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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高等教育學生數遽增及國際金融海嘯之影響，大專生就業問題已日益

受到重視。本文以高等教育資料庫「2005學年度大學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

之資料，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後發現：一，就業力之內涵包括就業所

需之一般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及職涯規劃四個核心概念；二，「校

系課程」及「課外經歷」皆對其就業力具有直接的預測效果（分別為0.34及

0.19），且「校系課程」可再透過「課外經歷」對就業力產生間接的預測效果

（0.18）。根據發現結果，本文建議大專校院及其系所需體認其對學生就業力

負有重責大任，且應多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學程及通識課程，並加強

規劃遊學、社團、考取證照及提供工讀或實習機會等輔導措施，以有效協助學

生提升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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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globally financial crisis, the 

ques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graduates becomes more acute than ever. This 

paper takes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 analysis to analyse.

the data collected in “the one year-later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005 university 

graduates.＂Here one finds: (1)Employability is depending on “general 

skills＂,“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skills＂,“professional attitudes＂, and 

“career planning.＂ (2) The prestige of schools (departments), the rigorigity 

of curriculum＂ and the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ffect 

employability. These findings lead to some suggestions: (1) universities and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the question of employability into account; (2) a minor 

or a double major and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3) measures 

such as study tours, students' clubs, relating certificates, part-time or intern 

opportunitie should be promoted or rei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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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台灣高等教育學生數的急遽擴增，以及國際金融海嘯造成全

球經濟不景氣的時代環境背景下，使得大專校院畢業生的就業亦加困難，更

不得不關注大專校院畢業生的就業課題。依據Cheers雜誌公佈「2008最佳大

學指南」時指出，其就全國155所大學校院校長進行問卷調查之結果顯示，

90%大學校長皆認為大學教育該為學生就業問題負責（台灣商務網贏家情報，

2008）。

另依據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6）的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

也提出「提升正式教育過程中的就業力養成教育，強化政府教育投資在就業力

養成之產出效益，讓畢業青年具備足夠就業力」以及「透過評鑑與獎勵提升大

學就業力教育水準，鼓勵大學同步追求教學卓越與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等具

體建議。因此教育部（2009）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09年度修正計畫書

（格式）中，納入建立畢業生資料庫及流向追蹤、畢業生就業情形分析結果、

雇主對學校畢業生滿意度調查、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之措施等就業相關指標做

為審查項目。可見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的課題已成為高等教育政策與經營管

理之重點。

有鑑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內涵尚未獲得有效驗證，且哪些大專校院

學生求學經歷值得進一步發展，以有效提升其就業力亦尚待討論，本文驗證大

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具體內涵，並進一步探討哪些求學經歷將對就業力具有

顯著預測效果，期做為大專校院規劃提升學生就業力及輔導畢業生就業相關措

施之參考。

貳、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之內涵及其關係探討

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內涵

（一）就業力之定義

就業力係指一個人具備能夠獲得工作所需技能的能力，但不必然可以立即

工作或不需要後續訓練。 Cox和King（2006）表示「就業力」不等同於「就

業」（employment），正如「教育」不等同於「訓練」。Hillage和Pollard

（1998）則認為就業力（employability）指能獲得並維持可實踐個人抱負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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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能力。廣義來說，就業力就是讓自己足以邁向勞動市場並透過永續就業以

實踐自我潛能的能力。對個人而言，就業力仰賴於他們所具有的知識、技能和

態度，他們在面對不同僱主及就業環境時能善用及展現這些才能（assets）。

Moreland（2006）表示，就業力意指更能保障工作並能在其所選的職業上成

功的一系列技能、知識和個人態度，以期對他們自己、工作團隊、社會和經濟

有所助益。 Pool和Sewell（2007）也主張就業力指具有一系列技能、知識、職

涯了解及個人態度，以使得個人更能夠選擇及確保他們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並獲

得成功。王如哲（2008）則指出就業力關注的是專業領域的長期生涯發展，甚

至包含培養可轉換至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能力，因此，並非狹隘地只注重大學

畢業生的就業，而是重視大學畢業生的競爭力，即使其所學在勞力市場或職場

上已趨飽和，仍可產生外溢效果而有能力轉移至其他專業領域就業與發展其生

涯。

綜上所述，「就業力」指個人在就業求職時，能夠選擇、獲得及保障工作

並在該職業獲得成功所需要的相關知識、技能、工作態度及職涯了解所具備的

程度。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各層面之內涵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6）於「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指出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具體內涵包括：表達與溝通能力、領導能力、創

新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基礎電腦應用技能、能將理論運用

於實務、擁有專業證照、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外語能力、良好工作態度、學

習意願及可塑性、遵循專業倫理道德、穩定度及抗壓性、對職涯發展充分了解

及規劃、了解產業環境及發展、求職與自我推銷能力等17項就業力技能項目。

然而上述17項就業力技能之間有待進一步歸類，故本文探討有關就業力層

面之相關文獻後，發現Hillage和Pollard（1998）指出就業力的四個層面：1.才

能（assets）：一個人的就業才能是由其知識、技能和態度所組成；2.職涯規

劃（deployment）：包含職涯管理技能、找尋工作的技能、策略方法；3.表達

呈現（presentation）：指能表達或呈現有利於獲得特定工作之相關優勢的技

能（如成就證明、面試技巧、工作經驗等）；4.個人情況和勞動市場的背景因

素：包含個人情況（如家庭背景或身心障礙等）和外部因素（如整體經濟需求

及勞動市場的工作開放度等）兩個部分。

Bennett,  Dunne和Carré（1999）提出高等教育核心技能及一般技能課

程準備模式包括下列五個要素：1.專門學科內容知識（disciplinary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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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2.專門學科技能（disciplinary skills）；3.工作場域的覺察

（workplace awareness）；4.工作經驗（workplace experience）；5.一般技能

（generic skills）。

Pool和Sewell（2007）也主張就業力的關鍵成份為「CareerEDGE」：

即「職涯發展學習」（career  development  learning）、工作及生活經驗

（experience: work & life）、學位學科知識暨理解及技能（degree subject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 skills）、一般技能（generic skills）及情緒智能

（emotional intelligence）五個核心概念。

由上述不同就業力層面的分類可知，就業力大致可整理為「一般能力」、

「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及「職涯規劃」等四個層面之核心概念。以下本

文將依據此分類方式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6）所提出的就業力技能項

目及內涵整理如下：

（一）一般能力：指具備表達與溝通、領導、創新及團隊合作等職場所需

之一般基礎能力的程度。

（二）專業知能：指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術（包括電腦應用及外語等），並

能夠獲得專業證照或受到認可，且能將理論運用於實務，以期順利發掘及解決

實務問題之能力的程度。

（三）專業態度：指具備良好工作態度，遵循專業倫理道德，且有學習意

願及可塑性，並具穩定度及抗壓性的程度。

（四）職涯規劃：指對職涯發展具有充分了解及規劃、了解產業環境及發

展、並具備求職及自我推銷能力的程度。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初探

以下先就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之「校系課程」及「課外經歷」兩部

分探討其與就業力之關係，接著再探討「校系課程」及「課外經歷」之間的關

係。

（一）「校系課程」與就業力之關係

茲分別探討「主修科系」、「輔系、雙主修或學程」、「畢業學校」、

「通識教育」等四個校系課程因素與「就業力」之關係如下：

1.主修科系方面

林芳筠（2008）發現一般大學與技職專校保險系和財務金融系之課程規

劃在一般就業力方面，均著重於學生對未來「職涯規劃」能力；而在專業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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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分，是以培養出「商管專業」能力為主要目標；並發現教師在「工作態度

與合作能力」、「職涯規劃與學習進取」和「專業知識與運用能力」的重視程

度皆高於學生；另外，教師與學生同時認為「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是學生最

應具備的就業力。周育貞（2008）也指出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核心就業力具

備之自信心大致良好，但因為學院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專業能力具備的自信

心大致中等，但因學院別的不同而有差異情形存在。至於張莉足（2008）的研

究則顯示，逢甲大學就讀商學院、資電學院、工學院、理學院、建設學院、人

文社會學院及金融學院等不同學院的學生，其就讀「學院別」與「就業」兩個

變項之間具有顯著關聯。此外，林瑞原（2007）也就不同科系畢業生之就業

機率差異進行探討，並發現就讀經濟系與商科者都明顯地比就讀文科的就業機

率高，但是就讀經濟系者與就讀商科的就業機率相當；就讀法律系、政治系、

社會系以及心理系與就讀文科者的就業機率沒有顯著不同。綜上可知，整體而

言，許多研究結果都支持主修科系（或學院別）與就業力之間具有相關，且主

修科系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因素之一。

2.輔系、雙主修或學程方面

許書銘（2005）指出，學生若修輔系、雙學位，則會因自覺能力較好而

將保留工資調高，且其工作搜尋期間會較短，即在校期間多充實未來工作所需

知識，較容易找到工作，可知輔系、雙學位有助於就業表現。

至於「學程」方面，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學程分為兩種：（1）

「學分學程」：指發給學分證明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2）「學位學程」：指授予學位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

合。李東豪（2009）就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

院及我國大學「學位學程」課程制度分析後發現：（1）美國大學重著於學生

專業與通識之平衡發展，我國較偏向於培養學生實用技術能力為主；（2）美

國主要以學生的學習與輔導為主，我國則偏向於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另，謝

蕙珊（2007）於分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多元「學程」類型與配套措施後也指

出：（1）「拓展專長」為多元學程的最主要特色，其次為就業導向；（2）輔

導學生職業性向探索與生涯規劃為學程開設前最重要的配套措施；（3）在就

業輔導方面，學生認為學校宜透過提供與多元學程相關產業資訊或證照考試訊

息輔導學生就業，並與產業合作提供就業機會。

綜上所述，部分研究尚支持「輔系、雙主修及學程」與就業力存在某種程

度關聯，且輔系、雙主修或學程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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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畢業學校方面

在「畢業學校」與就業力之關係方面，除了各校辦學特色外，也受到學

校類型或學校所在地的影響。如蔡翠娉（2008）即指，五專、二專及私立學

校畢業生之就業力處於劣勢，是未來加強青年就業力培訓的重點。而周育貞

（2008）則表示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核心就業力具備之自信心大致良好，但會

因為學校所在區域的不同而有差異。王淑嬿（2009）的研究顯示不同學校類型

之大學生在受聘能力「硬技能」、「軟技能」、「職涯規劃與信心」三面向都

有差異。李文仁（2007）也指出，進入「公立大學」將在職場上的薪資取得有

較高保障。至於鄭靖國（2005）在研究技專校院學生升學與就業價值觀後，發

現不公私立學校學生在升學與就業價值觀有顯著差異。

綜上可知，許多研究尚支持「畢業學校」與就業力存在某種程度關聯，且

畢業學校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因素之一。

4.通識教育方面

曾曉雯（2001）指出有關通識課程之學養，在「知識」方面應把理論與

實際結合起來，以利學生跨領域學習；「價值」學養則應融合於各學科教學

活動，結合認知及實踐層次；「技能」也應多方發展，多訓練學習和研究的方

法和處事能力。詹佩容（2007）也認為技術學院旨在培養中高級專業技術人

力，除兼顧理論與實務外，並注重人格修養、文化陶冶及培養學生正確的職業

道德。另應致力於提升通識教育能力與風氣，檢視自我與學生科技運用與整合

的能力。王齡苡（2002）則表示，不論澳洲推動「能力取向」教育時主張應培

養未來學生的八種能力，或美國勞工部所提未來邁向成功的五大能力，皆不外

乎人際溝通能力、思考解決問題能力與人文素養等，這些能力皆可透過通識教

育加以培養，並發現會計人員認為會計系透過通識教育培育職業道德課程最重

要的有「人際關係與溝通」、「情緒管理」、「職業道德——會計人員」。

綜上所述，許多研究皆顯示「通識教育」旨在培養相關知能及職業道德，

尚屬於就業力內涵，可知通識教育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因素。

（二）「課外經歷」與就業力之關係

以下分析「社團經驗」、「工作經驗」、「遊學經驗」、「證照」等四個

課外經歷因素與「就業力」之關係。

1.社團經驗方面

傅木龍（2000）表示學校須建立輔導學生社團之規章制度，以鼓勵學

生依興趣及需求適切參與社團活動，以豐富學習內涵與強化學習效果，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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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應對進退；進而促使學生培養多方面的興趣與能力。許雅雯（2009）也指

出：（1）參與「服務性」、「學術性」社團大學生其自認具備就業力顯著高

於沒有參與之大學生；（2）參與社團大學生認為自己具備接近「充足」之就

業力；（3）不同社團參與數量、社團參與屬性、社團參與時間、擔任最高

職務、每週參與時數、社團投入程度之大學社團學生其就業力面向有差異；

（4）社團學習經驗中之「領導能力」對就業力有最大解釋力。

綜上可知，「社團經驗」確實是造成大學生就業力差異的因素。

2.工作經驗方面

宋廣英（2009）發現：（1）參加工讀計畫的大專生，能體認優質工讀體

驗可協助個人從工作中學習成長、培養敬業樂業及團隊合作精神，對未來提升

就業力大有幫助；（2）大專生工讀動機對工作表現、提升就業力均有正向影

響，工作表現對提升就業力亦存在正向影響；同時，工讀動機透過工作表現

能提升其就業力。王淑嬿（2009）的研究結果也顯示：（1）有無工讀經驗、

不同工讀年資之大學生在受聘能力「硬技能」、「軟技能」、「職涯規劃與

信心」三面向皆有差異；（2）以「工讀年資」最能預測整體受聘能力及「硬

技能」面向。許雅雯（2009）指出具有校內外實習經驗的參與社團大學生，

在態度責任、開創發展、人際領導三個就業力面向顯著高於無實習經驗者。

李姵築（2007）也表示：（1）工讀經驗、有無參與實習課程等不同背景的受

訪者有顯著差異；畢業生認同實習有助於就業力提升，且以建教合作、實習

制度、加強證照取得的就業教學措施最有助益。（2）受訪者在情緒管理能力

（emotional quotient，EQ）、穩定度及抗壓能力、挫折管理能力（adversity 

quotient, AQ）三項的就業力表現在職場重要程度高但表現優異程度卻較低。

綜上所述，許多研究尚能支持「工作經驗」（含實習）確實是造成就業力

差異的因素之一。

3.遊學經驗方面

林麗生（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參與遊學有助學生增加人生閱歷，視

野更開闊，更獨立自主，並增加自信心與勇氣。且學員經歷遊學過程中安排的

住宿家庭、正式上課和相關活動等，有助培養學生語言智慧、視覺空間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人際關係智慧和自我內省智慧。遊學在既定的安排課程中不僅

教學生英文聽、說、讀、寫、文法，且從活動中教學生興趣、態度、價值和理

想；不僅教既定課程、活動等有形的東西，並且藉不同的環境、氣氛、文化等

改變學生氣質，潛移默化。張淳惠（2005）的研究也發現「遊學」是影響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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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的主要因素。當控制遊學地之影響效果不變時，學生

遊學後，整體英語學習態度、學習英語之情感與行為成份皆有顯著提升。當控

制遊學地之影響效果不變時，學生在遊學後之英語學習成效則顯著降低。可見

遊學才是提升英語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的主因，而非遊學地點。

綜上可知，「遊學經驗」有助於改善學生各種知能（尤其是英語能力）、

態度及價值觀，尚屬於就業力的內涵，可知遊學經驗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

因素。

4.證照方面

廖清輝（2005）的研究發現有78.87﹪的受訪者同意，擁有技術士證會增

加找工作的機會或優勢，有61.08%的受訪者認為具有技術士證會影響工作職

場上的升遷機會；李姵築（2007）的研究也顯示，畢業生認為加強證照的取

得，對就業輔導措施相當有助益。

綜上所述，部分研究結果尚支持「證照」與就業力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關

聯，且「證照」可能是造成就業力差異的因素。

（三）「校系課程」與「課外經歷」之關係

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於求學期間之「課外經歷」（包括社團經驗、工作經

驗、遊學經驗、證照）除由考量個人其興趣、經濟狀況等因素外，也與大專校

院在「校系課程」之制度規劃有關。傅木龍（2000）即指出學生社團是校內學

生依照學校規定申請成立並由個人興趣自由參加的組織；而學校必須建立各種

輔導學生社團之規章與制度，以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性向與需求，適切

的參與社團活動。

宋廣英（2009）指出大專校院學生的工作經驗通常來自工讀、實習及

見習，其中「實習」指學校系所（科）強制有必修或選修之課程且具有學分

或時數規定，據以要求學生須至校外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者；「見習」

則屬志願、學習觀摩性質，非學校系科強制規定。另「工讀」方面，王淑嬿

（2009）則指出教育部於1991年分別函頒「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工讀助學金要

點」及「技專校院學生工讀助學金要點」後，目前各大專校院均依循此二個要

點，擬定工讀辦法來推行校內工讀。另校外工讀方面，大專校院就業輔導單位

也多能提供「刊登工讀資訊」及「提供政府就業服務機構之連結」等服務。

遊學經驗除可由學生自費前往外，大學校院自2007年起可向教育部申請

「獎助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研修計畫（學海飛颺專案）」與

「獎助大學校院選送校內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惜珠專案）」之經

93



第 九 十 四 期

費，以補助及甄選學生赴國外研修，以利學生開拓視野。

證照方面，除許多大專校院皆要求學生應通過英語能力檢定外，游秋怡

（2008）的研究也指出大專校院畢業生在證照取得上出現一般／技職分流的差

異，並以技職體系畢業生取得證照的情形較為普遍。

綜上可知，大專校院畢業生「課外經歷」（包括社團經驗、工作經驗、遊

學經驗、證照）確實某種程度上將受到大專校院在「校系課程」方面的制度規

劃所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理論架構

（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理論架構

本文將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內涵界定為二階測量模式進行分析，其分

析架構如圖1所示。各變項間之關係界定如下：

1.「一般能力（η1）」為一階潛在變項，可由表達溝通（Y1）、領導

能力（Y2）、創新能力（Y3）、團隊合作（Y4）四個觀察變項加以測量。

2.「專業知能（η2）」為一階潛在變項，可由知識技術（Y5）、電腦

應用（Y6）、理論運用（Y7）、專業認可（Y8）、問題解決（Y9）、外語能

力（Y10）六個觀察變項加以測量。

3.「專業態度（η3）」為一階潛在變項，可由態度良好（Y11）、願意

學習（Y12）、專業倫理（Y13）、具可塑性（Y14）、穩定抗壓（Y15）五個觀

察變項加以測量。

4.「職涯規劃（η4）」為一階潛在變項，可由職涯發展（Y16）、了解

產業（Y17）、自我行銷（Y18）三個觀察變項加以測量。

5.「就業力（ξ1）」為二階潛在變項，由「一般能力（η1）」、「專

業知能（η2）」、「專業態度（η3）」及「職涯規劃（η4）」四個一階潛在

變項加以測量；另前述四個一階潛在變項彼此呈直交狀態而無相關。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理論架構

本文將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界定為廣義結構方程模式進

行分析，其分析架構如圖2所示。各變項間之關係界定如下：

1.潛在自變項「校系課程（ξ 1）」可由主修科系（X1）、輔系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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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畢業學校（X3）、通識教育（X4）四項觀察自變項加以測量。

2.潛在依變項「課外經歷（η 1）」可由社團經驗（Y1）、工作經驗

（Y2）、遊學經驗（Y3）、證照（Y4）四項觀察依變項加以測量。

圖1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架構圖

3 .潛在依變項「就業力（η 2）」係以一般能力（Y 5）、專業知能

（Y6）、專業態度（Y7）、職涯規劃（Y8）四個組合變項做為觀察依變項並

加以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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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所稱求學經歷包括校系課程及課外經歷兩個主要構念。而潛在自

變項「校系課程（ξ1）」分別對「課外經歷（η1）」及「就業力（η2）」

兩個潛在依變項具有直接效果（分別為γ1和γ2）；但潛在依變項「課外經歷

（η1）」也同時對潛在依變項「就業力（η2）」具有直接效果（即β1）。換

言之，「課外經歷（η1）」具有中介變項的角色。

圖2　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架構圖

二、資料來源

台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之使用已相當普遍，目前計有26篇國內外期刊

專書論文、16篇國際會議論文、40篇國內會議論文之研究成果正式對外發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10）。本文使用資料係採自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8年於台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釋出

之「2005學年度大學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資料，該調查旨在了解2005學年

度全國大專校院畢業學生在畢業後一年（即2006學年度）之流向情形，並探

討大學生在校時之經驗與畢業後生涯發展之關係，期提供未來改進大學教育及

培育社會所需人才之相關依據。該研究母群體為158所大專校院、26萬2,743位

應屆畢業生，調查施測期間為2007年六月份起至2008年二月份中旬止，並以

網路問卷形式為主進行普查，總計回收問卷共8萬8,694份，回收率33.76％。

惟本文旨在探討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之關係，復由於就業力相關

問卷題目係以已就業之大專校院畢業生做為調查對象（未就業者填「無需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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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本文刪除未就業及少數有遺漏值之樣本後，計以3萬7,800份問卷結果

做為有效樣本，且前揭樣本將分割為建模樣本1萬8,900份及驗證樣本1萬8,900

份，前者做為模式建構及參數估計之用，後者則做為交叉驗證之用。

三、變項界定與測量

本文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8）於台灣高等教育

整合資料庫所釋出「2005學年度大學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之題目做為觀察變

項，並將各題視為測量不同意見程度之次序變項。茲分別說明本文兩個模式之

變項界定及測量如下：

（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方面

本文採用上述調查問卷第21題有關具備職場所需能力、態度與信心之相

關題目做為觀察變項，各題皆為充分具備（4分）、具備（3分）、未具備（2

分）、完全未具備（1分）等四種選項之觀察變項。至於該問卷的各個題目所

分別隸屬之「一般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職涯規劃」四個

層面則界定為一階潛在變項；並由前述四個一階潛在變項做為測量二階潛在

變項「就業力」之依據。有關本模式各變項之符號、簡稱及內容整理如表1所

示。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之關係方面

本文以廣義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之關係：

1.「求學經歷」方面（包括校系課程、課外經歷兩個主要構念）係採用上述調

查問卷第20題有關各項學經歷對於找工作或創業的幫助程度之相關題目做為觀

察變項，其各題皆整理為極有幫助（4分）、頗有幫助（3分）、略有幫助（2

分）、無此經驗/毫無幫助（1分）等四種選項；「校系課程」層面將界定為潛

在自變項，至於「課外經歷」層面則因受到校系課程之直接效果而界定為潛在

依變項 （但也因「課外經歷」同時可能再對「就業力」有直接效果而具中介

變項性質）；2.至於「就業力」方面，假使前述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

二階測量模式能獲得有效驗證，將可由一般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及職

涯規劃四個組合變項做為觀察依變項，並據以測量「就業力」之構念；林清山

（1992）指出中位數適用於表示次序變項之集中情形的集中量數，故本文藉

由調查問卷第21題有關具備職場所需能力、態度與信心之相關題目（觀察變

項），以中位數分別求出一般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及職涯規劃四個組合

變項數值。有關本模式各變項之符號、簡稱及內容整理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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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就業力內涵之各變項符號、簡稱及內容一覽表

符號 變項簡稱 各層面或問卷題目之內容 變項屬性

ξ1 就業力 「就業力」構念 二階潛在變項

η1 一般能力 「職場所需的一般能力」層面 一階潛在變項

Y1 表達溝通 表達及溝通能力 觀察變項

Y2 領導能力 領導能力 觀察變項

Y3 創新能力 創新能力 觀察變項

Y4 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能力 觀察變項

η2 專業知能 「職場所需的專業能力」層面 一階潛在變項

Y5 知識技術 專業知識與技術 觀察變項

Y6 電腦應用 基礎電腦應用技能 觀察變項

Y7 理論運用 將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的能力 觀察變項

Y8 專業認可 專業證照或相關能力 觀察變項

Y9 問題解決 發掘及解決工作中所遭遇問題的能力 觀察變項

Y10 外語能力 外語能力 觀察變項

η3 專業態度 「專業態度」層面 一階潛在變項

Y11 態度良好
良好的工作態度（如時間管理、責任感、遵

守紀律、自律等）

觀察變項

Y12 願意學習 強烈的學習意願 觀察變項

Y13 專業倫理 具有專業倫理與道德 觀察變項

Y14 具可塑性 高度可塑性 觀察變項

Y15 穩定抗壓 穩定度或抗壓性 觀察變項

η4 職涯規劃 「職涯規劃與信心」層面 一階潛在變項

Y16 職涯發展 對自己的職涯發展有充分的了解及規劃 觀察變項

Y17 了解產業 了解有關的產業環境與發展情形 觀察變項

Y18 自我行銷 具有求職及推銷自己的能力 觀察變項

表2　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變項符號、簡稱及內容一覽表

符號 變項簡稱 各層面或問卷題目之內容 變項屬性

ξ1 校系課程 「校系課程」層面 潛在自變項

X1 主修科系 主修科系 觀察自變項

X2 輔系雙修 輔系、雙學位、學程 觀察自變項

X3 畢業學校 畢業學校 觀察自變項

X4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觀察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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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1 課外經歷 「課外經歷」層面
潛在依變項

（屬中介變項）

Y1 社團經驗 社團經驗 觀察依變項

Y2 工作經驗 相關工作經驗（如打工） 觀察依變項

Y3 遊學經驗 遊學經驗（如交換學生） 觀察依變項

Y4 證照 證照 觀察依變項

η2 就業力 「就業力」構念 潛在依變項

Y5 一般能力 一般能力（組合變項） 觀察依變項

Y6 專業知能 專業知能（組合變項） 觀察依變項

Y7 專業態度 專業態度（組合變項） 觀察依變項

Y8 職涯規劃 職涯規劃（組合變項） 觀察依變項

四、資料處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8）於台灣高等教育整合

資料庫釋出「2005學年度大學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之資料，本文將以次序

變項進行處理並計算出其多分差相關係數矩陣及漸進共變數矩陣（余民寧，

2006），接著以LISREL（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8.72套裝統計軟體分別

進行「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及「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

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兩個模式之參數估計、適配度考驗與信

效度分析，並以.05作為統計顯著水準；本文將以不受多元常態性假設限制的

GWLS法（gener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進行參數估計（余民寧，2006；

黃芳銘，2004）。

肆、研究結果

由於本文所建構的兩個模式皆須在理論模式和實際樣本資料達到良好適配

並有合理信、效度前提下才能進一步針對模式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故兩模

式將分別依序討論其模式適配度考驗、信效度、以及模式參數估計結果。

表2　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變項符號、簡稱及內容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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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

（一）模式適配度考驗

本文參採黃芳銘（2004）的做法，探討其模式適配度如下：1.絕對適配

指標方面：其GFI＝0.99、AGFI＝0.99，此兩個指標皆大於0.90的標準；且

RMSEA＝0.041而屬於良好的適配（RMSEA≦0.05）（余民寧，2006；黃芳

銘，2004），可知整體而言，該理論模式與所蒐集到的樣本資料間的適配程度

相當良好。2.相對適配指標方面：NFI＝0.91、CFI＝0.91、IFI＝0.91，此三個

指標皆大於0.90的標準（余民寧，2006；黃芳銘，2004），可見本模式相對地

比其他模式適配情形更好。3.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0.78、PGFI＝0.76，

此兩項指標皆大於0.50的標準；且CN=762.51亦已大於200之標準（余民寧，

2006；黃芳銘，2004），顯示本模式能以精簡的變項數有效反映變項間的關

係。綜上可知，本模式在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及簡效適配指標方面皆

達良好適配，可見本模式可被接受。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1.信度

（1）個別觀察變項的信度：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

測量模式中各觀察變項之R2值已整理如表3所示。Jöreskog &Sörbom等人認為

個別觀察變項信度（R2）大於0.20，就表示個別觀察變項具有信度（引自黃

芳銘，2004）。由表3可知，各觀察變項的R2值介於0.45-0.85之間，皆已大於

0.20，可見本文之個別觀察變項信度尚屬良好。

表3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個別觀察變項信度分析

一般能力(η1)
之觀察變項

R2 專業知能(η2)
之觀察變項

R2 專業態度(η3)
之觀察變項

R2 職涯規劃(η4)
之觀察變項

R2

表達溝通 0.81 知識技術 0.79 態度良好 0.72 職涯發展 0.81

領導能力 0.77 電腦應用 0.54 願意學習 0.76 了解產業 0.82

創新能力 0.74 理論運用 0.76 專業倫理 0.67 自我行銷 0.85

團隊合作 0.68 專業認可 0.61 具可塑性 0.82

問題解決 0.83 穩定抗壓 0.76

外語能力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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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依組合信度（R C）之計算公式R C＝

（Σλ）2／[（Σλ）2+Σθ]，可求出「一般能力（η1）」的R（η1）＝0.923、

「專業知能（η2）」的R（η2） ＝0.921、「專業態度（η3）」的R（η3）＝0.936 

「職涯規劃（η4）」的R（η4）＝0.935，顯示各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皆大於

0.60的標準（引自吳明隆，2006），可見本模式潛在變項之各觀察變項之間具

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2.效度

（1）聚合效度：依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VC）之計算公式

VC＝（Σλ2）／[（Σλ2）+Σθ]（王保進，2004），可求出「一般能力

（η1）」的VC（η1）＝0.751、「專業知能（η2）」的VC（η2） ＝0.663、「專業

態度（η3）」的VC（η3）＝0.745 、「職涯規劃（η4）」的VC（η4）＝0.827，可

知四項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大於0.50的標準（吳明隆，2006），故知

潛在變項受到其觀察變項所貢獻的量確實比誤差所貢獻的量還大，可見本模式

具有聚合效度。

（2）交叉驗證效度：本文以1萬8,900個建模樣本及1萬8,900個驗證

樣本等兩組樣本進行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在嚴謹複核策

略及寬鬆複核策略之間的MFFχ2差異顯著性檢定（如表4），結果發現驗證樣

本在兩種複核策略之MFFχ2差異為6.63，小於χ2
.95（22）的臨界值33.924，顯示

其差異未達顯著，可見本模式具交叉驗證效度（又稱複核效度），即模式具有

跨樣本的有效性及穩定性（黃芳銘，2004）。

表4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交叉驗證策略適配評估表

整體模式適配 驗證樣本

MFFχ2

（df）
△MFFχ2

（df）
貢獻χ2值
（df）

△貢獻χ2值

（df）
%

嚴謹複核

策略

8,591.75
（298）

12.33（22）

4,325.35
（298） 6.63

（22）

50.34

寬鬆複核

策略

8,579.42
（276）

4,318.72
（276）

50.34

χ2
..95（22） = 3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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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本模式已具備良好信、效度，既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

性，也顯示各觀察變項皆足以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故可知大專校院畢業

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是可被接受，並據以進行模式分析。

（三）模式參數估計結果

鑑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適配情形良好且信、效度

亦佳，本文爰以其模式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詳如圖3所示。由圖3可知：

圖3　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測量模式路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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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的構念內涵，可由一般能力（0.95）、專

業知能（0.96）、專業態度（0.90）及職涯規劃（0.91）四個核心概念加以有

效測量。

2.「一般能力」的概念，可由表達溝通（0.90）、領導能力（0.88）、

創新能力（0.86）、團隊合作（0.83）四項觀察自變項加以有效測量。

3.「專業知能」的概念，可由知識技術（0.89）、電腦應用（0.74）、

理論運用（0 . 8 7）、專業認可（0 . 7 8）、問題解決（0 . 9 1）、外語能力

（0.67）六個觀察自變項加以有效測量。

4.「專業態度」的概念，可由態度良好（0.85）、願意學習（0.87）、

專業倫理（0.82）、具可塑性（0.90）、穩定抗壓（0.87）五個觀察自變項加

以有效測量。

5.「職涯規劃」的概念，可由職涯發展（0.90）、瞭解產業（0.91）、

自我行銷（0.92）三個觀察自變項加以有效測量。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一）模式適配度考驗

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

方面，本文參採黃芳銘（2004）的做法探討其模式適配度如下：1.絕對適

配指標方面：GFI＝0.98、AGFI＝0.98，此兩個指標皆大於0.90的標準；且

RMSEA=0.066而屬於不錯的適配（0.05<RMSEA≦0.08）（余民寧，2006；

黃芳銘，2004），可知整體而言該理論模式與所蒐集到的樣本資料之間的適配

程度相當良好；2.相對適配指標方面： NFI＝0.92、CFI＝0.92、IFI＝0.92，此

三個指標皆大於0.90的標準（余民寧，2006；黃芳銘，2004），可見本模式相

對之下比其他模式適配情形更好；3.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0.71、PGFI＝

0.64，兩項指標皆大於0.50的標準；且CN=342.56已大於200之標準（余民寧，

2006；黃芳銘，2004），顯示本模式能以精簡的變項數來有效反映出變項間

的關係。綜上可知，本模式在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及簡效適配指標方

面，皆達良好適配，可見本模式可被接受。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1.信度

（1）個別觀察變項的信度：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之二階

測量模式中各觀察變項之R2值已整理如表5所示。Jöreskog & Sörbom等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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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觀察變項信度（R2）只要大於0.20，就表示個別觀察變項具有信度（引自

黃芳銘，2004）。而由表5可知，各觀察變項的R2值介於0.44-0.81之間，皆已

大於0.20，可見本文之個別觀察變項信度尚屬良好。

表5　 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個別觀察變項信

度分析

校系課程(ξ1)
之觀察變項

R2 課外經歷(η1)
之觀察變項

R2 就業力(η2)
之觀察變項

R2

主修科系 0.54 社團經驗 0.65 一般能力 0.71

輔系雙修 0.81 工作經驗 0.45 專業知能 0.79

畢業學校 0.63 遊學經驗 0.71 專業態度 0.44

通識教育 0.64 證　　照 0.59 職涯規劃 0.69

（2）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依組合信度（R C）之計算公式R C＝

（Σλ）2／[（Σλ）2+Σθ]，可求出「校系課程（ξ1）」的R（ξ1）＝0.883、

「課外經歷（η1）」的R（η1）＝0.856、「就業力（η2）」的R（η2）＝0.883，

顯示各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皆大於0.60的標準（引自吳明隆，2006），可見本

模式潛在變項之各觀察變項之間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2.效度

（1）聚合效度：依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VC）之計算公式

VC＝（Σλ2）／[（Σλ2）+Σθ]（王保進，2004），可求出「校系課程

（ξ1）」的VC（ξ1）＝0.655、「課外經歷（η1）」的VC（η1） ＝0.600、「就

業力（η2）」的VC（η2）＝0.657，可知三項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大於

0.50的標準（吳明隆，2006），故知潛在變項受到其觀察變項所貢獻的量確實

比誤差所貢獻的量還大，可見本模式具有聚合效度。

（2）交叉驗證效度：本文以1萬8,900個建模樣本及1萬8,900個驗證

樣本等兩組樣本進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

在嚴謹複核策略及寬鬆複核策略之間的MFFχ2差異顯著性檢定（如表6），結

果發現驗證樣本在兩種複核策略之MFFχ2差異為6.79，小於χ2
.95（15）的臨界值

24.996，顯示其差異未達顯著，可見本模式具交叉驗證效度，即模式具有跨樣

本的有效性及穩定性（黃芳銘，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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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交叉驗證策略適

配評估表

整體模式適配 驗證樣本

MFFχ2

（df）
△MFFχ2

（df）
貢獻χ2值

（df）
△貢獻χ2值

（df）
%

嚴謹複製

策略　　

8,432.48
（127） 13.05

（15）

4,139.54
（127） 6.79

（15）

49.09

寬鬆複製

策略　　

8,419.43
（112）

4,132.75
（112）

49.09

  　χ2
..95（15） = 24.996

由上可知，本模式已具備良好信、效度，可知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

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是可被接受並據以進行模式分析。

（三）模式參數估計結果

鑑於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適配情形良好

且信效度亦佳，本文以其模式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如圖4所示。

圖4　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與就業力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路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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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圖4可獲得如下發現：

1.「校系課程（ξ1）」、「課外經歷（η1）」與「就業力（η2）」

關係

（1）潛在自變項「校系課程（ξ1）」不僅對潛在依變項「就業力

（η2）」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γ2=0.34）；且「校系課程（ξ1）」亦同時

透過中介變項「課外經歷（η1）」對「就業力（η2）」產生顯著的間接效果

（0.93�0.19=0.18）；故可知「校系課程（ξ1）」對「就業力（η2）」之總

效果為0.52 （即0.34+0.18=0.52）。

（2）潛在依變項「課外經歷（η1）」同時也對潛在依變項「就業力

（η2）」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1=0.19）。

（3）另「校系課程（ξ1）」及「課外經歷（η1）」兩個求學經歷

的潛在變項之間，確實存在「校系課程（ξ1）」對「課外經歷（η1）」具有

顯著的直接效果（γ1 =0.93）關係。可見大專校院及其系所對於制度或課程設

計若能做好規劃，將對學生課外經歷（如發展系學會或各種社團、提供工讀或

實習經驗、獎補助遊學、輔導考證照等）之發展有明顯助益。

2.求學經歷各觀察自變項對於「就業力」之總效果如下：

（1）校系課程方面：各變項對「就業力」之總效果依序如下：「輔

系雙修」為0.47 （=0.90�0.34+0.90�0.93�0.19）、「通識教育」為0.41（=0.8

0�0.34+0.80�0.93�0.19）、「畢業學校」為0.41（=0.79�0.34+0.79�0.93�0.19）

、「主修科系」為0.38 （=0.74�0.34+0.74�0.93�0.19）。

（2）課外經歷方面：各變項對「就業力」之總效果依序如下：「遊

學經驗」為0.16 （=0.84�0.19）、「社團經驗」為0.15 （=0.81�0.19）、「證

照」為0.15 （=0.77�0.19）、「工作經驗」為0.13 （=0.67�0.19）。

3.潛在自變項「校系課程（ξ1）」可由主修科系（0.74）、輔系雙修

（0.90）、畢業學校（0.79）及通識教育（0.80）四個觀察自變項加以有效測

量。

4.潛在依變項「課外經歷（η1）」（具中介變項性質）可由社團經驗

（0.81）、工作經驗（0.67）、遊學經驗（0.84）及證照（0.77）四個觀察依

變項有效測量。

5.潛在依變項「就業力（η 2）」可由一般能力（0.84）、專業知能

（0.89）、專業態度（0.66）及職涯規劃（0.83）四個組合變項做為觀察依變

項並有效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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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內涵，經二階測量模式驗證後確認其主

要包括就業所需之一般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職涯規劃四個核心概念。

1.一般能力：指具備表達與溝通、領導、創新及團隊合作等職場所需之

一般基礎能力的程度。

2.專業知能：指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術（包括電腦應用及外語等），並能

夠獲得專業證照或受到認可，且能將理論運用於實務，以期順利發掘及解決實

務問題之能力的程度。

3.專業態度：指具備良好工作態度，遵循專業倫理道德，且有學習意願

及可塑性，並具穩定度及抗壓性的程度。

4.職涯規劃：指對職涯發展具有充分瞭解及規劃、瞭解產業環境及發

展、並具備求職及自我推銷能力的程度。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求學經歷對「就業力」之預測效果

1.整體而言，大專校院畢業生之「校系課程」及「課外經歷」皆對就業

力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分別為0.34及0.19），可見畢業生受到「校系課程」

及「課外經歷」的助益越大，其就業力也就會越好；且同時「校系課程」也可

透過「課外經歷」對就業力產生間接效果（0.18）。因此，不僅大專校院及系

所本身在師資、設備或課程方面的努力可對其畢業生就業力產生直接助益，同

時也可藉由各種輔導暨強化學生課外經歷等措施（如發展系學會或各種社團、

提供工讀或實習經驗、獎補助遊學、輔導考證照等）間接改善畢業生就業力。

2.至於各項求學經歷對於「就業力」之預測效果如下：

（1）校系課程方面：大專校院畢業生之「主修科系」、「輔系雙

修」、「畢業學校」、「通識教育」皆對其就業力具有顯著預測效果，即畢業

生受到主修科系、輔系及雙主修暨學程、畢業學校、通識教育的助益越大，則

其就業力也就會越好。其中以「輔系雙修」（0.47）對就業力之總效果最大，

其次依序為通識教育（0.41）、畢業學校（0.41）及主修科系（0.38）。

（2）課外經歷方面：大專校院畢業生之「社團經驗」、「工作經

驗」、「遊學經驗」、「證照」皆對其就業力具有顯著預測效果，亦即畢業生

受到社團經驗、工作經驗、遊學經驗、證照的助益越大，則其就業力也就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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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中以「遊學經驗」（0.16）對就業力之效果最大，其次依序為社團經驗

（0.15）、證照（0.15）及工作經驗（0.13）。

二、建議

本文提出之具體建議如下：

（一）「校系課程」是決定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重要關鍵，大專校院

及其系所應體認其對畢業生就業力負有重責大任

本文發現，「校系課程」層面（包括主修科系、輔系及雙主修暨學程、畢

業學校、通識教育）對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預測效果最大，可見大專校

院確實肩負提升畢業生就業力之重責大任。諸如教育部高教司所推動「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這類鼓勵學校及系所改善其教學成果的高等教育政策，應積

極持續推動，並加強系所課程與實務的連結、強化就業輔導課程規劃及畢業生

就業追蹤等措施。

（二）大專校院應多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及跨領域學程」，並加

強於通識教育增設就業相關課程，以促進學生就業能力

在所有校系課程層面的各項求學經歷中，以「輔系、雙主修及跨領域學

程」對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總效果最大，可見藉由強化「輔系、雙主修

及跨領域學程」之相關輔導措施（例如適度放寬大專校院學生選擇輔系、雙主

修及跨領域學程之名額及條件限制並加強宣導等），確有助於協助學生積極開

拓第二專長，並提升其就業競爭力。另由於通識教育對就業力也有顯著助益，

故宜於通識課程中增設就業相關課程，以期更有效地發揮提升就業力之效果。

（三）大專校院可持續規劃輔導學生「至國外遊學」、「參加社團」、

「報考專業證照」及「提供工讀或實習機會」之相關措施，以提升其就業力

由於大專校院及系所可透過協助學生增加「課外經歷」（包括遊學經驗、

社團經驗、證照取得及工作經驗等），來間接改善其就業力，故本文建議大專

校院及系所可積極規劃輔導學生至國外遊學、活絡社團風氣（如成立系學會或

各種社團並補助經費）、輔導報考專業證照、提供工讀或實習機會之相關措

施，並加強各項宣導作為，以幫助學生提升其就業力表現。

（四）「工作經驗」對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力之效果相對不如其他求學

經歷，建議大專校院學生打工前應審慎考量

「工作經驗」雖對提升大專校院學生就業力具有部分顯著效果，但卻不如

其他求學經歷來。因此，當大專校院學生無經濟負擔、或該工作經驗與個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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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職涯規劃無關時，較不宜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畢竟學業及工作往往難以兼

顧，倒不如好好加強在校課業學習或其他課外經歷，對於未來就業競爭力之提

升可能會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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