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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護國神山！三大科學園區及其週邊徵才 年增一成
104：三科每月徵才 15 萬人，貢獻度達 23% 五年發展，中南強彈近兩成
肺炎疫情甩尾，但徵才市場穩定盤堅！其中，三大科學園區及週邊地區受到半導體護國
神山的庇蔭，最近半年徵才逆勢成長 10%；回望過去五年，隨著積體電路廠向中南擴建，中
部及南部科學園區急起直追，中南兩大科學園區徵才強彈近 20%，大於竹科同時期的 12%。
轉職季已經啟動，如何評估北漂或南移？104 人力銀行總經理黃于純說，整體而言，北
部工作機會多於中南部，但生活消費確實較高；南移需考量產業型態、工作發展、生活節
奏、是返鄉顧家還是舉家遷移、中南薪資比北部低 1 到 2 成，因每位職人情況不同，104 職
涯診所(https://giver.104.com.tw/)火熱討論中！「工作地點的選擇，會對職涯發展造成什麼影
響嗎?」、南部小孩到北部面試問薪水 怎麼回? 開太高會不會直接 out、中部畢業向北投履歷
一個月多共幾十封卻無消息，是否經歷或自傳讓人資有疑慮?
牛年牛市！工作機會數 穩站 70 萬大關
元旦開春，104 人力銀行線上工作機會數 70.6 萬個，繼 2020 年 12 月的 70.7 萬個，連續
第二個月穩站 70 萬大關，也是最近六年同期次高，僅次於 2018 年 1 月的 73.3 萬個。104 人
力銀行總經理黃于純說，2020 年第二季是肺炎疫情衝擊就業市場的谷底，從第三季開始，企
業徵才已漸回溫，第四季因為遞延效益持續，反而淡季不淡，並創年度最高峰，展望 2021
年，若無「黑天鵝」再襲，徵才動能可望延續，目前仍是優勢人才多頭的求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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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疫情！三大科學園及其週邊強勢徵才
科學園區是台灣經濟命脈，三十多年來以竹科為核心，產業腹地擴大到北宜花東，南部
科學園區和中部科學園區也相繼接棒，形成半導體、光電、電腦通訊、精密機械、生物技術
等產業聚落，截至 2020 年 10 月，三大科學園區營業額已逼近 2500 億，園區本身及週邊地區
的工作機會持續增加，從電子資訊、半導體、軟體網路延伸到居住類的營造業，以及民生消
費類的休閒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
根據 104 人力銀行徵才資料庫，三大科學園區及週邊地區 2020 年下半年平均每月 15 萬
個工作機會，占全體同期的 23%，即，全體平均每四個工作機會，就有一個來自科學園區及
其週邊。園區產業特性，相對不受疫情影響，工作機會數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10%，相比全體
徵才市場年增 1%；追蹤過去五年，工作機會數成長 16%，也高於全體增幅的 11%。

平均每月工作機會數

2020 年下半年

2019 年下半年

2016 年下半年

全體

65.4 萬個

65.0 萬個

59.1 萬個

三大科學園區及週邊地區

15.0 萬個

14.5 萬個

12.7 萬個

全體 年增幅

1 年增幅 1%，5 年增幅 11%

三大科學園區及週邊 年增幅

1 年增幅 10%，5 年增幅 16%
資料來源：104 人力銀行

中科徵才居首！台積電進駐 + 週邊腹地大
104 人力銀行總經理黃于純觀察，三大科學園區因發展時間先後、週邊腹地大小差異、
以及區域原始產業特性，使得各區徵才略有差異、徵才指標互有領先(詳見下表)。
論徵才缺口及成長力道：
以中部科學園區及其週邊徵才 6.6 萬人居首，主因台積電 7 奈米 2018 年落腳中科、帶動
供應鏈廠商相繼進駐，加上大台中地區幅員遼闊、民生消費產業興盛，五年徵才成長 19%力
道最強。
論徵才產業分布：
竹科發展最早，已設立逾四十年，新設廠房多已興建完畢，竹科及其週邊目前 5.4 萬個
工作機會中，主要來自電子資訊業 2.2 萬個。
中科及其週邊因屬大台中都會區，6.6 萬個工作機會中，1.3 萬個來自住宿餐飲業，隨著
都會區房產熱絡、以及台積電 7 奈米 2018 年落腳中科拉動廠房興建，中科及其週邊徵才以建
築業五年強彈 200%最飆。南科發展至今約二十六年，南科及其週邊徵才 3 萬人中，以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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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業 6,000 人最多，同因台積電 5 奈米 2020 年下半年進駐南科、3 奈米預計 2021 年進駐，建
築業五年徵才成長 157%。

項目

新竹科學園區
(設立約 42 年)

中部科學園區
(設立約 19 年)

南部科學園區
(設立約 26 年)

園區營收

1093 億

733 億

667 億元

園區廠商
前三大類別

積體電路、生物技
精密機械、生物技
生物技術，精密機
術、光電。全區有效 術、光電。全區有效 械、光電。全區有效
核准廠商 588 家
核准廠商 147 家
核准廠商 241 家
5.4 萬個

園區及其週邊
2020 下半年
平均每月工作數

⚫

⚫

6.6 萬個

3.0 萬個

工作最多：電子資訊 ⚫

工作最多：住宿餐飲 ⚫

工作最多：電子資訊

業 2.2 萬個

業 1.3 萬個

業 0.6 萬個

成長最快：一般服務 ⚫

成長最快：建築業 5 ⚫

成長最快：建築業 5

業 5 年強彈 59%

年強彈 200%

年強彈 157%

園區及其週邊
2020 年下半年
平均每月工作數
占各區比例

36%

44%

20%

一年增幅

14%

9%

7%

五年增幅

12%

19%

17%

桃園市龍潭區、新竹市、

工作數涵蓋地區

新竹縣(竹北市、湖口鄉、
寶山鄉、竹東鎮)、苗栗縣
竹南鎮

台中市(西區、北區、西屯
區、南屯區、太平區、后
里區、潭子區、大雅區、
大甲區)、南投縣南投市、
雲林縣虎尾鎮

台南市(北區、安南區、善
化區、新市區、安定區)、
高雄市(鹽埕區、三民區、
楠梓區、大社區、岡山
區、路竹區、梓官區、永
安區、鳳山區、鳥松區)

資料來源：104 人力銀行、科技部(營收統計時間 2020 年 10 月，廠商類別及家數統計時間 2020
年 12 月)

關於 104 資訊科技集團
104 人力銀行成立於 1996 年，2006 年以「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台灣證券交易所
掛牌，成為台灣第一家上市的網路公司，穩居台灣流量最多的人力資源服務網站，持續以成為
華人地區人力資源領導品牌為使命。全集團追求產業創新，以 C.M.O.S.四大核心概念（cloud
雲端、mobile 行動、open 開放、social 社群）提供多元職涯服務及人才管理解決方案，包括
網路求職求才、職涯競爭力、中高階獵才、企業大師、人資管理系統、測驗評量、人資顧問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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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等，2014 年起提供學生探索天賦與職涯方向的生涯服務，2017 年推出高年級服務讓面臨退
休或已經退休的職場前輩繼續發揮價值，2018 年推出銀髮銀行照顧失能長者尊嚴的自立照顧
平台，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如需進一步資料，請上 104 企業網站：corp.10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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