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大學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 學員招募建議表 

提醒您，請先閱讀本表，以利排序個人企業志願。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107.11.02更新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1 徐德航
華聯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華聯國際影音)
Astar產品經理 台北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歡迎大二以上對創業有興趣的同學列入第一志願。喜歡

思考，具有強烈學習動機及熱忱的同學。 

其他說明  

教練會提供創業相關的議題，參加本組的同學需能額外花較多時間 

進行課前討論議題之資料蒐集整理，以利課堂上進行議題分享討論。

2 郭國平 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 企劃部主任 台北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無特別建議或說明。 

其他說明 

1.參加學員們需先閱讀有關職涯發展的書籍或雜誌，對於後續課程

的討論，將會更有助益。 

2.中華企經會將提供2位暑期實習名額(另給付實習津貼)，協助國家

傑出經理選拔作業，竭誠歡迎報名參加。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3 黃渝晴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發展處 

企業資源發展處 

二處 總經理

台北

學員招募 

1.科系不拘，大四(以上)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以上)為主。 

2.對紡織成衣產業或對東南亞國家工作有興趣者優先。(以聚陽為第

一志願之同學， 應於報名表小組長第三大題/小組員題項第二大題

敘明)。  

其他說明 

提供暑期實習機會，依公司暑期實習辦法及時程辦理。

4. 金麗萍 創新發現媒體整合顧問公司 創辦人兼總經理 台北

學員招募 

1.法律系、政治系、醫學系、理工及商學相關科系為主。 

2. 對國家公共議題(社服/醫療/科技/金融等產業)如何形成、媒體該如

何呈現關心的同學，至少應於小組長/小組員報名表任一題項中去闡

述對上述議題之想法或興趣。 

其他說明 

課程內容部分探討如何將專業語言(科技/醫療)大眾化、如何進行跨

領域傳播，歡迎有興趣同學報名小組。 

5. 王樹文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室 

董事暨執行副總經理 
台北

學員招募  

企管、國企、會計、財金系所、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大三以上 

(含研究所)為主，研究所學員至少應達該小組名額(60%)。 

其他說明 

儒鴻採企業內教練聯合授課及進行活動。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6. 林永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部門會計師 台北

學員招募  

1.科系不拘，以修過中會

2.對於未來職涯規劃有考慮會計師事務所者。(以資誠為第一志願之

同學， 應於報名表

之大三、碩一生為主。 

小組長第三大題/小組員題項第二大題敘明)。 

其他說明 

提供寒假至下學期實習(1~5月工讀機會，開學後每周可上班時間2~4

天即可，上班地點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7. 許雅雯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處長 桃園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大二以上(含研究所)為主。 

其他說明 

無。

8. 梁慶全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金高雄區域中心

協理
高雄

學員招募 

1.科系不拘，對金融業有興趣者。 

2.欲參加中國信託小組的同學需由教練遴選。（從以中國信託為第

一志願者來優先遴選）(請務必閱讀本表底部注意事項) 

課程要求  

本組學員要真誠的排除萬難來上課，每次課程每個學員均應準備問

題進行發問討論，非上課時間則要與教練有互動。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9. 邱瑞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廠區 

人力資源經理 台南

學員招募 

1.理工科系-以電子、電機、機械、航太、化學、化工、材料系所之 

大三(以上)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以上)為主。 

2.非理工科系-以心理系及商管系所之大三(以上)或研究所碩士班二 

年級(以上)為主。 

其他說明 

無。

10. 胡宗延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 協理 台南

學員招募 

1.科系不拘，大三以上(含研究所)為主。 

2.小組長需能擔任規劃與溝通的角色，掌握日程。 

3.小組學員都能負責小組部分工作，分工合作。 

其他說明 

1.課前議題:”你未來10年如何規劃你人生?”

2.課前議題:”你所追求的是甚麼?”

3.部分課程主題將幫助學員認識自己 

4.暑期提供實習機會名額優先給璨揚小組的學員進行申請，並依照

計畫執行過程中的參與程度進行篩選與審核。 

5.表現優異者有機會到研發中心實習或選擇所嚮往之單位實習。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11 劉妙莉 岱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處 

人資部課長
台南

學員招募 

1.以化工、機械、資工(增)科系大三以上(含研究所)為主。 

2.具有 TOEIC 成績者佳。  

小組長：具有活動規劃經驗與企圖心。 

小組員：具學習企圖心及團隊合作意願。 

其他說明 

1.小組長：(1)與教練共同規劃小組方向， 包含課程規劃與設計的建

議、上課頻率、一頁報告書、影音檔票選活動、成果報告書及成果

發表會規劃。(2)開幕式前能凝聚小組成員， 彙整期待，於開幕式當

日與教練討論，建立合作共識，進行分工。  

2.小組員：於課前思考與設定透過 C.C.P.要學習成長 的目標。

12 陳彥偉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 

副處長
台南 科系不拘，無特別說明。

13 許鳳娟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 

人才管理 經理 台南

學員招募 

 機械、航太、系統船舶、電機、工程科學、資工、統計系所，大三

以上(含研究所)為主。 

其他說明 

台達於每年暑期提供實習機會。

14 林宗翰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乳品開發部 經理 台南

學員招募 

以商管系所之大三以上(含研究所碩士班)佔小組員額 60%(含以

上)， 其他科系佔 40%(其中文學院不少於20%)。 

其他說明 

無。 

wanchun
底線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15 徐玉慧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部 

協理 台南

學員招募 

理工科系，大三以上(含研究所)為主。 

其他說明 

無。

16 吳清順 榮美金鬱金香酒店 董事長 台南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無特別建議或說明。 

其他說明: 

歡迎對飯店業有興趣之同學。

17 葉重利 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 執行長 台南

學員招募 

1.科系不拘，大三(以上)或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以上)為主。 

2.需對社會創新、創新服務產業、文創產業、跨領域學習或台南土地 

文化等議題有熱忱、興趣或認識者。(以基金會為第一志願之同學， 

至少應於小組長第三大題/小組員第二大題敘明)。 

其他說明 

1.課程中需準備個人自傳及履歷。 

2.本組結業前可能需與教練進行主題提案。(可與教練討論) 



教練 參與企業 單位職稱 地點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

18 鄭啟驊 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雄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無特別建議或說明。  

其他說明 

公司可提供寒、暑期實習之機會。

19 楊菀菁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電子事業部 

人力資源專案經理 
高雄

學員招募 

工管、資管、企管，大四(以上)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含以上)為主。 

其他說明 

 每年提供海外、國內實習機會。

20 林孟蓉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經理 高雄

學員招募 

科系不拘，但多元(不同)科系為小組成員組成原則；故成員科系除保留

一定比例-化學/化工(不少於3位)外，也歡迎其他科系同學報名。 

其他說明 

無。



注意事項 

本屆職涯教練計畫共有 20 家企業(20位教練)參與，請至官方網站排序個人志願序(由上而下以第 1 志願排序至第 20志願)，以利 

主辦單位遴選及分組作業。上表中企業地點僅為教練任職地點供參考，不一定為課程進行地點，各次課程及地點由教練與小組 

討論後決定(多為校內)，本屆各小組錄取員額由主辦單位視報名人數情形、教練招募建議及需求等，每組錄取約 10-11 位學員不

等，備取若干名。 

【學員招募要項及其他說明】欄位說明: 

1.科系不拘，無特別建議或說明:係指同學不受科系或教練未述及條件之限制，排序時以報名表分數(小組長含面談)及個人志願序為主。 

2.□□□□系所、□□經驗、大四(含以上)或研究所二年級(含以上)其他條件為主:係指小組預定錄取 10~11 位員額(含小組長)，為符合教練 

之學員招募要項建議且同時顧及非符合條件同學之權益，排序及分組時將考量該小組成員之組成背景(以 7:3 或 8:3 之比例原則進行配額； 

即 7 至 8 位符合招募要項建議所述、3 位未符合，使未符合之同學仍有機會參與)。 

3.本屆中國信託小組成員由教練遴選，故 同學仍請依照官方網站-檔案下載區「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報名、遴選暨分組公告」填寫網路 

報名表，完成報名手續，以利教練遴選，說明如下:  

(1)志願選填以中國信託小組為第一志願

*小組長初選:由教練評選以中國信託為

序之同學，小組長、小組員報名表送教練遴選。 

第一志願

*小組長複選:面談日期 11 /10(六)09:00-12:00。(請著正式服裝/校內)

序之同學報名表參加面談，主辦單位 11/08(四)前以電話及 email 通知時間地點。 

*小組長錄取:此一階段教練預計遴選小組長一名、副小組長一名，另由教練評估是否於當日面談人選中錄取部分小組員之員額。

(2)如遇教練遴選後，該小組尚有缺額；得由主辦單位依照原遴選分組方式辦理將缺額補滿。 

(3)以中國信託為第一志願序報名但未錄取之同學，其報名表仍可由主辦單位依照原遴選分組方式進行遴選及分組。即同學雖未錄取第

一志願，仍有機會錄取至其他小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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