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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2021 

活動時間：110 年 5 月 19 日(三)13 時-16 時 30 分 

活動地點：康寧大學台北校區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

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校園徵才博覽會 
牛轉新機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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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 

康寧大學以培育健康產業服務領域人才為導向，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學

校創立於民國 57 年，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 日和台南市的康寧大學合併，成為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是台灣第一個私立大學和私立專科學校合倂成功的案例，

也是第一個因合併後擁有五專、二專、大學部和研究所的高教大學，配合國家

及健康產業發展需要，於醫護、商業、資訊、外語等領域校友人才輩出。2021

年校園徵才博覽會謹訂於 5 月 19 日舉行，期盼能再接再厲透過實體之校園徵

才博覽會活動，吸引企業與醫療機構前來，並提供完善的產業及就業輔導資

訊，建立學生與企業與醫療機構之媒合平台，促進未來職場新鮮人與企業、醫

療機構交流互動。 

 

二、台北校區簡介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設有護理健康學院、商業資訊學院，除了培育健康

產業專業人才以外，同時也培育其他各行各業的精英。以下為本校科系一

覽表。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四、活動對象 

     本校畢業生、在校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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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方式 (如附件一)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截止，報名額滿提早截止。 

（二）.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如附檔）後，請寄到 cchiu@ukn.edu.tw  

                聯絡人:邱小姐 02-26321181 分機 401 

（三）報名費用：無 

六、活動簡介 

校園徵才博覽會歡迎企業與醫療機構共襄盛舉，預計邀請 35 家徵才廠商，４

家公部門機關現場就業諮詢與履歷撰寫等就業輔導，設置於本校台北校區康寧

大道及康寧廣場、于斌廣場前擺攤，並設計抽獎活動，吸引學生參觀洽詢。 

活動時間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13：00～16：30 

活動地點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康寧大道及康寧廣場 

攤位數量 39 個攤位 

攤位內容 展示各企業廠商的名稱、簡介、產品、職缺等資訊，提供同

學作為了解公司的依據；各企業廠商可進行公司概況簡介、

人才招募計畫、性向分析、 填寫履歷表及現場面試等活動。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企業/講師/主持人 

09：00-11：00 集合/分工/場地佈置  

11：00-11：45 午餐休息時間  

11：45-12：00 預備站崗  

12：00-13：00 企業機構攤位佈置  

13：00-13：05 活動開場致詞 
活動主持人/ 

嚴竹華學務長 

13：05-16：00 企業機構徵才及面試 活動主持人 

16：00-16：30 企業機構攤位場復  

mailto:cchiu@uk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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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康寧大學校園徵才活動報名 

1.報名方式： 

(1)E-mail 報名 邱小姐 cchiu@ukn.edu.tw，檔案務必繳交 word 檔 (逾期將不受理) 

(2)若有任何相關疑問請電洽(02)2632-1181 分機 401 

2.報名費用：完全免費!        

3. 報名非等於錄取！本校有審核報名參加企業之權利 (審核通過方可參加)，預計最晚於活

動前一週以 email 通知是否通過審核，因報名廠商眾多，未錄取廠商恕無法行文告知。 

4.本校為活動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活動中之任何求職者資料(含廠商攤位之履歷資料)以提供

求職者就業協助，煩請務必配合。      

5.特別注意事項：                      

(1)為避免影響您的權益，回傳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以避免影響您的權益。 

(2) 本校因場地有限，恕無法提供車位及電(力)器設備，亦易不可自行外接電源。活動期間

不可使用任何音響設施，如麥克風、喇叭、擴音器等。 

 (3) 防疫期間之因應措施： 

A. 應防疫管制，每家廠商參加人員至多２名，採實名制。 

B. 進入本校時須量體溫、調查健康狀況及出國史，若體溫超過 37.5 度、近期內出國或未

配戴口罩者無法進入，貴單位人員入本校時請務必全程佩戴本校發放之訪客證以利識

別。 

C. 活動時須全程配戴口罩，請攤位上擺放 75%酒精供現場參加人員使用，並請保持社交距

離１公尺。 

D. 本活動管控場地參加人數，有條件地適度開放學生入場，確保人潮分散。 

6.參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文宣品寄送請使用可指定送達時間、地點之貨運（不得以郵局包裹寄送），若以

郵局寄送致包裹遺失，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未於指定時間內寄達者，主辦單位恕不予以

簽收。請注意，主辦單位不負責文宣品之保管責任。 

(2) 本活動嚴禁進行商業活動，且嚴禁在場內外及出入口等公共場所散發非徵才相關內容之

傳單、海報，請參與企業廠商務必配合。 

(3) 現場徵才職缺，不得違反【勞基法】、【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略以：「…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

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請貴公司填寫職缺薪資需特別注意。 

(4) 廠商篩選標準： 

A. 經錄取，欲取消報名者，須於行前通知回覆截止日前告知；無故不到、遲到、早退者，

均會記錄。 

B. 當日活動現場是否有配合提供求職者履歷資料供本校運用者及現場實際應徵的求職人

數狀況(以提供給本校履歷資料為主)。 

附件一 

mailto:cchiu@uk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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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否於近期內有違反勞動法令或負面形象。 

D. 曾經是否有推銷行為、宣傳課程或進行與徵才無關之行為者。 

E. 經錄取後，博覽會廠商攤位則由本校依報名表回覆之先後順序予以安排，若無法完全

符合企業期待請見諒。 

(5) 活動期間，企業所攜帶之相關宣傳品（如海報、易拉展、立牌、產品等）佈置範圍僅

限於展位內，請勿超出展位以外之公共空間。展示期間內會場不負責個別企業機構展品之

安全，貴單位請自行投保展出期間之展品安全險以保安全。 

(6) 請貴單位務必攜帶約 2x2cm 公司小章及印泥(若沒有，代表人印章亦可)，以利學生抽

獎集點蓋章；因學生數多不建議手寫簽名。 

(7) 關於學生抽獎集點，凡有來攤位詢問瞭解即可蓋章，基於個資法，不可強迫學生填寫

聯絡資料才蓋章，經舉發將列入黑名單。 

(8) 每間企業機構限提供一個攤位，攤位設備說明：                                                                                                                                                                                                                                                                                                                                                                                                                                                                                                                                                                                                                                                                                                                                                                                                                                                                                                                                                                                                                                                                                                                                                                                                                                                                   

   A.帳棚 1 頂(1.5m×1.5m)+貴單位攤位名牌   B.長桌 1 張（1.8m×0.6m）   C.椅子 5

張(怒不多提供，若需要可自行攜帶) 

(9) 若因特殊緣故及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氣候、疫情、國家政策)，主辦單位得視情

況變更活動辦理之時間、地點或形式或有權視展場狀況增減企業展位，企業不得有異議， 

，致使企業權益受損，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10) 若違反報名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報名資格，並保留其未來報名相關活動之權

利。 

(11) 若違反展場佈置及撤場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要求企業立即改善，並保留其未來

報名相關活動之權利。 

(12) 企業博覽會當日若有未發完之宣傳品，不提供包裹寄回服務，請企業自行連絡貨運公

司，如本校附近超商，物品尺寸請自行注意。 

(13)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通知，敬請公司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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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台北校區) 學生事務處校友暨職涯發展中心 

110年度校園徵才博覽會《牛轉新機》 活動報名表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人/職稱】             /        

【聯絡電話】 

【傳    真】 

【信    箱】 

【出席人員名單】            、             （至多２名，採實名制。） 

【徵才職缺】 

【工作內容】(可自行增列) 

  1. 

  2. 

  3. 

【特殊資格要求】□否  □是，要求資格： 

【需求人數】   人 

【工作地點】 

【徵才方式】□履歷自傳審核  □面談  □筆試，科目： 

【試 用 期】□否  □是，試用   個月 

【簽    約】□否  □是，簽約   年 

【待    遇】大專畢業          元/月；大學畢業          元/月 

此欄位務必填寫「金額範圍」，且依照勞基法薪資規定，未填寫則不予報名! 

※民國 109年 9月 7日發布，自 110年 1月 1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4,000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元。 

【福    利】(年終獎金、員工旅遊等等) 

【提供抽獎禮物】   份 (參展企業機構皆需準備禮物提供學生抽獎，份數不限) 

報 名 須 知 

1. 活動場地及清潔費用等將由本校全額支付，各企業機構需準備禮物(份數不限)提供學生抽獎，惟場

地空間有限，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2. 敬請務必於 110/04/15(四)前寄至本中心信箱(cchiu@ukn.edu.tw)進行報名，檔案務必繳交 word

檔 (逾期將不受理)。 

3. 報名非等於錄取！本校有審核報名參加企業之權利 (審核通過方可參加) ，將另行 email通知，預

計最晚於活動前一週以 email通知是否通過審核，因報名廠商眾多，未錄取廠商恕無法行文告知。 

4. 以上徵才資訊將會公開並製成活動手冊，提供學生參閱。 

聯絡人：邱曉君 小姐  E-Mail：cchiu@ukn.edu.tw  電  話：（02）2632-1181轉 401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巷 137號

mailto:cchiu@ukn.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