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市場影響選系趨勢
設計當道  遊憩正夯
每年各科系的新生入學人數都會有所變化，影響這變化的因素，最多的就是大環境變遷帶來的就業市場

供需問題。譬如在金融海嘯之後，財經、管理類的入學人數就明顯減少；而隨著近幾年台灣觀光產業日

趨成熟，選擇遊憩與運動學群的新生就增多。

UNIVERSITY
選 系 風 向 球

招生訊息網：www.exam.ndhu.edu.tw    招生專線：03-8632142∼8632146（共五線）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根據教育部針對103學年度學生人數進行統計的
結果可發現，目前前10大科系仍以資訊學群、
管理學群、工程學群、財經學群等主流學群

為主，唯有隸屬遊憩與運動學群的餐旅管

理學系以13,731人擠進第9名。

  相較於102學年度學生人數，隸屬於「遊憩與運
動學群」的餐飲管理學系以1,169人黑馬之姿奪得
成長人數最多的科系，而成長人數排行榜內也多

為新興學群─遊憩與運動學群、建築與設計學群

的科系。護理學系則因護理人才嚴重短缺，以致

於近年也有不少學校設立護理學系，以解決護理

人才不足的狀況。

名次          科系           隸屬學群     學生人數(人)

103學年度學生人數排行榜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訊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會計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訊學群

管理學群

工程學群

資訊學群

工程學群

財經學群

工程學群

財經學群

遊憩與運動學群

管理學群

33,662

30,434
25,410

24,998
22,698
20,703
17,344
16,387

13,731

10,775

名次      科系       隸屬學群    103年       102年    成長人數

103學年度學生成長人數排行榜

1

2

3

4

5

6

7

8

9

10

餐飲管理

學系

餐旅管理

學系

觀光休閒

學系

國際貿易

學系

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

餐飲廚藝系

護理學系

多媒體

設計學系

流通管理系

休閒遊憩

管理學系

遊憩與運動

學群

遊憩與運動

學群

遊憩與運動

學群

財經學群

建築與設計

學群

遊憩與運動

學群

醫藥衛生

學群

建築與設計

學群

管理學群

遊憩與運動

學群

8,588

13,731

6,819

5,156

1,142

1,685

9,512

8,477

1,070

2,400

7,419

12,957

6,235

4,630

629

1,202

9,042

8,025

648

1,985

1,169

774

584

526

513

483

470

452

422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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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製造產業尋覓技術人才將更顯辛苦。

　根據1111人力銀行2014年薪資調查報告，
「民生／服務業」新鮮人起薪為29,909元，
較2013年的29,934元減少25元，為各產業
倒數第二，僅優於「百貨販售業」的29,187
元。而受益於去年製造業景氣復甦，「資訊

科技業」新鮮人起薪為34,538元，較2013年
成長213元，打敗「營建不動產業」登上冠
軍寶座，「傳統製造業」新鮮人起薪32,217
元，雖僅居第五名，但成長率卻是各產業之

冠。

熱門不代表好，評估興趣再決定

  遊憩與運動學群相關科系近年來如雨後春筍
般成立，學生人數大幅增加，不過今年停招

的28個科系當中，也有6個屬於遊憩與運動
學群。因此校方應注意產業市場的招募胃納

量，是否足以吸收足夠的學生，不能再一味

設立相關科系，應找出校系的發展特色，並

與產業接軌，了解產業需要怎麼樣的人才，

才能提升教育品質，提升產業競爭力。

　對於考生而言，切忌跟著一窩蜂，熱門科

系雖然通常代表產業的人才需求較多，但相

對人才供給也較多，畢業後進入求職市場競爭

反而激烈。因此，選系時應該多方考量後再做決定，將

分數、興趣、能力、學校、未來發展等因素，一併納入

評估，再列出自己的喜好科系排名，會比跟著流行走更

符合自己的需求。

不怕困難，工業技術人才薪資高

  由於製造產業人力需要一定的技術，因此學習課程內
容較為艱深，且進入職場後的實際工作也相對較為辛

苦，因此逐漸不受學生青睞，導致近年工程學群新生人

數呈現逆成長。相對而言，近年則因景氣復甦，使得製

造產業人才需求提升，反而演變成人力供需失衡的現

象，產業在尋覓人才的過程相較以往困難，所以願意開

軟實力時代來臨，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動文創及觀光旅

遊產業，這些政策連帶影響大學新科系設立的方向，

而已經成立的科系則順勢調整授課內容，包含餐旅管

理系、觀光休閒系、工商設計、多媒體動畫設計等科

系，均成為選填項目中廣受考生喜愛的超熱門科系。

遊憩、設計，學生人數激增

  從各學群近年新生人數變化，更可看出此趨勢變化
的端倪。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歷年新生人數資料進行分

析，可以發現「遊憩與運動學群」及「建築與設計學

群」人數大幅成長，是大學新增及擴班的主要對象，

其中，遊憩與運動學群96年至103年學群人數從1.6萬
人大幅成長至3.2萬，成長率高達91.81%，於102年時
更超越管理學群，晉升為學生人數第二位；而「建築

與設計學群」則從1.4萬人成長至2.3萬人，成長率達
61.51%，人數成長僅次遊憩與運動學群。

工程、財經人才不斷減少

  學生人數最多、提供工業人才的「工程學群」多年
來一直位居學生選填的首位，但卻因服務業的發展與

部分工業的轉型，導致工程學群畢業生發展空間受到

壓縮，加上學校設立工程相關學系往往需要投入大量

資金，新設科系較少，使得工程學群新生人數逐年下

滑。從96年的5.7萬掉到103年的5萬，負成長13.29%，
相對也造成工業人才供不應求。

　「財經學群」是傳統一類組當中，除了管理學群

外，人數次多的學群。財經學群的出路與金融業的榮枯

有相當大的關聯，但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財經
學群新生人數便開始逐年下滑。再加上觀光休閒與設

計相關科系紛紛成立，也排擠到原先選填財經學群的

新生，從96年的2.3萬人掉至103年的1.9萬人，負成長
16.77%，是新生負成長最嚴重的學群。在民國100年更
被「遊憩與運動學群」及「建築與設計學群」兩大新興

學群追上。

　　雖然財經相關科系已不像以往受到學生青睞，但隨

著金融業相關法規鬆綁與市場開放，國際金融互動頻率

加快，台灣金融業若能把握住全球金融脈動，財經學群

學生前景依然可期。

各產業人才供需與薪酬狀況

  根據1111人力銀行近四年的職缺資料庫分析，「民生
／服務產業」每月平均職缺數從2011年的22,045筆成長
至2014年的28,264筆，成長率為28.21%；而「遊憩與運
動學群」新生人數則從2011年的27,496人成長至31,944
人，成長率為16.18%，人力供給面及需求面皆有所成
長。

　反觀「資訊科技產業」，每月平均職缺數從20,823筆
成長至23,361筆，成長率12.18%；「傳統製造產業」
更從20,544筆成長至27,682筆，成長率高達34.74%。
但「工程學群」新生人數卻從2011年的54,989人減少
至49,976人，衰退9.12%。人力需求增加，而學校能供
給的人才卻逆向減少，長久下來恐造成產業人力供需失

出較高的薪資吸引人才進入該產業。因此，各大學需

要重新評估教學發展方向，並思考如何提升工科學生

的質與量，吸引學生就讀，才能為產業挹注足夠的人

才能量，進而提升國家經濟與競爭力。

　若考生擅長理工科目，「工程學群」則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然工程相關科系相當多，例如：電機電子工

程、機械工程、化學工程、材料工程、土木工程⋯⋯

等，究竟自己較適合哪個科系呢？建議選填之前，先

做足功課，了解這些科系的課程內容、學習到的專

長、學長姐畢業後的職業、未來可能的薪資報酬與發

展等，唯有充分了解進入該科系可以學習到的專長，

才能評估是否符合個人興趣所需。

什麼是學群？
  全國有一千多個校系，可說是五花八門，每個科系所學所用又不盡相同，為了讓大家一目了然，便以「學
群」的概念做群組分類，將學習的內容、職務發展等因素相似的學系歸屬在同一學群。但每個學群的分類並非

是絕對的，各個學群間仍有相關，只是為了避免過於龐雜而做了權宜上的區分。

 資訊管理學系雖然
是目前學生人數最多

的科系，但相較於去

年，也是人數驟減最

多的科系，共減少了

1,304人。在負成長排
行榜中，又以工程學

群科系上榜最多，不

乏電子工程、通訊、

材料科學等熱門科

系，可見學生的選系

偏好正在改變中。

名次           科系            隸屬學群          103年            102年        成長人數
103學年度學生負成長人數排行榜

1
2
3
4
5
6
7
8
9

10

33,662

9,928

17,344

2,761

3,934

8,296

194

24,998

2,210

6,616

34,966

10,768

18,009

3,389

4,403

8,761

630

25,405

2,608

7,006

-1,304

-840

-665

-628

-469

-465

-436

-407

-398

-390

▲重視實務技能 入學即就業

資訊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電腦通訊學系

材料科學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物流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運動休閒學系

工業工程學系

資訊學群

管理學群

工程學群

工程學群

工程學群

外語學群

管理學群

資訊學群

遊憩與運動學群

工程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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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製造產業尋覓技術人才將更顯辛苦。

　根據1111人力銀行2014年薪資調查報告，
「民生／服務業」新鮮人起薪為29,909元，
較2013年的29,934元減少25元，為各產業
倒數第二，僅優於「百貨販售業」的29,187
元。而受益於去年製造業景氣復甦，「資訊

科技業」新鮮人起薪為34,538元，較2013年
成長213元，打敗「營建不動產業」登上冠
軍寶座，「傳統製造業」新鮮人起薪32,217
元，雖僅居第五名，但成長率卻是各產業之

冠。

熱門不代表好，評估興趣再決定

  遊憩與運動學群相關科系近年來如雨後春筍
般成立，學生人數大幅增加，不過今年停招

的28個科系當中，也有6個屬於遊憩與運動
學群。因此校方應注意產業市場的招募胃納

量，是否足以吸收足夠的學生，不能再一味

設立相關科系，應找出校系的發展特色，並

與產業接軌，了解產業需要怎麼樣的人才，

才能提升教育品質，提升產業競爭力。

　對於考生而言，切忌跟著一窩蜂，熱門科

系雖然通常代表產業的人才需求較多，但相

對人才供給也較多，畢業後進入求職市場競爭

反而激烈。因此，選系時應該多方考量後再做決定，將

分數、興趣、能力、學校、未來發展等因素，一併納入

評估，再列出自己的喜好科系排名，會比跟著流行走更

符合自己的需求。

不怕困難，工業技術人才薪資高

  由於製造產業人力需要一定的技術，因此學習課程內
容較為艱深，且進入職場後的實際工作也相對較為辛

苦，因此逐漸不受學生青睞，導致近年工程學群新生人

數呈現逆成長。相對而言，近年則因景氣復甦，使得製

造產業人才需求提升，反而演變成人力供需失衡的現

象，產業在尋覓人才的過程相較以往困難，所以願意開

軟實力時代來臨，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動文創及觀光旅

遊產業，這些政策連帶影響大學新科系設立的方向，

而已經成立的科系則順勢調整授課內容，包含餐旅管

理系、觀光休閒系、工商設計、多媒體動畫設計等科

系，均成為選填項目中廣受考生喜愛的超熱門科系。

遊憩、設計，學生人數激增

  從各學群近年新生人數變化，更可看出此趨勢變化
的端倪。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歷年新生人數資料進行分

析，可以發現「遊憩與運動學群」及「建築與設計學

群」人數大幅成長，是大學新增及擴班的主要對象，

其中，遊憩與運動學群96年至103年學群人數從1.6萬
人大幅成長至3.2萬，成長率高達91.81%，於102年時
更超越管理學群，晉升為學生人數第二位；而「建築

與設計學群」則從1.4萬人成長至2.3萬人，成長率達
61.51%，人數成長僅次遊憩與運動學群。

工程、財經人才不斷減少

  學生人數最多、提供工業人才的「工程學群」多年
來一直位居學生選填的首位，但卻因服務業的發展與

部分工業的轉型，導致工程學群畢業生發展空間受到

壓縮，加上學校設立工程相關學系往往需要投入大量

資金，新設科系較少，使得工程學群新生人數逐年下

滑。從96年的5.7萬掉到103年的5萬，負成長13.29%，
相對也造成工業人才供不應求。

　「財經學群」是傳統一類組當中，除了管理學群

外，人數次多的學群。財經學群的出路與金融業的榮枯

有相當大的關聯，但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財經
學群新生人數便開始逐年下滑。再加上觀光休閒與設

計相關科系紛紛成立，也排擠到原先選填財經學群的

新生，從96年的2.3萬人掉至103年的1.9萬人，負成長
16.77%，是新生負成長最嚴重的學群。在民國100年更
被「遊憩與運動學群」及「建築與設計學群」兩大新興

學群追上。

　　雖然財經相關科系已不像以往受到學生青睞，但隨

著金融業相關法規鬆綁與市場開放，國際金融互動頻率

加快，台灣金融業若能把握住全球金融脈動，財經學群

學生前景依然可期。

各產業人才供需與薪酬狀況

  根據1111人力銀行近四年的職缺資料庫分析，「民生
／服務產業」每月平均職缺數從2011年的22,045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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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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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從20,544筆成長至27,682筆，成長率高達34.74%。
但「工程學群」新生人數卻從2011年的54,989人減少
至49,976人，衰退9.12%。人力需求增加，而學校能供
給的人才卻逆向減少，長久下來恐造成產業人力供需失

出較高的薪資吸引人才進入該產業。因此，各大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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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概念做群組分類，將學習的內容、職務發展等因素相似的學系歸屬在同一學群。但每個學群的分類並非

是絕對的，各個學群間仍有相關，只是為了避免過於龐雜而做了權宜上的區分。

 資訊管理學系雖然
是目前學生人數最多

的科系，但相較於去

年，也是人數驟減最

多的科系，共減少了

1,304人。在負成長排
行榜中，又以工程學

群科系上榜最多，不

乏電子工程、通訊、

材料科學等熱門科

系，可見學生的選系

偏好正在改變中。

名次           科系            隸屬學群          103年            102年        成長人數
103學年度學生負成長人數排行榜

1
2
3
4
5
6
7
8
9

10

33,662

9,928

17,344

2,761

3,934

8,296

194

24,998

2,210

6,616

34,966

10,768

18,009

3,389

4,403

8,761

630

25,405

2,608

7,006

-1,304

-840

-665

-628

-469

-465

-436

-407

-398

-390

▲重視實務技能 入學即就業

資訊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電腦通訊學系

材料科學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物流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運動休閒學系

工業工程學系

資訊學群

管理學群

工程學群

工程學群

工程學群

外語學群

管理學群

資訊學群

遊憩與運動學群

工程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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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薪資相關情報、職務內容介紹，請上1111薪資職能情報站：http://www.1111.com.tw/zone/salary/salary0_ne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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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大限，大學面臨整併、轉型
少子化風暴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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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高教大限，少子化風暴即將來臨
  自民國92年至今，由於74∼85年出生人口數較為平
緩，大專校院擴充也近於飽和狀態，新生人數進入高原

期，變化不大。雖然近年來少子化已經開始逐步衝擊國

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但到目前為止，大專校院仍不

算進入少子化風暴中。

　民國90年後，台灣少子化趨勢漸趨明顯，出生人數大
幅下降。因此，教育部預估自民國109年後，大專校院
新生人數也會隨之不斷下降。

　受到傳統習俗影響，往年龍年生育率都會較高，虎年

生育率則會較低；而受到少子化影響，龍年和虎年對生

育率的影響更為強烈。明、後年（民國105、106年）
受到87年虎年出生人數下降5萬人影響，預估大專校院
新生人數將會大幅下降，對各大學產生衝擊。另外，雖

然千禧龍年的生育潮能讓107、108年新生人數有小幅回
升，但也將旋即下降。

　觀察教育部統計處推估大專校院新生人數的數據，自

明年（民國105年）開始，生源減少趨勢已銳不可擋，
各大學將不得不面臨轉型、合併甚至退場的考驗。倘若

各大學仍不降低招生名額，提高師生比，將發生招生缺

額不斷擴大的困境；而後段私校，更是首波遭受衝擊的

對象。若學校面臨退場，政府是否有充足的準備輔導協

助這些退場學校，以維護現有學生的權益，仍然有待觀

察。而面臨這樣的趨勢，學生又如何聰明選學校，也是

需要考慮到的問題。

自民國85年起至民國92年，
在教育政策大幅鬆綁下，大

學進入擴張階段，許多技職

學校大幅度的擴充、升格，

許多高職、專科學校紛紛改

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也有不少技術學院升格為科

技大學，技職體系升學比例

逐年攀升。儘管出生人數下

降，大專校院新生人數仍持

續提升；同時，隨著大學教

育的普及，大學也不再是以

往的「菁英式教育」，而是

培育台灣知識人才的重要教

育場所。

教育部因應方法─整併、轉型、退場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分析，近年來整體招生缺額及新生
註冊率變動不大，主要是因為在民國70、80年代出生
人口並沒有顯著變動，而各大學在彈性調整招生名額

下，整體平均註冊率多維持在8成左右。但面臨105年
大限，若教育部與各大學沒有積極作為，將有可能導

致學校連環倒閉。因此，教育部提出三種因應策略：

整併、轉型以及退場。

整併：以公立學校為主，合併可讓學校整合辦學資

源，產生綜效，並適當降低招生名額，目前已有國立

東華大學、台中科技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屏東

大學等校合併完成。

轉型：輔導學校可轉型為老人照護、兒少照顧、補教

機構、社會大學、職業訓練、社會住宅等，將教育能

量提供給更多需要的人。

退場：目前已有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相

繼退場，而興國管理學院也因師資不足，被教育部處

以停招處分（現已改名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至於

面對少子化，退場浪潮是否會繼續下去呢？如果教育

部無法輔導學校轉型成功，進行退場將是大家最不願

意看到，但也不得不為之的策略。

▲ 少子化潮

流下 每個小
孩都是寶

少子化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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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也將旋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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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若教育部與各大學沒有積極作為，將有可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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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轉型以及退場。

整併：以公立學校為主，合併可讓學校整合辦學資

源，產生綜效，並適當降低招生名額，目前已有國立

東華大學、台中科技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屏東

大學等校合併完成。

轉型：輔導學校可轉型為老人照護、兒少照顧、補教

機構、社會大學、職業訓練、社會住宅等，將教育能

量提供給更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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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退場，而興國管理學院也因師資不足，被教育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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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少子化，退場浪潮是否會繼續下去呢？如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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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避開夕陽科系 過來人求學經驗談1111落點分析 上大學前必讀
儘管台灣近年受少子化影響，許多大學即將面臨整併、轉型以及退場，但綜觀社會面來說，少子化衝

擊也未嘗只是壞事。人口結構的改變，或許能夠促使校方更加積極地創新經營模式，學校也可增加國

際交換學生的名額，為台灣教育制度品質帶來間接性的改善與優化，藉以提升台灣教育競爭力。

2014年台灣的大學錄取率已高達95.73％，現在的考生已不必擔心有沒有大學念，而是要讀什麼學
校、選什麼科系？以及進了大學後，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課業、實習、社團以及人際關係的培養。

因為這影響的不僅是大學4年的成績，更可能直接關係到大學畢業後的就業狀況。那麼，就先來聽聽
幾位過來人怎麼說！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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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教育革命的風暴下，學生往往會成了最無辜的

犧牲者，因此建議準大學生們在選系前應提早做好準

備，避開可能停招的校系，以免未來求學權益受損。

免選到可能停招校系？

　對於目前正在煩惱升學選擇校系的同學來說，要巧

妙地迴避可能停招的地雷校系，可從以下幾點面向來

進行觀察──全校學生人數、招生名額變化以及新生

註冊率。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分析，103學年大專校院的平均
新生註冊率在私立學校僅有79.3%；相較於公立學校

用對態度，學習不一定要從課業上

　我今年推甄進入高雄師範大學電子所

碩士班，會有這樣的成績，很重要的

原因之一，是從進入大學開始，

我就持續探索與確認自己的目標

與未來。跟著自己設定好的步驟

走，所以在課業成績上保持了一

定的成績與名次。準備推甄考試

時，我保持著相信自己的態度，

因為唯有相信自己，才能讓教授

們也相信我 ！推甄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專業科目，面試這關教授最關心

的除了在校成績，再來就是你的

專業科目，像專題之類的成績。

  升學的時候，考慮了很多，像
考慮選擇哪些學校還有科系，但

還是最在乎的是個人興趣，因為

沒有興趣，光是要拿文憑，對未來進入職場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我才

選擇自己很有興趣的電子所，也評估自己能力才去選擇學校。

過去玩了很多自治性社團，像畢聯會會長、系學會會長，這些部份都讓

我學習如何領導。雖然對專業技能沒有太大助益，但是讓我學習到如何

負責；不管做什麼事情，責任感最重要。我比同屆的同學都老了兩、三

歲，這也是因為我曾經接觸過外面工作的世界，所以更讓我認知責任感

的重要性。工作或在學，就是要對自己負責、對你該負責的人負責，所

以在大學期間，我很努力學習，透過參與這些自治性社團，學習到很多

非專業領域的技能，也學習到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

的90.5%還低11.2％，由此可知，私立學校將遭受到招
生危機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因此，推薦同學當使用「1111落點分析」做校系選擇
時，可藉由上圖的資料欄位來判斷該校系之「新生註冊

率」是否有不足6成；以及「招生名額」是否有逐年驟
減的趨勢。如欲了解更多校系資訊時，也能點選「校系

名稱」連結來觀看「全校學生人數」，甚至還可以檢視

出該校是否有不滿3000人的情況發生。讓正為著選擇落
點校系仍充滿焦慮的同學及家長們，能有更多元豐富的

資訊，來預防掉那些即將步入夕陽的校系，並做出聰明

的校系選擇，以迎接未來嶄新的大學生活！

1111落點分析列表

　我喜歡上課時跟老師互動、回答老師問題來增強我的學習效果，大學的教師們是否擁有熱情的教

學態度，是我選擇大學的一大考量，好的老師可以幫助我們化繁為簡，將課文內容去蕪存菁，使

我們優遊在知識的殿堂。大家都想用較少的成本享受較多的資源，和學費相比，學校能投入多少

資源栽培我們，也是選擇學校的重要因素；但就算是再專業的學習環境，若校園氣氛低迷、人

與人的互動冷漠、對環境不重視，也不是我想就讀的學校。

　所幸，中原大學近年來獲得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我在系上也感受到老師燃燒生命、誨人不倦

的教學熱誠。學校每年平均在每位學生投入約15萬元的資源，我每年的學雜費約9萬元，而且
持續凍漲學雜費，這在沒有財團支持的私立學校中實屬難得。中原大學在近期是全國唯一經教

育部認可的友善校園，所以在教學、資源投入以及學習環境的考量下中原大學是不錯的選擇。

　我的讀書方法是上課專心聽、多與老師互動、常常還會搶答，像是哈利波特中的妙麗，這讓

我在課堂中就可以掌握大部分的重點。之後，我會直接開始做習題，發現錯誤時先想想是自己粗

心還是真的不會；真的看不懂，再回去讀這部份的課文。接著，我會經由教導同學、與同學互相討

論再次強化我的印象，同時訓練自己溝通表達的能力；如果遇到需要背的科目，我會直接跟同學一起

讀書，因為讀課文十分無聊，所以我會速讀之後跟別人分享這個章節的重點，只背老師說一定要背的部

分，其他就盡量用理解的或抓關鍵字，我就是這樣拿高分的。

主動學習，做自己未來的主人

　在大學裡，不像高中投入很多時間

在準備課業，學生有社團甚至是

其他社交聚會，因此我在海大

平時念書的方法，就是上課

認真聽講、抄筆記，讓時間

有最大的利用價值；到期中

期末考前，將該科筆記合併

課文重點內容再抄一遍，因

為抄寫可以讓記憶更深刻，

同時整理出自己不懂的地

方，然後與同學討論問題。航

管系有許多科目是背科，像是法

條、港口管理、船舶管理等，因此

多次抄寫對我而言很有用。

　高中時，我是以興趣找出喜歡

的科系，再依個人喜好程度，以

及學校排名做為整體順序。具體考量到的因素有：是否能接受該專

業、公私立、社團活動、課程規劃。大學的專業課程非常重要，稱

為「基礎」，確定自己能夠接受該系的課程規劃才選擇就讀，否則

就很容易被痛苦地「二一」。社團活動則像是大學的「彩色筆」，

有好的社交跟社團活動讓生活更多采，社團可以培養新的技能，讓

未來就業的時候多一分助力，與人群的互動可以累積人脈，拓展人

際關係。

　從國小到高中，我們總是被家長灌輸「把書念好就好」的觀念；

現在進了大學之門，則該換由我們自己做決定，畢竟大學期間的學

習，將會影響我們進入職場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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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影響的不僅是大學4年的成績，更可能直接關係到大學畢業後的就業狀況。那麼，就先來聽聽
幾位過來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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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0.5%還低11.2％，由此可知，私立學校將遭受到招
生危機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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