員

4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邱詩雨 專案助理

4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簡慧紋 組長

5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輔導組 簡雅臻 組長

51 國立臺東大學 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鄭偉成 主任

52 國立臺南大學 校友服務中心就業輔導組 鄭建星 組長

5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實習暨就業輔導組 陳正龍 行政專員

5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諮商輔導組 林佳緯 組長

55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校友暨就業服務組 黃品端 組長

5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研發處 林寶安 研發長

57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實習組 歐雅惠 組長

58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就業輔導組 劉麗君 組長

59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研發處產學組 李媛慧 組長

60 崑山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楊瑀絜 專案助理

61 康寧大學 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邱曉君 辦事員

62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 方焄蓮 主任

63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職涯發展組 林麗娟 組長

64 敏實科技大學 身心健康中心 謝明瑾 主任

65 淡江大學 諮輔中心 吳美華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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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景文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莊益瑞 主任

67 朝陽科技大學 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職涯發展組 紀靜蓉 主任

68 華夏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陳信佩 主任

69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 劉佳怡
實習就輔

組長

70 慈濟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及就業輔導組 張美玉 組長

7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就業實習組 陳苾婷 組長

72 嘉南藥理大學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王嘉鈴 組長

73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研發處 / 實習就業組 陳柏芬 組長

74 臺北醫學大學 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 沃國瑋 組長

75 輔仁大學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鄭光育 組長

76 輔英科技大學 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劉思煌 主任

77 樹人醫護專科學校 技術合作處就業輔導組 藍宇彥 組長

78 醒吾科技大學 實習暨就業服務中心 吳沄綾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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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臺

李藍瑜副校長 沈佩蒂校長 陳雪玉署長 張䕒育組長 劉佳綾科長

鄭淑文 陳柏宇 蔡文彬 王智立 陳珠龍 林辰璋 蔡清欉 莊賀喬 林秋松

江文賢 楊孟容 蕭宋榮 李國樑 王亮月 盧俊仲 黃翠玲 蔡絢麗 劉春梅

林慧貞 鄭淑芬 楊主行 陳怡汝 詹秀蓉 陳翊群 張萬榮 李香君 蔡展維

陳筠錡 黃淑芬 張琬菁 王怡方 賴德謙 謝蕎卉 黃慧玲 廖珮妏 薛佳萱

許明煒 丘添富 劉自強 張欽泉 李美杏 曹德慧 趙嘉裕 李淑媛 呂佳倫

温怡瑛 鄒立宇 陳世屏 周念祖 吳楦晴 卓裕仁 黃玉凰 翁美玲 陳弘曄

李侑祖 黃庭鍾 廖敏華 金世涓 鄭琮翰 陳民樺 林暐潔 林晏慈 鄧匡宏

高錫德 劉奎寬 陳安筠 李德修 徐偉玲 梁君宜 王曉琦 陳巧潔 郭若宣

SEATING 
PLAN

輔導資源大連結	
◎引言人 : 張希慈

一樓大宴會廳 AB廳

主題一

職涯輔導起步走	
◎引言人 : 王延年

一樓大宴會廳 C廳

主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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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布幕

張愛卿 王敏齡 劉春梅 薛宗仁 陳皇州

王克誠 江曉菁 黃斐馨 廖惠娟 謝意婷

吳亞如 黃勇達 黃瑞柔 張孝嘉 虞如斯

座位分配表3F SEATING 
PLAN

輔導資源大連結	
◎引言人 : 張愛卿

3樓維多麗亞 A廳

主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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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筱婷 莊芷昀 呂威瑩 司徒會慈 郭漢鍠 林秋松 吳壽進
投影

布幕廖大期 陳怡孝 蔡沂璇 古宛倫 蔡家幸 葉慶鴻 李淑媛

SEATING 
PLAN

輔導知能再升級	
◎引言人 : 吳壽進

3樓維多麗亞 B廳

主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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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餐 座 位 圖

地點 桌次 人員 備註

3 樓維多利亞廳 C廳 1
江曉菁、温怡瑛、廖惠娟、吳亞如、楊主行、
劉自強

素食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2 王怡方、王亮月、江文賢、李香君、陳巧潔 主題一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3 李德修、林慧貞、徐偉玲、張琬菁、張萬榮 主題一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4 陳怡汝、陳翊群、陳筠錡、黃淑芬、黃翠玲 主題一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5 黃慧玲、楊孟容、謝蕎卉、謝欣璇、廖珮妏 主題一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6 蔡絢麗、鄭淑芬、盧俊仲、蕭宋榮、賴德謙 主題一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7 張孝嘉、王克誠、謝意婷、黃勇達、黃斐馨 主題二

3樓維多利亞廳 C廳 8 黃瑞柔、虞如斯、呂威瑩、郭漢鍠、紀佩儀 主題二、三

3樓天璽廳 9 廖大期、陳怡孝、蔡沂璇、古宛倫、司徒會慈 主題三

3樓天璽廳 10 莊芷昀、游筱婷、吳楦晴、李美杏、卓裕仁 主題三、四

3樓天璽廳 11 周念祖、林暐潔、曹德慧、許明煒、陳世屏 主題四

3樓天璽廳 12 陳民樺、黃玉凰、黃庭鍾、廖敏華、趙嘉裕 主題四

3樓天璽廳 13
李侑祖、林晏慈、鄒立宇、丘添富、鄭年為、

陳志勇
主題四

3樓天璽廳 14
闕淑茹、陳安筠、鄧匡宏、郭若宣、何采珈、

林琬婷
工作人員

2樓東餐廳 15
王曉琦、劉奎寬、高錫德、趙佳純、陳弘曄、

楊晟毓、余梓浩
工作人員

2樓東餐廳 16
陳齊亞、李厚諭、王新晴、吳友慧、倪敏瑄、

曾渝恩、王子齊
工作人員

2樓東餐廳 17
許葦杭、戴韋琦、陳慧均、紀佩秀	、林珉皞、

陳思羽
工作人員

2樓東餐廳 18
吳壽進、張愛卿、劉春梅、薛宗仁、陳皇州、

金世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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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桌次 人員 備註

2 樓東餐廳 19
王敏齡、李淑媛、莊賀喬、林秋松、張欽泉、

鄭琮翰、李國樑

2樓東餐廳 20
陳雪玉、張䕒育、張春蓮、劉佳綾、鄭淑文、
林辰璋、王智立、陳柏宇、蔡清欉、蔡家幸、

蔡文彬、葉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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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車 名 單

一車 (17 人 )

編號 機關 / 學校名稱 姓名

1 文藻外語大學 黃翠玲

2 樹德科技大學 楊主行

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李德修

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黃瑞柔

5 遠東科技大學 蔡文彬

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呂威瑩

7 國立體育大學 楊孟容

8 東方設計大學 黃勇達

9 聖約翰科技大學 周念祖

10 龍華科技大學 黃斐馨

11 高苑科技大學 鄭淑芬

12 華梵大學 古宛倫

13 靜宜大學 張愛卿

14 景文科技大學 莊芷昀

15 開南大學 林慧貞

16 東海大學 蔡清欉

17 東海大學 蔡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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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 (17 人 )

編號 機關 / 學校名稱 姓名

18 東海大學 廖大期

19 嶺東科技大學 劉自強

2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郭漢鍠

2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鄒立宇

22 中臺科技大學 黃玉凰

23 弘光科技大學 陳筠錡

24 國立清華大學 王怡方

25 大同技術學院 陳世屏

26 長榮大學 黃慧玲

27 逢甲大學 林秋松

28 國立臺灣大學 劉春梅

29 中華大學 卓裕仁

30 世新大學 林暐潔

31 元智大學 謝欣璇

32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蔡絢麗

33 僑光科技大學 丘添富

34 修平科技大學 廖珮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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