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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技」得有你
青年「讚」起來！

「家人沒人脈，求職從零開始，該怎麼做才能提升競爭力？」、「未來需要
具備哪些技能，才能在職場順利生存？」在求學階段，不少年輕學子開

填 問 卷

暑期
專刊

始思考未來的職涯方向，腦海可能浮現上述問題，像剛從大學畢業的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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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大學三年級生李同學便是如此，但透過積極學習、考取證照，加

發行人｜鄭文燦

享 好 禮

季季抽驚喜！

桃園市政府
就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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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滿意度調查

發行日期｜ 109 年 7 月 20 日

上善用「青年技術士證獎勵方案」、「青年自主學習方案」等資源不僅讓

積極自主學習＋考證照
提升未來競爭力

他們的經濟負擔大為減輕，對於未來職涯競爭力亦更具信心。

挑戰抽大獎！

City Job Paper

Taoyuan

求職防騙安全術
「三備七不」記憶大考驗

卜同學積極爭取
期盼專業知識再升級
大學就讀電機科的卜同學，家庭環境條件並

老師那得知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的「青

不優渥，明白未來必須擁有一技之長與紮實

年自主學習方案」及「青年技術士證獎勵方

的專業技能證照，才能找到出路自立自強，

案」有針對青年欲提升個人專業知識及就業

一上大學持續進修專業科目，多方學習，希

競爭力提供補助，便下定決心進修，在完整

望增加未來職場競爭力。

吸收課程內容後，不僅得到「室內配線實務

不過，卜同學每學期需付不少大學學費，考

班」、「冷凍空調裝修實務班」等學分補助，

證照前的自主學習費亦是一筆很大開銷，每

憑藉課程學習與多次實務練習，更考取室內

次課程就要花 2∼3 萬元，練習配線等考試

配線及冷凍空調裝修乙級雙證照進而獲得獎

項目所需耗材也得自掏腰包，種種學習費用

勵金，期盼未來在職場逐步累積實力，有能

對家境不寬裕的他造成很大的負擔。隨後從

力為客戶解決各式難題。

掌握進修契機
職涯之路更添優勢

李同學熱愛服飾製作
勇敢追求夢想
目前就讀大學三年級的李同學則是透過考

也花費許多心思，在家人、朋友的支持鼓勵

透過「青年自主學習方案」、「青年技術士

取女裝乙級、甲級證照持續強化未來職場

下，以深耕台灣女裝製作與設計的目標上持

證獎勵方案」的推行，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

競爭力。她在年幼時便對衣服、飾品設計、

續學習，她也感謝政府的獎勵方案讓自己在

處冀望青年在自我學習及精益 職能的努力

縫製充滿熱情，在高中便考取女裝乙級證

夢想路途上更加踏實。

下，能站穩職場。卜同學與李同學都非常珍

求職防騙洽詢專線：03-338-6165

你會被騙嗎
不實徵才案例分析

照，並向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申請青年

惜這樣的機會，亦期盼桃園的青年朋友能善

技術士證獎勵金。升上大學後，李同學憑

用政府資源並持續技能學習，替未來鋪上一

小桃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開始尋職不到兩天就收到工作錄

此專業技術開始接案增加收入，現在又以

條紮實、穩健的職涯道路。

取通知，原本應徵的工作地點是在桃園市，但在報到的前一天，

工作兩年資歷報考女裝甲級證照考試，並

卻收到雇主通知到台北駐點工作，而原是行政助理的職務，上

順利取得證照資格。

班第三天竟被調至生產線操作機台。度過一個月從桃園到台北
的通勤日子後，小桃終於等到第一個發薪日，發現實際薪水只

李同學在準備考女裝乙級、甲級證照時，花

領到 23,800 元，與原本約定的 35,000 元有落差，經詢問才得

了很長的時間學習操作縫紉機台、思考如何

到 23,800 元的薪水。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

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03-332-2101 # 8015 ∼ 8017

●

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03-333-0247

●

勞工學苑

03-332-2101 # 6808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 號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 告

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雇主招募
或僱用員工，不得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且薪資、
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員工福利等都屬於徵才廣告
的一部份，違者依法可處新臺幣 30∼150 萬元罰鍰。
如遇類似情形，可向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不實徵
才廣告諮詢專線（03）338-6071 檢舉申訴。

知，原本約定的薪資要具有三年經歷，大學剛畢業的他只能領

將服飾製作與設計相互結合，於選購布料時

●

案例解析

求職好便利
●

線上申辦系統＆ 7-11 超商 ibon 機
可申辦求職服務

●

台灣就業通 www.taiwanjobs.gov.tw

小圓看見人力銀行上美容中心徵才內容載明公司負責免費培

案例解析

訓，無相關背景但十分感興趣的他，登錄資料不久後便收到面

美容、美甲、按摩等相關業者，常發生藉求才名義
對求職者收取培訓費用。不肖業者會以求才為藉口
藉機推銷，求職者要勇於拒絕公司以任何名目要求
購買之產品、服務。求職時如發現有「假徵才真推銷」
等不實廣告情形，可向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不實
徵才廣告諮詢專線（03）338-6071 檢舉申訴。

試通知，沒想到面試時，主管以體驗過才能知道客人感受為由，
要求他先購買做臉課程再參加美容基礎課程，費用總共 25,000
元，小圓這才驚覺這間公司根本沒有要徵人，只是要騙人上課
藉機推銷，於是當場離開了這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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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獲得求職技巧後 ,
來找份好頭路吧！

問這三個問題，很難不錄取！
求職技巧報你知

就業快報｜暑期專刊 Taoyuan City Job Paper

新興夯職 Get 了嗎 ?

桃園市工作職缺地圖查詢
https://jobmap.tycg.gov.tw/

網路影音平台創作團隊
在數位產品發達的網路世代，

林先生透露，想成為 Youtuber 或幕後團隊成員，須知道如果

試、讓面試主管留下好印象。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提醒求職民眾，不僅要有合適的服裝儀容留下好的第一印象，還要在

網路影音平台創作者及幕後

只靠點閱收入，經濟會很不穩定，以最近疫情來說，很多業

面試前先蒐集資訊、做足功課，注意應對進退的禮貌，明確表達自己對工作的想法與目標，才能讓主試者對自己印象深刻。

工作成為新興職業，其中在

者都不想投放廣告，連他們影片上傳量大的 Youtuber 收入都

Youtube（網路影音平台）上利用影片拍攝，因自成網

減半。至於最神秘的業配收入，現在網友也很聰明，只要業

路潮流、擁有話語權，甚至還可接下廣告、業配等收入，

配太多就退訂閱頻道，業配是把雙面刃，賺了新台幣卻賠了

時間相對自由又能製作喜歡的影片題材，成為不少年輕

公信力，他認同道，以妞妞 TV 為例，真正業配數大概只有

人最嚮往的工作之一。

1∼2 支，其他大多是場地、器材合作。「如果要靠 Youtube

時序進入炎炎夏日，不少應屆畢業生都會在暑假開始找工作，要與心目中最理想的工作配對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面

• 面試前 3 大準備

• 面試 3 大注意事項

找出原本的招聘廣告準備功課

1. 面試最忌遲到，若遇到突發情況，務必電

大部分的求職者多用人力銀行等線上方式一次

話告知對方原因，會延遲多久時間或改期，

投寄多封履歷，其實在送出求職履歷的同時，

切勿無故缺席。

妞妞 TV（NyoNyoTV）是一個孩童為導向的 Youtube 頻
內容包括 DIY、開箱、小實驗等，還有紀錄日常生活，

2. 讓企業與主試官控制主題與面試節奏，面

試通知時，重新了解企業背景、應徵的職位與

對問題應誠懇的據實回應，言語表情可帶

以每天勤勞上傳 1 支影片為目標。為因應日益龐大的影

工作內容，以免面試時一問三不知。

有自信但不驕傲，並透露出對工作的興趣。

片量便成立了工作室，目前成員總共有 7 人。團隊負

3. 面對不了解的問題，宜直接坦誠、虛心請教，不逞強。若遇聽不清楚的訊

責人林先生表示，一支影片從無到有，要從主題發想開

不管是否有寄出履歷，必須要再準備至少一份

息，主動語帶客氣的請主試官再解釋一下，以表專心聆聽及展現想了解工

始，確定了主題就要開始找器材、出演人員、場地、道

履歷，並且要與投遞的履歷相同，如果有更新，

作的積極。

具製作等，如果是無法製作的道具或特殊場地，必須租

也應當以不同的顏色標註並加以說明，以免企

也建議要有興趣才能保有享受這份工作的熱情持續做。

道，主要收視族群為親子，目前已有近百萬訂閱，頻道

也應該要把企業招募資訊留下，以便在收到面

備妥個人資料

影片製作成為一份正式且長久的的正職工作，會較辛苦」，

「拍片就是要以開心為主」，這樣的影片拍出的快樂氛圍才
是真實的，而觀眾的回應與點擊率不錯的話，也會覺得成就
感加倍。林先生也說，當進入 Youtuber 團隊工作，「什麼工
作都要會一點」，常需身兼多職，例如負責場地、製作道具
的，可能要同時兼剪片、數位後製等工作，如果有興趣投身
Youtube 團隊的朋友，必須增加企劃規劃能力、培養各族群
在網路議題的敏銳度，強化影片拍攝、數位製作的能力，才

業有資料不實的觀感，另外也應準備相關自

• 提醒「面試問這 3 個問題會加分」

借或尋求互惠合作，而拍攝過程還得注意場控、燈光、

傳、作品集與簡單文具，讓企業感覺「你是準

深入詢問應徵工作的詳細業務內容、責任職掌。

備好了」。

一般徵才廣告礙於字數限制，可能會用簡短文字說明工作內容，可透過面

片還需進到二校」，工作節奏其實相當緊湊，完成 1 支

充足睡眠與合宜的穿著

試，進一步詢問詳細的工作內容，除讓主試官感覺到「你已經預先做了功

不少人會因為緊張而失眠，但充足的睡眠能讓

課」，也讓對方覺得「你在應徵時已很積極、慎重地看待這份工作」。

腦袋清楚，遇到各種面試問題時，較能冷靜、

詢問工作的個人職涯發展

從容的面對。面試的服裝應在前一天準備，服

據勞動部統計，大專以上畢業生在畢業一年後平均換過 2.6 個工作，只有不

裝以簡單乾淨為主，低調、清爽的色系及鬆緊

到 6 成的新鮮人穩定工作超過 1 年。若面試時問上一句：「這份職務在公司

適中的衣服尺寸更顯俐落感，不要選擇太過花

裡，未來還有哪些發展的空間嗎？」，不僅暗示對方「你不是騎驢找馬，而

近年來台灣隨著人口結構與生活型態的改變，少子化、

擔任寵物保母之後，小

俏與暴露的裝扮，鞋子應以不露趾為原則，女

是追求一份穩定的發展」，並且釋出願意在公司長期工作的誠意。

老年化等現象讓寵物飼養熱潮持續加溫，每一個飼主都

琳透露，比較常遇到的

生宜帶淡妝表示重視。

對於如果錄取這職務後的目標與期許

把寵物當做「毛小孩」來疼。寵物保母這份工作雖然看

情況是常加班，因為很

來療癒，但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提醒，除了要注意工

多飼主都習慣上班前把毛小孩送來、下班

與企業、主試者開始展開溝通，透過來回對話，讓主試者更了解你、

作時間等勞動條件，想在寵物店擔任寵物保母，必須要

再來接回家，「沒有等到飼主來接，我們也不能下班」，再

也讓你更了解這份工作、知道企業對這職位的期待與職務內容，

留意寵物店是否有許可登記，避免在違法店家內工作。

加上還要協助寵物美容、環境清掃、用品販售等，其實工

「如果我開始工作後，你會希望我先達到哪些目標。」透過這種大膽的問題，

同時也可以展現自己的優點，讓企業覺得你就是他們正
在找的那個人。

效果，以及拍攝完成後的剪輯、後製、校正，「有些影

能更勝任 Youtuber 團隊的工作內容。

影片平均需費時 5∼7 天不等。

寵物保母

小琳（化名）從小就喜歡貓狗等寵物，但因為家裡環境
不允許，所以她立志要從事寵物相關工作。她說，為了
能在寵物店順利求職，特地去報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的「寵物美容丙級技術士證照」，拿到證照之後一個月也
順利找到工作，開始過著被毛小孩圍繞的職場生活。

作並不輕鬆。她建議，如果想要進來寵物保母這一行的民
眾，要先評估自身對毛孩的包容，因為通常薪水不會太高、
成長幅度也有限，而且寵物不像人類小孩會表達需求，「可
能一個沒注意就突然拉肚子、嘔吐，然後其他毛孩就這樣
走過去，這樣子不但要清掃環境、還要洗兩隻毛孩」，此外，
飼主送來的毛孩訓練程度不一，有些會很多基本指令、很

談到這工作的甘苦，小琳說道，寵物保母其實跟人類保
母差不多，替毛小孩把屎把尿，「要注意哪隻狗狗習慣吃
什麼、幾點吃，不喜歡哪一隻狗」、「這隻貓可能要餵藥、
比較容易感冒」等，而且當飼主來接毛小孩的時候，就
要跟飼主溝通毛小孩一整天情況，笑稱是「寵物版的安
親班老師」。

好引導，但有些就像脫韁野馬會整間店亂跑，所以必須有
很高的專注力跟忍耐力才能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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