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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青年職涯需求調查研究

以臺灣師範大學為例

吳淑禎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摘要

我國於 1994年開放師資埠育，屆主動多元的師資培育管道，又進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趨

勢，促使師範校院必須轉型。因此，本研究昌在調查轉型的師範大學學生職涯需求及其期待

的服務內容、時間以及就業訊息接收意願。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為研究對象，依定額抽樣，每~抽取 100名學生，共計發放4105份問卷，回收3618份問

卷，合計有效回收率為88.14%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自我探索、職涯資訊、職涯準備以

及整體職涯需求，皆有中等程度以上的需求。其次，研究發現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前述各

項職涯需求表現達顯著差異。另外，就學生對職涯需求的服務內容來看，以「校外實習」的

人數最多，其次是「校外見習(參訪) J '第三則是「各式職涯講座」。至於學生期待的職

涯服務時間，則以「與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結合」為最多，其次是「班會 J '第三是「寒暑

假時間 J '其他依序是「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晚上 (6 : 00-9 : 00) J 以及「學期間週一至

過五的中午(12 : 00-14 : 00) J 。最後，在就業訊息的提供方面，高達57.57% (N=2083)

的學生願意提供email給職涯輔導單位，以利收到職涯相關訊息。本研究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

建議作為後續職涯輔導之參考。

關鍵詞:師資生、工作價值觀、生涯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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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aiwan in 1994, teacher

education was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normal universities, but open to al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is diversified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drastic declining birth rate

in Taiwan, the shifts in the mission and vision of normal wliversities were urgent and inevitable. As

戶口 of the reformation project, this s仙dy aimed to investigate college youths' career needs and to

explore their anticipated career servic郎， available time slots for the services and the will to receive

career informa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st student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 Student sample was obtained by quota sampling. Of the 4105

surveys distributed, a total of 3618 usable surveys were returned, providing an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88.14%.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ubjects repo叫“ moderate to high career needs, including the

needs for self-exploration, career information , career preparation and the total needs. Further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el已exploration， career information, and career preparation factors

were observed amo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Regarding subjects' anticipated career services, the

main items were “ practical training and internships" ,“off-campus visits" , and “diversified

career lectures." As to subjects' preferred time slot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career services,

included: “ infusing the career services into curriculum" ,“class meeting time" , and “ summer

or winter vocation" , the other time slots favored by subjects were “weekday evenings (18:

00-21 : 00)" and “ weekday noons (12: 00-14 : 00) " . Last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bjects were willing to leave their email addresses to receive career-related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urther suggestions with reference to career guidance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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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我國於 1994年公布施行「師資培育

法 J '將師資培育政策從過去的一元化、計

畫性、公費制轉變成為多元化、儲備性、自

費制、甄選制(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

2011 )。此一制度的變革，正式宣告師資培

育，邁入多元競爭時代，培育師資不再只是

傳統師範教育體系的專屬權責，其他設有師

資培育中心的大學，也可以進行師資培育，

促使師範校院必須轉型，重新思考定位與功

能，尤其必須協助學生瞭解「教職」不是其

惟一生涯抉擇甚至拓展「教職」的定義於學

校以外的教育訓練機構或社教單位，亦即師

範校院不再只是師資培育的高等教育機構，

它同時也是社會各行各業的人才培育場所。

尤其近年因產業結構變化以及金融海

嘯對全球景氣造成強大衝擊，使得高等教育

無法以畢業文憑確保學生擁有足夠的就業

力，導致許多國家將學生的就業力納入高等

教育的改革政策，而且規劃各式生涯管理技

能以及生涯轉銜方案，以提升學生的就業力

(Bridgstock, 2009 ; Moreau & Leatbwood ,

2006 ; Tomlinson, 2007;Yan, Goubeaud, Fry,

2005)。在此同時，國內也因為大學及學院

急速擴增，加上產業環境變化，造成我國大

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逐年升高，產生高學歷高

失業率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吳清基、黃嘉

莉、張明文， 2011) 。為能解決大學畢業生

的就業問題，各大學也都積極投入學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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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甚至教育部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

率列為評鑑大學績效的新指標(王如哲，

2008)。這對過去一直以教職為學生職涯輔

導目標的師範校院，更是一大挑戰，除了要

開啟與業界合作交流的機制，同時也要協助

學生探索自己的生涯興趣以及進入職場所需

職能。

此外，少子女化的社會現象，也衝擊

教師職缺編制人數的減少，根據教育部推估

至 105學年度，中等學校編制教師人數則將

減少的，693人，約占15.97% 仔|自鍾德馨，

2007)。顯然市場機制所反應的師資供需出

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而且各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的增設，已使師資人數驟增，自1997年至

2005年核證之高中職以下師資總人數已累積

達108 ，093人，甚至過度擴展的結果，也導致

流浪教師潮現象(周祝瑛， 2003 ;蔡瑞明、

紀金山、熊瑞梅， 2002)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師範大學不論從師

資培育政策變化、少子女化的人口趨勢或是

全球景氣變化等角度，都面臨必須轉型的急

迫性。尤其高等教育所培育學生，也是國家

未來發展的主力，其年齡處於Super ( 1980 )

所指的自我統整階段，對多數的大學生而

言，大學四年極可能是他們這一生最後求學

的階段，他們必需在這四年當中學習到足夠

的專業知識以為日後工作之基礎，而且工作

的特性即是一種自我認同的價值觀與身份。

在此階段裡，他們將之前所得到的概念、融

合自己的興趣與期望，開始嘗試選擇適合的

工作。亦即，此時期是他們將對職業或生

瀝的幻想轉變為試驗與實現的時期(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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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987 ;鄭金謀、邱紹一， 2005 ; Super,

1980) 0 *

因此，師範校院要做好生涯服務工作，

先要從大學青年的職瀝需求出發，才能針對

需求規劃適合的生涯輔導方案。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描述如

下:

(一)瞭解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之職涯需求情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之職涯需求差異。

(三)瞭解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期待的職涯服務

內容。

(四)瞭解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期待的職涯服務

時間。

(五)瞭解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接收就業訊息的

意願。

貳、文獻探討

一、師範大學轉型的背景因

素分析

回顧我國百年來的教育發展，師範學校

自政府遷臺後，承續各級教育發展的需求，

培育無數優秀師資，直至1987年解嚴，高等

教育走向開放多元，帶動師資培育政策的改

變，更促使師範大學面臨轉型(吳清基、黃

嘉莉、張明文， 2012) 。茲就影響師範大學

轉型的背景因素，描述如下:

(一)師資培育政策開放，師資培育人

數還增

我國自從 1994年施行「師資培育法」

後，師資培育制度從「一元、計畫」走向

「多元、儲備 J '師資培育機構以及每年所

培育出的師資數量也迅速擴充。以教育部

九十四年統計為例，除了三所師範大學、八

所教育大學外，設置有師資培育系所之一般

大學有九所;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院

校共有六十五所(引自楊思偉、陳盛賢，

2011 )

各師資培育類別核定招生總人數，從

1995年的9719人一路增加，其中叉以2002年

的20274人為最高峰。男外，公費生政策也

由「公費生為主，自費生為輔」政策轉向

「自費生為主，公費生為輔 J '尊重各師培

學校的特色發展(凌嘉蓮， 2007 ;楊恩偉、

陳盛賢， 2011 )

(二)少子女化趨勢，造成師資供需失衡

多元師資培育管道，使得師資數量迅速

擴充，卻遭遇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變遷，我

國人口的出生數從 1981年的最多人數， 4 1.4

萬人，至1991年32.2萬人，持續下降至 1998

年的27.1 萬人， 2004年的2 1. 6萬人， 2008年

19.8萬人， 2010年 16.6萬人(中華民國統計

資訊網， 2011 )。再以全國各縣市國民小學

應入學人口數來看 99學年219 ， 766人， 100學

年213 ， 806人， 101 學年206 ， 560人， 102學年

203 ， 713人， 104學年 196 ， 526人，整體新生

* 本研究特)iIJ liX謝固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張登奎同學在研究期間協助問卷發放聯絡與資料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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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入學人口變化呈負成長趨勢(教育部，

2009)

過多的師資培育，在正式教師缺額變

少的情況下，出現所謂的「流浪教師」潮，

以 1997年至2005年為例， 1997年度拿到教師

證之準教師有將近80%的就業率，然而到了

2005年度之準教師，卻只剩下10%的就業率

(洪佳琪， 2011)

(三)精緻化教師專業標準

師資培育政策開放，大幅增加師資培

育數量，為能確保教師品質，教育部於2006

年訂定並推動「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J '

提出標準本位師資教育政策，致力師資素質

的全面提升(教育部， 2006) 。此一政策，

企圖建立教師專業標準，強調理想教師圖像

既是經師也是人師，其所需專業包含外顯與

內隱的職能，尤其是教育愛、信任、希望、

接納等內隱特質(林建福， 2001 )。因此，

對於師資生的遴選以及教師專業生涯發展，

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及其職涯適性的輔導

(林幸台， 1989 ; NACE, 1998)

(四)高等教育擴充

臺灣的高等教育在1987年解嚴之前，係

配合經濟發展與維持政治穩定為原則，採取

集權行政控制，由教育部統一規定共同必修

科目、審定科系必修科目，並可由上級指派

公立大學校長。但解嚴之後，高等教育從菁

英階段進入普及教育階段，教育行政體系由

中央集權轉向大學自主(陳伯璋，2005 ;楊

國賜， 1998) 。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帶

來大學校數急速擴增， 1950年時，全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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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大專校院， 1985年時成長為105所，但至

2010學年度，臺灣已有164所大專校院，這

164所大專校院，合計培育1 ， 1 凹，440名大專

學生，其中一般體系大學校院學生為499618

人，占44.64% '技職體系大專校院學生為

619822人，占55.36% 。由此可以得知1985年

至今， 15年之間大學校數快速擴增了59所。

其中，高達2/3學生係由私立大專校院所招

收，反映出私立大專校院在臺灣高等教育所

扮演角色的重要(楊思偉、陳盛賢， 2011 '

頁23 )

二、大學青年的生涯發展任

務與職涯需求

Super ( 1957) 將個體的生涯發展，分為

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與衰退等五個不同

階段，同時強調每個階段有其責任與任務，

其中大學青年即處於探索階段。 Chickering

與Reisser ( 1993)指出處在探索階段的大學

生，其發展任務有七大重點，包括:發展能

力、管理情緒、經由自主發展與人合作互助

的能力、發展成熟的人際關係、建立自我認

同 (identity) 、發展目標、以及發展自我統

合( integrity) ，並經由關係建立，學習如何

表達及管理情緒、如何分享較深度的情感、

如何解決差異以及如何做有意義的承諾，而

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大學生未來職場工作的表

現。 Super ( 1963 )強調生涯抉擇與個人職

涯自我概念具有重要關聯性，其中大學生階

段的職涯發展與自我認同是青年最重要的兩

大任務，若其職瀝壓力愈大，自我認同也相



大學青年職涯需求調查研究一一以臺灣師範大學為例

The Study of College Youths' Career Needs: An Example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士士士

對變低，甚至影響其心理健康 (Shannon'

1983 )

Chang , Chou與Cheng (2007) 援用

Super的生涯階段，定義大學青年的職涯需

求( career Need) 為大學青年在其所處階段

的職涯目標需求 (career goal needs) 、職涯

任務需求(career task needs) 以及職涯挑戰

需求 (career challenge needs) 。換言之，

職涯需求即指個體需要自我瞭解並認識職場

世界，進而決定個人方向，同時作好職涯準

備。

有關大學青年的職涯需求的研究，在近

年陸續可見。諸如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於

委託張德聰等 (2010) 調查2040位在學大專

青年的生涯服務需求，結果發現學生在自我

探索、環境探索、以及生涯準備皆有中度以

上的需求。而此一研究的訪談結果也指出，

學生對工讀與實習機會表達高度的需求。其

次，楊敏英、游萬來與陳斐娟(2005)探討

大學工業設計系學生的生涯需求，結果發現

其需求項目主要有: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

及技能、瞭解主修科系的工作世界、目前所

學與未來就業的關連、實習與就業安置及規

劃生涯及作抉擇等議題。

另外，針對師範大學所進行之職涯需求

調查，則有戴秀如(2005)以過去九所師範

校院改制而成的大學(即現在的教育大學)

之就讀國小師資培育科系1288名大學生為對

象之調查，結果發現「非教職的職界世界

探索」需求程度最高， r教職的職界世界探

索」需求程度最低，其次是「生涯準備」的

需求。

三、不同背景變項大學青年

的職涯需求差異

近年由於國內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大

學青年除了大學生，持續進修的碩、博士班

學生人數也快速增長，突顯以學術為導向的

碩、博學生族群，也有職涯需求。Bridgstock

(2009 )、 LaPidus (1998) 以及Lehker與

Furlong (2006) 表示面對職場的變動，研

究所教育並沒有協助碩士生與博士生做好職

涯準備，尤其高等教育並沒足夠的職缺，致

使博士生必須外求與學術有關的職缺。而

Lehker與Furlong (2006) 也強調學校應協助

這些以學術為導向的學生瞭解全球經濟趨勢

與社會需求。

劉麗微 (2006)與Luzzo (2000) 的研

究皆有提及碩士生與博士生，因己完成大學

學位，選擇更專門的領域進行研究，因而在

傳統的研究常被認定不再有職涯輔導的需

求，然而多數學生卻以進入研究所就讀作為

探素職涯抉擇的方式。尤其博士生尋求職涯

輔導的人數，不斷增加與普及，而探究其職

涯目標，大都想要留在學術機構，但卻沒有

作好教職員角色的準備。然可惰的是，學術

或非學術單位提供的就業職缺，並不如博士

生所預期。

張德聰等 (20 I0) 研究在不同背景變項

大學青年的職涯需求差異時，同時也納入大

學及碩、博學生不同階段的學生為對象，結

果發現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生涯需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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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著差異。其中，女性在自我探索、環境

探索以及生涯準備的需求程度皆高於男性;

而大三與大四學生在生涯抉擇的需求高於

、 T二與博士班學生。其次， Chang 、

Chou 、 Cheng (2007) 將護士職涯分為探

索、建立、維持與分化四個階段，並針對這

些處於不同生涯階段的護士，進行職涯需求

深度訪談，結果發現處於維持期的護士較之

建立期的護士，有更高的生涯目標需求;探

索與分化階段的護士，其生涯挑戰需求叉顯

著高於建立期階段的護士。

命) ，應當也是其中一環，尤其現在大學生

有更多的空間，讓自己思考未來的發展，

相對的對生涯的困惑也多，因而職涯服務

必須更為多元且深入(田秀蘭，2000) 。諸

如， Shannon ( 1983)就強調生濫服務宜將

個人議題與心理健康議題融入其中，而Chen，

Chang，與Yeh (2003a, 2003b) 也表示未能依

據學生需求而規劃的生涯服務，不僅會影響

參與者的態度，同時也會降低其參與生涯服

務活動的意願。

四、職涯服務的方式與內涵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為

對象，包括大學部學生、碩士班、以及博士

班學生。由於母群中大學生與碩、博學生的

人數比例相近，為1. 17比 1 '且施測主要以

系、所為單位，因而決定依定額抽樣，每系

抽取100名學生，於2011年5月先行聯絡各系

所助理，說明施測目的與方法，並在取得受

試系、所學生同意之後，進行問卷發放，共

計發出4105份問卷，回收3 ，618份有效問卷，

有效回收率為88.14% 。

在3618份問卷中，以女性比率為多，古

60.5% (N=2189) 。依學制來看，大學部

人數最多，占67.2% (N=2432) ;其次是

大學時期是自我探索、改變與成長的重 本研究冒在調查轉型的師範大學青年職

要階段，面對獨立、做決定以及角色管理的 涯需求及其期待的服務內容與時間。研究採

挑戰，有些學生可以順利轉換成功，有些學 用問卷調查法。

生則過到轉換的困難(Hinkelman & Luzzo ,
一、研究對象

2007)。鑑於各校學生特性、文化與學校資

源不同，職涯服務方式也相對多元，有的將

職涯發展納入正式課程，列為必修或選修;

有的則著重非正式課程的服務，諸如:工作

坊、團體輔導、個別輔導、資訊提供，包括

電腦輔助與書面資料、校園博覽會等(楊靜

芳， 2011 ;劉麗微2006 ; Folsom & Reardon,

2003; Lehker & Furlong, 2006) 。至於職涯服

務的內涵， Hinkelman與Luzzo (2007) 指出

大學生的生涯發展與他們的自我認同、目標

及人際關連是同時在發生與進行的。因此，

服務內容，已不能僅止於認識自己、認識工

作世界以及作決策或謀職技巧的教導(安

身) ，對生活情趣及生命意義的探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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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J '占29.9% (N=1082) 。就年

級而言， r 一年級」的人數最多，古37.6%

(N=1360) 。依居住地分佈情形來看，

以「北部」最多，占總人數六成以上，達

65.1% (N=2355) ，而「東部及離島」與

「其他地區」最少，皆占1.9% (N=69) 。

就入學方式而言， r 考試入學」是主要管

道，達72.6% (N=2627) 。依各學院的分

布情形來看，以「教育學院」的人數最多，

占25.8% (N=911) ;其次是「理學院」

占 19.3% (N=698) ;第三則是「科技且

院 J '占 15.6% (N=564) 。

39.5

60.5

67.2

29.9

2.9

37.6

28.。

19.9

14.2

.3

65.1

16.9

14.2

1.9
1.9

22.8

72.6

4.6

25.8

15.1

19.32

3.1

15.6

5.3

6.9

3.8

3.1

2.0

(N = 3618)

百分比%

1429

2189

2432

1082

104

1360

1013

720

514

II

2355

611

514

69

69

825

2627

166

933

546

698

112

564

192

250

137

112

74

人數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及離島

其他

甄選入學

考試入學

其他

教育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

音樂學院

管理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學制

性別

年級

院別

居住地

入學方式

表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背景變項

男

女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其他

Sept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93



學術崗女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

張德聰等 (20) 0) 調查的「大專校院暨畢

青年生涯規劃需求問卷」進行「大學青年職

涯需求調查問卷」編製，並將職涯需求定義

為，-大學青年對其自我瞭解、職場探索與

職涯準備的需求程度 J '編製完成的問卷，

先請二位生涯輔導領域專家，針對問卷題目

重要性、適當性以及文字適切性進行審查。

問卷內容設計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份為背

景變項，包括性別、學制、年級、居住地、

單方式與科系，以單選題形式進行勾選;

第二部份為學生的職涯需求，計有35個題

目，以Likert五點量表型式計分，分數愈高代

表職涯需求愈高。反之，則職涯需求愈低;

第三部分是期待職涯服務的內容項目;第四

部分為期待職涯服務的時間，二者皆以複選

題勾選;第五部分則是詢問學生提供email.

以收取職涯服務單位提供職涯訊息的意願，

以單選題形式進行勾選。

本問卷依邱皓政 (2006 )之項目分析與

信度估計方式，透過遺漏檢測、描述統計檢

驗(包括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極

端組比較、同質性檢驗(包括相關檢定、因

素負荷量)等指標，且以未通過任一項指標

標準者予以刪題，作為檢定題項適切度之依

據。

結果顯示本研究量表並無遺漏，而偏

態係數皆在正負1.5之間，居於常態分配結

構。在極端組比較中，乃運用樣本極端組平

94 中等教育第63卷第2期

均數差異檢定，比較極端組在各平均數上是

否達顯著差異，高低分組差異越大，表示題

目越好(邱皓政， 2006) ，結果顯示各題項

的決斷值 (Critical RatioNPCR值)皆達顯著

差異，表示題目能鑑別出不同學生的反應程

度。同質性檢驗中，相關係數為計算每一個

項目與總分的積差相關係數，以評估每一題

目彼此間之相關性，且以低於.3作為刪題標

準，結果發現量表每一題相關值皆高於.3 '

介於.52至.71 之間。

問卷經前述項目分析結果後，進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其中第29題因其題目與第31題

重複，將其刪除;另第 14題與第20題因其題

意已在第) 1題出現，予以刪除;第25題由於

其題意較籠統，將之刪除，最後以31題進行

分析。研究以主軸因子分析萃取因素，並以

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以特徵值須大於) ,

及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大於5為選題標準'共

萃取3個因子，依題項內容特性，分別命名

為，-自我探索 J '意指探索並瞭解個人的

興趣、能力、價值觀、以及生涯信念等特質

與經驗，-職涯資訊 J '意指對學校與職

場所提供的工讀、參訪、實習機會與職場

文化等資訊的瞭解，-職涯準備 J '意指

個人進入職場所需能力、技巧與態度的準

備。共計31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8.81% 。

在Cronbach' s α 信度部份，各分量表依序

為.鈞、 92 、 .92 '全量表信度係數達.96 '

已經符合Robinson ， Shaver與Wrightsman

( 1991 )所建議的 6標準值，顯示本量表之

信、效度良好(請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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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學青年職涯需求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題

題目
因素 可解釋 Cronbach

號 負荷特徵值 變異% α信度

l 瞭解自己在工作上喜歡做什麼(職業興趣) 80 13.87 44.75 93

2 瞭解自己在工作上重視什麼(工作價值觀) 81

3 瞭解自己的個性(人格特質) 79

自 4 瞭解自己在主修科系已習得的能力(專業能力) 72

25 瞭解自己在職場所需一般能力與態度的棚度(共通職能) .71

6 瞭解自己做決定的態度與傾向(決策風格) .74

索 7 瞭解自已對生涯發展所抱持的觀點與想法(生置信念) .74

8 瞭解自己目前就讀科系的未來出路、發展趨勢及人力供需 .57

9 瞭解自己目前就讀科系的選課流程、必修及選修學分 58

10 瞭解自己目前就讀科系與國外學校相同性質系所的交流合作 69 2.54 8.19 .92

情形

11 瞭解系上在大學或研究所期間，所規割的質習與就業機會 66

12 瞭解系上在課程規劃與能力養成及未來就業之間的關連性 61

13 瞭解學校所安排的第二專長學習管道 60

職 15 瞭解各種國內外進修管道 69

涯 16 系上師長分享學習、進修與就業準備的方向與經驗 53

資 17 系上學長組回到系上分享學習、進修與就業經驗 46

訊 18 設置校內企業諮詢預約制度，可以直接向企業主管請益 .60

19 提供到企業或機構參訪的機會 .63

20 邀請企業或機構主管到校內進行模擬面試或實質的求才面試 .63

21 提供到國外度假打工或遊學的機會 .63

22 提供到國外參加研討會或進修的機會 67

23 提供各種就業證照考試的輔導與協助 59

24 邀請企業或機構主管到校內進行模擬面試或質質的求才面試 57 1.82 5.87 92

25 提供到國外度假打工或遊學的機會 52

職 26 提供到國外參加研討會或進修的機 .66

涯 27 提供各種就業證照考試的輔導與協助 .69

28 學習職場人際溝通的技巧 .72

準 29 學習職場工作壓力與心理適應的調適技巧 .71

備 30 學習職場工作所需公文撰寫技巧 .74

31 瞭解職場工作倫理與法律常識 .71

32 學習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涯歷程檔案 .66

累積解釋暈 58.84

全量表信度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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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方法
生，皆有職涯需求，且此 結果與張德聰等

本研究以SPSS 19.0版統計套裝進行分

析，依據本研究架構與目的，針對轉型的師

範大學學生職涯需求及其期待的服務內容與

時間，進行描述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

析、信度分析及變異數分析。其中因素分析

與信度分析用以確立研究工真的信、效度，

描述統計包括次數分配、平均數與標準差，

用以描述本研究樣本結構的分布、職涯需求

的描述，而平均數差異檢定( t-test) 與變異

數分析，則作為瞭解各背景變項在主要研究

變項的差異分析，並以LSD法進行變異數分

析達顯著的事後比較。

肆、結果與討論

(2010) 調查在學大專青年的生涯服務需求

相似，二者皆反映大學青年對職涯真有中度

以上的需求，顯示青年在大學的學習過程，

需要學校提供職涯方面的服務。

其次，本研究對象主要為師範大學學

生，過去因選擇師範大學即被視為以教職為

就業方向，因而對於職涯需求較少受到關

注，但本研究調查發現受試者以職涯資訊的

需求最高，此一結果與戴秀女日 (2005 )調查

1288名教育大學生，發現對非教職的職界世

界探索需求程度最高相似，二者皆表達其對

職涯世界的資訊有需求，推測與師資供需失

衡，教職職缺減少，以及學校轉型，不再以

師資培育為主有關，促使師範大學的學生注

意到教職以外的職業資訊探索。

一、大學青年的職涯需求
表3 大學青年職涯需求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本研究受試者在「自我探索」 「職 分量表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體職涯需求」

涯資訊」 「職涯準備」以及全量表即「整

，其平均數介於3.77到 3.9之

自我探索

職涯資訊

3.77

3.90

79

64

備」

間。其中，學生對「職涯資訊」的需求最

高 (M=3.9 ' SD=.64) ，其次是「職涯準

(M=3.86 ' SD=.72) ，再來是全量表

職涯準備

全量表(整體職涯需求)

3.96

3.85

72

63

(M=3.86 ' SD=.63) ，最後是「自我探索」

(M=3.77 ' SD=.79) (請見表3)

由此結果可以得知，研究目的一，所欲

探討大學學生之職涯需求，不論是在自我探

素、職涯資訊、職涯準備以及整體的職涯需

求，皆在中度以上的需求程度，顯示受試學

二、不同背景變項大學青年

之職涯需求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以及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分析「自我探索」需求、「職涯

資訊」需求、「職涯準備」需求以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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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需求」是否因學生背景變項不同而有差

異。其中，學生背景變項包括:性別、且

制、年級、居住地、入學方式以及學院。不

同入學方式的學生其職涯需求並沒有顯著差

異出現 (p>.05) ，但不同性別、學制、年

級、居住地、與學院的學生其職涯需求皆出

現顯著差異(請見表4) 。

其中，性別經獨立樣本t考驗發現， r職

涯資訊」需求 (t=-5.85， p<.O1)與「整體職

涯需求 J (t=-3.3 ，p<.Ol) 之差異達到顯著水

準'女性學生的平均數皆高於男性學生的平

均數，顯示女性學生對「職涯資訊」的需求

與「整體職涯需求」皆高於男性。

而不同學制的學生則在「自我探索」

需求 (F=15.38 ， p<.OI) 、「職涯資訊」需

求 (F=16.34 ， p<.Ol) 、「職涯準備」需求

(F=14.28 ， p<.Ol) 以及「整體職涯需求」

(F=19.07 ，p<.Ol) 皆出現顯著差異。經LSD

事後考驗發現，大學部學生在「自我探

索」、「職涯資訊」、「職瀝準備」以及

「整體職涯需求」皆高於碩士班與博士班學

生的需求。

在居住地方面，排除少數居住其他地

區(諸如僑居地) ，進行圍內不同居住地區

的職涯需求比較，結果發現學生在「職涯資

訊」需求 (F=3.56 ，p<.Ol) 、「職涯準備」需

求 (F=2.77 ， p<.05 )以及「整體職涯需求」

(F=3.12 ,p<.05)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居住

中部地區與東部及離島地區學生在「職涯資

訊」、「職涯準備」以及「整體職涯需求」

顯著高於居住在北部地區的學生;其次，居

住在東部及離島地區學生對「職涯準備」以

及「整體職涯需求」的需求顯著高於南部地

區的學生。

由於大學部學生在職涯需求程度高於

碩士班與博士班，因而本研究對於年級與

學院別的差異考驗，先行排除此兩類學制

學生，僅就大學部學生依其年級(因延畢

列入「其他」項者，因人數少，不列入差

異比較)與學院(其中社會科學學院沒有

大學部學生)進行職涯需求的差異考驗。

結果發現，不同年級學生在「自我探索」

需求 (F=1 1. 61 ， p<.OI) 、「職涯資訊」需

求( F=3. 70 ,p<.O I)、「職涯準備」需求

(F=4.3 7 ,p<.O 1)以及「整體職涯需求」

(F=6.61 ，p<.05) 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

經LSD事後考驗發現，一、二年級大學生對

「自我探索」與「整體職涯需求」的職涯需

求皆顯著高於三年級、四年級，而且一年級

的需求顯著高於二年級;另外，在「職涯資

訊」與「職涯準備」則發現一年級的需求大

於三、四年級，此外在「職涯準備」向度，

一年級的需求也高於二年級。

最後，在學院部份， r 自我探

索 J (F=4.13， p<.Ol) 、「職涯資訊」

(F=7.32 ， p<.OI) 、「職涯準備」

(F=6.02 ,p<.O 1)以及「整體職涯需求」

(F=5.99 ，p<.Ol) 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在

「自我探索」方面，教育學院、文學院、科

技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以及國際與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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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生的需求皆高於理學院學生的需求;科

技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以及國際與僑教且

院學生的需求高於藝術學院;此外，運動與

休開學院的學生需求也高於教育學院與文學

院。

在「職涯資訊」部分，教育學院、文學

院以及科技學院學生的需求皆高於理學院與

藝術學院學生的需求;運動與休開學院學生

的需求高於理學院學生的需求;而國際與僑

教學院學生的需求則高於所有學院學生的需

求，包括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藝術

學院、科技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音樂學

院與管理學院學生的需求。

在「職涯準備」方面，教育學院、文學

院以及科技學院學生的需求皆高於理學院與

藝術學院學生的需求，且科技學院學生的需

求也高於音樂學院學生的需求;另外，運動

與休閒學院學生的需求高於教育學院、理且

院、藝術學院與管理學院;再次，國際與僑

教學院學生的需求高於理學院與藝術學院島

生的需求;此外，音樂學院學生的需求也高

於藝術學院學生的需求。

在「整體職涯需求」方面，教育學院、

文學院、科技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以及國

際與僑教學院學生的需求皆高於理學院與藝

術學院學生的需求;另外，音樂學院的學生

需求高於理學院學生的需求。

歸納上述結果，可以得知研究目的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師範大學學生之職涯需求差

異，會因性別、學制、年級、居住地以及學

98 中等教育第63卷第2期

院不同，而有職涯需求的顯著差異。其中本

研究與張德聰等 (2010 )的研究發現相同，

皆顯示女性對職涯有較高的需求，或許與國

內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女性工作權的

重視以及近年女權意識提升有關;另外，本

研究也發現大學階段的學生不論在自我探

索、職涯資訊、職涯準備或整體的職涯需求

皆顯著高於碩士與博士階段的學生，推測就

讀研究所之學生，身心均較為成熟，對於職

涯方向多半已有所思考，在生涯成熟度方面

可能會高於大學部學生，因之其生涯需求也

就較低，接近Chang， Chou與Cheng (2007)

三位研究者所強調的不同生涯階段的受試者

會有不同的職涯需求。惟此一結果與Lehker，

Furlong (2006) 以及LaPidus ( 1998)所提及

研究所教育並沒有協助碩士生與博士生做好

職涯準備，導致其缺乏職涯需求意識的發現

並不一致，值得再作深入探討。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一、二年級學生相

較於三、四年級學生在自我探索以及整體職

涯有較明顯的需求，反映職涯服務必須注意

到年級差異所存在的服務需求差異。再就居

住地不同所顯示學生的職涯需求差異，本研

究發現中部及離島地區學生在職涯資訊、職

涯準備以及整體職涯皆有較高的需求，可能

與國內地域發展著重南北兩端，因而資訊也

較集中這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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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青年對職涯需求的差異分析

分量表 背景變項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t{i直IF值 事後考驗

男 1429 3.82 68 -5.85**
職涯資訊

女 2189 3.85 62
女>男

男 1429 3.81 67 -3.30**
全量表 女>男

女 2189 3.88 60 15.38**
學部 2432 3.82 75

自我探索 碩士班 1082 3.67 85
大學部>碩士班

大學部>博士班

博士班 104 3.62 96

大學部 2432 3.94 .63 16.34**

職涯資訊 碩士班 1082 3.81 .67
大學部>碩士班

大學部>博士班

博士班 104 3.81 .63

大學部 2432 3.90 .70 14.28**

職涯準備 碩士班 1082 3.78 .73
大學部>碩士班

大學部>博士班

博士班 104 3.65 .81
學部 2432 3.90 61 19.07**

全量表 碩士班 1082 3.76 66
大學部>碩士班

大學部>博士班

博士班 104 3.72 68
北部 2306 3.88 66 3.56**
中部 597 3.95 60

中部>北部

職涯資訊
南部 502 3.93 64

東部及離島>北部

東部及離島 69 4.08 49
北部 2306 3.83 73 2.77**
中部 597 3.90 67

中部>北部

職涯準備
南部 502 3.88 72

東部及離島>北部

東部及離島>南部

東部及離島 69 4.07 .58
北部 2306 3.83 .64 3.12**
中部 597 3.89 .58

中部>北部

全量表
南部 502 3.88 .62

東部及離島>北部

東部及離島>南部

東部及離島 69 4.04 .49

一年級 727 3.95 69 1 1. 61 料一年級>二年級

一年級 593 3.86 71 一年級>三年級

自我探索 三年級 625 3.72 79 一年級>四年級

四年級 479 3.70 81 二年級>三年級

二年級>四年級

一年級 737 4.00 59 3.70**

二年級 593 3.96 .64 一年級>三年級
職涯資訊

三年級 625 3.91 .65 一年級>四年級

四年級 479 3.8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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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737 3.98 .68 4.37**
一年級>二年級

二年級 593 3.88 71
一年級>三年級職涯準備

三年級 625 3.84 74
一年級>四年級

四年級 479 3.88 6

一年級 737 3.98 57 6.61 叫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593 3.91 60 一年級>=年級

全量表 三年級 625 3.84 .64 一年級>四年級

四年級 479 3.84 .62 二年級>三年級

二年級>四年級

教育學院 627 3.83 .75 4.13艸教育學院>理學院

文學院 372 3.82 .75 文學院>理學院

理學院 511 3.69 82 科技學院>理學院

藝術學院 78 3.67 75 科技學院>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416 3.89 .73 運動與休閒學院>教育學院

自我探索 運動與休閒學院 129 4.02 .57 運動與休閒學院>文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 178 3.88 .63 運動與休開學院>理學院

音樂學院 73 3.87 .85 運動與休閒學院>藝術學院

管理學院 48 3.77 84 運動與休閒學院>管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藝術學院

教育學院 627 3.97 60 7.32抖教育學院>理學院

文學院 372 3.98 .63 教育學院〉藝術學院

理學院 511 3.79 69 文學院>理學院

藝術學院 78 3.81 .58 文學院>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416 3.97 62 科技學院>理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 129 3.93 52 科技學院>藝術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 178 4.16 55 運動與休閒學院>理學院

音樂學院 73 3.93 67 國際與僑教學院>教育學院

職濫資訊
管理學院 48 3.96 .61 國際與僑教學院>文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藝術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科技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音樂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音樂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管理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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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準備

教育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

1樂學院

管理學院

全量表

教育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

音樂學院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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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4
弓
，
令

3

。
。

63574ll74
3.96

3.94

3.76

3.63

3.95

4.05

3.96

3.89

3.78

68

66

.77

.71

.71

.58

.67

.67

72

6.02抖教育學院>理學院

教育學院>藝術學院

文學院>理學院

文學院>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理學院

科技學院>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音樂學院

運動與休開學院>教育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理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藝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管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藝術學院

5.99抖教育學院>理學院

教育學院>藝術學院

文學院>理學院

文學院>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理學院

科技學院>藝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理學院

運動與休閒學院>藝術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理學院

國際與僑教學院>藝術學院

音樂學院>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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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3.75

3.75

3.95

3.99

4.02

3.90

3.85

59

57

.67

.55

.61

.52

.52

.67

65

* P< .05; ** P < .01

三、大學青年期待的職涯服

務內容

就學生對職涯服務項目的期待來看，

以「校外實習」的人數最多，占 46.93%

(N=1698) ;其次是「校外見習(參

訪) J '占46.3% (N=1675) ;第三是「辦

理各式講座J '占33.89% (N=1226)

第四是「開設職涯課程J '占 32.48%

(N=1175) ;第五是「職涯諮詢J '占

3 1.7% (N=1147) ;其後依序是 r開設實

習學分J '古29.6% (N=1071) 、「職涯適

性測驗探索J '占26.56% (N=961 )、「辦

理職涯工作坊J '占22.55% (N=816)

「其他職涯服務項目J '古 1.24% (N=45)

(請見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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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大學青年期待的職涯服務內容

職涯服務項目 人數

(N= 3618)

百分比%

l 開設職涯課程

2. 辦理職涯工作坊

3. 辦理各式講座

4 校外見習(參訪)

5. 校外質習

6. 開設質習學分

7. 職涯諮詢

8 職涯適性測驗探索

9. 其他

1175

816

1226

1675

1698

1071

1147

961

45

32.48

22.55

33.89

46.30

46.93

29.60

31.70

26.56

1.24

此一結果反映研究目的三，所探討大學

生期待的職涯服務內容，以「校外實習」和

「校外見習(參訪) J 為最多，顯示學生對

學校能否強化與職場銜接有高度的期待，也

提醒師範大學轉型必須加強與職場的交流與

A作。

四、大學青年期待的職涯服

務時間

就學生對職涯服務時間的期待而言，

「與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結合」占總人數

五成以上，達 54.75% (N=1981) ;其次是

「班會 J '占24.74% (N=895) ;第三是

「寒暑假時間J '占22.75% (N=823)

第四是「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晚上(6 :

00-9 : 00) J '占 17.03% (N=616) ;第

五是「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中午(12 :

00-14 : 00) J '占 16.22% (N=587)

其後依序是 I 學期間週六或週日J '占

15 .45% (N=559) 、「系會J '占 1 1. 72%

(N=424)、「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下午

宜。2 中等教育第63卷第2期

(2 : 00-4 : 00) J '占9 .48% (N=343)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上午(10 : 00-12 :

00) J '占 8.82% (N=319) 、「社團時

間 J '占 5.42% (N=196) 、「其他時

間 J '占1.24% (N=45) (請見表6) 。

上述結果可以顯示研究目的四，有關大

學學生期待的職涯服務時間，以「與相關課

程的上課時間結合」的人數最多，占五成以

上，此一結果提醒職涯服務若要融入相關課

程，尚需及早與授課教師進行溝通與協調，

才能兼顧課程與職涯活動的進行。其次，職

涯服務必須調整其服務時間，規劃非正式課

程時間，諸如班會、寒暑假時間、周間中午

的職涯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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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大學青年期待的職涯服務內容

職涯服務時間安排

l 班會

2. 系會

3. 社團時間

4. 與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結合

5.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10: 00-12 : 00)

6.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下午(2 : 00-4 : 00)

7.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中午(12 : 00-14 : 00)

8 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晚上(6 : 00-9 : 00)

9 學期間週六或週日

10. 寒暑假時間

II 其他

五、大學青年對於email寄發

就業訊息之接受意願

受試者對於以email寄發職涯訊息之意

願來看，達57.57% (N=2083) 的受試者，

願意提供email. 以利收到就業訊息者;另

外，不願意收到email寄發職涯訊息的學生占

37.62% (N=1361) ;而未填答者占4.81% 。

此一結果顯示研究目的五，達五成七以上的

學生有意願應用email接收就業訊息，顯示

職涯服務的要能善用資訊工具，提供及時服

務，以符合學生需要。

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師範校院面對師資培育多元化、少子女

化人口趨勢以及全球化經濟等環境，必須思

考轉型與定位，除了既有的師資培育使命，

( N=3618)

人數 百分比%

895 24.74

424 11.72

196 5.42

1981 54.75

319 8.82

343 9.48

587 16.22

616 17.03

559 15.45

823 22.75

4 1.24

也要因應產業發展需求，協助學生拓展「教

職」以外的生涯抉擇，培育跨領域人才，以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本研究調查 3618位師

範大學學生，結果發現受試對象在自我探

索、職涯資訊、職涯準備以及整體的職涯需

求，皆有中等程度以上的需求，明確的提醒

師範校院的教授與行政人員需要改變過去以

培育師資為主的觀念，更積極主動瞭解產業

趨勢與人才需求，才能真正以學習者為中

心，協助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及早進行生涯

探索及準備。

其次，研究也發現不同性別、學制、

年級、居住地以及學院的學生在前述各項職

涯需求出現顯著差異，引導師範校院的職涯

服務規劃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考量學生差

異，惟本研究並未考驗回收樣本數所呈現之

學制、性別、以及學院別與母群結構的差

異，後續可再作深入探討。

再次，就職涯服務內容與方式之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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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可以顯示師院校院的教學、課程、與服

務都必須要與產業連結，並願意在教學、課

程、課外活動以及行政服務方面，支持職能

養成教育，方能符合學生的需要，服務的方

式與時間也要彈性與多元，才能滿足學生需

求，尤其高達五成七的學生願意提供email給

就讀學校的職涯輔導單位，顯示多數學生己

意識到職涯訊息對他們的重要性。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建議如

下:

二、建議

(一)重視大學青年的職涯需求，並能

及時提供回應

本研究發現大學青年在自我探索、職涯

資訊、職涯準備以及整體職涯，皆有中等程

度以上的需求，顯示學生己意識到師大轉型

為綜合型大學，個人生涯除了教職之外，尚

需進行更多元的思考與探索。因此，系所及

就輔單位宜能針對需求，及時提供回應，規

劃系統性的職涯系列服務。

(二)根據學生的不同背景經驗需求，

提供客製化的職涯服務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學制、年級、居

住地以及學院的學生對於職涯需求出現顯著

差異，顯示職涯服務的規劃需要真備客製化

概念，要能注意到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習階

段、城鄉差異等不同文化的尊重，量身訂做

符合其需要的職涯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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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學校與企業的合作機制，提

供學生參訪與實習機會

本研究發現受試者以「校外實習」

「校外見習(參訪) J 以及「各式職涯講

座」為職涯服務最需要的前三項內容，顯示

學生除了專業理論的學習，對於產業經驗的

參與，真有高度的期待。為此，就業輔導與

實習輔導等相關單位，宜積極強化產學連結

機會，提供學生走入職場機構，體驗職場文

化與實地瞭解工作環境，以促進學生思考自

我專長及可以學以致用之處。

(四)依攘學生作息，規劃職涯服務時

間

歸納受試者期待的職涯服務時間，發現

主要集中非正式課程時間，包括「班會」、

「寒暑假時間」、「學期間週一至週五的晚

上 (6 : 00-9 : 00) J 以及「學期間週一至週

五的中午( 12 : 00-14 : 00) J '此一結果提

醒各系、所及就輔單位的服務時間，未必是

上班時間，而是學生課後時間。換言之，職

涯服務人員，需要以學習者為中心，彈性調

整服務時段，以符合學生需要。

(五)及時提供職涯訊息，增進學生對

職業資訊的暸解與認譜

高達五成七以上的師大學生願意提供

email以取得就業資訊，顯示學生們對就輔單

位有一定信任程度，同時也反映在學期間，

學生即有意願接收職業資訊，有利職涯意識

的提升，所以就輔單位宜更積極掌握職場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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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與資訊並及早提供給學生，以利其瞭解個

人的就業機會。

(六)持續追蹤依據需求所規劃的職涯

服務成效

就輔單位除了根撥調查結果所規劃職涯

服務方案，未來更需針對各方案的服務成效

進行追蹤，並能針對不同背景經驗學生反應

進行訪談或跨個案比較，作為精緻化與深度

服務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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