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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S諮詢師校園培訓班(初階) 

招生簡章 
 

一、 前言 

近年來，教育部等公部門為提升學校輔導人員協助學生培養長期

生涯發展輔導概念，並提升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進而確

實協助大專學生順利由學涯無縫接軌職涯，積極推動學生職涯輔導的

相關政策。 

Career 就業情報資訊公司自 93 年起推出「職涯學院」，以顧問之

核心職能為培育基礎，並以產業趨勢發展脈動為「經」，諮詢技巧孕

育為「緯」，打造全方位的職涯諮詢導師，15 年來培養了兩百多位

的職涯顧問。 

    因應學校職涯輔導人員培訓議題，Career 就業情報特規劃「CPAS

諮詢師校園培訓班」，由多位職涯輔導專家結合獨家代理之職業適性

測驗工具，透過獨家規格的專業課程，協助學校培訓種子職涯輔導師

資，共同協助學校之職涯輔導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精進職涯輔導相關

知能。 

 

二、 培訓對象 

(一) 各科系職涯老師。 

(二) 就業輔導、心理諮詢業務相關老師及教職員。 

(三) 欲提升學生就業輔導專業知能及技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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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規劃 

課程四天，32 小時。課程重點包括，課程表規劃暫訂如另頁。 

1. 職涯輔導師角色定位 

2. 職業適性測驗診斷模型及架構解析 

3. 台灣產業新亮點與青年就業新趨勢 

4. 大學科系出路分析 

5. 職涯諮詢個案研討 

 

四、 課程特色 

以「核心理論」+「實務運用」作為課程規劃主軸，結合「實

體課程」與「案例實作」同步並行，提升學習效益 

 

五、 對學校的效益 

(一) 強化學生職涯輔導效能，使每個系所甚或班級都能有專業

職涯輔導老師，隨時協助同學釐清職場競爭優勢，以期適

才適所地接軌就業市場，提高學生就業率。 

(二) 協助學校推廣就業輔導任務。透過職涯輔導師駐班服務，

及早協助同學建立正確之生涯發展觀念、作好職涯規劃。 

(三) 協助學校培育專業職涯輔導人員。 

 

六、 對學員的效益 

(一)  具備職涯諮詢所需之基本技巧。 

(二)  具備職涯輔導所需之產業資訊。 

(三)  取得認證證書，成為大學生職涯輔導之專業輔導師，可擔

任校園職涯輔導及求職技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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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格認證 

(一) 結業證書：學員出席率達 85%以上，完成 1 份個案發表，參加

結業筆試者，可獲【Career 就業情報】核發之結業

證書。 

(二) 資格證書：學員取得之「結業證書」後，並於結訓後 1 個月內

繳交 3 份實作個案，且通過筆試、個案發表及實作

個案各項評核，可獲【Career 就業情報】核發之

「CPAS 諮詢師初階資格證書」，可進行校內輔導

工作。 

八、 報名資訊 

(一) 開課日期：2019 年 8/7(三)、8/8(四)、8/14(三)、8/21(三)共四天 

(二) 培訓人數：20 人(含)以上開班 

(三) 培訓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 號) 

(四) 洽詢電話：Career 就業情報 02-2703-1250#321 林小姐、#392 張小姐  

(五)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https://reurl.cc/V8X1Q 

(六) 課程費用：每人 25,000 元，包含 

1. 講師及助理講師鐘點費 

2. 講義、職涯診斷報告審查費、筆試作業等 

3. 學員、講師及助理講師餐費 

(七) 每位學員贈送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100 份(每份原價 600 元，市價 60,000 元) 

(八) 學員好禮 

1.好優秀贈禮：優秀學員成績前三名可獲以下贈禮 

(1). 第一名：知名百貨公司禮券(市價 12,000 元) 

(2). 第二名：五星級飯店住宿券或知名餐廳餐券(市價 6,000 元) 

(3). 第三名：超商禮券(市價 3,000 元) 

2.愛學習贈禮：  

(1). 每人可獲精美文具組(筆記本、筆、文件夾) 

(2). 每人可獲超值職涯系列套書(市價 3,000 元) 

(3). 豐富課程互動禮品 

3. 董事長特別福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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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PAS校園諮詢師初階培訓班 

【課程表】 
Career保留課程內容調整權利 

日期／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預擬) 

8/7(三) 

09：00~09：30 開訓 Career專案人員 

09：30~12：00 職涯輔導師的職責角色 

Career就業情報 
翁靜玉  董事長 
遲迎華副總經理 13：00~16：30 

1. 從 CPAS 發現個人職涯成功密碼 
(發現自己的優勢，管理自己的弱勢) 

2. 性格特質決定一個人的適才適所 
(選對工作，放對位子，才能樂在工作) 

3. 性格特質高低與職場競爭力息息相關 
(性格強弱決定一個人的職涯成敗) 

16：30~17：00 善用 e化系統，提升職涯輔導效能 Career專案人員 

8/8(四) 

09：00~12：00 

1. 溫故知新，複習 CPAS(團體練習) 
2. 如何快速診斷一個人的內外向性格 
3. 善用 CPAS診斷一個人的三大職涯問題 

(適才適所+企圖心+人際關係) Career就業情報 
翁靜玉  董事長 
遲迎華副總經理 

13：00~17：00 
1. 青年學子的職涯診斷個案研討 
2. 職涯輔導的診斷技巧及報告撰寫重點 
3. 善用 CPAS修身養性，培養討喜的性格 

8/14(三) 09：00~17：00 
1. 台灣的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變動 
2. 未來 10 年的就業市場新趨勢 
3. 大學科系出路大解析 

Career就業情報 
臧聲遠顧問 

8/21(三) 

09：00~10：00 筆試 Career專案人員 

10：00~16：30 成果發表~學員實作個案研討與分享 
Career就業情報 
翁靜玉  董事長 
遲迎華副總經理 

16: 30~17：00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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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測評工具介紹 

     Career 採用日本開發的「CPAS 職業適性測驗」(Career Personality 

Aptitude System) 做為職涯輔導參考工具。 

CPAS 引入台灣已逾 17 年，是診斷性格與職業適才適所的量化測驗電腦

系統。目前國內許多知名上市公司已採用 CPAS 作為人才篩選及教育訓

練的重要參考指標，如華碩電腦、華亞科技、富邦金控、國泰集團、澳

盛銀行、遠東商銀、元富證券、保德信、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中華航空、

Toyota、Viva TV、聯華食品、聚陽實業、台灣惠氏、野村總和經營研

究所等國內知名企業，經企業實際運用追蹤，效果良好，系統穩定。 

    參與職涯諮詢師培訓的大專校院已超過 40 所以上，培育 600 位以

上的校園職涯諮詢師，CPAS 已是國內產業界及大學就業輔導室使用滿

意度最高的測評工具。 

     CPAS 是一個非常簡單、快速、有效的職業「適性」診斷工具。本

測驗信度高達 0.92，效度高達 0.87，診斷結果準確性也高達 95%。 

只要 10 分鐘，誠實地回答 120 題的提問，學生能快速精準瞭解自己「適

性工作」傾向、「領導潛能」強弱，以及「職場性格」特質，進而掌握

自我優勢，確立未來發展方向。 

◆CPAS 的特色與優勢 

效率 1. 全球最快速的診斷系統（10 分鐘） 

功能 
2. 可同時檢測一個人的性格、核心職能及領導潛能等多功能

的測評工具 

信賴 
3. 具有國際品牌保證與專業研發的測驗產品 

4. 已經完成專業化的信度和效度檢測 

個人 

職涯輔導 

5. 協助選科系、考研究所或其他進修之重要參考 

6. 求職、轉職時，找出最適合自己性格的適才適所工作 

7. 檢察人際關係危險度，晉升主管或創業的可能性 

服務便利 

8. 分析報表清楚易懂，人人會用 

9. 產品已經網路化，時效快、功能多、成本低 

10. 國內唯一定期提供客戶完整訓練與諮詢服務的客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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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要講師群 

由最了解就業市場及職涯輔導先驅的 Career 就業情報董事長領軍主講。 

 

翁靜玉 

Career 就業情報董事長；「草莓族」一詞的發人，創辦了台灣第一

本職場情報誌，營運迄今逾 28 年，為國內企業組織診斷及職涯輔導

專業翹楚。 

 

臧聲遠 

Career 就業情報顧問，專研職場趨勢；每年在高中、大專院校演講

逾 150 場以上。長期在教育部之大專生就業力及高中職生涯輔導、

經濟部之前瞻產業人才培育等領域，擔任諮詢委員等職務。 

 遲迎華 

Career 就業情報副總經理，從事人力資源相關工作逾 28 年，具豐富

企業組織診斷及人才招募經驗。 

十二、職涯輔導系列叢書及雜誌 
    

   

   

  

  

    

   

註：僅列出部份書單供參考，開課時挑選適合書籍給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