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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自己的方向~
就業市場分析與生涯規劃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日期：98年12月9日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

簡報大綱
壹

貳

參

‧‧結語肆

就業市場分析

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

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涯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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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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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失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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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走向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失業率自98年1月起
開始上升，至98年8
月已創歷史新高

6.13％，因此高失
業率已成台灣勞動
市場必須面對的問

題

15-‐24歲青少年失業
率均高於全國平均
失業率甚多，並居
各年齡層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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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資料來源：98.9.23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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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資料來源：98.9.30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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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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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青年就業市場面臨的問題 

1.大專院校擴增過快

3.全球金融危機減少企業用人需求

5.大專人力供給結構有差距

4.專上畢業青年對職涯發展認知缺乏

2.企業人才需求條件與大專青年認知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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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資料來源：98.9.16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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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才開始思考未來職涯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青輔會

大三生
已開始思考
未來的職涯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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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的短期生涯規劃

資料來源：行政院青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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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類背景畢業生直接進入職場的比例最高?

以「私立大學」、「私立科大」及「技術學院」畢業
生直接進入職場的比例較高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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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自己－18項重要核心就業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青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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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重視的前10大就業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青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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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徵才急凍，上班族提高產值以自保！
2.  不景氣轉職意願下降，但「高階主管」的轉職意願較高。
3.  業務人員需求最大。
4.  凍薪，或薪資與績效高度掛勾。
5.  企業外包案件增加，上班族接案意願更高。
6.  上班族學習意願強。
7.  工程研發、業務、品保資材等高階主管仍是獵才市場標的。
8.  直飛後，台商企業老闆兩岸的人力運用將更有彈性。

掌握市場走向~2009職場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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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最想進入產業TOP 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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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最想進入的職務TOP 6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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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場行情－新鮮人的平均起薪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不同職務/平均起薪(元)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平均
生技研發 33,407 30,294 27,750 30,511
工程/研發 33,521 29,801 27,547 30,326
光電通訊工程 32,963 29,661 27,537 30,148
法務 32,313 29,256 27,099 29,629
資訊軟體系統 32,290 28,790 26,535 29,206
經營/幕僚 32,124 29,039 26,333 29,142
行銷/企劃/專案管理 30,706 27,829 25,889 28,104
業務/貿易 29,592 27,110 25,387 27,226
資材/運輸 29,716 26,958 24,890 27,007
生產製造/品管 30,000 26,690 24,824 26,949
財會/金融 29,882 26,602 24,852 26,943
人資管理 29,994 26,526 24,414 26,874
操作/技術/維修 29,034 25,824 24,109 26,007
客服 27,665 25,165 23,330 25,211
行政/總務 27,417 24,456 22,794 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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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新鮮人還沒開始準備求職？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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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在求職時最常出現的問題

最常出現的問題

“沒有明確的求職目標”所
佔比例最高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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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資料來源： 98.9.15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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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篩選新鮮人的標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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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給在校生的提醒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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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T

資料來源：98.9.21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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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
生涯規劃藍圖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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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什麼是生涯規劃？

	  	  	  	  	  	  	  	  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各階段做一個
最適合自己的妥善計劃與安排，並
且能夠運用環境資源，在短期內充
分發揮自我潛能，達到各階段的生
涯成熟，適才是所，最終達到自我
實現的境界，圓滿地完成既定的生
涯目標，這樣的人生規劃，可稱為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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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Super生涯發展５階段

• 成長期：0	  ~	  14歲

• 探索期：15	  ~	  24歲

• 建立期：25	  ~	  44歲

• 維持期：45	  ~	  64歲

• 衰退期：65	  ~	  	  	   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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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已+知彼+有效行動力=百戰百勝

29

知己（自我）
能力　性格         
興趣
工作性格
價值觀

抉擇

知彼（環境）
社會經濟狀況
人力供需情況
工作性質與條件
就業機會

訂定目標

行動
如何開創一個
成功的生涯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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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分類與內容

職
業
所
需
能
力

我的興趣

我的需求與價值觀

我
的
能
力

我
的
人
格

職
業
所
需
特
質

各種職業的報酬率

內圓表示個人的內在世界(知已)

外圓表示外在的工作世界(知彼)

資料來源:Wood(1990)

知己知彼連結-要如何選擇職業

了解自己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

    Swain (1989)生涯規劃模式中提及，在設定生
    活和工作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個人、自己與環
    境的關係和教育與職業的資訊三個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張添洲�1993�, 生涯發展與規劃 , p.172�取自Swain, 1989�

生涯規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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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畫

    1. 自然發生法：由聯考分發學系決定一生。
  2. 目前趨勢法：隨就業趨勢投入熱門行業。
  3. 最少努力法：選擇最輕鬆科系或職業。
  4. 拜金主義法：選擇待遇最好之行業。
  5. 刻板印象法：以性別、社會地位等考慮。
  6. 櫥窗遊走法：選擇看起來最順眼的工作。
  7. 假手他人法：由親朋好友代為決定和選擇。

便捷的生涯規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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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解析自我
	  	  	  	  	  利用6Ｗ以彌補自我思考時的不足部分，同時應參考家人或朋友
的意見，俾使考慮的事物更為周全、更具實用性。

WHO： 我是誰？有哪些能力？專長是什麼？
                   人際關係如何？對自己是否充分認識？
WHAT： 考量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希望過怎樣的
                   人生？怎樣的生活？追求什麼？ 
WHEN：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為期多久？何時修
                     正？何時評估？
WHERE：我有哪些資源？哪些人可以幫助我？可用
                     哪些地方？…
WHY：  為什麼這樣規劃？為何做此決定？有否更
                    好的方式？
HOW：  怎樣收集資料？如何排除困難？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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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成功的基本要件

• 1.身體健康
• 2.應有貫徹執行的毅力與決心
• 3.有改變不良習性與嗜好的決心
• 4.良好的人際關係
• 5.能接納建言，適時調整自己
• 6.善用社會資源充分發揮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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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的生涯規劃建議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

找工作第一步－成功的自傳

在求職的過程
中，履歷自傳就
像產品廣告的DM
一樣，懂得自我
推銷、突顯優
勢，才有機會讓
企業買單，寫作
的內容要切中要
點，敘述流暢，
勿寫些無關痛癢
的內容，只會讓
履歷自傳更快被
丟進垃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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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急不得，求職安全停看聽!

破解求職陷阱！就業安全５３５

1.五不為：面試時要小心，堅持不付費、不購買、不簽字等。
2.三必問：問明薪資勞健保、工作性質等，問自己要工作還是一個事業。
3.五必看：事前多了解營業項目或上工商登記網站查詢是否為合法公司。 
求職者為了能趕快找到工作，往往會忽略求職安全的重要性，為了避免一時
的不小心，成為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新鮮人求職時還是得眼睛放亮，多一
分留意就多一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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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失業?你準備好了嗎？
生涯規劃的準備與提醒

• 1.要真正了解自己

• 2.了解職業分類走向

• 3.了解就業市場

• 4.學習做決定

• 5.學習找尋工作技巧

• 6.撰寫履歷自傳

• 7.求職面試技巧

• 8.提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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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謝 指 教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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