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計畫一: 校園徵才活動

2013 實踐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
活動企劃書
壹、活動宗旨：
邀請績優廠商蒞校，透過人才招募活動，協助各企業徵選優秀人才，為
實踐應屆畢業生及校友爭取更多工作機會，在即將踏入社會就業之際，能了
解就業市場狀況，發掘工作機會，特規劃「2013 校園徵才博覽會」
，活動將
以豐富性及趣味性的方式進行，打破以往沉悶的博覽會形式，讓同學與廠商
之間多一層互動。
貳、報名時間：
201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3 年 01 月 31 日
參、活動時間：
2012 年 3 月 19 日(二) 上午 11:00~下午 5:30
(請廠商於 10:30 點前佈置完畢)
肆、聯絡方式
聯絡人 實踐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組
連絡電話 25381111 ext. 3513
聯絡信箱 senkowu@mail.usc.edu.tw

吳宛璇

伍、活動地點：
本校 A 棟及 H 棟前廣場及外圍呈 L 字型走道
陸、參加對象：
實踐大學全體同學及畢業校友
柒、活動方式：
1.企業人才招募區：提供廠商徵才資訊
2.政府資源區：提供公部門就業促進措施宣導及國軍招募資訊等
3.綜合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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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宣傳方式：
 海報張貼
1. 本校校園公共布告欄
2. 各系所公共布告欄
3.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劍潭里公共布告欄
4. 各班畢業生代表及畢聯會各幹部到班宣傳
 網頁宣傳
1. 學校校園公告及活動預告
2. 人力銀行網站
3. 本組 fb 職涯發展粉絲團及校友服務組粉絲團
4. 102 級畢聯會 fb
5. 實踐大學職涯暨校友服務網
6. 本校全校開講訊息
 電子郵件發送
1. 本校大三、大四、進修部、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2. 96-100 學年度畢業校友
拾、活動內容：
一、報名方式及期限：
1.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102 年 1 月 31 日止，
請填寫「2013 企徵廠商報名表」
（附件一）
，回傳至 senkowu@mail.usc.edu.tw
（主旨請註記 2013 校園徵才活動＿公司名），同時傳真貴公司之營利事
業登機證或立案證明，傳真號碼：02-2533-2711，（請註明 2013 校園徵才），
完成線上報名。
註：亦歡迎至實踐大學職涯暨校友服務網 http://career.usc.edu.tw
完成註冊並建立職缺，若已為會員者，煩請直接登入職缺，以利學生線上瀏
覽。
2.線上報名完成後本組將於 3 日內回覆廠商，本校保留參加廠商最後決定
權。
二、繳費期限與方式：
1.繳費期限：自 102 年 1 月 10 日至 102 年 1 月 31 日止
2.繳費方式：
(1).ATM 或匯款：
銀行別：彰化銀行大直分行(銀行代碼 009)
戶名：實踐大學
帳號：9738-01-1355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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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撥：
帳戶名稱：實踐大學
【彰化銀行大直分行】
帳戶號碼：9738-01-13553-730
請於通訊欄註記「2013 實踐大學校園徵才」
(3).支票：請於信封註記「2013 實踐大學校園徵才」
抬頭：實踐大學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實踐大學職發組 吳宛璇收
(4).由 ATM 轉帳、匯款及劃撥者，請傳真「匯款確認表」（附件二）與
本組以利對帳。
(5).已繳納之費用述不退費。
三、提供設備與文宣：
1.帳篷一頂(長 3M*寬 3M*高 3M，含左、右、後三面圍布)
2.展覽桌 1 張(含桌布)
3.圓椅 4 張
4.公司攤位標示牌 1 張
5.雙孔插座 1 個(請自備延長線與轉接頭)
6.無線網路
7.便當 2 份、礦泉水 4 瓶
除上述基本配備外，廠商請自行準備活動所需之文宣及設備。另外本校將
製作活動手冊提供給現場同學。
四、展場公約：
1.參加廠商所展示之內容，必須與徵才主題相關，否則不得展出；展出期
間禁止在會場內有任何商業行銷或買賣行為，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
強制停止展出並沒收保證金。
2.為維護上課品質，上課期間一律不可使用任何擴音設備(下課時段除
外)，現場可自行攜帶電腦及音樂播放硬體，以一組電源插座為主，請
自行攜帶延長線。
3.本次活動期間為 102 年 3 月 19 日上午 11:00 至下午 5:30，參展廠商
9:30-10:00 報到，10:30 前進場完成佈置，活動結束前，不可提前離開
會場，任何時段攤位皆需至少留守一名人員。
4.現場每個攤位將會發放一枚圖章，當學生填寫問卷、留資料或依廠商要
求的方式並完成填答，請在學生的名片紙上蓋章，集滿三個即可兌換贈
品，以此類推。
5.參加廠商僅能在規定活動範圍內活動，禁止進入非規畫活動區之教室範
圍，影響同學上課與一般活動，若幾經勸告不遵從者本校得沒收保證金。
6.參展結束撤場時，應清除攤位之裝潢，並將垃圾整理集中放置垃圾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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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7.以上若有違反任一項者，本校有權要求廠商離場或沒收保證金。

拾壹、
主辦單位：實踐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組
協辦單位：實踐大學 102 級畢業生聯誼會
指導單位：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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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企徵廠商報名表
公司名稱
產業別
職缺、名額、
需要條件
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公司電話及分機
E-mail
公司地址
公司簡介：

提供贈品內容：
現場提供設備：
帳篷(3*3m)1 頂、公司攤位標示牌 1 張、展覽桌 1 張(含桌布)、圓椅 4 張、便當
2 份、礦泉水 4 瓶。(以上由本校提供固定配備)
無線網路有(請事先提出需求)

□需要

□不需要

用電需求 (請註明使用電器明細與數量以便配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設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本次活動酌收場地清潔費 1,000 元及保證金 1,000 元，保證金於活動後歸還。
2. 本次活動有舉辦摸彩活動，邀請參與廠商能提供價值總價值 1000 元以上之禮
品或贊助現金 1,000 元，作為摸彩禮品用。
3. 請廠商回傳報名表至 senkowu@mail.usc.edu.tw(主旨請註記『2013 校園徵才
活動＿公司名』)，同時傳真貴公司之營利事業登機證或立案證明，傳真號碼：
02-2533-2711(請註記『2013 校園徵才活動』)
4. 報名完成後本組將於 3 日回覆廠商審核結果，本校保留參加廠商最後決定權。
審核通過者，請傳真『匯款確認表』與本組以利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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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企徵廠商

匯款確認表

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公司電話及分機

手機

E-mail
餐食

□葷

□素

電源

□需要

□不需要

付款金額

停車證

□需要

□不需要

無線網路

□需要

□不需要

□2,000 元(場地清潔費+保證金)
+禮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00 元(場地清潔費+摸彩禮品費 1,000 元+保證金)

付款方式

□ATM

□匯款

□劃撥

□支票

(憑證黏貼處)

備註：

*審核通過者，方需填寫本表。

1. 本次活動酌收場地清潔費 1,000 元及保證金 1,000 元，保證金於活動後歸還。
2. 本次活動有舉辦摸彩活動，邀請參與廠商能提供價值總價值 1000 元以上之禮
品或贊助現金 1,000 元，作為摸彩禮品用。
3. 本組傳真：02-2533-2711 (請註記 2013 校園徵才活動)
4. 贊助摸彩禮品者，請於 2 月 20 日前郵寄(快遞)禮品至本組，地址：104 台北
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職發組 (2013 校園徵才活動)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