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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求職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中國大陸因疫情封控，新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接連出現罕見的大

規模的抗議行動，多所高校的大學生也參與其中。受訪的北大和清大學

生表示，爆發疫情後，都快忘了大學生活是什麼，數不清經歷多少次校

園封控，尤其是上網課效果沒有實體課來的好，很多同學出現倦怠和退

步情況；除了無法體驗校園生活，最大衝擊是錯失實習機會和提前找工

作，大環境經濟環境不好，本就增加求職難度，加上學校反復的封控政

策，無法自由進出校園，就算頂著最高學府光環，提前找到實習或面試

機會也很難銜接，因此對畢業後規劃感到焦慮。 

大紀元 

2022.11.29 

2.  中國大陸國家公務員局今日緊急宣布，原定12月3日、4日舉行的「國家

公務員考試」(國考)延期，官方理由是為應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但專

家指出，國考的對象是18歲以上35歲以下，中國大陸政府決定在「白紙

革命」迅速蔓延期間，緊急叫停國考，是因政府可能害怕年輕人會有更

多聚集抗議的機會，而被迫延後國考。 

NewTalk 

2022.11.28 

3.  中國大陸年輕人生活壓力大，「佛系」文化似乎正在進一步發展，尤其在

北京，「周末拜佛」成為了潮流，雍和宮等著名古剎幾乎看不到老年人的

身影，反而擠滿了年輕人。其中，「臥佛寺」的名字因與錄取通知「Offer」

諧音，更是車水馬龍，許多中國大陸年輕人在此尋求一個心靈寄託。 

聯合報 

2022.11.6 

4.  中國大陸今年畢業生遭遇最差經濟與最難就業雙夾擊，北京日報報導，

報考明年公務員的總人數突破250萬，比今年增加50萬人，增幅25％，

創近10年新高，最大競爭是超過5,800人爭一個職位。報導說，北京地

區職位的報名人數達到25萬5134人，居各省市之首，廣東省緊追其後20

萬6902人，第3是雲南省12萬8055人。海南省職位報名人數最少，僅2

萬463人，寧夏和西藏也較少，分別是2萬4646人和2萬5272人。 

中央社 

2022.11.4 

5.  今年中國大陸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呈現攀升趨勢，7月達到19.9%最高。

9月為17.9%，較7月下降2個百分點，但依然保持在較高水準。據新浪財

經、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國大陸國務院近日發布「第10次全國深化放

管服改革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這項方案要求相關部門加

強穩就業政策實施力度，針對200多萬名尚未確定就業去向的應屆高校

畢業生做好政策銜接、不斷線就業服務，確保在今年底以前，離校未就

業畢業生的就業率達9成以上。 

針對青年失業問題，界面新聞引述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表示，要求

中央社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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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事業單位超常規擴大招聘人數，這種做法並不好，「這沒有真正解

決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反而把整個勞動力市場秩序破壞掉」。他也提到，

特別是高職、本科的大學生，實際失業率可能比目前公布的資料要高，

「因為很多高校上報的資料有彈性，要客觀評估大學生失業的規模」。 

6.  陸媒「第一財經」報導，在COVID-19疫情對就業產生不利衝擊的情況

下，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調查應屆及在校專科生，了解求職意

願、職業和方向。調查結果顯示，與重點大學的本科生相比，專科生預

期薪酬達成率較低，63.8%的畢業生預期月薪在5001至8000元（約新臺

幣2萬2000元至3萬5200元），但已獲錄用通知的畢業生中，只有29.3%

受訪者薪資達到這一區間，63.4%實際月薪低於5000元。專科畢業生預

期薪酬的最終達成率也明顯落後於大學畢業生，逾3成專科生畢業後優

先選擇是繼續深造。復旦大學全球科創人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凱建

議，應積極打破專科學生的職業發展天花板。 

中央社 

2022.9.15 

7.  中國大陸解放軍近期徵兵著重「理工類大學生和備戰打仗所需技能人

才」，徵兵年齡也向上提高到26歲。時事評論員江峰在接受自由亞洲電

台採訪時，認為這與中國大陸整體經濟下滑有關，由於陸方16至24歲青

年失業率呈攀升趨勢，7月份已達19.9%，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困難，經

濟因素改變了解放軍徵兵的結構。另一位中美時事評論家橫河表示，解

放軍以往徵兵會聚焦在招募農民入伍，這次改將理工類大學生設為重點

招募對象，是為了培養現代化戰爭所需的能力。儘管中國大陸解放軍在

制度上已經轉型，但思維以及技術相關轉型的速度卻尚未跟上。俄烏戰

爭和在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使中共軍方意識到，中國大陸在現代化武

器的操作仍有很大的問題。 

中央社 

2022.8.28 

8.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布，七月全國城鎮失業率為5.4％，較六月下降0.1

個百分點，但16至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高達19.9％，再創紀錄最高，今

年以來更呈現逐月上升的趨勢，主要因為COVID-19疫情反覆，加上破

紀錄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加劇職場競爭，青年在求職過程中對

就業的期待和市場需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16至24歲青年主要是高中、

職高（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大專和大學畢業生，自2018年中國大陸開

始公布16至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以來，青年失業率逐年升高，今年以來

更呈現逐月上升趨勢，五月為18.4％，六月為19.3％，七月再升至19.9

％，創四年來最高，等於每五人就有一人處於失業狀態。 

自由時報 

2022.8.16 

聯合新聞網 

2022.8.15 

經濟日報 

2022.8.15 

9.  中國大陸年輕人「躺平」主義盛行，大專畢業生多從事低薪白領工作，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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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委託學界所做「中國大陸2022年就業情勢與年輕世代『躺平主

義』」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固化嚴重，自媒體炫富資訊刺激年輕

世代的相對剝奪感，「躺平」成為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回應。陸方欲「做強

職業本科」，惟大學生寧屈就低薪白領工作，亦不願入職藍領。高教擴張

與勞動力市場錯置的結構困境迄今難解，疫情、國際形勢、戰爭、經濟

增長漸緩等景況，就業形勢更不容樂觀。中國大陸大專畢業生的失業問

題，10年來狀況沒有改變，2022畢業潮將至，陸方即將迎來近1076萬

的大專畢業生，不但在規模上屬於歷史新高，未來短期內更將逐年增加。

高教擴張沒有取消，人民對大學教育懷抱的夢想價值沒有改變，市場雖

浮現部分白領工作機會，但無法滿足年輕人求職需求。此外，中國大陸

去年嚴打房地產、補教行業造成的大批失業大軍，因陸方政府補助企業

雇用大學畢業生僅限畢業3年內初次就職，依然面臨轉職難題。 

2022.7.18 

10.  中國大陸年輕人就業問題嚴峻。根據陸方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6月

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飆升至19.3%。該人口失業率持續攀升原因與

畢業季到來有關。陸方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表示，今年以來，

國際環境複雜嚴峻、國內疫情衝擊等因素對就業造成一定影響。青年群

體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普遍面臨「摩擦性失業」困境。同時受疫情影

響，企業吸納就業能力下降，年輕人求職渠道在疫情條件下也受到阻礙。

加上今年高校畢業生總量又創歷史新高，加劇了青年人就業壓力。 

聯合新聞網 

2022.7.15 

11.  由於房地產市場低迷、地緣政治憂慮和對科技、教育和其他行業的監管，

打擊本已經放緩的中國大陸經濟，又受到COVID-19疫情防疫限制措施

的打擊，今年畢業生面對的是數十年來最糟糕的就業市場。根據6月份發

布的官方統計數字，目前中國大陸18至24歲人群失業率達到18.4%，是

整體失業率的三倍之多。此外，海外留學生回國就業，也有可能沖擊中

國大陸畢業生的就業。根據陸方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統計，2021

年返陸就業學生首次超過百萬，達到104.9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35%。

中國求職招聘平台「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受疫情影響，海外留學生回國意願增強已成趨勢，83.1%的

海歸認為在國內求職難度提高。招聘公司Randstad大中華區總經理張

鵬表示，中國大陸的入門就業市場甚至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

間還要糟糕，估計新增崗位自去年以來下降了20-30%。另一家招聘公

司智聯稱，預期工資也降低了 6.2%。 

德國之聲中

文網 

2022.6.23 

12.  中國今年大專院校畢業生首破千萬，卻要面對疫情後最差的就業環境。 中央社 



4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有高校為拉高畢業生就業率，將畢業證、答辯、評優等與就業協議掛鉤，

威脅學生提交就業協議才發畢業證，學生被迫假簽約、假就業，更有學

校為學生開設掛名職位。財新網報導指出，在中國大陸網路購物平台淘

寶，有賣家表示，只需人民幣100元便可完成網路簽約流程並收到回執

蓋章掃描件；只需付200元，賣家還承諾會應對教育部門的核查回訪電

話。多名畢業生也證實，有少數同學迫不得已購買代簽服務。高校也為

協助學生「就業」而各出奇謀，包括為學生提供掛名的校內科研助理工

作，學生只需簽就業協議，實際不會上班。 

2022.6.7 

13.  根據統計，今年中國大陸大學院校畢業生預計達1076萬人，創下歷史新

高。陸方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副司長吳愛華坦承，今年畢業生面臨多重就

業壓力，困難程度甚至超過2020年。近期保就業、穩經濟成為中國大陸

官方的施政重點，陸方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期多次指示要以政策保障就業

情形，強調「穩就業是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關鍵」。 

中央社 

2022.5.13 

14.  據中國大陸政府網消息指出，陸方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

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堅決防止和糾正性別、年齡、

學歷等就業歧視，打擊「黑職介（介紹工作、提供職缺的公司）」、虛假

招聘、售賣履歷等違法犯罪活動，堅決治理付費實習、濫用試用期、拖

欠試用期工資等違規行為。 

聯合新聞網 

2022.5.13 

15.  根據《北京晚報》報導，有多家知名公司出現「有償實習」歪風。為獲

取一個實習機會，延伸出通過仲介私下聯繫現職員工招攬大學校畢業

生，宣稱「獨家內推」、「面試不過100％退款」的「有償實習」甚至「有

償就業」的灰色產業鏈。 

中時新聞網 

2022.2.25 

16.  據《彭博》報導，2021 年調查顯示，中國大陸每 6 名畢業生就有 1 人

成為靈活就業者，包括臨時、兼職和隨叫隨到工作，以及自主就業。中

國大陸一些頂尖大學中從事零工經濟的畢業生比例也高達一成；報導引

述共青團官方報紙《中國青年報》報告稱，去年 7.01% 南京大學畢業

生、7.57% 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生，和 11.9% 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生是零

工。數據不僅反映中國大陸數位經濟興起的結構性變化，也反映日益嚴

峻的就業市場前景。 

聯合新聞網 

2022.2.22 

17.  據多家陸媒報導，中國大陸麥可思研究院1月12日發佈的一項最新研究

報告顯示，陸方2020屆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半年後月收入超過一萬元人民

幣者，僅有4.3%。而根據該研究院此前發佈的研究報告，同一屆大學畢

業生在畢業半年後月收入在六千元以下者爲68.1%，在五千元以下者爲

自由亞洲電

臺

202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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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而2015屆大學生畢業五年後，月收入超過一萬元人民幣的比例

也僅有35.5%。 

18.  習近平去年掃蕩科技等產業，幾乎無一產業倖免，民企人人自危，重創

中國大陸頂尖大學學生創業夢。根據北京清華大學最新調查，2021年應

屆畢業生中，竟有高達69.9%選擇在體制內就業，較2020年增加5%，想

要自主創業的畢業生比率直接腰斬，僅剩0.74%。財新網指出，龐大的

就業壓力下，又逢經濟下行，中國大陸國內企業頹勢已顯，地產、補教

2大吸納應屆畢業生的行業遇冷，創業也受波及，選擇自主創業的清華畢

業生逐漸下降。 

自由時報 

2022.1.10 

19.  中國大陸教育部預估2022屆的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較上年增加

167萬，規模、增量都創下歷史新高，但由於疫情影響持續，更出現「就

業難」與「招人難」並存現象。根據《中國青年報》引述陸方教育部高

校學生司司長王輝說，2021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複雜嚴峻，中國大陸

經濟發展正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3重壓力，這些壓力會對

就業產生影響，「穩就業」、「保就業」的任務非常艱鉅。 

旺報 

2021.12.29 

中央社 

2021.12.28 

20.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2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顯示，自

2016年起，中國報考研究所碩士班的人數保持高成長趨勢。2015至

2022年平均成長15.8%。近6成考生因就業困難，想增強就業競爭力而

選擇考研。另一方面，多所院校也擴大招生。 

聯合報 

2021.12.28 

21.  調查顯示，2020年中國大陸留學生回國求職人數同比增長67.3%，其中，

近半畢業生選擇鐵飯碗，遠超過選擇外商的3成。大環境因素如疫情影

響、美中關係持續走低、美國對中國大陸留學生施加限制，社會氛圍如

躺平與內卷的爭論，都促使中國大陸留學生選擇了更安定的生活。 

商業周刊 

2021.12.28 

22.  2022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將來到1076萬人，比今年增加了167萬人，

中國新聞週刊報導指出，主要是因為2019年高職擴招100萬人，2019、

2020年起高職專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皆大幅度擴招，預期2至

3年後將會形成前所未有的畢業潮。報導引述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

丙奇認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是培養人才的品質不高；中

國大陸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進入社會無法做出創新貢獻、推進產業結

構發生質的變化，而是創新能力缺乏、學歷貶值、就業降級等。 

中央社 

2021.11.28 

23.  一位名叫胡俊的北大研究所導師，因大學、碩士階段均就讀於普通大學，

被一位「985」同學強烈嫌棄，引發熱議。這樣的新聞其實早已不「新」，

幾乎每年招聘季，因用人單位第一學歷歧視(指用人單位不根據應聘者的

每日頭條 

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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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崗位需求，而是根據應聘者高考後取得的第一學歷)，導致應聘者

即便具備相關能力卻無法獲得就業機會的事件比比皆是。招聘市場根據

「211」「985」來區分大學優劣，用人市場上的學歷歧視自然會成為學

生擇校和選擇導師的風向標。今年春招市場行情報告顯示，近8成的求職

者遭遇過職場歧視，其中學歷歧視遠高於地域、性別歧視。 

24.  2020年7月，美團（大陸零售、外送平台）發布《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

報告》，內容指出大學及以上學歷占比達24.7％，比2018年的15％更高，

約1％的美團外送員有碩士以上文憑，大陸有700萬名外送員，推估碩士

以上學歷約有7萬人。社會學歷貶值越來越嚴重，這些碩士以上學歷的人

們在職場的升遷速度已經跟不上學歷貶值的速度，至於學歷為什麼會貶

值，行業「內卷」（大陸流行用語，指社會或文化層面上，達到一定程度，

便停滯不前的狀況）是主要原因，而因為內卷，求職者只能拚命地積累

自己的優勢，但是當一群人都有了相同的學歷優勢之後，學歷就會貶值，

是一種大家都難逃脫的惡性競爭。 

旺報 

2021.1.26 

25.  中國大陸2020年爆發疫情迄今，對廣大的中高齡基層勞工衝擊較大，北

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縣域治理研究中心、社會與金融研究中心聯合

「58同城」，發布一份2020年縣域勞動力市場調查報告指出，超過3成的

縣域勞工在疫情爆發後收入減少，且工作穩定性也降低。報告並指出，

疫情對失業者的求職帶來較大衝擊，企業總體招工需求較低，只有

23.28%企業有招工需求，非創業樣本中超過2成當前沒有工作，其中近

半數失業。 

中央社 

202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