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0 年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核定補助名單 

【全校類】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校 01 00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職涯輔導「Go For Success」 

校 02 1008 靜宜大學 靜宜職涯領航．精心培育出好人才 

校 03 1016 銘傳大學 銘刻我的職輔傳記 

校 04 1030 龍華科技大學 薪薪向龍－Z 世代的「職」達車 

校 05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遠大鵬路翱翔-職輔工作精進計畫 

校 06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走向幸福職涯方向 

【創新類-大學校院組】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創 01 0002 國立清華大學 域見職涯新視界 

創 02 003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翻轉心未來跨育人才計畫 

創 03 1001 東海大學 
建構以智慧商務提升職涯價值之藍圖- 

職涯創新輔導領航計畫 

創 04 1001 東海大學 Fly Away-生涯設計與實踐 

創 05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職場達人培育計畫系列活動 

創 06 1007 逢甲大學 成就自我開創未來 

創 07 1012 大葉大學 孵化 Yeh Youth 創意職涯 

創 08 1015 世新大學 接軌職場創新產品企劃與實作競賽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創 09 1027 慈濟大學 
運用 IPE 跨系跨專業團隊學習並培養護

理素養 

創 10 1033 長榮大學 多元跨域心世界 

創 11 1033 長榮大學 職旅傳承；攝鏡府城 

創 12 1048 亞洲大學 
遇見更好的自己！卓越幼教師養成計畫

—暑期實習課程化計畫 

 

【創新類-技專校院組】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創 21 00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拓展「心」世界，生涯不受限 

創 22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職涯管理學-打造我的個人品牌 

創 23 004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課室即職場 

創 24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智慧+1-護理職涯任意門給力計劃 

創 25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創新職輔領航計畫-科系學涯輔導藍圖 

創 26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桌遊職場大未來 

創 27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職輔法拉力－休閒產業三創服務商品設計

與職場體驗計畫 

創 28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綠色健康產業之創新創業職能輔導計畫 

創 29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跨域創新ｘ職輔加值：打造專業人才計畫 

創 30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三創耀馬偕-職涯輔導系列活動 1.0 



【教材類】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教 01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職行工程教育領航站 

教 02 002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聲動影 2.0》- 聚落浮影多元跨域

展演計畫 

教 03 0030 國立臺東大學 職飛東大，求職不求人 

教 04 0031 國立宜蘭大學 智慧人才職涯輔導計畫 

教 05 0032 國立聯合大學 贏在勝任力 

教 06 003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預見未來，職輔計畫 

教 07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藝術與設計跨域人才整合計畫 

教 08 005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文化創意與商業設計專業人才培力就

業計畫 

教 09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我的職涯發展企劃 

教 10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會計職涯探索 Go!Go!Go! 

教 11 1002 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職涯發展計畫-課程融入與

導師輔導的結合 

教 12 1002 輔仁大學 時尚力專業養成培育計畫 

教 13 1005 淡江大學 未來職涯必然之路-打造跨國職場力 

教 14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勇往職前，成功非我莫「數」 

教 15 1012 大葉大學 「葉 Go!」自我突圍，佈局未來 

教 16 1014 義守大學 
義大跨域創新-人工智慧創新職涯課

程發展計畫 

教 17 1017 實踐大學 全球實習暨生涯規劃培育計畫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教 18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廣告傳播專業職涯培植計畫 

教 19 1020 南華大學 打造具行銷力的公共人力資源 

教 20 1020 南華大學 愛麗絲夢遊仙境職場-動物換位思考 

教 21 1021 真理大學 大數據、AI 跨領域職涯輔導計畫 

教 22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職場在走  態度要有 

教 23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美麗新視界-職涯不設限 

教 24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航空物流產業π型人才職涯發展計畫 

教 25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職涯尋 ME 夢想啟航 

教 26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找回自信、肯定自己，成為職場勝利

者 

教 27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彎道超車就靠我的超能力~專業力+

競爭力+實踐力 

教 28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醫管職涯領航向前行~續行 2021 

教 29 1048 亞洲大學 亞護白衣天使導航起飛計畫 

教 30 1049 開南大學 行行出狀元，精彩職場任我行 

教 31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做自己職涯的策展人 

教 32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Love & Rich Your Life 多元職涯系

列活動 

教 33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文創遊戲 職涯創夢 

教 34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智慧金融科技職能職涯輔導計畫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教 35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職涯無敵超能力 打造青春熱血π型人 

教 36 1195 馬偕醫學院 
聽語專業職涯發展探索-從職涯輔導

到多元聽語服務探索與實作 

教 37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系科特色職涯發展活動導入教學模式 

 

【原住民類】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原 01 0018 國立嘉義大學 原力與你同在 

原 02 00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職小金剛 

原 03 0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職掘原位 

原 04 0052 國立屏東大學 職人夢想家原繫咖啡夢 

原 05 1001 東海大學 
原漾職感－東海大學原住民學生職涯

體驗計畫 

原 06 1015 世新大學 「原」力覺醒，從「新」出發 

原 07 1017 實踐大學 
原民「創意．創藝．創力」-實踐職

涯創業培育計畫 

原 08 1021 真理大學 融入社團與社區的原住民職涯輔導 

原 09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原」生崛起 

原 11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源自森林，心之脈絡 - Milinsu ko 

wawa 

原 12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原地啟動 

原 13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努力扎根創造夢想 



編號 
學校 

代碼 
提案學校 計畫名稱 

原 14 1058 明道大學 原明改造旗艦計畫 

原 15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引領職涯藍圖 成就職涯發展 

原 16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原是一家人:滿是牡丹情 

原 17 108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原生我才 ‧ 國際展才 

原 18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原生原鄉原體驗暨系所特色深耕職輔

能量倍增計畫(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