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就業輔導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古校長 源光
出席人員：如簽名單（於後）
會議記錄： 溫淑瑛

壹、會議議程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四、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輔室業務工作報告
五、提案討論
六、臨時動議

貳、主席致詞：
各位就輔委員大家早，最近學校因為颱風天很紅，學生在淹水地方嬉戲，這
對學校的校譽也不是很好，在座都是就輔委員也是行政主管，平常要讓學生知
道，颱風天淹水不要玩過頭，雖然學生有可愛的一面，但不要有湊熱鬧的心態。
我要講一件事重要的事，其實也是長久以來要跟系所主管報告的一件事，我
們老師的榜樣及所做的一切，都會變成學生的榜樣，我一直都很深信，舉個例子，
最近在舉辦碩士班口試，我看到一件非常讓人搖頭嘆氣的事，我們有某一個系教
授，在一個小時裡考了十位碩士學生的口試，當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只有某
個系，我知道有這樣的例子，在此真的要呼應各位主管委員，系上如果有這樣的
老師，是不是拜託他們，因為學生會以為屏科大就是這個樣子，屏科大不是這個
樣子的，如果老師為了讓學生方便，對學校產生負面聲譽，這我們要深思的，如
果這點都做不好，那我們就業輔導在做甚麼，我們學生就是這樣程度出去的，學
生會認為碩士口試可以隨便混混，將來學生進入職場，會說老師是這樣教我們
的，那將來出社會也會隨便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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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在就業輔導委員會提這件事，是因為當老師是一個良心事業，我在
校長任內一直於很多場合強調｢身教重於言教｣、｢既要為經師，更要為人師｣，經
師就是你的專業知識，但是人師就是在生活上做給大家看的，給同學看，我們所
樹立的都是榜樣，在就業輔導委員會跟大家共同勉勵，我們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老師都非常盡於職責，把老師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但是還是有少部分的老師
表現讓人擔心，系上主管應知道有哪些少數老師有這樣的情形，我還是要重新強
調，當老師是一個良心事業，如果沒有將良心事業做好，其他則不用講，這是第
一點報告。
第二點就是未來就輔室的工作會更加重，因為今年的典範科技大學，我們未
來校外就業實習工作會加強，這部分會請就業輔導室未來跟研發處在做產業結合
工作上要非常緊密的配合，就輔室過去輔導畢業生實習政府方案，我們執行績效
不錯，不過，未來在典範科技大學裡面有幾個系在下一個學年度開始做校外實
習，要實習一個學期或是一年，這個工作恐怕是未來就業輔導室一個非常重的工
作，那這個工作我們希望在教務處的主導之下，能夠把我們的研發處跟就輔室的
行政能量結合在一起。

參、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請參閱手冊資料）
校長：
請各位系所主管注意，第一個案子有提到國際扶輪社 3510 地區活動，去年
扶輪社派了很多不同地區社員，針對本校即將畢業同學及尚未畢業在校生，分享
職場就業經驗及職場需求，這個活動每個系的迴響相當正面，這些工作不曉得明
年會不會繼續辦理，這是每一年不同地區扶輪社總監活動業務之一，剛好今年他
們總監有做這個活動之規劃，也做得相當不錯，他們不僅到我們學校，也到南部
其他大學做分享，扶輪社社員非常熱心，學校沒有提供演講費及車馬費。
扶輪社這群人在社會職場上都已經有一定工作經驗及社會上的地位，所以相
信讓我們的同學有機會與他們接觸，可當作學校給同學的最後一哩路，讓他們及
早知道外面職場環境，若明年還要辦理時，拜託各位系所主管要代表歡迎他們，
並主動聯繫用心辦理，這對學生是有幫助的。甚至，這群扶輪社社員來到學校之
後對學校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群人對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他們會在外
面宣傳對我們口碑及影響我們聲譽。

肆、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輔室業務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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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從陳主任業務報告裡我們知道就輔室在人力組織及條件有限下，做了許多事
情，還把每個場次所做的事情，都做下完整的紀錄，這在我們執行各項工作裡面
是一個重要的做法，這個做法其實也是各系在輔導同學時也該參考的地方，請各
位系所主管拿回去當作一個重要資料，給系上老師參考，因為現科技大學對學生
的就業被列為非常重要評鑑指標，未來與產業結合，學生畢業就業各方面輔導，
甚至，學生還沒有畢業前對他進入職場前能力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 UCAN 一年級進來開始做到四年級，每年都做的話，事實上可以把
學生學習歷程記錄下來，讓學生知道畢業要具備甚麼樣能力，可以做哪些職業就
業，這部分我們希望就輔室未來能持續的推動。另外，有關人力的部分，我們會
在請陳副校長與主秘做考量，我們在此要謝謝就業輔導室這段時間，確實把我們
要落實的工作做的很好，非常用心，各位委員對陳主任工作報告有沒有要請教或
建議的。
國際學院裴家騏院長提問：
謝謝就業輔導室的服務，我其實一直建議在這次典範科技大學運作後，就業
輔導室可做一個調整，做一個功能強化，甚至做一些組織改造，然後能夠確實做
到學習與就業之間無縫接軌的境界。
第一個問題是針對今年所做的 UCAN 施測事情我有兩個問題提出，是否可
以將 UCAN 施測結果摘要之文字檔提供給大家；另外是國際學院施測的人都是
本國籍學生，外國學生有沒有必要做，要做的話是否有困難，我們要如何配合。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明年的就業博覽會，是否可增設國際學院的攤位，不知有否
違法，設立國際學院攤位讓來參加就業博覽會的廠商，瞭解我們國際學院培養出
來的學生。
就業輔導室陳美惠主任回復:
有關 UCAN 施測結果分析報告，我們在報告書後面有附光碟片，請各位委
員回去可詳細參閱裡面的結果，至於外籍生施測部分請負責業務承辦人李俐婷小
姐說明這系統是否適合做外籍學生之施測。
就業輔導室李俐婷小姐回復：
外籍學生之施測，因為教育部目前僅發展中文版，至於英文版或其他語言版
目前是沒有的，如果外籍生需要做施測的話，我們會透過其他的職涯老師與其直
接面談，如果對職涯發展有困難的話，可以跟我們就輔室聯繫，我們再與職涯發
展老師做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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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就業博覽會的時候，可以讓國際學院擺攤位嗎?陳主任已回復擺攤位沒問
題，我們就列入紀錄。
行政副校長陳朝圳副校長：
今天有幾點建議，但不是建議就業輔導室，而是建議各單位的系所主任，因
為我們馬上接著要做下一波的課程修訂，目前正在做有關校訂必修研擬，UCAN
資料建議大家要靈活去運用它，因為有時候對課程設計，或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設
計，一定要有說明，我想 UCAN 施測結果可以帶給大家合理性的引用，UCAN
的應用所分析出來的資料，在課程修訂上請各位看看要如何使用，這是第一點建
議。
第二點建議是就輔室未來業務，其實整個國家近年來對學生畢業後做大樣本
的調查，不僅只針對我們學校，調查裡呈現一個與過去不太一樣的訊息，他問學
生你是畢業後會馬上就業，或多久才會就業，結果樣本裡面學生大部分說畢業後
不急著就業，他們會三個月或六個月才會就業，這是一個就業觀念的問題。裡面
又問學生畢業後想到哪個就業職場工作，學生回答的兩個答案，第一個是想進鴻
海郭台銘企業，第二個想進誠品書局，這兩個分析結果是學生都想撿便宜工作，
他們期待與所學落差很大，這是觀念上的落差。
所以我建議就輔室對學生正確就業觀念，應該從一年級開始培養，要讓學生
知道甚麼是職業，將來就業理想與實際不要落差太大，不然學生會沒辦法適應這
個就業市場環境，所以說就業觀念的培養是必須從一年級培養，使學生先瞭解目
前就業職場狀況，不要好高騖遠，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進郭台銘企業，也不是所有
人可以進誠品，我們要從觀念培養上做加強。
第三點建議是就輔室工作量從以前到現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務必在就輔室
整個組織架構重新調整，才有辦法應付下一波我們要發展典範科技大學想要追求
的目標，這部分我們會在詳細分析，未來整個就輔室應該適當及配當的人力，當
然就輔室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到時候我們在做全盤思考，怎麼樣配當的人力，
能真正找到我們的目標，這是我以上的建議。
就業輔導室陳美惠主任回復:
謝謝副座的建議，至於第二點的部分，如何灌輸學生正確就業觀念，還有他
們目前所學到底將來會從事哪種行業，在此我想與各系所能進一步討論，我們要
讓一年級學生一進來能很清楚自己職涯輪廓，念這個系將來可能會往哪些方向就
業，這樣有助於他學習，所以也請各系所幫忙，有空就要開始來想，到底念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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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所我們就業有哪幾條路，我們就業輔導室會進一步收集這些資料。
校長：
我想這也要各系所的協助，所以大家在教同學的時候，也要讓他們建立正確
職場觀念，進來念了這個系未來可以做甚麼，而不是與你所學專業不相關，所以
我們要給學生正確教導及正確觀念。
進修部謝啟萬主任提問：
非常感謝就輔室做了許多工作，我想未來要與就輔室請教，如何對進修部或
碩專班學生，做就業職掌規劃，未來我們再請就輔室協助及指教，怎樣把這個工
作做得更好。
校長：
我們看資料整個進修部回收率不是很好，進修部也有導師，所以不要讓這個
工作只有我們就輔室及日間部在做，我們把這個部分列入要加強改進地方。
企管系沈慶龍主任提問：
我想請教第一個問題有關職業興趣施測結果職業別分類怪怪的，因為有些是
產業別，有些是職務別，有些又同時具有產業別及職務別，所以這樣的選項錯綜
複雜，不曉得此類別之分類是教育部分類還是我們自己分類。第二個問題是因為
每個學院的職業有比較大的差異，所以統一用這樣一個類別施測，是不是能夠對
各學院或各系所，提供更仔細資訊的價值，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要分出學院別來做
施測或許會更精準，以上兩點提出意見。
就業輔導室陳美惠主任回復：
有關 UCAN 施測裡面所有職業別都是系統歸納好及定義好，所以學生在施
測之前可以閱讀到這些職業別及其定義範疇，我在想他們在開發系統時，可能考
量分類的項目不宜太細，以免分析結果會很龐雜，所以他們有做一個歸納。請委
員們有機會可以上這個系統看一下，如果對這樣的歸類方式覺得不是很妥當，或
是定義不是很明確可能會影響到施測結果，我們可以進一步向教育部建議在這部
分做調整，因為這個系統是去年才測試，今年正式應用，教育部還需要我們回饋
意見。
校長
這套系統是教育部提供，目前這套系統不見得能完全適用在各個不同學院或
系所或哪一個專業領域，不過若在施測過程中時發現有任何問題，則提供就輔室
提報教育部做修正。
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張添盛所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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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剛剛陳副校長提到接下來要做課程修訂，呼籲我們善用 UCAN 分析資料，
我發現 UCAN 資料僅針對四技同學做施測，不知是否有涵蓋研究生？
就業輔導室李俐婷小姐回復：
UCAN 是針對本校全部所有學生做施測，這學期我們是針對一年級學生做施
測，至於碩士生部分，如果碩士班學生願意做施測，我們可以施測，我們有把全
校學生資料放入系統中，學生施測完我們就可以做統計分析。至於這個系統職業
類別歸納，目前系統歸為十六類，系統有提供職業查詢服務，總共有六百多項的
就業途徑，請系所主任可至系統參閱。系統雖然歸十六大類，但就業途徑就提供
了六百多項，而每個就業途徑所需之就業職能，未來需取得哪些證照、哪些考試
資格，在這個平台都可查閱就業職能資訊。
校長：
碩士生部分沒有強制性，如果研究生一年級進來，請透過各所長來鼓勵做施
測。
國際學院裴家騏院長提問：
看這個報告裡面有提到職業興趣類別與學院屬性相映，UCAN 它原來有這
個功能嗎？就是說它會自動做學院屬性做比較嗎？還是這學院屬性本身是我們
自己增加進去的，像報告摘要裡有提到農學院以教育訓練為最高興趣，農學院應
該注意這興趣的趨向，這個是蠻好的，這是學生的性向，但是這個東西有跟農學
院的屬性有差異嗎？這是它本身之功能嗎？
就業輔導室陳美惠主任回復：
其實我們同仁是針對所得結果進行詮釋，事實上系統沒有這樣的功能。就我
們的理解，同學所施測出來的興趣跟學院所發展的方向，好像並不是我們傳統所
認知的樣子，其實這只是表達目前狀況供大家參考，並沒有一個絕對性，念農學
院一定非得就要怎樣、念工學院要怎樣，我們是以傳統認知來看這個結果，發現
與學院所學不是那麼直接相關，這是我們進一步詮釋，此分析結果說明僅供參考。
校長：
這要做到相關性，數據及時間上，不是短時間就能做完的事，這個問題未來
可做觀察。這是第一次委員於會議中大家這麼熱烈提問，因為我們資料準備的很
齊全，我們同仁才會知道就業輔導工作多麼繁複及多麼的重要，謝謝各位委員給
予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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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策劃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業輔導業務。
說明：如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行事曆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表」
，
本次有生物科技系及企業管理系等兩個系提出新增證照項目，請 討
論。
說明：生物科技系（2 項）、企業管理系（2 項）等兩個系提出新增證照獎勵
標準項目如下：
編
號

提出申
請系 證照名稱
所、別

證照級
發照單位
別

1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生物科
Award in
技系
Customer
Service(Chinese)

(City&Guilds)
The City and Guilds
國際
Level 1 of London
認証
Institute[英國倫敦城
市行業協會]

2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Rich
生物科 Media
技系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Flash
CS5

3

企業管
行銷企劃證照
理系

4

企業管
網路行銷證照
理系

Adobe Systems

證照 雲科代 建議獎
備註
類別
碼
勵級別

國際
認証

(TIMS)Taiwan
Institute of Marketing
其他
Science[臺灣行銷科
學學會]
(TIMS)Taiwan
Institute of Marketing
其他
Science[臺灣行銷科
學學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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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6.：列為第三級
6551 第三級 證照 Level 4 修為
第二級獎勵；Level
3、Level 2、Level 1
修為第三級獎勵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10.：
當證照項目未分證
照等級時，由各系
7344 第二級
所依屬性及難易程
度分獎勵等級並提
案至就輔委員會審
議核定後公告之。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6778 第三級 10.：
同上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6781 第三級 10.：
同上

陸、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案由：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
表」，休閒運動保健系臨時提出新增證照 4 個項目，請 討論。
說明：這次因為在準備資料上比較慢，所以臨時提議這 4 個證照可以列入獎
勵，獎勵級別皆為第三級。
編
號

1

提出申
請系
所、別
休閒運
動保健
系

證照名
稱

體適能
健身指
導員

證照級
別

C級

發照單位

高雄市體育
會體適能運
動委員會

證照類
別

雲科
代碼

建議獎
勵級別

備註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2.：
列為第三級

其他

7674

第三級

證照 A 級修為第二級獎
勵；B、C 級修為第三級
獎勵

2

休閒運
動保健
系

體適能
檢測員

未分級
別

中華民國體
適能瑜珈協
會

其他

7052

第三級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10.：
當證照項目未分證照等
級時，由各系所依屬性
及難易程度分獎勵等級
並提案至就輔委員會審
議核定後公告之。

3

休閒運
動保健
系

銀髮族
體適能
瑜珈教
練

未分級
別

中華民國體
適能瑜珈協
會

其他

7050

第三級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10.：
同上

4

休閒運
動保健
系

健康減
重諮詢
教練

未分級
別

中華民國體
適能瑜珈協
會

其他

7048

第三級

決議：照案通過

柒、散會

8

非共同性證照準則 10.：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