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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資管系畢業生在學習成
效與就業狀況之性別差異。結果發現，女性的在校成績顯著高於男性，但男性從事較
高社會地位之職業類別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且薪資也顯著高於女性。目前從事資訊
專業相關工作之男性高達84.9%，顯著高於從事資訊專業工作的女性（61.6%），而因
為「對資訊相關工作沒有興趣」而離開資訊相關領域的女性則顯著多於男性。研究也
發現，女性取得國內證照的比例高於男性，但在國際證照的取得比例卻遠低於男性。
而曾經取得國際證照的資管畢業生，在職場的薪資則顯著高於未曾取得國際證照者。
關鍵字：性別差異、學習成效、就業狀況、資訊教育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prob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for MIS graduates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84.9% of male MIS graduates
currently own a job relate to their college majo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s’ 61.6%.
In addition, male MIS graduates have higher salary and higher job positions than females.
However, female MIS graduates earned better grade in college level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Much over, more female than male were found to quit their jobs because
they no more interested in working at the MIS field. Female MIS graduates held more
loc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but had significant less global recognized certificates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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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s, while MIS graduates with more global recognized certificates in hands tend to have
higher salary.
Keywords: Gender differences, academic performance, employment status, computer education.
一、緒論
資訊技術經常被企業用來創造其經營上之競爭優勢，對組織而言，資訊科技及資
訊系統之運用、改善與創新，往往需要資訊人員的配合與努力。Igbaria等人的研究中
指出，當組織的運作愈來愈依賴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時，擁有勝任之員工並有效地運
用與管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9]。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4年之資料顯示，資訊管理系為大學校院人數最多的科系。
在國內161所大專院校中，計有111所學校成立資訊管理系，43所學校成立資管所碩士
班，學士班人數就多達46,000多人[27]。國內企業為了因應日趨競爭的經營環境，對於
資訊人力需求日益增加。資訊科技在企業的應用已成為組織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因
此大學教育如能培養出足夠且適用的人才以供企業所需，將有助於資管系畢業生於高
競爭率及高失業率的社會保有就業優勢。
隨著教育水準的提升，女性投入職場的比例呈現成長的趨勢，但許多研究結果都
指出，女性參與資訊領域發展的比例仍然遠不及男性[61][70][77]。有些研究發現，女
性學生比男性學生更早退出或離開資訊領域的訓練[71][91][104]，對有限的高等教育資
源形成相當程度的浪費。
相較於國外的研究結果，國內資訊科系女性學生退學或轉系的比率並不如國外嚴
重[89]，就讀資訊相關科系的男女學生在先前的電腦學習經驗亦無顯著差異，而且女
性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通常都比男性為佳[24][53][80]，但畢業後選擇離開資訊領域另
謀發展的比例，女性仍高達四成之多[28]。因此，有些學者提出或許在資訊領域所發
現的性別差異現象，極有可能是不同性別在自我認知上的差異，而非真實能力上的差
異[68][75]。
傳統的觀念普遍認為，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是兩性工作者無法獲得平等待遇的主
因。國內有不少研究者針對資訊領域在職場上的性別差異現象進行探討
[8][9][10][40]，但極少有針對資管畢業生工作現況之性別差異現象進行追蹤研究。
本研究以南部某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歷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以了
解資管系畢業生目前在職場上的工作現況，並探討畢業時在校所有資訊專業科目的平
均成績對其就業選擇與現職工作的影響及性別差異現象，進而分析女性離開資訊職場
的原因。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資管系畢業生之就業現況；
2. 探討不同性別之畢業生在校學習成效之差異；
3. 探討不同性別之畢業生在就業狀況上之差異；
4. 探討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其就業狀況之關聯性及性別差異現象。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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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差異
Biklen and Pollad認為「性別」不僅包含生理性徵的差異，更包括社會制度及文
化所建構出的性別概念[66]。所以，Measor and Sikes即指出，性別是社會所造成，是
個體在社會文化情境中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社會特徵[96]。
新興的性別心理學主張，男性與女性被認為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他們藉由自我表
現的性徵類型來確定自我性別，並且在不同的社會角色及位置中表現出男性或女性的
特質；然後持續表現出這些行為或特質，好讓自己能滿足內在的自我一致性需求，以
及符合社會的期待[52]。性別差異一直是兩性學者關心的議題，長久以來廣泛被討論，
大部分學者在探討性別差異的問題時，主要以經濟學和社會學兩大理論為基礎。
由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可知，男性與女性在人力資本的差異和企業中以性別基
礎做為分配職業的種類及其它環境因素，均會導致薪資不平等和職業生涯成就不同。
人力資本的觀點指出，女性與男性薪資報酬不平等是因為女性缺乏技能、教育程度較
低、工作經驗與訓練不足等因素。若將人力資本變數控制或排除時，將不會產生男性
與女性的薪資差異。而社會學典範則說明，男性與女性薪資上的差異是因為職業特徵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指該職業傳統由男性或女性主導）所造成[63]。
有些研究指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普遍存在組織中，影響女性本身的自我概念並
讓女性自我設限以避免產生與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不符的工作與表現，因而使得女性工
作機會較少、工作職位較低，即使在同樣的管理階層職位上，兩性薪資也有差異
[78][94]。
（二）

職場上之性別差異現象

勞動參與率
美國勞力市場中，女性在二次世界大戰間開始進入勞力市場中以彌補男性人力的
不足，但男性已佔據大量的職位，女性的進入因而只能當作勞力市場的後備軍[86]。
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及教育水準的提升，台灣地區女性勞動力普遍增加。根
據行政院主計處「102年人力資源調查」的統計資料顯示，我國女性勞動參與率由2000
年 的 46.02% 上升 到 2012 年 的 50.46%； 兩 性勞 動 參與 率 的差 距，由 23.04% 下 降 到
16.28%[6]。

1.

行業分佈與職業地位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102年人力資源調查」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就業者所在之
行業主要分為三大類：（1）農、林、漁、牧業；（2）工業；及（3）服務業。女性就
業機會多集中在服務業，就業人數比例遠高於男性；而工業和農、林、漁、牧業的就
業人數則是男性多於女性，比例相差將近一倍之多[6]。
若以行業的細項分佈來看，可以發現男性次要就業行業多集中在營造業與運輸及
倉儲業，男性從事此類行業的比例高於女性將近有5倍之多。而女性次要就業行業則集
中在住宿及餐飲業、金融及保險業、教育服務業與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工作，就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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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遠高於男性，有些甚至超過兩倍之多[6]。
國內外相關研究皆發現，兩性就業者在選擇行業時，男性會傾向選擇較陽剛味，
具決策性、主導性之工作，如律師、工程師、醫師、飛行員、科學家、法官等，女性
則會傾向選擇陰柔，較例行性、非決策性的工作，例如老師、護士、空姐、秘書、打
字員等[30][43][49][72][76][93][95][99]。
謝碧霞的研究發現，有66.5%的受訪者指出組織中男性主管的比例較高，僅12.4%
的受訪者表示組織中女性主管比較高[60]。過去也有許多關於台灣地區兩性職業地位
方面的研究發現，台灣女性就業者的職業地位不如男性就業者[3][13][22][26][42]。由
此可知，台灣職場中女性擔任主管及經理職位的機會有相當嚴重的性別差異。
薪資差距
兩性就業在行業及職業地位上的不平等，往往會影響其薪資待遇。Gannicott發現
台灣女性薪資約為男性薪資的三分之二，甚至在控制歧視的因素後，仍只佔男性薪資
85%。該研究也指出，當男女擁有相同的生產力而從事同層級的工作時，女性的薪資
仍比男性為少[83]。Hou的研究發現，男女薪資差距可能受職業上的性別隔離或女性大
部分集中在較低工資的行業的影響，兩性的薪資差距有逐年加大的趨勢[88]。Fields and
Wolff根據美國的普查資料所作的研究也發現，女性的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65%[81]。
Fitzenberger and Wunderlich的研究同時考慮工作生命週期和出生世代的影響，並
將樣本資料依教育級別分為高技術、中等技術及低技術三個族群。結果發現，西德的
女性在工作生命週期間之薪資較男性來得低，而兼職工作的婦女比相同程度的全職工
作女性在兩性薪資差距上為少，但此現象在中等技術和低技術中的族群比較明顯
[82]。García, Hernández and López-Nicolás的研究發現，西班牙男性勞工的薪資顯著高
於女性，研究者認為造成男女薪資差異的主因在於工作的特性而非工人的教育程度
[84]。Melly的研究也發現，女性的薪資報酬無論在私部門或公部門都顯著低於男性
[97]。
林忠正的研究發現，對初入勞動市場的工作者而言，兩性同工不同酬的情況非常
嚴重，而且女性進入專業性職業的機率僅及男性之半[13]。劉鶯川的研究指出，薪資
性別岐視在製造業最為嚴重，其次為商業服務工作者及服務業之生產工人[54]。
施智婷以行政院主計處70、75、80及85四個年度所作之勞動力調查之資料作為研
究資料，探討台灣勞動市場男女性之薪資差異程度，結果發現女性薪資約只為男性之
60％～67％，男女薪資差異來自歧視部份的比率也逐年升高。該研究也指出，教育程
度可以縮減女性在勞動市場與男性薪資的差距[17]。
王俊欽的研究發現，台灣職場上的薪資歧視比例相當高，而且公部門薪資性別歧
視比例比私部門為高[1]。許奎力的研究也指出，台灣自1979年到2000年期間，男性平
均薪資所得較女性為高，兩性薪資差異雖逐漸縮小，但性別歧視的問題依然存在。該
研究指出，造成台灣男女薪資差異縮小的原因，可能為男女生產力差異的縮小，而非
性別歧視的減輕[29]。依行政院主計處「102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的統計資料顯示，
女性在就業收入的平均月薪遠不如男性，僅佔男性薪資的八成左右（32,001 vs. 40,044）
[5]。即便因為教育水準的提升，女性從事專業人員的人數雖有上升的趨勢，但薪資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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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還是不如男性。
由上述文獻可知，女性在職場上薪資待遇受到嚴重的不平等對待。過去也有相當
多學者針對台灣職場上性別薪資差異加以研究，並且指出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是影響兩
性薪資差異的重要因素之一[14][19][32][33][35][54]。
（三）
1.

資訊領域之性別差異

教育學習

(1) 科系選擇及退出比例
教育上的性別差異問題，向來是兩性平權倡議者重視的議題，也引起許多學者高
度關切。蕭惠蘭的研究發現，高中女生選讀自然組課程的人數明顯少於男生。傳統而
言，台灣的教師、家長甚至學生自己也多認為女生的數理成績較男生差、語文成績較
男生優，因此，只要放棄自然學科，多記誦史地科目，念社會組得高分，對考上國立
大學比較有利[56]。這樣的社會期望，使得大專院校兩性在科系的分佈上，有男性偏
理工科技類、女性偏人文社會類的性別分化現象，顯示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會影
響女性在學習領域的選擇[57]。
這樣的情形在資訊教育的領域也甚為常見[103]。許多研究發現，女性以資訊或
科學為主修的人數都有偏低的情形[55][58][69][73][101]。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女性學
生比男性學生更早退出資訊領域的訓練[16][28][71][91][104]，甚至有些研究發現，女
性學生在大學入門資訊課程的退選率都有過高的情形[85][92][100]。
(2) 學習態度與自我效能
余曉清表示，雖然目前科技教育環境並沒有因性別而設限，但種種潛在因素卻都
對女性的學習不利。所以，不管是從研究的結果或是大部分的人對女性的印象，都常
發現女性對科技的學習多抱持負面態度，不僅男性不認定女性在科技上的能力，女性
自己也比較缺乏自信[7]。
Dunham發現男學生對於自己學習數學的自信、興趣、能力及學習成就皆優於女
性，自我效能明顯優於女性[79]。Beyer等人研究發現，男性追求更高教育目標的意願
顯著高於女性，而即使將數學成績和能力變項加以控制，主修電腦科學的女性都比非
電腦科學為主修的男性還沒有自信[65]。
楊淑卿指出，許多女孩直接把數學焦慮及對數學的態度轉移至電腦上，這可能是
形成電腦技術性別差異的主要原因。由於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電腦通常被兒童視為
是男性所操弄的「機器」，並且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把電腦與「男性文化」的觀念相
聯結。而且由於軟體的性別偏見，大多數早期的電腦遊戲都是由男性寫給男性使用，
大部份的軟體內容設計都集中在競爭、侵略、快速、暴力行動等方面，並不能吸引女
性的興趣[48]。
Colley的研究發現，英國男性學童使用電腦的頻率高於女生，但多半是用來玩遊
戲。與電腦互動的經驗也影響了男生視「電腦」為一種「玩具」或是一種成為專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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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女生則將其視為能支持她們完成工作的「工具」。因此，男生在與電腦互
動歷程中能展現較高的控制性，更能接受高層次的挑戰；而女生卻因此較為缺乏自信
[74]。
(3) 學習策略及學業成就
張玲娥發現，男生較常使用問題解決與尋求資源策略，女生則常使用尋求他人的
協助策略，顯示女生在使用電腦上發生問題時，較喜歡詢問他人的意見，也較容易逃
避問題[23]。
姜瑀青的研究發現，女性對於程式語言的課程的表現與自信心多不理想，對資訊
相關課程除了課程要求外，並不會主動學習資訊科技相關知識與技術。分組學習的參
與上，女性會將技術層面（如，程式設計等）的工作交由男性負責，而且當電腦或課
業發生問題時，會立即求助於男性解決[16]。
林玉娟和林哲正也發現，女學生在學習程式設計的困擾程度顯著高於男性[12]。
但邱靜宜的研究卻指出，女生的VB程式語言學習績效明顯優於男生的成績[15]。劉宣
昕曾針對國內資訊工程與資訊管理科系大學生在先前電腦經驗與學業成就的預測因素
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男生比女生更早接觸電腦、並有更多電腦遊戲經驗及修課的經驗，
而女生不論在高中或大學階段的學業表現皆較男生為佳[53]。
Fan and Li的研究也發現，資訊科學系的女性學生不論在高中或大學階段的學業
成績，皆較男性同儕表現優異[80]。因此，該研究亦認同在資訊教育領域所謂的性別
差異，極有可能只是不同性別在自我認知上的差異，而非真實能力上的差別[68][75]。
職場現況
Igbaria等人指出，當組織愈來愈依賴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時，能擁有勝任之員工
並有效地運用及管理是相當重要的議題[90]。然而，許多研究數據與社會現象的探討，
卻發現女性參與資訊科技領域發展的比例遠不及男性[61][70][77]。
Camp發現女性在電腦科學領域中的比例不斷減少，雖然在高中為電腦科學類的
女性有50%，但取得學士學位的女性只有28.4%，且同學年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的女性
僅有25.8%及15.4%。除此之外，在電腦科學領域任教的女老師比例，助理教授為
15.6%，副教授為9.4%，教授為5.7%。由此可知，在電腦科學的領域中，愈高學歷及
高階職位的女性所佔的比例愈少[7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統計資料指出，在資訊產業中儘管有豐富的就業
機會，但資訊領域的女性卻嚴重的不足，且應徵資訊科技職位的女性愈來愈少[102]。
女性雖然佔美國總人口46%，但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女性比例不到30%，且在前500大
的資訊公司中，女性為管理階級的比例僅有10%[105]。這種現象不僅帶來負面的經濟
後果，也意味著在資訊產業中損失非常好的女性資訊人才[62]。
Zarrett and Malanchuk的研究指出，女性在青少年期比男性較不會以資訊科技為
職業生涯。而在高中畢業後，男性也顯著比女性更有意願以資訊科技產業為職業
[106]。Baroudi and Igbaria探討資訊系統人員之性別在職場成就上之差異，結果發現女
性資訊人員在組織中的職位及薪資較低，且離職意願偏高[6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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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盛發現男性資訊人員的教育程度比女性資訊人員為高，男性資訊人員平均薪資
也顯著高於女性資訊人員。在控制人力資本因素的情況下，男性資訊人員對於職業生
涯的成就、達成職業生涯目標與升遷速度，皆有較高的滿意度；而女性資訊人員可能
受結婚後有家庭、小孩因素導致職涯中斷，在職業生涯滿意度並不高[9]。
姜瑀青指出，進入非資訊相關領域的女性，大都是由於在校時就缺乏對未來從事
的資訊相關領域工作的概念，加上參考自己程式相關課程的學習經驗，而選擇在畢業
之後進入非資訊相關領域。對於選擇留在資訊相關領域中發展的女性而言，主要的原
因則是個人興趣、自我的成就感、工作穩定性及自我學習成長的需求[16]。
彭瀞誼的研究發現，現職在資訊產業工作的男性佔63%，女性從事非資訊相關產
業者則高達56%。年薪在100萬~200萬的男性畢業生佔16%，女性僅有7%，由此可知，
高所得之女性畢業生明顯較高所得之男性為少。而資管畢業生從事「資管領域工作」
時，會以「學以致用」為最主要的就業考量，而從事「非資管領域工作」時的就業考
量，則以「工作穩定性」之認同度最高[39]。
綜觀過去文獻回顧，職場上性別差異的問題雖然近年已經有所改善，但由調查數
據可以得知，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不如男性。就行業與職業分佈的情形，同樣存在著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情況。國內外相關研究皆發現，兩性就業者在選擇行業時，男性
會傾向選擇較陽剛味，具決策性、主導性之工作，女性則傾向選擇陰柔，較例行性、
非決策性等特性的工作[30][43][49][72][76][93][95][99]。過去許多關於台灣地區兩性職
業地位方面的研究指出，台灣女性就業者的職業地位不如男性就業者，且擔任主管及
經理之職的機會上性別差異的情形相當嚴重[3][13][22][26][42][60]。
兩性就業在行業及職業地位上的不平等，往往會影響其薪資待遇，國內外相關研
究皆發現，男性的平均薪資大多高於女性[1][13][17][29][81][82][83][88][97]；也有不少
研究指出，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是影響兩性薪資差異的重要因素之一
[14][19][32][33][35]。
近年來，資訊人員的需求大幅度的提高[102]，但在資訊領域中同樣存在著性別
差異的情形。許多調查數據與社會現象探討的研究都發現，女性參與資訊科技領域發
展的比例遠不及男性[61][70][77][106]，即使女性選擇在資訊領域中工作，其職位通常
較男性為低[9][39][64][70][105]，薪資也不如男性[9][39]。
相較於國外的研究結果，國內資訊科系女性學生退學或轉系的比率並不如國外來
的嚴重[89]，而且女性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通常都比男性為佳[15][16][24][53][80]。儘
管如此，似乎仍未能避免女性最終選擇離開資訊領域的結果。
莊雅如與楊銘賢針對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的應屆畢業生及畢業系友之就業意願
與就業現況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該系應屆畢業生計畫轉換專業至非資訊相關領域
者達18.3%，畢業系友目前從事非資訊相關工作者也高達37.7%，其中女性更超過四成
以上[28]。因此，有學者即指出，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專業訓練後仍然選擇離開資
訊領域，極有可能不是基於能力的考量，而是另有其他因素[68][75]。
因此，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資管系畢業生為對象，探討資管系畢業生在性別、就
業現況及學習成效之關聯性。除了暸解畢業生在工作上是否因為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
之外，也希望探討在校的學習成效優異是否會提高學生畢業後從事資訊相關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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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期盼研究結果能對未來就讀資管系之學生在學習過程與就業選擇上有所幫助。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利用問卷調查法對資管畢業生之就業情形進行研究，探討不同性別的畢業
生之就業現況與其可能的影響因素，以及不同性別是否因學習成效評量的不同而在就
業狀況上有所差異，本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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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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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證照數

-

國外證照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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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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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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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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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領年薪(含加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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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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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效
在校專業課程成績

不再從事資訊相關
工作原因

圖1

研究架構

（二） 學習成效之評估
學習成效是指一個人在學習完某項知識或技能時所獲得的學習成果，透過學習成
效的評估可以讓學習者獲得價值的回饋，從中了解學習成果為何。用來衡量學習成效
的指標，大致上分為學習滿意度、學業成績、自我效能、學習效率、參與程度、課堂
評估與自我評估等七種[11][37]：
1. 學習滿意度：學習者對於學習過程及結果的滿意程度。
2. 學業成績：學習者的學習成績，包含課程的前測與後測，或是期中與期末的
成績。
3. 自我效能：學習者對於課程的自信程度。
4. 學習效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時間長短。
5. 參與程度：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參與及涉入程度。
6. 課堂評估：學習者對於課堂教學的評估。
7. 自我評估：學習者自行對於學習過程的自我衡量，以了解整個學習過程。
許多研究大都以學業成績作為評量學習成效的指標，並認為學業成績最能直接表
達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且較為客觀。洪明洲也指出，具體的學習成效應包含客觀的學習
效果與主觀的學習收獲，其中客觀的學習效果包含測驗成績、完成進度時間與學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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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等，而主觀的學習收獲包含學習滿足、成就與偏好[18]。
王裴的研究發現，技職院校畢業生的畢業成績是預測「技職院校學生之畢業出路」
的顯著變項，畢業成績較好的學生會選擇畢業後繼續升學[2]。亦有許多研究指出，大
學畢業成績愈好的學生，選擇繼續升學的機會愈大[4][34][67][98]。
本研究探討資管系畢業生是否因性別不同而造成其在校學習成效差異，與學習成
效是否影響畢業生未來就業上的成就。但大部分接受調查者已畢業多年，再調查其主
觀之學習收獲恐有偏誤，且資料的收集上有一定的困難度。所以，本研究以畢業生畢
業時的在校學業平均成績做為學習成效之評量依據。
由於各學制修業的科目不同，因此，本研究針對各學制的課程先進行篩選。因大
學及二技除了必修科目外，還有共同科目與選修通識課程，由於個別學生的選擇不同，
為了避免資料分析上的偏差，因此僅採用專業必修科目
碩士班的部分，由於基礎課程多已在大學修畢，碩士課程皆是針對各資訊領域的
進階課程，且碩士生在研究所選課較會依照自己的興趣及未來就業的考量而選擇一系
列相關的課程，採用專業必修課程做為學習成效依據有實際的困難，因而直接採用畢
業總成績。
另外，二技及四技的及格分數為60分，而碩士班的及格分數為70分。因此，畢業
生的畢業成績依照學制的不同轉換成標準分數（Z分數），但原始分數轉換成Z分數時，
常會出現負數和帶有小數的Z值，因此，本研究再將Z分數透過直線轉換，採用標準分
數的平均數為70、標準差為10（10Z＋70），使負號和小數點消失，成為正整數（T分
數），最後再以所得之Ｔ分數進行分析，以達更客觀的結果[25][51]。
（三） 社經地位之計算
社會經濟地位（簡稱社經地位），一般認為包括教育、職業與收入，都是很重要
的社會階層變項。其中，職業不但往往被視為代表個人社會階層的最佳單一指標，也
與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子女管教、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認知發展與教育機會有很
大的關聯，因此很多社會科學研究都以職業為重要的探討變項（黃毅志，2005）。
Hollingshed由職業與教育加權的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是最常用的社經地位測量
方法[87]，許多研究都採此測量方法來分析資料[20][31][36][50][59]。但該社經地位指
數是將近60年前在美國社會所建構，時日久遠且不見得適用今日的台灣社會。因此，
本研究採用黃毅志所發展的「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46]，該
量表主要建立在收入與教育二個因素，是較為客觀的測量指標。
為避免受測者對自己職業地位等級的混淆，本研究參照黃毅志所建構的「社會變
遷調查新職業分類」所列職業類別外[44]，再徵詢兩位專家學者之意見，針對部分職
業做了一些修改或補充，職業類別分類如表1所示。為避免受測者找不到適合的職業類
別名稱，另加了備註欄供受測者填寫，更是為了事後在轉換社經地位上的方便性。
本研究將回收的問卷，先以人工檢驗的方式將畢業生之職業類別名稱依照黃毅志
[45]建構之「台灣地區新職業社經地位量表」取得該職位之社經地位指數及所代表的
五等社經地位級數（五：高社經、四：中高社經、三：中社經、二：中低社經、一：
低社經），再透過黃毅志[46]提出的「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社經地位量表」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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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指數-55）3）轉換成改良版之新職業社經地位指數。
表1

職業類別對照表

職業類別

相關職業

高級專業或行

大專校長/教師、醫師、科學家、研究人員、簡任級或以上之公務員、中央民

政人員

意代表、監察/考試委員、董事長、總經理、將級軍官等

專業或中央級

中小學校長/教師、會計師、律師、工程師、建築師、法官、院轄市/省議員、

行政人員

經/襄/副/協理、科長、薦任級公務員、警官、作家、畫家、音樂家、記者、
校級軍官、系統/規劃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網路工程師、網頁設計師等資
訊相關工作人員

半專業或一般

技師、技佐、地方民意代表、科員、行員、委任級公務員、批發商、包商、

公務人員

代理商、警察、消防隊員、秘書、代書、演藝人員、服裝設計師、尉級軍官
等

技術工人

技工、店員、店主、打字員/資料輸入員、理容師、郵差、領班、監工、司機、
裁縫、廚師、行銷人員、自耕農、士官/兵等

無技術或非技

工廠工人/作業員、學徒、清潔工、小販、門房、服務生、家庭主婦、佃農、

術性工人

漁民、無業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研究設計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之全體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其中包含四技、二
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等。該系過往之畢業生共有876人，藉由調查校友目前就業
現況，了解該系畢業生畢業後是否仍然從事資訊領域相關工作，進而透過問卷調查之
方式，了解男女畢業生是否因性別及畢業成績的不同而在選擇工作有所差異。
2.

問卷設計及資料蒐集
問卷乃根據相關研究與文獻整理而成，為了解資管系畢業生之就業現況，所設計
之問題皆為受測者的實際現況。在問卷內容上，先敦請兩位資訊領域任教之教師先行
針對問卷題項進行檢視，查驗題項內容與詞句是否適切並提供修正意見。
雖然多數的資管系畢業生普遍都有使用電子郵件之習慣，但考量到畢業生因為更
換工作或電郵地址而無法聯絡的可能，因此採用線上問卷與紙本問卷同時發放，期望
能夠提高問卷回收率。本研究以ASP程式設計之網頁連結Access資料庫，並由該系辦
公室取得歷屆所有畢業生之聯絡方式，利用電子郵件寄發給各畢業生及將紙本問卷以
回郵信封方式寄送，最後再於取得畢業生的書面同意後，與該校行政單位接洽以取得
該生畢業離校之歷年學業成績。問卷寄發與回收期限為一個半月，超過一個月之後進
行問卷催收以增加問卷回收率。

（五） 研究假說
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結果以及研究架構內容，提出研究假說如下：
【H1】：不同性別之畢業生在就業狀況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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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不同性別之畢業生在畢業成績上有顯著差異
【H3】：不同畢業成績在就業現況上有顯著差異
【H4】：不同持有證照情形之畢業生在就業狀況上有顯著差異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首先將回收之問卷予以編碼整理後，詳細檢查問卷之填答狀況。如大部分
的答案為空白或未填者，視為無效問卷。將無效問卷剔除後，再以SPSS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α=.05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考驗。該系歷年之畢業生共有
876人，總計回收問卷共計377份，扣除問卷未完整填寫共50份，有效問卷為327份，其
中男性受訪者213人（佔全體65.1%），女性受訪者114人（佔全體34.9%）。本研究將
有效樣本與母體樣本進行代表性檢定，發現母體與有效樣本在男女的比例上不具統計
顯著差異（p>.05），顯示樣本與母體的結構大致相同，樣本之詳細資料如表2所示。
表2

回收樣本基本資料表
男性

女性

總合

人數

44

11

55

百分比

80.0%

20.0%

100.0%

人數

80

76

156

百分比

51.3%

48.7%

100.0%

人數

66

22

88

百分比

75.0%

25.0%

100.0%

二技

四技

碩士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資管系畢業生在職場的性別差異

工作現況
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畢業生，目前的工作現況都以「全職工作」之比例最多。女性
的「全職工作」比例顯著高於男性（68.1% vs. 86.0%，p<.01），推測應該是因為男性
畢業之後等待入伍或剛退伍仍在待業的緣故，而導致就業率低於女性（詳如表3）。研
究也發現，目前待業中的男女性畢業生有七成以上都是繼續進修，可能是因為畢業生
不想畢業後即刻進入職場或是在目前工作不好找的情形下而選擇繼續升學。不管是碩
士畢業生的男女性比例（51.6% vs. 43.0%）或博士班畢業生的男女性比例（10.8% vs.
3.5%）都顯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畢業生傾向追求更高學歷，且目前正在進修博士的
男性顯著高於女性（8.5% vs. 2.6%，p<.05），詳細資料如表4所示。

1.

2.

職業類別與社經地位
目前有工作的畢業生，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從事「專業或中央級行政人員」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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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為最多數（指的是中小學教師、工程師、經理、系統/規劃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
網路工程師、網頁設計師等資訊相關專業人員），男性顯著高於女性（80.5% vs. 67.7%,
p<.05）。在「高級專業或行政人員」（包括大專院校教師、研究人員、簡任級或以上
之公務員、董事長、總經理等）的比例，男性也顯著高於女性（11.9% vs. 4.0%，p<.05）。
在「半專業或一般公務人員」（包括技師、行員、委任級公務員、秘書員等）的
比例，女性顯著高於男性（13.1% vs. 3.1%，p<.01）、在「技術工人」（包括店員、
店主、打字員/資料輸入員、行銷人員等）以及「無技術或非技術性工人」（包括工廠
工人/作業員、學徒、服務生等）的比例，女性都顯著高於男性（分別為9.1% vs. 3.1%，
p<.05；6.1% vs. 1.3%，p<.05）。若以職業類別所代表的社會地位而論，男性從事較高
社會地位之職業類別的比例顯然比女性為高（92.4% vs. 71.7%），詳細資料如表5所示。
表3
項目
自行創業
個人工作室
全職工作
打零工、兼差
待業中
等待入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不同性別畢業生之工作現況分析結果
男性
9
4.2%
5
2.3%
145
68.1%
6
2.8%
32
15.0%
16
7.5%

女性
1
0.9%
0
0.0%
98
86.0%
2
1.8%
13
11.4%
－
－

卡方值

顯著性

2.81
2.72
12.45

**

0.35
0.82
－

註： **代表 p <.01

表4
項目
學士
碩士進修中
碩士
博士進修中
博士

不同性別畢業生之最高學歷分析結果
男性

女性

人數

78

61

百分比

37.6%

53.5%

人數

15

9

百分比

7.0%

7.9%

人數

97

40

百分比

44.6%

35.1%

人數

18

3

百分比

8.5%

2.6%

人數

5

1

百分比

2.3%

0.9%

註：*代表 p<.05、**代表 p<.01

卡方值

顯著性

8.60

**

0.08
3.33
4.18
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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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職業類別

不同性別畢業生之職業類別分析結果
男性

女性

高級專業或

人數

19

4

行政人員

百分比

11.9%

4.0%

專業或

人數

128

67

中央級行政人員

百分比

80.5%

67.7%

半專業或

人數

5

13

一般公務人員

百分比

3.1%

13.1%

人數

5

9

百分比

3.1%

9.1%

無技術或

人數

2

6

非技術性工人

百分比

1.3%

6.1%

技術工人

卡方值

顯著性

4.70

*

5.44

*

9.38

**

4.20

*

4.68

*

註：*代表 p<.05、**代表 p <.01

將職業類別透過黃毅志[45]的「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轉換成五
等社經地位級數後發現，男性畢業生在高社經地位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畢業生（81.7%
vs. 66.3%，p<.05）
，而女性則在中社經地位比例顯著高於男性（10.2% vs. 1.3%，p<.01）
，
詳如表6所示。
表6
職業類別
高社經
中高社經
中社經
中低社經
低社經

不同性別畢業生在社經地位之分析結果
男性

女性

人數

125

65

百分比

81.7%

66.3%

人數

26

22

百分比

17.0%

22.4%

人數

2

10

百分比

1.3%

10.2%

人數

1

1

百分比

0.0%

1.0%

人數

0

0

百分比

0.0%

0.0%

卡方值

顯著性

7.15

*

1.20
10.41

**

0.10
－

註：*代表 p<.05、**代表 p <.01

透過黃毅志[46]的「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職業類別轉
換成可計算的社經指數後，再使用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結果也發現，就社經地位
而論，男性顯著高於女性（83.02 vs. 78.96，p<.001），詳如表7。
綜上而論，男性畢業生以「大專院校教師、研究人員或高階專業人員」與「資訊
專業人員」為職業類別者，都比女性畢業生來的多（分別為11.9% vs. 4.0%，p<.05；
80.5% vs. 67.7%，p<.05）。若將畢業生之職業類別轉換為社經地位指數，男性仍然顯
著高於女性（83.02 vs. 78.96，p<.001）。由此可知，職場上高社會地位之工作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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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性別差異現象[6]，在資訊領域中亦然如此[9]。
表7

不同性別畢業生之社經指數分析結果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男

154

83.02

女

98

78.96

t 值

p 值

顯著性

3.99

0.000

***

註： ***代表 p <.001

是否從事資訊領域相關工作
男女性畢業生從學校畢業之後，大部分還是從事資訊相關工作，但男性顯著高於
女性（84.9% vs. 61.6%，p<.001）。然而，現職工作為「資訊產業」者則分別只佔男
性及女性的比例47.2%及39.4%，由此可知，各類產業對資訊人員皆有需求，資訊相關
工作的就業機會相對多元。
但有近4成的女性畢業生離開資訊相關工作，與莊雅如及楊銘賢的調查結果相近
（畢業生目前從事非資訊相關工作者也高達37.7%，其中女性畢業生更超過四成以上）
[28]。彭瀞誼針對全國資管系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亦有類似結果，不管是畢業後的第
一份工作或現職，女性畢業生從事非資訊相關工作者都超過三成[39]。
至於選擇工作之考量原因，分析結果並無顯著之性別差異，但無論男女皆認為「自
我成長的機會較多」為工作選擇的最主要考量（男性49.7%，女性59.6%），其次則是
「工作內容較富挑戰性」（男性47.2%，女性40.4%），薪水高低及福利優渥與否反而
不是選擇工作的主要考量因素。
3.

從事非資訊相關工作的原因
女性學生畢業後不再從事資訊相關工作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38.4% vs. 15.1%，
p<.001），因為「對資訊相關工作沒有興趣」而離開資訊相關領域的女性也顯著高於
男性（56.0% vs. 23.1%，p<.05），而有三成以上的男性或女性都認為「工作壓力太大」
是不再從事資訊相關工作相當重要的考量因素。
姜瑀青的研究發現，資管系女性畢業生在畢業後選擇資訊與非資訊相工作的考量
因素有：個人興趣、自我成就感、工作穩定性及自我學習成長[16]。彭瀞誼的研究中
也指出，目前從事非資管相關工作的原因主要為「工作穩定」，其次為「興趣相符」，
其中「學以致用」則為最低[39]。
顯然，是否能夠「學以致用」並非女性資管系畢業生選擇工作的首要考量，她們
離開資訊領域的主要原因是「對資訊相關工作沒有興趣」。然而，進入大學既然選擇
資管系就讀，究竟是何種因素使得資管系畢業生在畢業後對資訊相關工作失去興趣，
這是值得資訊教育工作者深思的問題，或可成為後續研究探討之議題。
4.

不同性別在證照取得、國家考試、月薪及年薪狀況的差異
在「國際認可的資訊證照」平均取得數，男女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國內資訊
專業證照」及「國家考試資格」平均取得數，女性則顯著高於男性。然而，男性不管
在「月薪」及「年薪」的平均數都顯著高於女性（分別為49,731 vs. 36,198，p<.001；

5.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11

735,637 vs. 498,084，p<.001），詳細資料如表8所示。
彭瀞誼的研究也發現，男女性畢業生的年薪在20~100萬者，不管在第一份工作或
現職，女性皆高於男性；但年薪在100~200萬者，無論第一份工作或現職，男性都高
於女性[39]。對照來看或可推測，薪資上的性別差異可能是因職業地位上的性別差異
所導致。
表8

不同性別在證照取得、國家考試、月薪及年薪狀況之分析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男

213

0.53

女

114

0.29

男

213

0.72

女

114

1.61

男

213

0.00

女

114

0.08

男

138

49,731

女

92

36,198

男

138

735,637

女

92

498,084

國際證照張數
國內證照張數
國家考試項目
月薪
年薪

t 值

p 值

顯著性

1.60

0.11

-5.15

0.000

***

2.28

0.02

*

5.23

0.000

***

5.59

0.000

***

註： * p<.05；*** p <.001

（二） 資管系畢業生畢業成績之分析
就平均數而言，平均成績最高的一群為「打零工、兼差」類別的學生。若進一步
檢視樣本資料後發現，高成績集中在「打零工、兼差」群者都是碩士及博士進修中的
學生，可能是碩士及博士進修中的學生有兼任助教或研究助理的情形。再透過LSD事
後檢定發現，此類別學生的在校學業平均成績顯著高於「自行創業」、「個人工作室」
及「全職工作」三個類別（詳見表9）。然而，不同工作職業類別及不同社經地位之學
生在畢業成績上並無顯著差異，選擇從事資管相關工作的學生與不再從事資管相關工
作之學生在畢業成績上也無顯著差異（69.3 v. 69.1）。
表9

工作現況與畢業生之畢業成績之分析

人數

平均數

自行創業

10

65.41

個人工作室

5

66.34

全職工作

217

69.54

打零工、兼差

7

78.52

待業中

44

71.95

F 值

p 值

顯著性

2.54

0.04

*

LSD

>

註：*代表 p<0.05

本研究再將畢業生樣本切割為大學畢業生（包含二技與四技之畢業生）與碩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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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大學畢業生之最高學歷為「碩士進修中」以上與碩士班畢業生之最高學歷為「博
士進修中」以上者，即判定有繼續升學。由表10可知，選擇繼續升學的大學畢業生在
畢業成績上顯著高於不升學的畢業生（69.62 vs. 63.42，p<.001），選擇繼續升學的碩
士班畢業生在畢業成績上也比不升學的畢業生為高（75.14 vs. 68.96，p<.05）。因此，
不管是大學畢業生或碩士畢業生，畢業成績高的學生確實比較傾向選擇繼續進修更高
學位。
表 10

大學部
研究所

畢業生繼續升學的畢業成績之分析
人數

平均數

不升學

139

63.42

升學

72

69.62

不升學

73

68.96

升學

15

75.14

t 值

p 值

顯著性

-5.50

0.000

***

-2.24

0.03

*

註：* p<0.05；*** p<0.001

就性別而言，女性畢業生之畢業成績顯著高於男性（72.09 vs. 68.60，p<.01，見
表11）。若依不同學制將樣本資料切割，不管二技（73.12 vs. 69.22）、四技（71.78 vs.
68.31）或碩士班（72.63 vs. 69.12），女性畢業生的畢業成績都比男性畢業生高（詳見
表12），且在四技的部分，女性畢業生之畢業成績顯著高於男生畢業生之畢業成績
（p<.05）。本研究的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結果相符：一般而論，女性在學業成就上的
表現多半比男性為佳[15][16][24][53][80]。
表 11

不同性別畢業生在畢業成績之分析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男

190

68.80

女

109

72.09

t 值

p 值

顯著性

-2.77

0.006

**

註： ** p <.01

表 12
畢業學制
二技
四技
碩士班

不同性別畢業生在畢業成績之分析（依學制區分）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男

44

69.22

女

11

73.12

男

80

68.31

女

76

71.78

男

66

69.12

女

22

72.63

t 值

p 值

-1.16

0.25

-2.19

0.03

-1.43

0.16

註： * p <.05

（三）
1.

不同學習成效與畢業生就業狀況之分析

不同畢業成績的畢業生在選擇產業類別上的差異

顯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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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畢業生之畢業成績在其工作選擇的產業類別上有顯著差異
（p<0.05）。畢業生從事的產業類別人數最多者為資訊業（佔48%），其次是教育業
（佔12%），與彭瀞誼[39]的研究結果相仿，畢業生從事工作在資訊產業者也有五成以
上。就畢業成績而言，畢業後選擇從事教育業、其他產業及資訊業者，通常畢業成績
較高。由此可知，資管系畢業生從事工作還是會以資訊產業為主要考量，且成績較高
的畢業生選擇在資訊產業中工作，可能是基於對資訊領域工作的興趣與信心之故。
證照取得、國家考試、月薪及年薪狀況的差異
分析結果發現，畢業生之畢業成績與取得國際證照張數及考取國家考試證書間並
無顯著相關性，但畢業生之畢業成績與取得國內證照數有顯著正相關性（r=0.262）。
取得國際證照張數與年薪具有顯著正相關（r=0.162），代表國際證照取得愈多張，對
年薪有正向提升的效果，但取得國內證照張數卻對月薪、年薪沒有幫助。
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不管是男性畢業生或女性畢業生，沒有取得
國內證照者的年薪及月薪都高於有取得國內證照之畢業生，而沒有取得國內證照的男
性之在月薪（53,591）及年薪（803,744元）都顯著高於有取得國內證照者的月薪（42,938
元）及年薪（615,770元），詳如表13所示。詳細檢視樣本資料後發現，大部分的國內
證照多屬文書處理或商業應用之證照（電腦軟體應用、會計應用、Word、Excel、中
英文輸入等），可能這些證照對於從事專業的資訊工作並無太大的幫助，或者擁有此
類證照的畢業生多從事行政事務性的工作，因此，在薪資上相對較低。
另外，不管是男性畢業生或女性畢業生，取得國際證照者的月薪及年薪都高於沒
有取得國際證照之畢業生，且取得國際證照之男性的年薪（838,236元）顯著高於沒有
取得國際證照者的年薪（696,650元），詳見表14所示。進一步檢視樣本提供之資料，
發現這些國際證照多為SunJava、Oracle、PMP及IPMA等類的高級專業證照。

2.

表 13

月薪
男
年薪
月薪
女
年薪

有無取得國內證照與月薪、年薪之分析

國內證照取得

人數

平均數

無

88

53,591

有

50

42,938

無

88

803,744

有

50

615,770

無

36

39,486

有

56

34,084

無

36

539,131

有

56

471,697

t 值

p 值

顯著性

2.821

0.006

**

3.028

0.003

**

1.779

0.08

1.368

0 .18

註： ** p <.01

游秋怡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持有技術士證照的畢業生在薪資上呈現反差，持有技
術士證照的人平均薪資只有28,078元，而未持有技術士證照的人薪資卻高達33,213元
[41]。其中的緣故可能與多數持有證照者為丙級技術士執照有關，此為高職層級即可
考取之水準，於謀職時並無法突顯出專業程度的鑑別，因而對於薪資並無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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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有無取得國際證照與月薪、年薪之分析

國際證照取得

人數

平均數

無

100

48,561

有

38

52,810

無

100

696,650

有

38

838,236

無

80

36,040

有

12

37,250

無

80

484,972

有

12

585,500

月薪
男
年薪
月薪
女
年薪

t 值

p 值

-1.020

0.31

-2.084

0.03

-0.270

0.79

-2.084

0.16

顯著性

*

註： * p <.05

（四） 影響就業薪資因素之分析
本研究發現，影響就業薪資的迴歸模式解釋力為18.8%，性別、職業類別、國內
證照張數及畢業成績等變數，對畢業後的就業薪資都具顯著影響（p<.01），但加入成
績變數後，R2的改變量僅增加1.7%。雖然相關研究指出，學生過去的學習成績表現對
學生進入職場具有很大的影響[4][34][67][98]，但以本研究對薪資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
來看，學生的畢業成績對其就業薪資的影響力並不高，應該仍有其他影響就業薪資的
因素未被探討，值得後續學者詳加研究。
綜合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資管系女性畢業生雖然在畢業成績較男性為
佳，且取得「國內資訊專業證照」平均張數亦較男性為多，但是，畢業後從事與資訊
相關工作的比例與在職場上擔任高階職位的比例都較男性為低，女性在職場上的平均
月薪與年薪也都明顯較男性為低。顯然，資訊領域的職場性別差異確實存在。
若排除男性需要服兵役的因素，女性或許較為注重穩定，因而擁有「全職工作」
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但是在自行創業與經營個人工作室的比例卻比男性為低。女性
不再從事與資訊相關領域工作的比例明顯較男性為高，且因為「對資訊相關工作沒有
興趣」而離開資訊領域的女性顯著高於男性。如果綜合考量先前研究結果指出，資訊
相關科系的女性學生在校期間之學業表現大多優於男性學生[53][80]，顯然女性不再從
事與資訊相關領域的工作，並非因為自身能力不足的考量。
有不少的研究也發現，女性的電腦自我效能明顯低於男性[21][23][24][38][65]。
因此，如何設計能夠吸引女性興趣、提昇女性資訊自我效能的學習環境，進而讓女性
願意留在資訊領域工作，確實是當今資訊教育需要認真思考的議題。
五、實務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 給資管系所之建議
莊雅如與楊銘賢針對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的畢業系友之就業意願與就業現況進
行調查，其中女性系友超過四成以上離開資訊領域，從事非資訊相關工作[28]。至今
相隔十多年，本研究樣本之女性畢業生也有近四成離開資訊領域，而主要原因竟為「對
資訊相關工作沒有興趣」。資訊相關科系亟需省思如何提升學生對資訊領域的興趣（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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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女性學生），並拉近學校學習環境與職場體認的落差，以免系所用心投入大量教
育資源培育專業資訊人才，學生最後卻紛紛離開資訊領域，而造成未能有效利用有限
高等教育資源之憾。
（二） 給學生之建議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各行各業皆需要資訊人才協助企業電子化[102]，資管系畢
業生的工作機會相對的增加。建議未來就讀資管系之學生，應在求學時多充實自己的
專業能力，以因應未來社會的需求。本研究發現，取得國際證照之畢業生在月薪與年
薪上都顯著較沒有取得國際證照者為高，可知國際專業證照對於資管系畢業生在未來
工作上薪資的提高應有正向的幫助。建議就讀資管系之學生，可在就學期間多報考取
得相關之國際專業證照，進而提昇自己在職場上的競爭能力。
（三）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是以某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校友為調查對象，調查
資料的來源相當有限。建議未來可以擴大研究對象，若資源充足，可以考量針對全國
大專院校之資管系畢業生或其他資訊相關科系之畢業生進行調查，以確認全國資訊相
關科系之畢業生在就業上是否也有性別差異的情形。
本研究僅探討資管系畢業生在學習成效上對其就業現況之影響，並未探討該系所
開課程對資管畢業生在選擇工作上的幫助程度，建議未來可以針對此方向進行研究，
以利資管系畢業生在畢業後能夠學以致用，並減少聘用單位的訓練成本。
姜瑀青的研究發現，資管系畢業生在做職涯上的抉擇時，會受其個人背景、心理
及環境因素的影響[16]。本研究僅探討性別、就業現況與畢業成績之關聯，未來或許
也可對畢業生做深度訪談，瞭解畢業生在選擇從事資管及非資管相關工作的主要考量
因素，進而嘗試改善資管畢業生離開資訊領域的情形。
本研究也發現，國內資訊專業證照對資管畢業生取得較高工作薪資並無幫助，而
國際資訊專業證照則對資管畢業生在年薪上有正向的助益。因此，如何建立以及強化
國內專業證照之效用及輔導資管系學生考取專業的國際專業證照，才能使資管系學生
的技能與學歷相輔相成，以免造成持有國內資訊專業證照之資管畢業生在職場上非但
未能有加分之效，卻成了代表專業能力的證照未能受到業界認同的反諷。
（四） 研究限制
因為所詢問的問題對於不同個體可能會認為過於敏感（如工作職稱、薪資等），
或許因而造成填答者不願作答之情況，以致無法完整取得需要之資訊。部份男性樣本
因為正值服役期間，故並未針對其就業狀況進行分析。而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多半已
有穩定的工作，探討其在校成績對未來工作的影響並無太大意義，因此亦未針對碩士
在職專班的畢業成績進行分析。
本研究僅在單一時點發放問卷，並未針對個別畢業生的職涯發展進行長期追蹤。
因此，並無法得知資管系畢業生之工作變化（如工作轉換、薪資成長等），研究結果
僅能代表調查時點的現況。此外，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的考量，本研究僅以特定大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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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畢業生為調查對象，故研究結果並不適宜推論至他校資管系畢業生。若欲了解
全國資管系畢業生之就業狀況，應進行適當之抽樣調查或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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