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僑外生就業履歷及面試技巧講座
2019 Resume Writing and Interview Skills Lectures for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一、 活動目的 Purpose
為幫助規劃留臺工作的僑外學生順利展開職涯生活，SIT 人才資料庫計畫將舉
辦「就業履歷面試技巧講座」。透過勞動部代表說明留臺工作評點制等相關事
項及專業講師指導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使僑外生能以更完備的知識、輕鬆適
應臺灣的就業環境。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get ready for the
job hunting in Taiwan after graduation, SIT (Study in Taiwan) Database
will hold three different sessions of "Resume Writing and Interview Skills
Lectures", representatively at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inistry of Labor will introduce the “Scoring
Criteria for Overseas Chinese or Foreign Student Graduated in R.O.C to
Work in Taiwan”. Lectures focus on resume writing and interview skills
are included in these three sessions and along with experience sharing by
alumni. This is a great chance to get ready for your job hunting in Taiwan
and please don’t miss it!

二、 活動規劃 Schedule
(一) 活動日期及地點 Date and Place


台北：108 年 11 月 27 日（三），13：00-17：00
-臺灣科技大學，綜合研究大樓 RB-102 國會廳
Taipei: November 27. 2019 (Wed.), 13:00 – 17:00
-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Building RB-102, Congress Hall



台中：108 年 11 月 29 日（五），13：00-17：00
-國立中興大學，萬年廳 403 教室
Taichung: November 29. 2019 (Fri.), 13:00 – 17:00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Wannian Hall Room 403



高雄：108 年 12 月３日（二），13：00-17：00
-義守大學，科技大樓 3801 室
Kaohsiung: December 3. 2019 (Tue.) 13:00 – 17:00
- Yishou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Room 3801

(二) 報名起迄及方式 Information for Registration


報名期間 Registration Deadline：
至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November 20. 2019



報名方式 How to Register：
線上報名已經開始囉! 請至 TAD 官網透過我們線上報名系統即可報名。
Go to our website for on-line registration immediately!
(https://sitdatabase.moe.gov.tw/SITWEB/EnewsType.aspx?id=TkMxM
CAgICAgIA==)



免費講座 Free Lectures!

三、 活動流程 Agenda
時間起迄 Time

使用時間

議程 Detail

Duration
13:00-13:30

30mins

報到 Registration

13:30–13:35

5mins

長官致詞 Remarks by Honorable Guests
僑外生工作評點制說明 Introduction of

13:35–14:20

65mins

“Scoring Criteria for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o Work in
Taiwan” (Including Q&A )

14:20-15:10

50mins

15:10-15:30

20mins

15:30-16:20

50mins

16:20-16:50

30mins

16:50

--

履歷撰寫技巧(含 Q&A 時間)Seminar on
Resume Writing Skills (Including Q&A)
中場休息 Break Time
面試技巧講座(含 Q&A 時間)Seminar on
Interview Skills (Including Q&A)
學長姐經驗分享(含 Q&A 時間)Experience
Exchange by Alumni (Including Q&A)
散會 End

四、 交通方式
(一) 臺灣科技大學，綜合研究大樓 RB-102 國會廳
(10607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

開車
•

由中山高速公路下圓山交流道，接台北市建國南北高架道路，下辛亥路
往木柵方向行駛，於辛亥路二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
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

由北二高接台北聯絡道，於辛亥路三段與基隆路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
後即可到達台灣科技大學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

搭乘聯營 1、207、254、275、275 副線、275 區間車、650、672、
673、907、綠 11、棕 12、敦化幹線。

搭乘國道、省道客運
•

福和客運（板橋－基隆）、（台北－基隆）、（新店－基隆）、（德霖
技術學院－基隆）。

•

基隆客運（板橋－基隆）。

•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北市政府），經新店、公館、六張犁 。

•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北），經龍潭、新店、六張犁、捷運市

府站、松山車站 。
•

國光客運、台聯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北）經中永和、公館、六張
犁、捷運市府站 。

•

亞聯客運（新竹－台北），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龍潭、新
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生南路、仁愛路、臺北市政
府。（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

豪泰客運（竹北－台北），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北交流
道站、二高竹林交流道站、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隆、捷運公館、新
生南路、捷運科技大樓、捷運大安、捷運忠孝復興、捷運忠孝敦化、捷
運國父紀念館、捷運市府站。（停靠捷運公館站，不停靠台灣科大）。

搭乘捷運
•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館站 2 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路
步行，於鹿鳴堂右轉，過基隆路後左行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館站 1 號
「水源市場」出口轉乘 1、673、907、綠 11、棕 12 直達本校。

•

搭乘捷運木柵線：於捷運六張犁站（往公館、永和方向）轉乘 1、207、
672、650、基隆客運板基線直達本校。

(二) 國立中興大學，萬年廳 403 教室 (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開車
•

由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78K 中港交流道下，往臺中市區方
向→臺中港路(臺灣大 道) →忠明南路(右轉) →興大路(左轉) →中興大
學。

•

由國道 3 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209K 中投(台中)交流道下→接 63 線中
投快速公路，往臺中 市區方向→五權南路→忠明南路(右轉) →興大路
(左轉) →中興大學。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到校門口(興大路)
•

統聯客運 73 路
統聯客運 23 路 ( 不經台中火車站)

•

台中客運 33 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臺中火車站)

•

台中客運 35 路

•

仁友客運 52 路

搭乘高鐵：搭乘高鐵至臺中站
•

「全航客運 158 線」至中興大學「國光路」側門下車。

•

「臺中客運」33 線到中興大學「興大路」校門口下車。

(三) 義守大學，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大眾運輸
•

可搭高鐵至左營站下車後，由 2 號出口出站至 1 樓 3 號公車月台轉搭
義大客 運 8501 高鐵左營線。

•

可搭台鐵至：
(1)楠梓火車站下車後，至【附近市公車站牌】轉搭義大客運 8506 岡山
線。
※附近市公車站牌：楠梓火車站直走第一個紅綠燈左轉，101 文具天
堂(文具店)前。
(2)新左營站下車後，由 2 號出口出站至 1 號 3 號公車月台轉搭義大客
運 8501 高鐵左營線。
(3)可搭高雄捷運至左營站下車後，由 1 號出口出站至 3 號公車月台轉
搭義大客運 8501 高鐵左營線。
(4)搭乘高雄市公車或高雄客運至楠梓火車站或高雄客運楠梓站，至
【附近市公 車站牌】轉搭義大客運 8506 岡山線。 ※附近市公車站

牌：楠梓火車站直走第一個紅綠燈左轉，101 文具天 堂(文具店)前。
開車
•

高速公路北上

「國道一號」北上  高雄「鼎金系統」交流道 362 km 往旗山方向接「國
道十號」→仁武交流道 6.6km 下（往仁武、大樹）第二個紅綠燈(水管
路)右轉直走(約 2 公里) →左轉義大二路(高 52 線)直走→右轉直達本校。
•

高速公路南下

(1)「國道 1 號」至高雄「鼎金系統」交流道 362km 連接「國道 10 號」
(左營、民族路、仁武支線)往內(左線道)仁武方向直走→仁武交流道
6.7km 下→第二個紅綠燈(水管路)右轉直走(約 2 公里) →左轉義大二
路(高 52 線)直走→右轉直達本校。
(2)「國道 3 號」過田寮收費站 373km，穿過中寮隧道約 2 公里處，切往
外線車道，連接「國道 10 號」(高雄、旗山支線)往外(右線道)高雄方
向直走→仁武交流道 6.7km 下→第一個紅綠燈左轉水管路直走(約 2
公里) →左轉義大二路(高 52 線) 直走→右轉直達本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