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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逢甲大學校園徵才媒合會企劃書 

壹、前言 

「2022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蟬聯私校冠軍」，遠見雜誌於 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布

「2022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逢甲繼 2021年首度打破北部獨霸，拿下私校冠軍後，再

次獲得私校第一；整體排名也上升至全國第八。除了「校際排名」外，《遠見》還進行了九

大學科領域畢業生的企業評價，以及「資訊科技」、「傳產製造業」及「零售服務業」的三

大產業別的企業最愛排名。值得一提的是，「資訊科技」產業雇主認定最佳畢業生 TOP10

排名中，本校緊追台成清交之後，排名全國第七，在「傳產製造業」方面，本校的畢業生

一樣受到雇主的青睞，擠入全國第十。《遠見》 

2022年「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不僅再次突破醫科包圍，成為全國私校前五名中

唯一非醫科大學，名次也更向前進一名，在沒有財團、宗教和醫科豐沛資源條件下，名列

全國私校第四。本校大學近期接連接到令全體逢甲人振奮的好消息，先是 2022 大學辦學

績效再次蟬聯榜首；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全國統一分發，本校招生名額使用率和分發

人數都拿下雙料冠軍！此次「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結合了遠見民意研究調查、政府公開

資訊、世界最大學術資料庫愛思唯爾（Elsevier）的 Scopus 資料庫，以及 SciVal 研究分析

指標，以六大面向 44 項指標評比，本校整體校務經營在「產業連結」、「跨域整合」和「國

際合作」三大面向表現突出，因而再度出線，受到青睞。 

本校學務處成就學生中心，於畢業季前籌辦校園徵才媒合會，前三年受疫情影響皆以

虛實整合方式推動，目前疫情趨緩下，將繼續辦理校園徵才媒合會，盼繼續建立本校學生

與企業間良好之橋樑與溝通環境，藉此開拓學生就業眼界，並提供多元的產業及就業資訊，

同時讓企業傳遞本身企業理念與形象尋得適合之人才，創造適才適所的就業媒合平台，以

發揮徵才媒合會最大效益。 

貳、實施對象 

逢甲大學應屆畢業生與畢業校友 

參、主辦/協辦單位 

學務處成就學生中心、學生會、畢業生工作委員會/ 

總務處、資訊總處、財務處與各學院 

肆、辦理時間 

ㄧ、時間：2023年 3月 7日(星期二)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十時至十時十分為開幕式) 

3月 8日(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註：攤位有限，額滿為止，依報名時間排序】 

二、地點：逢甲大學育樂館大禮堂，兩天預計 110攤。 

 

  



 

2023年逢甲大學校園徵才媒合會企劃書 頁 2 

伍、服務項目暨收費說明 

項次 項    目 費  用 說          明 

1. 展示攤位暨清潔費 12,000 元/攤 

⚫ 提供 3m x 3m 展示攤位（採輕鋼架隔間） 

⚫ 輸出徵才海報 A1 大小ㄧ式 

⚫ 一攤位提供一長桌、六張椅子、二個三孔電線

插頭、三座照射燈、地毯、無線上網環境 

⚫ 一攤位提供會場工作人員中餐便當至多 4 份、

2 張車輛臨時通行證、4 張活動識別證 

⚫ 手冊內公司介紹(半頁) 

2. 

參加協辦(有手冊頁面) 

【總計徵募 4 家】 
32,000 元 

⚫ 本活動各文宣加入企業 logo 與公司名稱 

⚫ 贈送校徵手冊專屬廣告頁： 

1.封底外彩色全頁、2.封面裡彩色跨頁、3.封底裡

彩色跨頁、4.目錄前一頁彩色全頁【手冊廣告頁

面將依報名時間先後排序依上述 1.2.3.4 決定。】 

參加協辦(無手冊頁面) 

【無家數限制】 
20,000 元 

本活動各文宣加入企業 logo 與公司名稱 

3. 
其他徵才媒合會手冊

專屬廣告 

協辦專屬 

1.封底外彩色全頁、2.封面裡彩色跨頁、3.封底裡彩

色跨頁、4.目錄前一頁彩色全頁【本頁面將依報名

時間先後排序依上述 1.2.3.4 決定】 

5,000 元/頁 校徵手冊其他內頁（彩色） 

4,000 元/頁 校徵手冊專屬廣告內頁(黑白) 

4. 徵才說明會專場 3000 元/場 於媒合會當日舉辦，1 場 50 分鐘。 

5. 
正大門入口處內二側

背板廣告 
10000 元/面 

1.廣告背板(1)-(4)，彩色全頁(背板設計原則：公

司 logo、公司名稱、簡短公司願景。由公司提供

設計好之圖片，工輸出使用)【本廣告背板將依報

名時間先後排序依上述 1.2.3.4 決定。背板編號如

下圖表示】 

正大門入口處內二側背板編號位置說明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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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大門入口處外二

側背板廣告 
8000 元/面 

1.廣告背板(5)-(8)，彩色全頁(背板設計原則：公

司 logo、公司名稱、簡短公司願景。由公司提供

設計好之圖片，工輸出使用)【本廣告背板將依報

名時間先後排序依上述 5.6.7.8 決定。背板編號如

下圖表示】 

正大門入口處外二側背板編號位置說明圖示 

   

 

陸、宣傳 

一、對校外 

(一)由本校秘書處發送本活動新聞稿，分別於逢甲週報及逢甲首頁刊登。活動當天並

邀請新聞媒體於企業校園徵才媒合會時，進行現場採訪報導。 

(二)企業提供之職缺經彙整對照需求系所後，轉請各學系發 e-mail 通知近五年畢業班

同學。 

(三)透過本校校友聯絡處平台與管道通知各地校友會及各系系友會。 

(四)於本校全球資訊網、成就學生中心粉專及 LINE 社群與網站訊息公告活動消息。 

二、對校內 

(一)逢甲大學大門口佈置精神堡壘校徵宣傳，並規劃設計相關宣傳海報。 

(二)設置職缺牆，針對企業提供之職缺，將發 e-mail 或簡訊通知應屆畢業班同學。 

(三)各院、系、所及畢委會配合宣傳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及在校同學踴躍參與。 

背板
6 

背板
8 

背板
5 

背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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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校內班群組宣傳(如 Instagram、Facebook、Line@)。 

柒、提供服務項目 

一、各企業職缺訊息彙整後，置於職缺牆並於徵才媒合會現場統一公告。 

二、徵才媒合會場地設置於室內，備有冷氣空調。 

三、會場文宣及佈置、接待服務等由本校統籌辦理，各家廠商攤位佈置及文宣自行處理。 

四、會場分配每一攤位約 3m x 3m 展示攤位(採輕鋼架隔間)，提供一長桌、六張椅子、2

個三孔電線插頭、3座照射燈、地毯、無線上網環境等。各廠商位置由本校學務處成

就學生中心統一抽籤決定。 

五、每一企業攤位提供徵才職缺表輸出 1 張、4 份中餐(便當)、礦泉水 4 甁、2 張車輛臨

時通行證及 4 張活動識別證。 

六、媒合會場大廳內設置服務台供來賓及同學查詢各廠商求才資訊。 

捌、報名/繳費 

一、活動報名：煩請欲參與之企業儘速填妥 google表單(報名表)。

https://forms.gle/ohGghKky6Ua4ZzALA  

二、活動報名截止日：2023 年 1月 10日(二) 

三、繳費通知：報名完成後，將陸續通知貴企業繳費相關事宜，至繳費完成即完成所有

報名程序。敬請於 2023年 2 月 17日繳費完畢。 

四、本次徵才攤位有限，額滿為止，將按完成報名且完成繳款後順序優先錄取。 

玖、廠商配合事項(活動前將寄送行前通知提醒配合事項) 

一、各廠商可於活動前一日下午 17時至 20時至本校現場察看設計佈置。 

二、請於媒合會當日 8 時 30分後陸續抵達會場，展開設計佈置工作。 

三、媒合會攤位配置圖、說明會場地及時間順序表，車輛進入校區臨時通行證暨文宣海報

等資料，本校於開幕前提供廠商備查。 

四、2023年校園徵才媒合會貴企業職缺一覽表，敬請填寫於附件 excel 表格內，以便提供

給求職者參考，同時也會一併彙整印製 A1職缺海報並公告於媒合會職缺牆上方。 

五、敬請各夥伴企業於徵才媒合會當天提供收取履歷應徵數，並於 6 月 15 日前回溯媒合

成功數。將列入每一年校園徵才媒合會優先邀請對象。 

拾、聯絡窗口與方式 

一、徵才聯絡人：林秋松專案經理/專責職涯諮詢師 

二、聯絡方式：（04）2451-7250 分機 2276 

三、E-mail：chslin@fcu.edu.tw 

四、聯絡地址：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成就學生中心(育樂館 106) 

  

https://forms.gle/ohGghKky6Ua4Zz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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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逢甲大學科系列表 

商學院 

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財稅學系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統計學系 

經濟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學系 

商學學士學位學程 

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會計學系碩士班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財稅學系碩士班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統計與精算碩士班 

經濟學系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財經法律研究所 

全球行銷碩士班 

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工程與科學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數學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博士班 

建設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運輸與物流學系 

土地管理學系 

建設規劃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碩士班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碩士班 

運輸與物流學系碩士班 

土地管理學系碩士班 

智慧城市碩士學位學程 

建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專案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建築專業學院 

建築專業學院學士班 

建築學士學位學程 

室內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 

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建築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雙學士

學位學程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分析雙

學士學位學程 

美國普渡大學電機資訊雙學士學位學程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工程雙學士學位學

程 

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工程雙學士學

位學程 

澳洲昆士蘭大學商學雙學士學位學程 

http://www.acct.fcu.edu.tw/wSite/mp?mp=420101
http://www.itra.fcu.edu.tw/wSite/mp?mp=425101
http://www.ibbiba.fcu.edu.tw/
http://www.pf.fcu.edu.tw/wSite/mp?mp=430101
http://www.coop.fcu.edu.tw/wSite/mp?mp=435101
http://www.stat.fcu.edu.tw/wSite/mp?mp=440101
http://www.econ.fcu.edu.tw/wSite/mp?mp=445101
http://www.ba.fcu.edu.tw/wSite/mp?mp=460101
http://marketing.fcu.edu.tw/wSite/mp?mp=403103
http://www.bce.fcu.edu.tw/wSite/mp?mp=406101
http://www.econlaw.fcu.edu.tw/wSite/mp?mp=418101
http://www.bm.fcu.edu.tw/
http://www.mcae.fcu.edu.tw/wSite/mp?mp=350101
http://www.fcm.fcu.edu.tw/wSite/mp?mp=340101
http://www.inde.fcu.edu.tw/wSite/mp?mp=360101
http://www.che.fcu.edu.tw/wSite/mp?mp=365101
http://www.aero.fcu.edu.tw/wSite/mp?mp=395101
http://www.psd.fcu.edu.tw/wSite/mp?mp=350301
http://www.math.fcu.edu.tw/wSite/mp?mp=510101
http://www.ees.fcu.edu.tw/wSite/mp?mp=520101
http://www.mse.fcu.edu.tw/wSite/mp?mp=530101
http://www.photonics.fcu.edu.tw/wSite/mp?mp=505101
http://www.earmp.fcu.edu.tw/wSite/mp?mp=349101
http://www.civil.fcu.edu.tw/wSite/mp?mp=310101
http://www.fcu.edu.tw/wSite/mp?mp=320101
http://www.up.fcu.edu.tw/wSite/mp?mp=335101
http://www.ttm.fcu.edu.tw/wSite/mp?mp=465101
http://www.lm.fcu.edu.tw/wSite/mp?mp=470101
http://www.soa.fcu.edu.tw/
http://www.istm.fcu.edu.tw/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RMIT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RMIT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Purdue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http://www.istm.fcu.edu.tw/CH/FcuSj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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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博士班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博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班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碩士班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碩士班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光電科學與辜成學系碩士班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 

數據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智能製造與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產業碩士專班 

資電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通訊工程學系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碩士班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中國文學博士班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公共事務研究所 

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經營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高階管理組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數位創新管理組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文化創意產業管

理組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建築產業管理組 

金融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金融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創能學院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https://www.fcu.edu.tw/undergraduate/ 

 

碩博士班：https://www.fcu.edu.tw/graduate/ 

 

http://www.iecs.fcu.edu.tw/wSite/mp?mp=370201
http://www.ee.fcu.edu.tw/wSite/mp?mp=380101
http://www.ece.fcu.edu.tw/wSite/mp?mp=490101
http://www.auto.fcu.edu.tw/wSite/mp?mp=390101
http://www.ce.fcu.edu.tw/wSite/mp?mp=480101
http://www.hpiee.fcu.edu.tw/wSite/mp?mp=386101
http://www.cl.fcu.edu.tw/
http://www.fll.fcu.edu.tw/
http://www.smd.fcu.edu.tw/wSite/mp?mp=600001
http://www.cof.fcu.edu.tw/wSite/mp?mp=610101
http://www.rmi.fcu.edu.tw/wSite/mp?mp=412101
http://www.fina.fcu.edu.tw/
http://www.rmi.fcu.edu.tw/wSite/mp?mp=412101
http://www.fmba.fcu.edu.tw/wSite/mp?mp=615201
http://www.fphd.fcu.edu.tw/wSite/mp?mp=615101
https://www.fcu.edu.tw/undergraduate/
https://www.fcu.edu.tw/gradu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