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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經歷簡述

於健行科技大學期間

「大學就是把一群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求學與否，由自己決定」這

是我很喜歡的一位講師告訴我的話，也因為這句話讓我在大學裡奮發

圖強，努力地成為社會中的適者，別人眼中的強者，以下羅列個人在

大學期間的一些表現：

1.學術研究：

(1)專題製作「一『錶』非凡」榮獲2020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總決

賽銅牌獎

(2)專題製作「一『錶』非凡」榮獲勤益盃2020全國大專院校-創新x創

業x創客構想書競賽-總決賽特優

2.各項活動及優良表現之獎狀與證明

(1)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

(2)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

(3)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師

(4)TBSA商務企劃能力檢定-進階級

(5)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6)108學年度績優獎學金

(7)109學年度績優獎學金

(8)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排二、班排一

(9)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系排一、班排一

(10)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排一、班排一

(11)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系排一、班排一

(12)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排一、班排一

(13)109學年第一學期度擔任樂活青年社活動長

(14)109學度第二學期度擔任樂活青年社社長

(15)110學年第一學期度擔任樂活青年社社長

(16)110學年第二學期度擔任樂活青年社社長

(17)2021年第五屆鴻海獎學鯨十萬元得主



社團經歷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樂活青年社-活動長

樂活青年社-社長

樂活青年社-社長

樂活青年社-社長

社團經歷簡述

在大學期間，我參加了樂活青年社，先後擔任活動長與社長，負

責洽公、分配任務、處理公文與主持，也因為當了幹部，讓我了解到

當領導者不是一昧的苦做，而是要懂得分析大家的專長進而指派任務，

還有在洽公的同時，注意禮節與說話也是非常重要的。

樂活青年社最重要的就是將拒菸反毒的觀念推廣給所有人，我們

會到偏鄉小學帶領孩子認識毒品的危險，教他們勇敢說不，遠離毒害，

也因為校外活動，讓我學習到該如何與其他年齡層相處，每次與孩童

們相處完，再到附近好山好水的地方休息，親近大自然，同時思考活

動中自己的不足，並從錯誤中學習。

曾經的我非常內向害羞，不太敢跟陌生人說話，但是樂活青年社

陪著我一起成長，甩開了自卑的我。

我想樂活青年社教會我的是

識人、負責、勇敢、自信與沉穩



工作經歷

地點

竹北

中壢

中壢

中壢

名稱

OO連鎖藥局

OOO飲料專賣店

OOO湯滷專賣店

OO補習班

職務

門市人員

門市人員

門市人員

助理老師

起迄時間

109.7-109.9

109.9-110.4

110.7-111.2

111.2-至今

工作經歷簡述

(1)於OO連鎖藥局擔任門市人員期間：

負責：1.建立資料2.收銀3.包藥4.商品上架5.環境整潔

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藥師的工作，在這份工作裡我學習到如何在職場

上與同事相處及接洽客人。

(2)於OOO飲料專賣店擔任門市人員期間：

負責：1.培訓新人2.盤點3.收銀4.調製商品5.環境整潔6.處理客訴

主要負責協助店長執行工作，在這份工作裡我學習到如何處理客訴，

在培訓新人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領導能力，也能清楚的分辨物料是否

足夠。

(3)於OOO湯滷專賣店擔任門市人員期間：

負責：1培訓新人2.收銀3.滷製商品4.環境整潔

主要負責門市作業，在這份工作裡我學習到如何快速依照客人的需

求應變，在培訓新人的時候也會不斷的改變方式，希望能讓新人盡快適

應。

(4)於OO補習班擔任助理老師期間：

負責：1.輔導學生課業2.教導品德觀念3.批改作業

主要負責協助老師監督學生課業，在這份工作我學習到如何與孩子

達到有效溝通，也讓自己更加沉穩。

部門

仁品分店

健行分店

健行分店

林森分校



語言能力

英語：聽：可，說：普通，讀：普通，寫：普通

台語：聽：可，說：普通，讀：普通，寫：普通

專長

1.電腦操作能力：熟悉Windows Office

Word-專業級

Excel-進階級

Power Point-進階級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

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

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2.整合能力：經常主持社團會議，在團隊裡擔任組長整合多方意見等。

3.溝通能力：在社團常常進行問題協商、在團隊與組員

協商、工作上處理顧客抱怨…等。

4.文書能力：社團公文往來。

興趣

1.運動-羽球、游泳

2.閱讀-邏輯思考書籍、言情小說

3.朗誦-高中擔任學校司儀三年、朗讀及演講比賽冠軍

4.電影-抒情、恐怖、科幻、戀愛類等

5.影音-歷史案件分析片、偶像劇

6.邏輯思考-人生哲學、換位思考

7.寫作-撰寫小說



自傳

「不求與人相比，但求超越自己」是我的座右銘，人生不一定要

事事與人相爭，做好自己，恪守本分，不斷的自我進步是我對自己的

期許與要求。我雖出生於貧寒家庭，但我從不自棄，因為我知道，人

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懦弱，真正能讓自己倒下的，是內心的絕望。

也因為我的家庭無法改變，所以我更加珍惜每一次的機會，一步一步

的站穩腳跟，努力的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從小我就很喜歡規劃，高中參加社區童軍團的時候也曾規劃過湖

口國小的畢業宿營，看著大家按照我規劃的方案執行，就有說不出的

成就感，雖然在工作人員中我的年齡最小，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相

信自己可以克服年齡的差距，讓大家對我的企劃刮目相看。也因為這

場企劃，讓我更加確定自己對企劃的熱愛，所以大學我選擇了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期許自己能從中學會更多規劃的知識與技巧。

在大學期間，我考取了五張證照及參加兩場全國競賽，其中最讓

我印象深刻的是2020宏國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與勤益盃2020全國大專

院校-創新x創業x創客構想書競賽，在這兩場競賽中，我擔任執行長一

職，帶領團隊從產品構想到決賽得獎，在過程中發生了很多爭執，而

我則扮演溝通與整合意見的角色，融合團隊的想法，創造出與眾不同

的構想，也因為這兩場競賽，我學習到了整合意見、溝通與抉擇的重

要，有時候隊友提出的意見非常好，但市場接受度不高或是執行難度

太高，就必須要捨棄這個方案，但要否決隊友又能讓其信服，是非常

需要訓練的課題，一個不小心的會導致隊友受傷，如何才能顧全大局

又讓團隊氣氛融洽，是我在這兩場競賽中學會的知識。

在求學期間我曾上過一堂行銷企劃實務，教導我們如何從成立公

司到商品發表，過程中要實際製作並販售商品與推廣宣傳，包含拍攝

廣告、海報製作、企劃書撰寫、顧客回饋分析與產品發表會等，每一

步都是團隊共同努力寫下的故事，其中我擔任執行長一職，負責分配

工作、協調、掌控進度與企劃書撰寫，第一次撰寫如此完整的企劃對

我來說很有挑戰，但我不服輸的個性，讓我從不向挑戰低頭，即使熬

夜也要趕出企劃、完成廣告剪輯等工作，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

在產品發表會上受到大大的表揚，銷售量也超越預期，當產品發表會

結束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我想這就是我喜歡企劃的

原因，因為企劃能使我感到快樂與自信。



自傳

除了課業外，我也熱衷於社團活動，我在大學期間參加樂活青年

社，曾擔任活動長與社長一職，跟著社團一起去偏鄉小學反毒宣教，

帶領孩童勇敢的向毒品說不，也讓自己有所成長，不再畏懼展現自己，

還記得剛開始我連在社團說話都不敢，但在其他社員的陪同下，我慢

慢獲得自信，勇敢地拿起麥克風主持活動與會議，甚至有勇氣與其他

社團交涉，增加自己的交友圈，拓展人際關係。參加社團除了拾獲勇

氣外，也讓我在處理公文上增加許多經驗，從活動申請到核銷都是由

我與文書長共同處理，該如何撰寫企劃書、成果報告書等問題，都讓

我在企劃的技巧上學習到更多，成為更加精進的人。

大學期間我不僅課業與社團兼顧，也在工作上努力，我曾有過四

份工作，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份工作-水雲堂飲料專賣店的門

市人員，店長教導我基本工作之外，十分看重我的才能，將培訓新人、

盤點物料、叫貨、結帳、處理客訴等工作交付予我，讓我學習如何訓

育新人、判斷並掌握物料數量等，增加了我在工作上的經驗。

不管在課業、工作還是社團裡，我都不曾落下讓任何一項，也因

為我不斷的努力，才能獲得肯定，在2021年我成為了第五屆鴻海獎學

鯨十萬元得主，但我知道這筆金額是不能隨意揮霍的，這是我用自己

的努力換取的肯定，我會好好珍惜，並規劃其用途，。

「不驕傲、不氣餒、不放棄」是我的三不政策，因為我知道，積

極向上的心態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唯有付出，才會傑出，所以我遵循

自己的目標，希望能在貴公司實習，讓自己能更加精進，懇請貴公司

給予我一個機會，讓我與前輩們共同成長，成為更好的自己為貴公司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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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困法＾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Certificate of Business Planning Proficiency 

茲證明右列應试者參加由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主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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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崗務職能發展協會

彭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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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客關係管理企劃師－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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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Strateg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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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何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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