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大學第十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 

閉幕式典禮暨成果分享會活動時程表 

活動時間：109 年 6 月 13 日(六)14：00〜17：00 

活動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主場地) 

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三演講室(視訊場地)。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時間 活動內容 主場地 主持 

14：00－14：20 
學生事務長致詞 

暨頒發企業教練感謝座 

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主辦單位暨

學生團隊 

14：20－15：50 
播放致謝企業暨教練小組成果影片 

(含教練致詞) 

15：50－16：30 企業教練頒發小組學員結業證書 

16：30－17：00 

主辦單位頒發計畫 

學員個人獎項 

團體成果影音票選獎 

 

  



注意事項: 

本屆閉幕式典禮為配合防疫新生活工作，場地分流及間隔就座。說明如下: 

1.典禮主場地-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座位請參閱(附圖 1)，企業教練、陪同來賓及各小組四位學員就座(含正、副小組長(註 1、2))。 

註 1:小組四位名額，除保留正、副小組長座位外，餘二位名額小組可自行協調一講入座，其他學員則

請至視訊場地入座。如小組內無特別協調，以學員報到時先將一講所屬小組座位補滿為原則。 

註 2:各場地座位規劃 ，原則上以附圖為主；主辦單位得視現場活動進行情形作適當安排調整。 

2.視訊場地-國際會議廳第二、三演講室 

各小組其他學員請至第二、三演講室入座(附圖 2、3)。 

3.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閉幕式典禮會中將頒發學員結業證書、個人獎項及團體票選獎項，屆時位於視訊場地之學員

需離開座位集合至第一演講室受頒，故建議請勿攜帶貴重物品，以免遺失。 

4.請攜帶手機掃描座位 QR-code，各場地入座前皆應掃描座位上之 QR-code，就座後請固定

位置，勿任意調換座位。 

5.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利記錄入場；無證者須由主辦單位同意後方可進入。 

6.進場前量測額溫、酒精噴手，活動當日報到進場前需量測額溫(發燒者請勿入場)及酒精噴手

消毒；如有身體不適或呼吸道症狀者應全程配戴口罩。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座位圖 

企業代表及各小組四位學員(含正副小組長) 

13 備  聯電     和鑫  和鑫   岱稜  儒鴻   儒鴻  華泰  13 

12  環鴻  聯電   聯電  和鑫   岱稜  岱稜  儒鴻   華泰  華泰 12 

11 環鴻  環鴻   聯電  和鑫  和鑫   岱稜  儒鴻   華泰  華泰  11 

10  環鴻  環鴻   聯電  和鑫   岱稜  儒鴻  儒鴻   華泰  華泰 10 
 
 
 

9 台積  台積   資誠  資誠  資誠   中企  中企   統一  統一  9 

8  台積  台積   資誠  資誠   聚陽  中企  中企   統一  統一 8 

7 台積  台積   領投  領投  領投   聚陽  聚陽   統一  統一  7 

6  光寶  光寶   領投  領投   聚陽  聚陽  台虹   璨揚  璨揚 6 

5 光寶  光寶   創新  創新  創新   榮美  台虹   璨揚  璨揚  5 

4  光寶  光寶   創新  創新   榮美  榮美  台虹   璨揚  璨揚 4 

3 嘉鴻  嘉鴻   中信  中信  中信   榮美  台虹   Ford  Ford  3 

2  嘉鴻  嘉鴻   中信  中信   榮美  榮美  台虹   Ford  Ford 2 

1 1-1 1-2 嘉鴻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Ford 1-16 Ford 1-18 1 

 

 

 投 影 布 幕 

前門 

後門 

紅色方塊:企業代表 

紫色方塊:校方代表 

其他色塊:小組學員 

附圖 1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座位圖 

各小組學員 

10   嘉鴻  
 

  
    

   
 

 環鴻   10 

9  嘉鴻   榮美  榮美  台積  資誠  Ford  Ford   環鴻  9 

8 嘉鴻  嘉鴻   榮美  台積  台積  資誠  Ford  
 環鴻  環鴻 8 

7  嘉鴻   榮美  榮美  台積  資誠  Ford  聚陽 
 

 統一  7 

6 中信  中信   台虹  岱稜  岱稜  儒鴻  聚陽  
 統一  統一 6 

5  中信   台虹  台虹  岱稜  儒鴻  儒鴻  聚陽  
 聯電  5 

4 中信  中信   台虹  岱稜  岱稜  儒鴻  聚陽   聯電  聯電 4 

3  和鑫   光寶  光寶  華泰  中企  領投  領投   聯電  3 

2 和鑫  和鑫   光寶  華泰  華泰  中企  領投  
 璨揚  璨揚 2 

1 1-1 和鑫 1-3  光寶 1-5 光寶 1-7 華泰 1-9 中企 1-11 中企 1-13 領投  1-15 璨揚 1-17 1 

 

前門 

 

  

投影布幕 

數位講桌 
 

後門 
附圖 2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座位圖 

各小組學員 

 

9    璨揚  統一  統一   嘉鴻  聚陽     9 

8  中信   璨揚  統一   嘉鴻  嘉鴻  聚陽    8 

7 中信   璨揚  璨揚  統一   和鑫  聚陽   領投  7 

6  中信   環鴻  岱稜   和鑫  和鑫  華泰   領投 6 

5 中信   環鴻  環鴻  岱稜   和鑫  華泰   領投  5 

4  中企   Ford  岱稜   榮美  榮美  華泰   創新 4 

3 中企   Ford  Ford  聯電   榮美  光寶   創新  3 

2  中企   儒鴻  聯電   台積  台積  光寶   創新 2 

1  1-2  儒鴻 1-4 儒鴻 1-6 聯電  1-8 台積 1-10 光寶 1-12  創新 1-14 1 

 

 

前門 

投影布幕 
數位講桌 

附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