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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 本次調查係透過問卷方式，邀請本年度曾僱用本校畢業校友之企業主網

路線上或紙本填答，調查期間為2017年2月至12月止，回收問卷共計

75份。 

 

二、 本次分析結果提要如下： 

 

(一) 雇主僱用優先重視項目(對照頁數：P9-P10及P12-27) 
 

項目 滿意度 
與105年

比較 

與104年

比較 

解決問題能力 72.97% +0.97% +2.97% 

創新能力 67.57% +4.57% -9.43% 

專業能力與工作表現 

 

平均滿意度約73.13% 工作執行力 83.79% +3.79% +5.79% 

持續學習 72.97% -3.03% -7.03% 

工作配合度 81.08% +8.08% +4.08% 

工作態度 

 

平均滿意度約76.2% 主動積極 77.02% +11.02% +0.02% 

溝通表達能力 75.68% +15.68% +1.68% 

團隊合作能力 70.27% -9.73% -9.73% 

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 

 

平均滿意度約73% 人際互動能力 72.97% +1.97% -4.03% 

 

   (二)畢業生資歷優先重視項目(對照頁數：P11) 

優先重視順序 106年度 105年度 104年度 

第一 主修系所 主修系所 專業實習經驗 

第二 專業實習經驗 專業實習經驗 主修系所 

第三 作品集 作品集 作品集 

 

(三)各項滿意度(對照頁數：P12-P27) 

 滿意度較高之前2項 滿意度 滿意度較低之項目 滿意度 

專業知識與技能 86.49% 專業能力

與工作表

現 
執行能力 83.79% 

專業領域(外語)語言

能力 
45.95% 

配合度 81.08% 

工作責任及紀律 77.02% 工作態度 

主動積極 77.02% 

時間管理能力、持續

學習 
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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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表達能力 75.68% 人際互動

與團隊合

作 
彈性與變通 

72.98% 團隊合作能力 70.27% 

(對照頁數：P28) 

整體滿意度 與105年比較 與104年比較 

89.43% +10.43% +4.43% 

 

 

 

三、 結論與建議 

  從本次調查中發現，本校學生在「專業知識與技能」、「執行能力」、

「藝術及審美素養」、「獨立作業能力及「配合度」表現最好，滿意度達

80%以上，顯示出學校培育學生在專業知識與技能、執行能力、藝術及審

美素養、獨立作業能力及配合度上較受肯定。與去年比較，在「專業能

力與工作表現」方面，「工作執行力」上升了3.79%；「專業知識與技能」

上升了12.49%；「解決問題能力」則增加0.97%；在「工作態度」方面，

「工作配合度」上升了8.08%；「工作責任與紀律」上升了2.02%；「主動

積極」上升了11.02%。而在「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方面，「溝通表達

能力」上升了15.68%；「人際互動」上升了1.97%；「團隊合作能力」則

下降9.73%。建議學校未來可在課內、外的課程及活動上多訓練學生的

團隊合作能力，以協助學生提前適應未來進入職場所需要的能力。 

    而在雇主僱用優先重視項目上，學生表現較弱的部份分別為「解決

問題能力」、「持續學習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此部份除透過課程安

排加以補強外，也可鼓勵學生多參與社團、校內外競賽展演、實習打工

等方式，在實作環境中學習克服困境、培養彈性思維及提升團隊合作能

力。最後在畢業生資歷上「主修系所」、「專業實習經驗」及「作品集」

是最近3年調查的前3項考量項目，且雇主在建議回饋上也一再強調職

場實務概念與經驗的重要性，故學校可持續推動校內外專業實習，並鼓

勵學生踴躍參與，此外「作品集」也連續三年納入重要考量因素，故學

生在校期間即應將校內外課程、競賽等自我作品做有效的累積彙整，作

為未來推薦自我的重要資源。 

    在雇主對本校畢業校友整體表現方面，從調查結果發現，對於本校
校友在「整體表現」上的評價以「滿意」居多，占整體59.46%；而「非

常滿意」次之占29.73%，滿意以上合計為89.19%，與去年比較則上升了

5%，可見雇主大多數肯定本校校友在職場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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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樣本分析 

本次調查回收問卷共計75份，機構屬性及行業類別分析圖表如下。 

(一)機構屬性 

機構屬性 百分比 

民營單位或企業-本國中小型企業(員工人數 100-199 人) 8.11% 

民營單位或企業-本國中小型企業(員工人數 5-99 人) 40.54% 

民營單位或企業-本國小型公司或店家(員工人數未滿 5 人) 28.38% 

民營單位或企業-本國大型企業(員工人數達 200 人以上) 4.05% 

民營單位或企業─本國小型公司或店家（員工人數未滿 5 人） 1.35% 

民營單位或企業-跨國企業 1.35% 

學校(包括公立及私立大學、高中、高職、國中小…等) 4.05% 

非營利機構 8.11% 

劇團 1.35% 

短期音樂補習班 1.35% 

服務業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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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業類型 

 

行業類型 百分比 

藝文與影音傳播類 55.41% 

教育與訓練類 14.86% 

行銷與銷售類 8.11% 

休閒與觀光旅遊類 5.41% 

製造類 5.41% 

資訊科技類 4.05% 

個人及社會服務類 2.70%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類 2.70% 

企業經營管理類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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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用本校畢業生之資料 

(一) 僱用人數 

在這次調查中，絕大多數的公司僱用本校畢業校友人數為5人以下，

比例為67.56%，另有32.44%的公司僱用人數多於6人。 

 

僱用人數 百分比 

20 人以上 6.76% 

11 至 19 人 4.05% 

6 至 10 人 21.62% 

5 人以下 67.56% 

合計 100% 

 

 
 

(二) 僱用系所分布 

本項目計數為73筆，根據調查結果，進用最多的系所為美術學系曾

被13家公司錄用；其次為視覺傳達設計學系12家；再次之為工藝設

計學系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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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僱用之工作性質 

在僱用工作性質上，有42%為專職(指工作性質為正式、專門，於固

定單位工作，領有月薪者)工作，31%為兼職(指工作性質為兼任、專

案等，非領取月薪者)工作，另有24%則有專職及兼職上的僱用。 

 

僱用工作性質 百分比 

專職 41.89% 

兼職 31.08% 

專兼職 24.33% 

外包(接案) 1.35% 

其他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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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僱用優先考量因素 

(一)在「專業能力及工作表現」方面 

本項目計數為103筆，透過分析可知公司首重員工的「問題解決」能

力，有24.2%公司納入優先考量，次為「創新」能力，有17.5%以上

公司納入優先考量，另有15.5%公司認為「工作執行力」能力及13.6%

公司認為「專業知識與知能傳授」也是重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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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工作態度」方面 

本項目計數為60筆，透過分析可知公司首重員工的「持續學習能

力」，有45%公司納入優先考量，次為「工作配合度」，有35%以上公

司納入優先考量，其他則為「主動積極態度」及「工作責任與紀律」

也是重要考慮因素。 

 

 
 

(三)在「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方面 

本項目計數為91筆，從中可發現員工的「溝通表達」能力達37.4%

公司納入首要考量，其次為「團隊合作」能力，有33%以上公司納入

優先考量，再次之「人際互動能力」也有25.3%以上公司認定為重要

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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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畢業生資歷」方面 

本項調查計數為234筆，自調查結果得知有18.8%公司認為畢業生最

重要的資歷為「主修系所」；其次為「專業實習經驗」，計有16.2%公

司納入勾選；另「作品集(專題製作等)」也有15%公司認為是重要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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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項滿意度評價 

(一) 對於本校畢業校友「專業能力與工作表現」方面 

本項調查分為9個向度，根據結果可得知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專業

知識與技能」評價最高，滿意度達86.49%；而在「專業領域(外語)

語言能力」上獲得的評價較差，滿意度僅為45.95%。 

 

 
 

1. 創新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創新能力」上的評價以「好」

居多，占整體36.49%；而「尚可」及「非常好」次之各占31.08%及

29.73%。 

 

創新能力 百分比 

非常好 31.08% 

好 36.49% 

尚可 31.08% 

不好 2.7%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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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決問題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解決問題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4.59%；而「非常好」次之占28.38%；「尚可」

占20.27%；「不好」占6.76%。 

 

解決問題能力 百分比 

非常好 28.38% 

好 44.59% 

尚可 20.27% 

不好 6.76%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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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應用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資訊應用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3.24%；而「非常好」及「尚可」次之占25.68%；

另有5.41%的公司感到「不好」。 

 

 百分比 

非常好 25.68% 

好 43.24% 

尚可 25.68% 

不好 5.41% 

合計 100.00% 

 

 

4. 專業知識與技能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專業知識與技能」上的評價

以「好」居多，占整體50%；而「非常好」次之占36.49%；「尚可」

次之占13.51%。 

 

 百分比 

非常好 36.49% 

好 50.00% 

尚可 13.51%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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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業領域(外語)語言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專業領域(外語)語言能力」

上的評價以「尚可」居多，占整體45.95%；而「好」次之占29.73%；

「非常好」占16.22%；另有6.76%的公司感到「不好」；「非常不好」

佔1.35%。 

 

 百分比 

非常好 16.22% 

好 29.73% 

尚可 45.95% 

不好 6.76% 

非常不好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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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藝術及審美素養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藝術及審美素養」上的評價

以「好」居多，占整體47%；而「非常好」次之占35%；「尚可」次之

占17%；另感到不好占1%。 

 

 百分比 

非常好 35.14% 

好 47.30% 

尚可 17.57%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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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合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整合能力」上的評價以「好」

居多，占整體45.95%；而「尚可」次之占28.38%；另有24.32%的公

司感到「非常好」；另感到不好占1.35%。 

 

 百分比 

非常好 24.32% 

好 45.95% 

尚可 28.38% 

不好 1.35% 

總計 100.00% 

 

 

8. 執行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執行能力」上的評價以「好」

居多，占整體47.30%；而「非常好」次之占36.49%；「尚可」占14.86%；

另感到「不好」占1.35%。 

 

 百分比 

非常好 36.49% 

好 47.30% 

尚可 14.86% 

不好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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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獨立作業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獨立作業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4%；而「非常好」次之占31%；「尚可」占21%；

另感到「不好」占4%。 

 

 百分比 

非常好 36.49% 

好 44.59% 

尚可 16.22% 

不好 2.70%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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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本校畢業校友「工作態度」方面 

本項調查分為5個向度，根據結果可得知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配合

度」評價最高，滿意度達81.08%；而在「持續學習能力」上獲得的

評價較差，滿意度為72.97%。 

 

 
 

1. 工作責任及紀律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工作責任及紀律」上的評價

以「好」居多，占整體43.24%；而「非常好」次之占33.78%；「尚可」

占20.27%；另感到「不好」占2.70%。 

 

 百分比 

非常好 33.78% 

好 43.24% 

尚可 20.27% 

不好 2.70% 

總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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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學習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持續學習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1.89%；而「非常好」次之占31.08%；「尚可」

占24.32%；另感到「不好」占2.7%。 

 

 百分比 

非常好 31.08% 

好 41.89% 

尚可 24.32% 

不好 2.70%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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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動積極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主動積極」上的評價以「好」

居多，占整體39%；而「非常好」次之占27%；「尚可」占27%；另感

到「不好」及「非常不好」占7%。 

 

 百分比 

非常好 33.78% 

好 43.24% 

尚可 20.27% 

不好 1.35% 

非常不好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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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度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配合度」上的評價以「好」

居多，占整體45%；而「非常好」次之占28%；「尚可」占25%；另感

到「不好」占2%。 

 

 百分比 

非常好 32.43% 

好 48.65% 

尚可 18.92% 

合計 100.00% 

 

 



23 
 

5. 時間管理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時間管理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1.89%；而「非常好」次之占31.08%；「尚可」

占25.68%；另感到「不好」占1.35%。 

 

 百分比 

非常好 31.08% 

好 41.89% 

尚可 25.68% 

不好 1.35% 

合計 100.00% 

 

 

(三) 對於本校畢業校友「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方面 

本項調查分為4個向度，根據結果可得知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溝通

表達能力」評價最高，滿意度達75.68%；而在「團隊合作能力」上

獲得的評價較差，滿意度僅為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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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隊合作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團隊合作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52%；而「非常好」次之占28%；「非常好」占

28%；另感到「非常不好」占2%。 

 

 百分比 

非常好 33.78% 

好 36.49% 

尚可 28.38% 

不好 1.35% 

總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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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際互動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人際互動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4.59%；而「非常好」次之占28.38%；「尚可」

占25.68%；另感到「非常不好」占1.35%。 

 

 百分比 

非常好 28.38% 

好 44.59% 

尚可 25.68% 

非常不好 1.35% 

合計 100.00% 

 

 

3. 溝通表達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溝通表達能力」上的評價以

「好」居多，占整體42%；而「尚可」次之占35%；「非常好」占18%；

另感到「不好」及「非常不好」占5%。 

 

 百分比 

非常好 25.68% 

好 50.00% 

尚可 21.62% 

不好 2.70%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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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彈性與變通能力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彈性與變通能力」上的評價

以「好」居多，占整體47.3%；而「非常好」次之占25.68%；「尚可」

占22.97%；「不好」占2.70%；另感到「非常不好」占1.35%。 

 

 百分比 

非常好 25.68% 

好 47.30% 

尚可 22.97% 

不好 2.70% 

非常不好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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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整體評價 

(一) 對於本校畢業校友整體表現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整體表現」上的評價以「滿

意」居多，占整體59.46%；而「非常滿意」次之占29.73%；「尚可」

占8.11%；另感到「不滿意」占2.70%。 

 

 百分比 

非常滿意 29.73% 

滿意 59.46% 

尚可 8.11% 

不滿意 2.70%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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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他校校友比較下，本校畢業校友表現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本校校友在「與他校校友比較」上的評價

以「優秀」居多，占整體55%；而「非常優秀」次之占25%；；「普通」

占18%；另有2%的公司感到「非常遜色」。 

 

 百分比 

非常優秀 36.49% 

優秀 52.70% 

普通 8.11% 

較遜色 1.35% 

非常遜色 1.35%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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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供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意願 

從調查結果發現，公司對於是否願意提供本校學生企業實習或職場體

驗機會以「非常樂意」居多，占整體46%；而「可以考慮」次之占44%；

另有10%的公司表示「不願意」。而後續預計留用比例上以「暫無法

估計」最多，占整體47%。 

(一) 提供實習或職場體驗機會意願 

 

 百分比 

非常樂意 50.00% 

可以考慮 36.49% 

不願意 13.51% 

總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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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計留用比例 

 

 百分比 

預計留用 76%-100% 11.11% 

預計留用 51%─75% 3.18% 

預計留用 26%-50% 7.94% 

預計留用比例暫無法估計 77.78% 

合計 100.00% 
 

 

七、 對於本校培育學生的相關意見與建議  

本項目為開放式問卷，由公司自由填答，共計有6家公司提供意見，

相關建議如下。  

1 跟業界脫軌、沒有職業意識可以再加強這些部分 

2 加強對話邏輯溝通 

3 外語能力 

4 加強空間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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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望系上可以開有關如何當老師與教兒童音樂部分的知識的課

程，也希望可以開有關如何在職場上的態度、教學上的態度等等

的講座 

6 
對於有教學經驗，但不代表對上課的流程，說話速度等等就有一

定的教學經驗，需懷有有待學習的態度繼續學習 

7 學習經驗不錯、個人態度可稍微再注意 

 

八、 歷年比較  

將「專業能力及工作表現」、「工作態度」及「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

3大面向，雇主最重視的3項目僱用因素進行三年的情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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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論與建議 

  本次調查係透過網路問卷及電訪方式，邀請本年度曾僱用本校畢

業校友之企業主網路線上或紙本填答，調查期間為2017年2月至12

月止，回收問卷共計75份，其受訪對象包括負責人、總監、主管、

經理及部門管理人員等，受訪產業以藝文與影音傳播類及教育與訓練

類居多，另也含括了行銷與銷售類等行業。 

    在專業能力與工作表現上，雇主首重「解決問題能力」、次重「創

新能力」、再次之為「工作執行能力」，滿意度以「專業領域(外語)

語言能力」最低，其中「專業知識與技能」與往年相較高出12.49%，

表現最好；而在工作態度上，雇主首重「持續學習」、次重「工作配

合度」、再次之為「主動積極」，此三項之滿意度均較往年提升；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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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上，雇主首重「溝通表達能力」、次重「團隊

合作能力」、再次之為「人際互動能力」，其滿意度在「溝通表達能力」

及「人際互動能力」均較往年提升，而在「團隊合作能力」則下降

9.27%。 

      從本次調查中發現，本校學生在「專業知識與技能」、「執行能力」、

「藝術及審美素養」、「獨立作業能力及「配合度」表現最好，滿意度

達80%以上，顯示出學校培育學生在專業知識與技能、執行能力、藝

術及審美素養、獨立作業能力及配合度上較受肯定。與去年比較，在

「專業能力與工作表現」方面，「工作執行力」上升了3.79%；「專業

知識與技能」上升了12.49%；「解決問題能力」則增加0.97%；在「工

作態度」方面，「工作配合度」上升了8.08%；「工作責任與紀律」上

升了2.02%；「主動積極」上升了11.02%。而在「人際互動與團隊合

作」方面，「溝通表達能力」上升了15.68%；「人際互動」上升了1.97%；

「團隊合作能力」則下降9.73%。建議學校未來可在課內、外的課程

及活動上多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以協助學生提前適應未來進入

職場所需要的能力。 

    而在雇主僱用優先重視項目上，學生表現較弱的部份分別為「解

決問題能力」、「持續學習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此部份除透過

課程安排加以補強外，也可鼓勵學生多參與社團、校內外競賽展演、

實習打工等方式，在實作環境中學習克服困境、培養彈性思維及提升

團隊合作能力。最後在畢業生資歷上「主修系所」、「專業實習經驗」

及「作品集」是最近3年調查的前3項考量項目，且雇主在建議回饋

上也一再強調職場實務概念與經驗的重要性，故學校可持續推動校內

外專業實習，並鼓勵學生踴躍參與，此外「作品集」也連續三年納入

重要考量因素，故學生在校期間即應將校內外課程、競賽等自我作品

做有效的累積彙整，作為未來推薦自我的重要資源。 

    在雇主對本校畢業校友整體表現方面，從調查結果發現，對於本
校校友在「整體表現」上的評價以「滿意」居多，占整體59.46%；

而「非常滿意」次之占29.73%，滿意以上合計為89.19%，與去年比

較則上升了5%，可見雇主大多數肯定本校校友在職場上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