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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    公共行政與公共行政與公共行政與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H. John Heinz II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    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 

1. 畢業生起薪：平均 US$52,000，界於 US$24,000~110,000。 

2. 畢業生服務產業：私人企業－35%，公共部門－23%，非營利組織－36%，

進修－6% 

二二二二、、、、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價值單元描述價值單元描述價值單元描述－－－－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    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新生訓練 

一開學時就會將本學期所有的活動排程寄發給學生。另規定學生在每學年

初必須安排一次的個人顧問諮詢服務。 

� 學生資料 

各系會有自己的聯合履歷冊(resume book)系統，由系統主動提醒學生更新

履歷、並將履歷表電子檔分送到各個主要的公司去。學生自行登入後在固定欄

位內填入個人資料、工作需求等。合作廠商也可以隨時進來查閱。 



 

52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修業規定 

若學生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原本一年半的學位計畫可以縮短到一年

(三個學期)畢業；工作經驗未達三年的學生，在暑期必須修習 3 學分的實習；

學生若想跨足其他專業領域，增加就業時的競爭力，可以跨院、甚至跨校(附

近的匹茲堡大學)修課，但因各院學費不同、或是修課資格不同，有些課仍有

修課限制。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職缺訊息－學校主動向校友接洽，詢問是否有合適職缺，校友可透過 Career 

Services Office 發出徵才訊息。另外，廠商若鎖定要找商管人才，會將職缺

訊息直接發給院或系的 Career Services Office。這些職場資訊主要透過網路

公告系統以及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學生。通常為了保障自己院或系學生的優

先權，這些訊息是不會主動傳給其他學院。此外，有認證過的廠商也可以透

過網路系統自行公告。 

b. Information Section－單一公司的徵才說明會，會中進行公司簡介、職缺說明

及資格限制，通常由學校幫忙代訂餐點，供應一些 pizza 和雞尾酒，舉辦時

間可能在中午或晚上，但通常晚上的時間會比較充裕。學生可在現場或是會

後投遞履歷表。公司通常都會派目前在公司任職的校友出席，現身說法。職

缺部份，通常會同時說明正職和實習的機會。不同公司的說明會可能安排在

同一時段、不同地點舉行。 

c. 職場講座－包括產業介紹、職位介紹、校友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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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諮詢 

學生可在「Andrew Calendar」的線上系統預約顧問服務，但若學生臨時去

找顧問，只要顧問有空，亦會提供服務。預約時可以預先查詢每一個時段負責

的顧問及其專長領域。諮詢的內容包括評量職業興趣、修改求職文件、職涯規

劃輔導、模擬面試、工作選擇及薪資談判、校友連繫及網絡建立等。 

� 企業實習 

工作經驗未達三年的學生，在暑期必須修習 3 學分的實習學分，不評分但

列為必修的畢業學分。由於美國規定外籍學生不可以在校外打工，故透過學校

的規定讓外籍學生有合理的實習管道。且學生可依職涯興趣自由選擇在校外實

習、校內實習，或是在校內做研究。但領時薪的校內行政工讀不能算是實習經

驗。Career Services Office 在五月時會統計所有學生找實習的狀況，適時提供

尚未找到實習的學生必要協助，例如提供一些實習機會的清單等。 

� 就業準備 

a. Workshop－安排在每週四下午 16:30～17:30 舉行，開放所有學生自由參加，

通常大約會有 100 人參加。內容包括求職文件撰寫、面試技巧、參加面試的

注意事項、薪水談判等。講師由 Career Services office 的顧問負責，有時也

會由業界邀請講師。 

b. 就業博覽會行前會(How to Work the Job Fair)－在就業博覽會前幾天舉辦，利

用中午 12 點到下午 1 點 15 分的時段，教導學生如何在參加博覽會應有的準

備、當場如何表現自己等技巧 

� 媒合平台 

a. TOC(Technical Opportunities Conference)－技術人才的就業博覽會，9 月份舉

辦，是一天的活動，從早上10點到下午4點，在體育館(University Center G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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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入場要著正式服裝，也要檢查學生證和履歷表。徵才的主要對象是

12 月份畢業的學生，亦有給在校生實習的工作機會，參與的廠商大約有 100

家，每個廠商都有自己的攤位，出席的公司代表除了來自人力資源部門外，

也會有校友或是不同職位的人，有時現場的交談就像是非正式的面試。學生

在現場向廠商投遞履歷表、簡單自我介紹、了解職缺內容，期望廠商留下印

象，安排後續面試。活動現場學校會放置一個公開的 resume box，學生可以

主動投遞紙本履歷表，學校會轉成電子檔後分送給當天參與的所有廠商。 

b. BOC(Business Opportunities Conference)－形式和 TOC 類似，也在 9 月舉辦，

但主要是高階管理、banking 或是財務等人才的就業博覽會。從早上 9 點到

下午 4 點，在體育館(University Center Gym)舉行。 

c. EOC(Employee Opportunities Conference)－2 月份舉辦，對象是 6 六月份畢業

的學生，以及要找暑期實習的學生。 

d. 聯合面試－在紐約辦公室舉辦，叫「紐約金融工作機會」，集合大約 15 家紐

約的金融公司，統一釋出工作職缺，並舉行聯合面試，讓公司不需到學校面

試，而是將學生聚集到紐約參加面試。 

� 就業追蹤 

畢業生的就業結果統計後會將結果放在網路上，做為學生談薪水的參考。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校友網絡 

a. 導師計畫(Mentor Program)－由校友擔任在校生之職涯導師，提供職涯規劃

的意見、產業現況、時程規劃等的諮詢，也會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通常由

學生依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在開學時提出媒合申請，職涯中心會將學生和願意

擔任導師的校友資料庫進行配對，再給學生一個媒合的清單。接下來則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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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動進行連繫。學生在諮詢過程中被規範不得直接和導師要求工作職位。 

b. 各地校友活動(Alumni Event)－在主要的城市(如紐約、西雅圖、矽谷、波士

頓和舊金山等)舉辦，邀請畢業校友回來和學弟妹交流。學生要參加必須事

先向學校登記，交通費和入場費由學生自行負擔。形式上是比較輕鬆的

party，通常會有餐點(如 pizza)，大家可以自由交換名片、聊天，目的是希望

在學的學生藉由交流培養校友網絡，吸收校友的求職經驗、增加找到工作的

機會。參加的校友有二種，一是被公司派來現場挖掘人才；二是自己想要換

工作的人。 

� 求職學生 

有些想在當地找工作的學生(例如印度人)，會較積極使用職涯輔導服務；

學生在開學的時候就會把履歷放在學校系統上，定期上去系統看活動公告；並

主動參加各式博覽會。 

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管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Services office」，其服務時間

是星期一～四早上 8:00 ～下午 5:30、星期五早上 8:00 ～下午 4:00。 

b. 人員編制－共 5 人，各有其負責的行政工作，並有專長的產業領域，學生可

依自己興趣的領域找不同的顧問諮詢。包括 1 位 Director，負責代表對外連

繫、統計畢業生流向、學期活動排程、與外部團體洽談合作等事宜；1 位

Associate Director，主要負責學生的實習計畫；1 位 Recruitment Coordinator，

主要負責校園徵才(on-campus recruitment)、職缺公告、維護網站平台

(InterviewTRAK)、在職學生相關事宜等；2 位 Graduate Assistant/Career 

Advisor，這是由目前在學、具備工作經驗的研究所學生擔任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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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系所也會有專屬 Career Services office，以資訊管理研究所而言，就編置

了 2 位專人負責職涯發展業務，通常會支援學校或學院舉辦的活動，有時候

擔任課程講師，也提供修改履歷的服務。 

d. 硬體資源－在紐約有一個辦公室，讓附近廠商可就近面試；學校設有簡單的

interview room，平常作用是一對一顧問諮詢。若有廠商安排校園面試，就

會事先公告，當天也會在門口張貼公告。系上的就是用類似研究室的小房間

供廠商面試，其他時間學生可自由使用。 

� 資訊系統 

外包建置了一個求才求職之網路平台，「InterviewTRAK」，服務徵才企業

及求職同學。上面有聯合履歷系統，讓學生可以隨時更新自己的履歷表、線上

投遞履歷表和求職信。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    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公共行政與管理學院 

整體而言，卡內基美隆大學管理學院是很就業導向的，參加重要的求職活

動優先於上課、考試。學校把求職平台經營得很好，學生自發性地把自己最好

的一面展現出來，塑造出同儕之間的良性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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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區區區    Hass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Hass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240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6~32 歲，平均 29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31%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707 分 

5. MBA 學位學費：美金$36,537 

6. 學生平均工作經驗年資：5 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Hass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開學時會安排學生職涯興趣的測驗，完成後進行一對一分析。學院也有自

己的聯合履歷冊(Resume Book)，學生會主動更新自己的資料，廠商可向學校

購買。學生畢業後，亦有完整的校友連絡資料庫，在校學生可以向顧問取得校

友資料。 

學生若有拿到公司的 offer，要回報職涯中心建檔，內容包括工作內容、

職位、薪水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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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修業規定 

學生必須修習一系列職涯輔導的必修課程，列入畢業學分。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職缺訊息－有認證的廠商可以隨時在網站系統上公告正職和實習的職缺。職

涯中心人亦會透過校外的人力銀行網站蒐集職缺，美國由於幅員廣大，就業

網站很發達，網站上面的工作職缺水準都不錯。 

b. 徵才說明會(Company Presentation)－單一公司的徵才說明會，有時安排在學

校舉辦，有些是辦在其他地方，由學生自行前往參加。學期從九月開始，9

月到 12 月是第一個學期，公司來找的是正職工作的學生，1 月到 5 月是第

二個學期，找的是實習的學生，目的不同的徵才說明會分開舉辦，只有少部

份是合在一起舉辦。 

c. 職場座談(Career Panel)－會邀請業界知名的人士、成功校友或是二年級學長

向學生說明職場概況、產業工作環境、求職經驗等。 

� 職涯諮詢 

個人職涯的顧問諮詢服務，包括職涯規劃、履歷表修改等。學生可依據顧

問的專長，在線上預約任何一位顧問，有時臨時去找也可以。顧問的排班表都

可以在線上查詢。 

� 企業實習 

實習不是必修課程，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實習。若有實習則認列零學分，

結束後要繳交報告。雖然實習不是必修學分，但同儕間會互相影響，大部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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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都會努力爭取實習機會。尤其是拿到 return offer

會是一大肯定，對於日後找正職工作會有加分效果。 

對於國際學生而言，因為學生簽證不能在美國工作，所以要透過修課的名

義才能到企業實習。 

� 就業準備 

a. Workshop－每一學期會分成 A 和 B 二期，中間會舉辦一場大型的求職講座。

內容包括求職文件撰寫、面試技巧等。還有針對國際學生所開設的口音矯正

課程。在平時舉辦的講座就比較小型，大約十幾個人左右的規模，學生可以

自由登記參加。內容大概也是求職文件的寫作，也有請顧問公司的人現場解

個案的活動。這些課程對國際學生而言幫助蠻大的。 

b. 模擬面試(Mock Interview)－由二年級、已經有求職經驗的學長擔任主考官，

進行模擬面試。學生要主動安排時段、穿著正式服裝、在學校的 interview 

room 中模擬實施的面試情形，並獲得回饋。這樣的模擬對於有心要進顧問

業的學生特別有用，因為顧問業的面試多有個案關卡，事先練習過才能有較

好的表現。 

� 媒合平台 

就業博覽會(Job Fair)，依產業別而有不同的博覽會，參加的公司會有自己

的攤位。學生會依自己的興趣以及時間地點決定是否參加，且主動穿著正式服

裝出席。現場會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會後才安排後續的面試。 

� 就業追蹤 

因為學生的就業分佈、起薪調查和學校的排名有直接的關係，故重視學生

就業資訊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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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a. Career Trek－由學生自組社團(club)所規劃的企業參訪活動，通常在春季就

開始規劃，寒假(winter break)時成行，但若是比較近的公司就可以在平時就

安排參訪，這類的活動學校都會給予補助。目的地包括紐約華爾街、矽谷、

香港等，如曾經安排過三天的香港行程，參觀六家投資銀行。活動的安排通

常是公司進行簡介、安排校友和學生交流、以及餐會。 

b. Job Fair－依社團的性質舉辦不同的博覽會，形式和學校的類似，但這是由

社團發起的活動。 

c. 編印社員聯合履歷冊－除了學校的履歷冊，社團亦會編制社員的聯合履歷

冊。裡面的學生有相近的職涯方向，廠商可以更快鎖定人才。 

� 求職學生 

a. 經驗交流－沒有正式的導師計畫(Mentor Program)，但通常一年級學生會主

動向二年級的學生詢問相關事宜。另外，投資銀行業和顧問業會有學生編寫

的教戰手冊，用以掌握公司的資料，互相交流應徵經驗。其他產業的公司就

必須一一準備，學生會看報表以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查詢公司相關的資料

等。 

b. 個案練習－學生會自動排班練習個案的分析，可能是二對一或一對一，互相

交叉面試，各種題型都會練習，時間也排得很密集。另外，學生也會合作編

寫 casebook，裡面蒐集各公司的個案考古題、以及一些學生編寫的個案。 

c. 點數投注－學校有「點數(bill)」的機制，有些廠商會開放部份工作機會讓學

生用點數來爭取。每位學生有 1000 點，可以自行決定要丟多少點數爭取這

個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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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時程安排－新生在第一學期會專心適應環境，以及習慣沈重的課業壓力，不

需要擔心任何找工作的事。寒假時參加企業參訪(career trek)，回來開始參加

密集的 interview。第一個階段通常是金融業、顧問業的公司，三月開始就是

個別公司陸續開放出來的機會。大約到四、五月學生就會陸續底定實習公司

了。 

e. 履歷投遞－12 月就開始投履歷表，主要對象是第一階段的金融業、顧問業

公司。之後個別公司的再單獨投遞。公司收受履歷表的方式有下列三種，一

是公司來學校，透過學校系統蒐集；二是公司不來學校，但利用學校網站系

統蒐集；三是公司貼出求職公告，說明應徵方式，由學生自行投遞。另外，

也會在校外的人力銀行網站(如 www.monster.com)上登錄履歷表。 

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Center」，其服務時間是星期一～

四早上 9:00 ～下午 6:00、星期五早上 9:00 ～下午 4:00。 

b. 人員編制－依工作內容分為下列二種職員。一是 Career advisers，大約有 5~6

人，負責提供學生個人的顧問諮詢服務。其中有一個專門負責國際學生的顧

問；二是 Account managers，負責對外的廠商連絡工作，依產業做分工，如

高科技產業、顧問業等，學生可依自己的職涯興趣找特定產業的顧問詢問有

關工作的資訊。 

c. 硬體資源－在紐約成立辦公室分部，專門蒐集當地的就業情報。此外，在商

學院大樓裡設置多間 interview room，供廠商校園面試使用。 

d. 職涯輔導時程規劃－12 月時提醒學生投履歷表，春季班(1~5 月)的時候協助

廠場到校舉辦說明會。3、4 月時會向學生信心喊話，向大家保證會找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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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工作機會，並提供很多校友的連絡名單給需要的學生，5 月底會統計所

有學生找實習的狀況，適時提供尚未找到實習的學生必要協助，例如提供一

些非正式的管道(如校友)尋找工作機會等。 

e. 學校會補助學生自發性的企業參訪活動，學生只要提出申請，學校會提供相

關資源協助。 

� 資訊系統 

建置 MBA 學生專屬的網路平台，上面有目前的職缺公告、活動訊息、校

友資料庫(alumni library)、面試資訊、廠商資訊等。學生登入後可以登記參加

講座，也可以編修履歷表，選擇要讓廠商點選的履歷，履歷資料庫會依學位計

畫分類。也有行事曆功能，提醒學生已經報名參加的活動，以及各公司的申請

日期。廠商付費就能在線上自由瀏覽學生的履歷表，或向學校索取紙本履歷

冊。學生在線上安排和廠商的面試時間，若時間有衝突亦可以在線上和其他人

換時間。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Hass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Haas 規模小，平均一屆 MBA 人數只有 240 人，所以透過學校正式管道所

提供的工作機會、或是活動的規模不如其他大型商學院(如 Wharton)。因此學

生使用制式(遵循公司規定的應徵流程)和非制式(透過校友或其他人脈)管道的

比重各半。 

學生的自主性很高，感情建立在求職的互相幫助上，不會有競爭感，資訊

蒐集的能力也很強，所以學校主要是扮演輔助角色，提供足夠的資源供學生使

用，也很尊重學生的意見，學生有任何需求(像是安排參訪或是開設新課程)都

可以提出討論，由學校給予適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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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549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6~31 歲，平均 28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33%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701 分 

5. MBA 學位學費：USD$41,600/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建立電子檔的 Resume data book 資料庫，蒐集每年 1100 份的學生履歷表，

線上可查閱過去 6~7 年的資料。在校生只要登入後就可以按工作經驗、未來領

域、社團經驗來查詢。另外，也會列印紙本聯合履歷冊，寄發給各大企業(約

500~600 家)，由於求職需求不同，所以不同年級會分開來印，且提供制式的

履歷表格式，學生按表填資料即可，故學生的履歷表的格式都一致。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課程設計 

學校的課程安排很有彈性，通常同一門課會開二個時間，一方面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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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的學生白天無法上課；另一方面也讓參加面試無法上課的學生有補課

的機會。 

� 師資陣容 

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會以校友公司為主題撰寫個案，在上課時邀請校友到課

堂上參與討論，和學生互動。學生可透過課堂交流的機會和校友建立關係。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職缺資訊蒐集－沒有到學校辦說明會的公司，可以透過學校的系統公告職

缺。由於學校名聲大，所以會吸引很多國際知名的企業主動到校徵才。 

b. 職缺訊息公告－在網路平台上有一區「Career Database」，裡面詳列工作職

缺、應徵截止日等資訊，會依公司是否有來學校舉辦說明會分為二區，有說

明會的就有說明會相關訊息，沒有說明會的放上公司網站的連結。 

c. 徵才說明會(Company Presentation)－由學生社團接洽主辦，Career Office 提

供協助。 

� 職涯諮詢 

個人職涯的顧問諮詢服務，包括職涯規劃、履歷表修改、個人模擬面試、

實習後如何爭取正職工作等。通常一個時段是 30 分鐘，若時間許可則可延長。

學生可依據顧問的專長，在線上的排班表預約任何一位顧問，或是直接到辦公

室約。學生線上預約後，系統會寄信通知顧問，顧問會回覆該時段可供諮詢，

可以的話系統就會自動媒合並通知雙方。 

� 就業準備 

a. workshop－由職涯中心的顧問或邀請校友擔任講師。內容包括求職文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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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面試技巧、主要產業說明(約 5~6 場)等。學生不需事先登記參加，直接

到現場即可，熱門一點的課程如投資銀行業、顧問業的說明人數會有吸引約

100~200 人到場。 

b. 模擬面試體驗日－在春季班開學之初，所有公司面試開始舉行前，學校為了

使學生熟悉面試情境、體驗校外聯合面試場合，Career Office 會包下飯店(如

2006 年是在 Hyatt)，舉辦一整天有關面試的活動，學生全程免費參加。 

早上先安排座談會(panel)，邀請業界人士、畢業校友分享面試經驗、傳

授要訣。現場並安排一場由業界人士擔任面試官，second-year 的學生擔任應

試者的模擬面試供學生觀摩。中午是餐會，讓校友和學生交流。下午是學生

的模擬面試時間，由 40~50 位 second-year 的學生擔任面試官，每個房間都

架設數位攝影機(DV)，拍攝學生整個面試過程(從進門、握手、坐下、面試

到離場)，後續再寄給學生，讓學生可以觀察自己的表現。晚上再舉辦一場

餐會並結束一整天的活動。 

c. 模擬面試(Mock Interview)－由已有求職、實習經驗的二年級學長擔任面試

官，進行模擬面試。學生要主動預約模擬面試，主考官依產業區分，或是由

先前在公司實習的學生擔任該公司的面試官。 

d. 相關活動訊息公告－活動宣傳會 mail 通知，時間點在活動二星期前、一星

期前以及當天都會通知。另外，在商院大樓的公布欄和海報架亦會張貼紙本

公告。在求職旺季，一天大約有高達 100 封相關活動的 mail 寄發。 

e. 簽證說明會－針對已經拿到正式 offer 的國際學生，學校會舉辦講座，說明

簽證以及後續相關事宜。 

� 媒合平台 

a. 學校並沒有舉辦就業博覽會(Job Fair)，公司來校園徵才都是透過各自的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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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每年大約有 150 家公司會來學校舉辦徵才說明會；或是學校的職缺

公告系統。 

b. 向公司要求安排專員負責收受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學生的履歷表，學生只要將

履歷表寄給專員即可，不需要到公司的網頁系統上登錄公司制式的履歷表

格。此舉可節省學生到各公司一一登錄的作業程序，且讓芝加哥大學學生的

履歷表可被另外處理，不致和其他應徵者混在一起。 

c. 學校規定來校徵才的公司不得給學生立即回覆是否到職的壓力。學生可待面

試活動告一段落、工作機會確認後再做出最終決定。但其他沒有經過學校管

道的公司就不受此限制。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a. 大約有 30 個不同產業的社團(club)，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有 600~700 位社員的

Investment Banking Club，其次是 500 位社員的 Consulting Club。 

b. 社團發揮了輔助學校的重要功能，擔任對外企業的窗口。企業辦活動都是透

過社團的協助。在這部份社團取代了學校 Career Office 的功能，由學生自發

性服務取代學校增加員額的需求。而社員也能透過活動的接洽，提高自己的

能見度。此外，社團也發揮資訊傳遞的功能，包括活動的通知、以及社員間

互相討論求職心得等。 

c. 徵才說明會(Company Presentation)－由學生社團(club)協助公司舉辦的徵才

說明會，社團會協助公司宣傳、租借場地(通常是教室)、訂餐等行政事宜。

在求職旺季，一天可能就有十場以上各公司說明會，學生可依興趣選擇參加

的場次，且通常同一個產業的會安排在不同時段，讓學生不用趕場。說明會

通常會安排在空堂的時間，例如中午休息時間，以及下午 16:30~18:00 (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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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場)。說明會現場不會收受履歷表，學生投遞履歷是透過公司網站或是

學校的系統。 

d. 社團內導師制度(Mentor Program)－由社團裡 second-year 的學生擔任職涯導

師，協助一年級學生修改求職文件、進行模擬面試。 

e. 產業講座(Industry Panel)－請畢業校友回來分享產業現況。 

f. Workshop－教導社員求職技巧，如面試技巧、求職文件寫作等。 

g. 聯誼活動－目的在網絡關係的維持，型式是較輕鬆的 party、餐會，讓社員

可以交流情誼、分享求職經驗。 

h. 企業參訪(Company Trek)－由學生社團(club)所規劃的企業參訪活動，通常在

寒假(winter break)時成行，若因時間重疊又不願錯過其他行程，也可以提早

舉辦，學生必須自費參加。Career Office 的職員會提供過程中的協助，並會

隨團參訪，一方面給予學生回饋，一方面和公司建立關係。 

活動的安排通常是公司進行簡介、學生提問、安排校友和學生交流、以

及餐會，其他比較特別的型式例如座談會，或是早餐會等。在參訪前學生已

經投遞履歷表到公司，參訪目的是增加彼此認識的機會，等到開學時就進入

面試流程。芝加哥大學曾經舉辦的參訪團包括西雅圖的星巴克、微軟等、明

尼蘇達的 3M、紐約的投資銀行、倫敦的投資銀行、波士頓的基金管理公司、

香港投資銀行亞洲分部、上海的顧問公司等。 

� 校友網絡 

a. 建置完整的校友連絡資料庫(Alumni Community Directory)，包括過去 60~70

年畢業校友的連絡資料、職業、職位、背景等資料。這些資料都是校友同意

提供的。學生可由網站登錄查閱，也可以直接向顧問取得校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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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地校友活動(Alumni Event)－學校和各地校友均保持密切且良好的連絡，

會寄發學校相關活動訊息到校友信箱。每週都會舉辦校友聚會的活動，開放

給在校學生參加以建立網絡。通常活動的型式包括邀請校友返校演講、在校

外舉辦研討會(conference)、高峰會(round-table)等。 

c. 與在職進修班交流－學校會安排 MBA 學生和 EMBA 學生聯誼活動。EMBA

班的學生都有正職的工作，對於業界相當了解，可以提供全職學生更多的職

場消息。 

� 求職學生 

a. 時程安排－學校在 9/21 開學，大約 10 月中就開始投履歷表。求職旺季是 10

月中到 3~4 月，7、8 月是暑期實習。 

b. 一般而言，在參加正式面試之前，學生都經歷 7~8 次個人模擬面試的練習，

也會參加 career office 所舉辦的大型模擬面試。 

c. 國際學生受限於身份及語言能力，在求職時會比較困難。但若有足夠的專業

能力和語言能力，就比較不受國籍的限制。通常來自相同地區的同學、學長

都會樂意分享經驗、互相交流。國際學生需要處理如簽證、學分、語言等事

宜，學長的經驗會有很大幫助。 

d. 參加社團的目的有二，一是增加自己的人脈，獲得較多的資訊；二是透過協

助企業舉辦活動，增加自己的能見度和機會。學生對於求職相關訊息都會非

常注意，且學校、社團以及同學之間都會一直提醒，所以不用擔心資訊不足。 

e. 學生會主動建立自己的人脈，利用打電話、mail 等方式和校友、業界人士保

持良好互動。這種建立人脈的行動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在學時或畢業後都會

持續累積。抱持的觀念是互惠、互助。大家都有這種共識就形成一種凝聚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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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管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Services Office」，其服務時間

是星期一～五早上 8:30 ～下午 5:00。 

b. 人員編制－共有 3 類職員，一是 Career Advisers(正職顧問)，約 10 人，沒有

特別分類，提供一般性職涯規劃的諮詢；二是 Career Advisers (學生顧問)，

約 20~30 人，由 Second-year 的學生提出擔任顧問的申請，說明自己過去累

積的工作經驗以及申請動機，Career Office 審核後決定人選，並會安排學生

顧問的訓練課程。學生可以預約個人諮詢時間，依學生顧問的專長、負責產

業及公司來選擇顧問人選。學生顧問可以提供親身的求職、工作經驗，且對

於特定公司有深入了解，可補正職顧問的不足；三是 Account Managers，約

30 人，負責職缺訊息的蒐集，除了接洽來校園徵才的公司，亦會主動去查

各大公司網站的職缺消息。再將這些訊息公告通知學生。 

c. 硬體資源－設置 Career Library，提供和求職相關的文件、產業簡介、各公

司的資料、以及各公司過去在學校的徵才條件、人數。另有約 40 間 interview 

room，供廠商校園面試時(約持續 6~7 週)使用。房間外面公告今日排程，包

括公司名稱、應徵者及面試時間。學生準時應試，在房間外等候面試官指示

再入內面試。在商學院大樓裡設有更衣室，每個學生有自己的置物櫃(locker)

可以放正式服裝、清潔用品，方便學生下課後換裝參加說明會、以及社交場

合。 

� 公共關係 

為了維持學校和學生的名聲，公司的徵才說明會僅限在某一期間(長達 1

個半月)舉行，不能提早開跑。目的是確保學生在和公司互動前，已經了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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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會面臨到的情況，做好完全的準備。校園面試也是在規定的期間內舉行，各

公司公平徵才，以免秩序大亂，影響廠商來校徵才意願。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學校提供的求職資訊多元且豐富、針對面試的訓練活動很用心，讓學生可

以做好準備再應試。但學校的資源不可能提供各種面向的服務，故學生間的互

助行為(例如舉辦活動，或是提供自己的產業經驗等)亦是重要資源。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企業的關係很好，能吸引許多知名廠商提供大量工作

機會；和校友也會保持很好的連繫，畢業校友和在校生的互動相當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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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Liautaud 商學院 

(Liautau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Liautaud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549 人，其中 MBA 人數佔 50~60 人 

2. 國際學生比例：約 50%，來自印度、大陸、日本、台灣、韓國、泰國等國家 

3.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570 分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Liautaud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學校在開學初會安排性向測驗，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參加；另有職涯性向測

驗，但開放自由參加。測驗結果會紀錄到學生資料中。 

2.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涯諮詢 

a. 諮詢服務－學生必須在線上預約時間，由中心隨機安排顧問，進行時間約一

小時。顧問可以指導求職文件的寫作方式，亦可幫忙修改、給予建議。通常

學生在求職的每一階段都會尋求顧問的諮詢。 

b. 針對國際學生－國際學生面臨簽證問題求職較不易，因為一般公司比較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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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特別為國際學生辦理工作簽證。但顧問在諮詢時只會介紹大略的環境、介

紹求職的過程、技巧，並沒有針對國際學生規劃個人職涯。 

� 就業準備 

a. 產業概況講座－畢業前會開設一系列課程，學生可自由參加，講師部份可能

是學校職涯中心的顧問，或是邀請校外人士。內容會針對不同領域的學生，

講解如何求職，提供一般性的建議，學生若要較符合個人需求的意見，還是

要透過顧問諮詢。 

b. 求職技巧講座－職涯中心在畢業前約半年會陸陸續續舉辦相關活動，包括面

試技巧、儀容講座、自傳履歷表撰寫技巧、面試問題提示等。在活動前會統

一用 E-mail 通知學生，學生透過線上系統登記參加。一般而言，每個場次

不到 100 人參加，其中外國學生佔相對多數。講座通常由職涯中心的顧問擔

任講師。 

c. 公司說明會－學校主動接洽、協助各公司到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 媒合平台 

a. 就業博覽會－每年一次，規模不大，但來校徵才的都是知名的大公司。 

b. 學生將履歷表交給職涯中心後，中心會幫學生蒐尋相關職缺，提供給學生參

考，但因為學生很多，所以不會太客製化，只能提供參考的職缺清單。 

� 就業追蹤 

在學生畢業後幾個月，會寄發問卷請畢業生填寫目前就業狀況。 

3.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校友網絡 

a. Alumni Seminar－學校定期邀請校友返校的研討會、座談會，以鞏固校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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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使創造在校生與校友互動的機會。 

� 求職學生 

a. 參加各地區同學會－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會互相幫忙：由於來自同一地區，

故文化較接近，也比較了解求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例如：簽證、租屋)。

有時學長姊會協助規劃、修改履歷表，也會推荐學生給自己的任職的公司。 

b. 同學大部份是透過正式管道求職，透過人脈主要是取得資訊，如上下屆就會

互通消息，同學間也會討論求職話題與心得。 

4.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Service Center」。 

b. 人員編制－約 30 人，其中約 15~20 人是正職員工，其餘為 part-time。擔任

顧問的約 7、8 人，其他人負責行政事務。  

c. 硬體資源－有求職相關的文件、書籍供學生借閱。 

d. International Center－針對國際學生，提供生活上的服務，但不會負責職涯發

展的輔導工作。定期會有茶會、交流活動，是比較聯誼性質的單位。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Liautaud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伊利諾大學的 MBA 在求職時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但學生若想進入大型

企業、當面臨其他商學院 MBA 的強敵環伺時，在競爭力上仍不及有名校光環

的商學院，而這是因為學生的入學標準所造成的差異。但伊利諾大學的芝加哥

分部地處市中心，享有地利之便，學生容易接觸到較多的工作機會，企業也比

較願意到校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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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的服務類型很多元，受限於資源，服務的深入及細緻程度較不

足。但對於想在美國找工作的學生，職涯中心的服務的確有所幫助，特別那些

對於美國職場環境不熟悉的學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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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Business)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98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3~33 歲，平均 27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 55%，來自中國、台灣、泰國、印度、土耳其等國家。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638 分 

5. MBA 學位學費：USD$24,400  

6. 學生工作經驗：入學新生平均有 3~5 年工作經驗；少部份本國籍學生沒有工

作經驗。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新生入學時會安排線上的性向測驗、職涯測驗，規定學生都要參加，否則

不會通過必修的職涯課程。完成測驗後會給學生一份個人能力報告，讓學生知

道自己適合走什麼領域、是哪一類型的人。若有疑問則可請顧問分析報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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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修業規定 

在一年級上學期必須修習半個學期的求職課程，是零學分的必修課程，由

職涯中心的顧問擔任講師，內容是求職技巧(例如：履歷表及自傳撰寫、

30-seconds-talk 的自我介紹)、美國文化等。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Information Section－單一公司的說明會，Career Service 會公告時間地點，

通常舉辦在階梯教室、大教室，或是會議室。說明會的目的在簡介公司及說

明目前職缺，現場會不收履歷表，也不進行面談。規模方面，依公司大小有

所差異，大公司參加人數可達 100 人，區域型的小公司約 50~60 人。現場會

有公司提供、學校代訂的茶點、飲料供應。 

b. 為了協助國際學生能適應環境，學校安排有關美國文化、職場文化的課程。

此外，也有矯正口音的 communication 課程，免費開給國際學生修習，但內

容較偏重在適應環境而非求職時的面談應對。 

� 職涯諮詢 

   學生可以寄 E-mail 預約 Career Service 的顧問諮詢服務，每次預約時段是

1 小時，提供整體的顧問服務，故除了求職文件修改外，也會談生涯規劃、學

習情況、個人興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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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實習 

學校會鼓勵學生爭取實習機會，但並沒有硬性規定學生要修實習學分，故

實際上有些學生在二年的求學過程中並沒有實習。 

� 就業準備 

學生可登記安排模擬面試，中心會安排工作經驗較久，或是之前擔任人力

資源相關工作的 MBA 學生來做主試官。 

� 媒合平台 

a. Job fair－即就業博覽會，學校邀請公司來校徵才，活動為期 2 天，每天大約

有 70~80 家公司。學生可在現場投遞履歷表、向公司的人自我介紹。在流程

方面，有的公司會在現場安排簡短的 interview；有的公司會現場資格初審，

通過就直接約時間面談；有的是先收履歷表，等到回去再通知安排面試。所

有參加者都很重視這個活動，學生會穿著正式服裝，公司代表也會著正式服

裝或是公司制服。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校友網絡 

由學校安排「Career Quest」活動，這是校友和在校生的交流活動，為期

一整天的活動，通常辦在星期五。參加者會依職涯領域分組，一開始先自我介

紹、交換名片、寒暄，之後會有針對職涯發展的正式討論、求職文件諮詢。結

束後就是 happy hour，安排到餐廳或是 pub 聚餐，此時可以聊一些體育、產業

等較輕鬆的話題，藉以交流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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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學生 

a. 參加校外活動－主動參加校外單位(如華爾街日報、財星雜誌等)所舉辦的就

業博覽會，以獲得更多職缺訊息。這些博覽會多辦在芝加哥這些大城市，開

放給所有人參加，有時會有特定的主題。 

b. 建立個人網絡－主動向 Career Service 查詢校友連絡資料，只要學生說明條

件、需求，學校就會給予適合的連絡名單。後續的追蹤要靠學生自己行動，

通常會是用 E-mail 或電話連絡，也可能親自拜訪。校友的角色像是生涯導

師，交流中除了工作議題外，也可以談論生活上的議題。 

c. 參加定期聚會－MBA 學生每週會有定期聚會，通常會相約到 pub，目的在

培養感情、資訊交流。剛入學時會談各國文化、一些較正式的話題；開學後

就是生活趣事、作業、教授…等，也會互相分享彼此求職的經驗。 

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The Career Center」，其服務時間是星期

一～五早上 8:30 ～下午 5:00。 

b. 人員編制－共 2 人。負責學生的諮詢服務以及廠商連絡工作，沒有特別限定

負責的學生，學生可自由選擇。 

c. 硬體資源－顧問有各自的小辦公室，另外還有一間是放求職參考文件、職場

資料的小房間，提供很多相關的刊物供學生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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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 

有 MBA 學生的專屬求職網站，學生可以在線上直接編修履歷表。內容有

活動公告、職缺公告、求職教學影片和文件等。另外，有提供校外求職網站的

連結，且若由學校平台連到外面的付費網站，可以享有免費的帳號。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相較於職涯服務已經很有規模及制度的大學校，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的職

涯發展輔導服務比較被動，學生有需要必須主動提出需求。但學校都會讓學生

知道應該向誰求援，也提供完整的書籍與相關資料。 

此外，學生在求職時，「人脈」是非常重要的訊息管道，甚至比專屬求職

網站重要。故學校非常重視校友畢業後的追蹤，以及校友活動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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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usiness School)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3. 平均每屆 MBA 人數：89 人 

4. 學生年齡：界於 21~51 歲，平均 29 歲 

5. 國際學生比例： 48% 

6.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679 分 

7. MBA 學位學費：USD$17,826/年  

8. 平均工作年資：5 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學校有安排職涯測驗，但學生必須負擔測驗費用。另外，也有一些免費的性

向測驗、能力測驗等。 

2.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Meet the Firm－類似公司說明會，由學校每週固定邀請某公司的人力資源部

門人員來校座談，介紹公司、以及目前職缺。有時出席人員會包括在公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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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校友，甚至是高階主管。學校會提供行政事務的協助。 

b. 企業參訪－由學校安排、開放給學生報名參加的企業參訪活動，學期初就會

排定參訪企業的名單及行程，通常會把相同產業的公司排在同一個行程，地

點都在美國，一個 quarter 大約舉辦 1、2 次，每次參訪行程大概是 2~3 天。

參訪時的流程通常先進行公司介紹，職缺介紹、開放問答等，有些公司現場

收受履歷表。 

� 職涯諮詢 

學生可以透過 E-mail 或是電話預約一對一的諮詢服務，且可依個人需求

指定顧問。諮詢內容包括履歷表修改、模擬面試等。在求職旺季，學生平均每

週會預約 1～2 次的諮詢。 

� 就業準備 

舉辦多場的 Career Workshop，這是求職相關的課程，開課頻率次數多；

不算學分，學生可自由參加，通常人數會受到主題的影響。課程內容包括求職

文件寫作、面試、穿著、產業介紹等，還有較特別的是商業禮儀方面的課程(如：

品酒)，有助於對外國學生或是沒有工作經驗的人融入美國職場文化。 

� 媒合平台 

a. Career Fair－這是專屬於 MBA 學生的就業博覽會，一年舉辦有 3、4 次，每

次參加約有 40~50 家的當地的公司參加，這些公司對 MBA 需求較高、且和

華盛頓大學有地緣關係，所以比較了解華盛頓大學 MBA 學生的特質。 

b. Campus Interview－由學校統籌，協助公司來校面試。利用在職涯中心辦公

室的小型會議室(conference room)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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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追蹤 

學校沒有正式的調查，但由於學生和職涯中心互動密切，所以通常只要學生

確定畢業後去向，職涯中心的顧問都能獲得資訊。 

3.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學生自組不同職涯主題的社團(club)，例如財金、顧問業等。社團的活動

包括校友演講、參觀企業、聯誼活動(networking event)等。 

� 校友網絡 

學生若有需要，學校就會提供校友連絡名單供在校生參考，也會不定期邀

請校友返校分享求職、職場經驗。 

� 求職學生 

求職是 MBA 學生很常談的話題，且通常都是面對面的交流，不會借助電

子佈告欄等線上系統。此外，學生間也會主動發起 Group Talk，利用課餘的時

間，找地方相聚聊天，沒有制式的進行方式，目的就是閒談、交流資訊。 

4.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Business Connections Center」。 

b. 人員編制－正職員工約 10 人，再加上 part-time 的人員，約 10 餘人。有些

人專門負責行政事務；有些是提供諮詢服務的 Career Consultant，這些顧問

主要由正職員工擔任，部份是資歷較深、有人力資源相關經驗的學生，各有

其負責的產業及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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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硬體資源－Business Connection Center 有專屬的辦公室，提供許多求職相關

書籍、資料供學生查閱。 

� 資訊系統 

a. 建置 MBA 求職專屬網站，http://bschool.washington.edu/career/，公告近期所

有活動，學生可以在線上投遞履歷表，廠商取得認證後可以在站上查閱學生

履歷表資料。 

b. 每週以電子報型式發行的「MBA newspaper」，會列出最近的活動報導、公

告。這份電子報的內容是很多元的，可交流課業、生活、以及求職活動的相

關訊息。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華盛頓大學有校級的職涯中心，但 MBA 學生較少接觸到校級單位的服

務，因為校級單位提供的服務內容、工作職位較不符合 MBA 學生的需求。對

MBA 學生而言，學院所提供的服務就足以使用、且符合需求。 

在學校的態度方面，由於學生的就業情況和學校聲譽息息相關，故積極鼓

勵學生求學和求職並重，開學就會提醒新生要好好為求職鋪路。此外，職涯中

心的顧問都很有經驗，了解不同公司的徵才需求、風格，故顧問的諮詢服務對

學生幫助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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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    Babcock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Wake Forest University - Babcock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    Babcock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88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3~34 歲，平均 27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 27%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630 分 

5. MBA 學位學費：USD$31,500/年  

6. 學生工作經驗：有少數新生是沒有工作經驗的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    Babcock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1.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修業規定 

學生必須修習一系列職涯輔導的必修課程，列入畢業學分，但若學生是由

公司安排來進修 MBA 學位的學生，可申請免修求職課程。 

在 8 月底開學時，職涯輔導中心就會把課程安排在行事曆中。一年級上下

學期安排相關課程，每二週上一次課，每次上課時間約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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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在安排課程內容時，有些課程的內容就是日後工作職場上會用到的工具，

包括軟體應用課程(如：VBI、database management)、應用性課程(如：財務模

型設計、M&A 課程)。 

� 師資陣容 

有些教授和業界互動良好、或是自己曾經指導過的學生資源，有適當機會

時會幫學生媒合適當的工作，引荐給企業。 

2.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職涯中心就會安排許多公司來校舉辦說明會，約二星期就會有一場，場地

在學校教室，只有預算較多的大公司會供應餐點。內容有公司簡介、說明實習

和正職職缺、校友現身說法等。 

� 職涯諮詢 

提供求職文件修改的服務，學生可以直接寄 E-mail 預約，若是急件也可

以直接到辦公室找顧問。 

� 就業準備 

a. 必修求職課程：學校安排的課程內容包括求職文件寫作、美國文化、各國文

化、體育、政治、歷史等，也教授 interview 技巧。 

b. 學生可至 CMC 安排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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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合平台 

a. 區域性 Career Fair－學校規模不夠，所以沒有舉辦自己的就業博覽會。學校

會鼓勵學生參加區域性的博覽會(例如：北卡羅萊納州區域)，現場每間公司

有一個攤位，公司代表通常是人力資源部門、或是用人單位的人員。參加者

可到攤位上了解職缺、投履歷表，有公司會安排現場的面談。此外，也有一

些較大型的公司會到飯店舉辦自己的說明會。 

b. 全國性 Career Fair－有主題性的全國性大型就業博覽會，例如專門針對國際

學生、或是 MBA 學生的。因為主題明確，所以職缺及條件會比較符合求職

者的目標。有這些活動時，職涯中心會通知學生，同學間會互相告知，許多

求職網站上也會有活動公告。 

� 就業追蹤 

畢業時職涯中心會進行統計，包含就業情況、起薪、職位等，直接歸檔到

資料庫供學弟妹參考。 

3.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有國際學生會、財務社、顧問社等學生組織。這些社團會舉辦一些校友活

動，邀請校友返校座談；還有企業參訪的活動，例如 finance club 會在寒假時

安排紐約投資銀行的參訪活動(Company Trek) ；國際學生會則商請學校支援

舉辦一些活動，例如了解美國求職文化的課程、或是找國際學生校友來分享求

職經驗。社團舉辦的活動若與業界有連繫、互動，學校會給予適當支援及指導。 

� 求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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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動找職涯中心的人聊天，以獲得情報，例如工作機會或是校友的現況等。 

b. 透過校友連絡簿獲得校友的連絡資料(包括領域、就職公司、mail、電話等)，

再主動打電話、寄 mail 連繫。建立關係後可以事先了解工作內容，有的校

友還會幫忙推薦給公司。 

c. 在美國，求職時積極表現自我、增加曝光是很基本的動作。學生在參加公司

說明會時，會主動和公司代表交流，以增加印象。結束後會寄感謝信

(Thank-you latter)，並附上自己的履歷表。 

4.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Management Center(CMC)」。 

b. 人員編制－約 5~6 人，大致分工是 1 人負責統籌所有工作，1 人負責行政工

作，1 人負責 finance 領域的諮詢 ，2 人負責行銷領域的諮詢。 

� 資訊系統 

a. E-recruiting System－由學校建置的線上媒合平台，專屬於 MBA 學生，功能

包括上傳履歷表、查詢活動公告及工作機會、安排 interview 等。 

b. 線上資料庫－包括求職文件範例和求職教戰手冊、面試的題庫等。在面試題

庫方面，學校會主動蒐集學生在應徵不同公司時的面試問題，再由職涯中心

更新線上的題庫。所以學生可以查詢不同公司的面談問題題庫。  

c. 學生也會利用校外的求職網站獲得資訊，如：monster.com、career-build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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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威克森林大學    Babcock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學校的態度是鼓勵大家用心求職，但學生和職涯中心的互動情況是依個人

需要而定，學生若不主動要求服務，學校也不會一直督促，推測是因為職涯中

心的事務多而煩雜，比較沒有辦法深入地照顧每一個學生。 

在學生態度方面，亞洲學生比較重視功課，也需要比較多時間去適應課

業，所以花在求職的時間比較少，相較起來美國人比較沒有適應問題，也會將

大部份心思放在求職上，花時間在建立人脈。 

在學校競爭力方面，Wake Forest 小規模的學校，一屆的人數僅約 90 人。

但企業辦說明會希望每場至少有一定的參加人數(如：至少 25 人)，方能符合

經濟規模，但小學校不易達到此人數，故會影響公司來校徵才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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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    Drucker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The Drucker School,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 

1. 平均每屆人數：50 人 

2. 學生年齡：平均 28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 50%，其中由公司派來進修的日本人佔一定比例。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600 分 

5. 學生工作經驗：平均 4.6 年，申請時有要求工作經驗，但沒有非常嚴格的標

準。像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申請時就是用在台灣當兵的預官資歷。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新生訓練 

新生入學時會安排一對一的面談。提醒學生開始為求職做準備、如何做準

備、以及學校提供的資源為何。 

2.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就業準備 

不定期舉辦求職講座，內容包括面試技巧、簡報應用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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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合平台 

學校有舉辦就業博覽會，但並不是專門為 MBA 學生所舉辦，主要對象是

大學部學生。 

3.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Writing Center，由學校文學系學生所成立的社團，有專任的負責人帶領，

提供文件修改的服務，也包括修履歷表、求職信，學生只要上網就可以預約諮

詢時段。但社團目的不是為了輔導求職，故專業程度仍不及職涯中心。 

� 校友網絡 

由學校安排讓校友和學弟妹交流、建立關係的校友座談會。由於雙方背景相

似，又有上下屆關係，故透過校友的引荐往往較容易獲得工作機會。 

4.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The Office of Career Management」，其

服務時間是星期一～五早上 8:30 ～下午 5:30。 

b. 人員編制－約 2~3 人。專門服務 MBA 學生。 

c. 硬體資源－有獨立的辦公室。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克萊爾門大學 

整體而言，克萊爾門大學的 MBA 學位計畫規模較小，且地理位置並非位

處交通便利之處(離洛杉磯約 40 分鐘車程)，故在就業市場上較不利，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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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不一定每年都願意來校徵才。 

由於學生透過正式徵才管道資源略為缺乏，故校友網絡對克萊爾門的

MBA 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資源，許多人是透過校友、朋友之間的介紹找到工

作。此外，洛杉磯附近華人企業多，故有些華人學生會透過華裔的網絡尋找工

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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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56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4~32 歲，平均 28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 84%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620 分 

5. MBA 學位學費：USD$32,100/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新生訓練 

Career Center 在開學時就寄信給所有同學，公告本學期的活動排程。也會

主動連絡新生，了解個人的情況。 

� 學生資料 

a. 個人測驗－學校在新生剛入學時安排性向測驗、職涯傾向測驗等。學生若有

需要可預約顧問進行個別分析。 

b. 聯合履歷冊－由學校統一編製 MBA 聯合履歷冊，寄送給各大企業，包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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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加坡、大陸等地，對於學生而言可增加曝光度，對求職很有幫助。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修業規定 

有二種修業期限－12 個月和 16 個月，前者是密集修課，畢業後就業；後

者學校會鼓勵學生去實習，但不算實習學分。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職缺訊息－Career Center 的職員會蒐集職缺訊息，公告給所有同學，有興趣

的人再將應徵文件寄給職涯中心，由中心收齊後轉給企業；也有時候是直接

寄給企業。 

b. 公司說明會－香港交通便利，企業到校說明是很普遍的。但說明會通常是為

學校所有的學生而舉辦，而非專為 MBA 學生。學生可以在線上報名有興趣

的場次參加。通常大約會有 20~30 人參加。 

c. 企業參訪－企業參訪的活動是由學校規劃的，學生報名參加後，由學校審核

資格，再公布名單。一次參訪活動只有鎖定一間公司。 

� 職涯諮詢 

學校有提供職涯諮詢的服務，學生需要時從網站上預約，由職涯中心的職

員擔任顧問。諮詢內容包括履歷表修改、一對一模擬面試等。顧問會針對學生

的表現給予回饋。 

� 就業準備 

學校會固定開 Career Workshop 課程，規定學生必須參加。主題是履歷表

撰寫、面試技巧、建立人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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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合平台 

學校有舉辦就業博覽會，但主要是給大學部的學生參加，故比較不符合

MBA 學生的需求。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校友網絡 

學生若有需要，學校會提供校友連絡名單。也會定期舉辦一些校友活動，

增加在校生和校友的交流。 

� 求職學生 

Career Center 會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舉辦的商會、研討會等，以拓展人脈，

增加資訊管道。有些活動學校會補助學生部份的報名費。 

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Center」，其服務時間是星期一～

四早上 8:45 ～下午 5:30、星期五早上 8:45 ～下午 5:45。 

b. 人員編制－約 4～5 人，專門負責 MBA 學生的職涯輔導。其中 1 人是主管；

2 人是顧問，各負責一半學生；１人負責活動、企業連繫事宜。 

c. 硬體資源－有專屬的辦公室，內有許多求職文件的參考書籍供學生參考。 

� 資訊系統 

有建置 MBA 學生的求職網站，學生可以下載一些求職文件範本、公司介

紹、求職技巧等。主要的功能在活動的公告，但互動的功能不強，故並不是學

生求職時的主要資訊管道。另外，活動的訊息都是透過 e-mail 通知學生，不會

另外發送紙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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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關係 

有些僱主會和 Career Center 接洽，說明職缺內容及應徵資格。Career Center

會推薦適合的同學給企業，提高企業徵才的效率。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商管學院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的經營重點放在幫助學生求職，學校會定期追蹤每個

人的進度。校級的職涯中心和 MBA 專屬的職涯中心相輔相成，但比較偏向大

學部學生的需求，提供的職缺資訊都是比較低門檻的，故 MBA 學生主要使用

的資源還是院內提供的服務。 

在資訊管道方面，在香港沒有主流的求職網站，故學生想獲得職缺資訊主

要還是透過學校、教授、校友、或是企業網站。香港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僅靠

學校的資源並不足夠，學生還是要靠自己累積競爭力。



 

96 

 

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    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    Fuqua 商商商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Duke University -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    Fuqua 商商商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405 人 

2. 學生年齡：界於 26~34 歲，平均 29 歲 

3. 國際學生比例： 48% 

4.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706 分 

5. MBA 學位學費：USD$39,350 年  

6. 學生工作經驗：99%有工作經驗，平均工作年資五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    Fuqua 商商商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新生訓練 

a. 學校在開學前會開設為期六週的「暑期學校」，幫助國際學生適應美國文化

及上課方式，以及練習英文口頭與書面的報告。 

b. 在新生訓練的活動中，安排了「價值觀探索」的課程，讓同學思考自己的生

涯發展；「導生會談」活動，導師是由二年級的同學自願擔任，協助一年級

同學適應環境、以及求職過程中的諮詢；此外，職涯發展中心的負責人也在

新生訓練時上台簡報，宣告二年求職與求學並進的 MBA 生活正式展開，並

說明求職的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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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資料 

職涯中心會彙整所有同學的履歷表，編製「履歷表冊(resume book)」，

提供給各大企業購買。此外，也編輯一本一年級國際學生的履歷表冊，讓有

興趣雇用國際學生的企業購買。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課程設計 

Fuqua 的每一門課都有詳細的課程表，裡面會說明每一節課的進度，且實

際上也是照表操課，進度掌握良好，故若學生必須缺課參加面試，也能確切知

道自己沒有上到的課程內容，加以補救；重要考試也都會有補考的措施，讓學

生能調配求職時程。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學校會協助公司來校舉辦徵才說明會，活動名稱是「Special Interest 

Presentation」，由公司向同學簡報公司業務、職缺需求等，並讓公司代表與同

學有交流的機會。舉辦的地點在講堂、交誼廳、或是學校附近旅館的宴會廳。

通常最早舉辦的是投資銀行業、其次是管理顧問業、接下來才是各產業公司。

大部份公司會舉辦二場說明會，對象分別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前者的職缺是

實習工作，後者則是正職工作。 

� 就業準備 

a. Workshop－內容包括如何使用 CSO 網站、求職性向分析、國際學生求職。 

b. 履歷表撰寫輔導－在開學第二週即舉辦「resume workshop」，教導履歷表撰

寫技巧；接下來由二年級的求職小老師提供一年級生每人 30 分鐘的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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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resume review)服務。之後二週若有任何問題，在穿堂都有求職小老師

輪值，現場為同學解惑，另外，也可以和職涯中心的顧問預約諮詢，一次

30 分鐘。顧問也有「work-in hour」，同學在這個時段不用預約，可以直接找

顧問詢問一些較簡單的問題。 

c. 就業博覽會行前講座－在就業博覽會之前舉辦，主要是講解博覽會當天的行

政事宜、教導學生如何簡短自我介紹、如何讓公司代表留下印象等。 

� 媒合平台 

a. 就業博覽會－開學第五週，學校會在附近的飯店舉辦，只有 Fuqua 的學生可

以參加，上午開放給一年級生，下午開放給二年級生。學生必須著正式服裝

出席。 

b. Fuqua 不在大城市，加上學生人數又比其他學校少，亞洲與歐洲學生人數也

因此相對較少，所以大部份歐洲與亞洲分部的人力主管不會專程到 Fuqua

舉辦說明會。但除了學生主動聯繫之外，若企業有任何徵才計畫，都可以和

CSO 聯絡，並取得學生的履歷表，如果發現資格相符的同學，就會主動與

同學聯絡，再安排同學到紐約或波士頓等大城，跟其他商學院的學生一起面

試。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在社團的聯誼活動中，學長姊會熱心解答學弟妹在求職、生活上的困

擾，並分享一些求職建議。在社團網站上也會有介紹相關領域的投影片供新

生參考。 

此外，社團也會自發性地舉辦企業參訪，例如財務金融社就曾經辦過到

Charlotte 參訪三家投資銀行的活動，即吸引了約 70 名的一年級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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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學生 

a. 求職時程－ 

表 5- 1 Fuqua 學生求職準備概略時間表 

2000 年 8 月底 入學 

2000 年 9~12 月 準備暑假實習的求職(參加校園徵才說明會、準備履歷

表、模擬面試等) 

2001 年 1~5 月 面試暑期實習的職位(參加暑期校園徵才面試，或是自己

找校外的面試機會) 

2001 年 5~8 月 從事暑期實習 

2001 年 10 月起 面試全職工作的職位(參加暑期校園徵才面試，或是自己

找校外的面試機會) 

2002 年 5 月 畢業，進入職場 

資料來源：謝蘊揚(2003)，MBA 女孩，台北：經典傳訊，p.35。 

b. 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會在研一升研二的暑假安排實習，以維繫和實務界的聯

繫，為全職工作鋪路，並觀察自己是否適合實習公司。 

c. 學生互助機制－CSO 籌組的機制有二，一是由 30~35 位一年級生組成的諮

詢委員，是所有一年級生與 CSO 的媒介，時薪約 10 美元；二是求職小老師

(Career Fellow)，由 30~40 位二年級學生組成，時薪約 10 美元，提供一年級

生求職方面的協助。 

求職小老師必須經過上一年度求職小老師及 CSO 人員的篩選，並參加

集訓。依據求職領域及暑期實習的經驗不同被分成四類，包括是：管理諮詢、

投資銀行、行銷及一般管理。學生要預約諮詢時，都可以從 CSO 的網站上

查閱每個求職小老師的經歷、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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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The Career Services and Placement 

Office(CSO)」，其服務時間是星期一～五早上 8:00 ～下午 5:00。 

b. 人員編制－正職員工約 10~12 人，其中 3 人擔任顧問，負責職涯諮詢工作，

其他人負責公司連繫、活動安排等行政事宜。 

� 資訊系統 

有 MBA 專屬的求職網站，上面提供所有的求職資訊。例如公司說明會的

排程、公司代表的連絡方式、是否獲得面試邀請…。學生可在網站上登記參加

公司說明會、或是互換面試時間。 

� 公共關係 

為維護學校與徵才企業的合作關係，學校嚴格要求有登記參加說明會的同

學不可無故缺席，以避免參加學生變動太大，讓公司準備不足或疲於奔命。也

有處罰制度，若學生有二次登記不到，就再也不能登記參加任何場次！且參加

說明會的學生必須配戴學校統一製作的名牌，方便公司代表認識學生。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杜克大學    Fuqua 商商商商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整體而言，學生和企業普遍對於杜克 Fuqua 商學院 CSO 的服務相當滿意。

Fuqu 鼓勵學生的互助機制，讓上下屆的經驗得以傳承。此外，也非常強調「經

營人脈」的重要性，除了所有學生耳提面命要積極累積人脈外，CSO 也在許

多場合提醒國際學生要融入美國「networking」的文化。 

Fuqua 也很注重和徵才企業維持良好關係，因此要求學生在參與徵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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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表應對時，能有最好的表現；也會提供完善的支援，讓徵才企業可以更

有效率地找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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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第十一節第十一節第十一節    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900 人 

2. 國際學生比例： 33% 

3.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707 分 

4. MBA 學位學費：USD$39,600/年  

5. 學生平均工作年資：4.5 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a. 自我評鑑(self-assessment inventories measuring)：在入學前完成，了解個人興

趣、工作價值觀、商業技能。之後再由顧問帶領同學了解測驗的結果，並與

說明與哈佛校友有關的職涯發展。 

b. Career Leader 職涯測驗－學生入學時會安排參加此項測驗，這是由 HBS 的

教授及職員自行開發的軟體，依據在商業環境中，個人特質與相襯工作間關

係的研究結果設計而成，把受測者的興趣和在不同職業上成功的人的興趣進

行比對。目前這套測驗工具已經被超過 150 個 MBA 計畫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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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聯合履歷冊－由商學院統一蒐集學生的履歷表，印製履歷冊，出售給有意來

徵才的公司。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課程設計 

MBA 學位的課程規劃是前緊後鬆，學生必須在第一年完成 75%的課程，

第三學期 20%，最後一學期只有 5%，其他時間就全力投入求職。且自一月份

起的星期五，就不安排任何課，以便學生可以到外地去面試，或是準備下週的

面試行程工作。 

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a. 網站公告－建置網路上的「Job Bank」，這是網路上的職缺資料庫，列出 HBS

的徵才夥伴、目標公司最近的重要新聞、在該領域或公司有經驗的學生或是

校友資訊。也可以在上面看到目前的職缺、應徵、線上安排面試時間。 

b. 紙本公告－在職涯中心辦公室內、外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求才公告，桌上也

有公司簡介、面試時間表、負責洽辦面試的主管名字等。 

c. 緊靠著 Baker 圖書館正門左側內的柯勒房(Cole Room)，原是一座龐大的會

議室，現已成為陳列各徵才公司的背景資料、年報、報章摘要、招聘職稱…

等資訊的空間，資料依行業、職稱、地區、工作內容來分類。也會公布各行

業的工資標準，做為學生談判的依據。 

� 媒合平台 

有統一的「校園面試(on-campus interview)」時間，訂在每年 11 月份的第

二個星期，二年級學生停課一週，集中進行企業來校徵才的面試活動，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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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週的面試行程非常密集，所以也被學生戲稱為「地獄之週」。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學生社團會舉辦的「Company Treks」，鎖定全球經濟重鎮(hot spots)。拜訪

全球的領導公司、參加社交活動、面試、找尋實習及工作機會。有些學生社團

也會有職涯相關活動，例如研討會及徵才博覽會(conferences and career fairs)、

邀請畢業校友介紹他們經歷和成就的座談會等。 

� 校友網絡 

a. 個人生涯導師(Individual Career Coaching)－除了由有經驗、受過顧問訓練的

職涯中心員工外，學生亦可透過職涯中心與校友配對，由校友擔任在校生的

「職涯導師」，給予在校生職涯建議、分享經驗。 

b. 校友團聚－哈佛商學院每年 6 月初舉行校友團聚，畢業 5、10、15 年等的校

友會受邀參加，撰寫短文簡介近況並匯編成冊。活動為期三天，第一天是學

術活動，大家參加一些課程、演講；第二天是討論活動、學校近況報告、自

由活動時間、晚會；第三天集體早中餐。團聚主要目的在凝聚校友向心力，

維持校友和學校的關係。 

c. Alumni Advisory Network－完善的校友資料庫，裡面包含超過 38,000 筆願意

擔任職涯諮詢員的校友資料，提供了各產業、各城市的就業資訊。 

� 求職學生 

學生可自由參加 Career Team，這是學生互助的機制，由二年級學長姊帶

領的職涯小團體，把相同職涯興趣的學生編在同一組，以互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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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MBA Career Services Office」。 

b. 硬體資源－在校園東側大樓中的 Glass House 是校方與外界的人才仲介公司

聯繫的辦公室。柯勒房(Cole Room)備有大量的影音資料，提供各產業的知

識、求職資料、面試問題集、面試示範影片等，並有單人閱覽室和個人電腦。 

� 公共關係 

為了減少公司主管往返奔波的辛勞，學校自動提供展示公司簡介及學生面

談等各項活動的場所。無法到校徵才的公司，也能透過職涯中心的協助間接徵

才。且為了保證各公司機會均等，且學生也有足夠的評估時間，哈佛規定 1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為學生的「評估期」，學生可以不用急於回覆公司所給予的

職缺，可到 4 月中旬過後再回覆即可。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經營成效出色的哈佛商學院，並不會僅追求教育目標而忽略職涯輔導活

動，職涯輔導的職員也備受尊敬。哈佛以完善的就業輔導制度和豐富的資源配

置，宣示「哈佛商學院全力支持學生的職涯發展」的目標，也同時向徵才公司

傳達「哈佛是人才寶庫」的訊息。 

此外，哈佛大學也非常維護學生權益，規定企業面試時間不能與上課時間

衝突、應給學生合理充份的職缺考慮時間；若發現來招募的公司有歧視同學的

情況，公司可能會被取消第二年來哈佛招募的權利。在在顯示哈佛在經營媒合

平台的用心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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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第十二節第十二節第十二節    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一一一一、、、、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平均每屆人數：378 人 

2. 國際學生比例： 37% 

3. 入學平均 GMAT 成績：716 分 

4. MBA 學位學費：USD$43,380/年  

5. 學生平均工作年資：4 年 

二二二二、、、、    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重要價值單元描述－－－－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1. 前置準備型價值單元 

� 學生資料 

職涯中心會統一製作聯合履歷冊，寄送到各大企業。 

2. 教學工作型價值單元 

� 課程設計 

a. 開設一門教導學生建立人脈技巧的「Networking」課程，幫助學生融入建立

人脈的文化。 

b. 著名的「公共管理學程(Public Management Program, PMP)」，幫助同學把企

業管理技巧運用在非營利性質的公共組織上，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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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涯發展輔導型價值單元 

� 職場資訊 

學校會安排公司到校舉辦說明會－「Meet the Company(MTC)」，型式有多

種，例如在教室簡報、在中庭舉辦餐會、在飯店的宴會廳辦說明會、或是邀請

同學到公司參觀等。通常會安排校友與在校生交流。 

� 就業準備 

有多場 Workshop，內容包括求職文件的撰寫技巧、面試技巧、各產業的

面試題型等。也有模擬面試的練習。 

� 媒合平台 

史丹佛商學院舉辦定期的企業領袖演講，叫「The GMP Speaker Series」，

除了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實務經驗外，同時製造讓學生和企業高階主管互動、交

流的機會。有些學生會在現場發言提問，讓演講者留下好印象，回去再持續連

絡、追蹤，以提高獲得工作的機會。 

4. 其他單位參與型價值單元 

� 學生社團 

每個星期三下午，學校刻意不排課，鼓勵各社團舉辦各式各樣的社交活

動，例如啤酒聚會、滑雪、洗溫泉等。凝聚同學的向心力，讓彼此能成為日後

在社會上的人脈資源。 

5. 策略資產型價值單元 

� 行政資源 

a. 負責商學院職涯輔導工作的單位是「Career Management Center(CMC)」。 

b. 人員編制－約 16 人，其中 5 人負責行政事宜，4 人負責維持與徵才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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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1 人負責建立校友網絡，6 人擔任學生顧問的角色。  

三三三三、、、、    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學生感受－－－－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史丹佛大學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史丹佛商學院的求職相關活動非常活絡，新生在十月份一開學就立刻面臨

到找暑期實習工作的壓力，也塑造出「經營人脈是 MBA 重要使命」的氛圍。

在職場能力的培養上，力求 MBA 學生「硬技巧」與「軟技巧」的均衡(前者是

指完成商業工作必備的工具性技能，如會計、財務分析等；後者是指商業倫理、

領導溝通等抽象修養)，使史丹佛的 MBA 能兼具專業與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