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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題目：技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分析—以某科技大學為例 校（院）系

所組別：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 研究生：程炫凱 指導教授：

楊君琦、謝邦昌 論文頁數：127 關鍵詞：就業力、失業、畢業生流向、

證照、技能檢定、職涯 輔導、勞動市場、職場職能、 論文摘要內容： 

適逢近年就業市場不景氣，失業人口大增，而台灣每年培養 20 多萬大

專畢業生，擁有高學歷卻還是避免不了失業的窘境。於是相關的就業議

題也開始逐漸為人所重視，進而開始推廣相關的就業職能的培訓及學

習，但大多為補救的措施。本研究目的在於找出職場職能及相關就業力

培養的相關因素，讓學生可以在校期間就知道清楚明白日後就業時所需



的能力與背景，藉此可及早準備自己相關職場職能與就業競爭力的培

養，對於日後求職可有大助益。 而本研究是採用 95 畢業生離校前填答

問卷及 95 畢業生畢業滿一年後填答的問卷統計資料做分析，資料先分

為二部份探討，研究畢業前具備什麼相關的能力對於求職較為順利，再

者畢業滿一年後，因具有實務的求職及工作經驗，更可以知道自己就業

競爭力的優劣勢，及所需要加強的專業技能，將資料回饋給學校各院系

所，作為調整課程的依據，讓課程與實務相互結合，知道目前業界所需

人才應具備的專業能力與背景，畢業後到職場就業不會有落差，如此可

使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大為增加。  

摘要

(英) 

Titl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Employability toward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Take a Technic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Graduate student: 

Hsuan-Kai Chen Adviser:Chun-Chi Yang and Ben-Chang Shia Thesis pages: 127 

Key words: Employability, Unemployment, Graduates’ intention, Certificate, 

Skill assessment, Career counseling, Labor marke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depression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unemployed. Each year in Taiwan, over 200000 students graduate from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Although those students have been well-educated, they are 

unavoidably unemployed; therefore, the public have become concerned about the 

topic of employment and are promoting employment-related training or education. 

However, these supplementary efforts mean litt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related factors in successful job-hunting. Once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finding a job, they can prepare relevant 

abilities earlier. The research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filled by 

students who graduated in 2007.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naires. One 

was filled at the time of graduation; one was filled one year after graduation. The 

questionnaires filled at the time of graduation revealed the skills students should 

learn for future work before they leave school, and the questionnaires filled one 

year later after graduation revealed the real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employment rate as well as the training los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help 

schools redesign their curriculum, so as to make their students more competitive 

in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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