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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求職特訓營 

報名簡章 

壹、緣起與目的 

藉由「大專畢業生求職特訓營」的辦理，協助大專畢業生瞭解職場文化、工作倫理，同

時，強化其工作態度與團隊合作能力，再搭配職涯性向測驗、表達面試技巧等多元化活

動，可提升大專畢業生求職成功的機率，進而穩定青年就業市場。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二、承辦單位：捷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參、活動時間 

臺中區：第一梯次 105 年 10 月 02 日(日)至 10 月 03 日(一)。 

臺中區：第二梯次 105 年 10 月 16 日(日)至 10 月 17 日(一)。 

彰投區：第三梯次 105 年 10 月 23 日(日)至 10 月 24 日(一)。 

肆、活動地點 

楓樺台一渡假村(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76 號)。 

伍、參加對象 

以 105 年度設籍或畢業於本分署轄區內（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29 歲以下大專畢業

生者為優先，每梯次 80 個名額。 

陸、活動流程 

第一天 第二天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06:50-07:20 集合搭車、報到 07:30-08:50 早餐 

07:20-09:00 車程 08:50-09:00 報到、Check out (收房卡) 

09:00-09:10 
開幕式 

活動成員認識及課程介紹 
09:00-10:30 

自我展現，脫穎而出的面試

攻略 

09:10-09:30 魚菜共生的 Team Building 10:30-10:40 交流聯誼 

09:30-11:00 尖峰時刻 10:40-12:10 有感履歷表，企業不秒殺 

11:00-11:10 交流聯誼 12:10-13:30 午餐&交流聯誼 

11:10-12:00 非懂不可的職場生存之道 13:30-14:30 職場達人來領航 

12:00-13:30 午餐&交流聯誼 14:30-14:40 交流聯誼 

13:30-15:00 相見歡 14:40-15:10 台灣就業通求職寶典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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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發現你的天才 15:10-15:30 活動回顧與分享 

15:00-15:10 交流聯誼 15:30~ 賦歸 

15:10-16:20 職業世界探索  

16:20-16:30 交流聯誼 

16:30-17:30 啟動我的職涯 GPS 

17:30-17:50 住宿與房間設備說明 

17:50-19:00 晚餐&交流聯誼 

19:00-20:30 
『心』領袖魅力：默契與零

合的考驗 

20:30~ 休息囉！晚安 

柒、報名方式 

1.mail 或傳真報名：請至捷立公司官網(www.jieli.com.tw)，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後，mail

或傳真捷立公司(電話：04-23582598；傳真：04-23582208；e-mail：

jieli.good@msa.hinet.net)，報名後惠請電話確認。 

2.網路線上報名：請點選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0havolVEH5pyHExj1)，完成

報名作業。 

 

捌、集合乘車訊息 

1.臺中場：臺中世貿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臺中市政府(臺中市西屯區臺灣

大道三段 99 號)→臺中高鐵站(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 號)→研習地點。 

乘車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出發時間 

臺中世貿中心 06:50 07:00 

臺中市政府 07:20 07:30 

臺中高鐵站 08:00 08:10 

2.彰投場： 

A 車：臺中世貿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彰化火車站前摩斯漢堡(彰化市中

正路二段 15、17 號)→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研習地點。 

B 車：臺中世貿中心(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員林火車站(彰化縣員林市民權街

55 號)→台灣工藝文化園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 號)→研習地點。 

http://www.jiel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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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車乘車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出發時間 

臺中世貿中心 06:45 06:55 

彰化火車站前摩斯漢堡 07:20 07:30 

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07:45 07:55 

 

B車乘車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出發時間 

臺中世貿中心 06:20 06:30 

員林火車站 07:10 07:20 

台灣工藝文化園區 08:05 08:15 

4.回程：統一於研習地點 15:45 發車，循各路線接駁點原路返回。 

5.不搭乘交通車之學員，可自行前往活動地點報到，但須於活動前回簽「交通自理切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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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求職特訓營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女 用餐 □葷□素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學校名稱  戶籍地  

報名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乘車地點 

【本活動採「分區、定點」接駁方式，請擇一地點搭乘】 

臺中場： 

□臺中世貿中心 

□臺中市政府 

□臺中高鐵站 

彰投場：A 車 

□臺中世貿中心 

□彰化火車站前摩斯漢堡 

□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彰投場：B 車 

□臺中世貿中心 

□員林火車站 

□台灣工藝文化園區 

□本人自行前往研習會場(勾選此項者，請一併回傳自行前往切結書) 

 

姓名  性別 □男□女 用餐 □葷□素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學校名稱  戶籍地  

報名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乘車地點 

【本活動採「分區、定點」接駁方式，請擇一地點搭乘】 

臺中場： 

□臺中世貿中心 

□臺中市政府 

□臺中高鐵站 

彰投場：A 車 

□臺中世貿中心 

□彰化火車站前摩斯漢堡 

□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彰投場：B 車 

□臺中世貿中心 

□員林火車站 

□台灣工藝文化園區 

□本人自行前往研習會場(勾選此項者，請一併回傳自行前往切結書) 

說明： 

1.因保險需要，報名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以利後續與您聯繫！ 

2.您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受個資法規定保護，且僅供此計畫活動參與使用。 

 報名專線  

捷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04-23582598   傳真：04-23582208 

官網：www.jieli.com.tw  電子郵件信箱：jieli.good@msa.hinet.net 

網路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0havolVEH5pyHExj1 

http://www.jieli.com.tw/
mailto:jieli.good@msa.hinet.net
https://goo.gl/forms/0havolVEH5pyHEx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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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求職特訓營 
交通自理切結書 

 
 

本人             於105年10月       日參加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辦理之「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求職特訓營」活動，因本人須自行前往活動

會場且活動結束後自行返家，交通途中本人願遵守交通規則，對於本身安全有

關事項，願自付全責。若有任何情事發生，事後不會向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為

任何形式之追訴或請求。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確實了解本切結書所述之所有內容後自願簽署。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