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 

2022 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企劃書 

1. 活動宗旨：為促進本校在校生、應屆畢業生、畢業校友與企業界多方面交流，並協助企業延

攬優秀人才；同時讓學生瞭解目前產業界的職場脈動，依其專長及興趣，選擇發

揮所長的工作，特舉辦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2. 活動目標：此次校園徵才活動竭誠邀請各績優企業廠商共同參與，透過進駐校園現場即時求

才、面試、說明會等活動，促成企業與學生互動交流，一則縮短企業招募人才時

間與招募成本，二則能提供企業在最短時間內尋得優秀人才，三則更盼能輔導本

校學生們順利就業，四則能提升企業於校園能見度，縮短學生們與企業的距離。 

3. 活動內容： 

a. 就業博覽會：預計每日邀請 5 間企業，共計 45 間至學校設點，展示公司徵才

職務內容，提供學生未來就業之參考依據，並安排宣傳和配套活動吸引學生參

與。 

b. 徵才說明會：預計每日邀請 5 間企業透過說明座談會的方式，使其與學生近距

離接觸，將公司文化及人才需求等重要資訊準確地傳達給學生，會後學生亦可

至企業攤位進行深入了解、或是直接投遞履歷與面試。 

4.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5. 參與人員： 

中國文化大學在校學生、應屆畢業生及校友 

6. 活動時間：111 年 5 月 3 日~5 月 13 日，每日 10:00~15:30，共計 9 天。 

7. 活動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校本部大恩館穿堂。 

8. 報名方式： 

請逕行至活動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資料，並勾選欲參加類別，經由主辦單位確認後

回覆。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zN4zYmrd8LHi3ZN7 

  



9. 報名時間： 

a. 參展報名第一階段： 

寄件時間：即日起 110 年 11 月 08（周一）至 111 年 1 月 21 日（五） 

審查告知：預計 111 年 2 月 18 日（五）前以 EMAIL 方式回覆審查結果。 

b. 參展報名第二階段：（如第一階段報名已額滿將取消第二階段報名） 

寄件時間：111 年 3 月 1 日（二）至 111 年 3 月 11 日（五）  

審查告知：預計 111 年 3 月 25 日（五）前以 EMAIL 方式回覆審查結果。 

 本次徵才攤位有限，額滿為止。每個企業／單位限制參展一天，參展日期由本校依活動

規畫安排。報名單位需經過本校回覆審核通知，方完成報名手續，請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相關報名程序，逾期未完成相關程序者，將取消預定資格，並由本校安排候補企業／單

位遞補。 

10. 活動說明： 

 就業博覽會： 

a. 參展費用：免費參展，企業需自行負擔誤餐費。 

b. 自由贊助：本次活動有舉辦摸彩活動，敬邀參與企業／單位提供禮品，作為摸彩用

途，並請於 4 月 21 日（四）前將摸彩獎品寄送至本校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收。 

c. 提供設備：招商攤位 1 個含展板（3M 長×1M 寬×2M 高）、公司名稱橫幅 1 個

（30cm×100cm）、職缺海報 1 張、110V 三孔插座 1 個（每攤位平均電力為

1500W，請勿超載）、長桌（1.8M×0.6M）1 張、桌巾 1 條、折疊椅 2 張、塑膠椅 3

張、校園無線上網、免費停車證 1 張（同活動邀請卡）及企業識別證（至多 3

張）。 

d. 活動宣傳： 

本活動將透過文大校園網路、海報、文宣、社群平台等方式宣傳，並製作「2022 中

國文化大學就業博覽會活動手冊」電子檔發送，讓學生能瞭解參展企業／單位之企業

文化及職缺，並積極參與應徵。 
 攤位示意 3D 圖連結：https://adobe.ly/3abU7KN 

 ▲攤位示意圖 ▲攤位示意圖 



 企業徵才說明會： 

a. 參與費用：免費參與，企業需自行負擔誤餐費。 

b. 場次時間：中午時段 12:10-13:00，每個場次 10 分鐘，預計辦理 5 個場次/天。 

c. 活動內容：說明會以座談會的形式辦理，可透過簡報介紹公司背景、徵才訊息、薪資

福利、職場心得分享及 Q&A 等內容，與學生近距離互動，增加企業的吸引力，歡迎

攜帶小禮品或紀念品，提升活動熱絡度。 

d. 提供場地與設備： 

a. 可容納 30 人以上之活動場地。 

b. 投影機、投影幕、麥克風、電腦、簡報筆。 

 注意事項： 

a. 為確保貴公司的相關權益，報名前，請先詳讀『中國文化大學 2022 就業博

覽會參展公約』，相關注意事項請務必配合。 

b. 本活動嚴禁補習班招生或傳（直）銷業務等商業招攬行為。  

c. 如遇特殊因素必須異動活動日期時，將另行通知。 

d. 請參與企業徵才說明會之企業提供海報數張以及 EDM，以達擴大宣傳之

效。 

e. 主辦單位保有企業參展場次、時段及位置分配之最後決定權。 

f. 各企業可自行斟酌欲參加之活動。 

11. 聯繫窗口與方式： 

 就業博覽會活動聯絡人：陳亭妘 小姐 (02)2861-0511 轉 12505； 

E-mail：cty3@ulive.pccu.edu.tw 

 企業徵才說明會聯絡人：賴法蓁 小姐 (02)2861-0511 轉 12510； 

E-mail：lfz6@g.pccu.edu.tw 

 聯絡地址：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中國文化大學學務處職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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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科系列表 

文學院 工學院 

學系、所  

中國文學系、所 

史學系、所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奈米材料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數位機電碩士班 

紡織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所 

國際暨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韓國語文學系、所 

俄國語文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 

法國語文學系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碩士）學程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所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所 

會計學系、所 

觀光事業學系、所 

資訊管理學系、所 

財務金融學系、所 

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電子商務碩士學位學程 

航空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休閒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數位媒體學士學位學程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光電物理系 

化學系、所 

地學研究所 

地理學系、所 

大氣科學系 

地質學系 

生命科學系 
新聞傳播學院 

法學院 新聞學系、所 

廣告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所 

大眾傳播學系 
法律學系、所 

社會科學院 藝術學院 

政治學系、所 

經濟學系、所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所 

社會福利學系、所 

行政管理學系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青少年兒童福利碩士學位學程 

美術學系、所 

音樂學系、所 

中國音樂學系 

戲劇學系、所 

中國戲劇學系 

舞蹈學系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農學院 教育學院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動物科學系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土地資源學系 

保健營養學系 

生活應用科學系、所 

生物科技研究所 

教育學系 

心理輔導學系、所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運動教練所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2022 就業博覽會參展公約 

本企業／機構（以下簡稱參展單位）參加中國文化大學舉辦之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於參展期間，

確知並願意遵守主辦單位下列規定事項： 

1. 參展單位所展示之內容，必須與徵才主題相關，否則不得展出；展出期間禁止在會場內有任

何商業行銷或買賣行為。 

2. 參展單位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單位名稱（包括贊助公司名

稱） 參加展出，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停止非參展單位繼續展出，並禁止轉讓者繼續參加

本博覽會。  

3. 參展單位之展示活動範圍僅限於其承租攤位之內，活動佈置請勿干擾到其他參展單位，包含

桌椅、產品、旗幟、海報、廣告版、立牌、氣球等，皆以勿干擾鄰近攤位為限；並禁止在攤

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展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 

4. 每攤位提供電力約為 1500W，請勿超載，亦不可自行外接電源；活動期間不可使用任何音響

設施，包括麥克風、音箱、喇叭、擴音器等，以及家電產品，包括電磁爐、烤箱、微波爐、

電鍋、冰箱、冷凍櫃等。  

5. 本博覽會活動時間為上午 10:00 至下午 15:30，參展單位應依規定時間進場完成佈置及撤

場。 

6. 活動期間，參展人員請依規定駐守攤位，若需提前離開會場，請於報名表中提出說明，並於

離場前告知活動主辦方現場負責人。參展單位之人員，請於參展日上午 9:30 前辦理報到作業

並進場布置，領取企業識別證，並於下午場地復原時進行簽退作業，退還企業識別證。凡在

場之企業人員，參展期間均需配戴企業識別證，以示身分。 

7. 參展期間，請勿進入教室進行招募動作，以免遭本校校警驅離。 

8. 參展單位應依據個資法規定，若索取學生個資，需盡告知義務，並負擔學生個資保密責任與

控管風險，如因未遵守個資法規定，造成損害或有涉及法律責任時，參展單位將負完全法律

責任。 

9. 經主辦單位認定有違反上述規定者，參展單位若經規勸仍未即時改善違規行為，主辦單位得

予強制取消參展資格。  

10. 主辦單位將於就業博覽會一週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寄發邀請卡、現場路線圖、停車證。敬請

各企業配合；若於活動前 5 天仍未收到者，歡迎來電洽詢。  

11. 若有相關宣傳物品請於活動前寄至本校，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中國文化大學學

務處職發組收。 

12. 若因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參展公司權益受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