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講 :產業趨勢
與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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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沒有不可能的任務，百般武藝不如鋤頭落地＂



綱要:
1.把自己當成公司來經營
2.台灣的就業環境劇變
3.年輕世代的就業環境
4.台灣主要產業趨勢(新經濟市場競爭激烈)
5.台灣的大學學歷危機與人才斷層
6.企業界用人藝術與趨勢
7.全方位職場競爭力
8.生涯規劃藍圖
9.2018年各國職涯趨勢
10.職場成績逐漸取代學歷

＂成功者只是做一般人不願意做的事＂



職業生涯(Career)的意義
「一個人生活中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
與歷程，統合一生中各種職業、生
活和角色，並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
的自我發展型態」(Super，1976)＂。

※哈佛有一個著名的理論：「人的差別來源於學習
，經常抽出時間用來閱讀、學習、思考，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會發生改變，成功會向你招手」

※不可能的任務:做其他人做不到的事 如:藝人湯蘭花在
台鐵車廂非常柔軟廣發DM，成為直銷女王故事一舉成名



把自己當成公司來經營
1.得先擁有工作門票才能夠變現人生目標
2.尋找工作的秘訣盤點自己所具備的軟實力
3.釐清自己的求職目標了解真正想進入何領域
4.了解目標工作要求有計畫的充實相關職能
5.創建實績作品精緻打造超級吸睛致勝的履歷
6.讓一篇好履傳為你爭取到理想的入場劵
7.面試必須做的事前功課&臨場狀況模擬
8.待遇薪資怎麼談有談沒談會差很多
9.沒有完美工作夢想工作通常都是自己創造出來的
10.瀟灑轉身面對改變的現實殘酷世界
11.做好基本功提升自身專業的能力

“持續刻意學習讓自已擁有多樣標籤的達人＂



泰國曼谷一家瓦斯行老闆喜歡蜘蛛人，讓送瓦斯的員工
都穿上蜘蛛人服裝，戴上墨鏡送瓦斯，以前每天只送
二十桶瓦斯，現在每天送六十桶。

創新價值值得模彷

為自己創造價值





就業市場新趨勢

M型社會

人力資源左右經濟職涯發展地球村化

職涯路徑多元化

知識經濟逐漸掘起

工作趨向專業化

薪資走向負成長

※未來的世界會起很大的變化，現今的教 育所
培養出來的能力，可能在未來早已不符潮流。



職業帶給我的收穫：
『一份薪水、一家人的生

活依賴、學習的平台、交朋友
的舞台、主管的教導、同仁的
鼓勵、客戶的肯定、供應商的

感恩、快樂的泉源……。』

※我們的人生任務:是盡可能把自己原有的一
切發揮到極致，盡你全力做你最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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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大事
一、人命（階段）－－－＞出生、結婚、死亡

“生命的義意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

二、人生（過程）－－－＞學習、工作、休閒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類全體之生活 “

延續生命

意義人生



10

個人的生涯階段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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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活規劃
（終身學習等）

目標B 目標C 目標D目標A

A
規
劃

B
規
劃

C
規
劃

D
規
劃

學習 工作 退休

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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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

退休創
業

何謂有意義職涯規劃人生？

累積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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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歲 35歲 45~50歲 60~65歲
年齡

所得

求學

就業、換工作

創業
考慮期

待退

兼職

走老運
高原期

衝刺期
就業摸索期

學習期

化身職場變形蟲成就你非凡職業生涯

何謂職業熱忱:
“就是為別人創造價值，且別人願意付你薪水＂



“找工作-沒有不可能的任務，百般武藝不如鋤頭落地＂

1.利用網路平台長期經營個人名氣
2.傳統報紙與店家所刊登的徵才告示
3.善用各大人力銀行網站訊息
4.展創意用心突破制式履歷的限制
5.對薪資勇敢表達
6.精準揮灑投履歷表才有機會
7.積極參與校園徵才博覽會
8.政府之全國行與地方性就業服務機構或網站
9.目標企業本身的網站徵才頁面與各大社群論工作版
10.透過獵人頭公司尋找好的機會與人脈介紹
11.客式化的自我推薦函會履建奇功面
12.刻意培訓自己在面試表達的能力

“未來的人生由你設計讓夢想產生價值＂





(王品餐飲集團) 旗下的店長分享一句話非常棒的話: 
那就是:＂只要我認真,人家就把你當真“



奧美首席人資長費思桐教授一針見血:

1.利用職涯中心善用人脈交朋友走出舒適圈
2.培養職涯計畫工作如同戰場 3.列一張企業
清單所有可能幫忙你的人、資訊、連絡方式追
蹤與截止日期 4.注意校園博覽會 5.練習
非常重要了解自己的性向興趣所在 6.為了提
供成功率建立關係朋友家人校友教授都是你請
教的對象 7.可以打電話給廠商尋找可以面試
的任何機會 8.會被拒絕的機會一定很高 9.
就學期間就要培養動力擬定作戰計畫 10.面試
後要跟對方說謝謝

『職場趨勢因微型創業流行，一個人兩份薪水三份工作

，夢想成真』



人力仲介服務人員、軟體(AI)設計工程師、
通訊產業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生物科技工
程師、電腦資訊工程師(DT) 、網路(安全)
工程師、半導體工程師、系統分析師、通訊
服務業、教育產業、生化科技產業、人力派
遣產業、多媒體傳播產業、休閒服務產業、
創造型產業、金融服務產業、流通業、生化
醫療、大眾傳播、物流產業、零售服務產業、
高科技產業、休閒產業、創意型產業、產品
研發設計產業、環保工程員、太陽能工程。

過去就業率最高最搶手的跨世紀人才

過去很夯的熱門行業



夢想型社會與夢工廠

第五型社會(Dream Society)已來臨：﹝有夢才有未來﹞
獵人時代(採集者社會)：一萬年前
農業社會：8000B.C.—1750A.D.
工業社會：1750—1980
資訊社會：1980—2000
第五型社會(Dream Society)

《以上節錄自天下雜誌第300期特刊， p.508》

未來的社會是夢想型社會(Dream Society)，未來的產業也
是夢工廠型式的產業。其模式目前看起來還不盡成熟，但不
久就會成熟。

每一次社會的轉型都會從游擊式的發展，漸漸成熟為有計劃
的運作。夢想型社會也是如此。

Dream



張忠謀的工作哲學：「我工作，所以我存在」
假如沒有工作，人生也就沒有什麼意義。

張忠謀與台大、交大等電機系所學生對談時
說，他這一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培養學習
的能力」，這也是他認為所有大學生都要學
會、要具備的。(幼稚園小朋友的故事)

“老子曰:＂夏蟬不能語冰＂(要有經驗)
“莊淇銘校長:談現在的新人一檔就上山，

應該即時換檔才對＂
“學習賈伯斯把今天當成人生最後一天＂



台灣今年外勞人數較去年增加5萬人，達67.4萬人
，較去年成長幅度大增八成，創23年來次高；尤
其產業、社福外勞同見雙飆，更是近幾年罕見，
顯示我國勞動力失衡狀況持續惡化，外勞衝破70
萬大關指日可待。產業外勞42.5萬人、社福外勞
25萬人，是否會排擠本國人力市場，值得關注。

“品牌永遠是人追求..但是產品永遠在比價＂

嚇!!



2016錢難賺？兌現了，十大草根職業最來錢，月
嫂排在第一位
以下這10大職業，就被認為是未來5年「最來錢
」的草根職業(大陸)
月嫂、育兒嫂 賺錢指數：★★★★★
農村電商 賺錢指數：★★★★☆
快遞員 賺錢指數：★★★★☆。
各種補習老師 賺錢指數：★★★★☆
貼膜 賺錢指數：★★★★★
裁縫 賺錢指數：★★★☆☆
售樓員 賺錢指數：★★★☆☆
會計 賺錢指數：★★★★☆
網站設計師 賺錢指數：★★★★☆。
軟體工程師 賺錢指數：★★★★★

『黑格爾說:每一個人皆有亮點，從相信自己開始，從改變開始』



＂你(妳)未必出類拔萃,但肯定與眾不同＂



在臉書和大家分享，這次的演講就是網路流傳的「7個忠告」，條
列如下： (台積電)

1.學習中英文表達能力，也許不會當個sales，但也要會行銷自己
、行銷idea。

2.在大學學會謀生本領，也許只是學位證書，但也是職場門票。

3.選對未來事業、興趣有幫助的通識課，一生受用。

4.學生都看網路新聞，應學習閱讀好的書報評論、雜誌；聽好的演

講、參與辯論，因為與君一席談，勝讀十年書。

5.慢慢的讀並且讀懂，不要read much but understand less

6.交益友，大學恐怕是最後機會交到無利益關係的朋友

7.養成健康生活、終身學習的習慣，並培養可終身享受的興趣

董事長張忠謀昨天前往國立交通大學演講 2015



 2017美國最賺錢職業新鮮出爐! 最賺的就是它了啦!

12.IT設計 IT Architect      薪資中位數 $105,303   職責：解決IT系統問題。

11軟件工程經理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r $109,350 職責：管理軟件工程師。

10.控權人 Corporate Controller     $110,905  職責：監管會計部門。

9.研究開發經理 R&D Manager   $111,905     職責：研究開發新產品。

8.應用開發經理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Manager $112,045 職責：監管、維護系統

7.醫生助理 Physician Assistant    $112,529   職責：協助醫生治療病患。

6.企業架構師 Enterprise Architect  $112,560   職責：設計、維護基礎架構。

5.藥劑師 Pharmacist     $125,847     職責：提供處方藥信息。

4.醫藥學術專員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132,842  職責：傳播醫療產品。

3.專利律師 Patent Attorney    $139,272   職責：專利法的代言人。

2.製藥業經理 Pharmacy Manager    $149,064    職責：監督管理整體流程。

1.醫師 Physician      $187,876          職責：不用說了吧。



 2018企業愛用新鮮人排行榜

根據勞動部調查發現，去年擁有大學以上學
歷的社會新鮮人平均起薪達29,922元，創下
20年來新高，目前正值新鮮人求職高峰期，
究竟今年就業市場，對於新鮮人的進用意願
為何？給薪待遇又是如何？7成企業擁抱新
鮮人年成長10%，40萬筆工作機會無經驗可
產業:零售/服務/製造業接受度最高。

職務:門市/行政/生產廣招生力軍。
優勢:學習力強/利於培訓/配合度高。

※過半企業不埋單新鮮人海外經歷。



最歡迎新鮮人大軍。根據調查指出，受訪
企業認為學習力強(32.54%)、有利長期培
訓(17.95%)、配合度高(17.16%)、薪資要
求低(14.99%)及靈活/具創新能力(9.86%)
等，是新鮮人所具備的共同特質。

在薪資條件上，2017企業主給予新鮮人平均月
薪為28,230元。又從交叉分析發現，員工規模
在30人以下的小型企業，平均只願給薪27,720
元，反觀員工規模在101人以上的中型企業薪
資條件相對優渥，新鮮人平均起薪可拉至
30,110元。

#企業界人才已經透過人力銀行約79%。



根據台灣人力銀行調查，今年島內新就業者期
盼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平均為30003元(新台幣，
下同)，創下三年來新高。進一步分析得出，
大學本科畢業生平均期望月薪為29265元，研
究生畢業生為32189元。2018/06/20

至於新就業者第一份工作最想進入的行業，前
5名依次是「餐飲住宿與休閒旅遊」、「科技
資訊類」、「批發零售與貿易」、「大眾傳播
與公關廣告」。6-10名則是「一般服務業」、
「教育業」、「運輸與物流倉儲」、「影音設
計與時尚藝術」以及「傳統製造業」。



Google、蘋果、Amazon
、微軟、騰訊、臉書、
Visa、麥當勞、阿里巴
巴與AT&T。

Quality
Cost
Delivery

今年全球最有價值的十大品牌

☆台灣產業結構優化 –三業四

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
及 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行
動計畫。



2018年，行銷人員又該注意什麼趨勢發展？
以下提出十項觀察重點：

1. 網紅經濟持續發酵
2. 社群銷售行為更蓬勃
3. 企業必須投入更多資源在行銷工具上
4. YoutTuber崛起，影音內容是顯學
5. 企業脫離電商平台，轉而自營品牌電商
6. 直播市場進入盤整，知識型內容更顯價值
7. 廣播、音頻類型的知識經濟，需求升高
8. VR、AR在消費性市場仍未有突破性應用
9. 機器人在消費性市場仍未有成績
10. 人工智慧實現自動化行銷

推銷你自己:『華碩品質堅若磐石』
『Lexus..』「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一直是品牌精神最精準
的詮釋.以客為尊」 不只獻上最完美的車更給予最貼心的



台灣家庭(600萬戶)消費結構已經改變，隨著家庭人口數
變少，消費者對食品類的採購更偏向需要時才購入，而
非囤貨或事先規劃購買需求，小包裝的出現成為重要趨
勢，全聯等各大通路的包裝也明顯改變。2018資料



IBM並定義2018為「加速科技賦能的豐收年」，提出台灣產業潛
力與機會，包含「企業資安意識的抬頭」等。

金融科技帶來的新契機:加速建構數位金融生態圈與開放銀行
環境。

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如何利用智慧化流程機器人，串流企業營
運需求，共享財務、採購與人才資源，降低營運成本。

零售業掀起的體驗革命:「強化商品差異來提升行銷能力」、
「擴充多元內容服務來刺激消費誘因」、「生鮮門市啟動新零
售的下一步」、「創新營銷模式得以凝聚主題行銷目光」、「
異業結盟合作開啟零售通路新視野」。

新領人才的崛起:以機械業來說，過去勤奮的優勢已然不在，
未來必須要靠軟取勝。因此AI、國際行銷等方面的人才相當短
缺，



2010～2014年是台灣人口紅利的巔峰，人口紅
利的定義是，該國家勞動人口佔總人口比例是
持續上升的，充足的勞動力供給，這對於國家
的經濟發展大有幫助，2014年以後，台灣數十
多年來人口紅利優勢將會耗盡，然後進入到勞
動力下滑的人口負債結構。人口紅利的消失，
對台灣所有行業、社會福利、退休制度、民間
消費的負面影響，將是莫大的衝擊。也就是說
，台灣官方近年來所推估的人口零成長，隨著
時間的發展，接近速度逐漸加快，這對民間消
費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衝擊是前所未見的。

台灣人口紅利消失 經濟發展將長期陷入衰退



台灣大學錄取率高達9成5，專家認為是造成學歷
貶值的主因之一。

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則指出，相較於一些重
視技職教育的國家，台灣太在意文憑，大學錄取率
高達9成5也埋下禍根，「我們全國受僱就業者才
898.5萬，每一年大學畢業就近25-30萬人，跟鄰近
國家一比就可以知道學歷貶值多嚴重。」

在此狀況下，他認為，即便是高學歷、學以致用的
上班族，也可能因為薪資收入難以跟上工作時數、
內容，最後無法持續。投200封履歷找沒工作，頂尖
大學光環失色。



以主計處的資料來說，台灣打工仔的平均月薪
是3.7萬，其中月薪低於3萬元者達348萬人，佔
33%，月薪7萬元以上只有66萬人，佔6%，只有
前8%的人年薪破百萬，1%的人年薪破200萬。

這種貧富差距，由於台灣地主階層的刻意低調，多
數人並不知其嚴重程度。

舉例來說，台灣億萬富豪淨財產佔GDP比率竟達16%
，遠高於波蘭的2%、南韓5%、中國5%、土耳其6%、
印尼7%、巴西8%、墨西哥11%、印度14%，在世界主
要經濟體中和俄羅斯並列世界第一。

此外，台灣前10%的富人，擁有全台62%的財富，而
前1%的富人拿走32%的財富。



- 初級直銷商，年收3.5萬／連結：直銷薪資僅有35k（2017-02-27）

- 雞排攤，年收24萬／連結：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 （2013-03-10）

- 工地粗工，年收30萬／連結：勞力階層的悲哀 （2015-09-08）、

台南粗工日薪1050元（2017-07-04）

- 兼任教師，年收40萬／連結：兼職教師月薪3萬多，台灣沒有未來？

（2016-05-10）

- 汽車原廠黑手師傅，年收45萬 - 福州快遞小哥，年收55萬

- 入行三年保險業務員，年收50萬／連結：保險業真的賺很大嗎？2015-06）

- 年資七年工程師，年收60萬／連結：證書貼攤 程師改賣滷味（2011-12）

華為地區銷售副總裁，年收2500萬／連結：華為千人年收破2500萬2016-06）

- 賀寶芙直銷 總裁，年收3000萬／連結：37歲年薪3000萬 （2011-09-16）

- 王牌分析師，年收3000萬／連結：王牌分析師的年薪 （2013-06-24）



- 公車司機，年收60萬（一天開四趟）／（2018-02-01）

- 汽車原廠20年黑手師傅，年收60萬

- 建大輪胎廠作業員，年收60萬／連結：年薪60萬沒人要？ 輪胎廠
嘆：沒人想當黑手 （2016-01-18）

- 台南工業區腳踏車零配件外派越南廠長，年收60萬／連結：台南
傳產越南廠長薪水嚇死人（2017-06-13）

- 流通業年資三年區顧問，年收70萬

- 汽車業新人，年收70萬／連結：汽車業薪資解密 新人幾乎70萬
起跳 （2017-02-21）

- 住院醫生，年收100萬／連結：台灣住院醫生月入約8萬（2013-
10-08）

- 汽車原廠廠長，年收100萬



單店紅豆餅攤老闆，年收120萬／連結：台大生賣紅豆餅 賺比學長姐多

（2016-06-05）

- 台大助理教授，年收125萬

- 中小企業總經理，年收150萬

- 流通業行銷部門經理，年收150萬

- 正新輪胎中國區銷售總裁，年收200萬

- 食品鮮食廠廠長，年收200萬

- 台大財經系教授，年收250萬／連結：被台灣拋棄的博士 （2016-06-07）

- 上市公司財務長，年收300萬／連結：棄300萬年薪 開台東最強民宿

（2016-07-23）

- 鴻海專理（比課長大、比副理小，約有10年年資），年收300萬

（薪水+分紅）

- 高科技公司高階主管，年收400萬／連結： （2014-12-17）



- 搬家公司老闆，年收500萬／連結：台大碩士變搬家工 月賺百萬「向錢衝」

- （2013-03-16）

- 現代汽車超業，年收560萬／連結：旱地阿貴出頭天 （2007-09-24）

- 加盟紅豆餅攤老闆，年收600萬／連結：凱健月入50萬 （2015-01-23）

- 電視名嘴，年收600萬／連結：月入50萬 揭名嘴搶通告互鬥黑幕 2013-10）

- 富邦金控董事，年收800萬／連結：遭批大肥貓！趙少康辭富邦3董事2014）

- 綠加利直銷 雙世界大使，年收1800萬／連結：王鴻銘從住五坪鐵皮屋 到月入
三百萬傳銷天王 （2015-05-28）

宏碁執行長，年薪1億／連結：施振榮為陳俊聖叫屈 （2015-06-23）

- 本土一線主持，年收1億／連結：胡瓜繳稅大戶億級棒吳宗憲淪老二 2017-0）

- 雅芳營運長鐘彬嫻，年收3.4億／連結：鍾彬嫻．女人獅子心 （2003-07-06）

- 頂級藝人周杰倫，年收6.7億／連結：周杰倫連莊吸金榜 強壓蔡依林
（2015-09-28）



在這十年裡，大陸的經濟總量成長了2.5倍，人民幣的規

模總量成長了3.26倍，外匯存底增加了1.5五倍，汽車銷

量成長了3倍，電子商務在社會零售總額中的占比成長了

13倍，網民數量成長了2.5倍，高鐵里程數成長了183倍

，城市化率提高了12％，大陸的摩天大樓數量占全球總

數的七成，中產階級人口數量達到2.25億，每年出境旅

遊人口數量增加了2.7倍，大陸的消費者每年買走全球70

％的奢侈品，而他們的平均年齡只有三十九歲。

名人檔案—大陸財經專家 吳曉波



台灣低薪問題嚴重，在經濟極大的壓力下，每天都被
錢追著跑，看不見自己的未來，使得許多年輕人爆出
走潮，陷入人才流失的窘境，因此就有一位網友在
Mobile 01詢問「哪些不起眼的工作實際上賺很多？」

PO文一出立刻引起不少網友跳出來分享賺錢無人知、年
薪又上看百萬的工作。有人指出在菜市場擺攤的薪情
不錯，百萬只能說是入門，「裡面都是年薪百萬起跳
」、「賣猪肉、賣菜、賣魚，自有店面不用開發票的
通通賺到翻」。先前也有熟悉水果攤行業的網友表示
，「真的錢途無量，我同學他家是大盤，產季量大時
，一天成交額逼近7位數」、「水果攤有些爆賺...賺
一個月6位數都有」，某地區知名鹹酥雞店月營收200
萬起跳」，就連看起來不起眼的攤子，月入50至60萬
根本沒問題。



統計處今日公布「2017年民眾利用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概況」，調
查顯示，去年男性求職者35萬5,909
人次，求職就業率74.9%，女性38萬
4,499人次，求職就業率73.3%。



回答這六個問題，讓你的求職信更出色！助你檢視自己與工
作之間的連結，針對僱主需要行銷自己，讓自己成為最佳人
選！

1.誰是你的聽眾？他們需要什麼？他們的目標是什麼？

2.自己的目標是什麼?

3.怎麼表達自己的目標與聽眾的目標之間的關聯？

4.怎麼開頭才能吸引別人正面關注的目光，並讓人願意繼續
讀下去

5.有什麼事實可以呈現出自己的價值?

6.如何讓別人願意繼續看你的履歷表，甚至聯絡你，詢問更
多關於你的訊息？



農家戶口及主要從農人口
105年底臺灣地區農牧戶數為77.5萬戶，占臺灣
地區當年底總現住戶數之9.1%，其中有從事農牧
業之戶數為71.4萬戶(占臺灣地區當年底總現住
戶數之8.4% )；農牧戶人口為281萬餘人，占總
人口數12%。農牧戶之耕地所有權屬全部自有者
占80.3%，耕地全部非自有者（他人委託經營）
占4.5%。105年農業就業人口為55.7萬人，其中
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4.9%。近年農業生產
力與產品品質均持續提升，但相對於非農業部門
的快速發展，105年農業占國內生產毛額比率的
1.8%，

*註：農業106年相關統計資料將
於107年9月底更新。



未來20年內，台灣的農業人口將只剩下
1.1萬人。在人才嚴重斷層的情況下，
所幸有越來越多人開始重視農業，願意
投入青春。然而政府的配套措施、整體
產業結構，準備好迎接這群熱血的青年
農夫了嗎？

凱恩斯說:『觀念的領先可以改變歷史
軌跡』。



年青學人一生中＂名就功成＂的4個捷徑:
1.投身好的組織系統培養大將之風

2.拜在名師之下,成為他的分身,
青出於藍

3.天生好手加上不斷努力加上機
運來臨。

4.體悟古今智慧的結晶最後只剩下
一句話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阿里巴巴提供100億給台灣學生青
年做創業基金:
1.最好的學習能力 2.分析資料
能力 3.幫助別人解決問題能力
4.開放的心胸 知識水平

21世紀 I(imformation) T 
逐漸變成D (Data) T(數據處理)



他說，要支持使用阿里巴
巴平台把台灣農產品、工
業產品、創意產品、新創
服務賣到中國、賣到全世

界的台灣年輕人



國外網站《career cast》依據環境
、薪資、展望、壓力等因子，將200
種職業做了排名，其中最差的前10
個排名分別為，報社記者、電視台
記者、伐木工、志願役士兵、除蟲
師、電台DJ、廣告業務員、消防員

、零售店員、計程車司機。



找到對的位置勝過熱門產業 :放
對位置，就能大放光芒 台灣是個
高度競爭的社會， 在價值觀上面
過度重視金錢， 競爭力被窄化為
以賺錢多寡為指標， 價格被等同
於價值， 成為追逐的目標? ☉盤
點你的就業力與如何打造自己的
職涯續航力才是王道。



只要你願意，與你的內心對話：
「我會做得很好的事是什麼？」
「我喜歡做的事是什麼？」 「我
未來想成為怎樣的人？」 以上簡
單的三個問題， 就可能幫你找出
你就業力的 內在金礦⊙一、把

優勢放在最有利的位置上



為因應未來節能減碳、人口老化、 創意
經濟興起等世界潮流發展趨勢， 並解決
國內景氣隨國際波動之現象， 以發展新
興產業、深化服務業競爭力、 形塑優質
農業為重點， 進而打造產業發展新優勢

⊙六大新興產業與就業趨勢: 規劃生物科
技、觀光旅遊、綠色能源、 健康照護、
精緻農業及文化創意六大產業， 在維持
國內經濟持久穩定成長的同時， 亦能夠

兼顧國民的生活品質

⊙新眼光行銷顧問有限公司 林志成 老師



機會是留給有準備的人，將近6成企業
認為提供相關證照/檢定成績能提升錄
取機率

企業決定求職者錄用與否時，「
經驗」與「專業知識」是兩大關鍵。
超過8成5(85.21%)企業認為「符合工
作需求的經驗」是錄取的重要因素，
其次為「專業知識與技術」(63.84%)
將近6成(59.42%)企業建議求職者能提供「相關
證照/檢定成績」以提升錄取機率，其次為「彙
整過去曾參與的專案或特殊貢獻」(37.42%)，再
次之為提供「過去作品集」(28.94%)。



企業需要什麼樣的人才？穩定性
高與抗壓性強！

除了專業能力外，企業最重
視求職者的哪些個人特質？調查
結果顯示，超過7成5(75.38%)企
業重視的求職者個人特質為「工
作穩定性是否足夠」，其次為「
抗壓性是否足夠」(70.87%)，再
次之為「個性是否好相處」
(36.52%)。



哈佛大學心理學家嘉德納
提出 「多重智能」的概
念指出： 人類擁有至少
十種以上的不同的智能… 
每個人的智能DNA，都是
獨一無二。 一、把優勢
放在最有利的位置上



＊7大生存技能 ，你有幾個？
1. 批判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夠問對問題，是批判思考、解決問題
的第一步
2. 跨界合作與以身作則的領導：你不再只是跟這棟樓的人工作，
而是跟不同國家、領域、文化的人合作，過去威權式領導已越來越
不管用
3. 靈活與適應力：今天的工作未來可能不存在，必須終生學習，
持續接收新資訊、新情勢，隨時應變，因為未來世界不跟學校考試
一樣有標準答案
4. 主動進取和創業家精神：不願意嘗試你就輸了，你必須採取主
動、並富有創造力，不斷找尋新機會、點子、策略、不斷創新
5. 口語和文字溝通能力：你要有60秒可以說服長官或客戶你的提
案，以及他可以從這60秒的會面中可以帶走什麼的能力
6. 評估和分析資料能力：資訊瞬息萬變，你有沒有能力透過多元
管道取得，並分析、檢證這些資訊，批判思考力是基礎
7. 好奇心與想像力：企業要的不只是聰明人，而是懂得問出好問
題、追根究柢、對世界好奇的人，因為好奇和追根究柢解答了最重
要的問題



2016錢難賺？別慌，十大草根職業最來錢，月嫂排在第
一位2016-03-03
以下這10大職業，就被認為是未來5年「最來錢」的草
根職業：
1.月嫂、育兒嫂 賺錢指數：★★★★★
2.農村電商 賺錢指數：★★★★★
3.快遞員 賺錢指數：★★★★☆
4.各種補習老師 賺錢指數：★★★★☆
5.貼膜 賺錢指數：★★★★★
6.裁縫 賺錢指數：★★★☆☆
7.售樓員 賺錢指數：★★★☆☆
8.會計 賺錢指數：★★★★☆
9.設計師 賺錢指數：★★★★☆
10.軟體工程師 賺錢指數：★★★★★



機會是留給有準備的人，將近6成企業認為提供相關

證照/檢定成績能提升錄取機率

企業決定求職者錄用與否時，「經驗」與「專業知識
」是兩大關鍵。

超過8成5(85.21%)企業認為「符合工作需求的經驗」
是錄取的重要因素，其次為「專業知識與技術」
(63.84%)。而求職者該如何展現專業性呢？

光憑一份制式履歷是不夠的，求職者必須要做充分的
準備，將近6成(59.42%)企業建議求職者能提供「相
關證照/檢定成績」以提升錄取機率，其次為「彙整
過去曾參與的專案或特殊貢獻」(37.42%)，再次之為
提供「過去作品集」(28.94%)。



2017美國最賺錢職業統計出爐! 最賺的就是它了啦!

12. IT設計 IT Architect  薪資中位數：$105,303職責：解決IT系統問題。

11.軟件工程經理 薪資中位數：$109,350 職責：管理軟件工程師。

10.控權人 Corporate Controller薪資中位數：$110,905職責：監管會計部門

9. 研究開發經理 R&D Manager薪資中位數：$111,905職責：研究開發新產品

8. 應用開發經理 薪資中位數：$112,045職責：監管、開發、維護系統。

7. 醫生助理 Physician Assistant薪資：$112,529職責：協助醫生治療病患

6. 企業架構師 Enterprise Architect薪資$112,560職責：設計、維護基礎架構

5. 藥劑師 Pharmacist薪資中位數：$125,84職責：提供處方藥信息。

4. 醫藥學術專員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132,842職責：傳播醫療產品。

3. 專利律師 Patent Attorney薪資中位數：$139,272職責：專利法的代言人。

2. 製藥業經理 Pharmacy Manager薪資 $149,064職責：監督管理整體流程。

1.醫師 Physician薪資中位數：$187,876職責：不用說了吧



PO文一出立刻引起不少網友跳出來分享賺錢無人知、年薪
又上看百萬的工作。有人指出在菜市場擺攤的薪情不錯，
百萬只能說是入門，「裡面都是年薪百萬起跳」、「賣猪
肉、賣菜、賣魚，自有店面不用開發票的通通賺到翻」。
先前也有熟悉水果攤行業的網友表示，「真的錢途無量，
我同學他家是大盤，產季量大時，一天成交額逼近7位數
」、「水果攤有些爆賺...賺一個月6位數都有」。
此外，也有不少網友點名賣吃的小本生意，其實也賺很大
，「地點只要挑得對生意就很好做，某地區知名鹹酥雞店
月營收200萬起跳」，就連看起來不起眼的攤子，月入50
至60萬根本沒問題，但也有人指出，夜市很多生意好的可
以年收百萬只是開始而已，但真的很辛苦，夏天又下雨根
本災難，不過「很多人可以靠做夜市買豪宅是真的」。



品牌顧問業者Millward Brown本周公布了
2018年的BrandZ全球百大品牌排行榜，由
Google蟬聯全球最有價值的品牌，且在十大
品牌當中有兩個品牌來自中國，分別是騰訊
以及今年首度進入前十名的阿里巴巴。

BrandZ主要評估全球各品牌的獨特性及其所
帶來的大眾期望、忠誠度，及影響力等指標
來估算品牌的貢獻與經濟上的價值，今年全
球最有價值的十大品牌（下圖，來源：

Millward Brown）依序是Google、蘋果、
Amazon、微軟、騰訊、臉書、Visa、麥當勞
、阿里巴巴與AT&T(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除了Visa與麥當勞之外，其它8個都屬於

科技相關產業。



行銷2018年必須注意的十個行銷趨勢
1. 網紅經濟持續發酵
2. 社群銷售行為更蓬勃
3. 企業必須投入更多資源在行銷工具上
4. YouTuber崛起，影音內容是顯學
5. 企業脫離電商平台，轉而自營品牌電商
6. 直播市場進入盤整，知識型內容更顯價值
7. 廣播、音頻類型的知識經濟，需求升高
8. VR、AR在消費性市場仍未有突破性應用
9. 機器人在消費性市場仍未有成績
10. 人工智慧實現自動化行銷



2017年最賺錢的5大行業，你身在其中嗎？
2017-03-13 由 創業視角 發表于科技
我們聊聊2017年最賺錢的五個行業，看看你是
否身在其中！
1、網紅經紀行業
2、健康服務行業
3、成人在線教育
4、休閒餐飲行業
5、跨境電商賺美金
阿里巴巴CEO張勇在跨境電商峰會上直言：跨境電商將
是電商行業的最後一個風口，而馬雲也在2016年不遺
餘力地推廣ewtp這一新的概念。根據國內跨境電商第
一孵化平台貝多羅的數據統計，2016年，他們平台總
共培養了200位年收入過百萬的創業者。



五種行業將經歷負向成長：
‧ 農業
‧ 電腦、電子與電氣產品
‧ 紙業
‧ 印刷與其相關業務
‧ 漁業、獵捕與採集

國際職涯新觀點





產業趨勢:根據加拿大政府職業規劃系統
(COPS)，十種產業在2018有成長機會：

♦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
♦ 健康照顧與社會資源協助
♦ 其他專業服務
♦ 專業商務服務
♦ 石油與天然氣採集
♦ 建築業

♦ 礦業、石油與天然氣採開相關業務
♦ 五金製造與機械（不含電子相關）

♦ 運輸工具製造業
♦ 木製產品製造業



10 個種類的工作是在未來最被看好的職涯選擇台灣(一)

第十名：管理人員 management jobs
研發經理 產品經理 風險管理經理
第九名：工程師 engineering jobs
土木工程師 建築工程師 環境工程師
第八名：顧問、諮詢師 consulting jobs企業管理顧
問 醫療保健顧問
第七名：業務 sales jobs
業務主任業務總監
第六名：商務服務 business services jobs
環境衛生專家 工程估價師



10 個種類的工作是在未來最被看好的職涯選擇(台灣二)

第五名：專業技術 technical jobs
心理輔導員 物理治療助理 牙齒衛生員獸醫技術員
第四名：教育界 education
大學教授高中老師 國小老師
第三名：金融服務 financial services
會計師 保險精算師理財顧問
第二名：科技領域 technology sector
軟體架構師 系統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 資訊科技分析師
第一名：醫療業 medical field
整形外科醫師眼科醫師 牙醫師註冊麻醉師執業護理師
醫師助理



分享一下大陸2018年最被看好的職業  1、技術銷
售顧問  2、軟體工程師 該 3、資訊保安專員  4
、客戶接待經理  5、人力資源經理  6、高階會計
師  7、首席客戶官  8、管道工  9、技術架構師
10、資料分析師

註:大陸與台灣常用語對照表. 大陸. 台灣.普通話
. 國語. 師傅. 司機. 票霸. 黃牛. 倒爺. 掮客
... 溝通. 得了. 好了. 情勢. 形勢. 機關. 機構
. 硬軟件. 硬軟體. 攝像. 攝影. 渠道. 管道. 匯
報. 報告 ..二道販子. 中盤. 服務員. 服務生. 
水平. 水準. 雪櫃. 冰箱 ...大堂

倒爺，就是專門向外來客人推銷假貨的黃牛
，這種人在大陸稱為來倒爺



國外網站《career cast》依據環境、
情緒、物理因素、職業收入、就業增
長、收入增長、失業、離職率、以及
11個壓力因素，做的總體排名，將200
種職業做了排名，其中最差的前10個
排名分別為，報社記者、電視台記者
、伐木工、志願役士兵、除蟲師、電
台DJ、廣告業務員、消防員、零售店
員、計程車司機。



台灣黃金十年職場趨勢
1.全球化人才遷徙：人才的運用不限於一時一地，企業可以廣泛的在

世界各地徵才，人才可以跨越疆界為全球所用，國家的界限已逐漸
模糊。

2.高齡工作者增加：出道晚、退休早，人口老化現象越來越嚴重，老
人年金以及照護費用增加，退休年齡以及養老都要重新規劃。

3.女性受僱人數成長：女性教育水準提升，投入職場人口日益增加。
4.青年失業潮：高學歷青年失業潮持續存在，形成人力資源的浪費。

同時，青年創業人口成長，造成微型企業增加。
5.波段型就業：缺乏永續性的工作，只能採波段式就業。同時因為職

涯時間縮短，勞動市場改變，工作內容也跟著改變。
6.強調軟實力：受到知識經濟軟實力勝出和亞洲崛起的影響個別經濟

體逐漸和全球融合，產業發展邁向知識密集，教育應該改變。譬如
觀察力、創造力、想像力、人際溝通、和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力。學校必須讓學生學習這樣的軟實力，並習慣團隊合作。

原文: 未來黃金十年，職場與教育趨勢之研究 - 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網址: 
http://www.npf.org.tw/post/2/9020



檢視七年前十大熱門職業
WorldWideLearn(2011) 公佈今後十年及未來的十大熱門職業：
(1) 電腦程式設計師(Computer Programmer)：需要專精於資料

庫應用以及顧客網路關係之程式設計師，提供更周到的在宅服務。相
關的學經歷如下：電腦程式設計學位及相關證照，以及電腦程式線上
和資安的訓練。

(2) 日間托育人員(Day Care Provider) ：家長對於托育人員品質要
求日高，不吝給專業保育人員高薪，相關學經歷如下：日托管理以及
兒童心理、幼兒教育文憑。

(3) 老人護理專家(Elder Care Specialist)：為配合現代化和設備新
穎的養生村的興起，需要具有符合資格的老人照護專家，提供妥善的
照護，相關學經歷如下：老年學學位、生活照護規劃證照以及醫療輔
助課程。

(4) 就業專家、人資專家(Employment Specialist) ：人力資源專
家被美國勞動部認為是成長最為快速的職業之一，主要的工作是在媒
合業主和求職者，以因應季節性的需求，相關學經歷如下：人力資源
管理學位和生涯發展訓練。

(5) 環境工程師(Environmental Engineer)：許多既有城市面對管
線老舊以及電力供應不足的問題，需要環保工程師協助更新，並且要
能與居民有良好的關係，以利環境工程更新工作的進行。相關學經如
下：環境工程及環境科學學位、節能與環保課程。



(6) 家庭保健員(Home Health Aide)：嬰兒潮世代的老人寧願在家
養病，也不願久待醫院，對於家庭看護需求日增，有些護士也願意做
居家護理，這樣比較彈性、沒有醫院的壓力。相關學經歷如下：護理
學位以及醫療助理訓練。

(7) 管理顧問師(Management Consultant) ：拜網路科技之賜，
為管理師開啟多元的服務，為世界各地的公司解決問題，有越來越多
的公司借助外部專家，提供諮詢服務。相關學經歷如下：管理學位、
企管和小型企業管理課程。

(8) 網路專家( Networking Specialist) ：網路專家必須計算不同
網路裝置如何連接，也要學習如何促使公司資訊流順暢，這項工作從
電腦工程的分枝進入到專業領域。相關學經歷如下：網路行政和管理
學位、網路安全培訓。

(9) 醫師助理(Physician's Assistant) ：醫師助理係可彌補健康照
護上的不足，有了醫師助理，醫師可以有更多時間診斷和進行研究工
作，相關學經歷如下：醫師助理學位和醫療助理課程。

(10) 社會工作協調員(Social Services Coordinator)：隨著越來
越多的銀髮族申請政府的補助，許多家庭離開大城市到小鎮上，許多
政府機構以及非營利組織需要社會工作協調員，以使社區居民能充分
利用社會支持系統。相關學經歷如下：社會工作服務學位。

原文: 未來黃金十年，職場與教育趨勢之研究 - 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網址: 
http://www.npf.org.tw/post/2/9020



全球經濟持續成長、自動科技快速發展、年節節慶來臨，台灣雇主

招募意願大致樂觀台灣2018年第1季就業展望為+25%，企業聘雇意

願創2年來新高，整體人力需求展望為全球第一。2017-12-12

此次「萬寶華全球就業展望調查」ManpowerGroup Employment 

Outlook Survey, MEOS訪談台灣1018位雇主，以了解企業於2018年

第1季的聘僱狀況。結果顯示有28%預計增加人力，6%減少人力，

65%維持不變。將增加與減少的人力相抵後，得出就業展望淨值為

+22%，排除季節因素後為+25%，季增2個百分點，與年增1個百分點



如果要選一個字作為這個時代的代表字，再也沒有比「快」更
適合了。人們花了上千年，發明蒸汽機開始了第一次工業革命
；接下來又花了兩百年，廣泛將電力運用在各層面，進入了電
氣時代；再來，僅僅不到百年，電腦、航太技術、生物遺傳工
程、再生能源⋯等各種新科技不斷的被發明和應用。轉瞬間，我
們已迅雷不及掩耳進入了數位科技時代。
從1.44MB的磁碟片到1TB起跳的隨身硬碟，再到雲端儲存空間
；從當年最夯的3310，到現在人手一支iPhone；工具不斷升級
，工作型態也不斷改變，有些工作逐漸被淘汰，有些工作被新
創造出來，例如機械手臂取代人力，負責單調、重複與傷害性
高的製造生產工作；現在全世界最熱門的職位如：社群行銷經
理、YouTuber⋯等，10年前根本還沒有出現。2004年創立的
Facebook，不到10年就改變了我們的互動方式；2005年誕生的
YouTube，不到10年就改變了整個世界的音樂和影視娛樂使用
習慣。
未來，我們該如何因應更全面、更劇烈的挑戰？我們可以掌握
面對未來必須具備的職場態度，透過不斷學習，精進自己的技
能，積極面對改變，而不是被動地等待被取代。



日本畢業生起薪10年不變2017-11-14 
根據中央社東京14日綜合外電指出，日本經濟團體連合
會（Keidanren）表示，應屆畢業生在今年拿到第一份薪
水條時，平均月薪扣稅前約為21萬3000日圓（約新台幣5
萬7000元）

對於台灣大學新鮮人起薪僅日本的一半、美國的四分之一，這對於剛踏入職場的

新鮮人來說，28K在南部勉強可以生活，但如果離鄉背井在台灣工作，要找租房子

還要生活費，那在北部恐怕只能吃泡麵白吐司度日了，甚至有年輕人說，這樣的

薪水感覺去便利商店、加油站或飲料店工作都能達到。

若以勞動部這一份統計來看，若以職業別區分，金融及保險業起薪最高，達到3萬

1025元，接著是專業科學與技術服務業2萬8879元，起薪最低的是其他服務業僅有

2萬3598元。



零工經濟大趨勢 美43％勞動力 將納入零工經濟
2018-04-08

透過網站人脈 找到工作

令人吃驚的是，零工經濟並不是一項瞬間即逝的新
型現象，而是一項持久趨勢。根據《富比世》統計
，美國至少有43％的勞動力在2020年前變成自由工
作者。趨勢專家指出，對於已經退休的勞動力或是
女性勞動力，零工經濟絕對是未來的趨勢。

自己就是老闆 不停轉換

零工經濟雖然在美國很流行，但在日本就沒那麼容
易了，日本許多法規都以業者為優先考量，在網上
接單也不像其他國家容易。例如，美國的Uber叫車
2014年就進日本市場，最後僅能做些計程車和租車
的業務，無法像在台灣、美國一樣



高學歷常難融入群體
這位主管表示，博士級員工年薪160萬～180萬元，公司要
求遵守工作保密協定，上班時間不能使用智慧型手機，可
是兩人違反規定，加上個人行事風格太獨特，不易融入群
體，只好請他們走路！
雪上加霜的是，過去被視為熱門科系的理工科，愈來愈不
受青睞。
近十年來，包括碩博士學生，理工類減少七萬人，占全部
學生比例從49％降到42％，少了7％，反倒是社會類學生
增加4％，達39％，人文類增加3％，為19％，這或許和政
府大力推動觀光、創業，引導學生就讀餐飲、設計、觀光
科系有關。
供給愈來愈少，影響所及，讓竹科找人的標準也跟著調整
。以IC設計業薪水最高的聯發科為例，過去只給拿到書卷
獎的台成清交電子、電機、資工、通訊等相關研究所面試
機會。據聞，現在聯發科也放寬標準，包括台科大、中央
大學、中正大學等國立大學，沒有書卷獎的，也都可以參
加。2017年11月21日

遠見／連年缺工7000人 竹科人才荒怎麼解？



自學能力比高學歷還重要

對每一個職場人來說，2017年最重要的關鍵字是什
麼？答案就是：終身學習。

在大數據、物聯網、機器人、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等新科技浪潮席捲之際，「終身學習」早就已經不
再是一句口號，而是一場攸關個人與企業未來生死
存亡的肉搏戰。
這並不是危言聳聽。

練就終身學習力 贏在「被利用的價值」

台大電機系教授葉丙成直言，學校培養的技能其實
已經不夠用，每個人必須要重視終身學習，才能因
應未來高度變動的職場需求。



洞悉真正所需職場KPI:
1) 我有什麼獨特的過人之處？師長或好友最
欣賞我什麼? 
2) 我有什麼熱衷的嗜好？需要什麼特殊獨特
唯一的技巧嗎？
3) 有什麼事物能激發我的潛能，從中獲得進
步空間？
4) 有什麼成就令我倍感自豪？當中可應用於
職涯發展嗎？
5)做了再說!(當別人臥薪嘗膽您在哪裡?)
達爾文曾經說：「最有價值的知識，是關於
方法的知識。」孰能生巧(射箭與倒油故事)



此外，還要注意你自己的視野與格局

 不論你選擇的產業何等有發展性，如果你自己的視野
與格局太小，你還是無法有美好的生涯發展

 所以你自己先必須有全球化的思維，有突破性的思考
與格局，才能有美好的生涯發展追隨虛浮的，足受窮
乏

 總結: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耕種
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

選擇行業不要追隨虛浮，要踏實、務實，而不論選了什
麼行業，好好去努力才會有收獲。

#劉兆玄前院長勉勵年輕人要有五識

#知道是知識，做到才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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