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就業輔導中心

薩摩亞商廣立興業(股)
台灣分公司

3/7
(三)

台灣優衣庫企業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102

徵才職缺：「改變世界的經營者」(店長)

3/8
(四)

台灣無印良品
企業說明會
12:30-13:30 / 誠202

徵才職缺：門市全職夥伴
　　　　　Café&Meal MUJI 外場全職夥伴

3/9
(五)

廣立興業(股)台灣分公司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102

徵才職缺：海內外培訓幹部、採購人員、
　　　　　設計助理

3/12
(一)

長榮航空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綜210

徵才職缺：一般飛行員、培訓飛行員

3/13
(二)

台灣萊雅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綜202

徵才職缺：儲備幹部(Management Trainee)
　　　　　暑假實習(Summer Intern)

3/14
(三)

長頸鹿美語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102

徵才職缺：全職/兼職美語老師、助教
　　　　　安親課輔老師

3/16
(五)

中華航空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102

徵才職缺：培訓機師、修護技術員

3/20
(二)

花王企業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徵才職缺：品牌管理/企劃、通路行銷
　　　　　程式設計師

3/15
(四)

特力集團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202

徵才職缺：Green Program企劃、開發與採購
　　　　　暑期實習生

3/28
(三)

盈科泛利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102

徵才職缺：前端工程師、活動業務開發專員、
　　　　　廣告AE業務行銷、實習生

3/29
(四)

廣達電腦
企業說明會
12:30-14:00 / 誠201

徵才職缺：軟硬體與機構工程師、專案/業務、
　　　　　採購、海外品管/製程、儲備幹部等

2018就業季

活動詳情：https://goo.gl/ZCjVYr
報名網址：https://goo.gl/5LF7RT參加企業說明會，集章3枚送禮券

*以上活動，主辦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集章送禮券活動，每月限領一次。

水平方廣場 開幕典禮
日光大道 夢想敲鐘

文薈廳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就業輔導中心

履歷吸睛x面試加分
＊求職講座

講者：

劉書齊經理

聯華電子

人力資源處校園關係 

18:30-20:30
誠201

3/14
(三)

進入職場停、看、聽
＊勞動保障講座

講者：

郭子銓專員

勞工保險局

台北巿辦事處 

12:30-14:00
誠102

3/26
(一)

精誠資訊企業總部
企業參訪

 

13:30-16:30
內湖

3/27
(二)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318號 

職場用人學
履歷x面試x淺規則
＊求職講座

講者：

黃郁仁人資長

精誠資訊 
12:30-14:00
誠102

4/9
(一)

花王(台灣)新竹廠
企業參訪

 

12:15-16:30
新竹

4/10
(二)地點：

新竹縣湖口鄉

中華路6號

活動人沙龍
－活動策展企劃
＊職涯講座

講者：

講師

 

12:30-14:30
文薈廳

4/11
(三)

雄獅集團內湖總部
企業參訪

 

13:30-16:30
內湖

4/12
(二)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

石潭路151號

金融科技產業趨勢
與人才需求
＊趨勢講座

講者：

單良菁英講師 
金融研訓院
偉仕金服首席風控官

12:30-14:00
誠102

5/2
(三)

國際職場x英語面試
＊求職講座

講者：

鍾嘉欣經理

康寧Corning Inc.
亞太區人才與發展

18:30-20:30
誠201

5/3
(四)

刑事司法的極限－
非法律人與人文故事的對話

(刑事司法調查工作職涯分享)

＊職涯講座

講者：

林炤宏主任

財政部關務署
18:30-20:00
誠202

5/8
(二)

*以上活動，主辦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2018
就業季

活動詳情：https://goo.gl/ZCjVYr
報名網址：https://goo.gl/5LF7RT

參加3-5月講座(*)
集章3枚送禮券



就業輔導

查詢/報名職涯活動

字級⼤⼩：	 ⼩ 中 ⼤ 	其他功能：	  轉寄 	  友善列印 	  FB分享 	  G+分享 	

點選上圖進⼊「職場迎新SHOW，敲響夢想鐘」2018就業博覽會網站  (請使⽤Chrome	瀏覽器開

啟）

📌好康相報-限臺師⼤在校⽣參與：

1.參加企業說明會，集章三枚，即可兌換禮券，換完為⽌!  	

2.參加3-5⽉份講座，集章三枚，即可兌換禮券，換完為⽌! 	

3.本校學⽣請攜帶學⽣證報到，可登⼊學⽣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五育活動。

106學年度第⼆學期 職涯活動	

企業說明會、企業參訪、履歷⾯試、趨勢講座、活動⼈沙⿓

	

活動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講者 活動內容

查詢/報名職涯活動

mailto:?subject=%E6%9F%A5%E8%A9%A2/%E5%A0%B1%E5%90%8D%E8%81%B7%E6%B6%AF%E6%B4%BB%E5%8B%95&body=%E4%B8%BB%E9%A1%8C%EF%BC%9A%0D%0A%E6%9F%A5%E8%A9%A2/%E5%A0%B1%E5%90%8D%E8%81%B7%E6%B6%AF%E6%B4%BB%E5%8B%95%0D%0A%0D%0A%E7%B0%A1%E8%BF%B0%E5%85%A7%E5%AE%B9%EF%BC%9A%0D%0A%0D%0A%0D%0A%E9%80%A3%E7%B5%90%E7%B6%B2%E5%9D%80%EF%BC%9A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id=301
javascript:void(window.print())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sdk=joey&u=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id=301&display=popup&ref=plugin&src=share_button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id=301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jobfair/index.html


03/07（三）

12:30-14:00	

誠102

台灣優⾐庫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趙妤甄	HR	

⿈思瑜	

2017儲備幹部	

(明曜百貨旗艦店)

UNIQLO全球⼀號店成⽴於1984年，2010年開設⾸

間台灣店鋪，UNIQLO從商品企劃、⽣產、物流到

販售皆由我們獨⽴完成，提供予消費者⾼品質、合

理價格的「UNIQLO」品牌服飾。秉持LifeWear精

神，提供真正優質、前所未有、全新價值的服裝。	

	

徵才職缺	

●改變世界的經營者（店⻑）	

	負有重責⼤任，執⾏⼈事、賣場、商品、營收、損

益等各⽅⾯管理，是個⾮常重要的職位，能讓您經

歷極⼤的⼯作價值和無窮無盡的成就感。由於店⻑

職是個能學會做為⼀個經營者所需之態度與技能，

以及所有從事商業活動所需之要素的職位，在

UNIQLO裡，我們稱「店⻑＝經營者」。	

※瞭解更多(請按此)	

※⽴即下載UNUQLO履歷表，於2018/4/20前，將

履歷表寄⾄UQTW-Recruit@uniqlo.com.tw信箱

03/08（四）

12:30-13:30	

誠202

無印良品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資源專員	

賴佳汶

1980年，原本只是西友株式會社⾃有品牌的「無印

良品」，從40項商品開始⾄今，已經成⻑為有近

8000項商品的知名獨⽴品牌。台灣無印良品⾃

2004年4⽉成⽴第1家微⾵⾨市⾄今，以⽣活提案專

⾨店為主軸，以不標榜品牌、注重本質的商品價值

與簡約設計為理念，致⼒於提倡簡約、⾃然、富質

感的MUJI式現代⽣活哲學，提供機能實⽤、價格合

理、品質優良的商品，滿⾜⽣活所需。⽬前有50家

實體⾨市與3家網路店鋪經營中。

[Café&Meal	MUJI	無印良品餐飲事業]	

台灣於2014年開設Café&Meal	MUJI⼀號店⾄今全

台共有四家餐廳及⼀家新形態之Café	MUJI，以安

⼼、安全⾷材推廣與供應健康的原味料理。

徵才職缺	

●零售⾨市全職夥伴	

●Café&Meal	MUJI	外場全職夥伴	

※有意願加⼊MUJI的同學，可下載MUJI履歷表，

填寫完成攜帶於活動當天現場繳交。(現場不⾯

試，如有通過履歷審核後續會再擇期與同學另約⾯

試)	

※⼯作內容、⼯作地點、福利制度(請按此)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07.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67
https://goo.gl/j5MMPU
https://goo.gl/obfTEJ
mailto:UQTW-Recruit@uniqlo.com.tw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08.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68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MUJI-resume.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MUJI.pdf


03/09（五）

12:30-14:00	

誠102

廣⽴興業(股)	

台灣分公司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林瑜	

業務經理	

	

校友分享-	

蔡瓈萱	

歷史學系	

106畢業

薩摩亞商廣⽴興業(股)公司隸屬於國華集團旗下⼦

公司，成⽴逾四⼗年，在紡織成⾐業界的世界知名

製造、出⼝商。⽬前於南美、亞洲、中東...等地投

資設⽴多家成⾐/印繡花廠。全球總員⼯⼈數近兩

萬⼈，台北總公司主要業務以開發、接單、採購各

項物料⾄成⾐⽣產地為主。是⼀家⼈性化管理，⿎

勵員⼯發展創意⼯作型態的公司。採部⾨利潤中⼼

制度。	當天會有校友回校分享，歡迎學弟妹踴躍參

加。	

	

徵才職缺/條件	

●海內外培訓幹部/英⽂能⼒:佳-多益成績:750分以

上OR其他英⽂檢定對應成績	

●採購⼈員/英⽂能⼒:中等-多益成績:500分以上OR

其他英⽂檢定對應成績	

●設計助理/會擅⻑操作美⼯繪圖軟體(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福利制度(請按此)

03/12（ㄧ）

12:30-14:00	

綜210

⻑榮航空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 「安全」是⻑榮航空對旅客的承諾，也是全體員⼯

努⼒的⾸要⽬標及的責任。⻑榮航空⾃開航以來，

即全⾯推廣航空安全教育訓練，將安全理念深植所

有員⼯⼼中，同時也建置完善的「安全管理系

統」，運⽤系統管理的⽅法掌握各個作業⾯潛存的

⾵險，並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確保航機的⾶航安

全。	

	

徵才職缺/條件	

●⼀般⾶⾏員/軍退或⾃學⾶⾏⾶航員以『⼀般⾶航

員』職別進⼊公司，必須接受進階訓練和機型轉換

訓練	

●培訓⾶航員/無⾶⾏經驗之⼤專畢業青年以『培訓

⾶航學員』職別進⼊公司，必須接受三階段訓練	

※有意願加⼊⻑榮航空的同學，可⾄企業網站登錄

履歷資料報名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09.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71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UNITED%20INFINITE%20CORP.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2.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74
http://www.evaair.com/zh-tw/about-eva-air/careers/job-openings/pilots/


03/13（⼆）

12:30-14:00	

綜202

L‘OREAL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1	

相關報導2

-- ⼀百多年來，萊雅始終致⼒於「美」的事業。它幫

助每個⼈表達⾃我、獲得⾃信並建⽴⼈際關係。萊

雅擁有業界最豐富且獨特的國際品牌組合，涵蓋所

有美妝領域：護髮、染髮、肌膚保養、彩妝和香

⽔。L'OREAL集團的⽤⼈⾮常彈性，我們尋找充滿

活⼒，有創造⼒、組織⼒，具備跨部⾨溝通能⼒的

⼈才，提供創新⽽彈性的國際性環境，在化妝品市

場中，你將有機會與世界第⼀的L'OREAL共創⼀個

國際性的事業。		

	

徵才職缺/條件	

●儲備幹部(Management	Trainee)/應徵資格：應屆

畢業⽣或⼯作經驗不滿兩年者	

●暑假實習	(Summer	Intern)/應徵資格：⼤三以上

或碩⼠班在學學⽣		

※儲備幹部/暑期實習職缺(請按此)

03/14（三）

12:30-14:00	

誠102

⻑頸⿅美語	

企業說明會	

EDM

-- ⽴⾜台灣、放眼世界，⾝處在全球化時代，培養孩

⼦的國際觀是現代⽗⺟重要的課題，語⾔能⼒更是

孩⼦⾯對未來競爭必備的⼯具，對於孩⼦的教育的

投資，⻑頸⿅美語無不竭盡所能創造最優質的學習

平台。⻑頸⿅美語在台深耕三⼗年，透過全⽅位的

整合與創新教學，注⼊⼀股強⽽有⼒的⼼⾎，擁有

靈活學習⼒、跨界整合⼒的你，快來加⼊我們，讓

我們共同為⻑頸⿅美語創造更上⼀層樓的價值！	

	

徵才職缺/條件	

●全職.兼職	美語⽼師	/	英⽂(聽、說、讀、寫-精通)	

●全職.兼職	美語助教/	英⽂(聽、說、讀、寫-中等)		

●安親課輔⽼師/	英⽂(聽、說、讀、寫-中等)		

※⼯作內容、科系要求、其他條件(請按此)

03/14（三）

18:30-20:30	

誠201

履歷吸睛x	

⾯試加分	

求職講座	

EDM	

相關報導

聯華電⼦	⼈資處	

校園關係經理	

劉書⿑	Kimmy

【講座流程】	

	1.	履歷撰寫技巧	

	2.	決戰⾯試	

	3.	Q&A	

	

講者經歷→Adecco藝珂⼈事公司 顧問/⾮營利組

織媒體宣傳部 主任/能源設備公司上海.新⽵ 專

案經理/	Qualcomm⾼通台灣區員⼯關係 主管/台

積電⾼階主管 秘書/廣播電台 主持⼈/記者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3.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78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80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L'OREAL.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4.gi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giraffe.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4-2.jpg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85


03/15（四）

12:30-14:00	

誠202

特⼒集團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招募處	專案副理	

陳雅蓮

⼀個深耕居家產業，業務橫跨貿易、零售、電⼦商

務、商品設計與採購等領域的全球整合型企業。我

們提供同仁完整的國際化職涯舞台與培訓機制，結

合誠信、當責、謙和、⾼績效⽂化與顧客導向等企

業⽂化，與你⼀起打造「家」的價值，並提升個⼈

職涯⾼度！歡迎東亞學系學⽣踴躍參加瞭解!	

	

徵才職缺	

●GREEN	PROGRAM	(詳請介紹，含公司簡介)	

●暑期實習計畫		(詳請介紹)	

※⼯作內容、徵才條件、⾯談時程規劃(請按此)

03/16（五）

12:30-14:00	

誠102

中華航空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 華航持續積極推動「機隊年輕化」與「新⼈培訓計

畫」，多年來已培訓出數百位優秀的正、副機師及

專業修護⼈員。也為華航不斷拓展的全球航線與機

隊，注⼊了⼀股年輕、創新的活⼒!對航空⾶⾏充

滿熱情的你，歡迎加⼊我們的⾶⾏菁英⾏列。	

	

徵才職缺	

●培訓機師(詳請介紹)	

●修護⼯廠修護技術員(詳請介紹)	

※有意願加⼊中華航空的同學，可⾄企業網站登錄

履歷資料報名

03/20（⼆）

12:30-14:00	

⽂薈廳

花王(台灣)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 花王(台灣)為台灣唯⼀具備完整供應鏈之FMCG外商

企業，在花王，您可以接觸到完整的研發製造到業

務銷售的跨部⾨合作。除了職務完整，花王深耕台

灣市場，以滿⾜消費者與顧客需求為願景，您可以

接觸到最深⼊的產品開發與最前線的⾏銷流程，也

可以徜徉在數字間以邏輯分析規劃創造雙贏的通路

⾏銷計畫。想認識台灣No.1的快消品公司嗎?那你

⼀定不能錯過花王的徵才說明會！	

	

徵才職缺(詳請介紹)	

●品牌管理/品牌企劃	

●通路⾏銷	

●程式設計師	

※⼯作內容、徵才條件(請按此)

03/26（⼀）

12:30-14:00	

誠102

進⼊職場

停、看、聽	

勞動保障講

座	

EDM	

相關報導

勞⼯保險局	

台北巿辦事處	

郭⼦銓專員

【講座流程】	

1.	社會新鮮⼈不可不知的權益保障	

2.	進⼊職場停、看、聽	

3.	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與提繳⼯資	

4.失業保障	

5.勞動⽣涯保障	

6.儲蓄未來	

7.捍衛勞動保障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5.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98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testrite-GREEN%20PROGRAM.jpg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testrite-INTERNSHIP.jpg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testrite.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16.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397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chinaairlines-1.jpg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chinaairlines-2.jpg
https://www.china-airlines.com/tw/zh/career/pilot-recruitment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20.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05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kao.jpg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kao.pdf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26.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17


03/27（⼆）

13:30-16:30	

台北市內湖

區瑞光路

318號

精誠資訊	

企業參訪	

相關報導

-- ※限本校學⽣參加，參訪⼈數上限40⼈	

						時間										參訪⾏程	

13:30-14:00		集合報到（⾏政⼤樓前⽔池處報到，

校⾨⼝上⾞）	

14:00-14:30		搭乘遊覽⾞前往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4:30-14:50		資訊產業發展及趨勢	

14:50-15:10		企業簡介與發展願景	

15:10-15:40		⼈才需求與核⼼職能、實習機會、⼯

作職缺與條件	

15:40-16:00		前輩或校友職涯經驗分享	

16:00-16:10		職場環境觀摩及體驗	

16:10-16:30		Q&A	

16:30~												快樂賦歸

03/28（三）

12:30-14:00	

誠102

盈科泛利(股)	

(Accupass活

動通)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銷公關主任	

江柳螢

Accupass	活動通集結論壇、展覽、講座、免費體

驗及各式有趣活動資訊；無論您想要找活動或者辦

活動，⽅便的線上售票及活動報名功能都是您事半

功倍的好幫⼿。額外商業保險、週休⼆⽇、優於勞

基法年假制度、飲料無限供應；Accupass活動通正

處於準備⾼度成⻑的關⼝，更可以分享到最豐碩的

成果。	

	

徵才職缺	

●前端⼯程師(Front-end	Engineer)	

●活動業務開發拓展專員	

●廣告AE業務⾏銷	

●實習⽣(Product	Support)	

●實習⽣(New-Media	Blog	Marketing)	

●實習⽣(New-Media	Video	Marketing)	

●實習⽣(New-Media	Marketing)	

※⼯作內容、徵才條件、福利制度(請按此)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32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28.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23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Accupass.pdf


	 	 該場次請利⽤－	

Accupass活動通	

報名系統(請按此)	

	

或	

利⽤隔壁視窗	

直接報名→

03/29（四）

12:30-14:00	

誠201

廣達電腦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 1988年成⽴，以領先群倫的技術與堅強卓越的研發

團隊，雄踞⾼科技市場領導地位，也是全球各⼤頂

尖科技品牌最重要的研發設計服務夥伴。從全球最

⼤的筆記型電腦設計製造跨⾜到雲端，積極研發與

創新，廣達呈現的是再⼀次的出擊，穩健地引領時

代前進，在迎向30年之際，站在雲端制⾼點，廣達

還要擘劃下⼀個30年，⽽最珍惜的資產	「⼈才」

將是帶領廣達未來30年，再創新局的關鍵！歡迎具

備真才實⼒的⼈才，加⼊廣達、放⼤⼒量！	

	

徵才職缺	

●軟體⼯程師	

●硬體⼯程師	

●機構⼯程師	

●專案/業務/海外/採購/儲備幹部	

※詳細職缺、徵才條件、應徵⽅式(請按此)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2120247256617493880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329.gif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36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multiple/recruitment/106-2/quanta.pdf


04/09（⼀）

12:30-14:00	

誠202

職場⽤⼈學	

履歷x⾯試x

潛規則	

EDM	

相關報導

精誠資訊	⼈資⻑	

⿈郁仁

【講座流程】	

1.	履歷撰寫技巧	

2.	⾯試準備與應答技巧	

3.	職場倫理與⼯作態度	

4.	現場模擬⽰範	/	Q&A	

※同學可⾃備履歷表＆要應徵的公司＋職務，精誠

資訊⼈資⻑將會現場幫同學進⾏模擬⽰範	

	

講者經歷→東森集團	⼈資⻑/信義企業集團⼈資部

執⾏協理/光寶科技(股)公司⼈資部	副處⻑/⼀零四

資訊科技(股)公司獵才顧問中⼼	營運⻑/廣達電腦

(股)公司⼯業關係課	副課⻑

04/09（⼀）

14:00-15:30	

誠202

精誠資訊	

企業說明會	

EDM

精誠資訊	

⼈才發展處

徵才職缺/條件	

●菁英儲備幹部SMA(Systex	Management

Associate)	

●【數位應⽤產品處】	資安技術服務⼈員、產品專

員、⾏銷專員	

●【線上學習事業處】	動畫設計師	

●【AI應⽤暨機器⼈發展處】產品計畫專員	

●【數位企業業務處】業務專員	

●【技術研發部】	前端HTML⼯程師、主機系統開

發⼯程師、⼈⼯智慧演算法⼯程師、	⾃然語⾔處理

科學家、	ChatBot開發⼯程師	

●【研發處】程式設計師	

●App開發⼯程師(iOS/Android)、系統軟體⼯程

師、雲端系統⼯程師、系統分析師	

●實習⽣(⻑期/暑期)	

※職缺內容、徵才條件(請按此)

04/10(⼆)

12:1516:30	

新⽵縣湖⼝

鄉中華路6號

花王(台灣)	

企業參訪	

相關報導

	 ※限本校學⽣參加，參訪⼈數上限40⼈	

						時間										參訪⾏程	

12:15-12:30		集合報到（⾏政⼤樓前⽔池處報到，

校⾨⼝上⾞）	

12:30-14:00		搭乘遊覽⾞前往新⽵⼯廠研究所4F	

14:00-14:20		⼯廠簡介	

14:20-14:40		特性實驗	

14:40-15:40		⼯廠參觀	

15:40-16:00		⼈才招募&職缺介紹	

16:00-16:30		座談會(Q&A)	

16:30~												快樂賦歸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409-2.jpg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42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409-2.jpg
https://goo.gl/tkTGGz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55


04/11(三)

12:30-14:30	

⽂薈廳

活動⼈沙⿓	

相關報導

Accupass講師 辦活動是不是只能從零開始？Accupass⼀年擁有超

越五萬檔活動，每⼀場活動都要他的必備要素，少

⼀個可是萬萬不⾏的!這些活動的必備要素應該如

何透過最佳完美組合，讓活動更加精彩呢？透過活

動通的平台思維與辦活動策展⼈的分享，將告訴所

有對辦活動有興趣的莘莘學⼦們：	

●辦活動必備企劃元素	

●辦活動應避免錯誤	

●辦活動企劃書撰寫know	how	

Accupass活動學，你不能不知

	 	 該場次請利⽤－	

Accupass活動通	

報名系統(請按此)	

或	

利⽤隔壁視窗	

直接報名→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5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2210132361866219416


04/12(四)

13:30-16:30	

台北市內湖

區⽯潭路

151號

雄獅旅⾏社	

企業參訪	

相關報導	

	

-- ※限本校學⽣參加，參訪⼈數上限40⼈	

						時間										參訪⾏程	

13:35-14:00		集合報到（⾏政⼤樓前⽔池處報到，

校⾨⼝上⾞）	

14:00-14:30		搭乘遊覽⾞前往雄獅旅⾏社股份有限

公司	

14:30-14:50		旅遊產業發展及趨勢	

14:50-15:10		企業簡介與發展願景	

15:10-15:40		⼈才需求與核⼼職能、實習機會、⼯

作職缺與條件	

15:40-16:00		前輩或校友職涯經驗分享	

16:00-16:10		職場環境觀摩及體驗	

16:10-16:30		Q&A	

16:30~												快樂賦歸

04/13(五)

12:30-14:00	

誠202

通⽤磨坊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General	Mills（通⽤磨坊)是⼀家百年企業。西元

1866年，美國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河兩岸的⼀對

麵粉⼯廠，透過創新徹底改⾰了麵粉研磨⼯業，成

為今天General	Mills的基礎；⾄今，General	Mills

遍佈100多個國家，經營60多種品牌，總公司在美

國Minneapolis，是全世界⼗⼤⾷品製造公司之

⼀。

美商台灣通⽤磨坊(General	Mills	Taiwan)⽬前在台

灣經營Häagen-Dazs、Green	Giant、Nature	Valley

等知名品牌並深信員⼯的成⻑與發展是公司進步的

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常重視員⼯的訓練及職涯發

展，美國財富(Fortune’s)雜誌將通⽤磨坊列為

「100家最好的公司」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將通⽤磨坊列為「最懂得付出的公司」，富

⽐⼠「美國最佳聲譽公司」排⾏第⼀。我們竭誠歡

迎專業、有效率的⼯作伙伴加⼊台灣通⽤磨坊

(General	Mills	Taiwan)的⼯作⾏列。	

	

徵才職缺	

●儲備幹部(Management	Trainee)	

●暑期實習(Summer	Intern)	

※招募時程：申請期間：3/19~5/31→初試&複試：

6⽉上旬→預計報到⽇：7⽉上旬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56
http://tecs.otecs.ntnu.edu.tw/upload/docs/career/signup/106-2/eDM_0413.jpg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51


04/30(ㄧ)

12:30-13:30	

正204

財團法⼈	

均⼀平台	

教育基⾦會	

招募說明會	

EDM

	 關於均⼀｜均⼀平台教育基⾦會是⼀個專注於教育

科技的⾮營利組織，希望透過科技的⼒量，讓每個

孩⼦都能⽤⾃⼰的速度學習。	

均⼀願景｜每⼀個孩⼦都有⾛向世界的能⼒、回饋

社會的⼼懷。	

均⼀使命｜透過科技，協助⽼師落實個別化教學，

消弭學習弱勢；透過科學，提供孩⼦學⽤整合的機

會，連結未來世界。

徵才職缺	(實習期間:2018.07-2019.01)	

●軟體研發組	

●暑教學內容開發組	

●推廣⾏銷組	

●營運管理組

05/02（三）

12:30-14:00	

誠102

⾦融科技產

業發展趨勢	

與⼈才需求	

EDM	

相關報導

偉仕⾦服		

⾸席⾵控官	

單良

【講座流程】	

1.全球Fintech產業趨勢	

2.陸企對�ntech⼈才的需求	

3.獨領⾵騷的⼤陸消費⾦融市場	

4.	Q&A	

	

講者經歷→國美⾦融消費⾦融	CRO/恆昌普惠⾦融事

業部⾵控	副總裁/香港維信理財公司/台北富邦.中國

信託.澳盛銀⾏.台新銀⾏ ⾵控部/台灣⾦融研訓院

菁英講師/科技⼤學資管系	講師/VISA中國區	顧問

05/03（四）

18:30-20:30	

誠201

國際職場	

x	

英語⾯試	

EDM	

相關報導	

	

康寧公司

(Corning	Inc.)	

亞太區⼈才發展

經理	

鍾嘉欣

【講座流程】	

1.跨國職涯⼯作經驗分享	

2.職場應具備的英語⼒	

3.英⽂履歷與⾯試重點	

4.英⽂模擬⾯試	

5.講評/	Q&A	

	

講者經歷→緯創資通訓練暨發展中⼼	訓練經理/海

外⼈才訓練專案	(美、墨、	中、捷、菲、⽇)/⾼階

主管領導⼒職能發展專案/美國印第安那⼤學	教育

系統科技碩⼠/國⽴清華⼤學	外國語⽂學系學⼠	

	

※徵求英⽂模擬⾯試對象，請於4/20(五)前將履歷

寄⾄職來職往信箱：ntnucocs@ntnu.edu.tw，我

們將會於4/27(五)回覆，是否成為模擬對象，即可

獲贈就業⾦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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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

18:30-20:30	

誠101

國考	

⼼得分享	

EDM	

相關報導

王辭維/	

教政所(碩)	

任芸萱/	

社教所(碩)	

宋健豪/	

地理系(博)

【講座流程】	

1.教育⾏政職系考取分享	

2.⼀般⾏政職系分享	

3.測量職系分享	

4.綜合座談	

	

※講者內容主題：講者背景簡介→如何選定報考類
科或職系→只念書/補習/函授?另外⾃⼰讀/組讀書

會?→如何擬定讀書計畫→考試技巧→準備考試⽢
苦談→其他

05/10（四）

18:30-20:00	

誠201

抽絲剝繭、	

洞察關鍵-	

刑事司法調

查⼯作職涯

分享講座	

EDM	

相關報導

林炤宏	主任	

財政部	

關務署政⾵室

【講座流程】	

1.刑事司法調查⼯作的類型與特⾊	

2.刑事司法調查⼯作職涯分享	

3.刑事司法調查⼯作所需⼈格特質	

4.Q&A	

	

講者經歷→地⽅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組⻑/法務部廉政

署調查組副組⻑/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政治⼤學法

律學系法律學碩⼠/臺北⼤學公共⾏政學系法學碩

⼠

05/23（三）

12:20-14:00	

綜508

Aranya	

阿那亞	

渡假村	

企業說明會	

EDM	

相關報導

	 Aranya阿那亞社區作為亞洲最具特⾊的旅遊地產項

⽬，是集度假、旅遊、休閒、會議、社區服務為⼀

體的⼤型國際項⽬，配備有酒店、中餐廳、西餐

廳、⽇式餐廳、業主⾷堂、會議室、商業街、電影

院、⽔上運動中⼼、泳池、網球場、酒吧、咖啡

館、診所、兒童託管中⼼、⽣態農莊、酒莊、藝術

館、海邊禮堂等配套設施。還有享譽盛名的孤獨圖

書館、全國唯⼀的社區⾺會、法國CLUB	MED渡假

村和異國⾵情的歐洲集市。詳細介紹(請按此)	

	

徵才職缺	

●管理培訓⽣、D.O、活動策劃、活動執⾏、團隊接

待、賽事助理、運動達⼈、出納、會計、⼈事專

員、平⾯設計、⽂案編輯、銷售、調酒師、咖啡

師、⺠宿⼤使、形象⼤使、⾺術教練、編舞⽼師、

瑜珈教練	

※招募對象：2018/2019年國內新聞傳媒、中⽂、

英語、⽇語、財務、⼈⼒資源管理、設計、酒店、

旅遊、運動、體育、藝術、舞蹈、⾳樂、⼯商管

理、畜牧、⾺術相關專業畢業⽣。	

※簡歷投遞郵箱：aranya-hr@aranya.cc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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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段162號 	 		

電話：(02)77341222 	 傳真：(02)23638920

瀏覽⼈次：41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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