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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面試，只要表現不是太差，企業還是願意給

有的重大改變，若把企業比喻為大海中航行的

新世代一個機會。然而現在疫情風暴中，許多

船隻，目前海上正存在一場前所未見的大風暴!

企業掌舵者及管理層都已自顧不暇，船艦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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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例子就是體系內部人員並不被傳統職務與工

對於自我優勢進行全面盤點，思考自己做什麼會特別有興趣?會樂此不疲?思考過程中請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也說到未來將會沒落的十大工作有:

把自己的能力和情緒分割，想像自己若是一項商品，它的賣點會是什麼?想像自己若是面試主
管，我會不會錄用自己?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驗去推斷的世代，從前學長姐只要考上學校，

人該何去何從呢?

2 執行秘書

然後經歷實習、論文等考驗，出了社會開始進

成長與沒落的工作

能力加上創意，就可能發揮出不可思議的作用
，傳說中大衛找到了突破點而打敗了巨人歌利

個人的手機上通常會有數十位朋友，這時不妨一個個打開，去想對方在哪裡工作?有沒有可能

亞，我們也可以善用自己的能力與創意，克服

3 薪資結算師

8 運營管理人員

幫你推薦?他們是不是有適合的工作機會?此外，許多科系都有學長姐的群組，以後輩身分向

巨大的困難。

4 會計師與審計師

9 機械維修師

學長姐請教，說不定機會就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5 零件組裝人員

10 材料紀錄與庫存人員

3

6 業務發展人員

為科技化、自動化、數位化，許多依靠簡易人

2 AI與機器學習類專家

7 數位轉型專家

力的工作正在快速消失，我們應該反思：若我

3 大數據分析師

8 資安分析師

4 數字營銷與策略專家

9 軟體應用開發商

5 流程自動化專家

10 物聯網專家

將成為社會新鮮人，我應該投身哪些產業，從
事哪樣的工作，若我們不花時間進行研究，未

累積經驗

完美心態，總覺得若沒有準備好，就不願意讓
他人看見，直到緊要關頭，才半推半就地拿出

大門，還未畢業者，建議先學習企業所需要的能力，累積經驗，我認識一位人資系所的朋友，

成果，但這種沒有經過考驗的內容，往往不夠

就是在就學期間先學會製作線上課程影片，因此當他開始尋找工作，便多了一些機會。

全面，一次表達不好，又因為心理的脆弱而一
蹶不振，想要讓自己不那麼不堪一擊，要讓自

建立連結
思考自己在打工或實習中有那些能力會被企業所認可，探尋職涯和自己能力的連結，好
比一些企業需要粉專小編的工作，若是自己在就學時期有拍攝短片，就可以將它集合成為作
品集，如此自己的價值將很快被看見。

始「人生三問」：我是誰-我在哪-

(筆名：趙大鼻)

我 要 去 哪 裡 ? 這樣的做法

現任：奇想企業社創辦人、各大管理顧問公司特約講師

新手必備 遠距求職力

一致的，企業重視關鍵績效呈現，所以履歷的

我曾經罹患三期淋巴癌，因為重病，求職

，若是能深入地對自我

過程比一般人更加艱辛，之後從事主管工作，

進行探索，同時了解

也面試了許多求職者，在此整理三個有用的小

典
寶
場
職
人的

而不論是AI或企業的HR，選才邏輯都是

三個求職錦囊讓自己異軍突起

其實幽默有趣，但也務實

著作：《做自己的勇氣》、《大鼻的抗癌日記》

趨勢、產業，並和
自我興趣媒合，其
實這是非常明智

使用到的書面資料

秘訣，希望幫助讀者朋友更快找到工作。

1

把找工作當成一項工作

之舉，這裡提

設定規律作息，早睡早起，還沒找到工作

出四個方向

時，就像在工作一樣，只是工作內容不同-是

供作參考：

為了幫自己找到一份好工作：固定時間統一圈

也應事先準備好，才
不會在線上面試中途
慌張翻找資料。

選企業，統一為不同的企業客製化不同的履

架構中越重要的資訊要放在越前面，盡量以數

同的求職環境，逾六成企業從實體面試改為線

據來呈現經驗和貢獻，打上與應徵職缺或工作

，規格就和到公司面試一樣，

上面試。視訊面試不同於傳統面對面溝通，包

內容相符的關鍵字(例如應徵行銷工作，應盡

千萬別因為視訊只看見上半身

含設備軟體的使用、鏡頭前的儀態和口語表達

量置入商品定位、網路行銷、社群行銷等字眼

，下著就隨便，萬一必須起身那

輩們提問請教，細心記下執行細節，更能減少

等，是社會新鮮人要重新學習的新型態求才求

)，並在自傳內容凸顯個人特質，包裝相關工

可就糗了。

初入職場的碰撞期，日後才有機會一展長才。

職方式。

作經驗。也可多參考網路上的履歷表模板，練
習打造自己的專屬履歷。

 掌握履歷撰寫 爭取進入企業的門票

 線上面試漸成趨勢
許多企業因應防疫改採「線上面談」，

，有足夠自信，才能更容易成功，好比透過社
群網路的短影片表達自己，甚至自己在家不斷

9~12點尋找企業並圈選，13~16點針對不同
企業進行履歷客製化，16點之後統一寄出履
歷表，17點進行回信。

2

斜槓思維打敗歌利亞巨人

手機的自拍功能錄下自己的面試摸擬，再不
斷的檢討，寧可失敗在家中，也不要在面
試官面前跌倒。
萬事起頭難，從0到1的過程需要
極大的能量，但等到上了軌道，就會發
現一切的辛苦都會值得，了解職業現

最近一個金控集團的客服部門進行轉型，

況，進行自我探索，持續有效率地行

要以AI取代客服人員的服務，但是多位客服人

動，我們一起在職涯的航道，突破逆

員並沒有因此失去工作，而是成功轉型為教授

境，勇往直前。

機器人的老師，協助AI判讀客戶需要及心情，
提供最適切方案及服務，這

新型態工作模式—居家辦公
(Work From Home)
疫情期間公司為了維持營運，催化出遠距工作模式，許多公司開始啟動居家辦公

自己埋著頭做，多向前

(Work From Home)，面對新型態辦公方式，職場新人們更應該及早掌握要訣，進入狀況。

來點「儀式感」吧！
首先，維持日常作息，該起床時就起床，把通勤時間用來好好整理服裝儀容和吃

實際線上面試前，除了多涉獵相關資訊

新人還要適時發揮觀察力，找出職場中團

外，也可請親友協助錄下練習畫面，從中修正

隊的運作模式，透過溝通(聽懂別人的話，也

言行舉止的細節，讓自己能流暢的表達並展現

處打游擊，即便沒有獨立房間、也應該整理出一個清爽的角落，讓自己一就

讓別人聽懂你的話)和合作，累積經驗，也累

自信，從面試中脫穎而出。

定位就進入工作狀態。

積起自己的職場人脈。

面試者務必要熟悉線上系統的操作，在正式

撰寫履歷技巧不可不知。國內已有金控業者

面試開始前半小時再確認一次系統運作正常

使 用 AI人 工 智 慧 篩 選 員 工 ， 利 用 大 數 據 將

，並關閉其他軟體(包括LINE、FB等)的通知

1500份履歷依關鍵字做第一關的履歷表審

訊息，杜絕干擾面談進行。也要事先告知同
住者，避免他們無意間闖到鏡頭前。手邊會

時間管理；熟悉業務時，保持學習心態，不要

走越寬。

廣 告

覆，以我自己個人為例，從前我是每天早上

鏡頭前服裝儀容要端莊

想在茫茫人海中被嚮往的企業所青睞，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己累積足夠的失敗，讓自己的臉皮變的厚一些

的練習，尋找同學朋友進行演練，又或是運用

歷，統一投遞履歷，在固定時間回

疫情衝擊下，今年社會新鮮人面臨截然不

求職二部曲：履歷、面試必勝技巧

許多華人普遍不擅長表達自己，也多存有

成本在一個產值不高的人身上，因此抱著進入企業才好好學的心態，不會為自己打開成功的

來可能會花更多時間在茫茫職涯中尋尋覓覓。

探索自我，首戰告捷

用失敗換成功

企業需要的是短期能上手的「人才」，而不是需長期培養的可造之才，企業不會花太多

許多人對於一些事情覺得茫然不清，便開

，就能挑出前20%的應徵者進入下一關。

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也為自己創造了被需要的

7 客服人員

1 數據分析科學家

查，只需要三天

能結合，便創造了一項完全不同的職能，且具

很多人在尋找工作的時候，會將求職網打開，但他們常常忽略了自己的「人脈網」，每

以上即將沒落的工作，原因顯而易見，因

鮮
新
會
社
入
職場初登

作內容限制，當他們把能力、熱情和自己的職

機會;工作中善加利用斜槓思維，活用自己的

探索選擇
6 行政經理

趙祺翔

桃園市政府
勞動局FB 粉絲專區

台灣就業通
www.taiwanjobs.gov.tw

反思優勢

1 資料輸入人員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報告，2025年成長
中的前十大職位有:

桃園市政府
就業職訓服務處

線上申辦系統＆ 7-11 超商
ibon 機可申辦求職服務

職場啟航，開創生涯新里程—青年就業與職場

手也可說是人人自危，因此，那些未能上船的

現在的社會新鮮人正面對著一個不能用經

求職好便利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650號

後疫情時代--社會新鮮人 你準備好了嗎?
從2020年疫情爆發至今，企業面臨前所未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頓豐盛早餐。當然，打造一個適合工作的環境也是必要的，不要搬著筆電四

維持工作習慣 專注力UP

Z世代初入職場，更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

在家工作容易懶散、分心而導致效率不佳，建議職

衡，也更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適度表達確

場新人設定每日的工作目標，完成一階段的工作後，就

新人報到，首重從學校轉換到職場的心態

實令人欣賞，但是新人們還是要恪守職場倫

起身走動或休息5分鐘，清楚區分工作與休息時間，更

調整，要配合公司管理制度，做好個人情緒與

理，以開放的心胸面對挑戰，職場路就會越

能維持工作專注力。

職場軟實力 助攻新手一次到位

更多徵才活動請上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官網
https://oes.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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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協助應屆畢業青年 最高可獲9個月5萬3,000元補助

桃園市政府關心青年就業與職涯發展，為降低新冠疫情對應屆畢業青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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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亦對接中央多項青年就業促進方案，
從尋職階段到就業，給予青年朋友們最全面的支持與協助。

青年尋職津
貼計畫

 20-29歲未就業青年，於109年9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期間畢業。
 於「台灣就業通」網站登錄報名並線上完成就業準備即核給2,000元，3個月內進
行求職並接受就業輔導或推介服務，可獲每個月1萬元尋職津貼，最長3個月。

之衝擊，推出一系列協助青年尋職、就業、參與職訓、考取證照相關措
施，協助畢業青年積極尋職，順利步上就業坦途。

參與本計畫之本市青年於待業尋職期可銜接「青年安薪就業讚方案」，3個月尋
職津貼，再加上就業讚方案提供6個月穩定就業獎助，合計最高5萬3,000元。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提供多項青年促進就業及補助方案，求職青
年們可依尋職期程，擇優參與計畫申請補助，亦協助青年朋友參與各項職業
訓練並給予相關獎勵措施。

桃園市青年就業

 讚 方案

青年就業獎
勵計畫

含)後退役。

證照讚

就業讚

學習讚

未滿30歲，高中職以上畢業設籍
桃園市的待業青年。

鼓勵青年考取證照，提升自我專
業知識與技術能力以厚植職能。

經就業職訓服務處推介，受僱於同
一單位滿3個月，獎勵9,000元，滿
6個月再獎勵1萬2,000元就業獎勵
金。

考取勞動部甲級技術士證照者，
給予獎勵2萬元，乙級獎勵8,000
元，最高每年合計獎勵2萬8,000
元。

 青年於「台灣就業通」網站之計畫專區登錄參加後，並於110年9月30日前就業，
就業滿90日，發給2萬元就業獎勵；就業滿180日，再加發1萬元，合計最高發給3

青年自主學習方案

青年技術士證照獎勵方案

青年安薪就業讚

 15-29歲青年：
 於109年9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期間畢業。
 108年9月1日至109年8月31日期間畢業，且畢業後服役，並於109年6月15日(

萬元。

鼓勵青年提升學習及職能，青年
參與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
班，每人每年最高補助5學分，最
高補助1萬7,500元。

安穩僱用
計畫

 各年齡層之失業勞工可於「台灣就業通」網站線上申請或至本市就業服務據點申
請參加計畫。

 經推介於110年9月30日前就業，就業滿2個月後，獎勵1萬元，滿4個月後再獎勵
1萬元，合計最高發給2萬元，雇主亦可領取最高3萬元之僱用獎助。

參與學習讚、證照讚，併同使用「就業讚」方案，完成三讚大滿貫，於就業

 推介15-29歲青年參與「產學新尖兵計畫」五加二

滿6個月申請獎勵金時，再加發1,000元獎金

產業創新產業之職業訓練，包含電子電機、工業

產學新尖兵
計畫

桃園市「有頭鹿職能訓練場」

機械、數位資訊、綠能科技及國際行銷企劃等五
大領域領域。

 青年免費參訓，並提供每月3,000~8,000元的

本年度陸續開設23班職業訓練，參與職業訓練且符合身心障礙、

「青年職前訓練獎勵金」。

長期失業、新住民或原住民等特定身分之民眾，政府補助100%訓練費
自109年延續至今年，本市轄內共計開76班，釋出2,280個訓練名額，桃園市就業
職訓服務處亦積極協助青年訓後的就業轉銜。

用，並得領取職訓生活津貼。

110年度「桃園市青年就業三讚方案」補助效益人數已超過6,000人，鼓勵本市青年朋友充實專業知識及技能，促
進穩定就業。桃園市「有頭鹿職能訓練場」結合本市轄內職業訓練資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亦辦理多樣
化職業訓練班別逾300班，培養青年習得一技之長。各就業服務據點皆提供青年職訓推介，培力青年職能並於訓後提
供就業服務，總體訓後就業率達75%以上。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青年安薪讚 就業大滿貫」

桃園市有頭鹿職能訓練場

在疫情期間，就業市場備受影響，青年朋友於求職方面也面臨挑戰。桃市府秉持扮演職涯路上好夥伴之角色，
在尋職、就業、職業訓練及考取證照等面相，皆有一系列規劃，目的在於改善青年朋友畢業後之尋職環境，降低
求職壓力，促進青年厚植職能並迅速媒合就業，即使在疫情影響下，仍能畢業即就業。

以上各項方案皆可洽詢本府勞動局就業職訓服務處(03-3322101分機8014~8018)、全市13處就業服務據點及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中壢就業中心(03-4681106)，就業服務員將視求職者之條件給予最佳化之評估後，協助青年朋友們適性就業。

本市就業服務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