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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專案目標招募對象設定為「應屆畢業生」，因此本組設計了一份線上

GOOGLE 問卷來調查學生對於選擇工作的想法，並從中找尋有效的招募方案。 

首先是篩選問題，根據我們設定的目標招募對象為 20 至 25 歲，包括大三、

大四及畢業 3 年左右的人，並且鎖定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的人，使問卷結果能更

貼近現今幾年的大學生對工作選擇的想法。 

現在年輕人找工作的時候，都會考慮公司的福利制度，因此我們想調查出燦坤現有的

員工福利制度下，哪項能吸引並幫助成功招募社會新鮮人。從此次訪談中我們也可以

瞭解到在燦坤企業的福利制度中,大學生們所喜歡的或被引導的福利部分是什麼樣

的。若公司能維持和發展良好的福利制度，將能夠招聘更多員工。 

從問卷中可發現，大多數的人尋找工作的管道，第一名為網路(人力銀行)，

第二為參加實習再轉正職，第三為校園博覽會。經過本組討論，選擇[校園博覽

會]為本次招募專案提案的方式，因為網路(人力銀行)部分需透過網站的優化及建

立，而實習的話則要透過和學校建立管道，也建議燦坤公司能在許多學校裡開個

說明會，並且和學生們見面溝通，告知公司的優勢。也可以在校園進行博覽會時，

多聽取學生的意見，開展關係和學校之間的活動，與學生交流，招聘社會新鮮人，

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組員成為燦坤公司的工作人員，並在招聘時承擔了舉辦校院博覽會的情

況。籌備時間從 2017/12/01 開始，建立團隊及分配工作，2018/02/14 開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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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訓練。準備時間總共 3 個月，並發想出校園博覽會中要進行的活動，校園博覽

會舉辦時間為 2018/3/14。 

此次校園博覽會活動除了給應屆畢業生應徵的機會，也讓非應屆的大學生了

解燦坤的徵才需求及機會。整個大台中市地區應屆畢業生大約 20 萬人，預計接

觸人數 2 萬人。可以藉此釋出大台中職缺 80 名，全島職缺 499 名(針對不是來

自台中的應屆畢業生)。 

關鍵字：  

人力資源管理(人資) 

招募 

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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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recruit “ graduates”. Therefore, our group designed a 

GOOGLE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ideas for choosing a job and to find 

effective recruitment plans. 

 According to the goal we have set, the target audience is 20 to 25 years old, including 

juniors, seniors, and those who have graduated for three years or so. People after 

graduation working in the workplac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more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college students’ ideas for job sel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graduates to apply for this recruitment project,  

students are also allowed to understand Tsann Kuen's recruitment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There are about 200,000 graduates in the Taichung City area.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contacts is 20,000. This can be used to release 80 positions in Taichung and 499 in the 

entire island (for new graduates who are not from Taichung) 

Keyword： 

Human Resource (HR) 

Recruitment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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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案動機及目標 

一、專案目標招募對象[應屆畢業生/20 至 25 歲] 

本專案目標招募對象設定為「應屆畢業生」，因此本組設計了一份線上

GOOGLE 問卷來調查學生對於選擇工作的想法，並從中找尋有效的招募方案。 

首先是篩選問題，根據我們設定的目標招募對象為 20 至 25 歲，包括大三、

大四及畢業 3 年左右的人，並且鎖定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的人，使問卷結果能更

貼近現今幾年的大學生對工作選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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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受訪者中，有 85.2％人為畢業後投入職場。經過塞選，有效回應為

81 位，其中男性為 42％(34 位)，女性為 58％(47 位)。 

 

年齡部分，則大部分為 20 歲，大三的學生填答 

 

科系部分，其中 29.6％是國際貿易學生，此外，還有來自纖複系, 社會福利系, 中

文系, 土地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行銷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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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案招募行銷特點[優渥的獎金制度/彈性假勤規劃] 

 本組透過資料蒐集，整理出燦坤公司的員工福利制度如下:  

1.完善的醫療保險制度及退休計劃：  

依法令規定享有基本保障(勞保、健保)及每月定期提撥勞退金外，另為員

工規劃團體保險、定期辦理健康檢查及講座課程。  

2.優渥的獎金制度 

除每月提供各類獎金(個人獎金、團體獎金、競賽獎金..等)激勵員工外，

每年依營運績效及獲利狀況核發年終獎金。  

3.彈性假勤規劃： 

除國定假日外、實施彈性休假，讓員工可依個人規劃及需求排定假期，

並依法規定提供各種假別 (特休假、婚假、產假、陪產假…等)。  

4.各項津貼補助 

三節禮金、勞動節禮金、生日禮金、結婚禮金、生育禮金、喪葬補助、

住院慰問金，以及增設員工急難救助金...等等。  

5.員工休閒活動 

為促進員工彼此間情誼，定期舉辦員工旅遊、社團活動、員工親子活動…

等等。  

6.員工交通方面 

提供交通車免費搭乘外，並為開車員工準備免費停車位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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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將此福利制度帶入問題中,找出哪一個福利制度是最吸引他們的

 

 

結果顯示, [優渥的獎金制度]為 74.1％(60 位)的人最吸引福利制度前三名。

其次是[彈性假勤規劃]吸引了69.1%(56位)同學。 第三個則為[完善的醫療保險制度

及退休計劃]有59.3%(48位)的人。 

現在年輕人找工作的時候，都會考慮公司的福利制度，因此我們想調查出燦坤現

有的員工福利制度下，哪項能吸引並幫助成功招募社會新鮮人。從此次訪談中我們也

可以瞭解到在燦坤企業的福利制度中,大學生們所喜歡的或被引導的福利部分是什麼

樣的。若公司能維持和發展良好的福利制度，將能夠招聘更多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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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招募方式[校園博覽

會]

 

從問卷中可發現，大多數的人尋找工作的管道，第一名為網路(人力銀行)，

第二為參加實習再轉正職，第三為校園博覽會。經過本組討論，選擇[校園博覽

會]為本次招募專案提案的方式，因為網路(人力銀行)部分需透過網站的優化及建

立，而實習的話則要透過和學校建立管道，也建議燦坤公司能在許多學校裡開個

說明會，並且和學生們見面溝通，告知公司的優勢。也可以在校園進行博覽會時，

多聽取學生的意見，開展關係和學校之間的活動，與學生交流，招聘社會新鮮人，

創造就業機會。  

本專案選擇校園博覽會之外也特別設定為在逢甲大學，原因是逢甲大學也是

我們的大學，透過本組與逢甲大學職涯發展中心(舉辦逢甲大學校園博覽會單位)

詢問溝通，發現逢甲學校的地理位置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便利，這是很好的推動

燦坤招募人才及宣傳的機會，並針對燦坤公司專員所提供主要想招募的行銷系,

流通管理系(運管系或國貿系),企管系可以去加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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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在逢甲大學校園博覽會徵才之優勢: 

資料來源:2017 逢甲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企畫書 

2017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逢甲大學飆進前十強，更在學校整體辦

學聲望評筆榮獲全國私校第一殊榮，深獲各界肯定。另 Cheers 雜誌 2017 年

公布「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指出，本校在「企業最愛私校生」名列中部第

一，同時在「新鮮人表現超出企業預期」排名全國第二，私校第一，深獲企

業肯定。 

宣傳 

1.對校外 

(1)由本校秘書處支援撰寫本活動新聞稿，分別於逢甲週報及逢甲首頁刊

登。活動當天並邀請新聞媒體於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時，進行現場採訪報導。 

(2)函請中部地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輔導單位、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所

屬人員共同參加。 

(3)企業提供之職缺經彙整對照需求系所後，發 e-mail 通知近五年畢業班同

學。 

(4)透過本校校友資料庫管理平台通知各地校友會及各系系友會。 

(5)於本校全球資訊網及就業服務網網頁中置放活動消息。 

(6)製作校園企業徵才博覽會專屬網站，依企業需求服務項目置放企業宣傳

影片。 

2.對校內 

(1)逢甲大學大門口佈置精神堡壘校徵宣傳，並規劃設計相關宣傳海報。 

(2)設置職缺牆，針對企業提供之職缺，將發 e-mail 通知應屆畢業班同學。 

(3)各院、系、所及畢委會配合宣傳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及在校同學踴躍參與。 

提供服務項目 

1.各企業職缺訊息彙整後，置於徵才博覽會專屬網站並於徵才博覽會現場統

一公告。 

2.徵才博覽會場地設置於室內，備有冷氣空調。 

3.會場文宣及佈置、接待服務等由本校統籌辦理，各家廠商攤位佈置及文宣

自行處理。 

4.會場分配每一攤位約 3m x 3m 展示攤位(採輕鋼架隔間)，提供一長桌、六

張椅子、電線插頭、照射燈、地毯、無線上網環境等。 

5.每一企業攤位提供三份中餐(便當)、礦泉水、兩張車輛臨時通行證及三張

活動識別證。 

6.博覽會場大廳內設置服務台供來賓及同學查詢各廠商求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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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案內容[事前準備] 

 

一、假說 

我們組員成為燦坤公司的工作人員，並在招聘時承擔了舉辦校院博覽會的情

況。籌備時間從 2017/12/01 開始，建立團隊及分配工作，2018/02/14 開始人

員訓練。準備時間總共 3 個月，並發想出校園博覽會中要進行的活動，校園博覽

會舉辦時間為 2018/3/14。 

 

 

二、活動籌備日程甘特圖 

 

橘色為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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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名稱 開始日期 天數 結束日期 

建立團隊 2017/12/01 14 2017/12/14 

首次會議(分配工作) 2017/12/14 1 2017/12/14 

籌備期 2017/12/14 60 2018/02/12 

第二次籌備會議 2018/02/13 1 2018/02/13 

人員訓練 2018/02/14 20 2018/03/05 

籌備期 2018/02/14 20 2018/03/05 

第三次籌備會議 2018/03/06 1 2018/03/06 

活動行前籌 2018/03/13 1 2018/03/13 

活動當天 2018/03/14 1 2018/03/14 

 

三、專案招募團隊工作分配: 

 預計團隊為五人，並分為下列幾組進行準備: 

1.總負責人-和公司上層溝通本次徵才目標、建立團隊、交通方式、製作資料      

表、製作回饋單、監督各組進度 

2.面試官-當日負責面試、協助其他 

3.活動組-發想當日宣傳活動、準備獎品 

4.場佈組-發想當日如何布置、製作宣傳單、製作海報、製作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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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員訓練內容: 

1.熟知本公司介紹 

2.熟知徵才內容/薪資/福利 

3.溝通技巧 

4.儀態訓練 

5.模擬面試技巧/回答學生問題 

6.當日活動進行方式 

 

五、確定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逢甲校園徵才博覽會 

活動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三)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活動地點:逢甲大學體育館三樓 

徵才對象:大學生/社會新鮮人(20-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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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放各校之活動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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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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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當日活動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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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當日日程表 

3/14 逢甲校園博覽會&燦坤日程表 

時間  工作內容 工作人員 備註 

06:00 

 

總公司集合(台北內湖區)  車程大約 2 小時 2 分 

08:30-09:40 抵達逢甲進行場佈準備    

09:45 各就各位   

09:50 開幕   

10:00 校園徵才博覽會正式開始   

11:30 開始輪班吃飯   

16:30 抽獎活動   

17:00 活動結束   

17:00- 場復/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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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本資料紀錄表 

基本資料紀錄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系級  

手機電話  

電子信箱  

住址  

是否有意願應徵  

有興趣的職位  

線上基本資料紀錄表 https://goo.gl/forms/VyvRps5JKAsW71oX2 

十一、活動設計 

只要在攤位或線上填寫基本資料紀錄表，以及打卡#璀璨未來在 2018 逢甲

校園徵才博覽會就送抽獎券。於當日下午四點半在現場抽出得獎者，而獎品將依

基本資料紀錄表中的地址寄送(獎品包含金礦咖啡買一送一優惠券、4G 隨身碟、

香港來回機票、燦坤 100 元折扣券、燦坤 200 元折扣券、燦坤 500 元折扣券、

燦坤 1000 元折扣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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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面試問題 

1. 請介紹一下你自己 

2. 你的專業強項是？ 

3. 平常工作以外你的興趣嗜好是什麼？ 

4. 你想要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5. 給我雇用你的理由 

6. 你覺得你的缺點是什麼？ 

7. 最近你還有面試過哪家公司嗎？為何會選擇我們？ 

8. 燦坤在你的印象中是一家怎樣的公司？ 

9. 如何處理工作中遇到的壓力？ 

10. 說一下過去學習時在團體報告中曾遇到的難題或衝突，以及如何解決？ 

11. 你在之後的五年有什麽目標？ 

12. 在新的職位裡，你想得到什麼？ 

13. 你的薪資需求 

14. 你還有任何問題要問我們嗎？ 

15. 最後你有任何建議要給我們嗎？（覺得我們公司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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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案內容[事後分析/追蹤] 

 

一、意見調查表 

校園博覽會 分數從 1-10  1 最低, 10 最高 

學生 A B C D E F G H I J 

資料供給 10 8 7 8 9 10 10 9 9 8 

博覽會內容 8 9 8 7 9 8 9 8 9 7 

內容分配 8 9 8 7 9 9 9 9 8 7 

有幫助性 9 10 9 8 9 10 10 8 9 8 

結果滿意度 9 10 8 8 9 10 10 9 9 7 

後來也想參加 8 10 9 8 9 10 10 9 9 7 

 

二、總檢討成效會 

活動結束後，回總公司舉辦此次招募專案總檢討會，報告成效及資料分析，

並分配事後追蹤工作，EX.大部分來詢問的學生科系分布，詢問的工作職缺分布，

常被詢問的問題分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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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計總花費成本 

項目 花費 

攤位(一個) 10000 元 

金礦咖啡買一送一優惠券(價值 55 元) *70 3850 元 

4G 隨身碟(價值 179 元)*15 2685 元 

香港來回機票 6174 元 

燦坤 100 元折扣券 100 元 

燦坤 200 元折扣券 200 元 

燦坤 500 元折扣券 500 元 

燦坤 1000 元折扣券 1000 元 

車馬費(補貼油錢) 2000 元 

影印費 1000 元 

海報費 1000 元 

總花費 285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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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成本細項 

1.活動獎品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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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此次校園博覽會活動除了給應屆畢業生應徵的機會，也讓非應屆的大學生了

解燦坤的徵才需求及機會。整個大台中市地區應屆畢業生大約 20 萬人，預計接

觸人數 2 萬人。可以藉此釋出大台中職缺 80 名，全島職缺 499 名(針對不是來

自台中的應屆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