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資料來源及取得日期

□ 資料來自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調
查問卷系統

□ 107年12月20日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了解校友於畢業後之升學、就業、
薪資發展概況

□ 回應高教深耕「精進教學」及
「提升學習成效」

調查對象
畢業生流向調查年度為103-107年，
涵蓋畢業生為100學年度至105學年度
畢業生，不含外籍生。

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

研究限制
□ 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題目為公版

問卷

□ 各次問卷填答率均不同，影響本
調查結果的代表性

符合本校目標- 高雄的智庫，產
業的引擎

本校畢業生在
高雄地區就業者居多

待業中的原因主要為「沒有工作機會」
及「工作內容不太滿意」

7成以上學生在畢業後
兩個月內找到工作

四成以上畢業生認為工作內容與
所學專業符合
建議加強「溝通表達」與「人際
互動」能力

畢業後三年
就業率高達九成

以107年畢業流向調查為例

▲本校畢業生流向調查填答率與全國校院平均填答率之比較 ▲就業地點分布圖
(101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5年)

就業情形
以畢業後各年度調查來看，本校101學年度
畢業後五年就業率達97%、103學年度畢業
後三年就業率為96%、105學年度畢業後ㄧ
年就業率為93%。

待業時間
本校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狀況良好，在參與
就業的畢業生中，105學年度畢業生86%在
畢業後三個月內找到工作。

就業條件
根據畢業後一年與三年的調查中可見，本
校學生大致上認為個人專業能力符合工作
內容。105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的調查中， 
50%表示符合及非常符合。

學習回饋
畢業生認為的學用合一程度，會隨著畢業
後工作年資的增加而改變，但以現有資料
無法歸納出一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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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得日期

□ 108年4月18日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了解本校學生休習雙主修、輔系
以及跨系選修的情況

□ 回應高教深耕「精進教學」及
「提升學習成效」

研究對象

□ 雙主修輔系的對象為96-107上、
四技日間部，以修畢輔系、雙主
修取得資格，或以申請正在修習
輔系雙主修的學生為分析對象

□ 跨系選課的分析區間為100學年
度至107學年度的成績資料

跨域學習分析

研究限制

歷史資料資料未記錄或註記曾申請過
但未完成輔系雙主修，因此無法計算
多少學生曾經有意願輔系雙主修

哪些科系的學生輔系/雙主修的需求最高?

▲第一校區輔系、雙主修申請情況

外語學院學生對輔系、雙主修需求較高，
佔歷年比例最高，其中應用德語系–運籌
系64人次最多
管理學院的跨域學習人數比例僅次於外
語學院

透過三個校區的桑基圖，可得到三校區跨系
雙主修、輔系的情形與人數多寡。

▲建工/燕巢校區輔系、雙主修申請情況 ▲楠梓/旗津校區輔系、雙主修申請情況

大部分的學生仍在自己
所屬的學院內跨系選課

跨校區選課情形：
105學年度 2人次

(來自建工/燕巢校區)
106學年度 1人次

(來自楠梓/旗津校區)
107學年度 219人次

各科系學生主要跨系選修的課程
(列出最多人選修的前三名)，
可至研發處校務研究視覺化平台中查詢

學生跨出原科系選課的情況如何?

▲103-107學年度跨系選課情形



□ 分析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及107學年度第
一學期，深耕附錄獎補助學生資料與學
業成績排名情形

□ 結果發現，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獲獎補
助學生，71%班排名進步或維持不變。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則為57%班排名進
步或維持不變。 (其中200位學生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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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附錄獎補助學生成績進步情形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延續107年度弱勢生議題，本分

析進一步探討本校弱勢生的在學
與畢業後表現情形

弱勢生畢業就業成效

研究範圍：100-105學年度畢業，填
寫畢業生流向調查之校友，不含外籍
生，身分別分為弱勢生與非弱勢生兩
種身分

資料取得日期：108年7月25日

弱勢生分析

弱勢生畢業就業成效

深耕附錄獎補助學生成績進步情形

研究範圍：高教深耕計畫針對弱勢生
的各項獎補助名單，期間為106學年
度第二學期及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資料取得日期：108年9月6日

□ 回應高教深耕「招生選才」及
「高教公共性」

弱勢生議題
□ 107年度弱勢生分析以日間部四技學生

為對象，了解本校弱勢生人數與比例、
戶籍分部現況，結果顯示除了「身心
障礙」及「原住民族籍」兩種弱勢身
分學生表現較不理想之外，本校弱勢
生學業成績表現優於非弱勢生，休、
退學比例也較低。

弱勢生人數與比例
弱勢生戶籍分布
學業成績表現
休退學情況

107年

弱勢生人數與比例
休退學情況
弱勢生畢業就業成效
深耕獎補助學生成績進退步情形

108年

持續更新視覺化圖表
議題追蹤與延伸

□ 108年度將議題延伸，除了持續追弱勢
生學業表現之外，另串接畢業生流向
調查資料，探討弱勢生之就業表現與
非弱勢生的差異。

□ 結果發現除了「身心障礙」的學生畢
業後的平均薪資及分布情形較差之外，
在畢業流向、待業時間等面向均無顯
著差異。

待業
時間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補助項目「課業輔導」及「學習歷程輔導」，
成績進步與持平的比例，106-2達九成，107-1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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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 透過優秀學生畢業後相關表現之
分析，了解本校學生在校表現與
畢業後表現的關聯性，未來能持
續提升優秀學生表現，使其成為
學習標竿

研究對象
□ 優秀學生為畢業班排名前10%

□ 篩選92到107入學年資料串接畢
業生流向資料，畢業年100-105

優秀學生畢業表現

資料來源及取得日期

□ 資料來自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調
查問卷系統及本校學生畢業成績

□ 108年8月12日

研究限制
□ 延修生畢業時沒有班排名紀錄

□ 日間部博士、進修部碩士春季班、
進修部碩士秋季班、學士後學程
等四學制人數不足以納入比較

學用
合一

就業
流向

就業
薪資

優秀學生 其他學生

待業
時間

專業
能力
符合度

工作
滿意度

職場
增能
意願

成績好的學生
會比較快找到工作嗎？

成績好的學生會覺得
學習到的專業比較符合工作嗎？

成績好的學生
工作滿意度會比較好嗎？

成績好的學生
增能意願高嗎？ 本分析發現，在這些面向上

優秀學生與其他學生無太大差異

從畢業後一年及三年的調查
中可見，優秀學生的升學與
進修比例較高

日間部學制可看出畢業後
三年及五年後，優秀學生
平均薪資高於其他學生。
其他學制在平均薪資的差
異上沒有比較明顯的規律。

目前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
課程之相符程度
畢業後五年-
優秀學生的符合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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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 統整各學制生源資料
□ 探討學生來源，從報考情形、各

學制的系/組/學位學程的錄取率
情形來看

□ 探討在學表現，可透過在學的學
業成績及休退情形，來了解不同
招生管道入學學生，在入學後的
表現

□ 回應高教深耕「招生選才」

生源分析

□ 本校108學年度四技新生主要畢業之高中職來
源，其中前十大來源學校除了「國立松山工
農」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外，其他九所學校
維持穩定或提升

□ 「國立嘉義高商」、「國立豐原高商」、及
「私立明道高中」三校在近五年生源有提升

□ 本校研究所生源來自本校畢業生比例也有提
升的趨勢，108年日間部碩士班達43.62%，
博士班為32.67%

研究範圍
自100入學年起至108入學年之學生資
料

資料來源及取得日期
□ 108年8月，取得本校學生報考資

料，含二技、四技、碩博士班甄
試及考試

□ 108年10月，更新入學學籍資料

□ 108年11月，學期平均成績資料

報考

主要來源學校

□ 108學年度招生報名以碩士班「研究所考試」
管道的報名情況較不理想，共計59個碩士班/
研究所/學位學程，其中32個碩士班/研究所/
學位學程報名人數不足額

戶籍地分布

▲106-108各學制錄取率 (不含碩班甄試及四技登分)

▲106-108日四技前五大來源學校人數消長情形

▲108學年度各學制新生戶籍地理區域比例

□ 本校學生主要來自南部地區，其中日間部五
專、博士、碩士在職專班，以及進修部各學
制，南部的學生比例達80%以上

□ 以日四技生源來說，技優甄保、高中申請入
學、技優人才、特殊選材及轉學生等管道，
南部學生比例較高

入學管道、成績與休退
□ 整體來說，繁星計畫、高中申請大學、聯

合甄選與登記分發四種入學管道的學生學
期平均成績表現較好，其中繁星計畫近兩
個入學年(106, 107)第一年學期平均成績
PR值都是最高

□ 學業成績表現較差的三種學生來源管道則
為身心障礙、運動成績優良生及其他(本校
招生)

□ 「運動績優」及「身心障礙招生」兩種管
道學生雖然休、退比例較高，但因該管道
入學學生人數不多，實際休、退的學生人
數也不多

□ 值得注意的是「繁星計畫」管道的休退比
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以100-104入學年
的資料來看，「登記分發」、「高中申請
入學」、「聯合甄選」等管道，也有退學
人數高於休學人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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