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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111人力銀行最新的「2018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顯示，今年雇主最滿意的公立大學由臺大、
成大穩坐冠亞軍，私立大學由中原大學蟬連榜首，輔仁大學進步兩個名次，坐上亞軍的位置。

科技校院部分，臺科大再度以些微差距領先北科大，獲得冠軍，私立科大則由致理、朝陽穩居冠亞軍，

南臺科大排名大躍進，擠進前三名。 

2018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
臺大、臺科、中原、致理 蟬聯企業最愛寶座

排名	 公立一般大學	 私立一般大學	 公立科技校院	 私立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輔仁大學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3	 國立清華大學	↑1	 淡江大學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	 南臺科技大學	↑5

4	 國立政治大學	↑1	 逢甲大學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明志科技大學	↑1	

5	 國立交通大學	↓2	 東吳大學	↑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	 明新科技大學	↓1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元智大學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	 龍華科技大學	↓3	

7	 國立中央大學	↓1	 銘傳大學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New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

8	 國立中山大學	↑1	 中華大學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文藻外語大學	↓1

9	 國立臺北大學	↑1	 中國文化大學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	 中臺科技大學	New

10	 國立陽明大學	New	 東海大學	↓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4	 聖約翰科技大學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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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掛帥 臺大、成大企業最愛用
　臺灣大學是台灣高等教育龍頭，是教育部遴選11所
頂尖國立研究型大學之一，擁有11個學院，4座一級
研究中心，兼具學術與實務實力，穩坐冠軍，當之無

愧。緊追在後的成功大學，2017年底領先各大學成立
「人工智慧服務暨數據中心」，緊扣近年企業高度關

注的人工智慧相關研究與應用，展現成大在AI創新研
究，與機器人研發上的能量，也讓成大的人才能見度

大幅提高。

　私立一般大學由中原大學再度掄元，中原大學近年

來積極塑造學生全方位競爭力，落實學用合一，畢業

的學生受到企業界肯定，也良性帶動學士班註冊率，

連續兩年都是私立綜合大學第一名。而輔仁大學今年

排名提升2名，根據統計，輔大在雙主修及輔系人數皆
為私校之冠，校方鼓勵學生訓練跨領域能力，並積極

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國際移動力之全球人才，辦學成果

受到企業肯定。

　公立科技校院方面，穩定領先的臺灣科技大學，在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發表的「2017全球大學就
業排行榜」中，再度入選，排名第65名，從去年的73
名進步8名，領先台灣所有大學，就業實力深獲國際及
業界肯定。

　私立科技校院由致理科大再度奪冠，連續10年獲得
教育部學卓越計畫肯定，致理具有「證照數高、就業

率高、雇主滿意度高」的優良傳統，教學結合實作，

學生透過實務專題製作、活動籌辦提升就業競爭力，

學用合一獲得企業界青睞。

區域排名 在地深耕

英媒肯定:台科大畢業生就業力全球65名 全台第一

　調查發現，在企業雇主心目中，「北北基」地區，第

一學府「臺灣大學」不只學術地位高，培育出來的頂尖

人才，在就業市場中倍受雇主青睞的族群。而在科技校

院部分，「臺灣科技大學」不只整體排名在科技校院居

冠，最新出爐的「全球大學就業力排名」更位居全球第

65名，不但是全台第一，更領先臺灣大學的第122名，
是台灣唯一進入前100名的大學。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	 國立政治大學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	 輔仁大學	 3	 致理科技大學

4	 淡江大學	 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	 明志科技大學

6	 東吳大學	 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7	 銘傳大學	 7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8	 臺北醫學大學	 8	 聖約翰科技大學

9	 中國文化大學	 9	 亞東技術學院

10	 國立陽明大學	 10	 醒吾科技大學

11	 實踐大學	 11	 中國科技大學

北北基地區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
華表示，科技業是台灣產業的火車頭，根據1111人力銀
行的企業徵才調查顯示，2018年徵才意願最高的就是資
訊科技業，企業求才若渴，而在人工智慧時代，產業面

臨轉型，金融業掀起FinTech浪潮、O2O虛實整合以及
VR、AR需求湧現，相關人才身價水漲船高，科技人才
的出路與發展也更加多元。

　綜觀「2018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公私立大學、公
私立科技校院的排名，幾乎都被理工名校包辦，其中台

大與成大在最新的世界大學(CWUR)排名，是台灣排名
最高的兩所大學，中原大學則是台灣私立綜合大學中排

名最高的學校，而致力於產業接軌的科技校院，因應產

業需求，近年來積極育成，也促進台灣人才與全球產業

接軌，以理工為主的產業現況，讓理工名校穩坐排行榜

龍頭寶座。

英媒肯定：台科大畢業生就業力全球65名 全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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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地區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逢甲大學		 1		 朝陽科技大學

2	 東海大學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	 國立中興大學		 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	 中國醫藥大學		 4		 中臺科技大學

5	 靜宜大學		 5		 建國科技大學

6	 亞洲大學		 	

7	 中山醫學大學		 	

8	 大葉大學		 	

就業率桃竹苗第一 明新科大衝冠軍
　在世界大學(CWUR)的排名中，「清華大學」僅次
於台大、成大，是全台第3。在桃竹苗地區，清大稱
的上是科技業的育才搖籃，景氣好時，畢業生手上可

以有3個工作機會等著，是產業界積極延攬的人才，
三月的校園徵才博覽會，也幫助學生與職場無縫接

軌。科技校院第一「明新科技大學」，連續三年就

業率高居全國前五大，更是「桃竹苗」地區的第一

名，2017年整合業界資源，成立「智慧自動化產學
技術聯盟」，朝向人工智慧的未來邁進；榜眼「龍華

科技大學」則是連續6年獲得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是北台灣唯一獲選的私立科大。

逢甲、朝陽實務+創新  企業主按讚
　「中彰投」地區，由歷史悠久的「逢甲大學」出

線，不只人才好用度受企業肯定，近年致力於提升國

際能見度，不但是台灣第一所加入CDIO國際合作組
織的大學，獲2017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
在亞洲排名第141－150名，名列全國私校綜合大學
第一，更搶先全台頂尖大學，獲得Apple認證，成立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

    科技校院，「朝陽科技大學」持續推動國際化，
創校23年就榮登2018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
全球最佳大學1000大，以兼具實務操作與創新的教
學方式，廣受雇主肯定。

成大、雲科大深耕產業鏈獲企業肯定

　「雲嘉南」地區，由擁有學術聲望與充沛資源，在

世界大學(CWUR)排名全台第2的「成功大學」穩坐
領先地位，優異的工作態度與團隊合作能力，成為不

可或缺的就業實力，是雲嘉南地區最耀眼的明星學

校。「雲科大」對外成立產業學院，對內形塑產業學

程，以重人文、敬倫理、肯做事、能創新的方針實踐

人才培育，創校時間雖短，但跨界深耕建立產學共榮

夥伴關係，更於2017年獲教育部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全國最高補助，成為新世代技職體系典範。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清華大學	 1		 明新科技大學

2	 國立交通大學		 2		 龍華科技大學

3	 中原大學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4	 元智大學		 4		 長庚科技大學

5	 國立中央大學		 5		 萬能科技大學	

6	 中華大學		 	

7	 長庚大學	 	

8	 國立聯合大學	 	

桃竹苗地區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	 國立中正大學	 2	 南臺科技大學

3	 國立嘉義大學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4	 長榮大學		 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5	 國立臺南大學		 5	 崑山科技大學	

雲嘉南地區

中山、高應大培育產業跨領域人才

　「高屏」地區，擁有高學術地位的「中山大學」積

極培育具國際移動能力的人才，面對企業跨領域人才

需求，致力培養學生在特定領域表現拔尖，打造不可

取代性。創校超過50年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深耕產業多年，在產學研發上，透過主動媒合、流程

簡化、增進回饋機制，成果斐然，過去一年來成立

多個教學與研究中心，建立「親產業之優質科技大

學」。4年拿2張畢業證書 佛光搶下冠軍
　「宜花東與離島」地區，「佛光大學」名次躍升拿下寶

座，面對全球化競爭，用心辦學，以2+2 Program培訓計
畫，前兩年在佛光大學，後兩年到美國西來大學，同學能

同時獲頒兩校畢業證書，並建立學術、企業雙師制度，讓

學生更具職場競爭力。離島的「澎湖科技大學」，挾著豐

富的海洋與觀光資源，積極與企業合作，不但為學生開闢

出路，同時關注在地發展，組成智慧觀光團隊，建構澎湖

成為智慧島嶼。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中山大學	 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	 國立屏東大學		 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3	 國立高雄大學		 3	 文藻外語大學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	 正修科技大學	

	 	 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高屏地區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佛光大學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	 國立東華大學	 2	 慈濟科技大學	

3	 慈濟大學	 	

宜花東與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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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雙科 資訊、工程拿冠軍
　台灣有「資訊王國」的美稱，資訊電子產業相

當完整，「資訊」與「工程」兩大學群是理工人

才的重要搖籃，企業在評定排名時，兩大學群的

排名相當接近。一般大學由臺灣大學拔得頭籌，

在兩大學群居冠。技職院校以台科大、北科大分

別在兩學群囊括冠軍。值得注意的是新進資訊學

群榜單的淡江大學，近年積極與海外姐妹校進行

交換、研修、雙聯學位，增加畢業生競爭力，

也是首間系所全面洽簽產學合作案，同時與超

過200間企業成立產學聯盟，協助學生與產業連
結，讓排名躍昇。此外資訊學群中科大唯一私校

的致理科技大學，看準電商人才需求，與無店面

零售商業同業公會14家會員企業簽訂產學合作，
培養電商人才，

讓學生在學校就

可以培養相關實

力，也讓學校由

原本擅長的商管

領域，跨足資訊

科技領域。

台北醫學大學 醫藥衛生雇主肯定
　在醫藥衛生學群，顛覆傳統排名，台北醫學大

學大幅躍升至企業主最滿意第一名。專注定位於

醫學，北醫近年來積極投入研究與擴充醫院，在

學術上屢獲肯定，2017年更榮登上海交大世界
大學學術排名護理學門全球第15名，全台第1的
殊榮，另外，北醫學子的實務性與實事求是的精

神，更獲得業界青睞，也成為打敗臺大、陽明的

關鍵。

擁有完整學群的臺灣大學，身為第一學府，畢業生在各學系的評比中也受到企業青睞，

在18個學群中有9個學群奪得第一，是本次調查最大贏家。

18學群雇主各有所愛
資訊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 國立清華大學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 國立交通大學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 淡江大學 4 致理科技大學

5 國立成功大學 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程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 國立清華大學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 國立成功大學 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5 中原大學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數理化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 國立清華大學  

3 國立交通大學  

4 國立成功大學  

5 淡江大學

醫藥衛生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臺北醫學大學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 國立陽明大學 2 長庚科技大學

3 國立臺灣大學 3 嘉南藥理大學

4 中國醫藥大學 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 中山醫學大學 5 弘光科技大學

台大、陽明 生科榜單常勝軍
　生技產業是政府力捧的產業，未來發展不可限

量，生命科學學群的學生正是生技產業人才的搖

籃，除了台大、陽明是榜單常勝軍，今年新進榜

的清華大學，擁有生命科學院，不但有系所的完

整建置，更設置有5個中心，致力於培育人才，
近年更向下扎根，網羅具備潛力的高中生，啟發

學生的前瞻視野。蟬連科技院校冠軍的屏科大，

近年落實以產品為導向的研發策略，重視產業與

市場之需求，經由「專利佈局」「產學合作」、

「創新育成」，將技術移轉至產業界，深獲肯

定。

高雄海大 科大榜中屹立不搖
　隨著永續發展、環境議題與綠能科技的崛起，

地球與環境學群也漸受到矚目。因為台灣四面環

海，除了以工學院見長的成功大學，與學院建置

完整的臺灣大學，以具備海事水產特色的臺灣海

洋大學異軍突起，擠進榜單，高雄海大更是在科

大榜屹立不搖，看得出業界對於海洋領域人才的

殷殷需求。

生命科學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 國立陽明大學 2 嘉南藥理大學

3 國立清華大學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地球與環境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建築與設計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成功大學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 實踐大學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 中原大學 3 朝陽科技大學

4 逢甲大學 4 致理科技大學

5 東海大學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生物資源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 國立中興大學 2 嘉南藥理大學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4 國立宜蘭大學 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 國立嘉義大學 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實踐大學 成功推升雇主滿意度
　受到房市低迷的衝擊，今年建築與設計學群依舊是

設計當道，以設計類為主的實踐大學名次再向前挺

進，上升到第二名。實踐大學近年積極推動產學合

作，藉由合作，達成商品企劃與市場性的設計演練，

同時評估業界對學生專業能力或技術需求，促進業界

與學校人才雙向交流，搭建學生未來就業平台，引導

學生順利進入職場就業，再加上近年來畢業生在職場

上表現優異，成功推升雇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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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大 以黑馬之姿衝進榜單
　文創產業崛起，讓藝術學群的就業之路更寬

廣。除了傳統的藝術體系大學受到雇主肯定外，

今年排名也出現黑馬，擁有設計學院、流行音樂

產業學系的遠東科大，衝進榜單，遠東科大近年

致力於打造創新、創意、創業三創教育，開設創

意學程培養學生創意發明專利技術，推動教育部

輔導的「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同時積極

參與創新競賽，因應社會變遷與產業需求，調整

教學重點，成功讓學生創意與產業需求結合。

世新大學 高效能學習型態獨樹一格
　傳播環境變化快速，隨著科技進步，大眾傳播

產業需要更多元的人才，深耕傳媒教育超過一甲

子的世新大學，培育無數媒體界菁英，因應新媒

體時代的來臨，宣示發展全媒體，一系列的創新

課程，學生在短短18小時內就能學會專業技巧，
突破傳統一學期18周次的課程安排，高效能的
學習型態獨樹一

格，也讓世新成

為大眾傳播學群

中雇主最滿意的

大學。另外，去

年剛改大的崇右

影藝科技大學也

首度進榜，足見

其在該領域上的

進步。

藝術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 實踐大學 3 遠東科技大學 

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與心理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 國立政治大學 2 長庚科技大學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朝陽科技大學

4 輔仁大學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 東海大學 5 嘉南藥理大學

大眾傳播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世新大學  1 文藻外語大學

2 國立政治大學  2 朝陽科技大學

3 輔仁大學 3 南臺科技大學

4 銘傳大學 4 醒吾科技大學

5 中國文化大學 5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外語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文藻外語大學

2 國立政治大學 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3 輔仁大學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 淡江大學 4 致理科技大學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史哲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1 國立臺灣大學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國立政治大學

4 輔仁大學

5 淡江大學

教育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法政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1 國立政治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3 東吳大學

4 國立臺北大學

5 輔仁大學

世大運效應 牽動運動相關校系排名
　雖然遊憩與運動學群主要由觀光、餐飲與運動

三大領域的科系所組成，但世大運台灣代表團搶

下26面金牌，獎牌數破紀錄，選手的優異表現
掀起台灣對運動相關科系的關注，帶動一般大學

當中雇主最滿意大學，排名輪動，在世大運中學

生、校友表現優異的輔大，上升兩個名次，國立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一進榜就擠進前三名。在科

技校院部分，毫無懸念由高餐大蟬聯冠軍，而首

度進榜的萬能科大與華航、長榮簽訂產學合作，

首創升空實習，保障同學畢業出路，同時領先全

台科技大學，添購波音737飛機，提供同學實際
操作維修，更斥資千萬，打造電競館，開設電競

產業學程，成為桃園唯一擁有專業電競比賽場地

的科技大學，與時下最夯的電競產業接軌。

管理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 國立政治大學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 淡江大學 3 致理科技大學

4 國立成功大學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5 輔仁大學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經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政治大學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2 致理科技大學 

3 淡江大學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 東吳大學 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5 輔仁大學 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遊憩與運動學群

名次  一般大學 名次  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 輔仁大學 2 朝陽科技大學

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4 國立體育大學 4 醒吾科技大學

5 中國文化大學  5 萬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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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企業最愛往往會受到校友數多寡影響，使得新設學校及小型學校略居於劣勢，

為了瞭解企業主心目中，最具備潛力的新興大學，本次專刊特別針對創立30年以下的大學進行調查，
並依據學生人數，分為5,000人以上的中大型學校，以及未滿5,000人的小型學校兩類，
結果顯示，中大型新興大學由雲科、元智榮獲冠亞軍，

小型新興大學則由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金門大學及佛光大學出線。

！

雲科大 產學+創新合體 典範與分享並進
　深耕產業的「雲林科技大學」成立於1991年，是
技職教育的高等學府，定位明確，短短26年成長發
展，學生人數已經將近萬人，產業風評優異。為了強

化學校產學實務，積極與企業合作與研究，獎勵微型

創業，以「產學鏈結、務實致用」作為發展定位，因

應科技浪潮，致力於發展「智慧型前瞻科技」、「物

聯網智慧服務」、「綠色科技與生活」及「文化創

Young Power
企業最看好年輕潛力大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畢業=就業 連續三年滿招
　無懼少子化衝擊，中信金控接手興國重組更名，「中

信金融管理學院」以名師教學、國際學習、產學合作及

績優生保障就業四大特色，辦學三年來年年滿招，創造

註冊率100%的佳績。因有企業奧援，畢業即就業的務
實走向，吸引優秀人才就讀。目前設有財務金融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以及金融管理學院學士

班，法律研究所則預計在107學年度招生，從培養「國
際金融家」的方向規劃，課程涵蓋國際法律、國際金

融、金融行銷、智慧金融、金融大數據、運動分析與管

理、商場管理、律師證照等八項特色學分學程，以跟

上業界轉型的角度栽培人才，打造「亞洲最務實商學

院」。

金門大學 在地特色融入系所課程
　挾著地理優勢，「金門大學」以教育為基礎，建構

意」等特色領域，更結合校內外資源，看準未來趨勢，

在「擴增實境/虛擬實境」、「高齡研究」、「智慧農
業」、「智能製造」領域建立研發團隊，將學校發展為

「產學一體、創新設計」為主軸的國際名校。

元智 推動新雙語大學 拚私校第一
　創校不到30年，「元智大學」不只要拚私校第一，
還有超越國立大學的企圖心，2017年8月起推動「新雙
語」大學，大學部必修「程式語言」以及各學院設置

英語學士專班，培育符合時代趨勢的國際化及數位人

才，為了強化學生就業能力，開設多個跨領域「就業學

程」，開放學生跨院系修習，希望透過切合產業發展與

人才需求之學程，培育學生相關專業能力與就業競爭

力。

名次 名次 

1 1

5 5

2 2

6 6

3 3

7

4 4

8

中大型  (5000人以上) 小型  (未滿5000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亞洲大學 佛光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慈濟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馬偕醫學院

國立高雄大學

中大型年輕潛力大學

小型年輕潛力大學

出以金門學為核心的知識文化中心。突顯在地特色的

研究方向，將獨有的兩岸、僑鄉、閩南、戰地及酒鄉

文化，融入系所課程。改制為大學之後學生人數逐年

攀升，積極成為兼具在地發展，與國際願景的文化重

鎮。金門大學結合金門生態環境、產業特色，不但為在

地產業創新加值，更要前進對岸及東南亞，拉近兩岸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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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畢業已不再是就業保證，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新鮮人沒有
工作經驗，對應職場上所需的專業能力，必然受限，除了藉由過往的實習經驗展現能力，調查發現，企

業用人最重視的並非「專業知識能力」，而是「熱誠與抗壓能力」與「溝通合作能力」。

企業用人標準

新
鮮人初入職場，面對工作壓力，最好的方

式就是勇於面對不逃避，將犯錯視為必經

過程，從錯誤中學習，不輕言放棄，同時在逐步

上手的過程中，學習善用團隊資源，來解決問

題。而在專業分工的網路時代，因應企業對跨領

域人才的需求，跨學門的「統整應變能力」與

「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也是企業重視的評估

標準，新鮮人要善用大學4年，多方充實不同領
域的專業知識。

抗壓性與團隊合作最重要

有幹勁 創新思考 具企圖心 企業進用畢業生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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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數據為《時報周刊》與1111人力銀行合作進行「2018雇主最滿意大學問卷調查」，調查時間為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1月2日，
針對有選才、用才權力的企業主管進行立意抽樣調查，總共回收1,689份有效問卷。

　調查受訪企業，企業願意進用應屆畢業生的意願高

達95.47%，主要原因包括「年輕有幹勁」、「具創
新思考能力」與「積極有企圖心」，而不願意進用的

原因則以「抗壓性低，訓練成本高」、「新人上手太

慢」、「忠誠度低，容易跳槽」最讓企業主感到最困

擾。

　李大華表示，展望2018，各主要機構都認為景氣可
以延續成長趨勢，就業市場需求大，新鮮人求職的機

　詢問業界認為學校如何增進學生就業機會與能力，

以「增加至業界的實習課程」比例最高，高達61.9%，
其次是「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執照」的55.1%，除
此之外，如舉辦校園徵才(33.16%)、開設共通核心職
能課程(28.95%)比例也不低。
　李大華表示，深化產學合作是目前大學教育與企業

端接軌最直接的方式，從過去技術性的建教合作，到

現在不乏有產業、金融集團，以保障就業的方式直接

從校園中找尋人才，更透過業師授課加強企業與校園

人才的連結。而透過實習，學生可以將所學的理論在

會也相對更多，但從調查來看企業主重視「態度」更勝

於「專業」，由於新鮮人對於自我職能及就業市場可能

不夠了解，以致於無法在第一份工作就找到屬意的工

作，建議新鮮人可以先透過職能測驗，掌握職場競爭

力，相對於起薪待遇，更應該將職務發展與企業前景列

入優先選項，有計劃的朝目標前進，才能盡快脫離「菜

鳥」的行列，成為企業所需的關鍵人才。

職場當中實踐，增加未來的職場競爭力，企業也能透過

實習，將新的觀點引進產業，同時儲備人才，讓企業與

學生達到雙贏。

　 對企業來說，取得專業證照或執照，代表新鮮人的能
力達到一定水準，可以立即進入狀況，面對內行的企業

主，專業證照重「質」不重「量」，倘若在畢業前就有

證照傍身，可以讓準備求職的新鮮人贏在起跑點。而隨

著想要投入的產業性質不同，需要考取的證照也不盡相

同，在畢業之前能考取相關證照，即使沒有工作經驗，

企業也能藉由證照評估求職者的實力。

　履歷是企業主對求職者的第一印象，好的履歷可以幫

助求職者通過第一輪的篩選，爭取到面試機會。在撰寫

履歷時有七大地雷新鮮人千萬別踩到，最常見的是「履

歷描述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沒寫自傳或自傳過於

簡便」、「用字遣詞不夠正式」。

　李大華指出，新鮮人求職，往往因有資歷有限，或對

於應徵職務內容不了解，在撰寫履歷時錯誤百出，建

議求職者要先做功課，針對不同產業、不同職務撰寫

不同履歷，才能在眾多求職履歷中脫穎而出。而隨著

網路的普及與發達，企業對影音的關注度也更高，想

要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求職者可以透過影音履歷為

自己加分，利用1-3分鐘的影音履歷來補充電子檔的不
足，增加求職成功的機會。

提升就業力 企業先看實習、證照

產業證照需求大不同

寫履歷 七大地雷不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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