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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元智大學校園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活動企畫書 

一、活動名稱：「 2022有備而來」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系列活動 

二、活動宗旨：協助應屆畢業學生、屆退校友依照所學專長與志趣，找到合適的工作職缺；同時提

供在校學生一個了解產業發展趨勢與人力資源需求方向的機會。 

三、活動對象：以 2022年元智應屆畢業生、校友為主，並對桃園地區大專校院學生及社區民眾開

放，預期達 1,800人次參加。 

四、活動簡介：活動系列精神內涵為「全球流通，跨域、整合、終身學習」，以此規劃系列活動內

容。 

系列活動包括：產業趨勢講座、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活動、履歷健診暨面試模擬、求職

競爭力診斷(測評)、職涯錨定 (測評)、企業參訪、其他就業促進活動。 

五、活動內容及說明： 

(一) 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時間： 

1. 2022年 3月 7日(一)~3月 25日(五)：說明會 12:10-13:00(一 ~五)，現場徵才 13:10-14:00 

2. 說明會地點：元智大學六館 R60104、R60105階梯教室 

3. 現場徵才地點：元智大學六館 R60103多功能教室 

4. 設施：海報架*2、筆電、雷射簡報筆、單槍投影機、投影幕、麥克風*2/現場徵才提供長桌

*1、摺椅*3、休息等待區隔屏 

 福利：提供免費餐盒*4、瓶水*4及停車證*1(電子檔) 

 費用：說明會一場次 50分鐘 7,000元，如因疫情管制，將改採 teems遠距線上說明

會。附贈(元智校徵職涯讚 FB彩色廣告，及現場徵才一場)。說明會階梯教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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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徵才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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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智校徵職涯讚臉書彩色廣告 

 刊登時間：2022年 2月 21日~6月 30日 

 規格：請提供 A4大小，影像解晰度 150dpi的 jpg圖檔(請勿超過 5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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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導單位：教育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七、主辦單位：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 

八、承辦單位：元智大學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九、協辦單位：元智大學多元職涯特讚隊 

十、附件： 

 元智大學特色及科系簡介 

 邀請函(含報名作業說明) 

 

 附件一元智大學特色及科系簡介 

(一) 學校特色 

 1998年及 1999年分獲遠見雜誌評選為「未來十年最具發展潛力大學」及「私校學術聲望排

名」、「企圖心最強」、「進步最多」3項第 1名大學。 

 2003年元智獲得行政院第 14屆「國家品質獎」，成為全國第 1及唯一獲得品質最高殊榮之大

學。 

 2005年 5月則獲選為教育部第 1次推動教學卓越計畫之全國 13所獎助大學之一。 

 2005年 10月元智躋身為教育部 5年 5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2所頂尖大學之林。 

 2006年 Cheers雜誌「2006年企業最愛私立大學畢業生」，元智排名第三。 

 2007年 1111人力銀行「2007年企業最愛新鮮人」網路問卷調查，元智躍進為私立大學第二名 

 2008年遠見雜誌「2008大學畢業生企業評價調查」，「畢業生素質提昇最多學校」第 1名。 

 2013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2013年全球百大潛力大學」排名中，本校名列第 94名。 

 2014年以「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二) 科系簡介 

1. 元智大學自民國 78年創校至今，勵精圖治，目前全校共有 5學院 21系 20所，如下表: 

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備註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機械工程學所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所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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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 

電機通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電機)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通訊)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光電)  

電通學院英語學士班 

電機工程學所 

通訊工程學所 

光電工程學所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下分八個學程: 

1. 創新創業 

2. 領導暨人力資源 

3. 行銷 

4. 國際經營管理 

5. 金融科技 

6. 投資與企業金融 

7. 投資與風險管理 

8. 會計專業 

管理學院學士英語專班 

管理學院博士班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所 

資訊管理學系所 

資訊傳播學系所 

生物與醫學資訊碩士學位學程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外語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所 

中國語文學系所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所 

藝術與設計學系所 

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位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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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體系現設有九個研究中心，分別為：遠東產學中心、綠色科技研究中心、環境科技研究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通訊研究中心、科學教育研究中心、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

中心、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2. 特色重點研發團隊： 

(1) 綠色能源與生質燃料 

(2) 行動通訊與智慧生活 

(3) 大數據與數位匯流 

(4) 百貨零售與通路行銷 

(5) 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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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邀請函(含報名作業說明) 

 

「2022有備而來」元智大學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活動 

敬邀  貴企業參與 

敬啟者： 

 

非常感謝貴企業歷年來對元智大學辦學的肯定與支持。基於強化在校生對工作世界的認識，了

解產業需求人才的方向，並促進屆畢學生與雇主的雙向溝通以提升就業媒合效益，複合型的「企業

招募說明會暨微現場徵才」活動挺過 2年新冠肺炎的考驗，2022年將繼續此型態並輔以「我飛網—

元智職涯資訊服務平台」、「YZU職涯解憂鋪」社群、「履歷健診」、「求職競爭力測評」等活動，以

精實深化就業輔導與求職求才媒合效益，達成產學雙贏的局面。 

 

新冠疫情衝擊下，各產業加速數位轉型，醫療、教育、餐飲、健身產業應變而雲端化、個人化

服務崛起，極端氣候、人口老化議題、產業供應鏈斷鏈的衝擊，各國亦積極面對挑戰，2022年元智

的校徵活動也將配合產業發展，提供企業優質人才。預計開放 30場次說明會，歡迎行銷流通、資訊

服務、創新製造、金控科技集團等各領域愛護元智的代表企業參與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2022年持續秉持「精實深化」、「數位化」的創新校園徵才活動型態，相信必能替貴企業覓得良

才並提高貴企業之能見度。歡迎您的光臨、共襄盛舉！ 

 

元智大學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敬邀 

110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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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有備而來」企業招募說明會暨現場徵才活動 

報名注意事宜如下： 

一、活動日期： 

 企業招募說明會(一場次 50分鐘，一天 2場次)共計 30場次： 

2022年 3月 7日至 3月 25日 12:10~13:00(A、B場次，同時段不同場地) 

※網路報名請依產業別選場次，本校將依歷年產學互動情形及實際職缺保留場次審核權

利。 

※A場次：製造業 

※B場次：金控集團、流通服務、資訊科技 

 現場徵才 (免費提供說明會報名企業) 共計 30家企業及單位 

2022年 3月 7日至 3月 25日 13:10~14:00 

二、活動地點： 

    日間：元智大學六館 R60104、R60105階梯教室&六館 R60103玻璃屋多功能教室 

三、報名網址： 元智首頁右上角→職涯資訊(我飛網)→校徵活動專區→校徵企業報名 

四、網址路徑：  

 (一)我飛網企業會員：登入我飛網企業會員中心>校徵活動專區>下拉校徵報名資訊>報名送出 

 (二)非我飛網企業會員：登入我飛網>申請企業會員>審核核准>企業會員中心>校徵活動專區>

下拉校徵報名資訊>報名送出 

五、報名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起至 2021年 12月 10日止。 

六、繳款日期：至 2022年 1月 14日截止，請用 ATM轉帳或匯款繳費後，e-mail: 

light@saturn.yzu.edu.tw給趙光玉小姐「匯款證明」，並註明公司名稱、匯款帳號末五碼、匯款

人名稱、連絡電話。開立支票者不必傳真，始得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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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說明 

1.支票 支票抬頭：元智大學 

支票寄送地址：桃園市 320中壢區內壢遠東路 135號

8302R 

學務處諮就組趙光玉小姐收 

2.ATM轉帳 

3.匯款 

受款銀行：遠東銀行桃園分行 

通匯代碼：8050045 

受款戶名：元智大學（統一編號：00966880） 

受款帳號：004 001 0000 0266 

備註  開立 2021年發票，請於 110年 12月 24日前繳款 

 開立 2022年發票，請於 111年 1月 2日~1月 14日

繳 

七、招募職缺系統上傳：至 2022年 1月 24日截止 

八、臉書廣告刊登：至 2022年 1月 24日截止 

九、聯絡人： 

    元智大學 學生事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趙光玉小姐 

    Email：light@saturn.yzu.edu.tw 

    電話：03-4638800分機：2916或 2235 

 

 

元智大學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校徵籌備招商組 

～熱情邀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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