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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承辦人：張佳珍小姐
聯繫電話：02-2905-6007
聯繫 Mail：134330@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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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宗旨

藉由「2023 年輔仁大學校園徵才季活動」，提供企業優質人才招
募管道。企業透過與求職者近距離的接觸，加強求職者確實瞭解企業
對人才條件的設定，提高企業徵得所需人才之成功率。同時促進本校
學生認識企業，啟發學生及早規劃職涯，並對未來求職預作準備，養
成自
   身為企業所需人才，達到互利互惠、締造雙贏效益。

　　輔仁大學徵才月將在 2023 年 3 月舉辦，分成二大活動：就
業博覽會、徵才說明會；同時也會舉辦履歷健檢與業師諮詢等活動。
期待學生透過輔大徵才月了解更多產業與探索職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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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說明會
 活動資訊

1. 日　　期：2023 年 3/13-3/29、5/04-5/16。
(實際場次將以報名情況增減)

2. 時　　間：中午 12：30 ~ 13：20 每場 50 分鐘。
3. 地　　點：本校會議室、演講廳。
4. 活動對象：輔仁大學在校生、應屆畢業生、畢業校友。
5. 活動內容：請以企業簡介、徵才資訊為主，另可視時間長短，

斟酌安排互動活動及現場面試等。
(1) 企業簡介：企業背景、組織現況、營運情形、產業前景、未

來展望等。
(2) 徵才訊息：就本次徵才項目提供各職缺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培訓模式、用人特質、薪資福利、升遷規劃等。
(3) 互動活動：除問答時間外，企業可進行有獎搶答，或摸彩活

動，增加活動豐富性與互動性。
(4) 現場面試：企業可於說明會後進行現場面試。（因場地及學

生履歷等需於事前準備，如有此需求之企業，請報名時告知，
恕不接受現場提出）。

6. 會場設備：會場配有麥克風、win筆電、投影及音源設備。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接受提供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之以上之企業徵才，婉拒計件、抽傭、保險業、
直銷(傳銷)、人力仲介代徵或其他無底薪之業務工作。

2. 企業不得於說明會現場進行銷售或推銷商品等行為。
3. 說明會場地依照主辦學校視人數或其他因素調整，以最後行前通知信為準。
4. 說明會是否合作的考量，主要分為(1)職缺種類是否對應本校科系學生結構 (2)職缺數
量多寡 (3)企業風評及知名度 （4）管理職(以上)是否為校友 (5)是否曾合作過以及過
往學生的滿意度 (6)企業規模

就業博覽會

活動資訊
1. 日　　期：預計於五月份辦理，實際日期 11 月下旬公告
2. 地　　點：輔仁大學風華再現廣場
3. 活動對象：輔仁大學在校生、應屆畢業生、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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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內容：請以展示公司簡介、徵才資訊、安排互動活動及現
場面試為主，並派員解答求職者疑問。

5. 會場設備：一企業以一帳為限，若有其他特殊需求請於報名表
上註記。

注意事項
1. 考量博覽會攤位產業多元性，本活動並非填寫資料即錄取，將

由本校評審委員選定，保留是否受理企業報名之權益。本校設
有各產業(領域)之企業上限，得視活動主題、對應科系多寡、行
業別等因素，保留婉謝參與之可能性。

2. 不得有自家企業徵才以外之商業或非商業行為為，如：寄發商
業廣告文宣、販賣商品、推銷服務、招攬保險、契約銷售、招
募學生企業會員等，違者將不再合作。

3. 僅接受提供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之以上之企業徵才，婉拒計件、
抽傭、保險業、直銷(傳銷)、人力仲介代徵或其他無底薪之業務
工作。

4. 本校說明會與博覽會恕不提供預先劃位與選場次服務，皆由校
方安排，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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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銷與宣傳  　　　　           

為增加企業及本次活動的曝光率與參與率，特擴大本年度校園徵
才季之行銷宣傳，以協助企業徵得所需人才，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企業說明會專屬行銷 
(一) 架設企業說明會活動專屬網站
(二) 2023 年輔大校園徵才活動手冊

(三)徵才季摸彩活動（摸彩禮品募集中，歡迎企業贊助與支持）

 校內宣傳
 (一)實體管道

1. 海報：張貼於本校海報牆與各系所公佈欄、校區臨近店家。
2. 傳單：活動前每日派員於校園餐廳或人潮眾多處發送。
(二) 網路管道 
1.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2. 職輔組 Facebook
3. 職輔組 LINE@生活圈
4. 全校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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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一) 本項活動歡迎各大企業踴躍參與，本校不收取場地、設備等費用，
歡迎企業贊助禮品。
(二) 兩活動皆採線上方式報名。請於職輔組官網完成註冊以及職缺登
錄後，再到校園徵才網進行活動報名表，請詳看註冊須知
(三) 說明會報名日期：2022 年 11 月 0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07 日止。
(四) 博覽會報名日期：預計於五月份辦理，實際日期 11 月下旬公告。
(五) 說明會合作企業名單於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告於職輔組官網。
(六) 活動聯繫人：張佳珍小姐　聯繫電話：29056007

活動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二)執行單位：輔仁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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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系所一覽表
本校系所共包含十二學院及研究所，學生數達兩萬三千人，為新北地區頗具規模之綜合大學。

學院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二年制在
職專班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
學系

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
學系

中國文學系、哲學系
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
哲學系

哲學系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應用美術學系、
景觀設計學系

音樂學系、應用美術學系、
景觀設計學系

音樂學系
(演奏組、音樂學組)

應用美術學系、藝術與文
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音樂學系

傳播學院
影像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
系、新聞傳播學系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教育學院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運動競
技組、運動健康管理組)、圖
書資訊學系、教育領導與科
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體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系、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系、運動休閒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體育學
系

醫學院
護理學系、公共衛生學系、
臨床心理學系、醫學系、職
能治療學系、呼吸治療學系

護理學系、公共衛生學系、
臨床心理學系、生物醫學暨
藥學研究所、生物醫學海量
資料分析碩士學位學程

生技醫藥博士學位學
程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護理學系

理工學院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資訊數
學組、物理學系(物理組、光
電物理組)、化學系、資訊工
程學系、生命科學系、電機
工程學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
組、系統與晶片設計組)、醫
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
學程

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
系、資訊工程學系、生命科
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化學系、應用科學與
工程研究所

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
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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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二年制在
職專班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德語語文學
系、法國語文學系、西班牙
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義大利語文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德語語文學
系、法國語文學系、西班牙
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碩士
班、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
士班

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
學與跨文化研究博士
班

英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
學系

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在職專
班

民生學院
食品科學系、營養科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餐旅管理
學系

食品科學系、營養科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餐旅管理
學系

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
程

餐旅管理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餐旅管理學系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服飾設計組、織品服飾行銷
組)

織品服裝學系、博物館學研
究所、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

織品服裝學系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學士後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原住民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經濟學系、宗教學系、天主
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心理
學系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經濟學系、宗教學系、心理
學系

宗教學系、心理學系 經濟學系、宗教學系
宗教學系、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
統計資訊學系、資訊管理學
系、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
士班、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金融碩士班、統計資訊學系
應用統計碩士班、社會企業
碩士學位學程

商學研究所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系、科技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國際創業與
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企業管
理學系管理學碩士在職專班、金
融與國際企業學系金融碩士在職
專班、統計資訊學系應用統計碩
士在職專班、社會企業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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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交通指引與校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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