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陳政智 組長

職涯教育無縫接軌

-提升就業競爭力



重視態度培養與專業養成的職涯輔導

我們的目的：

2

• 協助學生自我探索

• 鼓勵學生規劃職涯

• 專注專業與跨領域的學習

• 養成自我實踐與終身學習能力



專業諮商心理師

職涯輔導老師&

職涯發展組

各學系所導師

三級職涯輔導流程

心理困難 轉介

生涯困擾 轉介

專業職涯輔導(本組設有職涯規劃師)



入學-畢業

職涯發展輔導



提升學生職場軟實力
舉辦「職涯加值」系列講座，讓學生

瞭解求職態度、職場自我行銷、職涯

規劃並邀請校友經驗分享等，讓學生

提升職場軟實力。 5



結合課程

專業實習

實習及企業參訪的目的

• 透過職場實習，建立學生正確

的職場倫理觀念與良好工作態

度。

• 提早體驗職場與累積實務經驗，

為日後求職預作妥善準備。

• 透過職場的體驗後，使學生找

到適合的工作，降低就業挫折。



專業見習及實習

7



企業職場體驗

模擬面試



提供就業

職缺資訊



畢業生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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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畢業生素質提升獲企業肯定

•雇主認為本校畢業生在各方面表現皆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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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7-108年度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校友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彙編。

說明
107年平均滿意
度(5分量表)

108年平均滿
意度(5分量表)

專業能力
方面

具備專業知識及能應用於
實務上

4.4 4.5

工作表現
方面

具有責任感、工作效率、
重視團隊合作、良好服務
態度及規律的出勤狀況

4.5 4.56

溝通表達
能力

與病人或家屬的溝通、與
同事之間、對上司或下屬
間的溝通等

4.46 4.5

職場軟實
力

溝通表達、人際互動、持
續學習、團隊合作、融匯
創新、倫理關懷

4.45 4.47



根據教育部公

開大專校院畢

業生就業資料

專案報告

博士--畢業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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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別 學門名稱 平均月薪

未滿35歲
生命科學學門 64,728

醫藥衛生學門 70,617

35歲以上
生命科學學門 103,727

醫藥衛生學門 179,502

未滿35歲
生命科學學門 69,604

醫藥衛生學門 71,197

35歲以上
生命科學學門 111,293

醫藥衛生學門 198,020

未滿35歲
生命科學學門 64,787

醫藥衛生學門 67,780

35歲以上
生命科學學門 89,242

醫藥衛生學門 217,669



碩士--畢業3年

學類名稱 平均所得 已投入職場比率(%)

醫學學類 79,242 89.65

牙醫學類 74,496 80.53

公共衛生學類 70,176 95.12

藥學學類 53,699 95.26

護理學類 67,335 97.21

醫學技術及檢驗學類 50,520 95.26

復健醫學學類 48,546 94.12

其他醫藥衛生學類 64,934 100.00

社會工作學類 47,057 95.91

平均所得 已投入職場比率(%)

85,393 88.98

86,745 76.11

72,323 93.56

59,719 96.14

69,833 96.41

55,016 95.87

51,697 94.12

78,565 93.10

49,602 96.38

一年後



學士--畢業3年

學類名稱 平均所得 已投入職場比率(%)

醫學學類 95,360 97.55

牙醫學類 58,937 81.93

公共衛生學類 30,414 85.45

藥學學類 47,275 85.48

護理學類 49,785 96.12

醫學技術及檢驗學類 34,624 84.23

復健醫學學類 38,140 86.64

其他醫藥衛生學類 50,951 100.00

社會工作學類 33,049 90.34

平均所得 已投入職場比率(%)

107,377 96.89

63,691 83.37

32,447 88.13

49,728 87.93

52,463 96.45

38,523 87.72

40,854 88.83

46,207 100.00

35,184 91.83

一年後



優質校園

創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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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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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從哪裡著手？

我真的可以嗎？

資金從哪裡來？

營運計畫書
該怎麼寫？

我還需要什麼
知識與技能？



配合育成、
SmartLiving、教卓
計畫時程進行

每年定期
舉辦

延續創業輔導
進入中育成

目標:
聚焦青年創業
培育產業技術人才

形塑優質創業環境 培育校園創業人才



協助成立創業團隊及安排業師輔導
⚫ 陸續安排業師進行團隊諮詢輔導，參加校內外創業競賽。



態度培養

•澎湖仁醫慟 54歲癌逝

•買船穿梭離島行醫20年

如活菩薩

• 2017/11/26



牙醫陳俊志

助六龜孩子翻轉人生

• 高雄市牙醫師陳俊志辭去市區牙醫師工作，
前往六龜區開設當地唯一一家私人牙醫診所。
不過陳俊志說，開診所主要動機竟然是「為
了要幫孩子們找一個適合課輔的地點」。

• 合唱團其實只是一種媒介，重點是要讓孩
子們獲得學習的成就感。







榮獲教育部頒發「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大專校院

完善就學機制」績優獎

本校「大專校院完善就學機制」執行成效優異，

獲教育部頒獎，實踐高教責任，嘉惠經濟或文

化不利學生成效優異，從全台160所大專校院

中脫穎而出，榮獲教育部頒發109年度「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大專校院完善就學機制」績優獎，

更是唯一獲選績優之醫學大學。



2021世界大學影響力排行

•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行榜共有

1,240間大學參與，並依據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排名依

據。

• 在第3項目標（SDG3，確保健康及促

進各年齡層福祉）表現優異，由高雄

醫學大學在871所大學中拿下第10名，

慈濟大學第32名、台北醫學大學第37

名，台灣大學第50名，長庚大學第64

名，中國醫藥大學第74名。



這麼多的準備

衷心期盼孩子們

勇敢出發

實現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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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家長的出席及回饋

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連絡電話：07-3121101#2280

電子信箱：career@kmu.edu.tw

網 頁： http://career.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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