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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 

為提供企業校園徵才管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規

劃「就業博覽會」、「企業說明會」及「企業參訪」就業季系列活動，邀請

與本校院系所核心能力相符之相關產業的徵才機構蒞臨本校共同參與，藉

以媒合本校學生適性就業及實習機會，促成企業網羅所需人才，以達產學

合作、共創未來的願景。 

二、活動對象 

(一). 本校學生、校友，以及臺灣大學聯盟（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學

生。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約 1,800 人、碩士班約 1,200 人。 

(二). 徵才機構。 

三、活動時程 

(一). 就業博覽會：2022 年 03 月 23 日星期三 10：00 至 16：00 

(二). 企業說明會/面試活動：2022 年 03 月 01 日至 04 月 29 日 

(三). 企業參訪：2022 年 03 月 01 日至 04 月 29 日 

四、活動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二).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教育學院、科技與工程學院、

理學院、管理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藝術學院、音樂學院、運

動與休閒學院 

五、活動內容與形式 

(一). 就業博覽會：徵才機構，宣傳機構特色、介紹職缺、及進行面試等招

募活動。 

1. 日期：2022 年 03 月 23 日星期三 10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2. 地點：校本部日光大道（如附件） 

3. 規格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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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 規格 數量 備註 

阿里山帳 300 x 300cm 1  

長桌 180x 60 x 75cm 1 附桌巾 

座椅 摺疊椅 4  

徵才機構名牌 橫式 300 x 45cm 1 橫式，統一製作 

職缺海報 A1 1 企業提供內容統一製作 

電源設備 燈光*1、接地線

插座*1 

1 不含網路及延長線 

午餐便當  2 葷素請註明 

瓶裝水  4  

4. 宣傳服務 

 實體：路燈旗、大型看板及海報、系所公布欄海報、DM、

活動手冊等。 

 數位：職涯資源網專區、就業大師平台、臉書、本校

ePAPER、簡訊等。 

(二). 企業說明會：徵才機構至校園辦理說明會，進行公司簡介、所需人

才、職缺介紹、前輩經驗分享（本校校友尤佳）等、及現場面試。 

1. 日期：2022 年 03 月 01 日至 04 月 29 日，3 月 23 日就博會當天除

外。 

2. 時間：12 時 30 分至 14 時 00 分 

3. 地點：職涯發展中心及其他教室（特殊需求另議） 

4. 場地配備：簡報設備、數位講桌及面試空間 

5. 宣傳服務：  

 實體宣傳：路燈旗、校內公布欄、活動海報。 

 數位宣傳：職涯資源網專區、就業大師平台、本校

ePAPER、臉書等。 

6. 學生報名作業：職涯發展中心協助報名及宣傳作業。活動當日建

議準備Ｑ＆Ａ贈品。 

7. 無提供停車位及寄放物品 

(三). 企業參訪 

1. 日期：2022 年 03 月 01 日至 04 月 29 日，3 月 23 日就博會當天除

外。 

2. 時段：14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實際參訪約 2 小時（不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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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 地點：企業辦公室或廠區（新竹以南暫時無法辦理） 

4. 參加人數： 35~70 人，至多兩台遊覽車。 

5. 宣傳服務：系所/校內公布欄海報、eDM、職涯資源網專區、職涯

發展中心粉絲團等。 

6. 備註：本校自行負擔車資、學生保險及協助活動報名。 

六、報名與繳費 

(一). 報名方式 

上網填寫報名表單（https://reurl.cc/XlRYx0），審核通過將以信件通知

報名成功，請於依繳費步驟完成繳款。 

(二). 報名與繳費須知 

1. 就業博覽會報名費用每個攤位為 NT$12,000 

企業說明會報名費用（特殊需求另議）： 

實體每場 NT$6,000，時間為 90 分鐘。 

線上每場 NT$3,000，時間為 90 分鐘。 

同時報名就業博覽會及企業說明會優惠價 NT$15,000 

2. 報名期限：2021 年 12 月 30 日（四）止。 

3. 繳費期限：2022 年 01 月 01 至 14 日。 

4. 資料繳交：2022 年 1 月 14 日底前提供企業簡介、徵才職缺及

logo（AI 檔），寄至本中心信箱，以利活動宣傳用途。 

5. 徵才機構如因故取消，請於 2021 年 12 月底前以書面方式通知辦

理，逾期不予受理。若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將扣除已發生費用並

以專案處理。 

6. 本校保留徵才機構能否參與本活動之權利。 

(三). 繳費說明 

使用臺師大線上金流平台繳費，請下載繳費單（虛擬帳號）進行繳

費；如有行政作業需本校提供資料，請於報名時備註註明。 

七、摸彩獎品贊助 

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就博會當日將舉辦摸彩活動，誠摯邀請徵才機構贊

助摸彩獎品，每項獎品價值建議不低於 NT$3,000。 

 贊助獎品價值達 NT$10,000（含）以上，提供【2021 就博會徵才專

https://reurl.cc/XlRYx0
https://reurl.cc/XlRY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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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彩色宣傳頁 1 頁，內容請自行設計並以徵才為主題，設計稿須於

指定日期前提供，如廣告內容有疑義，本校保有修改之權利。 

八、中心網站 

職涯資源網：https://careercenter.ntnu.edu.tw/ 

就業大師：https://careers.otecs.ntnu.edu.tw/Front_Job_List.aspx 

職涯發展中心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TNUCOCS 

九、系所一覽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社會教育學系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學院學士班 

復健諮商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創造力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學習資訊專業學院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資訊教育研究所 

理學院 

數學系 

物理學系 

化學系 

地球科學系（含 海洋環境研究所） 

資訊工程學系 

文學院 

國文學系 

英語學系 

歷史學系 

地理學系 

臺灣語文學系 

翻譯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科技與工程學院 

工業教育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圖文傳播學系 

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光電工程研究所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設計學系 

藝術史研究所 

運動與休閒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https://careercenter.ntnu.edu.tw/
https://careers.otecs.ntnu.edu.tw/Front_Job_Lis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NTNUC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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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研究所 

環境教育研究所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生命科學系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生技醫藥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研究所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

班（LOHAS-EMBA）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表演藝術研究所 

民族音樂研究所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華語文教學系 

東亞學系（含 政治研究所） 

大眾傳播研究所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十、就博會當日配合事項 

 配合主辦單位行前通知之佈置時間及報到時間。 

 就博會當日徵才機構須至少派一名人力全程參與，不得先行撤場。 

 無提供停車位（臺師大附有校內付費停車場、校外民營停車場、路邊

停車格）。 

 因校園空間有限，活動前後恕不提供物品寄放服務。 

 請配合當日校園防疫規定，準備口罩及相關措施。 

 攤位布置依規定辦理，若有額外需求請於報名表單相關欄位備註說明

及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