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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1學期 【趨勢x人才】職涯活動
我要報名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講者
地點
10/02（二） 從大數據看就業市場趨勢 陳嵩榮 副總經理
18:30-20:00
eDM
誠201
校園新聞
104人力銀行
顧客價值經營總處

活動內容
104人力銀行成立於1996年，首創求職者
和企業主的線上媒合模式，多年來穩居人
力銀行的龍頭地位。成立之今已有超過20
年的歷史，累積二十多年就業市場的服務
經驗與可觀的就業大數據。陳嵩榮副總將
會透過大數據分析，為同學解析就業市場
的變化與趨勢，以及該如何因應與準備。
●活動議程:
- 從大數據看就業市場趨勢
- 未來人才需求與特質
- Ｑ&Ａ
●講者經歷：燁隆鋼鐵集團、新浪網台灣
站、台灣大哥大、 華藝數位、傳技資訊

10/03（三）
18:30-20:00
誠102

跨界職涯
探索「醫療X公關」
eDM
校園新聞

黃嘉琳 副總經理
精英公關集團
群萃公關

從事公關工作，需要協助企業或組織協助
企業和組織增進品牌信譽、行銷效益、議
題管理、和危機處理能力。又因服務客戶
所在的產業不同，也需培養及具備相關的
產業知識，進而發展成一種跨界職涯。精
英公關旗下群萃公關黃嘉琳副總，為本校
大傳所校友，跨界投入醫療公關，將帶領
同學認識極具挑戰性的醫療公關領域。
●活動議程:
- 概述健康醫療產業趨勢
- 醫療公關扮演的角色
- 從事醫療公關所需人格特質
- Ｑ&Ａ
●講者經歷：精英公關集團 群萃公關
10/15（一） 公部門見習分享說明會 公部門計畫專案辦 ●活動議程:
12:30-13:20
eDM
公室
- 公部門見習計畫說明
誠102
校園新聞
- 見習生心得分享/東亞研究所_于仕其同
學
- Ｑ&Ａ
10/16（二） 跨國企業所需的國際人才 陳芳倩 協理 嚮往進入跨國企業工作? 想挑戰全球舞台
12:30-14:00
eDM
成為國際人才?
誠201
校園新聞
優派國際
曾任職於花旗銀行、美商韋萊韜悅、意法
(ViewSonic) 半導體、三星電子等外商企業，現任美商
人力資源部 優派國際(Viewsonic)人資部門最高主管的
陳芳倩協理，將分享自身豐富的外商經
歷，引導同學認識跨國企業的職場文化與
特色，並從人資主管的角度，讓同學瞭解
想進入跨國企業應該具備哪些能力。
●活動議程:
- 跨國企業的職場文化與特色
- 跨國企業的國際人才應具備的能力
- Ｑ&Ａ
●講者經歷：花旗銀行、美商韋萊韜悅、
意法半導體、三星電子

10/18（四） 電動新能源 跨界創新力 樊品甫 資深事業
12:30-14:00
eDM
開發經理
誠102
校園新聞
Tesla

10/18（四） Apple人才招募說明會
18:30-21:00
eDM
誠101
校園新聞

樊經理負責TESLA在台灣的新事業推展，
包括異業合作、新充電網絡建置及新商業
模式發展，亦主導與政府討論制定電動車
的未來政策。帶領團隊在台灣已成功建立
超過700個充電座，與新創團隊合作建構新
的電動車生態圈。樊經理曾任職飛利浦管
理新產品研發專案，並於奧迪汽車主導新
事業經營，也負責通路策略及企業文化升
級之專案，擁有在科技業及汽車業有完整
的經歷。
●活動議程:
- 引言_科技與工程學院 程金保院長
- 特斯拉與電動車
- 新創電動車產業人才需求
- Ｑ&Ａ
●主要經歷：Philips、Audi
Apple 創造了一個與別不同的工作環境：
充滿創意、樂趣，更著重團隊相互合作。
現在，你有機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不論
你擅長分析、別具藝術觸覺、熟悉科技，
還是對科技充滿好奇，Apple Store 都可以
提供理想的機會，讓你在協助別人愛上
Apple 產品的同時，也能夠挑戰自己並找
到事業道路。
想要進一步認識 Apple 開創不同凡響的未
來？我們為你準備了絕佳的機會。報名
Apple 校園人才招募活動，與校友、HR和
管理團隊面對面交流，深度了解工作內容
和企業文化，甚至提前認識你未來的同
事。我們更將在現場進行面試，幫助你快
速開啟在 Apple 的職業旅程。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繫
university_recruiting@apple.com ，我們
期待你的參與！
●活動流程:
- 18:30-19:30 Apple Store 企業介紹
- 19:30-20:30 現場分組面試 (服裝規定Business casual)
※了解更多 Apple Store 的工作機會(請點
此)

10/23（二）
12:30-13:30
誠201

iDA株式會社
招募說明會
eDM

10/25（四） 「海外實習X職場實習」
09:00-17:00
聯合成果發表會
綜509
eDM
校園新聞
10/30（二） 大數據經濟 電商人才夯 藍怡芳 資深總監
12:30-14:00
eDM
誠201
校園新聞
Yahoo奇摩
超級商城

11/13（二）
12:30-13:30
誠201

聯華電子說明會
尖端智能菁英人才
培育計畫
eDM
校園新聞

日本fashion and cosmetics業界最大的人
力派遣、人才介紹公司。
- 徵才職缺：第一線銷售接待、顧客翻譯
- 徵才條件：想在日本就業、喜歡日本；對
流行服裝有興趣；精通日文或學習日文中
(日檢N2以上)
- 工作地點：日本人氣OUTLET(御殿場、木
更津、長島、rinku)
※iDA株式會社官網(請按此)

全球電子商務企業結合大數據、AI、物聯
網、AR/VR，打造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台
灣電商要如何在競爭激烈中站穩自己的腳
步? 加入電商產業須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與
人格特質?具10年以上電子商務業務開發經
驗的藍怡芳資深總監，將為同學帶來精彩
的分享，千萬不能錯過!
●活動議程:
- 概述電商產業發展概況
- 數據經濟趨勢所需的新電商人才
- 從事電商的人格特質
- Ｑ&Ａ
●講者經歷：興奇科技(Yahoo奇摩購物中
心前身)
尖端智能菁英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簡介：回饋企業資源予在學學生，
讓學生了解半導體產業以及聯電，並提供
未來實習以及就業面談優先機會。 畢業後
於聯電就職者，將依據學生對於此計畫的
參與度，給予激勵獎金及年資。
★想搶先一步了解半導體產業趨勢與最新
動態嗎?
★想認識聯電的設備工程相關職務、未來
使命與發展嗎?
★尖端智能人才培育計畫，讓你更了解聯
華電子的企業文化與發展，並提供最佳的
產學接軌機會，保證讓你贏在起跑點!
趕緊報名【2018聯電尖端智能人才說明
會】→ 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QSu2tgm9ogx4loZj1

11/19（一） 迎接AIOT 智能人才夯
12:30-14:00
eDM
誠201
校園新聞

11/27(二)
12:30-14:00
公館校區
B101

履歷吸睛X撰寫攻略
eDM

羅坤榮 所長
中華電信研究院
智慧聯網研究所

物聯網(IoT)自2014年被台積電張忠謀董事
長指為The Next Big Thing，成為產業的熱
門商機；人工智慧(AI)自2015年AlphaGo陸
續打敗各路棋王，躍升為當今顯學。當IoT
裝置透過感測器蒐集各式各樣的資料，再
經過AI深度學習或演算法的智慧加值，匯
流而成的AIoT，預測將引發人類生活的第
一波智慧浪潮。
現任中華電信研究院智慧聯網研究所所長
的羅坤榮博士，以本身督導ITS、iEN、智
慧家庭及智慧城市等物聯網應用服務之豐
富經歷，將為同學解析AIoT的發展趨勢，
以及所需的智能人才。
●活動議程:
- AloT概述與發展趨勢
- AloT所需人才
- Ｑ&Ａ
●主要經歷：中華電信研究院高級研究
員、分項計畫主持人、計畫經理
劉怡欣
●活動議程:
校園關係經理 - 理學院學生履歷撰寫技巧
- 履歷健診（徵求三位理學院同學）
聯華電子人資處 - Ｑ&Ａ
●主要經歷：Adecco藝珂人事公司、非營
利組織媒體宣傳部、能源設備公司、
Qualcomm高通台灣區、台積電、廣播電
台
※本講座主要針對理學院學生履歷撰寫技
巧，並提供三位履歷健診名額，欲履歷健
診同學請於11/21(三)前將履歷寄至職來職
網信箱ntnucocs@ntnu.edu.tw，額滿為
止。

11/28（三）
18:30-20:00
誠102

ROAD OF MUJI
eDM
校園新聞

12/11（二） YouTube教我的那些事
19:00-21:00
eDM
綜202
校園新聞

梁益嘉
董事總經理
台灣無印良品

梁益嘉董事總經理，在零售產業創下許多
紀錄。 由統一超商儲備幹部入行，擔任過
MUJI無印良品全台首店店長，三十七歲即
晉升總經理，是統一集團內最年輕的總
座。去年，更升任日本母公司良品計畫史
上最年輕的執行董事，也是成員中唯一的
台灣人。
●活動議程:
- 無印良品的理由
- 無印良品的設計
- 無印良品的夥伴
- Ｑ&Ａ
●主要經歷：統一超商、無印良品

阿滴

全台人氣第一名教學型YouTuber，獨一無
二的兄妹檔！於2015年1月正式創立頻
道，結合美國文化、新聞時事、流行音
樂、創意教學等題材，製作好看又實用的
教學影片，並在2017年7月達成百萬訂
閱。在這個期間，透過影片觸及到了上百
萬位學生、影片總觀看突破一億次！一起
來聽聽阿滴的經驗分享吧！（學務處專責
導師室、就業輔導中心共同主辦）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權利。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77341222 傳真：(02)23693246

瀏覽人次：60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