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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dern PowerPoint

數據愈大，責任愈大！104人力銀行擁有超過700萬求職會員，累計超過35萬家徵才企業會

員，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中的「數據責任」Data Responsibility，2020年《104大學白皮書》
選定新鮮人偏好且含金量高的半導體業、金融業、軟體網路業，進行企業「最常邀約」與「最
常僱用」的大學排行、以及新鮮人進入該產業時的起薪表現；季節專題製作「大學生高薪特質
排行」，從企業心占指名、求職者主動應徵、校風同儕耳濡目染的多元角度，提供高中升大學、
大學生選課、以及新鮮人選校及就業時的參考。

企業「最常邀約」大學排行榜看到，半導體業及軟體網路業的工程研發、軟體工程職缺，仍為
的主動邀約仍以台成清交為主，碩博士比學士更具優勢，台科大、中央穩定擠進五名。製程規
劃職缺，因為實作性高、人才需求量大，加上產學合作行之有年，明新科大、虎尾科大、南台
科大擠進半導體業最常邀約前三名。MIS/網管人員由淡江、銘傳、輔仁老牌私校拿下前五。

非理工科系畢業生，以行銷、金融、外語三大專業，同樣獲得夢幻產業的邀約入場券！金融業
的金融專業職缺、軟體網路業的行銷職缺，由淡江、輔仁、文化、致理科大、銘傳、與台大、
政大等校共享前十。

除了企業主動邀約、面試、錄取，新鮮人也可透過主動應徵進入夢幻產業。企業「最常邀約」
與「最常僱用」大學排行結果一致。

企業邀約及僱用，除了考量專業，也在乎人格特質。在「大學生高薪特質排行」發現，高薪人
才顯著的五大特質：領導性、冒險性、企圖心、適應性、抗壓性，台大校友全部擠進前五名，
尤以企圖心最強；中山大學領導性、適應性雙冠，交大冒險性第一，清大抗壓性最顯著。

若您是即將進入大學的新鮮人，2020年《104大學白皮書》和您分享最近兩年的企業偏好、以
及高薪特質的學校；若您是職場新鮮人，您可檢視專業所學與人格特質，盤點自身優劣勢，進
而補強修正，做好職涯發展的準備。

104人力銀行將資料轉化為有用的資訊，期許對改善人才質量不均的社會問題盡一己之力。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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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就業市場

01

104大學白皮書︱ 03



104大學白皮書︱ 04

In
fo

rm
a

ti
on 肺炎衝擊已止跌回彈！新鮮人免過度驚慌

310,628 個

266,488 個
290,787 個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肺炎期間)

- 14%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 2018~2020年各月新鮮人(接受一年以下工作經驗)之全職工作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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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科系「保留席」！電機、機械、資工最多

電機電子工程, 17.3%

機械工程, 11.5%

資訊工程, 11.2%

會計學, 8.9%
資訊管理, 7.3%

一般商業學類, 7.1%

財稅金融, 5.0%

企業管理, 4.7%

建築, 4.4%

土木工程, 4.3%

其他科系, 18.2%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最近三年，457,446個全職工作指定科系

104大學白皮書︱ 05



In
fo

rm
a

ti
on 90後新鮮人偏好電子業、服務業

排名 產業

1 軟體及網路業

2 餐飲業

3 醫療服務業

4 運動及旅遊休閒服務業

5 零售業

排名 產業

6 半導體業

7 顧問/研發/設計業

8 教育服務業

9 金融機構相關業

10 批發業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最近五年畢業且1990年後出生的新鮮人找全職工作，最偏好的前十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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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電子製造業」新鮮人起薪 名列前茅

37,910 
38,473 
38,544 
38,639 
38,657 

39,216 
39,705 

40,986 
42,946 

43,673 

軟體及網路相關業

會計服務業

鞋類紡織製品製造業

不動產業

投資理財相關業

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業

運輸相關業

光電及光學相關業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製造業

半導體業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近五年新鮮人全職工作平均起薪的十大產業排行，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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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最近五年(2016~2020年)應屆畢
業或役畢生共80.6萬份全職履歷表，分
析新鮮人勾選最想去的前十大產業。

將新鮮人偏好的十大產業依新鮮人起薪
排序，分析含金量前三高的半導體業、
金融業、軟體及網路業最常邀約哪些學
校的新鮮人。

企業最常邀約大學排行

研究說明 半導體業

金融業

軟體及網路業
104大學白皮書︱ 08



半導體業
最常邀約大學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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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4徵才資料庫，
篩選2019/1月~2020/4月間，789家半導體業企業，有4,353

個職缺，主動邀約2019及2020年畢業或役畢的2.3萬名新鮮
人，共計發出4.3萬次邀約。

資料來源：

分析內容：

1.半導體業「整體職缺」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新鮮人。

2.半導體業中的三個核心職缺「工程研發人員」、「製程
規劃人員」、 「軟體工程人員」，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新
鮮人。

分析題要

104大學白皮書︱ 10



半導體業「整體職缺」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3 國立交通大學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 國立中央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依據2019/1月~2020/4月半導體「整體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清華大學

7 國立臺灣大學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1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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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工程研發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國立交通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3 國立清華大學

4 國立臺灣大學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工程研發人員包含：半導體工程師、數位IC設計工程師、電子工程師、類比IC設計工程師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半導體業「工程研發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中央大學

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8 國立中正大學

9 國立中山大學

10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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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製程規劃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4 國立成功大學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製程規劃人員包含：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半導體設備工程師、生產設備工程師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半導體業企業「製程規劃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 私立逢甲大學

8 國立中央大學

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 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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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軟體工程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國立成功大學

2 國立交通大學

3 國立中央大學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 國立清華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軟體工程人員包含：軟體設計工程師、韌體設計工程師、通訊軟體工程師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半導體業企業「軟體工程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臺灣大學

7 國立中正大學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 國立中興大學

10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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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規劃類職缺包括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半導體設

備工程師、生產設備工程師、自動控制工程師等，負責管
理並改善生產製程，實作性高，需求人數也多。

企業「取量」廣邀明新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南台科
技大學、成功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技職體系常見的產學
合作，畢業生踏出校門前即已具備實作力，畢業後「整批
輸出」直接轉為正職員工。邀約「科系」從熱門的電機電
子、機械系，擴及光電、材料、化學、物理等；「學歷」
以大學畢業生為主、占58%，碩博士降到42%。

原因一：
製程規劃類職缺，
透過「產學合作」廣邀技職實作型人才

回目錄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說明：近二年，半導體業「製程規劃類人員」邀約應屆畢業生之系所分佈

電機電子工程 33%

機械工程 20%光電工程 7%

材料工程 6%

化學工程 6%

資訊工程 5%

工業工程 3%

電機電子維護工程 2%

物理學 2%

機械維護 2%

航太工程 2%

化學2%

製程規劃人員
邀約系所分佈

104大學白皮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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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偏好邀約大學原因解析

AI、5G、物聯網等新興領域正為半導體產業帶來充分的

機會，研發及軟體工程已是半導體產業急欲延攬的關鍵人
才。上述期間，半導體業曾「主動邀約」應屆畢業生的
4,353個職缺中，「工程研發類人員」占24%，包括：半導
體工程師、IC設計工程師、電子工程師等，集中邀約交大、
成大、清大、台大、台科大；「軟體/工程類人員」占12%，
包括：演算法開發工程師、軟韌體設計工程師、BIOS工程
師等，除了成大、交大、清大、台科大之外，中央大學也
擠進前五名。

兩類職缺集中邀約三大科系：電機電子、資工、機械工程
合占超過七成，其中，學程更完整的碩博士生更在首邀之
列。合計台大、成大、清大、交大、台科大、中央等六校
近年每年產出超過3,000位電機資工及機械碩博士生，半導
體產業直接進攻校園，充實研發與工程部隊。

原因二：
質量並重「理工腦」碩博士，
工程研發的人才搖籃

104大學白皮書︱ 16



電機電子、資工、機械 碩博士畢業生人數TOP10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概況

資料期間：畢業生人數指107學年度SY2018-2019

畢業生包含：碩士／博士及在職專班

電機電子工程

機械工程

59%

14% 75%

碩博士

81%

碩博士

「工程研發類」
邀約之學歷分布

電機電子工程

資訊工程
45%

28%

91%

碩博士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說明：近二年，半導體「工程研發類人員」及「軟體/工程類人員」邀約畢業生的系
所及學歷分布

85%

碩博士

「軟體工程類」
邀約之學歷分布

104大學白皮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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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分析最近十年曾在半導體工作的求職者畢

業自哪些學校，整體排行以明新科技大學、成功
大學、交通大學最多。若按職缺，「製程規劃類」
工程師、以及「操作∕技術類」和「維修∕技術服務
類」等第一線技術人力，以明新科技大學居首；
「工程研發類」、「軟體∕工程類」等研發人才則
以交大、成大校友居多。

半導體工作者的畢業學校分布，完全吻合企業主
動邀約畢業生的分布，學長姐入職表現已直接提
升學弟妹的職場能見度。

原因三：
學長姐群聚，校友交織的科技聚落

104大學白皮書︱ 18

半導體業偏好邀約大學原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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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
最常邀約大學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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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4徵才資料庫，
篩選2019/1~2020/4年間，80家金融業企業，有565個職缺，
主動邀約2019及2020年畢業或役畢的3.3萬名新鮮人，共計
發出4.6萬次邀約。

資料來源：

分析內容：

1. 金融業「整體職缺」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新鮮人。

2. 金融業中的三個核心職缺「金融專業人員」、「MIS網
管人員」、「軟體工程人員」，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新鮮
人。

分析題要

104大學白皮書︱ 20



金融業「整體職缺」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淡江大學

2 私立輔仁大學

3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4 私立致理科技大學

5 私立銘傳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依據2019/1月~2020/4月金融業「整體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私立實踐大學

7 私立東吳大學

8 私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9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1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4大學白皮書︱ 21



金融業「金融專業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淡江大學

2 私立輔仁大學

3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4 私立致理科技大學

5 私立銘傳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金融專業人員包含；銀行辦事員、融資/信用業務人員、理財專員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金融業「金融專業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私立東吳大學

7 私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8 私立實踐大學

9 國立政治大學

10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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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MIS網管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國立交通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3 國立中央大學

4 國立成功大學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MIS人員包含；資訊設備管制人員、MES工程師、系統維護操作人員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金融業「MIS網管人員」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 私立淡江大學

8 國立清華大學

9 國立中正大學

10 私立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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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軟體工程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國立成功大學

2 國立中央大學

3 國立臺灣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軟體工程人員包含；軟體設計工程師、資訊助理人員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金融業「軟體工程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中正大學

7 國立清華大學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 國立中山大學

1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4大學白皮書︱ 24



全球產業自動化已成趨勢，國內金融業也開始導入機器

人理財，但在人機介面設計、以及半自動化的階段，仍需
仰賴第一線人員提供眼前迫切的金融服務。

上述期間，金融業曾「主動邀約」應屆畢業生的565個職
缺，其中，247個職缺、約44%屬於「金融專業相關類人
員」，95個職缺、約17%屬於「業務銷售類人員」。受到
金融業分行第一線人員、以及業務銷售人員需求量大的雙
重牽引，金融業鎖定「人才供給量較多」的三大老牌私校：
淡江、輔仁、以及文化大學；集中邀約一般商業學科、企
管系、國貿系、財稅金融系、英美語文相關、以及其他外
文科系等應屆畢業生。

另外，致理科大行之有年的建教合作、加上財金商管加外
語科系畢業生近千人，居金融業主動邀約第4名；銘傳大
學財金商管加外語科系畢業生逾1,600人，居金融業主動
邀約第5名。

原因一：
金融人才搖籃，人才供給量豐沛

學校
財金商管及外語科系

畢業生(人)
全校

畢業生(人)
占比 金融業主動邀約次數排行

淡大 2,557 6,068 42.1% 1

輔大 1,669 6,232 26.8% 2

銘傳 1,607 4,463 36.0% 5

政大 1,552 3,860 40.2%
進企業界比例高於私校，若進

金融以總行、法人金融居多，缺額較少

文化 1,415 5,402 26.2% 3

台大 990 7,935 12.5%
進企業界比例高於私校，若進

金融以總行、法人金融居多，缺額較少

致理 931 2,561 36.4% 4，產學合作見長

成大 619 5,709 10.8%

交大 602 3,747 16.1%

中央 556 3,347 16.6%

中山 532 2,456 21.7%

清大 242 4,287 5.6%

世新 452 2,789 16.2%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概況
資料期間：108學年度SY2019-2020，上學年度畢業生人數指107學年度SY2018-2019
財金商管包含：財金、財稅、企管、國貿、經濟（多屬社會行為學門）、會計等；外語包含：英美語、日文、及其他外文
畢業生包含：學士／碩士／博士及在職專班

金融業偏好邀約大學原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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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當年度應屆畢業生的人才供給（流量），歷年來學長姐廣

布於金融業（存量）也十分可觀！

以淡江財務金融系和保險系為例，查詢「104升學就業地圖」，
這兩系的學長姐，不論畢業幾年，最多人集中工作的前五大公司
都是金融業。同為國貿系，淡江國貿系學長姐，不論畢業幾年，
前五大家公司平均也有兩家是金融業；相比政大國貿系學長姐，
不論畢業幾年，在企業界工作、擔任國內外業務居多。

學長姐在職場上的口碑表現會影響企業的既定印象和僱用偏好，
當金融業用人已有類似的成功經驗，往往直接複製，主動邀約相
同領域的應屆畢業生。

原因二：
學長姐多分佈於金融業，良好的聘雇經驗與口碑

104大學白皮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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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2019年～2020年主動邀約淡江、輔仁、文化三所學校應屆畢業生「有

金融證照」的比例，普遍高於各該校相同科系的全體畢業生。金融證照雖然不
是就業保證，但事先考取，已成金融業「即戰力」必要條件之一。

原因三：
具備金融證照的即戰力

具備金融證照的比例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期間：2019年1月1日～2020年4月30日
資料範圍：該時期，金融業各類職務（不限金融相關），與2019年及2020年應屆畢業生及畢役者
備註：淡大、輔大、文大為金融業發出邀約次數最多前三大學校，故以此三校舉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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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四：
外語人才快速推動「雙語銀行」

大學推動「跨領域」學習，愈來愈多英美語文、其他

外語科系學生雙主修或集中選修產業學門。根據104人
力銀行大數據資料，金融業主動邀約三大私校的外語科
系畢業生，約有4%在畢業時已考取金融證照。

另外，行政院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2030
年為目標，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家，其中，金管會已要
求2030年全台所有銀行都能提供雙語服務，即「雙語分
行」。金融監理影響所及，金融業除了提升現有金融從
業人員的英語能力，也主動邀約英美語文、其他外語科
系應屆畢業生，排名邀約科系的第4或第5名，挑選外語
能力佳、主動積極的畢業生，進入金融業後，快速學習
金融專業，為未來的「雙語銀行」佈建人才，並分派到
國際金融、國際法律遵循等涉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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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及網路業
最常邀約大學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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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4徵才資料庫，
篩選2019/1~2020/4年間，3,577家軟體及網路業企業，有
17,371個職缺，主動邀約2019及2020年畢業或役畢的9.5萬
名新鮮人，共計發出39.7萬次邀約。

資料來源：

分析內容：

1. 軟體及網路業「整體職缺」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新鮮人。

2. 軟體及網路業中的三個核心職缺「軟體工程人員」、
「行銷人員」、「MIS網管人員」，最常邀約哪些學校的
新鮮人。

分析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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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及網路業「整體職缺」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淡江大學

2 私立輔仁大學

3 國立臺灣大學

4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5 私立銘傳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依據2019/1月~2020/4月軟體及網路業「整體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成功大學

7 國立中央大學

8 國立政治大學

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 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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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及網路業「軟體工程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國立中央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3 國立成功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軟體工程人員包含：Internet程式設計師、韌體設計工程師、電玩程式設計師、演算法開發工程師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軟體及網路業「軟體工程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中正大學

7 國立清華大學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 國立中興大學

10 私立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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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及網路業「行銷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淡江大學

2 私立輔仁大學

3 國立政治大學

4 國立臺灣大學

5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行銷人員包含：行銷企劃人員、網站行銷企劃、產品行銷人員、廣告文案企劃、市場調查分析、活動企劃人員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軟體及網路業「行銷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私立世新大學

7 私立銘傳大學

8 私立東吳大學

9 私立致理科技大學

10 私立實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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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及網路業「MIS網管人員」

最常邀約新鮮人大學排行

排名 學校

1 私立淡江大學

2 國立中央大學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 私立銘傳大學

5 私立輔仁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備註：MIS網管人員包含：系統維護/操作人員、網路管理工程師、MIS程式設計師、資料庫管理人員等

依據2019/1月~2020/4月軟體及網路業「MIS網管職缺」主動邀約新鮮人的次數，按學校排名

排名 學校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7 私立元智大學

8 私立致理科技大學

9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10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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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下，電腦系統整合、軟體服務、網際網路、電商平台、數位內容、

以及多媒體成長迅速，即便硬體廠，也有大量的軟體網路需求。

上述期間，軟體及網路業曾「主動邀約」應屆畢業生的1.7萬個職缺當中，有
5,823個職缺、33.5%屬於「軟體/工程類人員」 ,1281個職缺、7.4%屬於
「MIS/網管人員」，合計逾四成職缺須有資工及資管的專業背景，從事軟韌
體設計、程式設計、系統維護及網路管理，企業主動邀約新鮮人鎖定相關科系
人才供給量較多的學校，期望能一網打盡。例如：淡江、中央、台大、成大、
交大、銘傳、台科大、中正、清大、文化等校。

原因一：
軟體工程、MIS網管七成職缺，邀請資工、資管畢業生

軟體及網路業偏好邀約大學原因解析

資訊管理相關

資訊工程相關

35 %

31 %

47 %

21 %

「軟體工程類」
邀約之科系分布

「MIS網管類」
邀約之科系分布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說明：近二年軟體及網路業「軟體工程類人員」、「MIS網管類人員」急邀約應屆畢業生之科系分佈

資訊通訊科技學門包含資工、資管、網路與資訊系統等相關學科。

資料期間：畢業生人數指107學年度SY2018-2019

畢業生包含：學士／碩士／博士及在職專班

資訊通訊科技學門畢業生人數TOP10

104大學白皮書︱ 35



上述期間，軟體及網路業的前五大職缺，除了軟體工程和

MIS網管人員之外，業務、行銷、客服職缺數量合占近四分
之一（23.9%）。這三類職類，企業邀約偏好科系第一名為
企管系，其次是一般商業學科、英美語相關科系。人才供給
仰賴老牌私校如淡江、輔仁、文化、東吳，以及文商著稱的
台、政大。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概況

企業管理相關包含企管系、國際企業學系等相關科系。

一般商業學類包含會計學系、財務金融、風險管理等相關科系

英美語文相關包含英國語文學系、外文系等相關科系

資料期間：畢業生人數指107學年度SY2018-2019

畢業生包含：學士／碩士／博士及在職專班

企管、商業、英美語相關 畢業生人數TOP7

原因二：
銷售、行銷、客服，歡迎商管及文科生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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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常僱用大學排行及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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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產業最常僱用
哪些大學新鮮人
企業接觸候選人，除了企業主動邀約，也會收到求職動主動應徵，企業主動邀約

比求職者主動應徵，約為4：6。在企業最常「邀約」大學排行之後，另從新鮮人
履歷表分析第一份工作任職於三大產業的學校排行，透過「主動應徵→面試→錄
取」，進而產出企業最常「僱用」大學排行。

5台灣大學4明新科大3清華大學2成功大學1交通大學
半導體

5政治大學4文化大學3輔仁大學2銘傳大學1淡江大學金融業

5文化大學4銘傳大學3輔仁大學2台灣大學1淡江大學
軟體
網路業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說明：2015~2019年畢業之求職者第一份全職工作任職於該產業占比的前5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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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首份工作在半導體業的交

大校友，95%為碩博士

學歷，職類以擔任半導體

工程師、半導體製程工程

師、軟體設計工程師等居

多。

01 0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來源：1. 2015~2019年畢業之求職者第一份全職工作任職於半導體業

2. 平均起資：五年內第一份工作在半導體業工作且有填寫月薪者進行計算 (單位：新台幣/月)

交通大學

5.5萬/月

成功大學 清華大學 明新科大 台灣大學

5.5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5.5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6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5.6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首份工作在半導體業的成

大校友有94%為碩博士，

擔任半導體工程師、半導

體製程工程師、半導體設

備工程師等較多。

首份工作在半導體業的清

大校友有94%為碩博士，

職類以擔任半導體工程師、

半導體製程工程師、數位

IC設計工程師等較多。

首份工作在半導體業的明
新科大校友學歷主要為大
學畢業，佔91%，職類
以擔任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作業員、生產設備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等為主。

首份工作在半導體業的台

大校友學歷有93%為碩

博士，職類以擔任半導體

工程師、半導體製程工程

師、軟體設計工程師等居

多。

「半導體業」

最常僱用新鮮人的大學排行及起薪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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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淡

大校友學歷有78%為大

學畢業，職類以擔任銀

行辦事員、融資/信用業

務人員、金融理財專員

等居多。

01 0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來源：1. 2015~2019年畢業之求職者第一份全職工作任職金融業

2. 平均起資：五年內第一份工作在金融業工作且有填寫月薪者進行計算 (單位：新台幣/月)

淡江大學

3.6萬/月

銘傳大學 輔仁大學 文化大學 政治大學

3.5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6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5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4.8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銘傳

校友有80%為大學畢業，

以擔任銀行辦事員、融資

/信用業務人員、金融理

財專員等較多。

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輔大

校友亦有94%為大學畢

業，職類以擔任銀行辦事

員、融資/信用業務人員、

金融理財專員等較多。

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文化
校友學歷有88%為大學
畢業，職類以擔任銀行辦
事員、融資/信用業務人
員、電話客服人員等為主
。

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政大

校友學歷有53%為碩博

士，以擔任銀行辦事員、

融資/信用業務人員、儲

備幹部、金融研究員等居

多。

「金融業」

最常僱用新鮮人的大學排行及起薪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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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首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

的淡大校友學歷有72%

為大學畢業，約二成擔任

軟體設計工程師居多、其

次Internet程式設計師、

國內業務人員、客服人員

等。

01 0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資料來源：1. 2015~2019年畢業之求職者第一份全職工作任職軟體及網路業

2. 平均起資：五年內第一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工作且有填寫月薪者進行計算 (單位：新台幣/月)

淡江大學

3.6萬/月

台灣大學 輔仁大學 銘傳大學 文化大學

4.9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5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3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3.3萬/月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首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

的台大校友62%為碩博士，

近四成擔任軟體設計工程

師居多、其次為演算法開

發工程師、行銷企劃、韌

體設計工程師等。

首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

的輔大校友有77%為大

學畢業，約二成擔任軟體

設計工程師、其次國內業

務人員、行銷企劃、

Internet程式設計師。

首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
的銘傳校友學歷有84%
為大學畢業，職類有二成
擔任軟體設計工程師、其

次Internet程式設計師、
客服人員、行銷企劃、網
頁設計師等。

首份工作在軟體及網路業

的文化校友學歷有87%

為大學畢業，約一成擔任

軟體設計工程師、其次客

服人員、行銷企劃、國內

業務人員等。

「軟體網路業」

最常僱用新鮮人的大學排行及起薪

平均薪資
平均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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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高薪特質排行
哪些大學畢業生最具備高薪人才的5大特質

季節專題

104大學白皮書︱ 42



高薪族的

五大人格特質

104人力銀行曾於2015年發佈《高薪人才大揭密》

報告，彙集47.6萬名職人樣貌與薪資，篩選年薪排名
前5%的「高薪族」，其中4萬人附隨「人格特質報
告」，結果發現：領導性、冒險性、企圖心、適應性、
抗壓性為「高薪族」最明顯的五大特質。

人格特質除了天性，仍會受到後天環境和社會因素的
影響。2020年《104大學白皮書》探究哪些大學的畢
業生最具備高薪人才的五大特質，藉由潛移默化的大
學校風、以及與同儕共同學習生活，形塑人格特質，
提升職場表現。

01 領導性 喜歡擔任領導者，願意主
動承擔領導責任的傾向

05 抗壓性 面對壓力不會過度緊張擔
憂的傾向

02 冒險性 願意嘗試風險並樂於體驗
不確定性的傾向

03 企圖心 喜歡贏過別人，努力追求
個人最大成就的傾向

04 適應性 因應環境需求而彈性調整
既定行為模式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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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性

中山大學

交通大學

政治大學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1

2

3

4

5

冒險性

交通大學

台灣大學

中山大學

清華大學

台灣藝術大學

企圖心

台灣大學

交通大學

政治大學

清華大學

中山大學

適應性

中山大學

交通大學

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成功大學

抗壓性

清華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104人力銀行篩選最近十年內(即2010年之後)大學以上畢業，單一學校樣本大於1,000人，共計117所大學的41.3萬

名求職會員「人格特質」報告，鎖定五大高薪人才特質，依學校排名，結果發現，各校畢業生人格特質確有差異，校
風確實能形塑並強化學生的某些行為與思考能力。

台大「企圖心」為各校之首，其他四大特質也在前五。南部商管人文領域著名的中山大學，「領導性」及「適應性」
雙冠，「冒險性」及「企圖心」亦為前五名。孕育許多科技創業家的交通大學，「冒險性」第一，領袖特質的「領導
性」、「企圖心」、「適應性」皆進前五。科技人才培育搖籃的清華大學「抗壓性」見長，「冒險性」、「企圖心」
、「適應性」也在前五。
北科大是五大高薪特質中唯一上榜的科技大學，「抗壓性」表現不俗。以藝術創作見長的台藝大「冒險性」表現出色。

Le
a

d
er

b
o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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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擔任領導者，願
意主動承擔領導責任
的傾向

面對壓力不會過度緊
張擔憂的傾向

喜歡贏過別人，努力
追求個人最大成就的
傾向

願意嘗試風險並樂於
體驗不確定性的傾向

因應環境需求而彈性
調整既定行為模式的
傾向

台大5高薪特質皆上榜 中山2特質居首 交大領袖特質數一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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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CONCLUSION

選校還是選系，對找工作最有利？除了學校聲譽排行、科系專業對準產業需求或
自身興趣之外，產學資源、校友勢力、以及校風(畢業生)特質，也直接影響就業。

2020年《104大學白皮書》以新鮮人三大夢幻產業(半導體業、金融業、軟體網路業)
為例，分析最近兩年超過739萬筆徵才資料、以及最近五年超過80萬筆求職會員資
料，結果發現，專業度高、即戰力高的核心職缺，企業邀約及僱用確實集中在特定
學校的相關科系，然而，即便已是夢幻產業，畢業生起薪仍高度緊扣職缺專業，高
則5.6萬元、低則3.3萬元，落差達七成！

原因分析：科系對準職務專業，畢業生人才供給量多，以及學長姐僱用口碑正向等。
值得注意的是，技職體系積極引入產業資源，廣設產學或建教合作，直接拉動畢業
生「整批」輸出，從教室移到生產線，或因產業實習而較具求職優勢。一直以來，
求職較弱勢的文科生，英美語相關科系受惠於2030年「雙語銀行」的政策目標，居
金融業最常邀約的前五大科系；軟體及網路業的銷售、行銷、客服等核心職缺也樍
極招手企管、英美語、以及一般商學科系畢業生。

「學校X科系」確實影響畢業生前三份工作，或初入職場的前三年。然而，人格特
質才是驅動並影響三十年職涯發展的重要關鍵。領導性、冒險性、企圖心、適應性、
抗壓性是高薪人才最顯著的五項人格特質，即便不是名校好系畢業、目前工作(或待
業者)也非含金量高的產業或職缺，但五項人格特質仍有助職人面對更多的職涯挑戰，
成就職涯目標，這是2020《104大學白皮書》製作季節專題的另一初心，透過大學
四年、或加兩到五年碩博士養成，提醒校風和同儕仍對學生的人格特質具有後天養
成的幫助。

人才議題盤根錯節，源自教育制度、國家產業前瞻、以及企業人才培育等面向，
104人力銀鼓勵人才價值能「自力」浮現，從「數據責任」回歸到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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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包

104職務白皮書︱ 68104大學白皮書︱ 46

職涯興趣落點分析

https://guide.104.com.tw/personality?utm_source=freshman&utm_medium=entrance
https://wow.104.com.tw/index/main.html
https://resume-clinic.104.com.tw/
https://bravo.104.com.tw/
http://www.104.com.tw/jobs/whitepaper_portal/?utm_source=104PC&utm_medium=portal&utm_campaign=whitepaper
https://wow.104.com.tw/jobWorld/hs/index.html


資料來源

104職務白皮書︱ 69

 104人力銀行刊登職缺資料庫

2018~2020年6月每月刊登全職職缺，共7,398,180筆資料

 104人力銀行求職會員工作經歷資料庫

2015~2019年畢業生第一份全職工作經歷，共548,892筆資料

 104人力銀行求職會員資料庫

2016~2020年畢業生希望求職產業，共805,897筆資料

 104人力銀行企業邀約求職者資料庫

2019~2020年三大產業企業邀約當年度應屆畢業生數據，共486,241筆資料

 104人資學院職業適性測驗資料庫

2011~2020年畢業之求職者填寫之職業適性測驗數據，共412,823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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