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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主要針對輔仁大學 90-94 學年度身心障礙畢業生之整體的就業狀況與

就業歷程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一）了解輔仁大學身心障

礙畢業生之整體就業情形與過程中之困境。（二）探討輔仁大學身心障礙



畢業生之就業歷程是否有別於一般身心障礙者就業模式，以及高等教育對

其幫助為何。（三）透過研究發現的結果，提供相關輔導體系，在協助身

障畢業生就業時的具體建議。 本研究主要透過資性研究之深入訪談進行

資料蒐集，共訪談 18 位受訪者，歸納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 在高等教育

的幫助之上，主要在職場的運用以及觀念上的建立，且亦促使受訪者得以

符合職場學歷的要求。 二. 主要的就業媒介以非正式關係為主，其中自己

尋找為最多，其次為親友介紹。 三. 就業職掌，行業以教育服務業為最

多；職業則以事務性工作者為主。 四. 平均月薪為 28,577 元，但落差大。

平均工時：全職者為每週五十小時，兼職者為二十五小時。多數受訪者皆

屬於受雇者。 五. 職場無障礙環境的改善狀況依然不甚理想，尚待相關單

位持續努力。 六. 工作關係多能與雇主以及同事間保持良好互動，為有時

同事對於身障特質的不了解，會造成一些溝通問題。 七. 在工作考量部

份，個人興趣、工作穩定性、工作學習等等個人意識的因素成為主要的工

作考量。 八. 工作上的收穫，包括：工作上的學習、有成就感、人際關係

的增進、工作經驗的累積、生活得以獨立。 九. 對工作的看法，正向者：

符合興趣以及工作能力。負向者：興趣不符、工作內容專業性低、缺乏發

展性、工作的不合理待遇。 一?. 工作的困境包含：工作職務上的限制、

雇主不接納、工作負荷量、認知差異、溝通問題、個人障礙、工作無保

障、交通問題、差別待遇。 透過以上研究發現之探討，可得知輔大身心

障礙畢業生之就業過程中，深受政府、社會、雇主、個人等等因素所影

響，所牽涉的層面多元，並非僅是身障者個人問題，因此，研究者乃針對

這些影響輔大身障畢業生就業的相關環節，提出些許建議，以供後續輔導

工作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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