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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手記

Editor’s Instruction

　　季刊本期第27卷第2期以勞動市場為主軸，本期主要涵蓋勞動市場攸關的產業、經濟、人口

及最新科技發展等面向，尤其是臺灣進入高齡社會，為銀髮族服務將是未來最大商機，加上數據分

析、AI人工智慧等科技發展，探索勞動市場之前景與展望，逐步掌握我國勞動市場未來發展脈動。

　　<產業焦點>介紹2家長照相關產業，分別是「臺灣居家照護業的Airbnb ─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

公司」及「全球創導智慧照護長照中心 ─ 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結合電子商務及智慧科技經營

內涵，在長照產業注入創新就業模式，顛覆傳統照護產業印象，提供國內業者及各界參考；此外，

藉由報導2018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從活動中掌握勞動市場趨勢，預見未來脈動。

　　<法規動態>報導職業安全衛生署近期重要指引公告及法令修正，包括低溫引起之職業病、職業

性聽力損失診斷、雷諾氏症候群、職業暴露非游離輻射引起之視網膜傷害等4種物理性危害引起之

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修正說明，以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修正規定」，提供相關職業安全衛

生從業人員卓參，落實保障勞工作業安全。

　　<研究綜論>對勞動資料應用進行深入解析，包括「勞動資料新價值，開創勞動政策新藍海」、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及「未來工作發展之趨勢轉變與因應」等，說

明藉由各項數據觀察，可有效掌握勞動市場脈動，作為制訂勞動政策參考。

　　<專業瞭望>則由「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探討企業導入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之關鍵評核指標」

及「關於臺灣勞動市場調整之政策創新與策略遠見-應用設計思考方法最大化智慧工作價值創造」

切入，從企業管理角度瞭解臺灣勞動市場之創新策略。

　　<研究論文>仍然保有一貫研究論文發表質量，循例每一期有一個主軸主題，如本期之勞動市場

主軸，涵蓋企業社會責任、育兒婦女就業歷程、工作自主性與收入關係之性別差異、中高齡及高齡

者重返職場、人工智慧建構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及日本外國人勞動力政策等面向，每篇都是作者

智慧結晶，值得細讀參考。

　　期許本期豐富多元的內容，有助讀者深入瞭解勞動市場動態，請大家不吝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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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蔡宗勳

指 出，優 照 護 遵 循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確保健康並促進各年齡層福祉，

以提供更多居家照護選擇為目標，藉由安

全、方便、快速第三方管理平台，協助有照

顧需求家庭迅速找到合適照服員，安心接受

服務；同時讓具有專業證照的照服員，找到

符合設定條件的照護工作，安全提供服務。

為照護父親需求
董事長陳宏益激發創業構想

　　優照護創立背後有一段感人故事，「故

事主角就是董事長暨共同創辦人陳宏益先

　　臺灣進入高齡社會，為銀髮族服務將是未來最大商機。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優

照護）瞄準當今最夯照護議題，翻轉一般人想像，網羅軟體工程師、數位行銷高手、業

務媒合人才、並結合眾多醫護專業菁英，以老、中、青世代完美組合，不斷激發創意點

子，採用創新模式引進先進電子商務機制，創造「滿滿大平台」，讓銀髮族獲得優質照

顧，顛覆傳統照護產業印象，使這個行業勞動市場生態為之丕變，榮獲第十五屆「國家

新創獎」實質肯定，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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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優照護平台翻轉一般人想像，採用創新營運模式，榮獲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實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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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蔡宗勳指出，陳宏益事業有成經年國

內外奔波忙碌，他事親至孝，年歲漸長父親

經常進出醫院，他無法隨侍在側，必須尋覓

照服員解勞，但指定時段一再找不到照服

員，好不容易來了照服員，卻和他要求條件

有很大落差，讓他不放心把父親交給無法信

任者照顧。

　　這段切身之痛讓陳宏益萌生架構媒合平

台的 idea，他網羅擁有廿多年照護經驗菁

英加入創始團隊，加上自身臺大資工系畢

業、目前是臺大生醫電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深厚科技背景，經過集思廣益，浮見透過網

路媒合配對照服員的點子。蔡宗勳指出，當

時構想如果能把許多照服員存進網路資料

庫，讓客戶可依照個別需求搜尋選擇，而且

照服員履歷、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完整提

供給案主參考，就不擔心找不到合適照服

員，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董事長陳宏益堅持，這個構思一定要

以人為本，否則就失去實質意義」，蔡宗勳

強調，此一看似簡單服務流程，創始團隊針

對雙方需求反覆做了幾百次研究設計，並且

找來實際案例作驗證，禮聘醫護專家對照服

員進行嚴格審核及面試，讓客戶把家人安心

託付，「也就是把客戶當成是自己家人呵護

的概念」。優護平台公司 104 年成立開始研

發與設計平台，105 年上線正式提供服務。

提供即時、透明資訊
隨時可找到合適照服員

　　優照護是臺灣第一家「短期居家照護服

務第三方預約平台」，蔡宗勳表示，依字面

可以拆成幾個名詞來解釋。「短期」是指長

期照護以外無法支應的地方，例如喘息服

務、陪伴就醫、購物等，依據不同需求情

況，可區分為機構式、社區式、居家式等三種

照護方式，其中居家式在市場中需求量最大，

也是優照護最想改善的部分。至於「第三方」

則指照服員並非該公司團隊成員，而是經由審

核面試後加入媒合平台接案提供服務。

　　蔡宗勳進一步指出，隨著高齡社會銀色

海浪襲來，除了日益增加的長照需求，短期

照護需求缺口也不容小覷。看準這塊市場，

同時有感於現行照護服務資訊不夠暢通，

優照護結合電子商務與照護的創新營運模

式，使用者經由提供即時、透明、完整資

訊，就能隨時隨地找到符合需求的照服員。

　　總而言之，優照護最終目的是讓臺灣照

護市場資訊透明化，創造優質照護環境，其

核心價值如下：

　　一、讓有需求家庭方便尋找到安全又合

　　　　適照服員、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

　　　　員、職能治療人員、藝術輔療師。

　　二、讓照服員能自主管理個案，安全地

　　　　提供服務，並且增加收入來源。

網羅各類專業人員協助
提供周全照護服務

　　優照護本身並非長照機構，許多人認為

請了看護照顧家人的事就解決了，其實不

然，因為每一位病患身心狀況不同，需要其

他專業照護人員合力協助。優照護除了照服

員，還有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護理人

員、藝術輔療師等各具不同專業人員協助居

家照護，設想周全。

　　「優照護平台使用十分方便」，蔡宗勳

說，因為自費所以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加上

台灣居家照護業的Airbnb－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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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產業現況及遠景。（許榮宗攝）



採「以時計費」（3 小時以上即可預約），不

僅彈性大，照服員隔天就可以到家裡提供服

務，他們都是本國籍受過專業訓練，提供體

檢表及良民證，證實身心健康、沒有犯罪前

科紀錄，並以「評價機制」管控服務品質，

還能透過網路科技讓雙方事先溝通、衛星定

位打卡簽到，平台經濟優勢一應俱全。

　　蔡宗勳不認為優照護平台會完全取代傳

統仲介公司，就好比網購盛行，但許多實體

店面依舊存在。傳統仲介公司收費較為低

廉，但服務品質較難控管，也無法提供短期

服務；優照護平台收費合理，可以控管服務

品質，提供短期服務，因而開發出潛在客

源，兩者可以並存，一起把市場做大。為確

保雙方權益，目前要求透過信用卡支付款

項，上網循序提出申請需求，如果兩個小時

之內無法成功媒合，就即刻銷案，杜絕無謂

紛爭。

優照護平台安全又便適
照服員認為「成立時間太晚了」

　　優照護把電子商務流程運用在照護服務

領域，大幅提升服務的安全、方便、合適等

特性，已經連續 3 年舉辦「照護之星」表揚

大會活動，營造良性競爭環境，提升服務品

質。蔡宗勳列舉 3 個在這個行業站穩腳步，

而且充滿成就感案例，有助外界加深印象。

1. 優照護照服員小胡認為，從事長照行業

最 需 要 獲 得 尊 重，如 果 被 當 成 下 人 使

喚，即使拿到再高薪資，還是會充滿挫

敗感，她所接觸個案對優照護平台都十

分肯定，讓她可以抬頭挺胸說，「我是優

照護平台的照服員」。通常照服員最苦惱

的就是媒合資訊不透明，社工員會以個

資為由不讓照服員了解個案家屬情況，

優照護平台相對透明、簡單、方便好操

作，「優照護平台應該再擴大規模」，而

且成立太晚了，「應該早幾年我們從事這

個行業就要成立了」。

2. 優照護照服員小王，曾任職公部門照護

單位，因為資訊不夠公開、透明化，程

序過於冗長，後來才被公開、透明化、

快速的優照護平台所吸引，透過優照護

平台，可以取得詳盡公開資訊，這是最

大優勢。有人擔心操作是否容易上手，

以及收入是否穩定的問題。小王說，操

作不困難，平台很多專業夥伴隨時可以

解惑；在收入方面，一開始不被外界所

熟悉，工作機會不多，只要用心耕耘讓

自己評價提升，就會被平台注意到，工

作機會就源源不斷而來。

3. 正值壯年的小佟，在原本職場還大有可

為，但是思考後選擇不再當有錢沒命花

的上班族，憑著長年照顧臥病父母親的

經驗投入長照產業，開拓嶄新人生道路。

他強調照服員要比別人多點細心、愛心

和耐心，以週一到週五上午服務的 91 歲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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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工作優先交給專業來分憂，可以讓家屬得到
周全、細膩照顧。



失智阿公為例，有時會胡亂攻擊人，洗

澡也會因為大小便失禁而前功盡棄，只

要把受顧者當作親人，就可以轉換不愉

快工作心境；至於週一、三、五下午服

務的 86 歲帕金森氏症阿公，他勤快幫忙

做復健操，當小佟誇讚阿公有進步時，

阿公會說「我有進步，功勞全歸你」，短

短一句感恩回饋話語，就讓小佟心暖許

久。

應用大數據及 AI 人工智慧
提升媒合率和滿意度

　　優照護平台人力資源管理績效出類拔

萃，得力於成功應用大數據分析及 AI 人工

智慧技術。蔡宗勳指出，經由大數據分析，

得知會員端最常預約的時段與地區，讓供給

端進行搭配。在人工智慧技術運用方面，當

會員預約不到合適照服員時，會由系統分析

通知合適照服員接案提供及時服務。換言

之，透過這兩項先進科技技術協助，對提升

媒合率與客戶滿意度有很大助益，也讓供給

端有更多接案機會，為這個勞動市場帶來的

正面成效至為明顯。

　　蔡副總具體指出，目前彙整所得資訊顯

示，預約、使用頻率最高時間點是周一至周

五，依序是周日、周六；預約時間以 5 小時

最多，其次為 6 至 8 小時、3 小時，因為照

服員執勤中不能睡覺，最長只能服務 18 小

時，如果要求 24 小時照護，就必須有 2 人

分兩班提供服務，確保服務品質。

　　一般預約 5 小時以陪診居多，該平台要

求照服員搭乘計程車接送病患，以策安全，

因為看診很難掌控時間，除了往返車程和候

診費時之外，主治醫師可能基於實際需要，

會要病患額外增加檢查項目，所需照護時間

因而拉長。優照護會提醒家屬，把上述細節

都列入考量，避免預約時間不敷使用。

　　以地區來說，目前供給及需求量仍以都

會地區接受度最高，六都中雙北地區預約、

使用量最大，主要是比較可以接受透過電子

商務平台的照護預約服務，其次台中市，桃

園市和高雄市不相上下，接著是台南市。此

外，基隆市和彰化縣都有市場需求量，實際

供給量仍嫌不足，像彰化縣就必須由台中地

區支援照護人力。

參與比例以照服員最高
當務之急擴大參與層面

　　優照護設定和照服員、護理人員（護理

師和護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專

業照護人員合作，目前參與比例最高者為照

服員，但這方面人力仍舊嚴重短缺，如何吸

引更多照服員加入行列成為重要課題。蔡宗

勳指出，讓照服員接案機會多勞而有獲，經

由口碑相傳，他們就樂意推薦更多同業加入

行列，該平台也設有推薦機制，產生良好連

鎖效應。

　　至於護理人員（護理師和護士）、職能

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其他專業照護人員，

大致都待在自己工作機構，許多民眾有需求

會先想到醫院診所，另如語言治療師民眾也

有殷切需求，優照護會持續爭取這些專業照

護人員投入市場。

　　優照護平台運用嶄新科技導入長照產

業，營運 4 年以來對電傳勞動、彈性工時及

非典型勞動及雇傭關係，在業界帶來具體改

台灣居家照護業的Airbnb－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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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照護平台安全又便利，操作簡單，備受肯定，
許多照服員都認為「成立時間太晚了」。



變效應。蔡宗勳表示，該公司營運屬非傳統

之雇傭關係，平台模式藉由電腦資訊技術、

電子通信設備來履行勞務，讓照服員有更多

工作彈性與選擇。以往受限於機構要求，許

多照服員無法選擇個案、服務時間與地區，

造成很多不便，導致離職率高。優照護平台

模式，可讓照服員依自身能力、時間、家庭

等因素，選擇合適個案提供專業服務。

優護照 GMV 倍數成長
電商平台媒合受到肯定

　　蔡 宗 勳 表 示，優 照 護 平 台 2018 年

GMV（網站成交金額，屬於電商平臺企業

成交類指標）較 2017 年成長 5 倍之多，照

服員只要拿出敬業精神，願意在這個行業付

出、深耕，都可以獲得實質回饋，從該公司

公布的「月收入最高排行榜」可以得知，月

收入超過新台幣十萬元者比比皆是，其影響

效應可見一斑。換言之，優護公司運用嶄新

科技導入長照產業後，翻轉外界對照服員刻

板印象，和傳統照護仲介業者形成良性競

爭，全面提升照護產業服務品質。

　　臺灣已進入高齡社會，對照服員需求殷

切，目前全台約有 13 萬餘名具備照護證照

人員，實際從事本業不到 3 萬人，導致供給

量嚴重不足。「該公司最需要突破的困難，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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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長照人力短缺難題」，蔡宗勳指出，部

分民眾對照服員不當工作要求，把照服員當

外傭看待、當下人使喚，不給予應有尊重，

甚至出言辱罵與不當肢體接觸等問題，也都

會讓照服員裹足不前。

　　優照護致力提供讓照服員能夠賺到錢的

安全工作平台，也輔導照服員取得單一級技

術士證照，公部門也應加大開辦相關訓練課

程，鼓勵定期進修，同心協力提升照服員專

業技能，透過宣導讓民眾對照服員工作性質

有正確認知，提升其社會地位。

　　綜合來說，優照護平台照服員並非該公

司團隊成員，而是經由審核面試後加入媒合

平台接案提供服務，這個嶄新營運模式堪稱

是臺灣第一家「短期居家照護服務第三方預

約平台」，把電子商務流程運用在照護服務

領域，大幅提升服務的安全、方便、合適、

快速等特性，經由 app 提供即時、透明、

完整資訊，協助有照顧需求家庭迅速找到合

適照服員，安心接受服務；同時讓具有專業

證照照服員，找到符合設定條件照護工作，

安全提供服務，還能透過網路科技讓雙方事

先溝通、衛星定位打卡簽到，平台經濟優勢

一應俱全。

　　優照護平台使用方便，其應用層面除了

解決日益增加的長照需求，也補足短期照護

需求缺口，因為自費沒有任何條件限制，採

「以時計費」彈性大（3 小時以上即可預約），

照服員隔天就可以到家裡提供服務。如果需

要其他專業照護人員合力協助，除了照服

員，該平台還有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護理人員、藝術輔療師等各具不同專業人員

協助居家照護，有效整合各類專業照護人

員。

　　相較於傳統照護仲介公司收費較為低

廉，但服務品質較難控管，也無法提供短期

服務；優照護平台收費合理，可以控管服務

品質，提供短期服務。以往受限於機構要

優照護平台「照護之星」表揚大會氣氛熱絡，
給績優照服員帶來莫大鼓舞作用，形成良性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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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許多照服員無法選擇個案、服務時間與

地區，導致離職率高；優照護平台可讓照服

員依自身能力、時間、家庭等因素，選擇合

適個案提供專業服務，並且自主管理個案，

安全地提供服務，增加收入來源，讓更多照

服員願意加入行列，從優照護平台 2018 年

GMV 較 2017 年成長 5 倍之多，有助改善

長照產業勞動力不足現象。

　　儘管如此，臺灣已進入高齡社會，對照

服員需求殷切，目前供給量仍然嚴重不足，

人力短缺是優照護平台最需要克服的難題。

該平台運用嶄新科技導入長照產業後，已翻

轉外界對照服員刻板印象，事實上照服員只

要拿出敬業精神，願意在創新平台深耕，月

收入超過新台幣十萬元者比比皆是，絕對可

以獲得實質回饋，如何營造更好環境、釋出

更多誘因，吸引更多照服員共襄盛舉，可說

是最急迫的課題。

期許成為居家照護業
Airbnb  優照護平台遠景似錦

　　儘管營運才進入第 4 年，優照護 2 年前

已經成功進軍美國矽谷華人市場，在業界穩

居領導品牌地位。蔡宗勳期許該公司成為居

家照護業的 Airbnb，使「老有所養、壯有

所用」，加大供給端的產能與強化在地化服

務，是該公司未來贏的策略。

　　蔡宗勳希望未來能營造更優質工作環

境，釋出更多誘因，加大供給端產能，鼓勵

更多專業照護人員加入行列。由於各縣市照

服員都要掌握該區域生活習性，推行區域代

理商制度是該公司未來發展重點，臺南市已

經上路運作，優照護釋出後台權限，讓區域

代理商成為獨當一面據點，優照護提供及

時、有力奧援，協助成長茁壯。

　　此外，進入高齡社會，仍有不少民眾選

擇為照顧年邁雙親或需要照護家屬辭掉工

作，得失之間不無商榷餘地。「照護工作，

還是優先交給專業來分憂」，蔡宗勳表示，

在專業分工社會，不必因為要顧及照護工作

而辭職，否則容易顧此失彼，企盼政府多宣

導「照護不離職」觀念，讓民眾了解如何尋

覓合適照護資源。

　　許多優照護平台照服員肯定它安全、方

便、快速特質，一致認為「這個平台幾年前

就該成立了」。如同網路購物平台剛起步，

許多消費者有很多使用疑慮，但現在已習以

為常，副總經理蔡宗勳指出，照護服務轉由

網路平台模式來滿足民眾需求，相信是未來

趨勢與必行之路，優照護平台全體工作人員

對 遠 景 充 滿 無 比 信 心，成 為 居 家 照 護 業

Airbnb 指日可待。

只要有心付出、深耕，優照護平台月收入超過新台
幣十萬元照服員比比皆是。（許榮宗攝）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期許成為居家照護業的 Airbnb，
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相當看好未來遠景。



    

　　臺灣受恩公司總經理劉庭軒指出，受恩

公司以創造高齡福祉生活品質為己任，透過

傳承長輩的愛與智慧，善用科技致力改善高

齡族群生活環境，提升長期照護服務品質，

讓照服員迅速暸解被照顧者習性與需求，提

供個別化服務，並且使家屬同步關注長輩狀

況，增進家庭和諧。

　　受恩公司企業理念是創新、關懷、誠懇；

行動方針為創新科技、智慧照護、感動服

務、永續經營；經營目標是達到「在地樂

齡」、「智慧樂齡」、「創意樂齡」優質照護環

境，整合高齡族群相關需求與資源，建構產

業合作平台，以旺盛企圖心不斷向共同目標

和理想邁進。

　　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台灣 I C T 優勢，創導全球智慧養老服務系統，在高雄

市成立智慧照護大樓，建置整合物聯網及大數據的照護實證場域，並與優質第三方產品

系統合作，讓長期照護服務形成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產業發展新模式，建立良好口碑，

受恩團隊展現海納百川萬丈雄心，將從臺灣出發進軍國際銀髮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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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  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

白河棉花節「美輪美奐變裝秀」活動，長輩融入情境，氣氛熱絡溫馨。



從生命事業跨足長照產業
劉庭軒喜歡和長輩互動

　　受恩公司創辦人是劉總經理父親劉添財

先生。外界很好奇受恩公司為何從生命事業

跨足長照產業，同樣能打造出一片亮麗天

地 ?

　　「我也喜歡、尊重生命事業，但我更喜

歡和長輩互動的感覺」，七年級生劉庭軒表

示，高齡人口激增是全世界很明顯趨勢，追

求舒適養老服務需求量相對快速成長。許多

人仍將照護場域視為公益事業，私人企業對

養老服務的想法，可能就是找塊空地、蓋一

棟樓房，搬來床椅，有吃有住，就成立養老

照護機構。

　　「這種傳統作法和一般照護機構沒兩

樣，了無特色，長輩大多會抗拒」，劉庭軒

指出，受恩公司希望打造有尊嚴、能讓長輩

感受到溫暖，善用高科技進行妥善管理的長

照中心，引用天主教教義中心 Stipendiary

（侍奉精神）制定經營方向，用侍奉精神來

為長輩服務，2014 年 7 月創立台灣受恩公

司，2016 年 6 月與日本 Panasonic 集團

合作，成立受恩智慧照護大樓。

　　位在高雄市的智慧照護大樓，結合老人

日照中心、夜間喘息服務及居家服務而規劃

設計興建，內部有完善的開放式廚房、無障

礙衛浴、理髮室，文康休閒復健器材一應俱

全，可提供生活照顧、餐飲、交通接送、身

心機能活化運動等服務，進門即可看見 360

度熱軌跡感應器，各個空間也都佈滿智慧輔

助器具及科技設備，充分展現應用數據庫的

成果。

受恩服務項目周全細膩
陪伴長輩度過歡樂時光

　　受恩公司服務項目計有日間照顧、居家

服務、居家護理、短期住宿，並設有居家物

理治療所。日間照顧提供長輩寬敞明亮活動

空間，配合節日規劃溫馨活動，例如母親節

「馨花朵朵感恩母親」、端午節「包粽慶端

午」、白河棉花節「美輪美奐變裝秀」，也安

排失智長輩到咖啡門市體驗沖泡咖啡，讓長

輩度過歡樂時光、留下美好回憶；居家服務

以日常生活照顧服務為主；居家護理服務對

象必須符合健保局居家護理服務條件；短期

住宿對象必須經過該中心評估為合適收托者。

　　至於居家物理治療所則以安居在宅、全

人關懷為宗旨，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模

式，提供長照居家復能及健康促進等相關專

業服務，讓每位失能者都可以獲得身心靈全

方位照護，最大特色為各種醫療專業職類共

同介入，進行跨領域合作照護及專案討論，

主動發掘個案需求。　

倡導創意老化概念  「時光小鎮」
溫馨課程深受喜愛

　　受恩公司為回應高齡社會需求，倡導

「創意老化」嶄新概念，鼓勵長輩自我認同

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追求歡樂美好生活品

質，規劃有「時光小鎮」、「受恩書院」、「重

溫舊夢館」等溫馨課程，提供概念性服務，

受到長輩喜愛。

全球創導智慧照護長照中心－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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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受恩公司全球首創智慧照護大樓，巍峨矗立
在高雄市，提供周全長照服務。（許榮宗攝）



　　劉庭軒指出，當初發想首先是老人大學

學員學習年限為 2 年，必須有相關課程可以

銜接，延續「活到老、學到老」理念；其次

是透過不同形式藝術創作，鼓勵長輩講故

事，分享昔日生活體驗，長輩們都度過一段

艱辛歲月，讓他們重返「豐功偉業」年代，

記錄生命甜蜜點滴，有助獲得自我肯定。此

外和私立南臺科技大學進行產學合作，藉由

年輕學子和高齡長者互動交流，激盪出燦爛

火花，打破年紀隔閡，進行世代傳承，長輩

都樂在其中。

　　受恩提供影片、照片、專訪、書籍、繪

本等客製化模式，為長輩量身打造個人生動

鮮明故事，透過「重溫舊夢館」課程引導，

有助縫合代溝，讓親人和家屬彼此更親近。

「這些概念性課程，鼓勵長輩者開啟新的生

涯學習」，劉庭軒說，課程設計主軸包括退

休長輩心靈調適、職場第二春、隔代教養等

問題，藉由協助高齡者適應退休生活，提供

學習技藝平台，以及旅遊學習及探索潛能的

機會，有助降低高齡者與數位時代落差。

安裝先進 iBeacon 設備
數據中心呈現各項及時資訊

　　受恩公司和國內最大 iBeacon 應用商

合作，在受恩智慧大樓安裝 iBeacon 設備，

並搭載最新定位演算 I I P S 2.0，不需透過

智慧手持裝置亦可精準定位，創下國內大型

設備建置室內定位應用首例。劉庭軒說，智

慧大樓目前已建置完成物聯網及大數據庫，

經由數據管理中心呈現的各項即時資訊，對

減輕長照機構人力負荷有明顯助益，可以判

斷或預測長輩是否存在安全疑慮，預知潛在

健康風險，及時通報照服員及家屬，進行有

效預防。

　　此外，照護人員更可透過這個數據庫瞭

解長輩生活狀況，「包括他們喜好的休閒活

動、經常收看哪個頻道電視台，以及生活作

息、生理狀態，都可以清楚掌握」，劉庭軒

指出，這就是智慧大樓數據管理中心主要功

能。

　　基於專業分工考量，目前資料儲存請專

業資訊公司協助，受恩公司自行執行數據分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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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受恩公司日間照顧中心提供寬敞明亮空間，陪伴長輩度過歡樂時光。（許榮宗攝）



析工作，面板呈現的數據，不僅可以應用在

長輩個人生活分析，也能知道照服員的位

置，記錄工作足跡，陪伴時間、工作內容，

確實收到服務品質監控效果。

　　劉庭軒表示，日本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

家，有很多長照措施都值得借鏡，受恩公司

學習後會加以微調，讓它更符合國人需求。

事實上臺灣長照服務產業已經做得相當好，

有些項目更勝過日本，未來進一步和日本跨

域結盟，共同組成「臺日長照產業聯盟」，

携手開發智慧照護系統。　

運用大數據及 AI 人工智慧
提升效率簡化工作內容

　　受恩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績效出色，得力

於成功應用大數據分析及AI人工智慧技術。

劉庭軒表示，這方面受恩仍持續進行相關數

據建置，目前只能說有些階段性成效。他強

調，除了單筆數據要不斷累積，橫切面必須

夠廣，因為要用來作為照顧長輩的重要參

考，不能單靠幾項資料，還是需要仰賴量的

累積。綜合來說，運用這兩項先進科技，有

助讓作業流程有效率執行，並且簡化工作內

容，拿掉諸如撰寫紙本報告的不必要負荷，

讓照護人員專注在照顧長輩工作，累積到一

定數量後，可以據以提供個人化貼心服務。

　　照護業導入智慧化科技後，從業者對選

擇就業及場域，是否會帶來影響 ? 劉庭軒

說，透過資訊系統的運用，有助簡化勞務派

遣輸出方式，減少雜碎瑣事，增加照服員對

工作的定著力，透過資訊系統運用，讓照服

員把時間、精神用在妥善照顧長輩，提升互

動品質。

　　綜合說來，受恩公司善用科技進行妥善

管理的創新經營模式，實質嘉惠勞心勞力的

照服員。透過建置物聯網、AI 人工智慧技

術及大數據庫所呈現各項即時資訊，對減輕

人力負荷有明顯助益。首先，可以判斷或預

測長輩是否存在安全疑慮，預知潛在健康風

險，及時通報照服員進行有效預防，讓照服

員照護工作更加平順。其次，可協助照服員

瞭解長輩生活狀況，包括他們喜好的休閒活

動、經常收看哪個頻道電視台，以及平時生

活作息、生理狀態，都可以清楚掌握，提升

和照護長輩之間互動品質。再者，有助作業

流程有效率執行，簡化工作內容，不必再費

心撰寫制式化紙本報告，讓照服員專注在照

顧長輩工作，這些數據累積到一定數量後，

還可據以進一步讓照服員提供個人化貼心服

務。

　　劉庭軒指出該公司 3 項亟需突破瓶頸，

就是市場開拓、系統精進、服務輸出。照護

業屬性還是十分傳統，許多業者開始運用科

技進行管理，但第一線人員對科技理解大多

仍嫌不足，導致市場受到局限，這並不意味

市場不存在，而是必須加緊開拓腳步。另方

面，更多業者使用系統來管理，就會發掘問

題，把問題解決後，系統就會更精進，形成

良性循環。

　　此外，劉庭軒強調服務輸出的重要性，

台灣照護產業目前已擁有許多強項，諸如資

訊管理、教育訓練和營運管理，如果有合適

管道可以輸出，這些都是國內業者用心投入

的智慧結晶，有助提供相對不足國家地區運

全球創導智慧照護長照中心－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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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受恩公司配合節日精心規劃活動 - 包粽慶端
午，長輩大顯身手很有成就感。



用，也提升這些智慧結晶的附帶價值。未來

受恩公司到海外開疆闢土，將以服務輸出為

主，扮演第二線後援角色，2017 年元月在

中國大陸成立「受恩智慧養老學院」，進行

養老所需硬體資訊技術的研發，已經邁出成

功腳步。

政府宜扮演開放及引導角色 
給新模式更大揮灑空間

　　至於需要政府部門如何提供有效協助和

奧援，劉庭軒希望政府扮演「開放」及「引

導」的角色。在開放方面，科技日新月異，

看到新的營運模式出現，不要光是想到除

弊，這會讓業者裏足不前；在引導方面，不

只是經費補助和紓困，適時調整政策更為重

要，要讓嶄新營運模式實際操作獲得成長機

會，如果光是想到防弊，很多點子會走不下

去，民間機構是否願意持續投入資源，也要

打個大問號。

　　再者，現階段政府對長照產業還不能完

全開放，宜建立明確、嚴謹監管機制，有進

場、退場遊戲規則，做得好者不吝給予實質

獎勵，讓業者精益求精成為標竿；做不好的

要能趕得走，就像臺灣早年普遍設立大學，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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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因少子化呈現供過於求，辦學績效不

彰、收不到學生的大學就必須強制退場，避

免劣幣驅良幣。「我們不怕失敗」，劉庭軒

說，受恩公司導入各種物聯網設備，嘗試多

種資訊整合，一次又一次接受嚴苛挑戰，只

為了讓長輩得到最滿意的照護和服務」。

　　整合高齡族群相關需求資源，建構產業

共榮合作平台，達到「在地樂齡」、「智慧樂

齡」、「創意樂齡」目標，這是臺灣受恩公司

一貫的堅持。總經理劉庭軒展現旺盛企圖

心，他相信在政府鼎力扶持，以及受恩團隊

群策群力衝刺下，海納百川朝國際銀髮市場

拓展版圖，打造世界頂尖智慧照護長照中心

指日可待。

臺灣受恩公司團隊在 RUN 高雄場擔任志工，以實際行動關心失智議題。

臺灣受恩智慧照護大樓數據中心，呈現各項及時
資訊，減輕人力負荷，大幅提升營運效率。

（許榮宗攝）



    

青年勞動力與職能發展議題持續受關注

　　根 據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近 期 所 公 布 的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

look：Trends 2019」報 告 指 出：預 估

2019 年全球平均失業率為 5%，而全球青

年（25 歲以下）平均失業率為 11.8%，明

顯高於全球平均，儘管今年全球青年平均失

業率較去年（2018 年 13%）趨緩，報告中

也說明未來全球青年的失業情況可能有望獲

得短暫的紓解，但目前更為迫切可能面對到

的除了是青年失業率外，更重要的是青年勞

動力人口數量的下降。在這樣的影響因素

下，不論是在青年的教育、就業及培訓上將

可能發生青年勞動力「量」與「質」短缺的

現象。從青年就業積極度與穩定度來看，

2017 年全世界有 30％的年輕女性和 13％

的年輕男性被歸類為不升學、不就業、不進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勞動市場與就業結構也隨之產生轉變，不論是已開發國家

或開發中國家皆面臨青年勞動力就業問題所帶來的衝擊。追求青年的積極穩定就業儼然

已是全球化趨勢，各國莫不為此審慎以對。然而，如何有感提升青年就業力是各國在因

應青年就業問題上須要積極面對的議題，其中所涉及的青年勞動力需求、勞動力參與及

其人力資本提升，將對於整體勞動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相關衍生出對於整體勞動力的

後續效應，將會是影響全球發展的下一個挑戰。

掌握勞動市場趨勢，預見未來脈動:2018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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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開幕式合影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市場研究組 



修的 NEET（尼特族），此現象帶出了青年

對於勞動市場前景迷惘與未來發展的不確定

性。因此如何鼓勵青年積極投入勞動市場，

仍是各國政府持續關切與改善的重要課題之

一。

　　從人才職能培育與發展的角度切入，近

年來隨著整體勞動市場面對新科技與新技術

可預期之影響下，所衍生的相關議題亦受到

熱烈討論，例如：跨域人才、斜槓青年、平

臺經濟、社群經營、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內

容及相關技術愈趨成熟，反應在產業端的是

對於人才需求的日益殷切。在科技技術及

AI 人工智慧發展下，帶來的除了是整體產

業發展策略的轉變及影響外，另一方面則是

對於日後勞動市場在人力資源與新興職能培

養更加迫切，在此一發展洪流下，不論是初

入勞動市場的新鮮人，或是積極在現有勞動

市場探索新發展方向的職場青年，皆應擘劃

好自身職涯與培養符合市場所須之職能與知

能。

預見新浪潮前瞻青議題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

下簡稱本所）勞動市場研究組（以下簡稱本

組）以「運用資訊促進市場供需調節」、「促

進邊際勞工就業力」及「提升國家人力資本」

為研究及發展策略，長期關注於整體產業發

展、勞動力供需及勞動經濟等議題，透過觀

測勞動市場現況及預見未來勞動力發展趨

勢，建構我國對於勞動市場研究的完整藍

圖。為因應全球化及數位化潮流，本組近年

來亦積極透過勞動行政巨量資料，運用大數

據分析及人工智慧演算法探討勞動市場新興

議題，除了致力於掌握整體勞動市場通盤動

態外，也針對特定族群包含青年、婦女、中

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等對象為研究主體，

進行前瞻趨勢性的研究，並規劃出相關策

略，提供政策建議指引與方針。

　　在青年族群相關研究成果方面，2018

年即運用勞動行政資料與校務資料，進行大

專畢業生就業預測模型研究，探討大專畢業

生就讀科系、修課情形與就業的關聯性，再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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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與青年進行交流討論。



透過 LSTM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 演算法進行學習歷程與就業狀況

的預測模型開發，完成科系課程成績對就業

行業別、薪資狀況，以及首次就業時間之預

測，提 供 就 業 諮 商 輔 導 單 位 使 用 參 考。

2019 年也將持續與國內其他大專院校共同

合作，以增加整體研究上之多樣性與準確

性。

　　針對跨域人才培養及鼓勵在地青年創業

議題上，本組以區域智慧勞動力為題，擇取

淡水關渡地區、臺南神農街及菁寮無米樂社

區做為試行之實驗場域，藉由智慧科技整合

目標區域的旅遊特色與資源，透過提供遊客

智慧化與引導式的旅遊資訊服務，創新遊客

整體的旅遊體驗，同時建構一個具有物聯網

功能的服務架構，利於智慧人力運用旅遊資

訊服務提供過程所產生的大數據，進行商情

分析及發掘潛在的商業機會，並帶領青年投

入當地發展。透過該研究結果顯示，欲發展

區域特色應先進行地方特色資源的 SWOT

分析，運用智慧科技開發其優勢項目、形塑

特色亮點，培養在地青年創業、跨域人才職

能養成並連結跨部門資源，邀集地方領導群

促成伙伴關係，充分提供居民參與的管道與

機會，以整合區域內部、外部的資源。

青年新契機翻轉大未來

　　青年勞動力可謂是促進整體勞動市場活

力與創造力的泉源之一，2018 年巴布亞紐

幾內亞所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 (APEC) 高峰

會中，即以「掌握包容性機會，擁抱數位未

來」為主題，探討全球與區域經濟因科技進

步所帶來的機會及因應其可能的各種挑戰，

其中也針對青年就業問題提出相關討論；

APEC 下 設 之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HRDWG) 亦長期對各經濟體中的青年工作

與未來勞動力的職能與知能，進行長期關注。

掌握勞動市場趨勢，預見未來脈動:2018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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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鑒 於 相 關 議 題 的 熱 議，本 組 業 於

2018 年 12 月 2 至 4 日舉辦「2018 亞太青

年勞動力趨勢論壇」，以國內及亞太地區 18

至 35 歲青年為招募對象，並透過報名資料

審核機制，進行相關資格篩選，最終由來自

加拿大、中國、巴西、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聖文森…等多國青年，從

眾多報名者中脫穎而出。論壇安排有兩場主

題演講、八場論壇、兩場參訪及一場青年倡

議工作坊，邀請國內外 22 位領域專家與實

踐家與會，包含大會主題演講邀請到知名日

本地方創生推手 Area Innovation Alliance

代表理事 - 木下齊先生，來臺講述地方創生

的精神理念與實際案例，以自身的投入做為

經驗分享，引領青年如何「站上時代浪頭，

探索職場新契機」；另位大會主題演講嘉賓

邀請到德豐管理顧問合夥人、前 LINE 臺灣

總經理 - 陶韻智先生，以新科技思維與社群

浪潮為主題，鼓勵年輕人在現今網路發展時

代訓練自己邏輯思考與精進。

　　「跨域人才職能發展」場次中，期望培

養新時代青年軟實力的養成，尤其是「自學

能力」，並由專才到通才，跨職能斜槓發展。

該場次邀請悠遊卡公司周美里協理及資策會

教研所廖肇弘主任。兩位講者皆對青年提出

建議，鼓勵青年在求學過程中應在自己專業

領域中積極主動培養自身領域的專業能力，

並作多元化的學習，以面對未來勞動市場跨

域人才的需求。

　　「國際青年視野探索」場次中，天下雜

誌專欄作家、亞細安研究會創辦人何則文、

以立國際服務創辦人陳聖凱及網路知名部落

客、創業家艾兒莎則鼓勵青年應該對於未來

職場變遷應正向思考與勇往直前，並積極利

用學校資源充實自己，開拓世界觀；艾兒莎

及何則文另以自身在海外任職的實際經驗，

分享如何分別在新加坡及中國人力資源市場

與企業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勇闖職場新世界

並成功升任公司管理要職。

　　「青世代社群經營面面觀」場次中，期

望提供與會青年了解如何透過自身職能優勢

與建立自身人脈網絡，把握數位化浪潮，發

揮其自身優勢，開創屬於自己的未來與新契

機，打造青年職場新藍海。該場次邀請與會

講者 Youtuber 冏星人、創市際謝佩芳策略

長、勝典科技蘇文華創辦人及旭聯科技黃旭

宏董事長蒞臨分享，在青世代未來發展中，

無論社群管道如何劇變，都要努力行銷自己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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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拓人生職涯發展，並應利用科技輔助進

行終身學習。

　　「青銀共創」場次中，銀享全球楊寧茵

共同創辦人、玖樓楊喬安社群經理、到咖手

洪莉茜創辦人、愛月嫂曾昭智創辦人、優照

護蔡宗勳副總經理、臺灣受恩劉庭軒總經

理，則介紹運用科技來輔助典型勞動力，提

升產業價值，例如結合物聯網、地理資訊科

技發展等，結合雲端服務發展，挖掘資料科

學數據及智慧科技社會創新，帶動國內長照

產業倡議及政策投入。因應國際在地化、成

功老化與活躍老化策略，相關福利創新活絡

經濟產業市場；平臺經濟發展提供長照產業

客製化需求，公共服務角色導入平臺科技，

連結社區與企業網絡，結合鄰近資源投入

「智慧長照」創造產業新價值，做為長照產

業青銀共創勞動力倡議。

　　「改變世界新模式」場次中，邀請國內

經營社會企業與地方創生的優秀實踐家與

會，以不同類型之社會企業個案經驗進行分

掌握勞動市場趨勢，預見未來脈動:2018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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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鼓勵有志青年朋友投入勞動市場，一同

解決社會問題，在工作同時，亦可實現自我

價值。與會來賓包含：鮮乳坊郭哲佑創辦

人、元沛農坊許又仁創辦人、「金魚．厝邊」

工作室彭仁鴻負責人、仕安社區 - 嬉遊境空

間構築工作室林鍵樺負責人、高雄塩埕 - 參

捌旅居邱承漢創辦人，分享其自我實現之理

想及促進社會與環境永續發展中，如何找到

完美的平衡，並分別介紹各自之實際案例，

提供與會青年得以更清楚瞭解目前台灣社會

企業及地方創生的亮眼成果。

　　在活動終日的青年倡議成果發表會中，

與會青年無不展現在論壇三天期間所學習到

的新知與組員間的緊密溝通結果進行分享，

試圖為自己未來的職涯前景與憂慮尋找解

方，透過與會青年每一場次與講者的熱烈討

論互動，提供青年更多面向的思維與交流，

充分展現年輕世代對勞動議題的關注與想

法。其中有小組以「青年初探勞動市場的考

慮 因 素」為 題，從 過 去 常 被 解 讀「錢

與會青年進行青年倡議分組成果發表



多，事少，離家近」的觀點進行切入，分別

點出勞動力市場在「預期與現實」間的差異，

並透過分析未來產業發展的趨勢，提出縮減

夢想與實際落差的階段性自我學習策略及行

動方案，發表內容獲得在場學員熱烈的迴響

與共鳴；另有小組以「青年與中高齡的勞動

力環境異同」為主軸，探究時代背景差異引

起的世代隔閡以及產業結構變化，對應本次

論壇所討論的主題內容，提出以中高齡勞動

力為主要訴求的新創事業成功案例，並加以

分析產業的供需條件，期望透過此次的倡議

發表，提出中高齡者重返職場再就業時所需

的思考面向，分析可謂清楚且透徹；此外，

另有小組就「青年勞動力的困境與政策缺

口」、「初探未來青年勞動力市場的新就業型

態」及「當代各國因應青年勞動力政策」為

議題進行倡議發表，充分展現亞太青年對於

現今勞動議題的熱切關心與願景。

　　與會國際學員們依據自身國家發展與所

面臨到的經驗進行分享與各國案例的比較，

提供與會青年掌握不同國家的勞動現況。藉

由各國勞動力環境與政策差異，相互借鏡找

出缺口與探討因應之道。青年們透過本次論

壇，試圖為自己未來的職涯尋找解方，每一

場次與講者的熱烈討論互動，多元思維交流

提供青年更多面向的思考，充分展現青世代

對於勞動議題的關注熱忱與積極面對的創新

與思維。經過本論壇三日精彩的議程，會後

學員紛紛表示在此次活動中受益匪淺，從主

題演講、論壇交流到工作坊成果發表，青年

們表示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國內外不同領域

專家之學識，可謂相當珍貴，其中對於勞動

市場的第一手資訊與經驗分享是在學校無法

學到的內容，且能將學習成效透過工作坊與

他國青年的腦力激盪展現出來，並與其他學

員互相交換意見實屬難得，更期待未來得以

持續透過本所舉辦的相關論壇與活動中，能

有更多在勞動市場議題交流的機會。

持續創新的勞動市場研究

　　本組除了分析勞動市場趨勢發展、促進

國民就業與勞動力人才資本提升，以及積極

利用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演算法觀測勞動

市場現況外，對於科技發展與全球化帶來勞

動市場創新的變革，抱持樂觀開放的態度，

試圖運用新觀念與方法解決我國面臨高齡少

子化帶來的勞動衝擊與特定族群就業困境。

本次論壇歸納近年社會所熱議之創新議題，

號召青年族群作為傳播種子，鼓勵其在時代

潮流中借力使力、裝備自己進而影響生活周

遭的人，除了自身專業能力的養成，學習其

他領域的知識並融會貫通，運用科技帶來的

便利（行動學習、線上學習、微學習）培養

終身學習態度、拓展人脈網路與國際視野，

增加對社會的關懷與社會責任（高齡社會、

城鄉落差、生態環境等），學習與不同人合

作（青銀共創、跨國合作）創造一加一大於

二的效果，並應用數據分析現況、發展創新

商業模式，以發揮自我實現與價值。

　　今年度本組將持續以提供青年勞動力掌

握勞動趨勢的互動交流平台為目標，辦理

「2019 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傳播勞

動市場新訊與經驗分享，並預計結合兩場青

年工作坊，將參與學員帶入勞動市場實際場

域進行學習與體驗；除此之外，本組期許為

政府應用行政資料分析進行政策研究參考之

領頭羊，擬以「改變臺灣的勞動大數據決策

時代」為主題，辦理以大數據分析研究為主

的勞動成果推廣，如勞動資料科學交流推廣

系列活動，藉由勞動資料科學線上課程，介

紹勞動行政資料樣態與可應用之領域；資料

科學交流會進行研究交流與資訊分享；研討

會暨成果展將運用勞動行政資料之研究進行

發表與成果展現，期許藉此展現政府單位持

續致力於創新管理及數據治理上的決心與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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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每年統計各區防治中心及各家網絡醫院所通報職業病危害種

類，並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34 條附表「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及「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

種類項目表」所列之職業病種類，每年檢視現行各項認定參考指引，委由各區防治中心協

助辦理指引修正相關事宜，修正內容包含名稱、導論、醫學診斷標準、流行病學證據、結

論及參考文獻等，108 年 4 月 23 日公布修正完成四種物理性危害認定參考指引。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修正四種物理性危害引起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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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修正重點如下

一、低溫引起之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

( 一 ) 納國內常見低溫環境作業工作者，如

冷凍食品工廠、液態氮作業人員、直

升機救難人員、軍事人員、半導體工

業等作業人員；

( 二 ) 實驗室檢查及鑑別診斷部分，對各檢

測及診斷項目加以補充敘明；

( 三 ) 暴露證據收集方法採美國政府工業衛

生技師協會之標準。

二、職業性聽力損失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 一 ) 導論更新國內職業疾病通報件數之數

據資料；

( 二 ) 依美國聽力防護委員會資料，更新流

行病學證據中噪音引起聽力損失的特

徵；

( 三 ) 健康危害部分，新增噪音對人體其他

部位危害之影響，如對心血管、血糖、

血脂、腰圍等。

三、雷諾氏症候群之認定參考指引 :

( 一 ) 流行病學證據新增國外文獻；

( 二 ) 結論暴露證據參考歐盟職業病診斷基

準及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會 (ACGI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 r 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暴露基準；

四、職業暴露非游離輻射引起之視網膜傷害

　　認定參考指引 ( 視網膜光傷害等症 )：

( 一 ) 標題增加「視網膜光傷害等症」，與白

內障、光照性角結膜炎等危害區分；

( 二 ) 導論部分論述智慧型裝置藍光造成之

潛在危害；

( 三 ) 暴露證據蒐集方法翻新國外文獻，參

考歐盟職業疾病診斷基準。

本文可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下載
https://www.osha.gov.tw/1106/1176/1185/1190/1194/

圖１　作業場所噪音等音壓級曲線示意圖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 63 年 10 月 30 日訂定發布後，歷經

多次修正， 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 103 年 7 月 1 日。鑑於近年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

場所，發生多起因車輛突入造成勞工被撞災害，而勞工從事廣告、招牌或其他工作物拆

掛作業，亦發生多起未事先確認作業環境，以致發生感電職業災害，另勞工在易踏穿材

料的屋頂或雨遮從事作業，也常發生墜落災害事件，為強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防

災作為，特修正本規則相關規定。此外，對於廣泛應用於石化業設備清洗的高壓水柱

（水刀）作業、高度 2 公尺以上處所無法設置工作台的作業及電氣作業等，增訂雇主應

分別提供防止高壓水柱危害的個人防護具、採取符合 ISO 22846 系列標準的繩索作

業、電氣設備非帶電金屬部分應施行接地、建築或工程使用的臨時用電設備應設置漏電

斷路器、局限空間作業場所非作業期間應採取管制措施等安全措施。本規則業經勞動部

於 108 年 4 月 30 日修正發布施行。

勞動部職業安全署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擴大保障勞工作業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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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壹、加強使用道路作業安全

　　為強化使用道路作業安全，增訂使用道

路作業應設置交通安全防護設施，雇主應依

實際作業情形，辨識工作現場危害，擬定安

全防護計畫，採取適當預防設施，並指派專

人指揮勞工作業及確認依交通維持圖說布設

管制設施，以防止因車輛突入造成勞工被撞

之災害。

貳、提升局限空間作業安全

　　為防止局限空間造成之災害，增訂設備

檢點及維護方法列入危害防止計畫，並於非

作業期間，應採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

制措施，及強化作業前與作業期間實施測定

及通風換氣之防災設施；對於從事缺氧危險

作業者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監督管理等災害

預防措施，以保障作業勞工安全。

參、增訂水切割災害預防措施

　　為防止高壓水柱造成勞工之傷害，增訂

對使用水柱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350 公斤以

上之高壓水柱作業，雇主應於事前依作業場

所狀況、高壓水切割裝置種類及容量等訂定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

工依作業標準從事作業，另停止操作時應具

有立刻停止高壓水柱施放之功能，並於適當

位置設置壓力表及能於緊急時立即遮斷動力

之動力遮斷裝置，及提供防止高壓水柱危害

之個人防護具等災害預防措施，以防止水切

割災害。

肆、強化被夾災害預防措施

　　為強化車輛機械作業安全，增訂車輛及

堆高機之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拆卸等作

業時，於機臂、突樑、升降台及車台，應使

用安全支柱、絞車等防止物體飛落之設施；

使用座式操作之配衡型堆高機及側舉型堆高

機，應使擔任駕駛之勞工確實使用駕駛座安

全帶，另車輛機械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

作者之虞時，應置管制引導人員等措施，以

預防車輛機械災害。

伍、強化墜落災害預防措施

一、實務上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

行作業，如無法設置工作台，且張掛安

全網或使用安全帶亦有困難者，僅能採

取繩索作業保障工作者安全，因此於本

次修正規定，參採國際標準 ISO 22846 

系列及歐盟、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先

進國家規定，增訂得由受過訓練之人員

以符合 ISO 22846 系列或與其同等標

準之作業規定及設備從事工作，防止墜

落災害之發生。

二、為使法規內容更臻完備，增訂於雨遮上

設置適當強度之踏板及下方可能墜落之

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

施，雇主使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

頂從事作業時，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指

揮或監督該作業，以防止勞工於屋頂從

事作業因踏穿而發生墜落災害。

陸、加強感電災害預防措施

　　為強化感電災害預防，增訂電氣設備非

帶電金屬部分應施行接地；對於建築或工程

作業使用之臨時用電設備，應設置漏電斷路

器；對於電氣設備及線路之敷設、建造、掃

除、檢查、修理或調整等有導致感電之虞

者，應採取停止送電及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

施，另廣告招牌拆掛作業應事先確認作業環

境無感電之虞，以保護作業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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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強化勞工呼吸防護措施

　　為使事業單位執行呼吸防護工作能有所

規範，參考美國 OSHA 之規定，並結合我

國國家標準 CNS 14258 Z3035 有關呼吸

防護具之選擇、使用及維護方法等，增訂雇

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採

取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防護具之選擇、使

用、維護與管理、呼吸防護教育訓練、成效

評估及改善等呼吸防護措施，並規範事業單

位勞工人數達 200 人以上者，應訂定呼吸

防護計畫，據以執行，以確保勞工使用呼吸

防護具能達到防護效能，且考量事業單位配

合新增採取呼吸防護相關措施，需有相關配

套，預留緩衝至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俾利

事業單位預先準備，以資因應。

　　由於呼吸防護工作屬職業衛生專業領

域，事業單位宜有適當組織及人力，方能訂

定適當之計畫，以利推動，且呼吸防護計畫

有關生理評估部分，亦需有醫護人員參與實

施。考量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 200 人以上

者，依現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應僱用

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具實施

生理評估之專業人力，爰明定事業單位勞工

人數達 200 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

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 200 人之事業單

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以符合實務。

結語

　　為有效建置多重安全衛生防護機制，強

化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設施及健全工作場所防

災作為，勞動部將持續滾動檢討修正相關規

定，以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並促請事業單位

配合本規則之修正，儘速加強安全衛生設施

及落實自主管理，以保障勞工之安全與健

康，俾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全球在人口結構改變、科技技術進步、生產與就業方式轉變與氣候變遷等因素的影

響下，產業與工作均面臨快速的改變，尤其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轉變，與過往技

術革命著重於產業技術提升與改造有所不同，而是深入影響經濟與社會層面，也因此無

論先進國家或新興國家的產業，均因外部環境的新變化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會。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次級資料分析，蒐羅國際組織與研究機構，涵蓋 WEF（World 

Economic Forum）、EPRS（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McKinsey 等單位，對於未來趨勢與工作討論

的研究報告與會議文件等，並參考我國產業勞動力之公開次級資料，依序就全球趨勢與

產業結構、臺灣勞動力現況與挑戰進行論述，最後匯集各方對於未來工作改變所提出因

應策略與作法。本文主要分為四大部分，首要描述國際關注之大趨勢，其次描繪全球產

業發展趨勢與就業結構之變化，再者觀察臺灣產業勞動力現況與挑戰，最後提出政府、

企業與個人面對未來工作改變所應採取的思維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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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趨勢
　　自 2010 年起，由於科技進步、生產與

就業方式轉變與氣候變化，全球各經濟體與

各國政府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組織

與調查研究機構也因此開啟對於未來變化的

討論，觀察全球外部環境大趨勢的變動，概

可分為四大項，分別為政經局勢動盪、人口

結構高齡化、資通訊科技發展、都市化與環

境變遷，以下分述之。

　　首先，全球經貿秩序處於穩定但小幅動

盪的局勢，伴隨英國決議脫歐、美國退出跨

太平洋夥伴協議等，都使全球貿易時代增添

變數，影響經濟與文化的跨界衝擊，即便北

京、布魯塞爾與華盛頓依然為全球經濟發展

的關鍵決策地點，然而除了中國、歐盟與美

國、歐盟，尤其亞洲經濟體，如印度、緬甸、

柬埔寨、越南、菲律賓與寮國等新興市場，

預期將加入全球產業經濟分工要角的行列，

扮演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而肯亞

作為非洲主要之活力經濟體，預期其紡織工

業發展，將衝擊全國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

空間 [1]；因此，除了主要國家的經濟權力

崛起，各區域版圖亦有明顯的變化。

　　其次，全球人口高齡化為目前人類發展

無法逆轉的趨勢，然而全球各國人口結構轉

型所面臨的挑戰不盡相同，發展中國家（如

中國、印尼、巴西、菲律賓、南非國家等）

目前擁有相對年輕的人口紅利，預期短期將

受益於人口紅利而有利於內需消費市場，然

而已開發國家（如歐美國家、日本、臺灣、

韓國、新加坡等）而言，多早已步入超高齡

社會，已開始面臨高齡化帶來的社會照護、

產業經濟、社福與養老金制度等挑戰 [2]；

也因此人口高齡化終將影響全球產業市場與

消費型態，對健康照護、金融、住宿、教育

與休閒等各層面造成重大的衝擊，進而衍生

改革壓力。

　　再者，全球資通訊技術的長足進步，人

工智慧與分析技術、物聯網、自動化與機器

人、穿戴式技術、3D 列印等各項技術深入

各產業，影響既有生產運作方式，不僅提升

生產效率，更促使大量生產且智慧化，並為

未來生產模式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促成創新

商業模式 [3,4]；綜觀各類研究報告，其中

預期將尤其以人工智慧、區塊鏈與互聯網三

項技術，將廣泛應用於製造業、健康照護、

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產業發展新興產品或

服務。

　　最後，都市化與氣候變遷亦為社會與經

濟變遷一大重點現象。各國經濟轉型過程

中，為了追求較佳的資源或就業機會而往城

市聚集的「都市化」過程，根據 2018 年聯

合國發布的世界都市化展望報告中指出，當

前全球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均居住於城市，

預計至 2050 年，以亞洲區域為重心的開發

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孟加拉等 [5]；城

市聚集高價值、知識密集型產業，並提供多

樣化就業與消費機會，但看似便利且高品質

的生活，在有限的空間下過度聚集大量人口，

帶來難以處理資源分配、環境管制與廢棄物

處理隱憂。此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

的 2019 全球風險報告，前十大風險中即有

六項與氣候變遷相關 [6]，即便氣候變遷在

日常生活的感受並不深刻，但近年複合型災

害增加，預期也將成為政府棘手的難題。

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就業結構
（一）全球生產價值鏈之轉變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改變全球生產價值

鏈，尤其製造業在世界各地的經濟體扮演著

發展的引擎及大型雇主的角色，企業持續且

大量在核心製造及和銷售領域之外創造價

值，諸如研發、產品開發與售後服務等，而

由於需求集中和保護主義抬頭等趨勢亦影響

產品的設計和製造地點。隨著中國產業鏈日

未來工作發展之趨勢轉變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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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完備，從研發、設計、生產中間財、組

裝，升級知識密集型服務，全球價值鏈分工

發生變動，儘管各國經貿關係的聚合因政治

局勢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但仍可有其趨勢

與脈絡可循。

　　根據 WEF(2017) 針對產業對於勞動力

變化需求的研究中指出，總體趨勢變化，將

與保護主義抬頭與因都市化所帶來需求集中

的變化有所相關，亦影響產品的設計和製造

地點，導致生產工作的地理分佈發生變化

[7]。從宏觀趨勢與產業趨勢兩個層次來看，

宏觀趨勢有四項：消費者傾向選擇在地化產

品、消費需求集中全球 30 個大城市、多數

國家傾向保護主義，降低國際合作與貿易，

以及傾向以對環境永續的生產方式，至於產

業趨勢則有五大項：使用先進技術促使生產

自動化、透過模組化以簡化生產、消費者傾

向偏好客製化產品、核心產品朝向加值性的

服務，以及勞動形式透過科技發展出虛擬化

的方式等。

　　當前全球存在三大區域價值鏈，大致為

東亞－東南亞價值鏈、北美價值鏈與歐洲價

值鏈，而分別以中國、美國與德國為中心

[8]。伴隨全球化的潮流推動經濟，國際間資

源流動日益頻繁，各國在技術創新、產品製

造、市場開拓與經貿等領域都面臨著劇烈變

化，包括中國、印度等國的崛起，全球商品

供給與需求市場擴大，經濟版塊也顯現出變

遷的徵兆。回顧全球經濟價值鏈的發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先進國家

紛紛思考過往偏重金融，而輕忽工業的失衡

發展趨勢，體認到製造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

要性，相繼提出「再工業化」相關政策，企

圖重新取回國際製造的主導權；另一方面，

中國積極發展本土供應鏈，其他新興經濟體

擁著龐大市場規模與大量低廉勞動力，試圖

以相較於中國更為低廉的成本優勢，吸引全

球製造業做為布局的新基地，種種因素使

製造業開始從中國撤離，全球製造版圖重

新洗牌。

　　過去十年，亞洲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可區分成三部分：由處於生產活動頂端的日

本及美國提供先進技術予臺灣、韓國等國

家，並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行資本財投

資；其次，臺灣與韓國等國將製成的中間財

出口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最後再由中

國及東南亞國家將生產完成的最終財外銷至

全球市場，大致為「臺灣接單、中國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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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歐消費」的貿易模式，然而隨著 2017

年初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反全球化的施政主

軸，特別是強調製造業回流，以及對亞洲國

家的貿易壁壘，更加劇全球供應鏈的裂解與

重組 [9]；加上中國產業供應鏈日漸完備，

生產範圍不僅侷限於組裝代工，而轉為發展

商業知識密集型服務，以知識為導向的吸引

全球製造業佈局，其他亞洲各國家也積極

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協商，如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FTA)、韓歐自

由貿易協定或東協加三 (ASEAN+3) 及中

日 韓 自 由 貿 易 協 定，以 及 亞 太 區 域 經 濟

整合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與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

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等。

（二）全球就業結構變化

　　觀察國際勞動組織 (ILO)2018 年所發

布的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2018 趨勢 [10]

全球各產業的長期變化趨勢，預計未來服務

業為就業率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可能由於

近年智慧化與自動化的趨勢提升了生產力，

並也促使已開發國家及中等收入國家製造業

就業人數的比重將持續下降；其中需特別關

注，當農業與製造就業率持續下降，各經濟

體日漸轉變為服務業結構，朝向以製程自動

化與服務業高值化為主之時，弱勢與非正式

就業的情況尤其在農業和服務業顯得普遍，

對跨部門間就業轉移的工作者而言，將造成

複雜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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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技術進步、全球化、人口結構與政

府政策等內外部力量，推動全球各產業的就

業再分配，綜觀全球各經濟體之變化，均朝

向以服務業為主的趨勢，預計服務業就業人

數將增加，而農業則依舊維持下降之姿，從

ILO 從五大部門（農業、營造業、製造業、

市場服務與非市場服務）預估 2017-2025

年全球各產業的就業趨勢變化中可看出，

無論開發中國家、低中收入、中高收入或以

開發國家，未來就業增長的變化將以市場服

務 (Market services) 產業為主，其中包括

房 地 產 與 商 業 服 務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住 宿 與 餐 飲 服 務

(Accommodation and food services)、

金 融 保 險 業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activities)、運輸倉儲與通訊業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批發與零

售業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repair)

等，至 於 非 市 場 性 服 務 (Non-market 

services) 的產業，如健康與社工 (Health 

and social work activities)、公共行政與國

防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fence)、

教育業 (Education) 與其他服務業 (Other 

services)，預估普遍亦有增長的趨勢，但

成長幅度不若市場服務產業來的高；至於農

業與製造業的增長狀況則持續為負向趨勢。

　　根據該份研究結果顯示，全球前五大產

業領域（農業、營造業、製造業、市場服務

與非市場服務）就業，以農業部門的弱勢就

業率最高，在市場服務中的弱勢就業，則以

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與運輸倉儲業最為

普遍，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中低收入國家，

原因在於該產業屬於高度分散 (high levels 

of fragmentation)，其經營模式多為小型且

區域性、服務特定客群，較少大型企業作為

競爭標竿 (benchmarks)，故進入該產業的

門檻且退出障礙均偏低，發展出不受就業保

障 的 弱 勢 就 業 (vulnerable employment)

雇用型態，如外包 (outsourcing) 或獨立承

包雇用(dependent self-employme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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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勞動力供給
與需求情勢觀察
　　2017 年 McKinsey 研究報告＂臺灣刻

不容緩的數位化課題－如何透過數位轉型重

新啟動經濟成長的動力＂[11]，該論述主要

認為數位化與生產力有緊密的相關連，而透

過產業數位化指數的評比發展，臺灣數位化

程度較高的產業為金融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等

知識密集型產業，但服務業與製造業卻有數

位化進程緩慢的狀況，在此各產業數位科技

採用程度不一的狀況下，建議臺灣應可透過

數位化轉型重拾全球經濟的競爭地位；然而

在我國產業尋求數位轉型的同時，我國勞動

力的供給與需求亦應能有相對應的掌握，故

以下分別就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趨勢提供重

點觀察。

（一）勞動力供給趨勢

1. 人口紅利消失

　　我國當前面臨人口高齡少子化的趨勢。

根據國發會（2018）人口推估報告 [12] 指

出，臺灣總人口成長預估將於 2021 年達到

人口總量最高峰約 2,360 萬人後轉為負成

長，人口成長動能減弱而將持續趨緩，無論

在低、中、高推估不同假設情境皆顯示，預

估 2065 年時，我國整體人口均將縮減 2 至

3 成，相較於 2018 年約 68%-80%，未來

臺灣總人口數由正轉負，已成為難以避免之

趨勢。

　　在臺灣總人口數預計將於 2021-2025

年達到高峰的同時，對應觀察臺灣主要勞動

力變化則可發現，15-64 歲青壯年工作年齡

人口，已於 2015 年達 1,737 萬最高峰後開

始下降，預估 2065 年將減少五成降至 862

萬人，顯示儘管當前臺灣目前勞動力結構尚

稱處於人口紅利階段，惟此一人口紅利優勢

已有未來臺灣工作人口也將快速減少之隱

憂。

2. 勞動結構老化

　　我國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

人口佔總人口超過 7%）、2018 年成為高齡

社會（老年人口佔總人口超過 14%），且預

估將於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

佔總人口超過 20%），轉變期相較於其他歐

美各國均來的迅速，且預估高齡化程度將持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

圖 2　三階段人口趨勢（中推估）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6）.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150 年）

圖 1 　臺灣總人口數推估趨勢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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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增加，在總人口結構逐漸老化的趨勢下，

亦反映於國內就業市場中的核心勞動力其年

齡結構隨著年度呈現遞延變化趨勢，顯示未

來臺灣勞動人口總量縮減、核心勞動力年齡

遞延的趨勢下，將不利於生產與創新型產

業，對整體經濟產能與稅收將造成衝擊，故

臺灣傳統製造業應能加速朝向智慧化及自動

化技術創新升級，方能預先協助臺灣傳統產

業順利轉型以增加生存契機。

3. 勞動參與晚進早退

　　我國勞動市場除了面臨人口縮減與老化

的問題，相較於主要國家之勞動市場參與狀

況亦顯示臺灣勞動市場亦有晚進、早退的狀

況：觀察 15-24 歲的勞動力參與率，均明

顯相較於其他國家偏低，反映臺灣因高等教

育應產業需求迅速擴充，延長生涯求學年限

而延緩投入勞動市場，部份對於基層勞動力

需求殷切的產業，恐因此缺乏年輕勞動力而

萎縮，此外，我國 50-54 歲勞動力參與率

72.7%，相較於其他國家仍維持 8 成左右的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則 出 現 明 顯 斷 點，我 國

55-59 歲勞動力參與率 55.7%、60-64 歲

勞動力參與率 36.7%，相較於其他國家同

年齡區間的勞動力參與率均維持 7 成左右有

明顯的落差，顯示臺灣 50 歲以上的勞動力

有急速退出勞動市場的現象，造成此現像的

之主因眾多且複雜，推估應與企業基於成本

考量鼓勵退休或予以資遣、中高齡轉職不易

與華人文化中女性需擔負老年照護責任等原

因相關，仍待進一步檢視相關實證方可確

認。

4. 跨國流動高出低入

　　伴隨全球供應鏈因經貿局勢變化而大洗

牌，且全球人才因求學、工作或移民等因素

而加速流動，尤其臺灣赴海外工作人數逐漸

增加，近 10 年來，臺灣 49 歲以下年壯年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資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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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7 年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單位：％

資料來源：內政部公開統計資料 [14]

圖 3　我國核心勞動力年齡分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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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大專以上高學歷赴海外就業者增加，

反映著臺灣勞動市場長期低薪現象驅使許多

專業人士與年輕工作者前往海外尋求高薪工

作機會 [15]；而多年來臺灣勞動市場普遍面

臨著基層勞動力不足問題，使臺灣為補足勞

動缺口，而需持續引進產業與社福之外籍勞

動力作為基層勞動力重要供給來源，根據勞

動部統計資料顯示，觀察近十年臺灣產業及

社福外籍勞工人數引進有大幅攀升之姿，

2009 年引入人數約 35 萬，至 2018 年則增

至 70 萬，呈現雙倍增長，反映臺灣勞動市

場恐有擴大引進外籍勞工，以填補基層生產

勞動力供給不足之現象，尤其以從事製造業

與醫療保健業為主，以 2018 年來看，從事

製造業人數約 42 萬人、醫療保健業者則約

25 萬人，分別佔 60% 與 35%[16]。

（二）勞動力需求趨勢

1. 產業就業朝服務業傾斜

　　臺灣勞動市場三大產業領域（農業、工

業、服務業）就業結構變化，朝向服務業擴

大發展情勢，特別是臺灣農業與製造業未來

即將面臨著高度自動化、數位化、智慧化演

變趨勢，將引導很多臺灣就業人口呼應服務

業領域所釋放大量就業機會而投入服務業就

業行列，進而帶動臺灣服務業就業人數大幅

成長 [17]，綜觀過去 20 年間臺灣工業與服

務業領域兩者就業規模比例從 5：5 逐漸轉

變為 4：6，未來兩者就業人數相對比例落

差現象受工業自動化 ( 或智慧化 ) 之衝擊可

能更加擴大，使得臺灣就業結構朝向服務業

傾斜現象更為失衡，為未來觀察臺灣勞動結

構變化情勢應持續關注之重要課題。

2. 服務業擴增但薪資低迷

　　臺灣服務業領域廠商因應外在環境競爭

激烈或聚焦核心專長服務項目，使得大多數

服務業廠商朝向小微化、彈性化經營模式演

進，聚焦本身專長服務項目，強調提供特色

化專屬服務而非追求大規模生產或高度垂直

整合，並與其他服務業領域廠商維繫合作共

生關係以提高彈性應變能力，因而服務業廠

商規模呈縮減趨勢；然而儘管近年來臺灣勞

動結構朝向服務業傾斜，服務業吸納多數勞

動力投入之需求殷切，惟臺灣目前創造大量

工作機會之服務業就業型態偏向低附加價

值、低含金量之基層勞務工作或部分工時工

作，使得近年來服務業就業者，尤其住宿餐

飲業之工作者成為低薪窮忙之勞動族群，儘

管近年勞動薪資有溫和成長之姿，然而產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5]

圖 4　臺灣赴海外工作人數與年增率變化趨勢圖

表 2 臺灣三大產業領域 GDP 與雇用人數佔比變化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發會（2018），重要統計資料手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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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薪落差仍顯明顯差異，前三高薪資產

業電力燃氣供應業、金融保險業、資通訊服

務及出版影音傳播業，然而前三低薪的產業

住宿餐飲業、教育業、農林漁牧業，相較於

整體產業平均薪資明顯偏低，故未來如何調

整服務業工作專業價值、創造高值化就業職

務類型，進而帶動整體服務業勞動薪資上

升，實為未來勞動政策引導工作型態改變之

重要挑戰 [18]。

3. 都會磁吸帶動就業機會

　　臺灣都市化發展存在南北落差現象，且

各地區因其氣候條件或地理區域的特性差

異，所發展的重點產業類型亦有所差異，惟

多數就業人口仍傾向往主要的都會區流動，

過去 10 年來臺灣增加就業人口分佈區域，

主要偏重於北部地區，呼應臺灣就業機會向

北部地區傾斜現象，惟人口集中過度集中都

市，恐亦將導致房價高漲、交通擁擠、通勤

時間增長等規模不經濟之現象，伴隨 2014

年行政區域的改制形成六都，人口有朝向中

部都市發展的跡象，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

六都占全國土地面積為 30％，人口數占全

台人數比率約 69.2％，而為面對我國總人

口減少且過度集中大都市，以致城鄉發展失

衡的問題，為能協助地方型塑產業策略，落

實推動地方創生工作，行政院以 2019 年為

地方創生元年，以逐步促進島內移民與首都

圈減壓，以達均衡臺灣之目的，政策性驅動

在地產業轉型升級，並協助創造工作機會。

4. 零工經濟興起

　　零工經濟模式興起成為未來臺灣勞動就

業新趨勢，近年來臺灣就業人口職業類型中

「管理專業類」及「兼職派遣類」人力佔比

上升，反映我國勞動力結構朝向專業化及兼

職化情勢演進，特別是「零工經濟」模式興

起成為未來臺灣勞動政策必須高度關注之重

要課題。臺灣勞動市場年輕族群及退休族群

之部份工時者佔比明顯偏高，年輕工作者初

入職場可能不易受雇為全職工作者，或者年

輕工作者尚屬求學階段而僅能從事兼職打工

活動，使得 25 歲以下年輕世代受僱為部份

工時者比例偏高；至於 60 歲以上高齡勞動

者從事部份工時者佔比明顯上升，反映中高

齡就業者從職場退休後，再投入職場從事兼

職工作者增加。

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處於快速變化的時代，無論是技

術的進步或外部環境的變動，均為經濟與社

會帶來整體性的提升，有別於先前經濟轉型

主要為生產模式的變革，全球服務業普遍面

表 3 臺灣各區域就業人口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統計數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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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傳統工作者被白領機器人 (White-Collar 

Robots) 取代的轉型挑戰，儘管針對當前經

濟轉型，各方持正負向的態度不一，部份研

究認為新科技將不可避免造成失業潮的來

臨，而部分研究則認為新科技僅轉換工作方

式，而最終將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然而無論

如何，根據 WEF(2018) 研究指出，準備好

提升技能的勞動者所促使工資與工作質量的

大幅提升，即使自動化僅影響工作職責中的

一部分任務，然而缺乏適應新技術、挑戰高

價值任務的工人，可能感受到工資與工作質

量受技術壓制而侵蝕工作價值，且依照歷史

的經驗，人類並沒有歷經多次的經濟轉型而

被淘汰，主要原因在於人類透過不斷地學習

與適應，以求有效應對時代發展，也因此唯

有透過 「終身學習」，持續追求知識提升與

技能進步， 方能順利克服技術更迭所帶來的

焦慮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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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luen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system,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driv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uture jobs rapidl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ll bring a massiv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past time, 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also turns the 

new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to 

unpreceden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ports and white papers, and try to 

discuss the global mega trend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Taiwan labor force. The conclusion also brings out the practical advices to 

government, company and worker for facing the future of work.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glob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n indic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aiwan's industrial labor force, and finally propose what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think and action for facing the change of future works.

Chines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政策研究中行政資料的重要性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資料來源的性質

可區分成「Made Data」與「Found Data」

兩大類，其中「Made Data」包含實驗性

(Experimental) 與 社 會 調 查 的 觀 察

(Observational)，而「Found Data」則包

括行政資料與其他的大數據。(Connelly et 

al., 2016) [1] 。行政資料與調查資料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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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進步，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愈來愈能夠蒐集大量數據，而研究

者愈來愈能夠在短時間之內運用大量資料進行分析，使得大數據的價值逐步提高。近年

來，世界各國愈來愈重視政府的行政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並利用行政資料進行

政策分析研究。本文將說明行政資料的使用價值，以及歐美國家使用行政資料的概況。

差異是行政資料不是為研究目的而進行蒐

集，它原先大多是為行政部門施政目的而非

統計目的所蒐集的登記資料，例如：內政部

的結婚登記、出生登記或戶籍登記；勞動部

之勞保登記或傷病申請給付。

　　根據聯合國在 2013 年為亞太國家舉辦

的訓練課程 (United Nations, 2013)，整理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劉錦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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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類 行 政 資 料 的 型 式 與 關 係 包 括 下 列

各 大 項：1. 租 稅 資 料 (Tax data)，包 括

Personal income tax, Value Added Tax 

(VAT), Business/profits tax, Property 

t a x e s ,  I m p o r t / e x p o r t  d u t i e s ； 2 .  

Social security data，包括 Contributions,

Benefits, Pensions；3. Heath/education 

records；4.Registration systems for 

p e r s o n s /  b u s i n e s s e s /  p r o p e r t y /  

vehicles；5.Identity cards/ passports/ 

driving licenses；6.Electoral registers；

7.Register of farms ；8. Local council 

registers ；9.Bui lding permits ；10. 

Licensing systems e.g. television, sale 

of restr icted goods ；11.Publ ished 

bus iness  accounts；12.  In te rna l  

accounting data held by businesses ；

13.Pr i va te  bus inesses  w i th  da ta  

holdings，包括 Credit agencies,Business

analysts, Utility companies, Telephone 

directories，以及 Retailers with store cards

etc。

　　在進行政策分析中，行政資料具備以下

幾項優點：第一，行政資料較少有資料遺漏

或者受訪者因故不能逐年連續受訪，而導致

樣本流失 (sample attrition) 的問題。這使

得行政資料的分析結果有全國的代表性，減

少選擇性偏誤的疑慮。以研究成果的應用而

言，行政資料往往能涵蓋一個國家內很高比

例的人口，因此透過行政資料所進行的研究

成果通常具備普遍性與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也就是說這些研究成果不會只可

適用在少數人，而可以適用在一個國家大多

數個人、家庭、廠商的身上，甚至可跨越國

界，適用在其他人群身上。第二，行政資料

的樣本數龐大，在進行少數族群 ( 例如原住

圖 1 社會科學資料來源的特性 (Connelly et al., 2016) [1]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

39

民、弱勢族群、小區域居民、或者罕見案例 ) 

相關研究時得以取得足夠樣本使得分析較有

效。一般社會調查的資料通常只有數千或者

數萬人樣本，少數族群在其中的數量只剩數

百甚至只有數十，存在沒有足夠樣本支持而

無法得出有效估計結果的問題。行政資料的

樣本數目足夠可以支持需要大樣本的統計分

析 方 法，例 如 無 母 數 分 析 或 者 準 實 驗 分

析 (Quasi-experimental analysis)。這 使

得統計分析可以提供出更豐富的證據。第

三，行政資料往往有多年連續性，而且針對

同一個族群進行追蹤。一般社會調查的資料

很難持續多年，即使持續多年，例如台灣主

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人力運用調查等資

料，都沒有對同一個個人或家庭進行追蹤。

行政資料使得需要長期追蹤的研究可以進

行。例如估算出不同世代間的所得移轉，或

者幼兒時期的健康衝擊對於成人時期的教

育、健康、就業的影響。以勞動相關的議題

而言，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外部的經濟環境變

遷對於個人就業與工作轉換的相關議題，只

有利用長期追蹤的行政資料才能讓我們知道

勞工面對衝擊時的工作轉換狀況。

　　除此之外，行政資料亦具備公共利益的

理論基礎。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個體資

料 能 夠 產 生 公 共 利 益 主 要 是 因 為 個 體 資

料具備外部性 (externality) 以及非敵對性 

(non-rivalrous) 兩個特性。行政資料的紀

錄除了可達成原本的行政目的之外，也可以

對政策評估與相關研究發展產生價值。例如

醫院的就醫紀錄以及病人對藥物治療的反

應，除了作為個人病歷的追蹤外，也可以作

為醫學研究的資料。另外，個體資料的非敵

對性則是指資料可以被不同的研究者重複使

用，而且一個研究者的使用並不會排除他人

繼續使用。以上的兩種特性使得個體行政資

料的使用與開發如同政府的公共財，能對社

會整體產生龐大的效益。

　　以教育方面的研究做全球性比較：教育

應與醫療並列為政府施政的重點，但是目前

利用我國資料來進行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遠

遠不及醫療相關研究。Figlio, Karbownik, 

and Salvanes (2016) [2] 整理了近幾十年

來發表在各類學術期刊中利用行政資料來研

究教育議題的論文。在數百篇論文當中，如

表 1 所示，92% 以上都是使用北歐國家或

者美國的行政資料，其中利用行政資料研究

教育議題的論文約 23% 來自北歐國家，這

顯然與北歐開放行政資料使用及鼓勵研究有

關。另外，少數的論文來自於南美洲國家，

而運用亞洲資料的只有四篇，其中台灣只有

筆者發表的 1 篇，很明顯地，亞洲國家在行

政資料的開放與應用仍然非常落後。

253 ( 美國 : 240)

85

18

4 ( 臺灣 :1)

1

68.9%

23.2%

4.9%

1.1%

0.3%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北歐五國
(Nordic countries)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亞洲
(Asia)

大洋洲
(Oceania)

地區 論文篇數 比例 (%)

表 1　1990 年以來全球利用行政資料
研究教育議題的論文統計

資料來源：Figlio, Karbownik, and Salvanes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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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國家行政資料
的建置與應用
　　因行政資料具備的種種優點，近年來，

行政資料對研究發展的重要性日增。以經濟

學領域為例，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Raj 

Chetty (2012)  [3] 統計了 近 30 多年來發

表在經濟學四個頂尖期刊     的論文中使用行

政資料的比例。結果如圖 2 所示，四個所列

的頂尖期刊行政資料的比例都呈現了上升的

趨勢。相反地，利用社會調查資料而能夠刊

登在頂尖期刊的論文數量則逐年降低 ( 如圖

3 所示 )。

圖 2　運用行政資料在經濟領域四大期刊於不

           同年代所發表之比例

圖 3　運用調查資料在經濟領域四大期刊於不

　　　同年代所發表之比例

1 這四個期刊是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以
及 Econometrica. 

　　下面我們介紹歐美各國在行政資料研究

中心的發展。

德國

　　我們首先介紹德國的行政資料。為提

升資料取得的便利性，德國的制度在設計

上有兩項特點。第一，政府不但在德國各

地建設符合資安標準的資料中心，並與美

國的大學合作設立資料中心，讓使用者不

需到德國總部，即可透過鄰近資料中心進

行遠端連線取得高機密度的資料。第二，

資料申請容易，而且免費提供。

　　為因應實證研究所需，德國自 1998

年 開 始 從 事 資 料 相 關 的 基 礎 建 設，於

2004 年 成 立 的 The Research Data 

Centre (FDZ) 即為該波政策下的一項重

要計畫。該中心所蒐集的資料主要是勞動

行 政 資 料。根 據 統 計，自 2006 年 至

2010 年間，大約有 500 項研究案是使用

FDZ 的資料進行，這顯示 FDZ 的成立對

德國相關研究的執行有相當助益。圖 4

將對 FDZ 的組織結構、資料來源、主要

服務及產品及資料使用權限進行介紹：

Ministry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The Federal Employment Service

The IAB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The Research Data Centre (FDZ)

圖 4　德國 Research Data Centre 的組織架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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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勞動與社會事務部 (Ministry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BMAS)

為德國勞動市場政策的主管機關，其研究

及政策評估主要由 Federal Employment

Service, PES 底 下 的 就 業 研 究 院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IAB) 執行，少數則由外部公立或私立研

究機構執行。

　　第二，The Federal Employment 

Service (Bundesagentur  F  r Arbeit; 

hereafter PES) 主管勞動市場政策的研

究，本身擁有相當多內部技術人才可以執

行監控及評估自身的營運表現，但其研究

工作主要依靠 IAB。

　　第三，The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IAB, 就業研究院 ) 為 PES

內部的特殊機構，主要負責勞動市場評估

研究，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可以制定自己

的研究流程。以員工人數及預算論，IAB

為 德 國 重 要 的 勞 動 市 場 研 究 機 構，

2010 年全職員工數 292 人，預算 3,600

萬歐元。

　　第四，The Research Data Centre 

(FDZ) 為 IAB 內部的勞動市場資料中心，

其成立目的係因 IAB 的核心任務除進行

研究外，也包括讓外部研究者也能獲得勞

動市場的個體資料。FDZ 總員工數約 30

人。

　　FDZ 蒐集的主要資料來源有三大類：

第 一，由 雇 主 提 供 的 social security 

notifications ( 聘僱歷史紀錄 )；第二，

由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過

程 中 產 生 的 行 政 資 料 ( 包 括 benefit 

recipients, participation in labour 

market  measures 及 registered 

jobseekers 等 )；第三，其他調查資料，

如 IAB 收集的家戶資料調查等。

　　FDZ致力於提升資料取得的便利性、

編輯相關文件及發展創新的資料產品。

FDZ 自身亦使用自身提供的資料進行研

究，使他們更能了解資料的潛力及限制。

FDZ 提供的資料類型包括：

　　第一，勞工工作史抽樣資料 (Sample 

of Integrated Labour Market Biographies 

(SIAB))-SIAB 是由 IAB 的 Integrated 

Employment Biographies(IES) 隨 機 抽

樣出 2% 樣本而得的資料庫。自 1975 年

開 始 詳 細 記 載 受 雇 者 的 各 項 就 業 資

料 ( 如 receipt of benefits, program 

participation, employment histories, 

and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等 )，為

FDZ 提供予勞動市場研究的 重要的一

項資料庫。

　　第二，Panel ‘Labour Market and 

Social Security’ (PASS)- 自 2006/2007

年開始進行年度家戶調查，紀錄德國的勞

動市場與貧窮狀況。受訪者係由有接受失

業補助的個人及家戶或所有有登記為居民

的個人及家戶分別隨機抽樣進行訪談。

　　第三，Working and Lear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ALWA) 針對約 10,400

名勞工每年進行長期追蹤紀錄，包括教

育、勞動市場行為、家庭組成、宗教等資

料。近期 FDZ 也逐步將其他資料庫，

例如：地理區位 ( 工作地或居住地 ) 及專

利與商標資料 ( 包括投資者的姓名與地

址 ) 和現有的資料庫相互整合串聯。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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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Z 的資料使用權限依資料的機密

程度而有所不同， 低等級的 Campus/

Public Use Files 使用者能上網直接下

載，Scientific Use Files 則需在特定限

制下才能取得， 高機密等級的資料則使

用者必須前往位於 Nuremberg 的資料中

心 現 場 使 用。為 提 升 資 料 取 得 的 便 利

性，德國施行 Research Data Centre in 

Research Data Centre (RDC in RDC)

規畫。於全德各地建設使用共同資安標準

的資料中心，並與美國的大學合作，讓使

用者不需到保存資料的資料中心即可透過

鄰近資料中心的遠端連線取得高機密度的

資料。申請程序是由使用者在鄰近的資料

中心送出需求，FDZ 的員工審查過後將

計算後的結果寄回給研究者並提供相關研

究資源。目前能夠執行遠端連線的地點包

括德國的 Berlin、Bremen、Dresden、

Düsseldorf 跟 Mannheim，美 國 的

Ann Arbor、Berkeley 及 Ithaca。

　　整體而言，德國在提升勞動市場研究

中 行 政 資 料 的 使 用 上 呈 現 三 項 特 點 :

一、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對資料庫的

知識可以累積，且資料的品質能夠不斷提

升。二、直接參與研究活動，提升與資料

使用者的互動。三、專注於勞動市場政策

的評估。

圖 5　FDZ 研究中心的資料來源

資 料 來 源：Bender, S., Burghardt, A., and Schiller, D. 
(2014). International access to administrative data for 
Germany and Europe. Available at SSRN 2393357.

圖６　德國資料研究中心與美國大學交流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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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英國自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開始進行第一期行政資料研究中心的建

構 (The Administration Data Research

Network, ADRN)，總部設在 University 

of Southampon, 並和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the Off 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幾個研究中心相互合

作，負責資料的串聯與整理，研究領域跨

及教育、犯罪、環境、經濟與社會福利。

( 請參考：https://adrn.ac.uk/centres/

england) 根 據 英 國 UK Data Service 

Director Matthew Woollard(2013)

的 介 紹，英 國 官 方 行 政 資 料 包 括：

1.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Customer Informat ion Systems；

2 .  H e r  M a j e s t y ’  R e v e n u e  a n d

C u s t o m  C u s t o m e r  I n f o r m a t i o n  

Systems；3. Offenders Index/Police 

Nat iona l  Computer  (Min is t ry  o f  

Justice)；4. English/Welsh School 

Census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

5.  National Pupil Database (NPD)；

6. Student Record/Destination of 

Leavers of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tat ist ics Authority) ；

7. NHS Patient Record ；8. Inter-

Departmental Business Register 

(Off ice for Nat ional  Stat ist ics) ；

9.  Hosp i ta l  Ep isode Stat is t ics  

( D e p a r t m e n t  f o r  H e a l t h ) ； 1 0 .  

Indiv idual ised Learner Records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11. Electoral Register；

12. Local Authority records, e.g. of 

social care services；13. Housing 

provider records (including housing 

associations), e.g. rent and tenant 

databases

　　ADRN 研究中心包括資料科學專家

進行各種行政資料的整理，針對不同議題

的研究計畫與開授短期課程，並提供研

究成果或宣傳手冊給社會大眾了解進行

溝通。

　　ADRN 第二期五年計畫係由 2018

年秋季開始，由 Swansea University 與

Cardiff University 負責資料的聯絡與安

全維護。英國行政資料的架構如圖 7。

圖 7 英國行政資料架構

資料來源：UK Data Service Annual Report

s



北歐四國

　　北歐四國，丹麥、芬蘭，挪威與瑞

典，自 1960 年代開始，利用個人身分證

字號與公司登記號碼進行不同資料串聯，

建立可供學者進行研究分析的行政資料體

系，至今為全世界行政資料 完整的四個

國家。表 2 為各國不同登記檔案建立時

程，以及後來應用至人口戶籍普查檔案的

年度。表中 早建立人口登記的是 1964

年的挪威。

　　這四個國家將國家各項行政資料整合

並開放給全世界研究者使用，其資料豐富

的程度以及對外開放的程度居全球之冠。

以丹麥為例，其制度設計有以下幾項特

點：第一，政府透過個人 ID、廠商 ID、

以及房屋 ID 三個系統將全國的個體資料

都串連起來集中在丹麥統計局 (Statistics 

Denmark, SDK) 進行管理，蒐集資料包

括 出 生、家 庭、教 育、就 業、所 得、消

費、財富、居住、遷徙、醫療、福利、死

亡等超過 250 的主題的資料庫。第二，

資料不但開放給本國研究者使用，外國研

究者可以透過跟當地學術單位合作取得資

料。取得同意後可以用個人電腦遠端連線

作業，這大幅增加了使用者的方便程度。

為了資料的安全性，申請案件必須進行逐

條審查，而且原始個體的資料不能下載，

而只能在政府監控資料中心的伺服器上進

行分析。當然，個人的資訊都經過去識別

化處理，以保護個人隱私。第三，政府開

放民間企業或組織可以將自己蒐集的資料

和官方行政資料合併串聯進行分析。

　　圖 8 為 芬 蘭 政 府 利 用 行 政 登 記 資

料，建立出人口普查與住宅普查的資料連

結，這 套 普 查 系 統 共 聯 結 下 列 11 套

行 政 登 記 統 計 資 料：(1) Population 

statistics；(2) Population structure；

(3) Population changes；(4) Family 

表 2　北歐四國建立行政資料的時程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07) [5]. Register-based statis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review of best practices with focus on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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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usehold statistics；(5)Regional

employment statistics；(6) Income 

statistics；(7) Education statistics；

(8) Completed education and  degrees；

(9) Student；(10) Bui ld ings and 

dwelling statistics；以 及 (11) Housing 

conditions statistics。

　　這些北歐國家之所以有完整的行政資

料，並且可以將行政資料串連起來，是因

為他們和我國相同多有國民身份證字號

(ID)。這 個 系 統 當 初 的 開 發，是 為 了

1960 年代退休金制度的建立，需要追蹤

每個國民在工作期間所累積的退休金而設

計。北美及西歐國家就沒有這樣的全民身

份證系統，他們使用的是社會保險號碼、

駕照、或健保卡等身份證明文件，但這些

辨識系統無法涵蓋整個人口，例如還沒有

離家工作的小孩與青少年就沒有社會保險

號碼或駕照。台灣的身份證制度跟北歐的

制度近似，各政府單位的行政資料中每個

人的紀錄也是以身份證字號來辨識個人。

因此，北歐的經驗對台灣特別有參考價

值，台灣有機會建立起和北歐相同的公共

資料系統。尤其，北歐國家向來注重人

權，在資料開放的前提下如何保護個人的

隱私權，他們的經驗對台灣應該特別有參

考價值。

　　北歐國家行政資料的完備程度與開放

程度，不但是這些國家的國內學者大量的

利用行政資料進行研究。亦吸引了國際學

者積極參與，其中包括國際頂尖的研究團

隊。這等於是讓國際的研究人才免費替北

歐國家效力，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供這

些國家的施政參考，使得政策規劃更加完

善。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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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與北歐制度不同的是，美國聯邦政府

並沒有一個全國性身分證號系統，去整合

各個不同行政單位的資料。美國是由各研

究機構、各資料中心、各州政府與地方政

府採取不同的規定與管理方式。例如，美

國 的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

icaid Services (CMS) 就開放該中心關

於 Medicare 跟 Medicaid 的保險人與醫

療紀錄等行政資料給研究者使用。又例

如，美國從 1964 年以來全美新生兒的出

生檔案資料都可以透過申請在網站上直接

下載，申請者只需要透過一個簡易的線上

註冊與申請手續，即可取得數千萬筆的新

生兒出生資料。不過，上述這些例子多是

特例。基本上，跟北歐國家比較，美國無

論在資料整合以及開放的程度都比北歐國

家落後很多。

　　這樣的現象讓許多美國的經濟學者相

當憂心，他們擔憂美國自從二次大戰以來

在研究資料上以及實證研究上的優勢，會

隨著行政資料的重要性日增而漸漸喪失。

有鑒於此，美國多位重量級的學者近年來

開始呼籲提升美國的行政資料的管理系

統，並 開 放 給 學 術 研 究 使 用。美 國 著

名的經濟學家 Grusky, Smeeding, and 

Snipp (2015) [6] 曾撰文陳述美國在實證

研究上的困境，認為大多數的研究者都

只 能 使 用 一 些 片 段 的、零 碎 的 行 政 資

料。他們呼籲美國政府成立 American 

Opportunity Study，設立一個在功能上

類似丹麥的資料中心，將政府各項行政資

料、調查資料、以及各個研究蒐集到的資

料進行全面性的彙整，並開放給學術界研

究使用。他們認為這樣的資料中心將有助

於各個領域的研究，特別對於長期追蹤的

相關議題。

　　另外，四位重量級的美國經濟學家

Card, Chetty, Feldstein, and Saez 

(2010) [7] 亦指出美國在行政資料上的貧

乏，導致許多美國的研究學者轉向使用北

歐的行政資料進行研究。另外，由於資料

的限制，許多重要的議題不能利用美國的

資料進行研究，而國外的研究成果也未必

能夠應用至美國本土的問題。他們擔憂美

國在經濟資料上的優勢會慢慢喪失。四位

經濟學家向美國政府及國科會提出建言，

希望能重新建議一個系統。不過，和北歐

各國中央整合型系統不同的是，他們提出

的構想是由民間部門來經營資料中心。他

們希望這些資料中心所蒐集管理的資料不

一定相同，但透過彼此互相競爭，以提高

對於研究者提供的服務品質。

　　Einav and Levin (2014) [8] 指出美

國現有的行政資料在探討不同地區間民眾

的經濟流動性 (economic mobility) 或健

保支出、或探討公立學校教師在考試成績

附加價值 (value-added) 衡量，或分析

薪資與生產力的差異非常有其價值。在

這 些 案 例 中，學 者 使 用 大 型 行 政 資 料

來 衡 量 並 比 較 個 人 或 廠 商 的 次 群 體

(subpopulation) 的相關的變數 ( 例如：所

得、支出、生產力與薪資 )。研究結果可

用於政策上討論並界定未來經濟學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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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的研究題目。

　　Akerman et al. (2013) [9] 曾利用行

政資料討論挪威政府興建寬頻網路的經濟

效果進行政策評估。他們研究設計係依照

寬頻網路擴展至挪威不同地理區域的流

程，串聯寬頻網路與個人的稅務資料，探

討寬頻網路如何影響勞工的薪資報酬與廠

商的生產力。藉由串聯個人報稅與廠商層

級的行政資料，作者們觀察到不同成效指

標對於特定族群的效果，例如：寬頻網路

可及性對於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工具有不同

程度的衝擊。

　　此外，許多近期研究也利用行政資料

的優勢用於追蹤實驗或準實驗 (quasi-

experiment) 的結果。像是 Chetty et al. 

(2011) [3] 與 Taubman et al. (2014) [10]

等人分別追蹤曾在 1980 年代晚期教育實

驗中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班級大小的田納西

州學生的日後在工作時的薪資；以及奧勒

岡州隨機加入醫療補助計畫方案的實驗，

追蹤這些民眾在經歷過一段時間後的薪資

報酬或身體健康的成效。 

台灣的現況與展望
　　台灣中央政府各部會為行政施政蒐集

為數可觀的行政資料，但這些資料大多未

開放給外界使用，少數的例外是衛生福利

部的「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財政部

「財稅資料中心」、「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

中心」以及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

勞保資料。其中，又以「衛生福利資料科

學中心」在資料使用的申請上較為普遍，

這主要在於該中心不僅提供了「全民健康

保險研究資料庫」，亦有其他相關的加值

資料檔。該中心在把蒐集的資料去識別化

之後，提供給國內的研究者在資料中心內

的電腦進行運算。雖然在使用上有場地、

收費、計畫需經過審查等限制，但健保資

料仍然是國內學術及醫療機構的研究者

重要的資料來源。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網站

資料，在 2011 年的統計顯示，國內研究

人員已廣泛運用該資料庫所提供之加值資

料 進 行 研 究，申 請 數 量 已 經 超 過 300

件，研究論文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這 3

年間發表於國際期刊的數量就超過 200

篇，其中發表在高影響力 ( 影響係數大於

3) 期刊就有 78 篇，這顯示了健保資料庫

及其加值資料的開放有助於提高國內醫藥

及公共衛生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台灣其他

研究領域望塵莫及。由衛福部資料中心成

功的案例，顯示官方行政資料在科學研究

上確實有其優勢，研究成果除了能提升台

灣的研究能量之外，亦可作為政府施政的

參考。近年來財政部的財稅資料中心亦開

放個人綜合所得稅，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

原始檔案供國內學界使用，並和中央研究

院、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簽訂合作協議，

亦 有 些 成 果 發 表 在 國 際 或 國 內 期

刊，不僅提升台灣的學術水準，亦對國內

在租稅改革、或所得分配提供實證基礎。

　　筆者在台大經濟系的研究團隊近年來

和勞研所合作，針對台灣多項勞動議題進

行政策影響評估，去年研究題目包括：台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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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育嬰留職停薪政策分析、失業者重返勞

動市場分析、基本薪資調整對就業市場的

影響、新住民的就業與健康、22K 政策

對就業市場的影響以及景氣循環，在研究

案使用的勞保相關行政資料整理如表 3

及表 4。這是國內首度利用官方勞保資料

的政策研究，希望對國內勞工政策討論有

所助益。在去年的研究案亦是國內勞動部

和衛福部首次達成跨部會資料串聯的成功

案例，研究推動過程中，雙方行政人員經

過無數次的會議協商，並由台大經濟系團

隊提出倫理審查的申請書交由衛福部行審

查，後決議由勞研所及勞動部提供原始資

料檔至衛福部資料中心進行串聯，再由研

究人員至衛福部資料中心統計運算，並由

衛福部資料中心負責審查研究分析的成

果。這項案例亦可供政府部門參考。

勞保相關行政
資料名稱 使用變數 資料期間

台灣育嬰留
職停薪政策
分析

生育給付檔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事業單位檔

就保育嬰
留停津貼檔

身分證號、生日、生產日期、給付原因、投保薪資

保險證號、保費年月、身分證號、投保薪資

保險證號、月末保險人數

身分證號、生日、性別、育嬰留職起日、育嬰留職迄日、
子女身分證號、子女出生日期、子女性別、保險證號、平
均薪資、初核狀況

政策研究主題

失業者重返
勞動市場分
析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就保失業給付檔

事業單位檔

身分證號、投保薪資、性別、出生日期與投保單位之保險證號等
資訊

申請失業給付者之身分證號、申請日期、離職時投保單位
之保險證號、平均月薪資與核定給付金額等資訊

各投保單位之保險證號、產業類別、投保人數與單位平均
薪資等資訊

基本薪資調
整對就業市
場的影響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事業單位檔

投保註記 ( 投保原因、身分 )、投保薪資、就業註記 ( 兼職
與否 )、個人背景變數 ( 性別、出生年月 )、廠商 ID( 用於
串聯事業單位檔 )

產業、地區

新住民的就
業與健康

事業單位檔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單位統一編號、保險證號、大業別、業別代號、通訊地
址地區別

身分證號、保費年月、外籍註記、出生日期、保險證號、
投保薪資、工作部門

22K 政策對
就業市場的
影響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事業單位檔

雇主保險證號、保費年月、身分證號、出生日期、投保薪
資、工作部門、外籍註記

投保單位的通訊地址 ( 控制工作區域 )

景氣循環

勞就保單位
被保險人檔

事業單位檔

雇主保險證號、保費年月、身分證號、出生日期、投保薪資、
工作部門、外籍註記

投保單位的通訊地址 ( 控制工作區域 )

2005-2010

2005-2015

2005-2010

2009-2010

2000、
2009-2013

2001-2015

2000-2016

2004-2010

2004-2010

2004-2015

2004-2015

2004-2017

2004-2017

2004-2017

2004-2017

表 3　勞保行政資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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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者重返勞
動市場分析

全民健保處
方及治療明
細檔 _ 門急
診

身分證號、就醫日期、就醫年齡、性別、就醫科別、國際疾
病分類號 (ICD code)

勞保相關行政
資料名稱 使用變數 資料期間政策研究主題

2011-2015

表 4　與勞保資料串聯之健保資料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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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脫離人口紅利期，高齡少子化情形相較於已開發國家速度最快，再加上青年就

學時間延長、中高齡者提前退休，未來 10 年人力資源規劃儼然已成為最嚴峻地挑戰。另

一方面，全球發起工業 4.0 革命，產業與勞動力工作內涵發生快速質變，新科技創造新

工作契機，機器自動化取代人力與勞工需要加速轉換職能，這些危機感意識比起 10 年前

更高。而當前勞動市場高低技能趨於兩極化、學用落差明顯、零工經濟興起，國家人力

發展遠景規劃與就業安全體系有其重要性角色。

　　勞動部自 2015 年起賦予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大數據研究任務做為中長程科

技發展目標。由於勞動市場研究議題攸關民生福祉，被賦予智庫角色的期待。研究團隊

積極以議題導向探勘勞動資料，強化內部人才培育、橫向行政協調、連結外部智庫合作

等，快速奠基勞動資料科學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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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究策劃方向
　　為因應當代勞動市場情勢，勞動市場研

究規劃三個主軸研究策略方向包括一、提升

國家人力資本。  二、運用資訊促進市場供需

調節。  三、促進邊際勞工就業力。本報告擇

要就重點勞動市場研究發現與階段性進程提

出說明。

一、提升國家人力資本：
( 一 ) 因應數位時代建構國家級人力資源分

         析架構

　　整體國家人力資本提升是國家競

爭力基石，在研究發展上從四個面向

發展人力資源研究：

1. 前瞻未來工作趨勢 (prospect for

    future)：

　　為因應未來十年勞動力短缺，

新科技可能帶來人力取代及職能轉

換之衝擊，推演 2030 年就業趨勢

展望研究計畫，透過掃描全球發展

趨勢，運用內外部數據解讀分析我

國產業與就業環境，前瞻展望未來

需求與人才技能，期望進一步引導

人才技能快速轉型。我們辦理多元

系列活動，如 2018 年辦理「2030

年未來工作眺望與新世代人才需求

趨勢研討會」、「亞太青年勞動力趨

勢論壇」探討驅動全球未來工作的

引擎，科技時代下跨域人才職能發

展、邀請產業 CEO 及青年典範代

表分享新時代人才創新與實踐，透

過社會對話及交流，促進凝聚共識

價值。

2. 職前準備 ( school to work) ：

　　數位與新科技趨勢下，教育端

轉型升級，將有助於縮減學用落差。

為了解並掌握學用差距情形，2016

年起即展開合作研究模式，分析高

教學生畢業後就業情形。為促進學

校與教育端的轉型，2018 年並開

啟應用以大學校務資料與勞保資料

串接，針對於學生就學歷程預測期

就業概況，促進學校端了解學生畢

業後就業狀況，做為檢討重新定位

學校教學內容的市場價值，並根據

該市場資訊的反饋修正課程內容，

研究發現應用學校與勞保資料串

接，建立市場回饋機制對於縮減產

學落差具有實質效益 [1]。

3. 職涯轉銜 (work to work)：

　　勞動力於轉換工作時，若具備

技能且具有個人競爭力，可以有更

多選擇職業的自由，縮短待業時

間，並免於市場淘汰。如何透過職

業訓練、技能檢定或技能競賽制

度，來促進提升個人競爭力；針對

人力資源供需媒合，運用資訊透明

公開促進市場調節機制，為目前研

究工作重點。

4. 從社會救助到重返職場 (welfare

     to work) ：

　　1994 年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提出活化勞動市場

政策 (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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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P) 國家指導方針，指出政府

公共支出應從失業救濟 (unemployed

insurance; UI )，轉移到更積極性

的政策以活化勞動市場以促進再就

業； 隨後 OECD 於 2014 再針對

ALMP 重新定位，提出抵銷因失業

與的福利依賴造成對個人就業動機

的負面影響，使更多人投入就業市

場成為有用勞動力。勞動市場研究

於 2017 年已完成非自願離職請領

失業給付研究 [2]，研究發現請領失

業給付時間越長，重返職場薪資愈

低，且就業愈不穩定，顯示失業對

個人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此外，勞

動市場研究也持續關注在社會救助

一 端 的 勞 動 力 人 口，2018 年 針

對受暴婦女重返職場進行研究、

未來也納入以中低收入為研究關

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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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以人的職涯發展為研究核心思維， 提供

         多項政策決策支援參考

　　個人職涯自我實現為 Maslow 人

類 需 求 的 最 高 層 滿 足，而 職 業 的 晉

升，收入及財富增加成為多數人在自

我實現的目標。由於國人的平均餘命

已達 80 歲，但職業生涯有多長？發

展內涵如何，研究者企圖從勞保資料

中發現脈絡。研究觀察指出國人平均

20 歲進入職場，59 歲退離職場，據

此可知青年晚進問題從資料並非如外

界所見嚴重，甚且有趨於提前進入職

場的趨勢 [3]。

　　另外政策評估經常使用就業追蹤

分析，如檢驗政策介入後是否有助於

提早就業，縮減失業時間；就業後是

否 穩 定 就 業 等，可 做 為 政 策 調 節 指

引。許多國內外研究報告提出建立長

期性就業追蹤資料庫系統作為政策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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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2018 年架構就業追蹤分析系

統，資料庫架構設計以縱斷式研究法

(longitudinal study) 為核心概念，並

以就業保險請領者為政策分析標的，

建立可長期監測就業保險勞工就業指

標，包括就業率、薪資成長幅度、就

業穩定度、轉職頻率等，未來可應用

此分析模式擴大研究對象與研究族群

[3]。

　　勞動市場也發展許多研究議題，

從不同角度分析多元族群的職涯發展

包 括 大 學 畢 業 生、非 自 願 離 職 失 業

者、育兒婦女、受暴婦女、請領育嬰

津貼婦女、中高齡失業者、新住民、

高風險勞工等對於其就業現況有初步

掌握與分析。

( 三 ) 聚焦企業人才提升之道：企業辦訓成

         效與品質指標

　　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已成

為各產業中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人才

培育的任務已不再僅是教育單位的單

一責任，企業端的人力資本培訓與提

升亦成為企業經營發展之重要工作。

國內產業人才培育較具規模與架構者

如「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TQS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推行至今已逾 10 餘年，為

協助企業藉由教育訓練強化企業營運

與提升競爭力。透過 2012~2017 年

TTQS 資料庫取得相關數據，運用資

料探勘之決策樹演算法分析，提出影

響企業辦訓成效的關鍵指標組合。研

究結果顯示，製造業於「訓練產品或

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選標準」、批發及

零售業於「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

發展能力與責任」、精密機械業於「明確

的 PDDRO(Plan,Design,Do,Review,

Outcome) 訓練體系與明確的核心訓

練類別」指標，業內企業若在主要構

面指標具有一定水準時，針對其關鍵

指標加以提升，將有助於改善訓練之

流程與品質，進而提升評核等級，而

此，亦可提供企業做為提升人力資本

之參考 [4]。

( 四 ) 結合人才供需生態環境，啟動中高齡

         勞動力在生產模式，開啟第三人生

　　推動活躍老化為國際趨勢。從勞

保資料觀察，中高齡提早退離職場趨

勢 明 顯，2016 年 研 究 指 出 出 生 於

1950 年代者請領退休人數約 135 萬

人，而請領老年一次金平均為54.8歲，

相對於 1940 年代者 59.3 歲提前約

4.5 歲，由於早退致使中高齡的勞動

參與低，成為國家人力資本流失 [3]。

勞工進入中高齡可能會面臨工作機會

減少、收入減少的問題，且常因健康、

體力或家庭照護等因素而無法長時間、

常態性工作，需要彈性工時就業機會

與快速就業媒合機會；另一方面，無

可避免的高齡社會所帶來之新消費需

求契機，也會蘊含巨大商機，推升新

興生活健康服務產業與平台發展，而

了解高齡需求的中高齡者，無疑是服

務提供之最佳群族，故提出平台經濟

來 驅 動 中 高 齡 就 業 之 倡 議，以 催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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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新經濟帶動勞動市場，促進提升

中高齡勞工進入職場，開啟第三人生

[5,6]。

　　研究指出，年齡是影響失業中高

齡及高齡者是否再就業的最重要因素，

尤其是針對 55-64 歲者而言，而研究

依不同中高齡年齡層組，提出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初稿之相關制

定修訂建議，期能促進中高齡及高齡

者之就業與職能提升 [7]。

二、運用資訊促進市場供需調節 
( 一 ) 從企業端、產業端的觀察勞動市場活力

　　為觀測勞動市場的活力狀況檢視

台灣企業在勞工雇用 (employment)

的 趨 勢 變 化，建 構 工 作 創 造 (job 

creation )、工作汰減 (job destruction)

等指標，具有量化觀察的優點。研究

顯示各產業下的新創企業是勞動市場

中新工作機會的主要來源，但從勞保

數據資料觀察，只有少數新創企業能

夠成功存活過創業初期並提供勞工 ( 尤

其是青年族群 ) 持續穩定的就業機會，

同時增加我國整體勞動市場中新職缺

的總數。依據 2004-2017 年總體趨

勢觀察我國新創企業在數量比例、工

作創造比例與勞工雇用比例皆逐漸下

降，顯示國內勞動市場活力有逐漸下

滑的趨勢，尤其在台灣產業轉型升級

關鍵的技術人力密集服務業，其新創

企業雇用人數已從 2004 年 12.8% 下

降至 2017 年 5.9%，下跌 6.9 個百分

點 [8]。

　　此外，整體研究結果明顯呈現出

勞動市場之就業樣態的異質性，透過

特性之細微觀察將可加強各項政策與

方案擬定時的有效性與細緻性，相較

於以往傳統的抽查方式，勞保資料更

能有效且全面的提供目前勞動市場之

發展樣態。

　　另有研究從產業端觀察企業員工

人數規模變化，並以台灣五大勞動力

密集產業進行觀察，包括製造業、批

發零售業、營造業、住宿餐飲業、運

輸及倉儲業，研究指出 2011 到 2018

年事業單位總量增加約 10.2%，達到

54 萬家，住宿餐飲業增幅最高達到

70%，而批發零售業與製造業廠商占

全行業家數最多，投保廠商家數減幅

為 3% 及 7%，但就業人數並沒有減

少，顯示企業員工之規模有朝大型化

發展趨勢 [9]。

( 二 ) 經濟景氣與勞動力存留量變動

　　由於全球化、國際化專業分工潮

流，全球經濟循環週期呈現震盪幅度

加 劇 且 週 期 變 短 的 情 勢。研 究 分 析

2017 年 7 月分析到 2018 年６月每月

勞動力存流量變化。由於此段期間正

處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期，雖有美中

貿易的不確定威脅因素，但先進經濟

體仍持續成長，且新興國家經濟動能

強勁，美元通膨情勢，而國內方面固

定投資增加、經濟經濟成長維持動能

的外部環境。勞動市場研究觀察這２

年勞動市場表現活絡，平均待業期間

之中位數約 2.4 個月，而 75 百分位

為 11.3 個月。以 2018 年 7 月勞保人

數而言，相較於 2016 年 6 月之增幅

為 2.28%，勞保加保人數高於退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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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由於歷年來 6、12 月為離退的高

峰期，而同期或次月為進入就業高峰

期呈現週期性特性。針對於勞動市場

就業媒合效能建議可從待業期間 75

百分位作為監測指標，而週期性特性

可做為就業服務介入的時間點 [3]。

　　另從同期之勞退提繳被保險人資

料觀察，勞退雇主提撥被保險人數增

加 5.4%，平 均 每 人 投 保 薪 資 成 長

4.2%，勞退薪資總成本增加 9.9%，

全國總工作天數增加 5.9%。針對零

工經濟趨勢監測分析指出 2018 年６

月部分工時勞保投保者佔 7.5%，連 2

年呈現成長趨勢，主要集中在批發零售

業、住宿餐飲業、教育服務業為排名前

3 [3]，顯見產業之聘僱與用人特色。

　　經統計迴歸預測分析，勞動參與

率、勞保投保人數與平均投保薪資與

經濟成長率、製造業勞動力生產指數、

貿易餘額 ( 進出口差值 ) 有顯著正向

相關，顯示在經濟成長外貿趨動之下，

總體勞動市場就業與薪資呈現成長趨

勢 [9]。另有研究指出，景氣因素顯著

影響青年就業之薪資水準，當大學畢

業後 6-7 年，失業率每增加 1 個百分

點將減少 5.50% 投保薪資（或 2,023 

元）。以上研究皆顯示景氣波動循環為

決定勞動市場動能的關鍵因素 [10]。

三、促進邊際勞工就業力包容性
　　成長觀點
　　在促進社會包容方面，公部門必須強化

三大領域：教育、健康等社會服務的投資，

以強化人民的就業能力。良好的制度設計與



、

、

政 策 實 施，有 助 於 增 進 經 濟 與 社 會 公 義

(justice)，促 進 公 平 競 爭。提 供 社 會 安 全

網，防止極端的剝奪。

( 一 ) 社會安全網監測

　　台灣每年約有 7.3 萬非自願離職

失業給付的勞動力，失業相關給付支

出約在 90 億元。失業造成個人身心

與家庭重大影響，因此啟動就業安全

網以提供失業者基本生活支持及透過

積極性政策，促進失業者重返職場具

有重要性。而就業保險是社會安全網

的重要一環，2003 年就業保險法立

法，2009 年修法重要變革為擴大適

用對象、增列就業促進服務條款。研

究 顯 示，請 領 失 業 給 付 者 為 45 歲

以 上 中 高 齡 的 占 比 有 增 加 趨 勢，

(2008－2009 金融海嘯時期衝擊青年

勞動力 )。整體而言重返職場 6 個月

內之就業率約 50%；且研究顯示申請

提早就業獎助者就業表現最佳，而失

業時間越長越不利於穩定就業且薪資

水準相對越低。而請領職業訓練津貼

之就業表現未如預期，薪資成長幅度

落後，此一現象可能導因未能排除請

領職訓津貼而無職訓與就業動機者，

建議政策除強化職訓角色，鼓勵提早

就業外，也需針對道德危機風險加以

監管 [3]。

( 二 ) 勞動人才新支點：勞動健康

　　健康為影響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

素，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7

年起與衛福部合作中程科技計畫，結

合勞政與衛政大數據，展開跨部會合

作。針對失業者、罹癌勞工、新住民、

受暴婦女等族群進行分析。以失業研

究而言，研究顯示失業將增加至勞動

者至精神科門診就診機率與次數，這

對於失業再重返職場投下不利變數

[11]。而另一方面，隨著國內人口高齡

化長期照護人力需求與日俱增，46.6

萬名被外籍看護工照顧之家庭，每年

可撙節門急診費用 234 千萬元及住院

費用 1,913 千萬元。顯示外籍看護工

引進，對於需要長期照護的受照顧者

家庭之長照醫療耗用具經濟節約效益

[12]。針對於新住民促進就業研究，

勞動部自 2008 年施行「促進新住民

就業補助作業要點」，針對新住民採取

的就業補助措施有臨時工作津貼、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雇主僱用獎助等。

根據資料新住民主要從事前三大行業

為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其

他個人服務業以及餐館業；且研究顯

示大陸配偶在 2004-2015 年就業條

件隨著工作經驗增加有顯著改善趨勢

[11]。

( 三 ) 釐清婦女勞動困境，突破女性就業

限制

　　性別平等為文明國家指標，聯合

國 於 1979 年 通 過 CEDAW（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公 約 以 消 除 對

婦女一切歧視。台灣在法制上也推動

研究綜論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56

Research Review



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不遺餘力。由

於職業性別隔離，女性職涯天花板難

以突破，如薪資財富所得與職涯發展

因母職角色受限，而女性受暴者也遠

高於男性。研究指出育兒婦女在小孩

6 歲前的就業狀況變化較大，之後趨

於穩定，顯示在孩童上小學前，婦女

因照顧需求短暫離開職場，提升職場

勞動力仍需要有更多職場彈性空間

[13]。另一方面，台灣於 2009 通過於

就業保險法實施育嬰津貼制度，研究

顯示請育嬰假婦女有較多比例屬於高

薪階級，但高薪階級育嬰婦女，育嬰

期後 3 年內返回職場就業的投保薪資

卻逐年遞減，且有較高比率屬於兼職

特性。顯示母職角色使得女性人才職

涯發展受到壓抑，人才在勞動市場限

制而未能有效發揮 [3]。

　　另針對於受暴婦女研究顯示，受

暴 婦 女 多 屬 於 低 薪 階 級 的 經 濟 弱 勢

者，受暴婦女在職率逐年遞減，婦女無

工作風險與受暴次數及加害人因素有

關，建議針對高風險受暴者，從支持性

政策促進相對人   穩定工作，有助於解  

決婦女受暴問題並促進穩定就業 [14]。

打下智慧勞動基礎
開啟人才生態圈
　　勞動市場研究主要為觀察並掌握勞動市

場供需與脈動，透過數據協助決策者掌握問

題本質，研究過程整合跨領域專家、利益關

係人共識與分歧意見，進而促進勞動部內各

單位溝通，以及跨部會協調各界意見等為重

要貢獻，適時發揮策略的調適與支援、制度

及政策指向等功能。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近年深耕勞

動資料的研究與開發，在內部人才積極培育

以提高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能力外。在外

部研究團隊合作方面，包括經濟、教育、衛

政、勞工、資訊等不同領域共 13 個研究團

隊共同合作，估計內外部培育勞動資料科學

人才超過 60 人。連結國內大型研究機構包

括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中經院、商發院、

管科會、中研院；及各大專院校如台灣大

學、中正大學、政治大學等；以及領域產業

經理人如天下雜誌、Career 就業情報等，

除吸引各界參與外，也透過社會意見領袖的

經驗交流，成為的重要人才智庫於分享交流

平台，並為勞動資料學研究發展奠定基礎。

勞動資料新價值，開創勞動政策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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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對人是法律用語，對照當事人稱為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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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瞭 望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經營系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3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近年來提升企業人力資本的意識已為主流，不論是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皆面臨到人

才培育的極大挑戰，企業對於人力資本的培育、提升與轉型，逐漸成為整體經營發展規

劃中受到重視的工作項目之一，更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礎。持續精進人才培育策略已成

為產業升級不可輕忽的重要工作。

　　本研究旨在建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TTQS）之關鍵評核指標，做為產業未來擬定策略之參考。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由

2012 至 2017 年之 TTQS 評核資料庫取得相關數據，以參與 TTQS 企業機構版之企

業為研究對象，運用資料探勘技術之決策樹（Decision Trees）機器學習演算法，產

出年度成功關鍵指標組合。

關鍵詞：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關鍵評核指標、CHAID(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決策樹、卡方測試 ( χ2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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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今知識經濟時代下，「人力資本」成為

事業單位重要生產力的要素之一，企業端人力

資本的培訓與提升，成為企業永續發展之重要

工作，其中在企業教育訓練的品質，攸關人力

素 質 之 良 窳 且 影 響 國 家 整 體 產 業 競 爭 力。

　　對於部分產業在人力、物力相對較不充裕

的情況下，企業普遍對於辦理教育訓練的意願

並不高，且少有專責人員或專業人資人員負責

教育訓練的相關業務，在有限的營運資源及全

球化的競爭下，要求逐一完成 TTQS 所涉及的

各 項 評 核 項 目 實 屬 困 難。如 能 進 一 步 掌 握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架構中 5 大構面

19 項指標 ( 共 22 個變項 ) 之成功關鍵指標，

對於企業在接受評核或進一步追求更高牌等的

殊榮時，給予可供依循之重點及規劃方向。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
起源與沿革
　　

行政院於 2004 年之「服務業發展綱領及

行動方案」中明列應建立人才培訓品質認證制

度，以確保訓練的品質、訓練效果，進而有效

提升人力資源的競爭力 [1]。為積極協助各事業

機構及訓練單位提升辦理訓練品質，勞動部自

2005 年參酌 ISO 9000 系列之 ISO 10015、

英國 IIP（Investors in People, IIP）制度，

制訂「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並

自 2007 年起進行推動與實施，作為訓練品質

評鑑工具，同時亦推動「TTQS 品質管理系統

實施計畫」，結合分區服務中心，共同協助事業

單位與訓練機構導入 TTQS，循序推動訓練品

質持續改善機制，以提升人才發展與培訓體系

之運作效能，強化國際競爭力。

TTQS 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之架構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之架構，為

參酌 ISO10015 中 PDCA(Plan-Do-Check-

Act) 四階段訓練迴圈之基礎概念發展而來。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架構為 5 大

構面，內涵 19 項指標，而當中 5 大構面環環相

扣，是為 TTQS 之 PDDRO 循環迴圈模式。

藉由勞動力發展署、各 TTQS 分區服務中心及

機構共同合作，結合組織發展願景與經營目

標，設計合適之人才培育訓練內容，強化員工

專業能力及提升工作績效，以確保在組織培養

訓練流程之可參考性與正確性，同時提供組織

做為建構標準化流程之參考，如圖 1。

圖 1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之 PDDRO 五大循環迴圈圖

Plan 計畫
關注訓練規劃與企業營運發展目標
之關聯性及訓練體系之實踐能力

Outcome 成果

著重於訓練成果評估之層級與完
整性計訓練支持續改善

Review 查核
著重於訓練定期性執行分

析、全程監控與異常的處理

Design 設計
著重於訓練方案之需求界定、職
能分析及系統化設計 ( 含利益關
係人參與、與需求符合度、遴選

課程標準、採購標準程序等 )

Do 執行
強調訓練執行之落實程度、訓練紀錄

與管理知系統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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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燦等人 [2]  認為 TTQS 人才發展品質

管理系統是一套從策略性思考訓練績效的標竿

式計分卡，其特色包含：「整體性」指著眼於組

織目標、需求與全面的均衡；「符合性」指符合

系統要求，能與國際標準連結；「一致性」指確

保組織績效要求、個人職能及訓練計畫的一致

性；「落實性」指落實 PDCA 管理循環，實事

求是；「持續性」指持續改善，止於至善。而

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之基準評量架構，

是由 PDDRO 的 5 個階段各項品質計分項目所

組成，每一個階段的輸出都為下一個階段提供

輸入，成為一個不停修正的循環迴圈系統。

　　在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之實

施對象方面，勞動部為提升機構組織辦訓能力

與促進人才發展及投資，自 2011 年起推動人才

發展品質管理規範，訂定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

統作業要點，並逐年修訂。以人才發展品質管

理規範作為評（檢）核工具 [3]。TTQS 人才發

展品質管理系統的基準評量架構，評（檢）核

表依其適用對象分為企業機構版、訓練機構

版、外訓版及辦訓能力檢核表等版本。

TTQS 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之評核準則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之建構主要

依循 PDDRO 模式之計畫、設計、執行、查核

及成果 5 大構面，並由兩位評核委員共同進行

檢核，配合其計量權重分配及評量流程循環周

而復始的訓練品質持續改善機制，循序進行分

析評核，以 0 至 5 分予以計分。
　　

依據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作業

要點 [4]，計分標準是以有無紀錄或書面文字做

為評定，評核標準說明如表 1。

　　其中企業機構版與訓練機構版評核結果等

級分數依據 5 大構面 19 項指標進行檢核， 共計

22 項評分格 ； 除成果構面外，每項評分格最高

5 分，總分為 100 分，作業以 0.5 分為最小單

位。獲得評核分數在 53（含）分以下者未達門

檻標準，53.5 至 63 分者為通過但未達銅牌標

準，63.5 至 74 分者為銅牌，74.5 至 85 分者

為銀牌，超過 85.5 者為金牌。外訓版評核與辦

訓能力檢核表評 ( 檢 ) 核結果合格分數為 50

分，不另分等級。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及機器學習演

算 法 之 運 用，TTQS 關 鍵 評 核 指 標。透 過

2012-2017 年 TTQS 企業評核資料庫內容為

基礎，並將其「產業類別」資料對應至「行政

表 1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指標評
　　   核標準表

 

 

 

 

2 分

有執行本項目，且有一致性的作業流程、
完整過程紀錄與文書手冊；即具有說、做、
寫及「流程上下連結」的一致性。 

有執行本項目、完整文書手冊與紀錄，
分析相關資料並持續改善達到標竿水準。 

1 分

3 分

4 分 

5 分 

附註

未執行本項目。 

對本項目僅具認知且部分執行，但無明
確紀錄或文件證明。 

有執行本項目與作業流程，但無完整書
文紀錄與手冊。 

 成果之評核指標項目，17、18 及 19
項未執行為 0 分，其它則依據標尺分
數評分。惟1分後始具0.5分之級距，
其它則依據標尺分數評分。計分單位：
最小單位為 0.5 分，以整數 1-5 或加
上 0.5 為評分計算。 

 書面文件：就各評核指標項目下，依
據申請單位現有資料或文件手冊等列
舉任一項充份說明即可。 

評核公開事項：現場評核結束後給予
單位整體回饋與分享，收到評核結果
公文後，即可上網查詢各項指標建議
改善事項。

  回饋與分享：現場請評核委員就評核
綜合意見給予單位回饋與分享。 

 各項指標建議改善事項：委員就各項
評核指標項目，依據申請單位現有制
度、資料或文件手冊等說明，給予具
體改善建議事項。

TTQS 指標評核標準
( 以有無紀錄或書面文字評定 )

分數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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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第 9 次修訂版」中；運

用勞保資料中事業單位檔，選取相關欄位做為

演算法中之變數，輔以相關有利於本研究之資

料內容，包含 2018-2019 年臺灣機械製造廠

商 名 錄，進 行 精 密 機 械 產 業 企 業 之 選

定，及使用中華徵信所進行相關企業營收資料

蒐集等。

　　其中有關本研究所使用之 TTQS 企業機

構版評核資料庫，每筆資料使用欄位及其變數

類型總計有 39 項，本研究機器學習使用之變

數為其中 score01 至 score19 評分結果，計

有 22 項，另本研究所使用之勞保資料庫（事

業單位檔）使用欄位以「單位平均薪資」（整

數變數）做為機器學習使用之變數。

　　為考量本研究目的為預測關鍵指標，其中

資料欄位變數類型包含二元值結果、類別值結

果、連續值結果及非線性關係，故以監督式

機 器 學 習 演 算 法 進 行 相 關 資 料 分 析，並 以

決策樹之 CHAID 演算法，透過 IBM SPSS 

Modeler 18 軟體進行演算法模型分析，依軟

體之模型預測準確率、模型樹狀圖分析及模型

效益評估功能，做為探討 TTQS 關鍵評核指

標之用。

研究參數說明
1. 目標變數

　　本研究計畫目標變項，以 TTQS 企業評

核資料庫所分類出之績效評估分群標準：分為

金牌、銀牌、銅牌、通過四個層級。

2. 預測變項 ( 獨立變項 )

　　為了探討 TTQS 關鍵評核指標對於評鑑

結果相關性，藉此從 TTQS 評核指標中找出

評鑑結果的關鍵評核指標。決策樹預測變項為

TTQS 評核指標。此外，為了解產業其他因素

與 TTQS 評核關係，也分別針對公司營收、

平均薪資、產業別及地區別等類別設為預測變

項。因此本研究計畫預測變項共有 22 個，說

明如下：

(1) TTQS 評核指標系統

TTQS 評核指標對應內容如下表２。

資料來源：本文參照 TTQS 評核指標系統說明整理。

表２　TTQS 評核指標內容

01

02

03

組織願景 / 使命 / 策略的揭露及目標與需求
的訂定

明確的訓練政策與目標以及高階主管對訓練
的承諾與參與

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明確的核心訓
練類別

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文件資料」

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成的連結性

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展能力與責任

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

訓練方案的系統設計

利益關係人的參與過程

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選標準

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編號 內容

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

學習成果的移轉與運用

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系統化

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綜合分析

監控與異常矯正處理」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反應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學習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行為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成果評估

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感受

訓練成果

12

13

14

15

16

17a

17b

17c

17d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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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評分等級指標 01-16 為 1-5 分；

指標 17a 為 0-2 分；指標 17b 為 0-2 分；

指標 17c 為 0-3 分；指標 17d 為 0-3 分；

指標 18 為 0-5 分；指標 19 為 0-5 分。

(2) 外部資料

　　根 據 所 蒐 集 資 料 分 別 在「平 均 月 薪

資」部分為最低 17,564 元至最高 45,632

元；「企業營收」部分 118,861,000 元至

3,299,212,439,000 元；「地 區 別」依 據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標準作業手

冊 內 各 分 區 服 務 中 心 轄 區 定 義，「產 業

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

9 次修訂）之大業別（1 號碼）分類。

研究結果
1. 資料敘述統計

　　本研究透過 2012-2017 年 TTQS 企業資

料庫資料，總數共計 4,192 筆。由於其中部

份資料內容有所缺漏及不完整，經將所有企業

評核資料重新分類、整理並與企業營收資料比

對其正確性後，可供本研究分析之資料內容共

計有 3,114 筆，各年度資料筆數分述如下：

2012 年資料筆數為 594 筆；2013 年資料筆

數為 427 筆；2014 年資料筆數為 686 筆；

2015 年資料筆數為 441 筆；2016 年資料筆

數為 487 筆；2017 年資料筆數為 479 筆，

並從中去除不屬於企業機構版、未通過評核及

勞保資料庫單位平均薪資欄位內容不完整者，

最 終 進 行 分 析 之 資 料 總 筆 數 共 968 筆。

　　另為掌握曾接受 TTQS 評核之產業分布

現況，本研究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

分類第 9 次修訂版」，對應至行業類別之大類

標 準 進 行 檢 視，統 計 結 果 可 知 主 要 參 與

TTQS 評核之單位以製造業（61.26%）為眾，

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14.26%）次之。

2. 決策樹分類結果

　　根據評鑑結果類別，獲得金牌、銀牌、銅

牌與通過企業單位的資料進行決策樹的資料探

勘，藉此從 TTQS 評核指標中，進一步找出

評鑑結果的關鍵評核指標項目。本研究決策樹

變項設定之目標變項，為目前 TTQS 企業評

核資料庫中所分類之評核等級，分別為「金

牌」、「銀 牌」、「銅 牌」、「通 過」四 個 評 核 等

級；預測變項為 2012-2017 年度之評核指

標， CHAID 演算法 [5] 依軟體預設值進行分

析，其餘參數設定皆為軟體之預設值。

　　「通過」企業實際觀察個數為 484 個，

模型預測的個數為 431 個，預測準確率為

89.05%；「銅 牌」企 業 的 實 際 觀 察 個 數 為

308 個，模型預測結果的個數為 254 個，預

測準確率為 82.47%；「銀牌」企業單位的實

際觀察個數為 136 個，模型預測結果的個數

為 109 個，預測準確率為 80.15%；「金牌」

企業單位的實際觀察個數為 40 個，模型預測

結果的個數為 29 個，預測準確率為 72.5%。

模型分類結果正確個數為 823 個，整體預測

準確率百分比為 85.02%，顯示此決策樹預測

模型具有良好之可信度。

3. 2012-2017 年各年度決策樹分析

　　本研究運用透過決策樹分析，人力發展品

質系統將得以發掘「評核指標」與「評核等級」

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探索出潛在的決策規則，

可供日後人力發展品質系統進行預測。將所有

「評核指標」對照「評核等級」進行卡方測試 

(χ2 test)[6]，獲得測試值越大的評核指標表示

該指標對於評核等級存在越高的資料相關性，

因此該指標擁有高度的評核結果決策能力，具

備最高決策能力 (decision power) 的指標，

本研究稱之為「首要關鍵決策因子」，其次稱

為「次要關鍵決策因子」。

　　2012 年有關於「學習成果的移轉與運

用」被視為是否獲得金牌的首要關鍵決策因

子。2013 年分析結果得知「首要關鍵決策因

子」為 -score06，「次要關鍵決策因子」為

-score03、score05、score13，而 scor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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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視為 2013 年評核的重要觀察因子，其

餘評核指標可以做部分參考用途。

　　2014 年分析結果得知「首要關鍵決策因

子」為 -score15 與「次要關鍵決策因子」

-score02、score05、score13、score19

以及 score08 可以被視為 2014 年評核的重

要觀察因子，其餘評核指標可做部分參考之用

途。另外，score05（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

成的連結性）與 score13（學習成果的移轉與

運用）均出現在 2013 與 2014 兩個年度，可

知在 2013 至 2014 評核年度中，「輔導顧問」

與「講師」於訓練規劃與定期性綜合分析扮演

吃重的角色。

　　關於 2015 年分析結果，「首要關鍵決策

因 子」-score11 與「次 要 關 鍵 決 策 因 子」

-score12、score13 以及 score15 可以被視

為 2015 年評核的重要觀察因子，其餘評核指

標可以可做部分參考之用途。不同於 2013 與

2014 兩年，score11（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與

score12（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首度

出現在本年度，可見 2015 評核年度「輔導顧

問」扮演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機構承辦

人」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性。

　　關於 2016 年分析結果，「首要關鍵決策

因子」-score02 與「次要關鍵決策因子」

-score09、score12 以及 score17c 可以被

視為 2016 年評核的重要觀察因子，其餘評核

指標可做為部分參考之用途；不同於 2013 到

2015 年的三年間，score09 （利益關係人的

參與過程）與 score17c（訓練成果評估的多

元性和完整性-行為評估）首度出現在本年度，

此現象亦說明「機構承辦人」與「講師」的影

響性。

　　關於 2017 年分析結果，「首要關鍵決策

因 子」-score14 與「次 要 關 鍵 決 策 因 子」

-score02、score06 以及 score04 可以被

視為 2017 年評核的重要觀察因子，其餘評核

指標可做為部分參考之用途。不同於 2013 到

2016 年的四年間，score04 與 score14 首度

出現在本年度，所以「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

文件資料」與「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

訊系統化」，在 2017 評核年度扮演吃重的地

位，這樣的結果呼應了科技時代重視資訊化的

現象，此現象亦反映「評核委員」與「輔導顧

問」在企業資訊化的努力成效。

4. 年度決策樹總結

　　同時，本研究彙整各年度顯示之關鍵成功

因素之指標次數，如第 65 頁表 ３所示，可以

發現在其 22 個變項當中有 7 項指標出現兩次

以上，而另外 8 項指標出現一次，故在基本

條件與分數達到一定的標準，針對這 7 項關

鍵 指 標 (score02、score05、score06、

socre12、socre13、socre14、socre15) 加

以 做 努 力，即 有 較 高 的 機 率 得 以 提 升 評 核

等第。

5. 產業類別決策樹分析

　　為了探討不同企業產業別的主要 TTQS

關鍵評核指標，因此以前述 2012-2017 年

TTQS 企業評核資料所歸納出的產業別當作分

析數據，其中總筆數大於 50 筆以上之「製造

業」及「批發及零售業」兩大類進行產業類別

決策樹分析，並探討其 TTQS 關鍵評核指標。

(1) 製造業決策樹分析

　　以 2012-2017 年 參 與 TTQS 評 核 的

593 家企業中，19 項評核指標進行決策樹分

析，有關於「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

選標準」可以視為是否獲得金牌的重要因子，

更準確地來說，如在每個構面的指標有一定水

準時，當socre10得分達4分以上(滿分5分)，

其 企 業 獲 得 金 牌 的 機 率 相 當 的 高，但 是 若

score17d「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成果評估」得分小於 2 分時，亦有可能從金

牌等級降為銀牌等級；第 66 頁表 4 列出所有

產生的決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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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符號★：首要關鍵決策因子；◎：次要關鍵決策因子；●：重要觀察因子。依據卡方測試結果排序。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組織願景 / 使命 / 策略的揭露及目
標與需求的訂定 

明確的訓練政策與目標以及高階主
管對訓練的承諾與參與

明確的 PDDRO 訓練體系與明確
的核心訓練類別

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文件資料

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成的連結性

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展能力
與責任部門主管包含事業部、利潤
中心及功能性

score01

score02

score03

score04

score05

score06

0

◎ ★ ◎ 3

◎ 1

● 1

◎ ◎ 2

★ ◎ 2

項目 評核指標說明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次數

         

         

         

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

訓練方針的系統設計

利益關係人的參與過程可能之
主要利益關係人

score07

score08

score09

0

● 1

◎ 1

         

         

         

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
選標準

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

score10

score11

score12

0

★ 1

◎ ◎ 2

 
 

       

        

        

        

        

        

        

         

         

         

score15

score16

score17a

score17b

score17c

score17d

score18

score19

score13

score14

學習成果的移轉與運用

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
系統化

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綜合分析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反應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學習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行為評估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成果評估 

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
感受 

訓練成果

監控與異常矯正處理

★ ● 2

● 1

0

0

● 1

0

0

◎ 1

★ ◎ ◎ ◎ 4

★ 2

表３　2012-2017 年度關件成功因素指標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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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製造業決策樹落點分析矩陣表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Score 
10 

>4.0 金牌
(63%) 

Score 
17d 

>2.0 金牌
(100%) 

      
<=2.0 銀牌 

(46%) 

3.5-4.0 銀牌
(63%) 

Score 
14 

>4.0 銀牌 
(50%) 

Score 
03 

>4.0 金牌 
(83%) 

   

<=4.0 銀牌 
(83%) 

3.5-4.0 銀牌 
(73%) 

Score 
19 

>2.0 銀牌 
(83%) 

<=2.0 銅牌 
(75%) 

<=3.5 銅牌 
(50%) 

Score 
18 

>3.5 銀牌
(83%) 

<=3.5 銅牌 
(80%) 

3.0-3.5 銅牌
(62%) 

Score 
08 

>3.5 銀牌 
(59%)    

   

3.0-3.5 銅牌 
(74%) 

Score 
18 

>3.5 銀牌 
(83%) 

3.0-35 銅牌 
(82%) 

<=3.0 銅牌 
(79%) 

Score 
17b 

>1.5 銅牌 
(64%) 

1.0-1.5 銅牌
(100%) 

<=1.0 通過 
(54%) 

<=3.5 銅牌 
(54%) 

Score 
03 

>3.0 銅牌 
(83%) 

Score 
04 

>3.0 銅牌
(100%) 

<=3.0 銅牌 
(64%) 

<=3.0 通過 
(71%) 

Score 
19 

>2.5 銅牌 
(71%) 

<=2.5 通過 
(83%) 

2.5-3.0 通過
(76%) 

Score 
03 

>3.0 銅牌 
(56%) 

Score 
13 

>3.0 銅牌 
(83%)  

<=3.0 通過 
(65%) 

Score 
04 

>3.0 銅牌 
(64%) 

<=3.0 通過 
(81%) 

<=3.0 通過 
(89%) 

Score 
15 

>3.0 銅牌 
(45%)    

<=3.0 通過 
(93%) 

Score 
05 

>2.5 通過 
(94%) 

<=2.5 通過 
(86%) 

<=2.5 通過
(83%) 

Score 
15 

>2.0 通過 
(90%) 

Score 
03 

>3.0 通過 
(57%)    

<=3.0 通過 
(93%) 

Score 
14 

>2.5 通過 
(76%) 

<=2.5 通過 
(98%) 

<=2.0 通過 
(42%)       

第二層節點 第三層節點 第四層節點第一層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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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發及零售業決策樹分析

　　以 2012-2017 年度全國參與評核企業為

批發及零售業 ( 共 138 家 ) 的 19 個評核指標

進行決策樹分析，足見 2012-2017 年參與評

核的 138 家企業中，有關於 score06「訓練

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展能力與責任」可以視

為 是 否 獲 得 金 牌 的 重 要 因 子，更 準 確 地 來

說，在 每 個 構 面 的 指 標 有 一 定 水 準 時，當

socre06 得分達 3.5 分以上 ( 滿分 5 分 )，

其 企 業 獲 得 銀 牌 的 機 率 相 當 的 高，但 是 若

score18「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

感受」得分小於 2 分時，亦有可能從銀牌等

級降為通過等級；第 6 頁表 5 列出所有產生

的決策規則。

(3) 精密機械產業決策樹分析

　　本研究精密機械產業之定義採用台灣機械

工業同業公會所提供的「2018-2019 台灣機

械製造廠商名錄」[7]，其中企業的產品若有

包含切削工具機、NC 工具機、特殊工作母機

、自動化設備、精密機器及檢測設備，予以納

入為精密機械的筆數，根據以上的限制尋找精

密機械產業結果有 808 家，其中在 2012 年

至 2017 年間參與評核的企業有 57 家精密機

械產業的企業。

　　以 2012-2017 年度全國參與評核企業為

精密機械產業 ( 共 57 家 ) 的 19 個評核指標進

行決策樹分析，由於 score03 是評核個別企

業有關於「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明確

的 核 心 訓 練 類 別」之 表 現 績 效，足 見

2012-2017 年參與評核的 57 家企業中，有

關於「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明確的核

心訓練類別」可以視為是否獲得金牌的重要因

子，更準確地來說，在每個構面的指標有一定

水準時，當 socre03 得分達 4 分以上 ( 滿分

5 分 )，其企業獲得金牌的機率相當的高，但

是若 score03「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

明確的核心訓練類別」得分於 3.5-4 分，同

時 score17a「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

性 - 反應評估」得分小於 1 分，亦有可能從

金牌等級降為銀牌與銅牌等級；第 69 頁表 6

列出所有產生的決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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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批發及零售業落點分析矩陣表

第一層節點 第二層節點 第三層節點 第四層節點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銀牌

銀牌

金牌

銀牌

銀牌

銅牌

通過

銅牌

銀牌

銅牌

銅牌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銅牌

通過

通過

通過

銀牌

score

18

score

18

score

19

score

13

score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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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在「2018 年度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實施計畫」 彙整控管作

業服務之 2012-2017 年度分析報告 ( 企業機

構版 ) 中提及，各年度獲得的個別評核分數與

總體平均值的差距皆不超過 0.5 分，顯見評核

的資訊具有一致性 [8]。以下就企業、製造

業、批發及零售業及精密機械產業分別論述本

研究所得結論與建議，以供企業辦訓單位參

酌： 

 1. 本文彙整各年度顯示之關鍵成功因素之

指標次數，研究結果顯示在 22 項指標當中

有 4 項指標出現兩次以上，企業針對這 4

項關鍵指標：score01「組織願景 / 使命 /

策 略 的 揭 露 及 目 標 與 需 求 的 訂 定」、

score02「明確的訓練政策與目標以及高

階主管對訓練的承諾與參與」、score05

「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成的連結性」、

score14「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

系統化」加以做努力，即能有較高的機率

提升評核之等第。

2. 製造業在每個構面的指標有一定水準時，

當「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選標

準」得分達 4 分以上 ( 滿分 5 分 )，其企業

獲得金牌的機率相當的高，但是若「訓練

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 成果評估」

得分小於 2 分時，亦有可能從金牌等級降

為銀牌等級。

3. 批發及零售業在每個構面的指標有一定

水準時，當「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

展能力與責任」得分達 3.5 分以上 ( 滿分 5

分 )，其企業獲得銀牌的機率相當的高，但

是若「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感

受」得分小於 2 分時，亦有可能從金牌等

級降為通過等級。

表 6　精密機械落點分析矩陣表

第一層節點 第二層節點 第三層節點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關鍵

指標

評核

得分

評核

等級

金牌

銀牌

銀牌

銅牌

銅牌

銅牌

通過

通過

銅牌

通過

通過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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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密機械產業在每個構面的指標有一定

水準時，當「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

明確的核心訓練類別」得分達 4 分以上

( 滿分 5 分 )，其企業獲得金牌的機率相當

的高，但是若「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

系與明確的核心訓練類別」得分於 3.5-4

分，同時「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

性 - 反應評估」得分小於 1 分，亦有可能

從金牌等級降為銀牌與銅牌等級。

　　由於本文以 2012 至 2017 年已參與評核

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對同一期間退出評核以及

自 TTQS 推行以來，一直未參與評核的同行

業同類型企業廠商，對於指標系統的信度及效

度「可適狀況」如何，以及對於不同年度之比

較及異同之可能原因，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持

續蒐集相關資料進行探討。此外，建議可透過

評核委員於各指標的委員意見進行質性資料蒐

集，或嘗試使用文字探勘 (Text Mining)，從

中獲得另一個面向的資訊內容，同時也得以在

本研究的基礎下有更多元的解釋結果，亦可從

評 核 委 員、輔 導 顧 問、講 師 及 抽 樣 企 業 機

構，以各企業單位、地區作為區隔，進行質性

訪談，瞭解關鍵評核指標的實務可行性，同時

可針對不同產業從通過到銅牌、銅牌到銀牌及

 

銀牌到金牌，以不同地區找尋代表性中小企業

或大型企業進行訪談，瞭解辦訓單位在牌等進

步歷程或路徑中所著眼的關鍵指標內容。

　　再者，因本文採用勞動部勞保資料庫、

TTQS 評核資料庫、中華徵信所企業資料庫

等三大資料庫進行資料庫整併，惟受限於資料

庫比對之研究限制，且需進行資料清洗和預處

理工作以確保可靠資料，故將評核重新分類、

整理並與企業營收資料比對其正確性後，從中

去除不屬於企業機構版、未通過評核及勞保資

料庫單位平均薪資位欄內容不完整者，資料刪

除筆數較多，實屬可惜，建議未來研究學者亦

可另針對完整資料筆數或不同資料庫進行分析

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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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社會經濟發展中心

　　面對勞動市場重新配置的嚴峻挑戰和機遇，勞動及人力資源發展專業人員需要知道

如何重新開發及促進勞動力，特別是高技能勞動者的創造新價值。設計思考的目標是使

勞工管理部門具備創新的方式方法，以應對當前的挑戰，如全球化競爭、數位破壞、工

資增長停滯、青年失業和人才流失等議題。 

　　設計思考的關鍵是採用發散和收斂思維，以產生許多新的洞察，然後將其統合到潛

在的創新視野中。如果勞動管理部門要重申和促成臺灣人才的價值創造，就應該運用設

計思考方法來描繪當前勞動市場的格局，從而支援這一舉措。本文重點討論三個主題 : 

1. 勞動行政部門為什麼要注重設計思考？ 2. 在提供公共服務時，設計思考的新價值是

什麼？ 3. 管理勞動市場部門如何有效運用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應該採用於勞動市場管理領域以發揮槓桿作用，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提升

政策計畫研究成果的接受率與影響力。建議採取創新策略，例如 (1) 設計驅動的創新

(Design-driven innovation)、(2) 資料驅動的創新 (Data-driven innovation) 和 (3)

注重人才多樣性 (Talent diversity)，以提高競爭力，從而加快增強對人的賦能，以及

在經濟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增長。

關鍵字 : 勞動市場、公共服務創新、設計思考、數據驅動創新、人才多樣化

作者特別感謝游麗嘉教授 (Dr. Lichia-Saner Yiu) 對本文初稿提供寶貴的建議與詳細審閱，使本文提升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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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背景與目的
勞動市場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全球化價值鏈與貿易正處於轉型中，貿易

商品已由貨物為大宗轉移為以服務為主流，全

球價值鏈愈來愈趨向以知識密集的服務為主，

突顯數位科技及數據流 (Data flow) 正成為全球

經濟增長的連結力 [1]。同時，2018 年全球人

才競爭力指數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 報告指出，就創新而言，人才多

樣性 (Diversity) 仍是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

充分開發的人力資源構面，且國家、城市及機

構在學習如何培育人才多元化潛力方面卻進展

緩 慢 [2]。顯 示 勞 動 市 場 面 臨 價 值 與 機 會 的

移轉。

　　而國內勞動市場也面臨諸多因素的挑戰。

根據彭素玲等研究 [3] 指出，由於全球生產分工

與網路科技發展衝擊，勞動市場面臨 : 中低收

入勞工面臨薪資成長停滯，就業出現兩極化現

象、網路科技的發展與平台經濟的盛行，非典

型就業增加。此外，國內 15~24 歲青年失業率

近十年來仍居高不下，且浮現人才外流的隱憂

[4]。顯示相關勞動市場議題，仍待持續提出有

效對策。

　　面臨全球化、數位科技變革、勞工薪資成

長停滯、人才外流等議題，２游麗嘉教授 認為

涉及勞動市場層面，可從以下三個路徑探討 :

( 一 )、勞動政策和監管層面：處理勞動市場

的包容性與績效問題。因此，治理是

一個重要問題。宏觀層面的人才發展管

理系統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TTQS) 就是促進勞動政策與

監管的重要工具。

( 二 )、體制層面 : 勞動市場在人力供給面與需

求面的結構。例如，布魯金森研究機構

指出美國勞動市場在轉型為乾淨能源經

濟會涉及三個主要產業，包括 320 個特

別的職業；與全國勞工平均薪資收入相

比，從事清潔能源的勞工可賺得更多的

薪資且更平等的機會。

( 三 )、當事行動者 ( 包括企業雇主和職業教育

訓練機構 )： 在處理組織、參與、及學

習的品質與學習成果的評量等方面機構

能力短缺的現象。

　　另外，國際組織也大力呼籲政府須考量

靈活治理 (Agile governance) 與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提升政府效能與價值，

值得借鏡。所謂”靈活治理 (Agile governance)”

係指聚焦政策的適應性、以人為本、包容性及

可持續性。並舉丹麥政府為例，自 2002 年開

始設立跨部門的公共服務創新 --Mindlab，

應用設計思考、新科技及新方法，以公民為中

心，並推動試行的新服務方案 [5]。

　　鑒於，社會規範、價值及心智思維模式影

響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３。據此，若要勞動市場

能重新發現及實現勞動價值，須引領倡議在勞

動市場領域應用設計思考方法的必要性。本文

為此主要聚焦三項議題 : 1. 勞動市場為什麼須

重視設計思考？ 2. 公共服務設計思考有哪些新

價值？ 3. 設計思考在勞動市場領域的如何應

用？

文獻探討
一、勞動市場為什麼須重視設計思考 ?

　　青年失業情勢仍嚴峻，相關青年就業、創

業 施 政 方 針 之 成 效，值 得 關 注。台 灣 在

15-24 歲青年失業率從 2013 年的 13.17% 高

峰降至 2017 年的 11.92%，似乎有緩解的現

象。李健鴻 (2013) [6] 建議提供 : 青年個人化

加強協助諮詢方案、初次尋職青年之長期失業

2 游麗嘉教授現任職瑞士社會經濟發展中心 總裁 (Lichia Saner-Yiu，Professor and President of CSEND
  http://www.csend.org/home)。為聯合國認可的國際智庫，致力於提升公共政策品質確保與效能。

3 瑞典國際發展機構 (Sida)，2016 年邀集 13 位國際經濟學家，發表斯德哥爾摩聲明 - 就當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則達成新共識。
Stockholm Statement: Towards a Consensu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cymaking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ee 
https://www.sida.se/globalassets/sida/eng/press/stockholm-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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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以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此外，吳惠林及

杜英儀 (2013) [7] 認為解決臺灣的青年失業問

題，可從強化青年就業力著手，改善青年學用

落差及技能不相稱的問題，加強技職教育的實

習制度，實施青年保證就業計畫等措施。惟實

施計畫成效尚待提升。

　　對勞工低薪及薪資成長停滯的問題，賴偉

文 (2015) 等人 [8] 研究指出，勞工長期低薪

現象衝擊勞動市場，導致人才外流、勞動參與

意願低落、勞工工時長等負面因素，尤其對產

業競爭力的下滑有顯著的影響。青年（15~24 

歲）勞 工 之 低 薪 狀 況 相 對 嚴 重，在

2004~2014 年間，實質薪資不足 30,000 元

的青年占比約在 77%~87% 之間，更有超過

5 成的青年，實質薪資不足 25,000 元。( 基

本工資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從 19,047 元調整

至 19,273 元 )。

　　另外，自 2018 年開始國內邁入高齡社

會，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勞動人口不斷銳減。

雖然勞動部已提出「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

草案 [9]，因應人口逐漸老化的趨勢。然而從

制定專法的本意，仍從立法的角度，透過文獻

與數據資料分析、邀集學者專家舉行座談，以

保障勞動權益；甚少從”使用者為中心”思

維，運用共創價值 ( co-creation value) 制定

服務方案。

　　誠如，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提醒人們 : 在

極端動盪的時代，最危險的是 - 用昨日的邏

輯採取行動 [10]。無論是全球化、數位科技變

革、勞工薪資成長停滯、人才外流或是中高齡

及高齡者就業促進等議題，都必須思考運用創

新的思維與做法來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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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重視設計思考為企業提升獲利能力。

據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好的設計能為企業贏

得更多的商業價值，創新設計績效最佳的企業

比同儕產業多增加近兩倍的營收及股東權益報

酬 [11]。這應是創新領先企業特別重視設計的

關鍵驅動力，在 2018 年台灣 20 大國際品牌

評比，華碩電腦排名第一，即是重視設計與創

新的努力成果 [12]。不可否認的，華碩在融入

全球性價值鏈的競爭力是其在市場拓展上創新

的本錢。

　　設計思考與技能已成為組織未來成長與創

新的必要條件之一。英國設計委員會研究報告

指出，呼籲設計與創新必須是產業、技能與經

濟 策 略 發 展 的 關 鍵 力 量。如 果 說 創 造 力

(Creativity) 是創新的靈魂和心臟，而設計思

考 (Design thinking) 就是驅動創新流程的引

擎。具有設計力的英國員工相較於平均勞工可

創造組織多 47% 的生產力，且每小時多 10

英鎊的附加價值毛額 [13]。
二、公共服務設計思考有哪些新價值 ?

　　設計思考已被普遍認為是縮短政府施政與

人民服務需求之間差距的有效方法 [14]。設計

驅動創新有哪些核心價值，可資借鏡提升公共

服務創新 ? 全球知名設計企業 IDEO 執行長

提 姆‧布 朗（Tim Brown）認 為，設 計 是 使

用者體驗有品質服務的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之

一。政府若想要對公民保持公信力，就必須像

最佳的企業一樣認真對待服務的創新設計品質

[15]。 

　　正是在這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背景下，

十幾年來設計思考應用於公共服務創新已在國

際上引起推動風潮。例如丹麥、瑞典、英國、

新加坡及南韓等皆是重視設計思考導入公共服

務創新的領先國家群。

　　設計思考的目標是促使公共服務具備創新

的方法及手段以應對當前的挑戰。設計思考方

法可促進相關利益人能更好的釐清問題並產生

可行的創造性解決方案。這類型參與有助於改

進公共決策流程和決策品質，包括：1. 有助於

更全面的定義問題；2. 減少重複、不一致或

資源重疊配置的風險；3. 降低非預期的行政

負面效果，並作出更符合適法性及做出更有效

的決策 [16]。
公共服務創新的價值

　　因為政府的關鍵作用不在創造利潤，雖然

肩負著經濟成長的最終責任，而更緊要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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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務，比方說公共安

全交通運輸、健康保險醫療及乾淨的新鮮空氣

等，使國民獲得經濟參與的公平機會 ( 機會包

容性 )，經濟增長的利益也能透過合理的稅收

得到公平分享。因此公共部門 ( 勞動市場 ) 創

新的價值至少有四個面向 [17]：

( 一 )、 有效益的成果 : 更好地實現個人和社會

成果 , 如增加健康、學習、創造就業、

安全、可持續環境等。

( 二 )、 有效的服務 : 生產最終使用者 ( 公民、

企業 ) 可以以最有效率和最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獲得所需的公共服務，同時

減少行政程序的分散和僵固，包括為

公民個人和企業提供個人化的量身定

制服務。

( 三 )、 提高生產力 : 提高公共部門組織管理方

式的內部效率及降低作業時間。

( 四 )、 強化民主參與 : 加強民主公民的參與；

確保社會的問責制、透明度與平等。

　　此外，若加入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 圖１) 的觀點，則須提供第五項價值 : 保障公

民的包容性與平等機會。

　　以英國教育部的創新變革為例 [18]，為激

勵教育部門從業人員思考便改用”以使用者為

中心 (User- Centred)”的設計思考來進行的

政策規畫以避免錯誤決策的風險，而非過往般

依賴未經檢驗的政策假設，做出一些不切實際

的政策設計。例如，2000 年英國實施個人學習

帳戶計畫，結果是已具資格就業能力者獲得津

貼挹注，而不是計劃預期的受益對象。因此，

目前英國教育部引入服務設計思維，以一種截

然不同的方式設計國家人力培訓計畫，以符合

參訓者的真實需求，確保訓練資源的有效性。

圖１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111智慧
城市工作
生活空間

場域

5性別
平等

8尊嚴
勞動與永續
包容經濟

9 基礎
設施與

產業創新

※此表由CSRone永續報告平台翻譯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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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思考在勞動市場領域如何應用 ?

　　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 [19]，提升公共部門

的設計包括 4 項原則的核心包括：1. 如何

利用更好的證據進行決策 (Better evidence 

for decision making)、2. 加 強 公 民 的 參

與 和 賦 權 (Greater engag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citizens)、3. 投資專業與

技能 (Investments in expertise and skill 

building)、4. 與私營部門和社會部門進行更

密 切 的 合 作 (Close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and social sectors)。

　　據此，游麗嘉教授認為設計思考在勞動市

場的可應用在 4 個主要領域 :

( 一 )、從治理層面 (Governance side)：勞

動市場治理涉及經濟、教育、科技、

衛生等跨部門協同治理及跨專業領域，

必須具備開放的態度，開放數據，結

合相關利益人，從系統整合的大視野

下，來釐清問題的脈絡，提出新價值

的解決方案，而非各部門或中央與地

方繼續抱持本位專業主義。如此做政

策執行會更有效率，同時減少阻礙，

對相關利益人也更有承諾與主導感。

( 二 )、 從法制與公共服務面 ( Regulatory &

 Public services side)：以解決青年低

薪問題為例，已不是任何單一經濟、科

技、勞工或教育部門可以徹底解決的挑

戰議題，必須應用設計思考，從目前及

未來青年面對的宏觀情境 ( 政策、社

會、經濟、及科技面 )，洞察出服務需

求落差，再統合篩選出價值主張，針

對特定服務族群行為特性，預演具體

可行的服務模式，再不斷的重複測試，

據以提出最佳方案。通過參與和協商

民主，可以實現更好的政策一致性，

從而減少多餘、重複、" 不在這裡做

的 "、" 重塑車輪 " 和其他眾所周知的

官僚體系 " 病症 "。

( 三 )、 勞動力供給面與需求面 (Supply &

Demand side) ：以 勞 動 市 場 研 究 為

例，現行勞動市場研究方法以採用文

獻分析法、運用統計及人工智慧分析

技術，進行勞保行政資料的量化分析、

深度訪談及專家座談會等方法為主，

可考量運用設計思考加值研究結論及

建議所發現的洞察，再據以建構可行

的行動方案，或預演未來服務設計的

情境規劃。例如，對比主要國家勞動

力參與率，臺灣在年齡層 55-59 歲、

60-64 歲 失 業 者 之 參 與 率 為 55.7

及 36.7 明顯低於南韓、新加坡及香港

等 4。即可針對該年齡層運用設計思考

的行為觀察研究，分析出影響該族群

退出職場的關鍵因素，進而提出以需

求 者 為 導 向 的 就 業 促 進 服 務 方 案。

( 四 )、 從 機 構 能 力 方 面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的三方協商安排可以成為一個很

好的效仿模式。工會和行業協會的作

用可以在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和夥伴關

係作用方面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前提是工會和行業協會的體制 / 技術能

力足以參與可持續的實質性辯論與發

展有關的問題 ( 即經濟增長、社會公

平和環境可持續性 )。工會和行業協會

在工會中的作用和合法性不應僅限於

宣導權益；相反的他們可以通過促進

政府與非政府團體之間更有效的溝通，

在政策創新與勞動市場的改革中起到

引領的作用。

４參考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勞工再就業的影響因素分析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 內部研討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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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討論
以設計思考重新定義勞動新價值

　　當創造力取代資本成為未來價值創造的驅

動力時，工業時代建立起來的資本市場、勞動

力市場等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教育體

系、社會保障體系等也將發生根本變化 [20]。 

　　因此，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等相關利

益人必須重新定義價值主張，並發展新的策略。

其理由略如下 :

( 一 )、 經濟增長是手段，人民福祉才是目

的   。GDP 增長固然重要，人民安和

樂利５、幸福感也需要平衡；經濟產

業產值固然重要，而回歸人的天賦的

價值和意義更有生命力；也就是說，

生產力固然重要，人的創造力更重要；

產業競爭固然不可迴避，而相關利益

人協力共創共享，則能創造更廣闊的

市場。

(二)、 傳統注重工業時代的勞動(市場)安全、

勞資協商、勞動條件及相關法制等固

然具有對勞動市場穩健的力量；而為

適應互聯數位時代，提升勞動策略的

創新、適應、轉型、賦予價值及意義

更是關鍵。

( 三 )、 以勞動及人力資源發展而言，技能訓

練 及 就 業 媒 合 固 然 重 要，促 進 創 新

力、思考力、創業家精神及恆毅力更

重要；以勞工的技術而言，技術能力

固 然 重 要，心 智 思 維 模 式 ( 設 計 思

考 )、好奇心、終身學習更重要。因此

使創業和自營工作者成為可能的實際

措施，改善創業生態系統，將是可採

取的行動。
數據驅動新商業模式必須有設計思考

　　勞動市場即將發生的變化，其核心就是數

據。當數據愈來愈龐大時，想要更精準掌握市

5 同附註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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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變化，就需要對原有的假設進行重新檢

視，以數據分析呈現事實，並提供事實的新觀

點與應用。大數據市場和數據驅動的機器學習

系統深刻影響人力資源的變革，並已經開始加

速勞動力市場的重新配置。[21]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自 104 年起

即聚焦以大數據研究任務做為中長程科技發展

目標，建構勞動市場監測架構，運用勞動資料

開創新價值。先期以勞工保險等數據庫，連結

產業、教育、衛生數據，掌握勞動市場需求與

脈動。然而數據專家也提醒我們 : 讓我們變得

更好的不是數據資料，而是我們從這些資料中

獲得的洞察 (Insights) 和分析說明，以利做出

更佳的決策 [22]。

　　眾所周知，數據資料開發對創新和經濟增

長至關重要，同時也面臨不少的挑戰。研究顯

示，大多數組織仍缺乏關於對管理數據資料驅

動創新流程所面臨挑戰的有效完整知識，包

括 : 缺乏系統的進程、數據資料訪談效度的問

題、對數據資料的信度、缺乏適當的數位工具

和人員技術能力不足等。且在數據資料驅動的

創新中，數據資料很少被視為策略資源，缺乏

系統性的數據資料管理 [23]。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近年來

從大數據中重新檢視多元包容性勞動族群的職

涯發展，106-107 年研究包括 : 大學畢業生、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育兒婦女、受暴婦女、請

領育嬰津貼婦女、中高齡失業者、新住民、高

風險勞工等勞動力現況有具體掌握與深入分

析，有助於提升多元勞動力的包容性與創新。
分析建議

　　以 設 計 思 考 型 塑 智 慧 勞 動 市 場 政 策 如

( 圖２)。

　　智慧勞動政策乃是協力共創社會經濟發展

所需的關鍵支柱，強調以人為本，運用人力資

本的創造力，開創新機會、新活力。從政策規

劃思路而言，對價值邏輯、設計原則及流程須

考量循序漸進採設計流程 6 階段：1. 對話需

求、2. 發現洞察、3. 釐清機會、4. 發展模

式、5. 行銷價值、及 6. 布局整合。可提出具

體可行的創造性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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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思考簡單講就是以人為本的系統創造

性思考方法。對相關利益人有同理心，以人們

的需求為政策設計的起點，並具有整體系統的

視野，從政策制定到服務流程的執行遞送，都

是在設計思考的流程範圍內。

　　所謂”以人為本的創新”係指從洞察人們

的生活方式、社會狀況，以及文化背景為起

點，進而創造出革命的新產品、新服務、新商

業模式，或新的社會體系，並對人們的生活形

態與價值觀形成變化，特別重視田野調查，實

際觀察人們的作業方式。[24]

結論與建議
　　面對全球化貿易模式改變、科技數位競

爭、經濟增長停滯、社會不平等加劇，且公民

對政府期望高漲等不確定及複雜的因素彼此糾

葛，促使政府公共部門 ( 勞動市場 ) 必須以價

值創新回應施政效能的挑戰。

　　設計思考應用於勞動市場領域可以發揮槓

桿的作用，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擴大政策計畫

研究成果。國內率先推行設計思考應用於公部

門計畫之漢寶德教授認為 [25]：創造性思考需

要一個理性的組織架構支撐，才能完成設計思

考的任務，包括：1. 需要授權部門主管運作的

自由、2. 需要充足的經費支持、及 3. 需要領

導者有前瞻的眼光。

圖２　智慧勞動之邏輯、設計原則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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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configuring of the labor market, labour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need to know how to re-develop and facilitate the new 

value creation by the workforce, especially highly skilled labour. The goal of design thinking is to 

equip the labour administration with an innovative ways and means to meet current challenges, such 

as globalized competition, digital disruption, stagnant wages growth, youth unemployment and brain 

drain.

　　The key to design thinking is adopting a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t thinking to generate 

multiple new insights and then synthesize them into potential new horizons for innovation. If the 

labour administration is to reaffirm and enable the value creation of the Taiwanese talents,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support the initiative by applying design thinking methods to map the landscape of the 

current labour marke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topics:1. why should the labor administration pay 

attention to design thinking? 2. What are the new values of design thinking in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 3.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design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labor market administration?

　　Design thinking should be used in the field of labor market management by leveraging, 

proposing new solutions, increasing the take up rate and impact of policy research, and that of policy 

plans.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innov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1.Design-driven innovation, 2. 

Data-driven innovation and 3. focusing on Talent diversit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empowering of people and inclusiveness and equ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Labour market,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Design thinking, Data-driven-innovation,

　　　　　   Talent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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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追蹤 2004 年至 2007 年 15 至 44 歲婦女 10（12）年的勞保資料，探討育兒

婦女在孩童出生後的勞動樣態，同時觀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婦女的就業歷程，發現育

兒婦女由於有生育年齡限制，人數以 25 至 34 歲為主，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於北部地

區，多數從事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6 成以上在大企業投保，投保薪資有兩極化現象。

育兒婦女在小孩 6 歲前就業狀況變動較大，之後趨於穩定，與過去的研究認為子女 12

歲以前對育兒婦女就業的影響較大明顯不同，可能與現行的勞保制度的設計有關。不

過，不在勞動市場的女性比重持續增加，顯現有部分女性退出後便未回到勞動市場。

相對於中低所得者，高所得者持續就業的比重較高。隨著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適用，

2006 年及 2007 年生育者申請人數大幅增加，申請者相關屬性與整體育兒婦女相近，在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適用後，申請期間一年以內的比重大幅提高，高所得者申請比重相

對較高，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持續就業的比重比整體育兒婦女來得低，不在勞動市

場的比重也比整體育兒婦女略高 1 個百分點。由於小孩 6 歲以前，育兒婦女就業歷程

變動較大，建議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資格由現行的小孩 3 歲前放寬至 6 歲，同時評

估女性未考慮重回職場的影響因素，以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對兩性的影響。

關鍵字：關鍵字：育兒婦女、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就業歷程

民國107年12月25日投稿，民國108年5月15日修改，民國108年5月22日接受。

通訊作者：王素彎，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10672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75號，電子郵件

信箱：wsw@ci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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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2012 年即已

突破 50%，惟 2017 年 50.9% 僅比 2016
年提高 0.1 個百分點，呈現近年來女性勞

動參與率處於停滯的困境。另一方面，兩

性在不同年齡層的勞動參與率顯示，女性

在 29 歲以前勞動參與率隨年齡增加而上

升，與男性差距不大，並且以 25-29 歲組

為最高，之後隨著部分女性因婚育而離開

職場，勞動參與率也逐漸下滑，35-39 歲

組已降至 76.9%，而男性勞動參與率則在

30-34 歲達到最高，此一年齡組兩性勞動

參與率差距高達 18 個百分點以上。

　　與其他國家相比，2016 年我國女性

25 歲至 45 歲前的勞動參與率均較美國、

日本、南韓為高，雖然美國、日本、南韓

及我國女性在 30 至 34 歲組勞動參與率均

有所下降，不過，35 至 39 歲組美國女性

勞動參與率已有所增加，日本、南韓則是

降幅縮減，而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降幅

仍然維持，且在 40 歲後未顯著恢復（王

素彎等，2018）[1]。
　　再根據主計總處《105 年婦女婚育與

就業調查》[2]，在 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

婚前曾經工作者，迄今離職是因為生育

（懷孕）者約有 90.9 萬人，占 15 至 64 歲

已婚女性的 17.6%，約占 15 歲以上女性

民間人口的 8.9%，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4.5%，可見育兒因素深刻影響台灣女性的

就業型態及整體勞動市場的樣態，致 45
歲以後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反而顯著低於

美國、日本及南韓。

　　由於女性勞動參與率由 25 至 29 歲組

的高點（90.4%）逐漸下滑，正是女性最

受婚姻、家庭、生育等因素影響而退出勞

動市場的階段，相關的文獻早已發現由於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持續

影響兩性的角色分工，也因此即便在女性

外出就業愈來愈普遍的現代社會裡，家

務處理與子女照顧仍多是女性的職責（周

玟琪，1994[3]；簡文吟、薛承泰，1996
[4]；呂玉瑕，2011[5]）。這樣的情況也

讓已婚婦女在工作與家庭這兩個需要高

度時間與精力的角色上出現無法相容的

困境，而使得許多已婚婦女的職業生涯

明顯受到家庭生活週期的牽制。與性別

角色有關的研究顯示，在這樣的矛盾

下，雖然女性多半希望能在婚後同時兼

顧職業、婚姻及（或）母親的角色，然

而一旦衝突發生時，若無其他外來支

援，女性往往會優先以家庭為重，永久

或暫時性地放棄個人工作生涯的追求，

來換取家庭美滿的保證（呂玉瑕，1981
[6]；伊慶春、高淑貴，1986[7]；廖榮利、

鄭為元，1985[8]；戴瑞婷，1978[9]；簡

文吟、薛承泰，1996[4]）。

　　李大正與楊靜利（2004）[10] 研究

3 個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就業歷程，發

現婦女勞動參與類型並沒有太大變化，

惟「中斷型」就業者離開勞動市場的年

齡延後，重返勞動市場的時間則提前，

顯示婦女中斷就業的期間逐漸縮短。不

過，林佩芸（2015）[11] 從追蹤婚育離

職的非勞動力婦女資料中發現，婚育離

職婦女選擇再就業的樣態，並不是一個

可以完全二分的靜止狀態，其中以斷斷

續續進出勞動市場的樣態最多，尤其不

同世代間有顯著的差異，因此觀察期間

長短，也會影響對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

判別。

　　至於婦女就業中斷可能與婦女個人

屬性及就業屬性有關，李筱琪（2012）

[12] 發現一般以初婚年齡越早、教育程

度較低、公司規模較小、擔任非專業人

員、工作年資較短與非北區工作者傾向

就業間斷的可能性較大，間斷期間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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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相對地工資也較持續就業者少，其

中曾因婚育就業間斷者的工資會比持續

就業者下降 10%，每間斷一年，工資可

能會短少 5.52%。而且因婚育離職的婦

女即使再就業，也會有職能向下流動的

現象，尤以專業人員向下流動最為嚴重

（林佩芸，2015）[11]。
　　前述文獻多使用抽樣調查資料為之，

迄無大規模的統計國內育兒婦女在孩童

出生後的就業型態、就業歷程、勞動條

件的變化，因此無法得知生育對育兒婦

女就業的整體影響為何？而就業的育兒

婦女的勞動處境、勞動條件在不同的就

業 歷 程 有 何 不 同？基 此，本 研 究 運 用

2004 至 2017 年的勞保資料，觀察 2004
年至 2007 年 15 至 44 歲育兒婦女及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婦女的勞動參與樣態、歷

程，以整體性分析生育對我國育兒婦女

就業的影響，並提出相關建議，供決策

者參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公部門的「勞保資料」

以及「生育給付」資料，勾稽出在 2004

至 2007 年的育兒婦女（以下簡稱標準

組），並追蹤育兒婦女在孩童出生後第一

年、第三年、第六年及第十二年的就業

型態、職涯、薪資變化等，以分析其勞

動參與歷程及勞動樣態，以瞭解育兒婦

女的就業在孩童不同階段所受的影響。

　　對於非育兒婦女（以下簡稱對照組）

資料的取得，除了與 2004 至 2017 年的

生育給付勾稽為未生育婦女之外，並再

與 1994 至 2017 年的生育給付勾稽，以

儘量排除對照組婦女可能在 2004 年之前

或 2008 年後生育的可能性，避免影響分

析的正確性。

研究結果分析

　　2004 至 2007 年 15 至 44 歲投保勞

保的女性每年約有 200 萬人左右，其中

以 2007 年的人數最少，僅 195 萬人，其

中標準組人數約 10 萬人左右，但占整體

人數的比重呈 V 型趨勢，在 2005 年達

到低點 4.8%，隨後又上升，至 2007 年

為 5.5%。（參見表 1）

　　以下分別說明育兒婦女以及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婦女的基本屬性與就業歷程。

組別  
2004 2005 2006 2007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標準組  99,799 4.9 98,401 4.8 101,846 5.1 107,517 5.5 

對照組  1,932,397 95.1 1,947,492 95.2 1,900,638 94.9 1,842,250 94.5 

總  計  2,032,196 100.0 2,045,893 100.0 2,002,484 100.0 1,949,767 100.0 

表 1　2004 年至 2007 年標準組與對照組人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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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育兒婦女育兒婦女

　　以下從育兒婦女的年齡結構、居住

地、投保身分、行業、企業規模、投保

薪資等加以說明。

(1) 育兒婦女屬性

　　從年齡來看，標準組 7 成以上集

中在 25 至 39 歲，且女性生育年齡逐

漸延後， 2004 年以 25 至 29 歲人數居

多數，至 2007 年已經轉變為 30 至 34
歲人數最多，顯示晚婚現象愈來愈普

遍，女性生育年齡也隨之往後。對照

組則以 35 至 44 歲為最多，其中尤以

40 至 44 歲居多數，2004 至 2007 年

間，年齡結構未有太大的變動。（參見

圖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圖 1　2004 至 2007 年標準組與對照組的

            年齡分布

　　從居住地來看，不論是標準組或

是對照組都以六都人數最多，比重占

7 成以上。在投保身分類別中，無論

是標準組或對照組均以公司、行號的

員工占多數，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

業員工居次，但標準組投保職業工會

的比重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反而是投

保公司、行號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對

照組投保職業工會的比重則逐年下

降，投保公司、行號以及其他投保身

分類別則有所提高。

　　標準組與對照組前兩大行業均集

中於製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兩者合

計比重達 5 成以上，惟標準組從事醫

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金融及保

險業的比重普遍比對照組高 2 個百分

點以上，而住宿及餐飲業則低於對照

組約 2 個百分點。無論標準組或對照

組的投保人數都以 300 人以上的大型

企業居多數，比重達 4 成以上，次多

的事業規模皆為 5 至 29 人的小型企

業，比重占 2 成以上。若以大企業

（100 人及以上）與中小企業（100 人

以下）來看，則標準組與對照組普遍

呈現大企業占 6 成，而中小企業占 4
成的結構。

　　由投保薪資來看，標準組投保薪

資在 2 萬元以下者比重約 3 至 4 成，

而對照組投保薪資在 2 萬元以下者則

近 5 成，至於投保薪資級距在 4 萬元

以上的人數占比，由 2004 年 13.3%
提升至 2007 年的 16.5%，而對照組則

普遍維持在 10% 上下，呈現投保薪資

兩極化的現象。（參見圖 2）

(2) 不同投保薪資下的育兒婦女屬性

　　由於育兒婦女的投保薪資呈現兩

極化的現象，因此再針對投保薪資高

低，分為三個所得階層加以觀察，依

序為低所得（投保薪資級距 2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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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 下）、中 所 得（20,100 元 至

40,100 元（含）以 下）以 及 高 所 得

（40,100 元以上）。 
　　以 2004 年至 2007 年育兒婦女的

投保薪資高低來看，低所得人數最

多，中所得人數次之，高所得人數最

少，2004 年低所得人數占比近 5 成，

但逐年降低，至 2007 年降至 44%，

而中所得、高所得人數占比則逐年提

高，2007 年分別占 42% 與 14%。

　　由年齡分布來看，高所得投保者

的育兒婦女年齡也相對較高，例如低

所得有較高比重在 20 至 24 歲；中所

得女性年齡集中在 25 至 34 歲；高所

得女性年齡則集中在 30 至 39 歲，可

見多數工作仍須累積相當年資才能獲

取一定報酬。隨著高所得者人數、占

比提高，也可看出在所得達一定水準

後再考慮生育的婦女增加。

　　從地域分布來看，低所得女性在

中、南 部 的 比 重 較 中、高 所 得 來 得

多，而高所得者在北部地區的比重達

到 8 成以上，顯見隨著所得的提高，

居住地區更往北部集中。從投保身分

類別也可看出，低所得女性以投保職

業工會的比重最多，達 3 成以上，

中、高所得女性則以公司、行號員工

最多，其次為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

業員工，投保職業工會的勞工比重相

當微小。中、低所得育兒婦女以製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圖 2　2004 至 2007 年標準組與對照組的投保薪資級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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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批發及零售業為前兩大行業，高

所得育兒婦女則以金融及保險業、製

造業為前兩大行業，行業結構明顯不

同。整體來看，低所得育兒婦女在 5
至 29 人以及 4 人以下企業的比重較

中、高所得的育兒婦女為高，而任職

大企業者投保薪資屬於高所得的比重

也愈高。

(3) 育兒婦女就業歷程

　　在勞動樣態中，本研究以觀察每

位投保人每月是否持續投保作為判定

持續就業、曾中斷再就業與不在勞動

市場的依據，例如追蹤第一年持續就

業則投保月份為 12 個月即為持續就

業，而投保月份少於 12 個月，則為

中斷再就業，並可進一步區分工作月

數，若每個月皆未投保或最後兩年每

個月均無投保，則為不在勞動市場，

追蹤第二年則以累積 24 個月統計，

依此類推追蹤 2004 年至 2007 年育兒

婦 女 的 勞 動 樣 態 12 年（但 2006、

2007 年因資料限制，僅分別追蹤 10
年），以了解其持續就業、中斷再就

業或不在勞動市場的變化。

A. 持續就業者 
　　各年育兒婦女追蹤第一年持續

就業者的比重約占 7 成以上，但持

續追蹤後，發現持續就業者人數逐

漸下降，以 2007 年為例，追蹤第

三、六及第十年的持續就業人數占

比，分 別 為 66.2%、54.0% 以 及

45.5%。進一步由變動值來看，以

追蹤第二年時波動最大，變動幅度

達 7 個百分點以上，隨著兒童年紀

漸長，變動幅度也漸趨緩和，整體

而言，在小孩 6 歲前波動較為劇

烈，顯現育兒婦女在子女 6 歲前可

能有較明顯的育兒需求而會暫時離

開職場。（參見圖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圖 3　2004 至 2007 年標準組持續就業者

　　　較上年變動情況

B. 不在勞動市場者

　　追蹤育兒婦女第一年不在勞動

市場的比重約占 5% 左右，除追蹤

第二年有部分育兒婦女重回職場外，

其餘追蹤年度（包括追蹤三、六、

十及十二年），不在勞動市場的人數

均持續增加，至追蹤最後一年，比

重約達 9% 以上，較第一年增加約

4 個百分點。由變動值來看，2004
年至 2007 年的資料均顯示追蹤第二

年時有部分育兒婦女會重回職場，

因此，呈現追蹤第二年人數比追蹤

第一年為少的情況，約減少 1 個百

分點，但追蹤第三年起，發現不在

勞動市場者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可

能是持續就業者或中斷就業者至追

蹤年及其前一年已連續兩年未工作，

被視為不在勞動市場者。惟整體而

言，不在勞動市場者亦以小孩 6 歲

前波動較大，隨後即漸漸趨緩。（參

見圖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圖 4　2004 至 2007 年標準組不在勞動市

　　　場者較上年變動情況

2. 申請育嬰假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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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曾中斷再就業者

　　追蹤第一年時育兒婦女曾中斷

再就業的比重約為 15% 左右，隨

著時間加長，各追蹤年度曾中斷再

就業的比重也愈來愈高，至追蹤最

後一年，該比率可能高達 46% 以

上，比追蹤第一年高約 30 個百分

點。但從追蹤十二年的工作月數來

看，多數育兒婦女工作月份達 125
個月，僅比持續就業者減少 19 個

月，即約僅中斷 1 年 7 個月 1。由

變動值來看，由於在追蹤第二年

時，原來不在勞動市場的比重較第

一年有所減少，顯見係部分女性重

回職場，而持續就業者也有可能因

轉職或休息的因素中斷就業，使得

中斷再就業的比重大幅增加。但整

體而言在小孩 6 歲前同樣有較明顯

的波動。（參見圖 5）

1 此數值為追蹤 12 年來，曾中斷就業之女性平均中斷期間，

與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中因結婚或生育離職

後的平均復職間隔的定義有所不同，故無法兩相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圖 5　2004 至 2007 年標準組曾中斷再就

業者較上年變動情況

(4) 不同投保薪資下育兒婦女的就業歷

　   程

A. 持續就業者 
　　以追蹤第一年資料來看，高所

得者持續就業的比重達 82% 左右，

明顯高於中、低所得者的 78% 至

79%，對照前述高所得者的年齡平

均高於中、低所得者，說明高所得

者可能因為人力資本累積較為豐富

或機會成本較高，因此在生育後持

續回到勞動市場工作的比率較高。

但 追 蹤 第 三、六、十 及 十 二 年 的

資料發現，持續就業的比重逐漸下

降，雖然高所得者仍然比重較高，

仍然維持 48% 左右，但低所得者持

續就業的穩定性相對高於中、高所

得者，反而中所得者的變動幅度比

較大。

B. 不在勞動市場者 
　　從追蹤育兒婦女第一年的資料，

發現高所得不在勞動市場的比重最

低，約 3% 左右，而低所得的比重

最為高，達 6% 左右。追蹤至第二

年時，三種所得族群都有育兒婦女

重回職場的跡象，惟此後隨著追蹤

年度延長，不在勞動市場的比重也

持續增加。至追蹤最後一年，高所

得不在勞動市場的比重較第一年增

加 6 個百分點，可能係由於高所得

者年紀相對偏高，致追蹤最後一年

相對有較多人退出市場，而中所得

者則下降幅度最少。

C. 曾中斷再就業者

　　追蹤第一年曾中斷再就業者的

比重以高所得者最低，約 14% 左

右，除 2004 年之外，中所得者的比

重最高。在追蹤各年度中，三種所

得族群曾中斷再就業的比重均持續

上升，至最後一年比重均分別達到

4 成以上，尤以中所得者比重增加

最多，低所得者變化相對較小。

2. 申請育嬰假婦女2. 申請育嬰假婦女

　　為協助甫為父母的受僱者得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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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育嬰假婦女

 

年齡別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人數  比重  

15至 19歲 - 0.0 - 0.0 5 0.2 9 0.1 

20至 24歲 6 11.5 19 7.1 251 8.1 581 6.5 

25至 29歲 27 51.9 123 46.2 1,325 42.8 3570 39.9 

30至 34歲 18 34.6 107 40.2 1,193 38.6 3656 40.9 

35至 39歲 1 1.9 17 6.4 294 9.5  1005 11.2 

40至 44歲 - 0.0 - 0.0 26 0.8 123 1.4 

總計  52 100.0 266 100.0 3,094 100.0 8,944 100.0 

表 2　2004 年至 2007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與比重－依年齡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單位：人；%

　　由於 2004 年申請者人數相對較

少，僅 52 人，申請者一半以上為 25
至 29 歲，其次為 30 至 34 歲。之後，

申請者年齡有漸長趨勢，或許與女性

生育年齡逐漸往後以及津貼的發放有

關。由居住地來看，2004 年及 2005
年的申請者主要集中在臺北市及桃園

市等北部城市，所占比重均達到 5 成

以上，隨著申請人數的增加，2006 年

及 2007 年居住於新北市、臺中市及高

雄市的人數逐漸增加，不過整體仍以

六都（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

中 市、臺 南 市 及 高 雄 市）人 數 為 最

多，2004 年至 2007 年六都合計比重

均在 8 成左右。

　　2004 年申請者的行業多半集中於
製造業（比重占 34.6%）、金融及保險業
（23.1%）、運輸及倉儲業（17.3%），合
計 比 重 達 75.0%。至 2007 年 申 請
育嬰留職停薪的人除了主要仍為製

造業（32.3%）以外，批發及零售業

與安頓嬰幼兒，我國於 2002 年根據「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第 4 項提供受僱

者在任職滿 6 個月後，子女滿三歲前，

可申請最長兩年的育嬰留職停薪假，並

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新增發放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提供每一子女最高 6 個月 6 成

薪的育嬰留職津貼，同年並修正 30 人以

下企業可適用育嬰留職停薪制度。

　　由於子女滿三歲前，可申請最長兩

年之育嬰留職停薪，因此本研究 2004 年

與 2005 年的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者係未適

用津貼補助者，而 2006 年與 2007 年的

申請者則可請領津貼補助，本研究分別

加以觀察。

(1) 申請育嬰假婦女屬性

　　由整體人數來看，2004 年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的女性人數僅 52 人，而

2005 年也僅 266 人，但隨著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的通過，2006 年的育兒婦女

有部分可申請，因而申請人數大幅提

高，至 2007 年申請者更達到近 9,000
人。（參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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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育嬰假婦女

（23.2%）、金融及保險業（8.4%），以
及 醫 療 保 健 及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業

（7.6%）也逐漸增加，4 業合計比重約
占71.5%。以申請者的公司規模來看，
2009 年育嬰津貼提供前，申請者多為
大企業員工，至 2009 年 30 人以下的
企業亦可適用育嬰留職停薪後，2006
年及 2007 年生育婦女申請育嬰假的比
重漸趨兩極化，即公司規模 300 人以
上與 5至 29人的比重分居 3成左右。
因此 2005 年以前以大企業（100 人以
上）為主，比重占 8 成以上，而 2006
年與 2007 年中小企業（100 人以下）
比重大幅增加，達 5成以上。
　　從薪資水準（投保級距）來看，

2004 年申請育嬰假者投保薪資在 4.2
萬元的人比重占 36.5%，而隨著申請

人數的增加，2006 年與 2007 年申請

育嬰假者的投保薪資呈現兩極化，分

別為 1.8 萬以下與 4.2 萬以上，顯示投

保薪資較低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可能

因薪水與聘請保母的價格相差不多，

因而選擇育嬰留職停薪；而投保薪資

較高者，則可能因家庭收入不乏，選

擇先利用育嬰假照顧小孩。

　　由 申 請 者 的 育 嬰 假 期 間 來 看，

2004 年及 2005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的期間多數在 1 年半以上至 2 年半，

比重達 7 成以上，而隨著開放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補助適用，2006 年及 2007
年育兒婦女申請期間縮短為 1 年內的

人數大幅增加，比重也提高到 7 成以

上，申請 2 年以上的人數則有減少趨

勢，比重僅占 9% 左右。

(2) 不同所得水準申請育嬰假婦女屬性

　　申請者的年齡有隨著投保薪資的

提高而增加，其中低所得女性相較於

中、高所得者，年齡較多為 20 至 24

歲；中所得女性年齡相對在 25 至 34
歲，而高所得女性年齡層相對較高，

年齡多在 30 至 39 歲。隨著所得水準

的提高，居住地愈趨向北部，尤其低

所得女性居住中、南部的比重較高，

而中所得女性居住在北部地區的比重

達 6 成以上，至高所得女性比重則達

8 成以上。

　　低所得育兒婦女有較高比重任職

於 30 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申請，比重高

達 7 成以上；中所得女性則有較高比

重在 100 人至 299 人的大企業中；而

高所得女性則更趨向於 300 人以上企

業，比重達 6 成以上。相較於中、高

所得者，低所得有較高比重在農林漁

牧業、營建工程業、住宿及餐飲業及

其他服務業；而中所得女性在製造業

及公共行政與強制性國防等行業的比

重相對較高；高所得女性在運輸及倉

儲業、金融及保險業、專業技術及科

學服務業以及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的比重相對較高。

　　在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適 用 後，

2006 年及 2007 年有較高比重的低所

得女性申請，期間以 6 個月以下為多

數，比重占 4 成以上；中所得女性申

請 1 年至 1 年半的比重有所提高；高

所得則以申請 13 個月至 30 個月的比

重相對較高，達 3 成以上，因此，所

得水準也是影響使用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長短的因素之一。

(3)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女性就業歷程追

　  蹤分析

　　追蹤分析 2004 年至 2007 年育兒

婦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的就業歷程，

發現在追蹤第一年時，持續就業比率

占 7 成以上，但該比率自第三年起便

開始大幅的下降，可能部分申請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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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4 年至 2007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動樣態－依追蹤年度分
單位：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勞動部勞保原始資料。

留職停薪婦女在假期結束後，並未馬

上回到職場，而是繼續照顧小孩，因

而導致勞保有所中斷。至追蹤到第五

年時，不在勞動市場的比率較前幾年大

幅提高，顯現由於育嬰留職停薪可持續

投保勞保，因此在育嬰留停結束後，一

開始可能顯現為短期有中斷就業跡象，

但長期則有部分女性就此退出勞動市

場，說明育嬰留職停薪可能讓原先已打

算不在勞動市場的人，推延至第五年才

出現一波較高不在勞動市場的比率。

　　追蹤至第十年發現，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者持續就業的比率僅2成左右，

遠低於整體育兒婦女的4成持續就業，

而不在勞動市場的比率則較整體育兒

婦女高約 1 個百分點，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者有較高比率曾中斷再就業，達

7 成以上，多數為工作 37 個月以上，

平均工作月數約在 80 至 98 個月，顯

現追蹤十年育嬰留職停薪婦女中斷期

間約 2 至 3 年。（參見表 3）

項目別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人數 比重 
平均
工作
月數 

人數 比重 
平均
工作
月數 

人數 比重 
平均
工作
月數 

人數 比重 
平均
工作
月數 

追

蹤

第

一

年 

 4 7.7 0.0 25 9.4 0.0 96 3.1 0.0 517 5.8 0.0 
曾中斷再就業 15 28.8 - 52 19.5 - 530 17.1 - 1,628 18.2 - 
  8 15.4 1.9 29 10.9 3.1 179 5.8 4.0 711 7.9 3.5 
  7 13.5 8.7 23 8.6 9.0 351 11.3 9.4 917 10.3 9.4 

 33 63.5 12.0 189 71.1 12.0 2,468 79.8 12.0 6,799 76.0 12.0 

追

蹤

第

三

年 

 4 7.7 1.8 16 6.0 3.1 156 5.0 4.9 304 3.4 2.9 
 44 84.6 - 244 91.7 - 1,584 51.2 - 6,672 74.6 - 

  1 1.9 5.0 12 4.5 4.1 16 0.5 4.9 123 1.4 3.9 
  2 3.8 8.0 16 6.0 9.3 61 2.0 10.1 485 5.4 10.5 
  11 21.2 18.3 82 30.8 18.8 417 13.5 18.8 1,438 16.1 19.9 
  30 57.7 31.4 134 50.4 29.4 1,090 35.2 30.4 4,626 51.7 30.1 

 4 7.7 36.0 6 2.3 36.0 1,354 43.8 36.0 1,968 22.0 36.0 

追

蹤

第

六

年 

 18 34.6 26.2 35 13.2 19.6 221 7.1 24.4 749 8.4 21.8 
 31 59.6 - 225 84.6 - 2133 68.9 - 6707 75.0 - 

  - 0.0 - - 0.0 - 2 0.1 5.5 14 0.2 3.7 
  2 3.8 10.5 2 0.8 11.0 7 0.2 9.4 21 0.2 9.9 
  2 3.8 18.5 16 6.0 21.8 43 1.4 20.2 103 1.2 20.1 
  10 19.2 30.2 47 17.7 29.9 125 4.0 31.5 400 4.5 31.0 
  17 32.7 44.5 160 60.2 47.9 1,956 63.2 57.7 6,169 69.0 58.2 

 3 5.8 72.0 6 2.3 72.0 740 23.9 72.0 1,488 16.6 72.0 

追

蹤

第

十

年 

 10 19.2 22.2 35 13.2 25.8 294 9.5 43.6 826 9.2 40.8 
 40 76.9 - 226 85.0 - 2,219 71.7 - 6,898 77.1 - 

  - 0.0 - - 0.0 - 2 0.1 2.0 3 0.0 2.3 
  - 0.0 - - 0.0 - 1 0.0 9.0 13 0.1 10.2 
  - 0.0 - 1 0.4 20.0 7 0.2 19.9 29 0.3 18.3 
  - 0.0 - 5 1.9 32.8 12 0.4 29.6 66 0.7 31.5 
  40 76.9 76.6 220 82.7 84.1 2,197 71.0 98.3 6,787 75.9 98.2 

 2 3.8 120.0 5 1.9 120.0 581 18.8 120.0 1,220 13.6 120.0 
  52 100.0 - 266 100.0 - 3,094 100.0 - 8,944 100.0 - 

 

不在勞動市場

工作 7至 11個月內
工作 1至 6個月內

持續就業

不在勞動市場
曾中斷再就業
工作 1至 6個月內
工作 7至 12個月內
工作 13至 24個月內
工作 25至 35個月內
持續就業
不在勞動市場
曾中斷再就業
工作 1至 6個月內
工作 7至 12個月內
工作 13至 24個月內
工作 25至 36個月內
工作 37個月以上
持續就業

總計

不在勞動市場
曾中斷再就業
工作 1至 6個月內
工作 7至 12個月內
工作 13至 24個月內
工作 25至 36個月內
工作 37個月以上
持續就業



育兒婦女就業歷程初探

93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 2004 年至 2007 年 15 至

44 歲婦女的勞保資料，探討育兒婦女在

孩童出生後 10 至 12 年的勞動樣態，同

時觀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婦女的就業歷

程，主要結論如下。

1.1. 育兒婦女人數以育兒婦女人數以 2525 至 3434 歲為主歲為主

　　育兒婦女由於有生育年齡限制，人

數以 25 至 34 歲為主，有一半以上的人

居住於北部地區，多數從事製造業及批

發零售業，6 成以上在大企業投保，投保

薪資有兩極化現象。

2.2. 育兒婦女在小孩育兒婦女在小孩 6 歲前就業狀況變歲前就業狀況變

　動較大　動較大

　　經追蹤 10（12）年育兒婦女的就業

歷程，發現無論育兒婦女持續就業、中

斷就業或不在勞動市場，在子女 6 歲前

均出現進出勞動市場的波動較大，之後

即漸漸趨緩，可能在子女 6 歲前有較明

顯的育兒需求而會暫時離開職場。

3.3.高所得投保者持續就業的比重較高高所得投保者持續就業的比重較高

　　無論持續就業、中斷就業或退出市

場的育兒婦女，高所得者持續就業的比

重明顯高於中、低所得者，但低所得者

持續就業的穩定性相對較中、高所得者，

可能因為高所得者人力資本累積較為豐

富或機會成本較高，因此在生育後持續

回到勞動市場工作，而低所得者則需要

持續就業以維持生活。

4.4.不在勞動市場的女性比重持續增加不在勞動市場的女性比重持續增加

　　由於本研究定義凡是連續 24 個月及

以上均無投保者，視為不在勞動市場，

發現部分女性退出後便未回到勞動市

場，尤其隨著追蹤年數增加，不在勞動

市場的女性比重持續增加。尤其高所得

者可能因為年齡相對較大，追蹤至最後

一年，退出市場的比重相對較高。

5.5.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適用後申請人數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適用後申請人數　 

　 大幅提高　 大幅提高

　隨 著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的 適 用，

2006、2007 年申請人數相對於 2004、

2005 年大幅增加，申請者相關屬性與整

體育兒婦女相近，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適用後，申請期間以一年以內的比重最

高，且高所得者申請比重相對較高。惟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持續就業的比重比

整體育兒婦女來得低，不在勞動市場的

比重也比整體育兒婦女略高1個百分點。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如

下：

1.1.小孩小孩 6歲前給予育兒婦女更多職場歲前給予育兒婦女更多職場彈

　性空間　性空間

　　由追蹤分析發現，不管是持續就業、

不在勞動市場以及中斷再就業者均在追

蹤第 6 年前有較劇烈的變動，顯現育兒

婦女在孩童上小學前，可能會有照顧需

求而暫離職場，因此建議若要提升育兒

婦女勞動力，可考慮放寬目前育嬰留職

停薪規定，由現行的「受雇者任職滿六

個月後，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

但不得逾兩年」放寬至「受雇者任職滿

六個月後，每一子女滿六歲前，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六歲止，

但不得逾兩年」。

2.2.研析不在勞動市場之女性未考慮重研析不在勞動市場之女性未考慮重回

　職場的影響因素職場的影響因素

　　由於追蹤後發現，不在勞動市場的

女性比重持續增加，顯現有部分女性退

出後便未回到勞動市場，建議未來可針

對不在勞動市場的育兒婦女進行分析，

或進一步與財政部的財稅資料或是內政

部的戶籍資料勾稽，以獲得該些女性未

考慮重回職場的因素，若能釐清離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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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並且協助排除困難，將有助於整體勞

參率的提升。

3.3.比較不同所得者與兩性申請育嬰留比較不同所得者與兩性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的勞動樣態停薪的勞動樣態

　　由不同投保薪資水準來看，高投保

薪資者年齡相對較高，居住地會愈集中

於北部，企業規模也相對較大，育嬰假

的申請期間亦與中低投保薪資者有所不

同。而育嬰留職停薪者持續就業的情況

也較整體育兒婦女來得差，建議未來可

針對不同投保薪資者以及男性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者進一步研析，以釐清育嬰留

職停薪對申請者勞動樣態的影響。

4.4.持續追蹤育兒婦女在子女持續追蹤育兒婦女在子女 6歲前的歲前的就

　業歷程業歷程

　　根據過去的研究，育兒婦女就業在

子女 12 歲以前所受影響較大，本研究為

掌握追蹤 12 年的資料，因此採用追蹤

2004 年至 2007 年育兒婦女的勞保資料，

以觀察 12 年的就業歷程，惟本研究發現

育兒婦女在子女 6 歲前就業情況變動較

大，與過去的研究認為育兒影響長達 12
年的結論不同，可見在目前的勞保及育

兒相關制度下，育兒婦女的就業決定已

經有所改變，尤其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開放申請之後。

　　本研究使用 2004 年至 2007 年的育

兒婦女資料進行研究，由於距今已 15
年，或許已無法完全掌握現行的育兒婦

女就業歷程。因此，未來可再針對育兒

婦女追蹤 6 年的就業歷程，並探討重回

職場者係回任原職還是另覓新職，以掌

握育兒婦女的需求，提高政策的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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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Childbearing in Taiwan

Su-Wan Wang1　Yi-Tian Tsai2　Wen-Jung Lien2

Wei-Wen Lai1　Chun-Chang Huang3　Li-Ping Chen3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labor insurance data of aged 15 to 44 from 2004 to 2007 to explore 
the employment patterns of childrearing women and those who applied maternity leave 
women.  The majority of childrearing women were at the age of 25 to 34 and lived in the 
northern area, and employed by large enterprises.  The proportion of insured women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is higher than in the other industries. Obviously, 
the structure of insurance salary appeared polarization.  Compared to the whole childrearing 
process, the employment pattern of childrearing women would be fluctuated greatly when the 
child less than 6 years old,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past studie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sign of labor insurance system.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not returned to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d to increase.  High-income childrearing women presente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ontinuing employment than low- and middle-income insur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06 and 2007.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nt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ildrearing 
women’ 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the duration of 
applications returned to market shortened to within one year.  The proportion of high-income 
applicants was higher than low- and middle-income insured.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ho apply for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people continuing work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childrearing women average.  Since the employment pattern of childrearing women had 
changed a lot before the child is 6 years old, it is recommended to relax the childrearing leave 
until the child reaches the age of 6.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childr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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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not to return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system on 
different gender would b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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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論 文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究工作自主度作為一種外在於個人的工作特質，如何影響收

入之高低，而性別在此關係內扮演何種角色，男性受雇者與女性受雇者所受到的影響

又是否有所差異。

　　收入議題長期以來一直為社會科學家所關注與研究，但在人力資本理論作為基本

的架構下，社會學對於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想像，實際上仍然可對此議題有加以補充之

處，而工作自主度在本研究中作為一個人無法決定之工作特性，亦能突顯出結構在此

關係中扮演的角色與意義。故本研究將從經濟學對於工作自主度與收入之理解角度出

發，在「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的兩個框架下，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問

卷二「工作與生活」中的變項資料，進行大樣本的統計分析。築基於台灣這一東亞國

家的社會結構下，研究者將從基本之描述統計出發，進一步利用變項間之相關與逐步

迴歸模型，控制其他變項後，以社會學的角度補充經濟學觀點，在此基礎下，細究工

作自主度、性別與收入三者之關係。

關鍵字：關鍵字：性別不平等、工作自主度、收入、效率工資、報酬替代

民國108年4月22日投稿，民國108年5月9日修改，民國108年5月15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雅惠，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里橫科路407
巷99號，電子郵件信箱：yhchen@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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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性別不平等是社會學領域長久以來所

關注的議題，也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極

為貼近自身的經驗。而職場上的不平等，

也一直是在討論兩性平權上的論述重點之

一。在現代社會，兩性平權已經是不可抵

擋的趨勢，各國政府順應潮流，或早或晚

地開始制定職場上的兩性平權相關法案，

並從社會福利、教育等政策之制定，去改

善女性在職場上的工作環境，並且進而保

障女性在人權上的各種權利，無一不見公

權力試圖有所作為的決心。

　　然而，與這種決心不同的是，女性在

客觀上仍舊處於和男性不對稱的位置。在

台灣，女性的就學率已經超越男性──根

據教育部的資料指出，在 2007 年的大專

校院中，女性的淨在學率為 64.71%，在

學人數為 567,739 人；男性淨在學率為

58.33%，在學人數為 554,065 人，兩者皆

低於女性 [1,2]，且在過往的研究中皆指

出，男性與女性的教育並無顯著的差異性 
[3]。然而在平均收入的表現上，女性卻

只有男性的 76.61%[4]。且在台灣，絕大

多數的女性皆受過高等教育，卻僅有約莫

五成左右的勞動參與率，顯示女性教育的

投資並無法反映在勞動參與和收入表現

上，是人力資源與教育資源的浪費。由此

可見不論國家如何改善教育政策，或是明

令職場上對女性的工作權保障，在兩性之

間，仍然存在著明確與不可否認的差異，

而這種實質上既存且難以解釋及解決的差

別，也正是研究者旨趣之發端所在。

　　事實上，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研究

議題大致有二：一是針對職業內部男女比

例的職業隔離，二是針對男女平均收入差

異的研究，而本研究之主題，則是坐落於

收入差異的研究領域中。然，即使是此單

一針對性的研究範圍，仍然有著積累甚多

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將築基於過往的研

究成果，控制其他變項因素後，依循「效

率工資」與「報酬替代」兩大理論，聚

焦於工作自主度此一工作特徵如何影響

收入高低，而性別又在其中扮演何種角

色。男女性是否在工作自主度上有所差

異？若是有所差異，此差異能否對收入

造成影響？更進一步而言，若是造成影

響，男女性各自的影響是否會有相同的

表現？而表現背後的理由又是否相類

似？這都是研究者意圖理解與探究的。

故，總結而言，本研究不僅僅是關心個

人層次上的供給面因素：諸如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更進一步地，本研究將

在盡可能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聚焦

於工作自主性此外在個人的結構因素，

瞭解在整個勞力市場中，作為影響收入

的工作特性，如何與性別產生交互效

果，而得以發現此一工作特性在台灣勞

力市場中的重要程度。研究者則能以此

結果，進一步窺探台灣社會的工作結構。

　　從 圖 1 可 知，自 1999 年 到 2009
年，台 灣 的 男 性 勞 動 參 與 率，大 約 為

70% 到 80% 左右，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則一直保持在 50% 上下。若是區分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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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9 年國際勞動

　　　　　統計 (http://statdb.cla.gov.tw/ html/nat/

　　　　　9910menu.htm)

圖 1　1999 年到 2009 年台灣的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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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別的勞動參與情形，即從圖 2 便可得

知，在 2005 年時，男性與女性的就業情

形，大致上是呈現出圓滑鐘型的曲線。

事實上，根據過往的研究指出，台灣女

性 過 去 由 於 產 業 結 構 與 婚 姻 門 檻

(Marriage Bar) 等因素，亦呈現了雙峰型

態 (M-Shaped) 的勞參曲線。但由於台灣

特有的產業發展過程以及伴隨而來的中

小型企業生態，而比起其他國家擁有更

多的工作彈性與工作自主度，因此隨著

時間的經過，在 1985 年以後，台灣女性

的勞動參與模式漸漸從雙峰曲線轉為鐘

型曲線 [3]。由此可見在東亞社會中，相

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女性是更能兼顧家

庭與工作的。然而，台灣女性雖然比起

其他東亞社會中的女性，似乎在勞動參

與上有著更多的優勢，但是她們是否真

的如表面上所呈現的那般受益？或是她

們在其他面向上付出了代價以換取這個

「好處」 ── 例如收入？

　　事實上，工作自主度應當歸屬為外

在於個人層面之勞力市場環境因素，而

從過往累積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不

必透過間接對個人勞力供給的影響，外

在結構因素在勞力市場上，顯然扮演著

直接且不可忽略的角色 [3]；[6,7]。研究

者認為，即便依循著人力資本理論的假

設，控制多數個人基本變項，這些同質

勞動力在不同的勞力市場中， 終仍會

導出不同的樣貌。結構本身便是對收入

產生影響力的因素，本研究正是試圖藉

由工作自主度此一關注之核心問題，體

認結構之力量，窺探在一個相同結構

下，男性與女性有所差異的表現。

文獻探討
　　在性別階層化的議題探討中，女性

在勞力市場所面臨的歧視、不平等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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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05 年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5]

圖 2　2005 年台灣各年齡階段的勞動參與

           率：男 ( 上 ) v.s. 女 ( 下 )

境，至今仍然是備受關注的主題。兩性

在勞力市場上的收入差異與職業隔離，

是勞力市場中性別研究重要的兩個研究

領域。而本研究所關注之收入差異問題，

從新古典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發端，

認為包含教育年數、工作經驗、技能等

面向的人力資本與收入具有正向關係，

乃至於社會學者從文化、歧視、職場互

動、特殊取向的職業訓練等立場，進而

補充與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之處 
[8]；kilbourne et al.1994[9-11]，顯示

( 一 ) 工作自主度：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

( 二 ) 台灣在工作自主度的表現

( 一 ) 資料來源

( 二 ) 內容與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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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一領域長期的累積，以及此一問題

難解與複雜之處。

　　一 般 而 言，新 古 典 經 濟 學 的 人 力

資本理論，多半是從供給面因素進行分

析。亦即，新古典經濟學時常以個人因

素── 例如教育成就、技能多寡 ── 來
解釋收入差異，對於需求面則多半予以

忽略，或是以單純的完全競爭市場討論

之。然而，經濟學較不強調的結構與層

級觀點，正是社會學得以著力之處。這

些外在於個人的結構因素，某種程度上

亦在勞力市場的收入決定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例如外在環境根據不同的性別

所給予的社會化過程，影響個體對自身

的成就期待與職業抱負，進而影響之後

個體在就業時的選擇 [12]；社會對於女

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往往使得女性在工

作經驗上面臨被迫選擇彈性較大的職業、

更甚者必須因為家庭角色而停止勞動市

場的參與等 [13-16]，這些都是外在因素

影響個人職業選擇的情形，可見確實有

某種力量──在此即是「結構」 ── 存在

於個人之外，影響著 終收入水準的表

現。

(( 一 ) ) 工作自主度：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工作自主度：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

　　在瞭解結構因素的重要性後，回頭

檢視本研究，工作自主度又是一個什麼

樣的結構因素？過往對組織與工作的研

究中，往往認為工作具備五大基本特質；

而工作自主度作為本研究所關注之核心

變項，正是這五大工作特質之一，定義

上為「一人對於自己工作的時間與內容

有獨立且實質的處理自由」 [17]。本研究

便是採用此一定義，來處理工作自主度

之變項操作化。而工作自主度的高低差

異，亦確實存在於男女性之中。過往的

研究指出，男女性的工作自主度差異，

雖說亦受分隔勞力市場、女性化職業類

屬等因素影響，但主要是來自於權威位

置的高低。在 Adler 的研究中指出，只

要控制權力位置此一變項，在女性化職

業中工作的男性，工作自主度並不少於

其他職業的男性 [18]。
　　但，本研究之目的並非僅是單純停

留在探討兩性在工作自主度上的表現差

異，而是更進一步探究其與收入之關

係。現今既存的工作自主度與收入之關

聯 探 討，有「效 率 工 資」和「報 酬 替

代」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觀點並存。「效

率工資」的觀點又分作兩種解讀的派別：

一派認為，正因工作自主度高，工作內

容與時間長短皆掌握於受雇者手中，因

此必須給予更高的工資，以便維持受雇

者的效率與產能；另一派則認為：較高

的薪水是一種「禮物」的表現，用以加

深員工對於公司的忠誠與服從──但不論

是出於一種成本效益的計算、或是出於

一種互惠的行為，此二派皆認為收入與

自主度呈現一種正向關係 [19-20]。
　　然而，「報酬替代」的觀點卻認為，

所謂酬賞並不只限於實質上的金錢，其

他如工作環境的舒適、情感上的回報

等，都是屬於受雇者獲得酬賞中的一部

分，因此若是有一工作具有高度自主性，

對於受雇者而言，此一工作在工作過程

中的效用便高於其他工作，因此作為報

酬替代，此工作之收入應當低於工作自

主度較低的工作 [21]。
　　簡言之，這兩種觀點對於工作自主

度與收入之關係，有著相反方向的解

讀。「效率工資」認為工作自主度與收入

呈現正向的關係，而「報酬替代」則認

為此二者之間的關係為負向。對於這兩

種相反的理論觀點，本研究將以實際資

料，檢驗在台灣社會中，此二理論何者

更為貼近社會事實，又更具有理論的普

( 二 ) 台灣在工作自主度的表現

( 一 ) 資料來源

( 二 ) 內容與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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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工作自主度：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

及性。從上述過往的研究論述中可知，

多數研究仍站於經濟學的面向，探討自

主度與收入的相關性。而社會學談論性

別間的收入差異時，卻也甚少關注工作

自主度的特質展現。本研究將工作自主

度視作一外在於個人之特質，藉由不同

社會結構的比較，觀察出此一特性對於

收入產生效果在男女之間有何不同，替

前人之研究進行一個綜合之實證探討，

即為此研究貢獻所在。

( 二 ) ) 台灣在工作自主度的表現台灣在工作自主度的表現

　　有關工作自主度與收入之討論，一

方面多半為西方國家之經驗研究，較少

在西方國家的架構外，針對此命題進行

探討與觀察；另一方面，這些相關討論

多半並未加入性別因素作為考量，而是

將受雇者視作普遍同質性的勞動單位。

但性別背後所連結的社會價值觀與社會

化經驗，以及勞力市場中面對男性受雇

者與女性受雇者的雇用差異，或許會對

仍立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率工資」

與「報酬替代」兩種觀點論述，造成一

定程度的衝擊。

　　根據過往的研究文獻指出，台灣採

行中小企業的體制，相較於其他常被視

作對照的東亞國家 ( 例如日本和韓國，

兩者的企業體制皆屬大型企業或財團的

形式 ) 而言，對於上下班時間與工作內

容亦能更有彈性。在以大型企業組織為

主的社會中，其公司規模與科層體制的

龐大、以及其所帶來的桎梏與規律，確

實會某種程度地限縮工作自主度，但相

對的，中小企業卻能提供比起一般公司

更多彈性與空間 [22]。
　　雖說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之工作

環境有著較高的工作自主度。但以台灣

內部的結構而言，男性和女性是否同時

享有這個較為自由與有彈性的工作環

境？這才是研究者所關注之所在。因此，

就男女性的差異而言，研究者預設權力

位置與職業類屬的不同，將會使得男性

的工作自主度大於女性，且在和收入之

相關上，兩者係數會有所不同。研究者

認為，性別在工作自主度和收入的關係

中，加入了非經濟學因素的變數影響，

這使得本研究預設不僅僅是效率成本計

算的多寡，女性因其他需求面因素 ( 例

如統計歧視、或社會上對母職的普遍想

像 ) 與文化上的貶抑，使得自主度與收

入之間，呈現為「報酬替代」所言之負

向關係；但在男性樣本上，卻會因為社

會優惠男性的價值觀而採取「效率工

資」的實踐，使得自主性與收入，在男

性的迴歸模型中呈現正向的關係。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對男性而言，工作自主度對收 
　　  入之影響為正向關係。

H1b：對女性而言，工作自主度對收

　　  入之影響為負向關係。

方法

( 一 ) )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為「台灣社會變

遷調查」五期二次之問卷資料，主題為

「工作與生活」。此問卷總調查人數為

2,171 人，調查年為 2005 年。經過排除

不適切對象的處理後，本研究僅保留具

有工作且非自雇之樣本。台灣總樣本數

為 2,171 人，保留具工作且非自雇人士

之樣本數後留下 944 人，其中男性為

5 0 5 人 ， 女 性 為 4 3 9 人 。

( 二 ) ) 內容與操作方式內容與操作方式

　　本研究在變項設計上，針對研究之

核心關懷，應變項即設計為「收入」。本

研究將在進行迴歸分析時，將收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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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工作自主度：效率工資與報酬替代

( 二 ) 台灣在工作自主度的表現

( 一 ) 資料來源

( 二 ) 內容與操作方式

然對數之處理，使應變項更接近於常態

分配。核心自變項則為「工作自主度」，

在問卷題目的敘述上，則是以「您工作

時數上的決定」此一面向，請受訪者以

「可以自由決定」、「多少可以決定」、「完

全不能決定」之三種程度進行情境自

評。本研究選擇採用此項問題，將受訪

者回答重新編碼後轉化作連續變項以進

行迴歸分析。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控制

其他可能影響收入之變項，如年齡、教

育程度等基本人口變項。此外，如受過

在職訓練與否、每週工作時數、是否任

職於公家部門及職業類別等工作相關變

項，本研究亦將其列入控制變項，以便

確實瞭解工作自主度對於收入之影響，

在不同性別下的表現為何。研究變項之

題目和過錄方式，請見表 1。

名稱 描述 變項設計  

收入 受訪者之月收入 連續變項(以組中點處理) 
單位為新台幣(千元) 

性別 受訪者之性別 虛擬變項 
(1=男性，0=女性) 

教育程度 受訪者 高教育年數 連續變項(以組中點處理) 
單位為年 

公司年資 受訪者在現職公司的就職年數 連續變項 
單位為年 

在職訓練 「在過去 12 個月，我在工作場所或其他地方
受訓提升工作技能」 

虛擬變項 
(1=有，0=沒有) 

工作時數 受訪者每週工作小時數 連續變項 
單位為小時 

公司規模 受訪者所在公司之人數，及是否於公部門任職 

虛擬變項 
1.公部門 
2.私部門且人數小於 30 人 
3.私部門且人數於 30-300 人之間 
4.私部門且人數大於 300 人 

職業類別 以 ISCO-88 千分位數整併為九分類，另區分出
自雇人士 

虛擬變項 
1.民意代表、高級官員及經理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辦公室事務人員 
5.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6.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7.設備、機械操作及組配工 
8.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工作自主度 「我可以自由決定工作的時間」
 

 
三點計分法 
(1=完全不同意，2=普通，3=完全同意) 

 

表 1　研究變項名稱與過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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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使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

料，以統計軟體進行處理後，由描述統

計、變項相關係數以及進一步的 OLS 迴

歸模型，進行資料上的觀察與分析。除

此之外，由於女性的勞動參與，在台灣

並非全面與普及 ── 事實上，台灣大約

有一半左右的女性處於退出勞力市場的

情形，而資料中缺少這些因為沒有工作

而被排除的女性樣本，或許會造成工作

自主度對收入的影響有所改變。研究者

留心於此種選擇性偏誤發生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亦會使用 Heckman 所提出的

二階段估計方法，進行選擇性偏誤的檢

定，參考係數的變化，觀察是否有選擇

性偏誤的發生。

( 四 ) )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由於此一資料屬 2005 年二手資料，

在處理上必然有所侷限。首先，台灣社

會變遷調查有其設計上的主題，研究者

並未參與其中，只能配合其問卷設計將

資料進行化約處理，選擇與主題相關的

變項進行研究與探討；此問卷並非全然

針對研究者感興趣之主題所設計，因此

在資料的品質上，難免有所闕漏。且台灣

自雇人士的比例偏高，排除此類樣本後，

樣本數減少了約莫三成。但因工作自主度

的探

討，乃是基於受雇者所面對之工作樣態而

進行的討論，因此排除自雇人士，有其研

究設計上的必要性。且排除自雇人士樣本

後，樣本仍屬大樣本數的情形，故研究者

依然繼續以此資料作為基礎進行分析，

並將此一研究設計留意在心。

結果

( 一 ) ) 描述統計描述統計

　　從表 2 來看，男性在α=.10 的水準

下，平 均 收 入 的 表 現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44.65>33.76)。而台灣女性的平均教育程

度也已經高過男性 (13.29>13.10)，雖然

並未達到顯著，但這點和女性大學就學

率高出男性的現象有著相互佐證之處。

但在公司年資與每週工作時數上，女性

平均卻都少於男性。且此差異乃是一顯

著的存在，應當是因為生命歷程對女性

造成了影響：女性容易因為婚姻及生育

而中斷或暫停工作，進而使得在年資累

積上處於不利的位置 (6.34<7.35)；且為

著同時顧及家庭與事業，女性的每週工

時比起男性來得少 (43.81<46.41，其差異

在α=0.05 的水準下為顯著 )，亦是在意料

之中。

　　在公司規模及工作部門類屬的變項

上，可以看出兩性的差別不大，在台灣

的整體情形上，多數受雇者仍集中於人

數少於 30 人的小型私人企業中 (0.37)，
人數大於 300 人的大型私人企業及公部

門之比例則相對較少 ( 大型私人企業

0.22，公部門 0.17)，且此些變項之間的

男女差異，皆未達到顯著。這般男女近

似的分配，似乎指出在台灣男性和女性

在進入不同規模或工作部門類屬的機會

上，看來是相差不遠。

　　而兩性在職業類別的分佈，從數字

上來看，有較高比例的男性從事高階白

領與藍領階級工作，而女性則多半集中

於低階白領與助理專業人員的職業類

屬中。民意代表、高級官員及經理這類

高 權 威 職 業，男 性 比 例 顯 然 高 於 女 性

(0.07>0.03)。女性就數字上看來，更多集

中在助理專業人員及辦公室事務人員此

些類別之工作中。在「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 人 員」此 類 別 上，女 性 所 佔 比 例 為

0.28，男性為 0.22，兩性的差距看來雖然

不大，卻也仍然在α=.10 的水準下呈現顯

( 二 ) 變異數分析

( 三 ) 多元迴歸分析

( 四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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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分析方法

( 四 ) 研究限制

( 一 ) 描述統計

表 2　樣本之描述統計 

Note. 括弧內為標準差。      a 在α=.10 的水準下，男女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 二 ) 變異數分析

 總樣本 男性 女性 

名稱 N Mean(S.D.) N Mean(S.D.) N Mean(S.D.) 

收入(千元) 923 39.56 
(27.21) 492 44.65 a 

(30.47) 432 33.76 a 
(21.54) 

性別 
1=男性，0=女性 944 0.53 

(0.50) 505 -- 439 -- 

教育程度 944 13.19 
(3.22) 505 13.10 

(3.17) 439 13.29 
(3.29) 

公司年資 941 6.88 
(7.70) 502 7.35 a 

(8.35) 439 6.34 a 
(6.83) 

在職訓練 
1=有，0=沒有 921 0.41 

(0.49) 490 0.40 
(0.49) 431 0.43 

(0.50) 

工作時數 942 45.20 
(12.87) 503 46.41 a 

(13.12) 439 43.81 a 
(12.43) 

公司規模 896 -- 486 -- 410 -- 

公部門 153 0.17 
(0.38) 81 0.17 

(0.37) 72 0.18 
(0.38) 

私部門且人數小於 30 人 328 0.37 
(0.48) 173 0.36 

(0.48) 155 0.38 
(0.49) 

私部門且人數於 30-300 人之間 214 0.24 
(0.43) 115 0.24 

(0.43) 99 0.24 
(0.43) 

私部門且人數大於 300 人 201 0.22 
(0.42) 117 0.24 

(0.43) 84 0.20 
(0.41) 

職業類別 944 -- 505 -- 439 -- 

民意代表、高級官員及經理 45 0.05 
(0.21) 34 0.07 a 

(0.25) 11 0.03 a 
(0.16) 

專業人員 140 0.15 
(0.36) 71 0.14 

(0.35) 69 0.16 
(0.3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31 0.25 
(0.43) 109 0.22 a 

(0.41) 122 0.28 a 
(0.45) 

辦公室事務人員 149 0.16 
(0.36) 38 0.08 a 

(0.26) 111 0.25 a 
(0.44) 

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100 0.11 
(0.31) 47 0.09 

(0.29) 53 0.12 
(0.33) 

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105 0.11 
(0.31) 96 0.19 a 

(0.39) 9 0.02 a 
(0.14) 

設備、機械操作及組配工 112 0.12 
(0.32) 77 0.15 a 

(0.36) 35 0.08 a 
(0.27)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62 0.07 
(0.25) 33 0.07 

(0.25) 29 0.07 
(0.25) 

工作自主度  925 1.50 
(0.66) 492 1.53 a 

(0.68) 433 1.45 a 
(0.63) 

( 三 ) 多元迴歸分析

( 四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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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分析方法

( 四 ) 研究限制

( 一 ) 描述統計

著；但在「辦公室事務人員」此類別中，

女性比例為 0.25，但男性僅有 0.08，在α
=.10 的水準下達顯著差異，兩性差距可

見一般。而所謂辦公室事務人員被視作

低階白領人員，這些工作往往不具技術

性與升遷管道，屬於一種毫無發展性的

工作，卻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受雇女性處

於此類別中，職業特性對女性造成的影

響，想必值得深思。從資料中可見，在

白領工作的範疇中，男性普遍聚集於高

階白領的位置上，而女性則多半負責助

理或是事務等低階白領的工作。除此之

外，亦有幾類藍領工作呈現男女間有顯

著 差 異 的 情 形 (「技 術 工 人 與 農 漁 業

工作人員」與「設備、機械操作及組配

工」)，就這點而言，男性在藍領此類強

調體力的工作中長期佔有大量從業人員

與優勢，也是意料中事。

　　而本研究所關注的核心變項「工作

自主度」，台灣男性的時間自主度分數為

1.53，台灣女性的時間自主度為 1.45 分，

在平均數的表現上，男性看來高過女性，

在α=.10 的水準下，男女之間的自主度差

異達到顯著。在這點上，資料的呈現和

一般所想像的，似乎有所不同。一般而

言，在女性低工時的情形下，多半會認

為女性為著兼顧家庭與工作，會有著較

高的工作自主度 ── 特別是在時間的調

度上，但在資料上看來似乎不若此然。

而兩性之間在此變項上的差異是否真實

存在，顯然需要更多的檢定與分析。

( 二 ) ) 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表 3 呈現了台灣地區男性與女性收

入之變異數分析 (ANOVA)。在男性樣本

 男性 女性 
部門類屬與公司規模   
公部門 a 52.63 ab  44.86 ab,ac 
私部門且人數小於 30 人 b 32.39 ab,bc,bd 24.82 ab,bc,bd 
私部門且人數介於 30-300 人 c 42.21 bc,cd 33.33 ac,bc,cd 
私部門且人數大於 300 人 d 62.61 bd,cd 42.15 bd,cd 

 F=27.42*** F=22.79*** 
職業類別   
民意代表、高級官員及經理 a 92.10 ab,ac,ad,ae,af,ag,ah 80.00 ab,ac,ad,ae,af,ag,ah 
專業人員 b 66.32 ab,bc,bd,be,bf,bg,bh 48.77 ab,bc,bd,be,bf,bg,bh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c 49.11 ab,bc,ce,cf,cg,ch 37.08 ac,bc,cd,ce,cg,ch 
辦公室事務人員 d 40.00 ad,bd 29.33 ad,bd,cd 
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e 29.89 ae,be,ce 24.17 ae,be,ce 
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f 34.39 af,bf,cf 22.78 af,bf 
設備、機械操作及組配工 g 34.45 ag,bg,cg 22.43 ag,bg,cg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h 22.76 ah,bh,ch 18.93 ah,bh,ch 

 F=33.00*** F=24.03*** 
總樣本數 491 430 

表 3　台灣男性和女性收入 ( 千元 ) 性別差異之變異數分析

F 值達顯著：+ p<.10　* p<.05　** p<.01　***p<.001
ab：表示類別之間差異在α=.05 的水準下達到顯著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 三 ) 多元迴歸分析

( 四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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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分析方法

( 四 ) 研究限制

( 一 ) 描述統計

( 二 ) 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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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確實會影響到其收入的高低。從事

後分析的結果來看，任職於公部門與大

型私人企業、和任職於中小型私人企業

者，收入有著顯著的差異。而在女性樣

本上，情形則和男性類似。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圖 3　不同公司規模與部門類屬者之收

           入：男性 v.s. 女性

　　更進一步來說，從圖 3 中可以得知，

根據不同的部門類屬，男性收入由高至

低依序為大型私人企業、公部門、中型

私人企業、小型私人企業；女性收入高

低依序則為公部門、大型私人企業、中

型私人企業、小型私人企業。而經由假

設檢定可以得知，同屬大型私人企業的

受雇者，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在α=.05 的水

準下，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由此可見，

大型企業所代表的福利與完善制度，對

於女性來說，似乎並不適用。反倒是科

層制度與法律規章明確的公部門，對於

女性的保障更大。而就職業類別的變異

數分析上，於男性樣本而言，檢定結果

為顯著，表示至少有一種職業類別之收

入，與其餘他者有著顯著差異。而從事

後分析來看，此類差異應當是存在於高

階白領階級與低階白領階級、以及高階

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的收入高低差異上。

至於女性樣本所呈現的特徵，大致上與

男性類似，同樣地，在α=.05 的水準下，

檢定結果為顯著。

　　再從圖 4 來看，配合平均數的假設

檢定，可以發現男性與女性的收入，在

各個職業類別上均有差異，且皆為男性

收入高於女性收入。而從假設檢定的結

果中可以發現，在α=.05 的水準下，「專

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辦

公室事務人員」、「設備、機械操作與組

配工」這四個類別中，男性與女性的收

入存在顯著的差異；而在「服務工作與

售貨員」、「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及「非技術工與體力工」這三者中，兩

性差異則是於α=.10 的水準下達到顯著差

異。

( 三 ) ) 多元迴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

　　上述之內容，基本上仍建立在兩變

項之關係討論上，尚且無法得知，當加

入與控制其餘變項時，此些關係是否會

發生改變。因此，本研究將收入取自然

對數之處理，使應變項更接近於常態分

配後，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便進一步

探討在控制其餘變項後，收入與工作自

主度之關係。

1. 性別

　　從表 4 可知，在總體樣本的部份上，

即使控制了其他變項，性別的效果仍然

於α=.10 的水準下達到顯著。從係數中可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圖 4　不同職業類別者之收入：

           男性 v.s. 女性

( 四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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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男性的平均收入，比起女性要高出

22.6% 左右，亦即女性的收入大約是男

性的七至八成左右，此點和過往的研究

大致符合，並不令人意外。整體來說，

男 性 模 型 的 解 釋 力 為 0.51，女 性 約 為

0.46，可以發現此一模型對於男性有著較

高的解釋力，但似乎對於女性收入之影

響因素的解釋上，顯得較為缺乏。

　　也因為從總樣本的模型中，研究者

認為兩性之間的差異確實存在，因此在

探究完整體樣本的情形後，研究者將樣

本分作男性與女性，各自觀察兩群樣本

在相同自變項上係數的展現。

2. 公司規模與部門類屬

　　在公司規模與部門類屬此一變項上，

從總體樣本來看可以發現，相對於作為

參考組的中型私人企業，四種類別之收

入高低，依序是公部門的、大型私人企

業、中型私人企業， 後則是小型私人

企業。可見得大型企業所帶來的規模經

濟與較好的福利，確實也在台灣有所展

現。

　　但分作男女樣本後，研究者發現：

大型私人企業的規模，對於女性的收入

並無顯著的影響，但對男性則確實有影

響力存在。可見得雖然大型企業福利優

渥、薪水較高，但似乎並未反應在身處

於大型企業的女性身上，此點亦和變異

數分析時所得的初步結果互相呼應。而

處於小型私人企業的女性，雖然此類企

業規模對其收入有顯著影響，卻是呈現

負向相關的情形，且兩性之迴歸係數差

異亦達顯著 ( 在α=.10 的水準下 )。亦即：

女性若是身處於小型私人企業中，收入

亦低於就職於中型私人企業的女性。此

二結果呈現出女性在勞力市場上無論分

流至何處，皆會受到收入懲罰，處於一

種屈居劣勢的工作環境中。

3. 職業類別

　　而在職業類別此變項上，從資料表

現的結果來看，整體樣本中，所有的職

業類別相對於作為參考組之「服務工作

人員與售貨員」，平均收入皆呈現較高的

情形。而在顯著性上，大部分的職業類

別，其係數皆能在α=.05 的水準下達到顯

著。這樣的結果顯示：在台灣社會的整

體勞動市場表現上，欠缺技術性質與專

業性質 ── 甚至是體力要求 ── 的 低階

服務業工作，被給予的收入是 低的。

　　但分作男性與女性樣本後，仔細觀

察可以發現，男性樣本的模式是比較接

近於整體樣本的，各類職業在相對於服

務工作人員與售貨員的平均收入表現，

亦與整體樣本相差不遠。然而女性樣本

卻有著不同的情形。在女性樣本的係數

表現上，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女性藍領工

作人員，收入相對低於服務工作人員與

售貨員。且相對於服務工作人員與售貨

員而言，含有技術性質的藍領男性，其

迴歸係數為正且在α=.05 的水準下達顯

著，但女性則無，可見得相對於各自的

參考組，男性若是聚集於藍領工作，比

起女性能夠獲得更多的收入報酬。

　　而在兩個模型的迴歸係數比較上，

在「專業人員」、「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

作人員」及「設備、機械操作工及組配

工」三個職業類別上，兩性的迴歸係數

具有顯著差異 ( 在α=.10 的水準下 )。後

二者尚可理解為兩性樣本數的不同造成

此一差異的顯著，但在專業人員的項目

上，兩性的有效樣本數相差不多，因此

研究者認為，這個係數上的顯著差異，

應當是歸因於「專業人員」的定義問題：

同樣是專業人員，男性所佔據的專業人

( 四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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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整體樣本 男性樣本 女性樣本 

性別----------------------------------------------- 0.226(.034) *** -- -- 

教育年數----------------------------------------- 0.037(.007) *** 0.027(.009) ** 0.048(.010) *** 

年資----------------------------------------------- 0.044(.005) *** 0.045(.007) *** 0.048(.010) *** 

年資(平方項)------------------------------------ -0.001(.000) *** -0.001(.000) *** -0.001(.000) ** 

在職訓練----------------------------------------- 0.104(.035) ** 0.086(.048) * 0.125(.050) * 

每週工作小時----------------------------------- 0.011(.001) *** 0.013(.002) ** 0.010(.002) *** 

公司規模與公私部門       

公部門------------------------------------------ 0.044(.052)  0.065(.073)  0.058(.079)  

私部門且人數小於 30 人-------------------- -0.055(.042)  0.013(.059) a -0.132(.061) * a 

私部門且人數介於 30-300 人(參考組) --  --  --  

私部門且人數大於 300 人------------------- 0.122(.046) ** 0.147(.062) * 0.084(.068)  

職業類別       

民意代表、高級官員與經理---------------- 0.805(.090) *** 0.849(.112) *** 0.826(.160) *** 

專業人員--------------------------------------- 0.503(.069) *** 0.658(.096) *** a 0.302(.103) ** a 

技術員與助理專業人員--------------------- 0.380(.060) *** 0.472(.085) *** 0.276(.085) ** 

事務人員--------------------------------------- 0.229(.063) *** 0.317(.101) ** 0.112(.084)  

服務工作人員與售貨員(參考組) --  --  --  

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0.276(.069) *** 0.346(.088) *** a -0.074(.173) a 

設備、機械操作工及組配工---------------- 0.215(.066) ** 0.329(.089) *** a 0.058(.103) a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0.004(.079)  0.030(.111)  -0.020(.115)  

工作時間自主度-------------------------------- 0.037(.025)  0.084(.033) * a -0.017(.037) a 

常數-------------------------------------------- 8.679  8.771  8.798  

R2--------------------------------------- 0.501  0.512  0.457  

N------------------------------------------------ 854  458  396  

表 4：收入 ( 取自然對數 ) 之未標準化係數迴歸模型

Note. 括弧內為係數標準誤

a 男性和女性間係數的差異，在α=.10 的水準下為顯著

* p<.05  ** p<.01  *** p<.001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 三 ) 分析方法

( 四 ) 研究限制

( 一 ) 描述統計

( 二 ) 變異數分析

( 三 ) 多元迴歸分析

員類別、是否和女性有所不同 ( 例如：

「程式設計專業」和「會計專業」) ？而

這樣的不同是否因而造成了係數上的顯

著差異，都是值得深究的命題。

4. 工作自主度

　　至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核心變項「工

作自主度」，在總樣本時呈現不顯著的情

形。但依照性別分作兩群不同的樣本後，

從迴歸係數中確實可以發現，男性樣本

之係數呈現正向，且在α=.05 的水準下達

到顯著，女性樣本之迴歸係數則為負向

相關 ( 未達顯著 )，且兩性之間的迴歸係

數差異，亦在α=.05 的水準下達到顯著。

就此看來，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在男

性部份得到了證實，女性部份雖然係數

未達顯著，但是方向上是符合研究假設

的，只能算是得到了一暫時性的結論，

往後仍需要進行更多的細部分析。

5. 其餘控制變項

　　除去上述之變項外，本研究亦放入

過往學者探討此命題時所著重的變項，

作為基本的控制變項。

　　教育年數對於收入的影響，在總樣

本的表現上，大約是增加 1 年的教育年

數，能夠提昇約 3.7% 的收入，且此影響

在α=.05 的水準下達顯著。男性樣本與女

性樣本的教育年數變項亦同樣達到顯著，

兩性樣本各自來看可以發現，教育對於

提昇女性收入的影響力較大，但彼此的

係數差異比較並未達到顯著。

　　工作年資則與收入大致呈現正相關。

因為考慮年資與收入可能存在先升後降

的關係，研究者在模型中放入了工作年

資的平方項。工作年資的平方項雖然在

整體、男性與女性樣本中都呈現負向的

係數，數值甚小，但亦達顯著。

　　而在職訓練不論對於男性或女性，

都存在正向且顯著的效果。擁有在職訓

練經驗的受雇者，其收入皆高於沒有在

職訓練的受雇者。但從係數上可以發現，

相對於各自的參考組，女性接受在職訓

練後，可以提昇的收入似乎較多，但兩

性迴歸係數的比較並未達到顯著。

　　每週工作時數雖然在平均數的表現

上是男性高於女性 ( 可見表 2)，但從迴

歸模型來看，可以得知兩性同樣增加 1
小時的工作時數，對於收入提昇的程度

是差不多的，而兩性在迴歸係數的比較

上亦未達到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呈

現這般情形乃是因為現行法規對於時薪

與工作時間的規範較為明確，因此男性

比起女性來得更高的收入，或許部份是

肇因於男性高於女性甚多的工作時數。

( 四 ) ) 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模型選擇性偏誤之探討

　　除去上述的討論外，本研究同時也

顧 慮 可 能 存 在 選 擇 性 偏 誤 之 問 題。亦

即，其餘未進入勞動市場的樣本，有可

能因為具備特殊的群體性質 ( 例如高教

育年數、或是屬於已婚者等 )，而影響了

其進入勞力市場的意願。一旦考慮這群

樣本的存在，將會對此一迴歸模型之係

數 造 成 影 響。因 此，本 研 究 採 用 了

Heckman 的二階段 (two-stage) 方法，以

probit 模型進行檢驗，瞭解本研究之模型

是否存在選擇性偏誤的情形 [12]。
　　從附表中可以得知，大體而言，進

行調整後的模型，係數上與原先的模型

相差並不會太過劇烈。在部門類屬與職

業類別上，也大致都呈現雷同的係數表

現。可見得進行調整的動作，對於結果

並未有太大的影響。因此研究者仍以未

調整模型，作為主要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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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關注於工作自主度、收入之

關係，在不同性別的影響下所產生的不

同展現。在過去的研究中，工作自主度

與收入的關係並非新的議題，然而，工

作自主度對於收入產生的效果，是否會

因為性別而產生不同的變化，這點才是

本研究所具有的突破，也是過往的研究

所欠缺的觀點。

　　從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可以發現

在描述統計的層次上，男性和女性並不

存在著明顯的高低之分。但在迴歸模型

中，可以發現工作自主度對於收入之影

響，在男性樣本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係，

但在女性樣本則呈現負向關係 ( 未達顯

著 )。亦即，在男性樣本身上，工作自主

度是一種誘發工作動力的酬賞，使得男

性不僅獲得較高收入，且能同時坐擁高

度的工作自主。然而，女性的工作自主

度似乎是一種收入的替代、工作自主度

與收入呈現互相替代的關係；相對而言，

可能會歷經母職的女性，理應對於高工

作自主度有較多的需求，但呈現在女性

樣本上的，卻是工作自主度與收入的負

向關係。

　　造成男性與女性這樣不同的表現，

研究者認為可能同時與文化和職業分流

有關。基本上，男性與女性在就業的過

程中，會往不同類屬的職業進行分流，

此點從本文針對職業類屬之描述統計即

可發現，有多項在男女比例間達到顯著

差異，可見得男性和女性，各有一套自

身遵守的分流機制。是否這些職業本身

所帶有的工作特性，會使得安於此位的

受雇者有著不同程度的工作自主度？例

如某些需要高度創意且難以掌握的工作，

聘雇者面對監督上的困難，於是以給予

工作自主度的方式，來提昇受雇人員的

績效──而這些職業，正好多半為男性所

掌握？對此性別刻板印象所造成之職業

分流，政府可考慮更進一步倡議推廣投

入各職業工作之資格條件之去性別化，

並結合教育端，在學習分流上（例如女

學文、男學理）推動性別刻板印象之去除。

　　此外，文化與對於「母職」的想像，

研究者亦認為會對工作自主度與收入之

關係造成影響。某種意義上來說，職業

婦女的存在，是挑戰社會對於母職的觀

念賦予，而職業婦女本身做出就業的選

擇，是不是已經被社會觀感打上「不負

責任的母親」這樣的標籤？一旦女性在

工作上多作求取、希望能夠得到更高的

工作自主度時，是否會被認為是對女性

母職更進一步的褻瀆，因而受到減少收

入的懲罰？而這些猜想，都等著進一步

地被檢驗，以便更進一步地瞭解工作自

主度在整個性別階層化的現象中所扮演

的角色。

　　藉由以上的探討與想像，研究者認

為本文之資料分析結果，大體而言，已

經能一定程度地解釋本文所提出的假說，

且在資料的呈現上，也大致符合理論的

說法。縱使有未達顯著的部份，在係數

的方向上也仍然符合研究初始的預期，

只是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設計與資料收

集，以便進行更週延的實證分析、以及

更多延伸的後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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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整體樣本 男性樣本 女性樣本 

性別----------------------------------------------- 0.219(.032) *** -- -- 

教育年數----------------------------------------- 0.014(.007) * 0.029(.009) ** 0.058(.012) *** 

年資----------------------------------------------- 0.038(.005) *** 0.039(.007) *** 0.046(.009) *** 

年資(平方項)------------------------------------ -0.001(.000) *** -0.001(.000) *** -0.001(.000) ** 

在職訓練----------------------------------------- 0.115(.034) *** 0.090(.045) * 0.125(.049) * 

每週工作小時----------------------------------- 0.010(.001) *** 0.012(.002) *** 0.010(.002) *** 

       

公部門------------------------------------------ 0.064(.050)  0.065(.069)  0.055(.077)  

私部門且人數小於 30 人-------------------- -0.045(.040)  0.029(.055)  -0.133(.059) * 

私部門且人數介於 30-300 人(參考組) --  --  --  

私部門且人數大於 300 人------------------- 0.142(.044) *** 0.157(.059) ** 0.084(.067)  

       

民意代表、高級官員與經理---------------- 0.783(.086) *** 0.854(.106) *** 0.813(.157) *** 

專業人員--------------------------------------- 0.449(.066) *** 0.635(.090) *** 0.301(.101) ** 

技術員與助理專業人員--------------------- 0.331(.056) *** 0.452(.080) *** 0.278(.083) *** 

事務人員--------------------------------------- 0.164(.059) ** 0.302(.095) *** 0.117(.083)  

服務工作人員與售貨員(參考組) --  --  --  

技術工人與農漁業工作人員--------------- 0.250(.065) *** 0.358(.082) *** -0.075(.169)  

設備、機械操作工及組配工---------------- 0.166(.061) ** 0.305(.082) *** 0.065(.101)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0.031(.073)  0.039(.102)  -0.021(.112)  

工作時間自主度-------------------------------- 0.052(.023) * 0.083(.031) ** -0.019(.036)  

常數-------------------------------------------- 9.333(.134) *** 8.992(.181) *** 8.575(.241) *** 

選選擇模型(Selection Model)       

婚姻狀況(1=已婚，0=未婚)---------------- 0.375 *** 0.706 *** -0.004  

年齡-------------------------------------------- -0.005 + -0.009 + -0.012 * 

教育程度-------------------------------------- 0.074 *** 0.000  0.095 *** 

常數-------------------------------------------- -0.617 ** 0.546 + -0.529  

N------------------------------------------------ 1356  633  723  

職業類別

公司規模與公私

附表　收入之未標準化係數迴歸模型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模型 )

Note. 收入取自然對數處理，標準差寫於括弧內

+ p<.10  * p<.05  ** p<.01  *** p<.001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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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Gap in Taiwan

Ya-Hui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autonomy and 
gender income gap and how work autonomy influence the income gap which is based on the 
gender difference.
　　The income gap is the one of Social issues, which social scientists dedicate to do the 
researches in the decades. Further, under the human resource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the social fabric and culture in Sociology, some crucial points still need to be 
studied. 
　　In this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work autonomy is working feature which 
cannot be easily judged by one person, this can show what role of working feature plays and 
meaning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work autonomy and 
revenue in Economics and in terms of the framework of efficiency wages and alternative 
remunera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ata, which is from the “work and lifestyle” variables 
of the Taiwanese Social Changes survey on 2005. 
　　The study w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autonomy, gender and income based on the social fabric of Taiwan. First of all, the study 
would show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n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variables 
in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After analyzing,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will discuss more 
Economics viewpoints, based on Sociology
.

Keywords: Keywords: Gender inequality, Work autonomy, Income,  Efficiency wage, Alternative 
　　　　     remu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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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針對全球社會、

環境和經濟訂定 2016-2030 行動計畫，已獲得 113 國響應，許多公司以公開格式發布企

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報告。本文旨在闡明 CSR 報告描述

職業安全與衛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活動趨勢，讓醫院在撰寫 CSR
能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指引，並對應我國醫院評鑑基

準。UN SDGs 是 CSR 永續發展最高指導原則，為了協助國內醫院管理者達成 OSH 永續，

本研究嘗試將 CSR 之 OSH 議題與醫院評鑑基準與評量進行連結，期望醫院編輯 CSR
報告與 SDGs 接軌。我們下載 GRI 第四版(G4)以及 2017 年醫院評鑑基準，彙整分析 OSH
活動，調查醫院網站上 CSR 報告，從 CSR 報告中提取數據，計算用於 OSH 活動信息的

頁面除以 CSR 相關活動總數，計算 OSH 描述比率。本研究發現，供應商勞動實務遵循

(LA14、LA15)揭露不足。樣本醫院 CSR 相關報告的平均頁數為 98 頁（48 頁~164 頁），

OSH 活動在所有 CSR 報告中所佔比率平均為 14.14%（6.2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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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言  

聯合國在2015年9月通過永續發展目

標 (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針對全球社會、環境和經濟訂

定2016-2030行動計畫，包含17個大目標

（goals）及169個細項目標（targets），已

獲得113國響應。我國於2017 年9月15日發

布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VNR)，說明因應 UN SDGs的重要 
政策，推動農業、公衛、教育、環境等 [1]。 

近 年 來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受到重視，企業不僅追求成

長和獲利提升能力，也要追求社會目標如

環境保護、社會正義等。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被

歐盟委員會定義為企業將社會和環境問題

納 入 業 務 運 作 ， 並 與 利 害 相 關 人

（stakeholders）互動[2]，實現社會、環境

與經濟之SDGs。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簡稱CSR報告)是目前全球的趨勢，例如，

在中國發佈CSR的上市公司從2006年不到

50件，到2009年近約500件。在台灣，企業

發佈CSR的數目雖比其他國家緩慢，但也

呈現上升趨勢，台灣前四百大服務業與製

造業上市公司首次發佈CSR報告書，從

2008年28件上升至2015年384件，可歸因於

法規要求，政府要求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

佔總營業收入比重50%以上特定公司，化

學工業、金融保險業及實收資本額達100
億以上之公司應發佈永續報告書[3]。 

CSR概念在已開發國家快速發展，因

而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sation, ISO）2010年發布ISO 26000，

幫助組織將原則轉化成行動，共享社會責

任之全球最佳實踐。ISO 26000：2010有七

個 核 心 主 題 － 組 織 治 理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人權 (human rights)、勞動實

務 (labor practices)、環境 (environment)、

公平營運 (fair operating practices)、消費者

議題 (consumer issues)、社區參與及發展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其中，勞動實務有五議題，包括就業與僱

傭 關 係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 工 作 條 件 與 社 會 保 障

(conditions of work and social protection)、
社會議論 (social dialogue)、工作安全衛生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 人 類 發 展

(human development) [4] (ISO 26000)，顯示

職業安全衛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是CSR重要層面之一。近年

來職業傷害和疾病的成本成為雇主採取介

入措施的主要誘因，雇主關注OSH介入措

施的經濟價值，最新調查500家機構顯示

73%雇主認為安全衛生的要求對企業有利，

64%表示長期而言可節省費用 [5]。 
員工是組織最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OSH活動信息能用於判斷CSR整體進展 
[6]。Morhardt根據53項研究CSR報告的綜

述 ， 指 出 少 有 研 究 分 析 CSR 報 告 關 注

OSH[7]。2017年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公布「PwC SDGs 全球大調查

（PwC Global SDG Reporting Challenge 
2017）」，全球17個國家470家企業參與，

發現績效指標揭露以溫室氣體減量、廢棄

物減量與能源效率居多[8]。2014 年日本

研究顯示，CSR重點逐漸從「環境」轉向

OSH的「社會」活動[9]。我國 2015 年永

續議題排名，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Taiwan）調查台灣  458 件CSR 
報告所揭露重大議題，顯示「訓練與教 
育」、「衛生」、「經濟績效」等，是最多利

害關係人關注的永續議題，且「經濟績 
效」由第一位降至第三位，顯示台灣 CSR 
報告由過去經濟導向，逐漸轉為重視人力

資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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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有關CSR揭露在一般產業有完

整研究，但在醫療產業鮮少探討。CSR概

念在健康照護領域逐漸形成，在日本（多

數醫院是私立的）一些知名美國健康照護

公司有CSR計劃，在加拿大CSR作為健康

照護提供者（醫院和其他提供者）的重要

概念。大多數醫療服務提供者有明確的社

會使命來幫助病人，任務廣泛可能側重於

具有社會目標的活動，如教育或研究。此

外，許多照護提供者有強烈傳統支持社區

團 體 以 及 藉 由 捐 贈 或 實 物 支 持 目 標

（Takahashi, Ellen, Brown, 2013）[11] 。

2013年我國衛生福利部首次發行CSR，以

順應世界潮流，惟對於醫院CSR揭露並無

法源規定，某些醫院以書冊和其他公開格

式（例如從網站獲得可存取文檔）自願性

發布CSR。2013年我國二代健保改革將「資

訊揭露」作為軸心，舉凡重要決策過程、

給付效益、品質等資訊，明訂法源強制揭

露。透過公開程序或監督管道，揭露醫院

財務狀況、醫療品質等資訊，有助於健保

醫療資源之合理分配，進而促使捐款人、

醫療消費者、醫療提供者及保險人皆贏之

局面[12]。然而，尚無法源對醫療院所強

制揭露職安衛資訊給利害關係人。尤以醫

療工作之特性（如輪班、值班及長時間工

作）異常工作負荷，導致因疲勞或壓力促

發之腦心血管疾病，其負面後果（如診斷

錯誤、醫療錯誤、病假、睡眠剝奪）以及

對組織衝擊（如職業健康、人才流失）。

我國自2012年起施行「過勞預防條款」，然

而每年因罹患「職業相關腦心血管疾病」

而領取勞保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者約有

68~92人次。我國於2013年7月3日公布修

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明定雇主採取保護勞

工身心健康之措施，防止員工過勞、職場

壓力促發疾病[13]。此外，我國於2005年

推行新制醫院評鑑，醫院評鑑層級悠關健

保給付，2012年醫院評鑑基準中(1.3.1) 
「單位主管派班合理，人員與能力合宜」

加入「實施疲勞管理，醫療照護人員有適

當休假時間」，透過評鑑要求醫院積極介

入疲勞管理。 
現階段醫院評鑑基準之一 (1.1.6)「遵

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規

範醫院配合政府對設備設施、員工安全福

利、勞動檢查及病人權利等法令，除了衛

生或醫療相關法令、行政規則，相關OSH
法令包括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性別

工作平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保險條例、游離輻

射防護法等。《 醫療法 》第 26 條：醫療

機構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

出報告，並接受主管機關對其人員配置、

設備、醫療收費、醫療作業、衛生安全、

診療紀錄等之檢查。面對法規規範，能降

低其與利害關係人間之衝突，裨有效調適

資源配置並善盡社會責任。 
UN SDGs是CSR永續發展最高指導原

則，為了協助國內醫院管理者達成OSH永

續，本研究嘗試將CSR之OSH議題與SDGs
進行連結，並對應我國醫院評鑑基準與評

量，期望醫院編輯CSR報告與SDGs接軌。

我國醫療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醫

院評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轄

區內醫療機構業務，應定期實施督導考核

(醫療法第 28 條)。據統計，2016年接受

醫院評鑑家數448家（醫院家數總計490），

占比率91.43%，顯示醫院評鑑基準近乎為

強制性資訊揭露，透過社會模仿、強制及

規範等體制力量，醫院間採行類似行動。

最後，以臺灣醫院CSR報告其OSH篇幅占

總報告之比例，了解醫院實踐OSH永續議

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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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方方法  

一一、、資資料來源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 是CSR 報告書框架與格

式制定單位，致力於CSR標準化編製， 
GRI 第 4 版 （ G4 ） 為 永 續 報 告 指 引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的最

新版 [14] 。各種報導 CSR活動的指導方針

中，許多公司使用GRI作為製定CSR報告

的參考。2016 年SDGs發表後，聯合國要

求GRI訂定配合措施，GRI 將17項SDGs
規劃於CSR報告書框架內，涵蓋組織之社

會、環境及經濟重大考量面、管理方針、

以及績效指標。本研究下載SDGs[15]、GRI 
G4繁體中文版[16]以及我國2017年度醫院

評鑑基準[17]。 
二二、分分析方法 

以內容分析法審視 GRI G4 定義之

OSH議題，亦即勞動實務與尊嚴勞動8個考

量面16項績效指標，從醫院評鑑基準評量

項目（分為經營管理、醫療照護兩大領域）

中淬取符合CSR要求之OSH內容。此外，

收集台灣醫院在網站發布CSR報告之PDF
文件和書冊，我們把每份報告頁面歸類為

環境活動、社會活動或其他，在社會活動

中描述OSH項目（如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

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傷害類型與比率，工

會正式協議，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體系，

心理健康對策等），計算每份CSR描述OSH
活動篇幅占總報告之比例，了解OSH實踐

概況。 

結結果  

一、CSR職安衛永續議題與SDGs之連結 
17項SDGs中有7項職安衛永續議題，

目標1消除貧窮、目標3健康與福祉、目標4
教育品質、目標5性別平等、目標8就業與

經濟成長、目標9產業創新基礎建設、目標

10減少不平等，對應GRI考量面，如表1所

示。 
二、職安衛永續議題－醫院評鑑基準與    
  GRI考量面之連結 

醫院評鑑基準與GRI G4之連結，如表

2所示。依據 GRI-G4 編撰 CSR報告，GRI
架構分為一般報告原則與特定標準揭露

(Reporting Principles and Standard 
Disclosures)，一般報告原則分為七大類別

（策略分析、組織基本資料、鑑別重大考

量面與邊界、利害關係人考量、公司治理

以及倫理誠信）；特別標準揭露分為經濟面

( 4 個考量面9 項指標)、       環境層面 (12個考

量面34項指標)與社會層面(30個考量面48
項指標)，其中，社會面向注重組織對其營

運地社會系統之衝擊，包含四個子類別，

分別為勞動實務與尊嚴勞動、勞動人權、

社會、產品責任，其中，勞動實務與尊嚴

勞動包含八個考量面，包括勞僱關係（為

組織執行工作關係之政策或實務），包括 
有關薪酬、升遷、隱私、人力資源發展等，

使用其它組織員工（如由仲介提供工作者）

以及在臨時或兼職基礎上從事的工作範圍；

勞資關係（包含組織與員工及其代表的諮

商實務做法，舉如團體協商，以及其傳達

重大營運變化的方法）；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女男同

酬；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勞工實務問題

申訴機制GRI指引描述八個考量面16項指

標，例如，G4-LA5：聯合資方與勞方健康

與安全委員會(協助監督與建議 安全衛生

計劃)以及委員會中基層代表所佔比例；

G4-LA6：傷害類型和傷害比率；G4-LA7：

與 職 業 相關 高 發 風險 疾 病 的工 作 者 ；

G4-LA8：健康和醫療衛生、職業病、失業

和曠工、工傷事故總數與工會達成正式協

議的安全議題；G2-LA14：符合國際勞工

組織職業健康管理體係指引的實證，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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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活動內容根據國際公認通用標準

或相關文獻制定。 
台灣醫院評鑑基準中有關職安衛的核

心概念，包括：1.1章醫院經營策略，1.2
章員工管理與支持制度，1.3章人力資源管

理，1.4章員工教育訓練，1.6章安全的環境

與設備，1.8章危機管理與緊急災害應變。

本研究建議根據台灣醫院評鑑基準之評量

佐證，來編撰CSR報告之 OSH議題－八個

考量面之16項指標（G4-LA1~ G4-LA16），

依序簡述如下： 
一一、勞勞雇雇關關係  (G4-LA1~ G4-LA3) 

G4-LA1 
醫院評鑑基準：第 1.3 章 人力資源管

理，主管瞭解院內應評估人員能力、

適當配置人員及合理之工作量，由此

確保人員不致承受過重之責任、壓力；

醫師人力、醫師工作量評估、醫放、

醫檢人力、病房護產、藥事、營養、

復健等人力配置。 
醫院評鑑基準 1.2.1：設置人事管理專

責單位，各部門的職掌及職務規範明

確。評量及佐證： 1.人事管理規章定

期審閱、工作規範(如上班時間、排班

制度、工作說明書)基層員工代表參與。

專責部門檢討假勤、特別休假、 離職、

薪資統計。 
G4-LA2 
醫院評鑑基準 1.2.2：訂有明確員工晉

用及薪資制度且執行合宜。評量及佐

證： 1.招募制度、任用資格。2.薪資

制度修訂、加薪、獎金發放或晉級等

檢討。2.醫師薪資設計除臨床貢獻 
度，包括公共事務與醫院活動參與。

3.各部門業務量及離職率，人力配置

計畫及增編檢討及薪資配套。考量工

作負荷，依業務量調整人力。4.人員

離職原因分析改善。5.醫院盈餘適時

調增人力或薪資。4.訂有醫師晉升、

薪資、貢獻與獎懲。 
G4-LA3 

二二、勞資關係(G4-LA4) 
G4-LA4 
《勞基法》第 16 條：雇主終止勞動契

約其預告期間分為十日前、二十日前、

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為另謀工作請

假時數不超過二日之工資照給。 
《勞基法》第 20 條：事業單位改組或

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

外，其餘勞工應依第 16 條規定期間預

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 17 條規定發給

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

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勞基法》第 83 條：為協調勞資關 
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

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訂定，並報

行政院核定。 
醫院評鑑基準 1.2.7：有關懷輔導機制

對院內員工提供心理及情緒等支持，

員工申訴管道。 
三三、、職職業安安全衛生(G4-LA5~ G4-LA8) 

G4-LA5 
醫院評鑑基準 1.2.4：設立職業安全衛

生專責組織人員，訂職業安全衛生管

醫院評鑑基準1.1.6：遵守相關法令，

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任職

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

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不得超過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

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

限。受僱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得與雇主協商提前或延後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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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確實執行員工意外事件防範

措施。評量及佐證：1.醫院 OSH 組織

章程、OSH 管理計畫、OSH 委員會會

議紀錄。2.依單位特性訂定員工意外

事故防範。3.針對影響員工安全的高

風險區域規劃管理，「高風險區域」如

急診室、隔離病室、放射線區、實驗

室、病歷室、感染性垃圾區域、施工

區、油槽或液氧槽區、管道間、機房、

鍋爐房、水塔等。4.發生重大違反 OSH
之事件及處理機制、原因分析、避免

重複再犯之對策。 
G4-LA6 
醫院評鑑基準 1.2.4：設立職業安全衛

生專責組織人員，訂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評量及佐證：1.OSH 委員會

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2.OSH 管理

計畫每年定期檢討修正。3.職業災害

統計網路填表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法》38 條：雇主應依

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按月

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公布於工作

場所。39 條工作者得向雇主、主管機

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事業單位違

反本法或安全衛生、疑似罹患職業病、

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主管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前項雇主所採取之

預防及處置措施，得實施調查。雇主

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者予以解僱、

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醫院評鑑基準 1.6.5：醫療機構應採必

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時之安全。評量及佐證：1.暴力事

件之風險評估。2.防止員工受暴力傷

害之安全管理規範。3. 建置醫院暴力

事件通報程序。4.防暴力之員工訓練、

針對高風險暴力發生場所進行演練。

5.警衛或保全人員人力排班。6.受傷害

員工之心理支持、輔導與法律求償或

其他協助。 
勞動部職安衛署執行《職職務遭受不法

侵侵害預防指引》，影響勞工身心健康之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以物理性、化學

性、生物性及人因性四大類為主，惟

勞工於職場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職

務地位優勢予以不當之待，或遭受顧

客之肢體攻擊、言語侮辱、恐嚇、威

脅等霸凌或暴力，致發生精神或身體

上傷害，甚而危及性命。此等不當行

為，對受害之勞工不僅涉及安全健  
康、人權問題，也涉及組織效率問題， 
職場暴力危害被歸類為「社會環境因 
子 引 起 之 心 理 危 害 （ psychosocial 
factors）」。為避免員工在工作中受到

暴力之攻擊，醫院應採必要措施以確

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安全。  
醫院評鑑基準 1.6.8：定期檢查及維修

設備 (機電、消防、供水、緊急供電、

醫用氣體 )或系統。評量及佐證：

1.OSH 委員會討論醫用氣體之安全管

理。2.管制潛在感染源，如儲水槽之

檢驗清淨，空調之保養與檢修 3. 定

期檢討醫院基礎設施 (機電、消防、

供水、緊急供電、醫用氣體) 之性 
能、故障之緊急應變程序與演習。4.
對醫用氣體高壓鋼瓶常見危害及其他

醫用氣體意外之預防與因應。 
G4-LA7 
醫院評鑑基準 1.2.6：實施新進員工及

在職員工健康檢查。評量及佐證：1.
員工健檢政策、員工健檢結果及分析

評估。2.健檢結果異常員工追蹤。3.
員工健康促進計畫。4.配置勞工健康

服務護理人員、員工健康諮詢。根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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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員工，職前提供「特殊體格檢 
查」，於員工在職期間或變更作業時 
定期提供「特殊健康檢查」。 
G4-LA8 
醫院評鑑基準 1.2.5：致力建置完善合

宜之工作環境，執行員工健康促進活

動與福利制度。評量及佐證：1.提供

整潔明亮且空間、設施充足之工作環

境。2.建立性別平權之工作環境，廁

所數量、更衣室、休息室、哺(集)乳
室等配置。3.提供身心障礙員工設施

設備。4.健康促進與福利措施，訂年

度計畫、編列經費，有基層員工代表

參與。5.實施健康促進活動、提升員

工士氣之福利措施。6.具備用餐、休

閒、運動、托嬰服務等設施。7.明定

醫院盈餘之百分比用於員工健康促進

與福利措施。8.健康促進活動(如減重、

戒菸、推廣健康飲食、慢性 病防治、

預防篩檢、預防注射等)。9.福利措施

如：法令規定的福利事項(保險、薪資、

休息及休假、退休、職業傷害、工作

時間)，非法令規定事項(軟硬體輔助、

補貼、獎金、家庭支持、旅遊)。10.
女性醫師於妊娠期間之值班規定，比

照《勞基法》第 49 條「雇主不得使女

工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間內工作」

及第 51 條「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

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

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四四、、教教育訓練 (G4-LA9~G4-LA11) 

G4-LA9 
醫院評鑑尚未規範男女別員工受訓

時數。醫院評鑑基準 1.1.6 ：遵守

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 
G4-LA10 
醫院評鑑基準 第 1.4 章 員工教育訓

練醫院應設置員工教育訓練之專責人

員、委員會或部門負責院內員工教育

及進修。 
醫院評鑑基準 1.4.1：設置專責人員、

委員會或部門，負責員工教育及進修。 
1.教育訓練及進修計畫、訓練管理制

度。2.員工(含外包人員)每年接受感染

管制及病人安全訓練。3.參加醫學會

議或在職進修獎勵。4.參加院外的教

育訓練、進修人數及經費。5.各職類

員工教育訓練定期檢討。 
醫院評鑑基準 1.4.2：對於新進員工辦

理到職訓練。 
醫院評鑑基準 1.4.3：訂定護理人員之

教育訓練與進修計畫、推展能力進階

制度。 
醫院評鑑基準 1.4.4：應定期對員工實

施突發危急病人急救措施。 
G4-LA11 
醫院評鑑基準 1.2.3：建立合理人事考

核及升遷制度。評量及佐證：1.人事

評核委員會有基層員工參與。2.員工

評核的規章、員工考核結果檢討、雙

向回饋作業。3.依據考核結果有適度

獎懲。執行過程公開透明且有雙向回

饋機制。 
五五、、員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G4-LA12) 

醫院評鑑基準 1.1.6：遵守相關法令，

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 
《醫療法》第 43 條：醫療財團法人之

董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董事配

置：具醫事人員資格者，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並有醫師至少一人；由外國

人充任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董事

相互間，有配偶、三親等以內親屬關

係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醫療法》第 50 條：醫療社團法人之

董事，以三人至九人為限；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應具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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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不得超

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不得充任董事

長。醫療社團法人應設監察人，其名

額以董事名額之三分之一為限。 
《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僱用身心障

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之計算方式。廠商

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所僱

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各均不

得低於員工總人數之百分之一。「定

額進用制度」是以法令強制規定雇主

必須僱用一定比率之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比例進用

原則 第 4 條：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

門、連江縣外，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

額，每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第

5 條 ： 原 住 民 地 區 之 各 級 政 府 機 
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

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

上為原住民。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進

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

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

分之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者，應進

用身心障礙員工比率不得低於 3%；

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

總人數在 67 人以上者，應進用身心障

礙員工比率不得低 1%，且不得少  
於 1 人。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就業的

權益。 
六六、、女女男同酬 (G4-LA13) 

醫院評鑑基準 1.1.6：遵守相關法令，

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為保障國民

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

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

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

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

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0 條：「雇主

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

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

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

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1 條：「雇主

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

不 得 因 性 別 或 性 傾 向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醫院評鑑基準 1.2.2：訂有明確員工晉

用及薪資制度且執行合宜。 
七七、、供供應商勞工實務(G4-LA14~G4-LA15) 

G4-LA14  
使用勞動條件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比

例。我國醫院評鑑基準尚未規範，無

對應之評量建議。 
G4-LA15 
醫院評鑑基準1.1.6： 遵守相關法令，

並提供合宜教育訓練。 
醫院評鑑基準 1.3.12：對外包業務及

人員有適當管理機制。評量及佐證：

1.外包人員健康檢查紀錄。2.外包業務

及設備等訪查評估。3.外包人員教育

訓練資料。4.外包業務監督管理規範

及查核。5.外包人員專業能力、資格

與教育訓練。醫院支援系統若採外包

委託專業組織或人員提供服務，醫院

應負監督管理責任，對外包業務及人

員有管理機制。重覆性非核心醫療之

勞務或技術委由外部廠商提供，總務

類如膳食製作、環境清潔、廢棄物處

理、救護車、保全、往生室、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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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類機電、安全、消防、供水、緊

急供電、醫用氣體等。 
八八、、申申訴機制 

G4-LA16 
醫院評鑑基準 1.2.7：有關懷輔導機制

對院內員工提供心理及情緒等支持，

申訴管道。評量及佐證：1.建立員工

關懷、輔導機制，設專責人員推動心

理及情緒支持，對涉及醫療事故員工

有支援機制。2.建立員工申訴管道，

訂標準作業程序，申訴個案。3.定期

員工滿意度調查，檢討滿意度較低項

目改善。4.辦理員工紓壓或情緒支持。

各級主管接受員工關懷訓練。5.員工

紓壓或情緒支持相關活動計畫。 
醫院評鑑基準 1.8.4：建立醫事爭議事

件處理機制，對涉及爭議員工有支持

及關懷。評量及佐證：1.應設置專責

人員或團隊，迅速處理爭議。2.建立

醫事爭議事件處理程序，分析發生原

因。3.員工到職訓練納入醫事爭議預

防。4.對醫事爭議事件檢討，製成教

材。5.主動與醫事爭議病人家屬溝通

化解爭議，提供支持與關懷服務。6.
對醫事爭議賠償、補償、和解或慰問

金等，訂有補助或互助辦法。 
 
現階段自願性發佈 CSR 報告的七家

醫院基本資料，如表 3 所示。樣本醫院之

權屬別（公立、私立）、層級別、規模（病

床數及醫事人員數）、所在行政區，CSR 
頁數、描述 OSH 活動頁數。樣本醫院其 
報告書標題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永續發

展報告、企業永續報告等，雖然報告書名

稱不同，內容皆用以揭露 CSR 資訊。在 
CSR 中描述 OSH 活動，馬偕醫院 2014
年 OSH 占比率 21.67%(13 頁/60 頁)，高

醫 中 和 醫 院  2014 年  OSH 占 比 率 

9.16% (12頁/131 頁)，高市小港醫院 2015
年 OSH 占比率 6.25% ( 3頁 /48 頁)，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014 年 OSH 占比

率 14.02% ( 23 頁/164 頁)，高雄榮民總醫

院 2015 年 OSH 占比率 16.49% (16 頁/97
頁)，新光醫院 2014 年占比率 11.76% (10
頁/8515 頁)，台安醫院 2015 年 OSH 占比

率 19.60% (20 頁/102 頁)，顯示 OSH 活

動描述率普遍低於 20% 。樣本醫院 CSR
相關報告的平均頁數為 98 頁（48 頁~164
頁），OSH 活動在 CSR 報告中所佔比率平

均為 14.14%（6.25%~21.67%）。 

討討論  

醫院評鑑有法源規範(醫療法  28
條)，此外，評鑑結果牽涉各醫院年度健

保給付額度標準(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14條)。本研究

試圖彙整醫院強制性資訊揭露（台灣醫

院評鑑基準）與自願性揭露（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對於OSH之要求。本研究顯

示，GRI G4與醫院評鑑有關OSH層面相

異處，GRI 依循國際公約，如國際勞工

公約(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聯合國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內容以保護勞動者

在勞動過程中基本勞動權為主，有較多

規範團體協約等。我國醫院評鑑基準較

少提及供應鏈之勞動實務。GRI指引納

入OSH活動，針對勞動實務與尊嚴勞動

八個考量面，其中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有二項指標(G4-LA14、G4-LA15)，我

國醫院評鑑基準缺乏相對照之規範，僅

規範醫院內有許多採外包方式委託專

業組織提供服務，醫院應負監督管理責

任，以確保外包人員確實具備工作相關

專業證照或資格條件及人力素質適當。

教育訓練（G4 LA9），我國醫院評鑑基

準尚未強調男女別訓練時數，但著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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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專責人員、委員會負責教育訓練(諸如

病人權利、病人安全、醫學/醫事/護理

倫理、全人醫療、感染管制、急救措施

及危機處理等議題應列必要課程）。

G4-LA4 團體協約是指為確定工作條件

或為規範雇主和工作者間關係，而由雇

主與工作者組織所進行的談判，團體協

約是關於組織運作中聯合決策的一種

模式ILO第154號公約)。我國醫院評鑑

基準尚未強調，但依據我國勞動關係司

解釋，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

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

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

訂之書面契約。我國將勞動安全與衛生

合併規範於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安衛法)，
並將勞動檢查另立專法(即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採中央專責機構統一管理，對

於違法者定有停工、停業、罰鍰等行政

處罰，職安衛法、勞動檢查法均單獨定

有刑事責任。 
本文輔以七份醫院 CSR 報告分析，難

以概括醫院 CSR 有關 OSH 趨勢變化，某

些醫院雖未發佈 CSR，但獲得「臺灣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TOSHMS）認證，包括萬芳、亞東、台大

新竹分院、台中榮總、壢新醫院、大同醫

院。我國自 2008 年鼓勵企業建置及推動

TOSHMS，TOSHMS 認證由政府機關主導

推動，以保護勞工安全及健康為核心，委

員會加入員工代表、專業人員參與之要求，

對 OSH 管理系統細部要求，如採購管理及

承攬管理加入對健康監控、健康保護及健

康促進之要求，定期與其他組織之 OSH
實施績效作比較，驗證機構須經勞動部職

安衛署委託之驗證管理機構審查資格，並

提報職業安全衛生署備查及登錄。 

本研究發現，OSH 通常被定義為針對

工作場所產生的危害進行預測、評估、識

別和控制，然而，工作場所健康促進介入

試圖改變與健康有關的個人行為，諸如體

重控制，戒菸，而流感疫苗接種等健康行

為，被排除在外。此外，精神障礙疾病的

負擔逐年年增加，心理健康是全球主要問

題之一，但最近 GRI 指導方針並沒有清楚

描述精神衛生活動 [18]。台灣醫院評鑑基

準已建議納入員工心理健康活動 。醫院是

高度壓力工作場所，除了建構安全工作環

境重視人員健康防護、健康促進與福利，

我國醫院評鑑著重員工支持，提供意見反

應管道(如滿意度調查)及心理支持及輔導

機制，提升員工心理衛生知能，有互助機

制減輕員工面臨困境或醫療糾紛時之壓

力。 
在日本企業發布 CSR 報告中描述

OSH活動，從2004年到2012年逐年上升，

2012 年為 76.5%。按行業分類，採礦、建

築、電力和天然氣以及運輸/信息和通訊， 
2012 年描述率超過 80%，特別在建設

（2012 年為 85.5%）和運輸 / 信息與通訊 
（2012 年為 86.0%），金融與保險和服務  
業在 2012 年未達 50%，顯示 OSH 活動尚

未被視為 CSR 一部分[18]。2012 年日本

76.5%企業在其 CSR 報告中描述 OSH 活動，

而 OSH 描述中 75.3%包括員工心理健康活

動[19]。 

結結論與建議  

員工是醫院的重要利害相關者，是資

源管理的基本人力資本，尤以醫療業事故

嚴重程度、損失工作時間比率數據顯示

OSH 活動在醫療服務行業實需特別關注。

對其他利害關係人而言，關於員工職業安

全與衛生活動的信息對於判斷醫院狀況是

有用的，未來宜更詳細分析 OSH 報告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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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於醫院 CSR 之資訊揭露並無

法源之規定，個別醫院以自願揭露的方式

呈現；醫院評鑑與 GRI G4 對於 OSH 層面

雖不全然相同，本文以現今聯合國強調要

求的永續實踐，建議台灣醫界可以根據醫

院評鑑基準資料編撰揭露 OSH。本研究披

露，近 500 家醫院中僅有少數七家自願性

發佈 CSR 報告，發布 CSR 報告的醫院所

描述 OSH 活動的比率約 14.14%。然而，

本研究中樣本醫院數量不足（5.4%），從

有限分析難以概括整個醫療產業 CSR 關

注職業安全與衛生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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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職安衛永續議題－SDGs與GRI-G4考量面之連結 

 SDGs 永續議題關鍵字 對應GRI考量面* 
目標1：消

除貧窮 
消除一切形式的

貧困 
貧窮、弱勢族群、公平權

利、災後復原能力  
經濟績效、間接經濟衝擊、勞勞雇關係
*、勞勞資關係*、訓訓練與教育*、童工、

公共政策 

目標3：健

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

活型態，促進各

年齡層人群福

祉 
 

死產率、傳染疾病、非傳

染疾病、麻醉藥品、交通

事故、醫療保健、危險化

學物質 

顧客健康與安全、產品及服務標示、

職職業健康與安全* 

目標4：教

育品質 
確保有教無

類、公平的優質

教育，及提倡終

身學習。 
 

高品質早期幼教、免費中

小學教育、技職與高等教

育、弱勢族群受教、有效

學習環境 

訓訓練與教育*、勞勞雇關係*、當地社

區、間接經濟衝擊、員員工多元化與平
等等機會* 
 

目標5：性

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

等，並賦予婦女

權力 
 

兩性平等、育嬰假、家事

分擔、婦女權益 
女女男同酬*、勞勞雇關係*、市場形象、

員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目標8：就

業與經濟

成長 
 

促進包容和永續

經濟成長，達到充

分生產力的就

業，讓人人獲得好

工作 
 

永續經濟成長、產業 
升級、創新開發、永續生

產、人人有好工作、年輕

人失業、永續觀光、金融

服務、貿易資源、全球就

業協定 

經濟績效、市場形象、原物料、能源、

排放、產品和服務、勞勞雇關係*、勞勞
資資關係*、職職業健康與安全* 

目標9：產

業、創新

基礎建設 

建造具抵禦災害

能力的基礎設

施，促進永續產業

化，並加速創新 

基礎設施、產業就業率、

能源效率、低碳製程、科

技能力、創新研發、網際

網路 

間接經濟衝擊、當地社區、勞勞雇關係
*、能源、排放、產品及服務、經濟

績效、行銷溝通 

目標10：

減少不平

等 

減少國家內部和

國家之間不平等 
底層人口所得成長、多元

融合、機會平等、 
金融秩序、移民政策、差

異對待、開發援助 

經濟績效、員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不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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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醫院評鑑基準與 GRI G4(8 個考量面 16 項指標)之連結 

GRI G4 考量面 醫院評鑑基準 

勞勞僱關係 

G4-LA1 
 按年齡、性別和區域劃分計算 a.新進員工人數、比例與 b.員
工離職人數和離職率 

1.2.1 設置人事管理專責單位，各
部門的職掌及職務規範明確，人事
制度健全 

G4-LA2 
 在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對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提
供之福利 
a.標準福利應包括：人壽保險、醫療保險、傷殘保險Ÿ 育嬰假、
退休方案、員工持股、其他 

1.2.2 訂有明確員工晉用及薪資制
度且執行合宜 
 

G4-LA3 按性別劃分報告育嬰留職停薪假後復職和留任比例 
a.享有育嬰假員工總數。 
b.實際育嬰假員工總數。 
c.育嬰假後復職員工總數。 
d.育嬰假且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員工總數。 
e.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員工比例。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性平法》第 16 條 
  
 

勞勞資關係 

G4-LA4 
在團體協約中具體說明有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a.執行可能嚴重影響員工權利重大營運變化前，提前通知員工
及其代表最短週數。 
b.團體協約載明諮詢和談判的提前通知期。 

《勞基法》第 15 條 
《勞基法》第 20 條 
《勞基法》第 83 條 
1.2.7 有關懷輔導機制對員工提供
心理及情緒等支持，並有員工申訴
管道 

職職業安安全衛
生生 

G4-LA5 描述由勞資雙方代表參加的正式聯合勞工健康安全
委員會之勞方代表比例，藉以監督和指導職業健康安全相關規
劃 
a. 在正式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在組織內部運作層級。 
b. 在正式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勞方代表比例。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法》 34 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
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
查後，公告實施。 
1.2.4 設立職業安全衛生專責組
織、人員，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及確實執行員工意外事件
防範措施 
 

G4-LA6 
依區域與性別分析傷害類型及工傷頻率、職業病發生率、損失
日數比例、缺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故總人數 
a.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及非正式員工） 
b. 獨立承包商在組織負責現場工作環境安全的工作條件，獨
立承包商 
工傷類別、工傷率（IR）、職業病率（ODR）、損失日數比例
（LDR）、缺勤率（AR）和因公死亡事故總數：Ÿ 地區 性別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法》37 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 38 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 39 條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a.勞工從事某些具有高風險或高特定疾病發生率的職務。 

1.2.6 實施新進員工及在職員工健
康檢查 
1.6.5 採必要措施，確保醫事人員
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1.6.8 定期檢查及維修設備(機電、
消防、供水、緊急供電、醫用氣體)
或系統 

G4-LA8 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被納入工會正式協議文件中 
a.說明與工會正式協約（當地或全球性）是否包含健康與安全
的議題。 
b.在正式協約涵蓋健康與安全議題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1.2.4 設立職業安全衛生專責組
織、人員，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執行員工意外事件防範措施 
1.2.5 致力建置完善合宜工作環
境，執行員工健康促進活動與福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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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醫院評鑑基準與 GRI G4(8 個考量面 16 項指標)之連結(續) 

教教育訓練 

G4-LA9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劃分，計算每名員工每年接受的訓
練時數 
a.說明組織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Ÿ 性別/員工類別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1.4.1 設置員工教育訓練專責人
員、委員會或部門，負責院內員工
教育及進修 
1.4.2 對於新進員工辦理到職訓練 
1.4.3 訂定護理人員之教育訓練與
進修計畫、推展及落實其能力進階
制度 

G4-LA10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計算單一雇員每年接受的訓練時
數。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其管理退休生涯的職能管
理與終生學習計畫 
a. 為提升員工職能而實施和協助之計畫所提供的類型和範
疇。 
b. 提供因職涯終止或終止僱用員工轉換協助計畫，包括促進
持續受僱能力及管理退休生涯。 
G4-LA11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生涯發展
審查的員工比例 
a.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員工
比例 

1.2.3 建立合理人事考核及升遷制
度 
 

員員工多元化
與與平等機會  

G4-LA12 依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和其它多元化指標劃分，
報告治理組織成員高階管理層和按員工類別的員工組成 
a.治理組織成員的各項百分比： 性別Ÿ 年齡層 少數族群Ÿ 其
他多元化指標 
b.各類員工百分比： 性別Ÿ 年齡層少數族群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醫療法 43(醫療財團法人之董
事)、醫療法 50(醫療社團法人之董
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
原住民工作權益保障法第 4 條、政
府採購法 98 條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女女男同酬 

G4-LA13 依員工類別與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性與男性之基
本薪資和薪酬比率 
a.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說明女性對應男性的基
本薪資和報酬比例。 

1.1.6 遵守相關法令，並提供合宜
教育訓練 
性平法第 10 條、第 11 條 
就業服務法 
1.2.2 訂有明確員工晉用及薪資制
度且執行合宜 
 

供供應商勞工
實實務評估 

G4-LA14 使用勞動條件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比例。 
a.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無對應之基準 

G4-LA15 在供應鏈對勞動條件有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以
及所採取的行動 
a. 接受勞工實務衝擊評估的供應商數量。 
b. 鑑別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
量。 
c. 供應鏈中鑑別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勞工實務。 
d. 鑑別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
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已有所改善。 
e. 鑑別為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
中，有多少比例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以及終止的原
因。 
  

1.3.12 對外包業務及人員有適當
管理機制 
 

勞勞工工實務問
題題申訴機制 

G4-LA16 藉由正式申訴機制提出對勞動條件立案、處理、並
解決之數量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
訴數量 
a.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勞工實務申訴的總數 

1.2.7 有關懷輔導機制對院內員工
提供心理及情緒等支持，並有員工
申訴管道 
1.8.4 建立醫事爭議事件處理機
制，且對涉及醫事爭議員工有支持
及關懷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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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樣本醫院基本資料    

 權屬別 評鑑

層級 
成立

年 

組織

年齡 

行政

區 
病床

數 
醫事人

員數 
CSR
頁數 

OSH
頁數 

OSH/CSR 
占比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 

私立 
非營利 

醫療 
財團法人 

醫學

中心 
1880 138 台北 1,109 2,494 

 
60 13 21.67% 

新光吳火獅 
紀念醫院 

私立 
非營利 

醫療 
財團法人 

醫學

中心 
1992 26 台北 957 2,040 85 10 11.76%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私立 
非營利 

校附設 
醫院 

醫學

中心 
1980 38 台中 2,168 3,919 164 23 14.02% 

高雄榮民 
總醫院 

公立 榮民醫院 醫學

中心 
1990 28 高雄 1,678 2,713 97 16 16.49%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私立 
非營利 

校附設 
醫院 

醫學

中心 
1957 61 高雄 1,978 3,365 131 12 9.16%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私立 
非營利 

醫療財團

法人醫院 
區域

醫院 
2000 18 高雄 581 730 48 3 6.25% 

台安醫院 私立 
營利 

西醫醫院 地區 1986 32 新北 86 9 102 2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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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umber of companies publis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reporting in 
publicly available forma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 activities as described in CSR reporting by hospitals sector. The UN SDGs is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 for CS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jority of companies are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OSH in CSR reporting. In order to assist domestic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to achieve OSH sustainability, we attempt to link the OSH issues of CSR with 
Hospital Accreditation, corresponding to (GRI G4), and expects hospitals to disclosure CSR 
activities. We investigated CSR reporting on the website of hospitals in Taiwan. The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CSR reporting of each hospital. We counted the pages dedicated to information 
on OSH activities and calculated the rate of OSH divided by total CSR-related activiti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pages of CSR-related report was 98 (range from 48 to 164).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described pages of OSH activities within CSR reporting was 14.14% (range from 
6.25% to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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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高齡者在台灣延續穩定就業或退出後重返勞動市場存在著諸多困境。本文透過文

獻分析及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之蒐集與分析，針對中高齡在勞動市場中所存在的困境進

行檢視，並直接提出協助中高齡者重返職場的相關建議。研究發現主要是：1. 中高齡者

的再就業優勢層面之分析：產業嚴重缺工提供中高齡者許多工作機會、退休之後再回任

之機制、可接受彈性工作之安排、包容度較高、就業參與上較為穩定、願意接受在地化

之工作安排、配合意願較高、可節省訓練成本；2. 在中高齡者在就業之劣勢分析：跨域

就業能力及意願較低、需經由職務再設計才能導入工作參與、容易產生職災、容易產生

職場轉換上的問題、較難與科技工具產生諧作；3. 中高齡者友善職場的項目：企業存有

企業社會責任、充滿高度人性化管理及具有高度同理心、對中高齡者之觀念與認

知、公部門樂於雇用退休後之中高齡勞動者。

　　此外，針對上述中高齡者的重要研究發現，本文歸納出以下幾點重要的政策建議：

(1) 中高齡就業主要需要思考如何協助其重返勞動市場，包括非自願性失業及高齡者退休

重返勞動市場。以及職場產生就業轉化的異業勞動參與；(2) 中高齡就業促進必須特別注

意其重返職場過程所產生的就業參與慣性，必須積極協助其克服心理及技能上的障礙；

(3) 透過 OECD 所產生的層次，包括就業意願之檢視、技能厚植的協助，以及從政府與

企業端點所應建構的友善職場環境。透過積極的職場職務再設計與青銀共創的協作，導

引其職場參與；(4) 在經營中高齡者退休重返之制度設計上，必須注意其所可能對應之產

業結構分析；(5) 必須進一步注意中高齡者中不同細齡分層所存在之差異，因為不同細分

支中高齡者其實存在著相當差異化的困境與需求。

關鍵字：關鍵字：中高齡者、友善職場、職務再設計、青銀共創  

民國107年11月29日投稿，民國108年5月9日修改，民國108年5月15日接受。
通訊作者：馬財專，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62102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大學路一段168
號，電子郵件信箱：labtma@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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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人口老化已變成全球的問題，國家發

展委員（2015）的人口推估報告（2016 年

至 2061 年）顯示，我國預計將在 2018 年

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例超過 14%），

而在 2026 年會成為超高齡社會（老年人

口比例超過 20%）；依該報告，我國從高

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僅花費 8 年的時間，

老化的速度相當快速。例如：美國花 15
年及日本花 11 年（表 1）。人口推估報告

中也可發現，從 2016 年開始直到 2061
年，我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將以一年平均減

少 18 萬人的速度在逐漸下降。以勞動市

場的角度來說，當人口結構改變，亦會造

成勞動人口的改變；易言之，當工作年齡

人口逐漸減少時，勞動人口也逐漸步入老

化階段，故如何善用中、高齡人力資源，

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變成各界關心的

議題 [1]。

　　國 際 勞 工 組 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針對 OECD 國家做高

齡勞動的研究，就是以 55~64 歲作為高

齡勞工（Auer and Fortuny, 2000）[2]；ILO
從 1930 年代就開始關注中高齡勞工的議

題，除了 1960 年的中高齡勞工訓練與安

置計畫及 1970 年因科技自動化發展而開

始重視中高齡勞工的就業權外，更在 1980
年的國際勞工會議中，訂定了與中高齡工

作 者 有 具 體 相 關 的 建 議 書 [3]1（R162 - 
Older Workers Recommendation2），建 議 書

包含保障勞工不因年齡差異而有不平等對

待、依個人的技能、經驗與資歷來取得合

適工作機會、有訓練與再訓練機會以及提

供就業安全 [4]，因此有了基本標準來保

障中高齡者的工作待遇。

　　依據勞動部（2017）「勞工生活及就

業狀況調查」指出，我國勞工預計退休年

齡在 55 歲的占有 14.8%，比 2014 年的

10.9% 以及 2015 年 12.6% 來得高；預計

退休年齡在 56~60 歲的占有 35.3%，是從

2012 年以來最低比例；預計退休年齡在

61 歲 以 上 的 占 有 40.6%，其 比 例 高 於

2012 年以來得數值。資料來上升的幅度來

看，未來我國勞工在 55 歲預計退休的比

例上升了 2.2%、在 56~60 歲的可知我國

勞工預計提前退休的趨勢大於延後退休的

可能（表 2）。若因 55 歲退休後而不再投

入勞動市場，那將會造成我國人力資源的

損失。依上述可知，全球在面對高齡化的

趨勢下，高齡者再就業就成為相當值得重

視的議題。

國

別 

65 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 
到達年度 

 

 
高齡化

社會 
7% 

高齡 
社會 
14% 

超高齡 
社會 
20% 

7% -
14%  14% -

20%  7% -
20%  

中

華

民

國 

1993 （2018） （2026） （25） （8） （33）  

新

加

坡 
1999 （2019） （2026） （20） （7） （27）  

日

本 
1970 1994 2005 24 11 35 

韓

國 
1999 （2018） （2026） （19） （8） （27）  

德

國 
1932 1972 2008 40 36 76 

美

國 
1942 2013 （2028） 71 （15） （86）  

  

轉變所需要的
時間 （年） 

高齡化社
會至超高
齡社會

表 1  我國與主要國家高齡化轉變速度

說明：（ ）括弧內的數值代表推估數值。
資料來源：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16-2061）」報告

一、臺灣中、高齡者的就業概況

1 依據國際勞工標準（Labour Standards），ILO 採
用公約（Convention）與建議書（Recommendation）
的形式。國際勞工公約是國際性條約，須經國際勞

工組織成員國批准；建議書則不具法律約束力。

2 綜合並充實ILO較早的相關公約和建議書內容

二、臺灣中、高齡者再就業及促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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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55歲

 

56~60
歲

 

61 歲

以上
 

平均年齡

（ 歲 ）
 

2012  15.8  36.8  34.5  59.6  

2013  16.6  37.9  33.6  59.6  

2014  10.9  41.3  38.7  60.4  

2015  12.6  37.8  39.6  60.0  

2016  14.8  35.3  40.6  60.2  

表 2  我國勞工預計退休年齡

　　　　　　　　　　　　  單位：%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本文以中高齡及高齡者為研究對象，

試圖提出促進失業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

的相關政策建議。為建構我國中高齡與

高齡就業議題規劃，本文採用文獻分析

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中高齡及高齡者

之資料蒐集及分析。茲列如下：( 一 ) 文

獻分析法：有關國內外資料蒐集內容，

以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之政策措施為

焦點，其內容包括勞動供給面、勞動需

求面、勞動供需媒合面、其他等的作法。

擬蒐集相關文獻的範圍涵蓋我國、歐盟

及日本。由於國內外資料多寡並不一致，

各區域有不同份量的內容；( 二 ) 深度訪

談法：本文採取深度訪談，訪談題綱採

半結構式設計，內容包括基本資料、運

用中高齡及高齡者狀況、僱用中高齡及

高齡者政策運用或公司治理方式、針對

中高齡與高齡友善職場與僱用的企業理

念、僱用中高齡及高齡者困境與建議事

項等。深度訪談法為蒐集資料之基本策

略，主要以開放式的訪談題綱透過深度

溝通，本文透過四家進用中高齡勞工不

同產業類別之事業單位，進行深度資料

之蒐集與分析。

文獻回顧

一、臺灣中、高齡者的就業概況一、臺灣中、高齡者的就業概況

　　臺灣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的勞參率

呈現隨著年齡別提高而下降的趨勢，從

2000 年以來的發展，各年齡別的勞參率

隨時間經過而呈現提高的趨勢（表 3）。

表 3  臺灣依年齡別區分的勞參率

　　　　　　　　　　　　　單位： %

年齡別 1990 年

平均 
2000 年

平均 
2017 年

平均 2018 年 

15 歲以上

總計 
59.24 57.68 58.83 59.19 

45-49 歲  72.33 73.43 82.66 84.06 

50-54 歲  65.04 63.91 72.47 73.76 

55-59 歲  56.43 50.54 55.66 55.79 

60-64 歲  40.90 35.68 36.65 36.71 

45-64 歲  - 59.8 62.82 - 

65 歲以上  9.77 7.71 8.59 8.43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統計 (2019) 專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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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措

　　施

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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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中、高齡者的就業概況

　　臺灣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的就業

率呈現隨著年齡別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2017 年相較 2008 年，各年齡別的就業

率都隨時間經過而提高（表 4） 。

表 4  臺灣依年齡別區分的就業率

　　　　　　　　　　　　　單位： %

年齡別 2008 年平均 2017 年平均 

15 歲以上總計  62.78 65.65 

45-49 歲 74.07 80.80 

50-54 歲 64.20 70.98 

55-59 歲 49.42 54.74 

60-64 歲 31.43 36.03 

45-64 歲 59.28 61.58 

65 歲以上 - -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統計（2019）專區網站

二、臺灣中、高齡者再就業及促進政策二、臺灣中、高齡者再就業及促進政策

　　衛生福利部（2013）針對老人狀況

調查報告顯示，55 歲到 64 歲者為有酬

工作者的超過四成，工作原因以負擔家

計比例最高（66.5%），其次則為經濟獨

立自主（29%）；65 歲以上有酬工作的約

占 有 一 成，工 作 原 因 仍 以 負 擔 家 計

（51%）比 例 最 高，其 次 為 打 發 時 間

（33.1%），經濟獨立自主（27.4%）為第

三 [5]。反觀，工作原因是為了維持社會

的參與因素皆為兩年齡組別居第四之因

素，表示高齡者會再就業仍然以經濟因

素為最主要原因。

　　梁鍾廷透過實證資料分析，歸納影

響中、高齡者再就業的四個面向，分別

為個人屬性面向（如：性別、婚姻狀況、

居住地都市化程度）、人力資本面向（如：

教育程度、自我健康評估）、經濟需求面

向（是否為負擔家計者、有無尚未入學

或在學子女、經濟壓力、生活開支是否

足夠、未來養老情況）、工作特質面向

（如：工作壓力），最後發現，影響中、

高齡者再就業的動機中，經濟因素較健

康狀況因素來得重要 [1]。
　　黃春長、王維旎發現，中高齡就業

者的職能指標中，最具備的前五項分別

為：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度與抗壓性

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遵守職業倫理

能力，以及表達與溝通能力，而較具備

不足的為外語能力。馬財專、林淑慧亦

提及，經由勞動成本分析後，多數雇主

認為，中高齡勞工難訓練，且長期觀察

在工作效能上亦無法提升，故難以攤平

企業所需支付的訓練成本 [6]。楊靜利、

林沛瑾針對年齡與就業機會的關係認

為，對中高齡者的就業意願、型態與能

力，以及企業的僱用需求等，都所知有

限；作者亦提出，像是各產業別的高齡

勞工招募之開放性、年齡別、職業隔離

情形，以及高齡勞工的退休行為等議

題，未來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7]。
　　我國目前在協助中、高齡者再就業

這部分，針對雇主的部分採取主動拜訪

原則，勞動力發展署的外展人員透過主

動拜訪雇主，鼓勵雇主釋出職缺，並針

對事業單位辦理相關座談會，同時鼓勵

事業單位可遵循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

應行注意事項來僱用中高齡勞工，進而

可增加其就業的機會 [8]。目前發展中的

三、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措

　　施

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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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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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中、高齡者的就業概況

二、臺灣中、高齡者再就業及促進政策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則

可考慮以下的修正建議：提供工作和退

休的充分資訊（如貧窮者提前退休對他

們的財務影響）、支持企業提供好的工作

給中、高齡者、對中、高齡者提供技能

更新的公平機會（如新科技環境的技能）

[9]；權利和責任要平衡、建構雇主的通

報機制、評估棍棒與紅蘿蔔的適當性、

要明確提出法律效果的統計指標 [10]。
要 有 差 異 化 對 待 的 思 維，來 因 應

中、高齡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社會不均等

情形 [11]3。我國推動青銀合作時，也應

該考慮公私部門合作、健康與不健康

者合作、實體與虛擬合作等手段。

三、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措三、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措

　　施　　施

1.以法令規範保障中高齡者就業

　　日本向來對於中高齡人力的促進

僱用展現在僱用中高齡法規，持續修法

以強制規範企業僱用行為上，例如，

日本有鑑於將近 70% 的高齡失業者

求職時遭受年齡歧視，2001 年修正

《就業措施法（Employment Measures 
Law）》，要求雇主在進行僱用或招募

活動時不得提及年齡，至 2004 年

《高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法時，進一

步要求那些招募一定年齡員工的雇主

陳述理由，而當 45 歲至 64 歲遭解僱

的員工，若其有再就業之意願，雇主

需盡一切可能協助其就業。

　　2013 年日本再度修正法令，賦

予企業更多和明確的僱用中高齡勞動

力的法定義務，並強調中高齡的終身

僱用之精神，主要重點如下：(1) 通

過提高強制退休年齡以增加勞動參與

率：此項措施於 2013 年通過，使得

日本中高齡勞動者強制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長至 65 歲；(2) 非營利組織

建立關於工作、技能和學習的資訊分

享平台，讓年長工作者可貢獻他們的

技能和經驗。日本促進中高齡勞動者

再僱用的主要架構如圖 1 顯示。

圖 1  2013 年日本促進中高齡再就業機制

資料來源：日本勞動政策研究（2014）

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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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置一個”積極終身

服務社會”的方式促進

中高齡就業齡就業 

輔助與促進 

中高齡再就業 

確保 65 歳中高齡以其知

識與技能為企業或企業

集團僱用 

促進中高齡，不論其年齡皆可依其
意願和能力就業，以建構”積極終
身服務社會” 

擴大中高齡在其所在社區受
僱和參與活動之機會 

科技輔具 
和促進中高齡再就業 

建置企業僱用中高齡再就業之法
定義務 

3荷蘭的資料顯示，提早退休行為與職涯特質有關

聯，教育程度與提早退休行為有關聯(教育程度較
低者較會在65歲以前退休)，勞動階級較服務業和
自營作業者更容易失能或失業；故中、高齡者之

間有社會不均等的情形：較低教育程度、低

技術者較難延長其就業職涯(Visser,Gesthuizen, 
Kraaykamp, & Wolbe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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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私部門合作策略

　　近年來世界各國皆面臨人口結構

轉變趨勢所帶來的勞動力萎縮問題，

日本因應人口結構變化，結合政府、

企業、教育體系與非營利組織所制定

的整合性勞動政策，在國家公、私部

門共同策略部分，所要形成有利中高

齡勞動的產業文化為調整教育與工作

制度及打破刻板印象，較具體的行動

策略為：(1) 企業將工作型態多元化，

或採彈性的工作輪調，以吸引女性和

年長工作者。(2) 類似的作法是「逆

參勤交換」：「參勤交換」是日本古代

地方官吏在特定期間，由地方調至中

央政府工作的措施。日本在各地社

區 為 高 齡 者 終 身 學 習 的 機 構 主 要

為「銀髮人才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 SHRC），主要以市

町村為單位設置，市町村再結盟組成

「都道府縣銀髮人才中心連合」，及至

全國性聯合組成「社團法人全國銀髮

人才中心協會」。

3.2018 年實施之促進高齡者就業的積  

   極措施 [12]
　　日本內閣於 2018 年發布《高齡

社會白皮書》，將高齡社會對策的實

施項目分為六大構面：就業、年金；

健 康、照 護、醫 療；社 會 參 與、學

習；生活環境；因應高齡社會之市場

活性化及調查研究；因應超高齡社會

之 基 盤 建 構 等。2018 年 開 始 執 行

「勞動型態改革實行計畫」，將「促進

高齡者就業」作為核心項目之一。如

完善法制以協助和促進高齡者二度就

業：「高齡者僱用安定法」明定，為

確保受僱高齡者能服務至 65 歲，雇

主必須由「延後退休年齡」、「延長僱

用」、「廢止退休制度」擇一採行。

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在過去五年中，歐盟 27 國的 65 至

74 歲工人的就業率增加了 15％（2011
年）。這個年齡層的大多數人都是已領取

退休金者，這表示退休金領取者仍從事

有薪就業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這有兩個

原因，首先，許多人想工作，而退休金

領取者的健康狀況也得到改善。其次，

許多退休金領取者需要工作：在經濟不

景氣期間，這一群體的規模急劇增加，

而適當的工作機會卻變得越來越少 [13]。
    整合芬蘭全國勞動力調查和個人退休

意願與實際退休年齡的追蹤調查 [14]。
調查顯示，如果能夠縮短工作時間，許

多中高齡勞工會比較具有繼續工作的意

願。因此，許多有助於中高齡勞工繼續

就業的發展（例如：終身學習）、工作時

間的彈性和組織能夠承擔照顧責任、提

供更好的醫療保健，均能使得中高齡勞

工過上更積極的生活。但是，部分必要

的變革並不容易，特別是在退休金權利

和退休年齡等敏感領域。為了解決長期

問題，短期內有爭議的變革有時很難適

應民主政治的選舉制度。

　　在人權平等委員會（Commission for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EHR）的 帶

領之下，英國於 2006 年推動就業上年齡

平等之立法，頒布「就業（年齡）平等條

例」（Employment Equality Regulations），

除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亦要求

雇主須就各自企業的條件，對退休者 65
歲之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由 DWP
主導，持續推動「年齡加值運動」（Age 
Positive Campaign），鼓勵職場的年齡多

樣化，以改變雇主態度遭。芬蘭政府透

過不同活躍老化相關之公共政策，以期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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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延後其

退休之目標，相關措施包括推動工作生

涯方案與年齡管理策略、禁止年齡歧

視、實施薪資補貼方案，以及年金制度

改革 [15]。芬蘭的經驗中可供臺灣未來

發展之參考，包括重視工作者工作生涯

方案的規劃、消除年齡歧視、提高法定

退休年齡、延後領取公共年金之誘因、

推廣年齡管理之理念，以及強化世代間

的認同、團結與公平正義的維護，透過

提升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延長其就

業職涯等。

　　Sonnet, Olsen & Manfredi　[16] 指

出，過去十年來，許多國家展開一系列

改革和措施，以鼓勵更長久的工作生活，

並且能應對人口迅速高齡化的挑戰。過

去的政策行動主要聚焦在退休金改革方

面，現在可能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改革來

鼓勵中高齡者再度進到就業市場 [16]。
此政策報告包含三個面向：1. 獎勵工作；

2. 改 變 雇 主 的 做 法；3. 提 高 中 高 齡

者的就業能力。而 Lammers, Bloemen & 
Hochguertel 的研究指出 [17]，許多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家已經制定了一項

政策，即允許中高齡失業勞工降低求職

門檻，且不會影響他們獲得失業保險金

的資格，這些政策往往受到中高齡勞工

具較低就業機會等假設的影響。該文指

出，對於中、高齡勞動者來說，重新進

入勞動市場是最困難的。在歐盟，我們

可以看到中、高齡勞動者往往來自外部

勞動市場，有定期契約，並在不確定的

條件下工作。同時，可能出於同樣的原

因，中、高齡勞動者可能是自營作業或

創建自己的企業。勞動市場准許透過定

期契約解僱失業的中、高齡勞動者在法

國是不成比例的，這明顯與積極勞動市

場政策有關。但在英國與德國，中、高

齡勞動者（主要是那些被解僱的人）傾

向於定期契約的工作或「微量」就業（即

工作低工資和減少工時的勞動契約），較

缺乏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措施之輔助。

來自外部的高齡勞動者勞動市場的使用，

基本上是為了滿足勞動市場人力彈性運

用的要求。

　　該文也指出，如果使用中、高齡勞

動者的良好實踐案例，若以下列的方

式來進行，較可能在歐盟國家容易得

到良好的結果：(1) 透過延長工作年限方

式，或延遲高齡勞動者在勞動市場的

退出年齡；(2) 提升中、高齡勞動者的工

作參與或提升其未來的工作能力（作為

預防措施）；(3) 在成本效益的良好做法

上，須配合運用效率上的管控，讓此人

力運用配合國家的發展規劃與模式；此

外，範例的良好做法，可分享給其他公

司或其他會員國。

　　本文針對促進中、高齡再就業的政

策，依據勞動供給面、勞動需求面、勞

動供需媒合面和其他等項，彙整以上各

節中，臺灣、亞洲、歐洲的要項，列出

我國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政策資源

及國內外經驗表單（表 5）。

訪談分析

　　本文透過質性「立意抽樣」的方法

選取 4 家受訪單位進行深度訪談之資料

蒐集與分析，立意抽樣之原則在於思考

產業類別之區隔，試圖瞭解不同產業在

中高齡及高齡者聘用上之差異化思考。

依照中高齡者就業簡介、中高齡者的就

業優勢、中高齡者的就業挑戰、其他方

面等，彙整分析訪談內容，再針對中高

齡者再就業的優勢 中高齡者再就業的劣

勢 中高齡者友善職場項目進行討論及提

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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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地區別 勞動供給面 勞動需求面 勞動供需媒合面 其他 

臺灣 

納入就業促進的特定對

象、職業訓練、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以提升工

作技能）、延長失業給付

（至 9 個月）、延後勞基

法強制退休年齡（至 65
歲）、長期協助女性二度

就業、1995 年 3 月開始

實施健保（改善健康、

延長預期壽命） 

薪資補貼（有給雇主或給

勞工兩種）、職務再設計

補助（有硬體和軟體補

助）、法律禁止年齡就業

歧視、創造就業機會（如

推動社會企業）、推動友

善職場、允許退休後再就

業者只投保勞保職災保

險、促進產業發展、推動

智能化 

個別化就業服務、設

立銀髮人才中心、推

展志願服務（可作為

再進入常態職場的過

度） 

年金改革（有

促 進 延 後 退

休 和 退 休 後

再 就 業 的 效

果）、正在推

動 中 高 齡 及

高 齡 者 就 業

法（草案） 

日本 延後退休年齡視、職業

訓練 

法 律 禁 止 年 齡 就 業 歧

視、法律促進高齡者僱用

安定、退休後再僱用協

助、包容再就業於非典型

工作、僱用獎助、推動友

善職場、大企業採調動

（轉至子公司或週邊企

業就業）或逆參勤交換

（借調地方） 

設 立 銀 髮 人 才 中 心

（日本）  

歐洲 

延後退休年齡（歐洲多

個國家）、延後請領老年

年金年齡（歐洲多個國

家）、漸進式退休（歐洲

多個國家）、職業訓練

（歐洲多個國家）、提高

求職門檻（荷蘭）、倡議

退休後再就業意願（歐

洲多個國家） 

彈性工作安排/工時帳戶

（德國）、包容再就業於

非典型（含微量）工作

（英、德）、推動友善職

場（歐洲多個國家）、工

作再設計、製作就業指南

（愛沙尼亞） 

彈性安全（丹麥，含

括彈性勞動市場、所

得安全、積極勞動市

場政策）、推廣志願服

務（歐洲多個國家） 

有 專 屬 計 畫

（芬蘭） 工

會 參 與 政 策

議定（荷蘭） 

表 5  我國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政策資源及國內外經驗表單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一、一、OOOO 紡織公司 紡織公司 ４（編碼（編碼 A A） 
　　中高齡者在受訪單位就業的優勢包

括：1. 領導者有照顧員工和企業社會責

任的觀念（即使已經是第二代接班，依

然維持此觀念；故受訪單位也不使用派

遣勞工或部分工時或臨時人員，都用全

職者；受訪單位對待外勞也友善；受訪

單位有企業工會，勞資和諧）且正派經

營；2. 人員不好找（因為傳產和附近人

口外移）、缺人缺工；3. 受訪單位歡迎員

工先退休（開始領勞保老年年金），再繼

續原單位就業；4. 費力的工作由外勞擔

任，員工可申請只作白天班；機器的英

文手冊有翻譯成中文，另在員工手機中

下載中譯軟體以備用；5. 對員工的包容

性高（有員工一年請假 80 天 [ 去旅遊 ]，

也可以）。

　　中高齡者在受訪單位就業的挑戰包

括：1. 居住地點不能離工作地點太遠（特

別是無經濟壓力者）；2. 省力機械、電腦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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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代號說明如下：B是31-100人，C是101-200人，   
   D是201-300人，E是301人以上(A是11-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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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化、職務再設計等都需要空間才較可採

行。

　　其他方面：1. 有經濟壓力的中高齡

者退休後再就業；2. 有良好抗壓性的中

高齡者較會穩定就業；3. 受訪單位的青

銀協作和諧，因為技術需要傳承；由於

技術的接班人有斷層問題，故採「共同

管理」方式彌補；4. 受訪單位鼓勵員工

運動來釋放壓力；5. 政府方案數量多，

但是無法解決受訪單位缺工的問題；工

作適應上的問題多源自工作太重、有高

度的壓力，故抗壓性之增強及協助更需

在適應過程中加強；6. 受訪單位對中高

齡者友善的項目包括：1. 遵守法律且正

派經營；2. 費力的工作由外勞擔任，員

工可申請只作白天班；3. 機器的英文手

冊有翻譯成中文，另在員工手機中下載

中譯軟體以備用；4. 事業單位的領導者

有照顧員工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來

協助員工產生穩定就業之發展。

二、二、OO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中高齡者在受訪單位就業的優勢包

括：1. 中高齡者主要的職務是碼頭卸貨

現場的車機司機，需要技術、證照，養

成需要時間、經驗，不易失業，月工資

可達 6 萬元；2. 高中畢業、有一技之長

（取得開天車的證照）即可擔任；3.45 歲

以上的中高齡者占 6 成，雇主偏好公司

內部其他部門員工有興趣操作天車者轉

入；轉出後再轉入或同行轉入者也有，

但需要有經驗和證照；4. 職業可轉業的

範圍較為狹小（雇主有限、跳槽有封閉

性質），故流動率低；5. 車機司機屬男性

職 業（受 訪 單 位 的 男 性 占 總 人 數 的 9
成），有危險性；從事內勤的財務、人

事、文書者主要是女性；6. 中高齡者學

習操作附有電腦（中文介面）的車機很

順暢、沒有問題，不必職務再設計，因

為已經懂得沒有附電腦的車機之特性

和操作了；7. 人員雇用在地化之現象（因

為公司不提供住宿、雇主偏好在地雇用

---- 離島僱用中高齡者多的企業也具有此

特色），較為穩定不易產生流動－形成穩

定化之就業協助。中高齡者在受訪單

位就業的挑戰包括：1. 須依船舶卸貨需

求上班，有時一天 10 小時、有時需 24
小時三班輪班是不分假日的；2. 無人化

碼 頭 在 台 灣 尚 需 長 時 間 才 可 能 實 現；

3. 此職業重體力、危險程度高，故 50 幾

歲後就可能因為體能和視力而無法繼續

就業而退休（除非轉到管理職才會減少

勞力性工作）。

　　其他方面：1. 受訪單位的青銀傳承

技術有斷層，培訓是由（起重機）協會

辦理，沒有使用公部門的資源；2. 青銀

傳承技術過程偶有摩擦（如高齡者可能

「倚老賣老」），管理者會透過強調作業需

要團隊合作來化解，員工下班後也會透

過互動及內部交流藉以培養團隊之默契；

3. 受訪單位找人係以員工介紹為主（如

此應徵者較能了解工作性質），也有在

104 找人但能找到的較少，沒有使用公

部門的就業中心資源；4. 受訪單位迄今

沒有使用過政府的僱獎津貼補助，但未

來若有退休後再就業的政府補助，會考

慮申請使用；5. 受訪單位有辦理聚餐、

烤肉，員工也有組成壘球隊，但較難辦

理旅遊式的自強活動，因為至少要兩天

一夜，而本單位的業務要看船舶需求、

是不分假日的；6. 受訪單位對中高齡者

友善的項目包括：（1）人性化管理、積

極宣導標準作業流程以預防職災（例如，

2018 年萬海高雄專用 63 號碼頭發生 25
噸貨櫃掉落，壓扁車頭，砸死貨櫃司機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一、研究結論

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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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駕駛的職災事故）；（2）受訪單位遵守法

規（勞基法、勞就健保及勞退金合法之

提繳），雖有定期召開勞資會議，但因沒

有企業工會之組成，在推動勞動權益之

爭取上仍力有未逮；（3）較不需技術的

搬運工係以派遣勞務找人，隨著年長者

逐漸退出職場，年輕人漸多，但年青人

因流動率較高（恐因工資較低，且職涯

缺少升遷機會之故），每換人就需要再教

育訓練；（4）領導者嚴格管理，但以同

理心照顧員工，協助員工在職場避免產

生職業災害。

三、三、OOOO 基金會（編碼基金會（編碼 C）

　　中高齡者在受訪單位擔任居服員的

優勢包括：1. 工作技能（基本要求是完

成 96 小 時 的 訓 練）符 合；2. 時 薪 制

（NT$200/ 小時）的兼職；3. 隨時可進出、

人員需求量大；4. 願意且表現佳者可增

加工時（但為符合勞基法規定，每月不

得超過 150 小時）[ 具工時彈性，但不可

超過每月 150 小時，對於有經濟需求者

無法完全滿足，此行業有些雇主會讓居

服員每月工作達 300 小時 ]；5. 居服滿 5
年後可擔任機構主任 [ 亦即，可創業 ]；
6. 雇主完全守法（兼職者都投保勞健就

保、定期辦理有勞資會議，案家間的移

動 會 計 算 工 時）且 福 利 佳（有 意 外 險

[200 萬元 + 醫療險 2 萬元 ]、特休、三

節獎金、獎勵金 [ 案家來函稱讚者可獲

得 ]、員工旅遊）[ 此行業有些雇主不會

提供居服員勞健就保，但給較高時薪 [ 甚

至 NT$300]]；7. 雇主有其他方案（如輔

具中心）可以提高綜效等。

　　中高齡者擔任居服員的挑戰包括：

1. 體力負荷高（幫忙案家洗澡要靠體力，

有些中高齡者會說她只能推輪椅、陪伴

就醫等事情）；2. 案家服務需轉換職場

（儘管有補貼交通費）致工時可能較長或

需要新的適應期；3. 居家環境不一定是

無障礙致使用機械式輔具較困難（養護

機構必須是無障礙致使用機械式輔具較

容易）；4. 有些居服員會同時兼職數個雇

主處的居服工作以兼顧勞保和收入（例

如，在受訪者的單位兼職投保勞保，但

在其他單位兼職賺取時薪 NT$300）；5.
中高齡者較難學習 3C 科技工具（例如，

受訪單位曾推代購，但效果差，主因中

高齡者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工時的計

算若可使用 APP，則較易精準計算幾點

到場、幾點離場）等。

　　其他方面：1. 受訪單位中高齡者的

離職率大約是 3-4 人 /120 人，工作上尚

稱穩定；但居服員不好尋找（受訪單位

並未辦理居服員證照訓練班），就業中心

的求職者曾給受訪單位不好的印象 [ 職

業求職者意欲取得非自願離職證明得以

請領失業給付 ]；受訪單位目前是自費辦

理在職教育訓練（居服員一年 20 小時變

成長照人員 6 年 120 小時）；2. 目前居服

市場樣態是市場價格競爭，此機制並不

利於照顧場域中居服品質的確保；3. 目

前居服市場不適合聘僱外勞，因為技

術、語 言 障 礙、交 通 等 因 素。但 如 於

養護機構聘僱外勞仍為可行之處；4. 期

待居服市場未來可以吸引不同年齡層者

參與，以避免人才產生斷層；若有長照

保險，則較易吸引年輕人進入居服市場；

5. 未來學習 3C 科技工具（含使用智慧

型手機）可納入居服員的基本訓練內容；

6.在養護機構裡面較明顯會有青銀衝突，

因為年青人會用 APP，老年人可能不

會，彼此會同時在現場。然居家服務通

常僅有個人，故不會產生青銀衝突；7.
受訪單位對中高齡者友善的項目包括：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一、研究結論

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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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1）依居服員居住地點安排案家以節省

通勤時間（和通勤費用）；（2）遵守法律

（特別是依規定投保勞就保）且正派經營；

（3）福利佳（有意外險 [200 萬元 + 醫療

險 2 萬元 ]、特休、三節獎金、獎勵金

[ 案家來函稱讚者可獲得 ]、員工旅遊）；

（4）中高齡者進出容易（亦因為高度缺

工狀態）。

四、四、OOOO 保全公司（編碼保全公司（編碼 D）

　　中高齡者擔任保全駐衛警的優勢包

括：1. 駐衛警缺人（一直在招募，因為

人員流動大，且若有新客戶則需要更多

的人手）；2. 進出容易（只要在職期間表

現良好，若因生病或需要照顧家人而退

出職場，再回鍋可被接受）；3. 駐衛警門

檻低；4. 中高齡者較優質（特別是政府

機關退休者，優質構面包括學經歷、敬

業態度、待人處世、穩定性較高；政府

機關退休者較無經濟壓力，再就業希望

是相對輕鬆的工作）；5. 受訪單位依法為

員工（不是派遣勞工、都是不定期契約

工）辦理勞就健保，並提供 200 萬的意

外險（含 5 萬的醫療自負額、住院一天

1 千元）[ 自強活動只有內勤人員有時間

參加 ]、每 2-3 年提供健檢（請健檢公司

到公司來辦理，駐衛警分批前來健檢）、

不輕易資遣員工（有案場要求換人或解

約而不願調職的員工提出勞資爭議，通

常可以和解解決）。

　　中高齡者擔任保全駐衛警的挑戰包

括：1. 工時長（保全駐衛警適用勞基法

第 84 條之 1，每月工時以 288 小時為上

限 [ 以前是 324 小時為上限 ]）；2. 要身

體健康（中高齡者難以符合職安衛法中

的規定，因為多有「三高」）；3. 案場偏

好年輕人；4. 工資僅略高於基本工資（因

為正規保全業的利潤率低 [ 市場有許多

非正規的保全業以顧問公司經營，不幫

員工投保勞健保、沒有團保、每月 3 萬

元全包而沒有週休特休或加班費 ]）（保

全駐衛警的工資有三項內容：174 小時

的基本薪 [ 約 23,000]+ 正常薪的超時（如

240-174 小時）工資 + 加班費計算（底

薪 /240 小時 x 應有的加成）的超時（如

288-240 小時）工資）；5. 雇主難以推行

健康促進，僅能鼓勵多多加活動；6. 難

以取得科技輔具協助在工作執行上的協

助（電子保全較易有科技輔具協助）。 
　　其他方面：1. 受訪者非常肯定「就

業啟航計畫」對僱用中高齡者的補助（1
萬元 3 個月），因為正規保全業的利潤率

低，故受訪者期待有其他類似的政策計

畫資源可以申請；2. 受訪者並不肯定就

業中心的推介，認為所推介之人屬於已

經到處求職碰壁，不易尋職者；3. 受訪

者感受到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規定讓保

全業動輒得咎、勞檢執法各縣市有差異；

一例一休的現行制度讓雇主沒辦法靈活

安排員工的特休，員工若不排特休，則

雇主就要支付不休假工資，對雇主是新

的負擔；希望有機會改良；4. 擔任同一

案場保全駐衛警的中高齡者和年輕人之

間相處有的和諧、有的衝突；若有衝突，

則會採調動方式來加以因應；5. 受訪單

位對中高齡者友善的項目包括：（1）雇

主喜歡僱用中高齡者（特別是政府機關

退休者，中高齡者的優質構面包括學經

歷、敬業態度以及待人處世、穩定性較

高）；（2）遵守法律（特別是依規定投保

勞就保）且正派經營；（3）有團保福利；

（4）中高齡者進出容易（因為職場缺工

容易釋出工作職缺）。

一、研究結論

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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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一、研究結論

( 一 ) 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再就業優勢

　　  層面」之分析

　　(1) 各產業嚴重缺工，人員需求量

很大，中高齡者有個多工作機會；(2)
部分事業單位提供退休之後再回任之

機制；(3) 可接受彈性工作之安排，例

如時薪制的兼職；(4) 中高齡者對工作

及同事包容度較高；(5) 部分工作技能

跨越門檻較低，中高齡者的就業參與

上較為穩定；(6) 較願意接受在地化之

工作安排；(7) 配合意願較高，例如在

延長工時；(8) 節省訓練成本，在技能

上不用再花費時間進行技能訓練。

(二 )中高齡及高齡者「再就業之劣勢」 
        分析

　　(1) 跨域就業能力及意願較低；

(2) 部分需要經由職務再設計才能導入

工作參與；(3) 許多職場工作充滿風險，

工作負荷量大增時體力不計容易產生

職災；(4) 在照顧產業上容易產生職場

轉換上的問題；(5) 較難與科技及數位

工具產生諧和之協作；(6) 部分製造業

工時過長及經常加班，容易造成身體

上的傷害；(7) 部分職場中難以導入科

技輔具進行協助。

（三）中高齡及高齡者「友善職場」 
          建構之向度分析

　　(1) 部分企業存有高度企業社會責

任且嚴格遵守勞動法令；(2) 組織管理

充滿高度人性化管理，在案件的安排

上會進行個別化考量；(3) 管理者具有

高度同理心，瞭解中高齡及高齡者的

相關問題，期待在進用過程得以導入

相關科技輔助輔具；(4) 職場事業單位

對中高齡者之觀念與認知相當正確，

中高齡勞動者進出較為容易；(5) 公部

門較樂於雇用退休後之中高齡勞動

者。

二、研究建議二、研究建議

　　針對上述中高齡者的重要研究發現，

本文進一步歸納出以下幾點重要的政策

建議：

( 一 ) 中高齡就業主要需要穩定延長其就

業期間。另一維度則須思考如何協

助其重返勞動市場，包括非自願性

失業及高齡者退休重返勞動市場。

以及職場產生就業轉化的異業勞動

參與。更需特別注意透過政策資源

導引，避免其成為長期失業者。

( 二 ) 中高齡就業促進必須特別注意其重

返職場過程所產生的就業參與慣

性，必須積極協助其克服心理及技

能上的障礙，並協助其產生工作上

之調整及注意其流動方向之分析。

此外，在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困境

中，因為個別勞動者在心理或經濟

困境差異，仍高度需要社政單位來

有效解決其個人或家庭前端之問

題，以及在產業政策有關工作機會

之開拓上之配合。

( 三 ) 透過 OECD 所產生的層次，包括

就業意願之檢視、技能厚植的協

助，以及從政府與企業端點所應建

構的友善職場環境。期待在國內勞

動市場中能建構一個較無歧視、重

平等的工作環境，且員工與雇主間

能彼此尊重、合作，共同打造一個

年齡平權的就業場所，藉此也可提

升企業責任與形象，全面照顧所有

不同年齡層之員工需求，避免失去

各種優秀人才之友善職場。透過積

極的職場職務再設計與青銀共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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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措

　　施

四、歐洲中、高齡者的就業及促進政策

一、OO 紡織公司 ４（編碼 A） 

二、OO 裝卸承攬公司（編碼 B）

三、OO 基金會（編碼 C）

四、OO 保全公司（編碼 D）

一、研究結論

二、研究建議

協作，友善的導引中高齡者有其適

度的職場參與空間。

( 四 ) 在經營中高齡者退休重返之制度設

計上，必須注意其所可能對應之產

業結構分 析。在就業服務中心所

產生之就業推介之服務上，能有效

的整合企業端點及勞動者之間的密

切需求。在穩定就業服務中心的人

力供給，以及派遣人員縮減之效應

下，進一步建構完整的中高齡者就

業促進之配套作業。

( 五 ) 必須進一步注意中高齡者中不同細

齡分層所存在之差異，因為不同細

分支中高齡者其實存在著相當差異

化的困境與需求。必須透過不同的

產業導引及部分彈性化工作之創造

與就業推介之連結，並思考未來其

他國家，如同荷蘭因應勞動彈性化

在部分工時脈絡，對中高齡及高齡

就業所產生的政策導引效應，並建

構更為完善的法令制度，強化安全

介面。透過彈性工作機會之創造，

讓其有更多元之勞動選擇空間，才

能協助其尋找到適當的穩定工作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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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return to the labor market 
after continuing employment or exiting in Taiwa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analyzes the data 
in the labor marke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irectly reviews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assisting middle-aged people to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Analysis of the reemployment advantage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the industry is seriously short of work, providing many job opportunitie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the mechanism for returning after retirement, the 
arrangement of acceptable flexible work, and the high degree of tolerance.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it is willing to accept the work arrange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localization, which can save training costs. 2. Analysis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employment: cross-domain employment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ower, need to be redesigned by job to introduce work participation, 
easy to generate occupational disasters, easy to produce problems in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difficult and scientific tools produce a harmonic. 3. The project of friendly 
workplace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enterprises ha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gh humanized management and high empathy, the concept and cognition of 
middle-aged people, and the public sector is willing to hire senior workers after retirement.
　　In addition, the important research finding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middle-aged people 
find that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summarized: (1) Middle-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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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mainly needs to think about how to help them return to the labor market, 
including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d retirement of senior citizens. Return to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cross-employment labor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place to create employment 
transformation. (2) Middle-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ertia of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caused by its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and must actively 
assist them to overcome psychological and technical obstacles. (3) The level of OECD 
production, including the inspection of employment willingness, the assistance of skilled 
workers, and the friendly workplace environment that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endpoints. Through active workplace re-desig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Qingyin to guide their workplace participation. (4) In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for the 
retirement of elderly people in business, they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at they may correspond to. (5)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actually quite different dilemmas and needs in the older branches.

Keywords:Keywords: Middle-aged, Friendly workplace, Job redesign,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tetiress 
                   co-inn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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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以勞動部所屬機關之公務資料為基礎，規劃以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建

置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提供有效資訊並同時最佳化訓練課程效益。基於研、訓、

檢、用的核心理念，改善訓及用之間的落差，引進人工慧技術分析過去職業訓練課程

參與者特質及其訓後就業情形，並進一步根據職訓課程參與者特質及其訓後就業情形

進行分組分類，使用演算法進行計算，建立課程推介模型。

　　本研究將勞保資料及職業訓練資訊系統資料進行串聯、整理過後以機器學習演算

法根據勞工是否參與職業訓練進行分類分群，找出影響勞工參與職業訓練的特徵值，

再根據定義之就業成效指標計算參訓勞工之訓後就業成效，根據相關結果以人工智慧

建置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

　　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以資料為基礎，目的在於建構可針對不同勞工特性推介適

合的職業訓練課程模型。本研究主要應用決策樹演算法建立職業訓練課程受訓者分類

模型及職業訓練課程受訓者就業成效預測模型。

關鍵詞關鍵詞 : : 職業訓練、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就業

民國108年4月22日投稿，民國108年5月2日修改，民國108年5月22日接受。

通訊作者：黃維平，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里橫科路407巷

99號，電子郵件信箱：weiping@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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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因應新興科技蓬勃發展及大數據時代

的來臨，許多國家著手規劃與推動巨量資

料發展相關政策，數據治理已是先進國家

以及企業作為管理與決策最快速有效的手

段。當資料內涵累積成大數據時，可更進

一步應用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發

展，以作為數據挖掘和分析來識別資料特

徵，透過數據特徵被確認後打上標籤，經

去識別化等處理便可對外提供服務。政府

規劃大數據發展相關政策主要有三個方

向：一為制訂整體國家發展藍圖，清楚擬

定巨量資料發展架構，並解決資訊安全等

重要議題；二為成立巨量資料中心，提供

運算環境或計畫經費支持實作；三為建置

政府開放資料平臺、推動部會資料應用，

激勵政府單位提供可再利用加值的資料

集，創造新興應用價值。

　　從我國於民國 104 年邁入「開放資料

深化應用」元年，各機關內部大力推行以

資料為基礎應用於決策輔助及政策實施效

益的掌握，發展相關資料分析及處理技術

來協助相關單位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近

年來我國因網路的興起及科技技術的快速

發展下，資料更易於取得，資料的產生速

度也越來越快。為求政策研擬能與時俱進

以及施政效益能快速得到反饋即時進行修

正，政府單位應掌握及發展相關資料分析

及處理技術，以協助相關單位面對快速變

化的環境。

　　本文串連勞保資料以及職業訓練課程

資訊系統 (TIMS) 資料，以機器學習演算

法進行模型建置。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

部分使用文字探勘演算法，透過文本分析

的方式媒合職訓職類與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第二部分以分類與迴歸樹演算法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
進行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建置。研究

流程如圖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研究流程圖

職業訓練成效文獻探討

1.1. 我國職業訓練成效標準我國職業訓練成效標準

　　隨著產業的發展及變動，人才與人

力需求亦隨之更迭，職業訓練最終目的

是提高國民工作技能、累積人力資本，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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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民就業。而為達到上述目的，職

業訓練須有一套評量標準衡量事業單位

與受訓者之間因訓練計畫的實施而產出

學習成果，稱之為訓練成效。有效的職

業訓練對於受訓者而言，訓練效益來自

於受訓者習得新技術、新知識，促使其

回到職場時提升個人工作效益，獲取職

位升遷、加薪等機會 ; 對事業單位而

言，訓練所帶來的利益則是員工的素質

提升，增加企業的競爭力、業績與利潤

的提升 [1]。
　　我國職業訓練相關辦法中，訓練成

效無論職前或在職訓練評估除了受訓者

自我評量以及訓練單位品質評核結果

(TTQS) 外，並以受訓者職前訓練與訓後

就業狀況 ( 就業率 ) 評估訓練課程成效，

作為後續開設職訓課程之準則。在「就

業安定基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

業訓練作業規定」中，在課程設計上，

地方政府規劃訓練計畫時需綜合考量地

區產業及就業、地緣特性、人力需求及

不同類別特定對象職業訓練需求，以及

評估所規劃辦理訓練班次之促進就業效

益，選擇學員訓練後穩定就業率 ( 單一

就業部門每週工作達 32 小時，且持續工

作達三個月以上之就業情形 ) 可達 50%
以上之訓練班次辦理為原則。而就業率

判定方式分為受訓者訓後 90 日內有投保

勞保紀錄 ( 排除訓字號加保資料及職業

工會保險者 )，或以人工判定 ( 學員切結

或雇主切結 ) 證明為就業認定。

　　在「自辦職前訓練作業原則」中，

除了以受訓者訓後 90 日內加保率或人工

判定訓練就業成效外，訓後就業關聯性

也做為成效參考依據，認定原則為「學

員訓後就業之工作內容有運用到訓練職

類相關技能或知識」與「學員訓後就業

之職業別與參訓職類具相關性」。

　　綜合職業訓練作業原則所規定之成

效標準，我國職業訓練以參訓者結訓後

90 日內之就業率，作為就業成效判定標

準 [2,3]。
2.2. 就業成效研究就業成效研究

　　在實施訓練的流程中，最後一個程

序為「訓練成效評估」，係指有系統地蒐

集訓練過程中至訓練結束後的各種資訊，

包括訓練計畫、課程、教材、受訓者反

應，並訂定學習效果之評估的標準，以

衡量受訓者的改變與訓練方案的價值，

確認預定之訓練目標有無符合預期 [1]。
　　而對於訓練方案實施成效的主要評

估方式，包括「成本效益評估」、「執行

成效檢視」、「影響評估」、「執行流程評

估」。其中，執行成效檢視之評估方式，

是用來說明一項訓練方案計畫如何運作，

以及能夠達到何種特定目標，檢視評估

的結果，提供政策制定者進行後續訓練

計畫制定與執行成效評估的參照依據，

而所設定的執行成效指標，主要包括二

項，分別為因參與訓練計畫而職位變動

的受訓者比例，以及受訓者在結訓後的

薪資收入變動情形 [4]。
　　職業訓練計畫成效評估主要目的是

衡量職訓課程的產出或學習成效，包含

就業率、相關人士滿意度、職業能力的

取得、基本技術的取得、終身學習、出

席率 / 完成率、受訓機會均等率、成本

收益、社會指標…等。在這些指標中，

以受訓者訓後的就業指標為世界各國普

遍使用之項目，原因在於指標簡單明

瞭，資料易於蒐集與解釋 [5]，其內涵包

括就業安置率、就業穩定率、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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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主要國家職訓計畫效果評估指標 [6]

說明：符號「」表示納入評估指標；「」表示未納入評估指標。

薪資，整理世界主要國家職業訓練計畫

成效評估指標 [6]，如表 1。

　　有關政府各項促進就業方案之就業

成效評估，特別針對失業問題採取提升

就業率之短期或長期措施效益評估，歸

納四種類型分別進行就業成效指標建置

[7]，分別為：公共就業型方案、薪資補

貼型方案、職業訓練型方案、創業協助

型方案，並邀請專家以德菲法將不同類

型方案評估之成效指標意見加以排序。

整體而言，無論是公共就業類型、薪資

補貼類型或是職業訓練類型，均以「再

就業率」、「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

間」指標具有較高度之重要性，而自行

創業類型是以「對方案或計畫的滿意度」

指標最具重要性。其中，「職業訓練型」

評 估 標 準 之 重 要 性，依 序 為「再 就 業

率」、「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

「薪資提升程度」、「對方案或計畫的滿意

度」、「方案之成本效益比」、「方案或計

畫創造的價值」。該計畫後半部運用次級

資料分析促進就業措施中，各項計畫的

成效指標進行定義與基本統計資料說明

分析，將指標分為四類，分別為「留用

率」、「再就業率」、「就業穩定度」、「薪

資變動量」，再就各項成效指標之迴歸分

析分述，指標計算方式如後：

•留用率：參與計畫後並無退保者

　人數 ÷ 參與計畫者人數。

•再就業率：計畫結束後退保又在

　六個月內加保者人數 ÷ 計畫結束

　後退保者人數。

•就業穩定度：計畫結束後退保又

　在六個月內加保並維持三個月以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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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炳隆、 
李健鴻 
(2008)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成效評估計

畫總結報告 
(1) 職位變動 
(2) 薪資收入變動 

林柏威 
(2009)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採取社會企

業經營模式之就業成效探討 
(1) 是否留用或找到其他工作。 
(2) 是否學到專業能力或獲得更好的就業能力。 

李德純 
(2009) 

職業訓練成效與就業轉銜網絡

研究 

(1) 就業機會 
(2) 就業情形 
(3) 就業職類 
(4) 薪資待遇 

　上加保記錄者人數 ÷ 計畫結束後

　退保又在六個月內加保者人數。

•薪資變動量 1：Δ1,i = ( 計畫開始

　後首次投保薪資 - 參與計畫前投

　保薪資 ) i
•薪資變動量 2：Δ2,i =( 計畫結束

　後二次投保薪資 - 計畫開始後首　

　次投保薪資 )i
　　除了政府在各項職業訓練作業原則

中，對職業訓練成效以受訓者之就業率

為成效判定標準外，國內相關促進就業

方案之相關研究亦將就業率作為就業成

效主要表現之一 [5,7-11]，針對不同方案

的 特 性，將 就 業 率 劃 分 為 留 用

率、就業穩定率、就業型態 ( 全 / 兼職 /
自營 ) 等。除此之外，職業訓練後的就

業成效，亦透過是否學以致用、提升就

業 能 力、薪 資 變 動 等，作 為 成 效 指 標

[5,7,9,11]。本文蒐集國內各研究所定義

之就業成效指標說明，整理如下表 2。

 
 

 

研究者(年分) 研究/計畫 就業成效指標 
李誠、 
辛炳隆 
(2003)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強化人力資

本角色之研究分析 薪資變動 

李健鴻、 
張景旭、 
陳月娥 
(2004) 

職業訓練局推動九十二年僱用

獎助及訓用合一成效評估 

僱用獎助： 
(1) 持續就業率 
(2) 薪資調升率 
(3) 政策滿意度 

訓用合一職前訓練計畫： 
(1) 持續就業率 
(2) 薪資 

李誠、 
辛炳隆 
(2005) 

強化我國職訓體系之研究 
(1) 就業安置率 
(2) 就業穩定率 
(3) 新工作的薪資 

林昭吟、 
徐美、 

辛炳隆、 
劉宜君 
(2007) 

我國促進就業措施對就業的影

響分析研究 

專家德菲法： 
(1) 再就業率 
(2) 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 

尋職期間 
(3) 薪資提升程度 

次級資料與問卷分析： 
(1) 留用率 
(2) 再就業率 
(3) 就業穩定度 
(4) 薪資變動量 

表 2　我國就業成效指標定義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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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職業訓練依受訓者參訓前身

分的不同，分為在職訓練與職前訓練，

此兩類因受訓者參訓目的不同，訓練後

就業成效評估標準亦不同。本文彙整上

述研究將就業成效定義為職前訓練的就

業成效與在職訓練的訓練成效。職前訓

練就業成效指標包含訓後 90 天的就業

率、受訓課程職類是否與就業行業具有

關聯；在職訓練就業成效指標為留用

率、薪資是否提升、工作轉換是否與原

本就業職類是否相符。

研究結果

1、職業訓練課程參與者分類模型、職業訓練課程參與者分類模型

　　使用決策樹演算法建構分類模型，

根據演算法挑選之有效特徵值分類勞工

是否為職業訓練課程參與者，模型建立

流程如下：

Step1：建構職業訓練課程參與者分類模

型使用的分析檔，使用資料為民

國99年 -101年勞保被保險人檔、

民國 99 年 -101 年勞退提繳檔、

事業單位全量檔、民國 101 年

TIMS 檔等，進行串檔與特徵值

計算，分析檔表格形式與內容如

表 3 所示。

Step2：使用拔靴法 (Bootstrap) 進行資料

平衡 (Data Balance)。

研究者(年分) 研究/計畫 就業成效指標 
張雅嵐 
(2010)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採取早期再

就業諮詢模式的就業成效探討 就業率 

劉侑學 
(2010) 

薪資補貼政策對促進青年就業

成效之研究－以「大專畢業生

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為例 

增加聘僱誘因 
(1) 提升就業能力 
(2) 留用率 
(3) 加薪 

張育肇 
(2012) 

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之動機、

訓及就業成效之研究 
(1) 就業情形 
(2) 學以致用 

 

欄位名稱(中) 欄位名稱(英) 說明 1 說明 2 
年齡 AGE 

該筆資料 
基本屬性 

該筆資料的年齡 

有無參與職訓 TIMS 註明該筆資料有無參與
職業訓練課程 

性別 SEX 男、女 

工作狀態轉換次數 JOB_TIMES 

民國 99-101 年

工作屬性欄位 

失業與就業狀態轉換的
次數 

業別代號轉換次數 INDCODE_TIMES 此三個欄位計算概念相
同，計算該欄位轉換次
數 

大業別轉換次數 CATE_INDUSTRY_TIMES 
登記地址地區別轉換次數 CATE_REGIAREA2_TIMES 

兼職時間佔比 PART_TIME_PERCENT 
於就業狀態時，有多份
工作的時間於總就業時
間的占比 

平均薪資成長率 AVG_WAGE_GROWTH 記錄該筆資料於工作期
間的薪資平均成長率 

總工作天數占比 TOTAL_DAYS_PERCENT 於觀察的時間範圍內，
有工作的天數占比 

表 3　職業訓練課程參與者分類模型分析檔欄位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我國就業成效指標定義 ( 續 )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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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將資料集切割進行 K-fold Cross-
Validation，本研究將資料集隨機

分成 5 個等份的子資料集，並分

為 5 組，第 k 組為將第 k 個子資

料集視為測試集，其餘 4 個子資

料集視為訓練集。

Step4：首先對第 1 組的訓練集資料進行

決 策 樹 建 模，並 計 算 training 
error，在把 5 組資料的測試集放

入該模型中並計算 5 筆 testing 
error 並取平均值。之後重覆該步

驟，依序將第 2 到第 5 組的資料

用 其 訓 練 集 建 模，計 算 其

training error 及 5 筆 的 testing 
error 並取平均值。

Step5：找出 5 組各 5 個 testing error 取

平均值後其最小者，該組模型即

為最後的訓練模型。

 
Training error

 
Testing error

 

第 1 組 0.3518735 0.3504159 

第 2 組  0.3519003 

第 3 組 0.3521207 

第 4 組 0.3514352 

第 5 組 0.3520377 

 預測 

實際 

 有  無 

有 18622
 

15557
 

無
 

8286
 

25577
 

 

表 4　模型訓練誤差、測試誤差及混淆矩陣

混淆矩陣

圖 2 　決策樹 - 職訓受訓者預測模型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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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K-fold Cross-Validation，可 得

到 5 組模型建立後之各 testing error 及

training error，而 本 研 究 各 組 的 5 筆

testing eroor 取 平 均 後，最 低 者 為 第 1
組，其 training error 為 0.3518735，

5 筆 testing error 分 別 為 (0.3504159, 
0 .3519003,  0 .3521207,  0 .3514352,  
0.3520377)，取 平 均 後 為 0.351582，而

該組即為最後選定的模型。該模型下

於該組測試集之混淆矩陣如表 4，可得

知模型的準確度 (ACC, accuracy) 約為

0.65，偽陽性率 (FPR, false positive rate)
約為 0.245，偽陰性率 (FNR, false negative
rate) 約為 0.455，代表實際上有上職訓

的卻被誤判為沒有上職訓的可能性很高。

　　依照決策樹演算法的結果可知 ( 如

圖 2 所示 )，能夠有效分類於民國 99 年

到 101 年有投保勞保者，其是否為職業

訓練課程參與者之有效特徵值包含大業

別轉換次數、總工作天數占比、平均薪

資成長率、性別、年齡以及工作狀態轉

換次數。首先，若是大業別有進行轉換

的情況下，其中約略有 7 成的人會參與

職業訓練課程，但大業別沒有轉換時，

雖然預測結果為無，但該情況下共占整

體資料比例為 86.1%，且有無上職訓課

程的比例亦十分接近，故預測的結果較

為 不 準 確，其 後，總 工 作 天 數 占 比

<0.00219 時，會上職業訓練課程的比例

高 達 98.9%，雖 然 該 層 總 人 數 僅 有

2.5%，但這也意味著，若大業別沒有轉

換且工作天數極少的情況下，此類型者

極有可能參與職訓課程；而大業別沒有

轉換且總工作天數占比≥ 0.00219 者，預

測結果為無，但此類的預測結果亦不

佳，但若平均薪資成長率 < -0.00612，

此時便有約 72% 的人會上職訓，故此類

預測結果為會上職訓者，且若年齡≥23

歲時，亦有更高的可能性會上職業訓練

課程，反之，則預測結果為無 ; 而在大

業 別 沒 有 轉 換、總 工 作 天 數 占 比≥ 
0.00219且平均薪資成長率≥ -0.00612者，

僅有 42.5% 會參與職訓，故此類者預測

為 不 會 上 職 訓，但 平 均 薪 資 成 長 率≥ 
0.00876 時，則上職訓的比例略為提升至

53.2%，但兩者的比例卻也十分接近，故

難以準確預測此類者，但若又同時為 24
歲以上的女性，則上職訓的比例明顯提

升至 61.8%，故此類者判定預測為會上

職訓，但相反的，此類 24 歲以上的男性

較難以預測是否為上職訓課程者，即便

工 作 狀 態 轉 換 次 數≥2 者，依 舊 僅

有 54.4% 的比例會上職業訓練課程，明

顯低於女性，且也較難預測；然而，在

大 業 別 沒 有 轉 換、總 工 作 天 數 占 比≥ 
0.00219( 在 3 年中工作天數約 2 天 )、平

均薪資成長率≥ 0.00876 且者年齡 < 24
歲者，未上職訓課程的比例明顯大於職

訓課程的比例，可推測這類的預測結果

較為準確，但總占比僅 2.1%，最後在所

有的葉節點當中占總比例最高者為大業

別 沒 有 轉 換、總 工 作 天 數 占 比≥
0.00219、-0.00612 ≤平 均 薪 資 成 長 率 < 
0.00876 且者，該類型者所占總比例為

52.1%，而此類有 62.5% 並無參加職訓。

於決策樹當中我們可觀察到以下情況：

(1) 大業別沒有轉換且總工作天數占

比 < 0.00219 情況下，可推斷此

類型者幾乎沒有在工作，故而也

沒有進行大業別的轉換，此類型

占訓練集的總人數約為 2.5%，但

卻是所有分類結果中，有上職訓

課程比例最高者，約為 98.9%。

(2) 大業別沒有轉換且總工作天數占

比≥ 0.00219 情況下，可依據平均

薪資成長率分為 3 種情況：平均

2. 就業成效研究



以人工智慧技術建構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研究

157

1. 我國職業訓練成效標準

薪資成長率 < -0.00612、-0.00612 
≤平均薪資成長率 < 0.00876 以及

平均薪資成長率 ≥ 0.00876，但此

3 種類型預測結果分別為有上職

訓、未上職訓、有上職訓。此表

示，非短期工作且沒有轉換大業

別者，若平均薪資成長率出現負

成長且低於某水平時，該類型者

約有 7 成 3 的會進行職業訓練，

但若是平均薪資成長率未有太大

的波動時，該類型者反而不傾向

上職業訓練課程，而在平均薪資

水平高於一定的程度時，該類型

者 反 而 會 上 職 訓，但 僅 有

53.2%，與未上職訓者的比例差

距甚小。

(3) 大業別沒有轉換、總工作天數占

比 ≥ 0.00219、平均薪資成長率 < 
-0.00612 且年齡 < 23 情況下，此

類型可能為高中職畢業後未就

學、非打工者且其平均薪資為負

成長者，此類型占比約 0.4%，但

多數未參與職訓，此類型者可能

沒有專業技能且薪資又出現負成

長，正是政府需特別注意的一部

分族群。

(4) 大業別沒有轉換、總工作天數占

比≥ 0.00219、平均薪資成長率≥ 
0.00876 且 年 齡≥ 24 情 況 下，女

性約有 61.8% 會參與職業訓練課

程，但男性僅有 47.8%，兩者差

距 14 個百分點，明顯低於女性，

即便男性有經歷過 2 次以上的工

作狀態轉換，其比例為 54.4%，

也是低於女性參訓的比例。

　　最後，在所有葉節點當中，占最大

比例者為大業別沒有轉換、總工作天數

占比 ≥ 0.00219、-0.00612 ≤ 平均薪資成

長 率 < 0.00876，該 類 型 占 總 人 數 約

52.1%，有無上職訓的比例分別為 37.5%
及 62.5%，這代表此最大一族群，並無

法將有無上職訓非常有效的分開，這也

導致整體預測的準確率並不高，此部分

類型者亦應是本研究後續持續改善以增

加預測能力的一部分。

2、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

　　本節將根據訓後就業成效建立職業

訓練課程推薦模型，此模型使用的資料

為勞保被保險人檔 ( 民國 100 年 1 月至

民國 103 年 12 月之月份檔 )、勞退提繳

檔 ( 民國 100 年 1 月至民國 103 年 12 月

之月份檔 )、事業單位檔 ( 全量檔 )、農

保被保險人檔 ( 開保至民國 105 年 6 月

之全量檔 )、國保檔 ( 民國 100 年 1 月至

民國 103 年 12 月之月費檔 )、TIMS( 民

國 101 年 ) 之資料，並經過資料清洗、

串檔後進行建模，接下來將針對分析檔

及模型建置部分進行說明如表 5 所示，

並整理歸納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迴歸樹 regression tree 演

算法，建立民國 101 年參加職訓者其就

業成效 ( 於本研究中使用「訓前訓後薪

資成長率」做為就業成效指標 ) 的預測

模型，並依照此模型，將欲上職業訓練

課程者依照最好的就業成效進行課程推

薦：

Step 1：設定就業成效預測指標 ( 本研究

僅依訓前訓後薪資成長率的成效

指 標 ) 並 進 行 資 料 平 衡 (Data 
Balance)
　　若將訓前訓後薪資成長率大

於 0 者視為有好的就業成效，訓

前訓後薪資成長率小於或等於 0
者視為沒有好的就業成效，將會

發現訓前訓後薪資成長率小於或

等於 0 的資料筆數明顯多於另一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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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故我們將資料先進行資料平

衡 (Data Balance)。將訓前訓後薪

資成長率大於 0 的資料保留，並

使用拔靴法 ( 以經驗分布函數進

行重新抽樣 ) 從中隨機抽樣作為

新的資料，直至訓前訓後薪資成

長率大於 0 的資料量與訓前訓後

薪資成長率小於或等於 0 料量相

同，並作為欲分析的使用的分析

檔。

Step 2：交叉驗證 (Cross-Validation)
　　將該分析檔依列隨機切分成

80% 以及 20%，並分別當做模型

的訓練集以及測試集，並進行交

叉驗證。

Step 3：模型建置

　　將訓練集的資料透過迴歸樹

之演算法進行建模。

Step 4：參數調整 - 剪枝

　　將該模型進行透過修改參數

進行剪枝，其剪枝後之模型作為

訓練集訓練出來之迴歸樹模型。

於本研究中所建置的決策樹模型

進行剪枝，首先針對枝葉數進行

分析，將枝葉數及誤差值的關係

繪製成圖 3。從圖 3 可見，枝葉

數增加至 217 後誤差遞減的程度

就開始大幅下降，因此於本研究

中便以 217 的枝葉數做為此模型

的最後分枝數。

Step 5：職訓職類排列組合

　　因為課程種類共有兩萬多

種，因此先將測試集之訓練職類

大中小類移除，並將測試集以及

訓練職類大中小類共 143 種進行

欄位名稱 說明 1 說明 2 
年齡 

受訓者訓前個人屬性 

該筆資料的年齡 
性別 該筆資料的性別 

最近一份工作登記地址縣市 最近一份工作登記地址縣市 
最近一份工作登記大業別 最近一份工作登記大業別 

出生地 該筆資料的出生地 
是否為職前訓練 紀錄該資料為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 

最高學歷 該筆資料之最高學歷 
訓前一個月勞保薪資總和 訓前的上個月的所有勞保工作薪資總和 

訓前薪資 
訓前薪資:民國 100 年 1 月至受訓的上個月

 

訓練職類大中小類 職訓練課程屬性 
職業訓練檔內的訓練職類大、中、小類 3 個

欄位之合併欄位  

訓前訓後薪資成長率 訓後成效指標 

訓前薪資:與受訓者訓前個人屬性的訓前薪資

欄位相同  
訓後薪資:訓後有單一工作至少維持工作 3 個

 
 

 

表 5　職業訓練課程推薦模型分析檔欄位說明

份當中，找出有納勞保薪資最晚
的月份，其薪資作為訓前薪資

月以上，則將其滿3個月份時的該月
份所有工作薪資總和視為訓後薪資。

訓前訓後薪資成長率=(訓後薪資-訓前薪資)/ 
　　　　　　　　　　訓前薪資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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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該值為 0.2129。

結論與建議

　　在建構職業訓練課程受訓者分類模

型的相關結果中，雖然該模型的預測準

確度僅達 65%，但從決策樹模型的分析

路徑可觀察到職業訓練課程的受訓者擁

有以下特徵族群：

•曾經轉換產業者 ( 大業別 )
•無轉換大業別、長期失業者 (3 年

　內工作天數小於 2 天 )
•無轉換大業別、薪資負成長且年

　齡 23 歲以上

•無轉換大業別、薪資正成長且 24
　歲以上之女性

•無轉換大業別、薪資正成長、24
　歲以上之男性且換過兩次以上工

　作。

　　由上述特徵可知，職業訓練課程的

使用者有兩大需求，一為就業，二為提

交叉排列組合，並丟入模型內預

測各 ID 於各種訓練職類大中小

類的就業成效。

Step 6. 選出各 ID 有最好的就業成效之

訓練職類大中小類，作為欲推薦

之課程類型。

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複雜參數值 (Complexity 
Parameter, CP)0.0001 做為模型參數，建

構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決策樹模型，觀察

枝葉數及相對誤差的關係如下圖 4：

由圖 4 可以發現，如果在 cp 值 0.0001
誤差收斂至 0.4 以下，進一步觀察模型

的真實值與預測值的盒狀圖可發現，在

採用 cp 值 0.0001 下的決策樹模型預測

值盒狀圖形狀與真實值的形狀相似，但

預測值的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數及中位

數皆大於真實值的最小值、第一四分位

數及中位數；而預測值第三四分位數及

最大值則小於真實值的第三四分位數及

最大值。因此整體預測值的盒狀圖較真

實值來的壓縮。如果以直方圖觀察真實

值與預測值的差異分布，可以發現依然

呈現以 0 為中心點的近似鐘型分布，但

因預測值多小於真實值，造成小於 0 的

左方分布較厚於大於 0 的右方分布。

　　如果根據此模型計算平均絕對誤差 ( 
Mean Absolute Error，MAE)，計 算 方 式

如下：

圖 3　枝葉數及誤差值關係圖

圖 4　枝葉數量與真實誤差關係圖 (cp=0.0001)

1

１複雜參數值為 R 的套件 rpart 的專用參數，用以調整模型精 

  度，本研究使用之統計分析軟體為 R 3.4.1 版。

2. 就業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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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u Tsai   Hung-Wen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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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wned by the agencie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is research plans to 
use the bi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uild a vocat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promotion model to provide effective information and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research, training, inspection and use, 
improve the gap between training and use, introdu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t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further establish a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The traits and their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situation are 
grouped into categories, and then the algorithm is used for calculation to establish a 
curriculum recommendation model.
　　In this study, we serialized and organized the labor insurance data an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and then used th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classify 
and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workers participated i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fou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that affect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defined 
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ost-training 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icipating laborers.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sults,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promotion model is buil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promotion model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and aims 
to create a model that can be used to recommend suitabl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for 
different worker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the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establish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the trainees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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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employment performance of the trainees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Keywords：Vocational tra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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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之外國人勞動力政策，長期以來以禁止引入外國單純體力勞工為原則。然而，

隨著少子高齡化之影響，部分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人力嚴重不足，促使日本政

府除了提升生產力與確保本國人才以外，於 2018 年 12 月透過〈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

定法〉之修正，創設了新「特定技能制度」，開放 14 項產業領域引入具有一定知識經

驗之外國單純體力勞工（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2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預計於 5 年內

將引入約 34 萬人。此為日本的外國人勞動力政策有史以來「初次」「正面」引入單純

體力勞工，該轉變值得注目。

　　此「特定技能制度」除有產業面的考量以外，亦立基於過去技能實習制度所產生

的各種勞動或人權爭議，而於制度設計上利用如登錄支援機關、支援計畫等新措施，

確保較弱勢的 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能受到勞動與社會生活方面的保障。同時，亦修正

職業仲介事業之運用要領，以防範職業仲介業者與輸出國的當地代辦機構有不當仲介

壓榨的行為。

　　另一方面，隨著特定技能制度的施行，日本政府亦開始著手策劃「外國人才引入．

共生之綜合性對應策略」，寄望得從日本語教育、公共服務環境整合、促進加入社會保

險、地方社會持續發展、治安防治等「社會統合策略」層面，使外國勞工得順利

融入、共生於日本社會 。
　　惟上述制度並非毫無可議之處，如居留期間限制、禁止依親、是否應同時廢止技

能實習制度、防止惡意仲介壓制之規範是否有實效性、共生策略仍不明確等，皆有論

者提出批判。有關該制度後續發展仍須深入觀察。

關鍵字：關鍵字：日本外籍藍領勞工、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特定技能制度、技能實習制度

               

民國108年5月17日投稿，民國108年5月20日修改，民國108年5月27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良榮，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綜館北棟15樓，
電子郵件信箱：rilke@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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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資本的跨國移動，

國際間勞動力之流動亦越趨頻繁，特別是

從已開發國家之角度來觀察，多數國家正

面臨產業社會成熟化所帶來的產業間勞動

力分配不均（例如傳統 3K 產業缺工），

或是少子高齡化下總體勞動人力的短缺。

除促進國內就業或提升產業革新外，引入

外國勞動力亦作為多數國家選擇的解決方

策之一，另一方面，或許可說是在短期內

為緩和產業的勞力短缺而不得不使用的

「特效藥」。

　　然有關外國勞動力的引入，不論是從

政策思考、規範到具體措施上都必須謹慎

思考，若貿然為了回應產業需求而開放，

除了可能對國內勞動市場產生衝擊、影響

本國勞工權益外，亦可能忽視對外國勞工

的人權保護，甚至產生治安或社會上的問

題。

　　考察各國之外國人政策，其基本理念

可區分為「選擇」與「統合」二種思考途

徑。所謂「選擇」係指，國際習慣法上，

各國得依其主權自由裁量是否接受外國人

入國，而決定各國「選擇」之裁量基準通

常會反映在出入國管理的相關法令上。另

一方面，「統合」係指，該如何對待合法

引入之外國人的問題，亦即針對合法入

國、居留之外國人，應如何賦予和該國人

民基本相同地位，而不應有不當之差別待

遇，此「統合」之理念經常反映在國際條

約中之外國人平等原則上並作為外國人人

權保障的一環，各國則得藉由憲法或內國

法令將其具體化 1。 
　　就上述之理論，本文認為在涉及外國

人 勞 動 力 政 策 上，「選 擇」其 實 就 是 指

「如何開放」；亦即從管制的角度，考量

產業需求與國內勞工權益的拉扯、對本

國勞動力市場調整機制之衝擊與發展方

向。與此相對，「統合」則是「開放後如

何處理」；即其從共生、融合的角度，考

量外國勞工在勞動法令與社會保障制度

的適用，甚至更進一步地，於政策制度

上思考該如何使其作為一生活者而與本

國社會共生。

　　不過，在前述的思考脈絡中，須先

釐清者，係外國勞工之本身可分為具有

高度知識、經驗、技能之專業人才（即

我國一般所稱之外籍白領），以及知識、

經驗、技能較低，多從事單純體力工作

之勞工（即我國一般所稱之外籍藍領）。

後者因其特性通常會在較危險、勞力密

集型等產業領域工作，又受到語言或知

識能力上的限制，不論是預想或過去實

務上皆證實，該等勞工之勞動權與人權

較容易受到侵害，甚至引發社會問題。

因此，相較於前者，後者須受到更多討

論，以使相關外國人勞動力政策（不論

是選擇或統合）之制度思考得更加周延。

　　日 本 作 為 亞 洲 先 進 國 家 之 一，對

於外國人勞動政策上，就「統合」的部

分，特別是有關勞動法、社會保障制度之

適用，已具有豐富的實踐與討論，並在實

務操作或學界的通說解釋上皆盡量將外國

勞工納入勞動法令與社會保障制度下。

　　惟在「選擇」的部分上因同時涉及

產業經濟面之需求，故一直以來有較高

的社會爭議。

　　據相關統計，2018 年 10 月底，日

本的外國勞工人數已達約 146 萬人，雖

該國長期以來皆以禁止外國單純體力（低

技術或無技術）勞工之引入為原則，惟

仍藉由「實際上」接近單純體力勞動者1 早川智津子，外国人労働をめぐる法政策の展開と今後の課

   題，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662，2015 年 9 月，64。

1. 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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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技能實習制度，或透過例外承認的留

學生打工、日裔人士和外籍配偶等管

道，而於勞動現場存在大量的外國單純

體力勞工。此等外國勞工因受居留資格

之限制，或不被承認其勞僱關係，又或

多從事非典型、定期性之工作型態，而

因此被排除在部分勞動法令或社會保障

制度之外 2。

　　基於中小企業產業人力不足問題之

逐漸嚴峻化，以及上述各種以「側面」、

「背面」等途徑引入外國單純體力勞工之

極限與反思，日本政府於 2018 年創設

了「特定技能制度」；此係該國「初次」

自「正面」的制度途徑引入外國單純體

力勞工。在此積極的政策態勢下，新制

度中亦創設過去未有的措施或引入模式。

　　與此相對的，臺灣對於外國單純體

力勞工之引入可謂不陌生。事實上，自

民國 78 年起在所謂「補充性」、「限業限

量」之原則下開放外籍藍領勞工以來，

至 2019 年 2 月底我國社福與產業外籍勞

工人數已來到 70.4 萬人 3。就外籍藍領

之引入制度上雖多次修正改善並趨於成

熟，惟如惡性仲介壓榨、非法居留、逃

跑、從事非許可之業務工作、勞動環境

或條件惡劣、人身監禁、扣押護照證件

等侵害人權或外籍勞工權益之狀況仍時

有耳聞。另一方面，社會上亦一直有來

自產業的要求，例如像本外勞之工資脫

鉤、調整核配制、增加來源國、放寬可

適用產業等各種業界團體的聲音。

　　除上述「選擇」方面之爭議外，有

關「統合」部分已有多數學者 4 自國際

人權、國民待遇、政治哲學等觀點就外

籍勞工亦應受勞動相關法令和社會保障

制度之保障提出檢討，而於相關實務運

作上雖緩慢但亦逐漸朝向此方向邁進。

總結而言，作為同樣面對少子高齡化、

產業間勞動力分配不均之東亞已開發國

家，我國與日本雖過去以來外國勞動力

政策上之發展與思維不盡相同，惟未來

所面對的問題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因而於法律政策、規範上之相互比較與

參酌自有其制度發展之意義。因此，本

文將先簡要梳理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與

制度變遷，並在前述背景下重點介紹此

次日本外國人勞動力政策方向上之大幅

轉換，即初次正面引入外國單純體力勞

工之「特定技能」制度。基此，乃期得

掌握該制度之目的、理念、架構以及相

關之評價， 後再就我國相關制度進行

檢討和建議。

日本外籍勞工之
現況與制度變遷

1.1. 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

　　日本於 1951 年制定之〈出入國管理

及難民認定法〉（以下簡稱〈入管法〉），

係管理外國人之出入國、停留與就業等

之根本規範。依該法第 2 條之 2 規定，

於日本居留並從事職業活動者，須取得

特定居留資格。對於未受許可而從事資

格外職業活動（非法工作），以及居留資

2 奥貫妃文，外国人労働者の雇用形態と社会保険加入をめ

ぐる労働法的考察，労働法律旬報 1833，2015 年 2 月，28。

3 勞動統計查詢網，勞動部，載於：https://statfy.mol.gov.tw/
index12.aspx（ 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28 日）

4 例如林良榮，我國「外勞（客工）」的勞動人權與社會保障：

兼論勞保條例之適用與檢討。臺灣國際法季刊 11（12），

2014 年 6 月，51-86；林佳和，從國際人權的政治哲學觀談

臺灣的外國移工人權 -- 兼論人權、勞動市場、產業競爭力

的交錯與衝突，臺灣國際法季刊 11（12），2014 年 6 月，

7-50；鄭津津，反歧視與平等權 -- 論臺灣外籍勞工之工作

平等，月旦法學雜誌 189，2011 年 2 月，5-21；焦興鎧，

從國際勞動基準論歐洲聯盟對外籍勞工人權之保障，歐美

研究，34（1），2004 年 3 月，9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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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

格期滿仍滯留於國內之非法外籍勞工，

除受刑事處罰，亦為驅逐出境之對象 5。

　　目前於日本得從事職業活動之居留

資格，可分為以下幾項 6：

(1). 承認工作之居留資格：

　　亦即專業性、技術性領域。取得

此資格之外國人僅能從事資格所規範

之職業活動。其各職種範圍依「對產

業及國民生活等之影響」而進行綜合

性認定。類型上可區分為「高度專業

性之職業」（教授、高度專業制、投

資經營、法律會計業務、醫療、研究、

教育）、「大學畢業之白領勞工．技術

人員」（技術、人文知識、企業內調

職、照護）、「運用外國人特有能力之

職業」（國際業務、技能）。另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加特定技能之居留資

格。

(2). 基於身分之居留資格：

　　此係指包含永久居留者（主要為

日裔人）、日本人之配偶等永久居留

者之配偶等、定住者。取得此居留資

格者於居留期間並無職業活動之限

制。

(3). 技能實習：

　　以通過技能移轉協助開發中國家

為目的，依據 2010 年 7 月 1 日施行

之入管法修正，技能實習生於入國第

1 年即賦予具有雇傭關係之「技能實

習」居留資格。又除〈入管法〉外，

技能實習生亦受到 2016 年制定之〈技

能實習法〉規範。

(4). 特定活動：

　　係指包含基於 EPA 之外國人護理

人員、介護福祉士候補者、外交官所

雇用之家事使用人、打工度假等。取

得特定活動之居留資格者，依各許可

內容決定是否可從事職業活動。

(5). 資格外活動：

　　如大學、專門學校之留學生或語

言學校之學生等如有資格外活動許

可，亦可於 1 周 28 小時的限度內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8 年 10 月

底之「外國人雇用狀況之申報狀況」7，

在日之外國人勞動者數為 1,460,463 人，

較前年同期增加 14.2%，雇用外國人勞

動者之事業單位數量為 216,348 家，較

前年同期增加 11.2％；兩項數字皆創下

2007 年申報制度義務化以來之新高。

　　上述各居留資格之外國人人數分別

為承認工作之居留資格約 27.7 萬人、基

於身分之居留資格約 49.6 萬人、技能實

習約 30.8 萬人、特定活動約 3.6 萬人、

資格外活動約 34.4 萬人。

　　另國籍別前三名為中國約 38.9 萬人

（26.6%）、越南 31.6 萬人（21.7％）、菲

律賓 16.4 萬人（11.2％）。增長率上以越

南（31.9％）、印 尼（21.7％）、尼 泊 爾

（18.0％）較高。

5 菅野和夫，労働法，弘文堂，2017，121。

6 詳細參考「日本で就労する外国人のカテゴリー」，厚生勞

動省，載於：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
koyou_roudou/koyou/gaikokujin/gaikokujin16/category_j.html 

（ 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25）。

7 詳細參考「『外国人雇用状況』の届出状況まとめ（平成 30
年 10 月末現在）」，厚生勞動省，載於：https://www.mhlw.go.jp/
stf/newpage_03337.html （ 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27）。

8 本章節整理自菅野和夫，同前註 5，123-126；斉藤善久，外

国人労働者の受入れ拡大について，労働法律旬報 1920，

2018 年 9 月，6-14。

2. 外國人勞動政策之變遷. 外國人勞動政策之變遷 8 

　　日本長期以來雖禁止引入以單純體

力勞動為目的之外國人勞工，然於 1980
年代隨人口構造變化、泡沫經濟帶來之

1. 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9  

2. 制度運作之主要爭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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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外籍勞工之現況

2. 外國人勞動政策之變遷 8

景氣好轉，以及高學歷化之青年對單純

勞動之 3K 產業之就業意願降低等，企

業逐漸產生嚴重勞動力不足之情況，另

加上自 1985 年廣場協議後日圓高漲，與

週邊發展中國家有顯著之經濟差異，而

導致大量持觀光、學生或研修簽證，然

於日本之建設業、製造業從事單純體力

勞動的非法外國人勞工急劇增加。

　　為因應此現況，日本政府於 1989 年

大幅修正〈入管法〉，以重新完備居留資

格，並增加且擴大技術、技能外國人勞

動者之引入種類，惟在此同時，仍持續

禁止從事單純體力勞動之勞工，並強化

對非法工作的取締。另此次修法中，亦

開放日裔外國人可比照「日本人配偶」

或「定住者」，得取得無職業種類限制之

居留資格；同時也放寬基於「研修」之

居留資格，以支援開發中國家技術移轉

為目的之「外國人研修生制度」，並導入

如商工會議所等之團體監理型。

　　1990 年代因泡沫經濟崩壞，日本於

求職冰河期之背景下其有關藍領業種的

勞動力不足雖暫時得到趨緩，惟隨著少

子高齡化、市場經濟全球化等影響，日

本產業界除對國際人才的需求有所提升

外，另一方面亦產生對低廉外國人勞動

力的需求。因此，藉由 1993 年入管法之

修正，設立「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

度」，而使達到一定水準之外國人研修生

得以「研修」為名義而再延伸 多 1 年

（後延長為 2 年）的期間，然實際上乃為

「勞動」（工作）之許可。

　　又，於 2013 年作為安倍經濟政策之

一環，日本政府制定〈國家戰略特別區

域法〉，於特定區域內開放引入外國家事

勞工及農業勞工。後於 2014 年「日本再

興戰略」中有關外國人勞動力政策之要

點，除高度專業外國人才之引入與運用

外，亦得在建設領域、造船領域開放引

進單純體力勞動或中階層之外籍藍領，

以及擴大技能實習制度之對象職種、人

數與延長其引入期間等。

　　至 2016 年召開之臨時國會，依〈入

管法〉之修正，乃將「照護」活動加入

居留資格（第 19 條之 16 第 2 款），使取

得介護福祉士等國家資格之外國留學生

得於日本國內就業。同時，鑑於技能實

習制度於實務上所發生之各種勞資爭議，

為能強化其監理制度並充實之，而於同

年亦將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立法化並制

定〈技能實習法〉。

　　近來，日本政府於 2018 年因考量少

子高齡化與特定產業之中小企業嚴重人

力不足，乃再次大幅修正〈入管法〉，創

設「特定技能」之居留資格，是日本首

次於外國人之勞動政策上正面承認單純

體力勞工之引入。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
之形成與爭議

1.1. 制度之形成與發展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9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之前身為 1950 年

代 設 立 之「外 國 人 研 修 制 度」，後 於

1993 年加入含有勞動實習之技能實習部

分 而 成 立「外 國 人 研 修．技 能 實 習 制

度」，並以追求「將技能移轉至開發中國

家，並培育有助於擔任該開發中國家經

濟發展之人才」等「國際貢獻」為其目

的。

9 本章節整理自菅野和夫，同前註 5，127-128；樋川雅一，

阪本康文、宮島喬、岸朋弘、中村優介、樋川雅一、針ヶ

谷健志等，シンポジウム「外国人労働者 100 万人時代」

の日本の未来：人権保障に適った外国人受入れ制度と多

文化共生社会の確立を目指して，労働法律旬報 1931，

2019 年 3 月，28-31

2. 制度運作之主要爭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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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國人勞動政策之變遷 8
1. 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9  

　　然而，因該制度長期遭中小企業主

濫用，使得技能實習生實際上被當作單

純體力的廉價勞動力使用，有關各種違

反勞動法令與人權侵害的情況層出不窮，

產生極大的社會問題。為此，日本政府

於 2010 年 新 增「技 能 實 習」居 留 資

格，使該制度下的勞僱契約可全面適用

於相關勞動法令。

　　爾後，隨著 2012 年隨政權交替，在

日本政府提出相關的成長戰略下，一方

面有鑑於技能實習制度中未給付工資、

長時間勞動等不當案例仍持續發生，而

有強化其監理體制、明訂國家責任之必

要；同時亦考量有外國人力需求之產業

增加，必須開放可適用之產業領域，並

延長技能實習生之居留期間等之因素，

終於在 2016 年訂立〈外國人技能實習之

妥適實施及技能實習生之保護相關法律〉

（以下簡稱〈技能實習法〉），以單獨立法

的方式進行體系性的規範。 
　　就 技 能 實 習 之 引 入 方 式，可 分 為

「企業單獨引入型」及「團體監理引入

型」二種，目前該制度之 96% 以上為

「團體監理引入型」。就其流程，大略上

而言，首先，作為技能實習生候補者會

先向海外輸出機關支付相關費用並接受

日本語之研修。其後海外輸出機關會與

本國非營利監理團體（事業協同組合、

商工會等）締結協定，由監理團體進行

技能實習生之引進，並與企業主媒合，

締結雇用契約。

　　就技能實習之類型，可依已申請居

留期間而分為 1（第 1 年）、2（第 2、

3 年）、3（第 4、5 年）號，原則上係以

先 接 受 兩 個 講 習 後 再 實 習 之 方 式 進

行。居留期間 長為 5 年，目前開放 80
個職種與 144 種作業內容可適用。

2. 制度運作之主要爭議. 制度運作之主要爭議 10 10 

(1) 目的與現實之乖離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原本雖以移轉

知識技術、培育人才等國際貢獻為目

的，但現實上多數技能實習生於中小

企業，特別是製造業或建設業中，被

當成低廉的體力勞動力來使用，產生

了制度目的與現實乖離的問題。

(2) 惡劣的勞動環境與條件

　　有關技能實習生未受工資給付、

長 時 間 勞 動、甚 至 受 到 暴 力、性 騷

擾，以至失蹤或死亡等違反勞動法令

或侵害人權之狀況屢見不鮮。究其原

因之一，係因技能實習生原則上沒有

轉職的自由，使技能實習生無法輕易

離開惡劣的職場環境。此外，因外國

人勞工之居留資格與實際就業單位連

結，因此，若有技能實習生辭職、解

雇或是失蹤，即無法更新其居留資

格，因而於法律上形成所謂非法居留

並成為強制驅除出境的對象。

(3) 仲介壓榨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中 令人詬病

的爭議之一，即為海外輸出機關與監

理團體的仲介壓榨。實務上，技能實

習生需向海外輸出機關給付高額的手

續費或出國費用，甚至因此背負高額

的債務而不得不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

工作。又，即使在日本國內，雇主亦

有可能將要給付給監理團體的監理費

間接或直接轉嫁給技能實習生。

　　另外，技能實習生大多會與海外

輸出機關簽訂如保證金、違約金契

10 本章節整理自樋川雅一，同前註，30-31；旗手明，本格化

す る 外 国 人 労 働 者 受 入 れ 政 策（上），労 働 法 律 旬 報

1840，2015 年 5 月，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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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國人勞動政策之變遷 8
1. 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9  

2. 制度運作之主要爭議 10 約、保證人契約等不法契約，以確保

技能實習生無法中途歸國或是失蹤，

而間接被迫留在惡劣的勞動環境。

(4) 強制歸國

　　再者，於技能實習期間，若有勞

災、生病、不服雇主指示、希望休假

等等情況時，技能實習生得在監理團

體的協助下被強制歸國。然就實務運

作上，上述技能實習生被強制歸國的

情形乃常有被雇主或監理團體濫用，

並作為迴避紛爭或罰則的手段。技能

實習生一旦被強制歸國後，除其權利

救濟難以主張外，亦可能無法拿回其

保證金或受到相關違約金的追償。

　　綜觀上述，技能實習制度作為一實

質上「側面」開放單純勞動力之外國人

引入政策，一直以來即飽受社會爭議，

雖日本政府以立專法之方式意圖強化改

善該制度，惟仍難以杜絕上述社會問

題。據此，於 2018 年新設立之「特定技

能制度」，從其制度目的、規範、措施等

等方面觀之，自可看出其制度反省或避

免技能實習制度之錯誤再次發生的政策

考量。

外籍勞動力政策之轉換：
特定技能制度之建構

1. 制度創設之背景. 制度創設之背景

　　隨 2012 年安倍內閣之經濟政策實行

後的景氣循環復甦，2017 年日本各都道

府縣有效求人倍率持續超過 1 倍（據厚

生勞動省職業安定業務統計，2017 年 12
月底之有效求人倍率為 1.59 倍），失業率

亦於 25 年以來首次低於水平。勞動參與

率以女性、中高齡為中心持續上升，雖

總體人口增長減少，惟就業人數於 5 年

內增長了 251 萬人。另一方面，企業的

人力不足感增強，亦達到泡沫經濟以來

的水準。2017 年 10 月底，在日工作之外

籍勞工數約 128 萬人，相較前年度同期

增長 18%，創下外籍勞工申請制度化以

來人數新高 11。

　　在 上 述 經 濟 背 景 下，日 本 內 閣 於

2017 年 6 月 9 日決議之「未來投資戰略

2017」中，率先針對引入外國人才之政

策提出檢討；其指出，「為確保經濟社會

基礎之持續發展可能性，著眼真正有所

需求之領域，就外國人才引入之政策理

念，進行綜合且具體之檢討。因此，政

府須綜合性地調查、檢討必要之事項，

例如與移民政策清楚區別之規範、形成

國民共識之方法等」。

　　爾後於 2018 年 2 月 20 日召開之第 2
屆經濟財政諮詢會議中提出「有關外國

人勞動力」之議題；於同年 2 月 23 日由

內閣官房組成「專業性、技術性領域之

外國人才引入相關工作小組」，以「立基

於當前勞動市場之現況，從引入具有一

定專業性、技能性外國人才之觀點，在

特定的前提下，具體檢討制度修正」作

為其設立小組之目的。

　　基此，同年 5 月 28 日召開第 7 屆經

濟財政諮詢會議，會中明示 2018 年度

〈經濟財政運用與改革之基本方針〉之

「要點案」中一項目為「引入新的外國

人才」；翌日 5 月 29 日於第 2 屆「專業

性、技術性領域之外國人才引入相關工

作小組」就有關「新外國人才引入制度

檢討狀況」之政策議論，即初步揭示未

來特定技能制度之雛形。
11 詳細參考「新たな在留資格『特定技能』について」，厚生

勞動省，載於：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601000/
000485526.pdf （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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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連續透過第 8 屆經濟財政諮

詢會議（6 月 5 日）之「有關基本方針之

原案」、第 9 屆（6 月 15 日）「經濟財政

營運與改革之基本方針 2018─克服少子

高齡化實現持續成長的路線」 12（以下簡

稱〈基本方針〉），指陳新外國人才引入

之政策檢討方向；即，係「因中小、小

規模企業人力不足之情況惡化，可能對

我國之經濟、社會基礎的持續發展造成

阻礙。

　　是 以，除 藉 由 設 備 投 資、技 術 革

新、工作方式改革等提升生產力，以及

持續強力推動確保國內人才外，必須採

納有別於過去以來僅吸引專業性、技術

性領域外國人才之策略，而建構廣泛引

入具有一定專業性、技能等即戰力外國

人才之制度」。

　　整體而言，上述之策略要點包含：

(1) 聚焦有真正需求之領域，創設有

別於移民政策，擴大引入外國人

才之新居留資格。

(2) 促進過往專業性、技術性領域外

國人才之引入措施，例如使外國

人留學生在日本國內之就職更加

順暢圓滑。

(3) 致力於實現使外國人得順利共同

生活之社會。

　　而其中要點 (1) 中所提及創設一「具

有工作目的」，又「有別於移民政策」之

新居留資格，即實質上明確化並奠定了

後續入管法修正和特定技能制度之基本

內涵。據此，其相關內涵說明如下：

A. 引入人才之業種方向

　　就新居留資格所引入之外國人才，

係針對已採取提升生產力或保障國內人

才之相關策略（女性、高齡者之就業促

進、人力不足之待遇改善等），然為使該

業種得以發展和存續，仍有必要引入外

國人才之產業領域。

B. 政府基本方針與業種別引入方針

　　引入人才之總體政府基本方針應由

內閣決議。基於此基本方針，再由法務

省等制度職掌機關與管轄相關業種之機

關，依業種之特性訂定業種別之引入方

針，以據此引入外國人才。

C. 外國人才須具備之技能與日本語能  
 　   力水準

　　外國人才取得居留資格所應具備之

技能水準，係由業種管轄機關考量於該

業種中得以順利工作所必要之知識和技

能，訂定相關測驗而認定。

　　此外，有關日本語能力水準部分，

則藉由日本語能力測驗等，區分為基本

需具備之日常會話程度，以及依各業種

之業務上需求而應具備之日本語能力水

準。

　　惟若完成技能實習者（3 年），則可

免除上述測驗，視為符合必要技能水準

與日本語能力水準。

D. 確保優秀外國人才之對策

　　為使優秀之外國人才於國內活動，

今後，除防止向外國人才徵收保證金等

惡性仲介業者之不當介入外，同時為確

保外國優秀人才之輸出，亦將實施周知

廣報（公開宣傳）制度、充實在外國之

日本語教育，以及於必要時進行政府級

別之會商等措施。

E. 外國人才之支援與居留管理等

　　為保護新引入之外國人才以及順利

的引入，應確實地實施相關的居留管理、

雇用管理等制度。聘僱企業或法務大臣

12 詳細參考「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 2018
～少子高齢化の克服による持続的な成長経路の実現～」，

載於：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minutes/
2018/0615/shiryo_02.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6 日）



日本外國人勞動力政策與「特定技能制度」之建構：以2018年〈入管法〉之修正為中心

173

所許可之登錄支援機關乃作為支援之實

施主體，自須針對外國人才設計相關支

援措施，例如生活指導、住宿之確保、

生活日語之學習、諮商與意見之對應、

各種相關行政程序資訊之提供等。此外，

與其他以工作為目的之居留資格相同，

在入國、居留審查上，確認新外國人才

取得與日本人相同或以上之報酬。另作

為勞動行政之措施，基於勞動法令之落

實，應適當地實施相關雇用管理之諮商、

指導等。基此，政府為對應上述情形，

應充實、強化入國管理局等體制，以實

施細部且有效之居留管理與雇用管理。

F. 依親親屬及居留期間上限

　　上述政策方針有別於一般之移民政

策，並使外國人才之居留期間總計上限

不得逾 5 年，即基本上不承認親屬依親。

惟，於新居留資格之居留期間內，如通

過特定測驗而認定為具有高度專業性者，

則可移轉為現行「專業性、技術性領域」

之居留資格，不受居留期間之限制，而

得認可其親屬依親。政府就前述措施之

實施可能性應進行居留資格上的檢討。

　　以此〈基本方針〉規定有關新外國

人才引入制度創設之要旨為基礎，法務

省提出「出入國管理法及難民認定法及

法務省設置法之一部修正草案」，並經

2018 年 12 月 8 日第 197 屆國會（臨時會）

決議通過，正式確立新特定技能制度之

法源與其細節規範。本文以下將就此次

相關修法與新制度之要點與架構進行介

紹與相關內容說明。

22. 制度之架構內涵. 制度之架構內涵

(1) 法源與創設目的

　　2018 年 12 月 8 日通過修正之〈出

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辦法〉13（以下

簡稱〈修正入管法〉），作為建制「特

定技能」制度之法源。其制度創設之

目的，係延續 2018 年 6 月 15 日〈基

本方針〉之理念方向，即「因中小、

小規模企業人力不足之情況惡化，可

能對我國之經濟、社會基礎的持續發

展造成阻礙。對於即使採取提升生產

力或保障國內人才之措施下，仍於人

力之確保上有所困難的產業領域，須

建構引入具有一定專業性、技能等即

戰力外國人才之制度」 14。

　　就整體法制之修正而言，首先，

依〈修正入管法〉第 2 條之 2 增設

「特定技能第 1 號、第 2 號」之外國

人工作居留資格；作為政府機關合理、

適當運用該制度之規範，須由中央訂

立總體性之〈特定技能之在留資格相

關制度運用基本方針〉15（以下簡稱〈特

定技能基本方針〉）（第 2 條之 3），並

由法務大臣會同其他業種管轄機關首

長等依產業特性訂立〈特定技能之在

留資格相關制度運用分野別方針〉16

（以下簡稱〈分野別運用方針〉）；聘

僱機關與從事特定技能活動之外國勞

工間所簽訂之「特定技能雇用契約」

須符合〈修正入管法〉第 2 條之 5 與

法務省令所定之基準（第 2 條之 5）；

13 詳細參考〈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及び法務省設置法

の 一 部 を 改 正 す る 法 律 新 旧 対 照 条 文〉，載 於：

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88307.pdf （ 後 瀏 覽 日：

2019 年 4 月 7 日） 
14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外国人受入れに関する運用要領〉，

載於：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89242.pdf（ 後瀏

覽日：2019 年 4 月 8 日）。

15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の在留資格に係る制度の運用に関す

る 基 本 方 針 に つ い て〉，法 務 省，載 於：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gaikokujinzai/kaigi/dai3/siry
ou1-2.pdf （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8 日）。

16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の在留資格に係る制度の運用に関す

る方針について〉，法務省，載於：http://www.moj.go.jp/
content/001278435.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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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機關負有針對第 1 號特定技能外

國人制定符合法務省令之支援計畫，

並實施之義務（第2條之5第6～8項、

第 19 條之 22）；就支援計畫之制定實

施，聘僱機關可向外委託登錄機關進

行，就此等登錄機關受有一定規範

（第 19 條之 23 ～第 19 條之 35）；出

入國管理廳長為確保聘僱機關確實執

行特定技能雇用契約與支援計畫，得

對其為指導建議、報告徵收、改善命

令等；增設第 2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之

親屬得取得依親之居留資格（別表第

一、表四親屬）；上述規範之相關罰

則 （第 71 條之 3、第 71 條之 4、第

76 條之 2、第 77 條之 2）。

　　綜觀上述，此次〈修正入管法〉

係就特定技能制度所涉及之居留資

格、施行方針、雇用契約、機關組織

權責、公正適切之居留．雇用管理、

相關配套措施等進行架構之規範。

(2) 特定技能之居留資格

A. 居留資格之類型

　　據〈修正入管法〉第 2 條之 2，

特定技能制度之居留資格區分為「特

定技能 1 號」與「特定技能 2 號」。

其個別之區分如下，

(A) 特定技能 1 號

　　特定技能 1 號，係指「從事屬

於特定產業領域所需，具備相當程

度知識或經驗等技能之業務」的外

國人居留資格。此處之「相當程度

知識或經驗等技能」，意為「須相

當期間實務經驗等之技能，不需接

受額外之培養或訓練，即可直接進

行一定程度業務之水準」17。取得

特定技能 1 號居留資格之外國人稱

為「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

　　其技能水準依〈分野別運用方

針〉中各產業領域所訂測驗認定，

日本語能力方面則依生活或特定業

務所需之日本語相關測驗認定。惟

「技能實習 2 號」結業者可視為通

過前述測驗。

　　亦即，通過「特定技能評價測

驗」（包含各業種所要求之「技能

水 準」測 驗 與「日 本 語」測 驗），

或原技能實習 2 號結業者可取得特

定技能 1 號之申請資格 18。 
　　此外，考量 1 號特定技能外國

人之語言程度、知識經歷等較弱

勢，為使其居留期間得安定、順利

從事工作業務，特別課予聘僱機關

或登錄支援機關有以其為對象，作

成、實施支援相關計畫的義務。

(B) 特定技能 2 號

　　特定技能 2 號，係指「從事屬

於特定產業領域所需，具備熟練技

能之業務」的外國人居留資格。此

處之「熟練技能」，亦即「透過長

年實務經驗而具備之嫻熟技能；相

17 同前註 14。

18 就外國人勞工之 ( 本國 : 日本語 ) 語言政策，即一定語言條

件之限制規範，本文認為有以下之主要目的。

其一、特定技能制度下所引入之外籍勞工雖較為低階，但

原則上須具備「相當程度知識或經驗等技能」，亦即，可

直接進行特定業務之人力，並非單純從事純體力勞動，故

對於生活或業務所需之日本語能力仍有一定程度之要求。

其二、此外，基於對於過去技能實習制度中，技能實習生

可能因語言能力不足而發生無法主張權利，或是企業主在

指揮監督上有所障礙之情事，因此，具備一定之語言能力

係有利於職場之溝通以及職安之保障。

後，日本政府除特定技能制度外，亦同時在外國人勞動

力引入的政策思維上，提出促進外籍勞工得以順利融入日

本社會環境之共生策略。其中一環即為提升外籍勞工日本

語學習之品質與機會。據上，對於特定技能之外籍勞工要

求具有一定日本語能力，係有助於該勞工在職場及生活上

之適應與安全，同時亦可減少產業培育人力之時間成本與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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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現行專業性、技術性領域居留

資格之外國人，擁有同等或以上之

技能。例如藉由自身判斷得進行高

度專業、技術性業務，或作為監督

管理者統籌業務等，憑藉嫻熟之技

能以完成業務之水準」19。取得特

定技能 2 號居留資格之外國人稱為

「2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

　　其技能水準依〈分野別運用方

針〉中各產業領域所訂測驗認定，

日本語能力方面則無須測驗確認。

　　申請資格上，若 1 號特定技能

外國人於通過業種管轄機關所訂測

驗後，則可取得特定技能 2 號之資

格。惟就目前日本政府規劃，在開

放適用特定技能制度的 14 項產

業中，僅「建設業、造船．舶用工

業」等 2 項產業領域可引入 2 號特

定技能外國人。

　　另外，對於語言程度及知識經

驗已較嫻熟的2號特定技能外國人，

聘僱機關或登錄支援機關則不須對

其實行支援計畫。

B. 居留期間與親屬依親

　　特定技能 1 號之居留期間可依 1
年、6 個月或 4 個月更新一次，惟總

計不得逾 5 年；又 1 號特定技能外國

人之親屬原則上無法取得依親資格。

　　另一方面，特定技能 2 號之居留

期間可依 3 年、1 年或 6 個月更新一

次，但無居留期間上限之限制；2 號
特定技能外國人之親屬（配偶子女），

得在滿足一定要件下取得依親資格。

　　因現行取得日本永住權之要件為

「在日生活 10 年以上，並於其中具備

5 年 以 上『工 作 資 格』」，是 以，社

會輿論上曾出現是否可透過技能實

習（ 高 5 年居留期間）與特定技能

1 號（ 高 5 年居留期間）之聯繫，

以 多連續在日居留 10 年，並因此

取得日本永住權申請資格之疑義 20。 
然而，依據目前日本政府之檢討方

向，係將技能實習與特定技能 1 號之

工作期間，例外排除於永住權許可之

5 年工作資格要件。有學者 21 認為上

述規範方向，可能導致由特定技能 1
號移轉至特定技能 2 號之外國人，短

期內無法取得永住權申請資格。

C. 雇用型態

　　依〈特定技能基本方針〉規定，

特定技能之外國人原則上應與聘僱機

關成立「直接、全職之僱傭關係」，

僅例外得依特定產業領域之特性而有

執行派遣業務之必要時，始得以聘僱

機關為派遣單位而進行派遣型雇用，

惟此須於〈分野別運用方針〉內加以

明定，又派遣單位亦必須確認要派單

位是否符合法規所定之要件。

　　此外，外國人所屬之聘僱機關以

一個為限，不承認與複數聘僱機關成

立雇用契約。又，聘僱機關之報酬給

付，須以銀行帳戶匯款等可以確定該

給付額之方式為之。

　　此等法規之相關措施，基本上除

得以保障特定技能外國人作為正職員

工受僱而避免可能締結非典型僱傭契

約（派遣、部分工時等）等被濫用的

19 同前註。

20 「外国人の永住要件、改定へ 技能実習期間などは算入せ

ず」，朝日新聞，載於：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
C63TRBLC6UTIL00X.html （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8
日）。

21 早川智津子，入管法改正と外国人労働政策，法律時報 91
（2），2019 年 2 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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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外，亦得確保該聘僱機關可確實

履行其雇用契約。 
D. 轉職自由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有別於技能

實習生制度，取得特定技能資格之外

國人可於同一業務範圍，或依測驗所

確認其技能水準而於該當共通性之業

務範圍內得自由轉職。依〈特定技能

基本方針〉及〈特定技能外國人引入

相關運用要領〉（以下簡稱〈運用要

領〉），當 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非因可

歸責事由，終止特定技能雇用契約時

（例聘僱機關破產、發生違法情事而

無法繼續聘僱等），原聘僱機關或登

錄支援機關須確認該特定技能外國人

是否有繼續在日工作的意思，並支援

其進行轉職之相關活動。

　　另一面，若 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

進 行 轉 職 而 使 用 公 共 職 業 安 定 所

（HelloWork）服務時，公共職業安定

所必須充分掌握該外國人之期望勞動

條件、技能水準、日本語能力，以進

行適切之職業諮商、職業介紹。

　　不 過，依〈修 正 入 管 法〉第 22
條之 4 第 1 項第 6 點規定，如自雇用

契約終止後超過 3 個月未從事符合特

定技能之活動而居留者，除有正當理

由外，將取消其居留資格。

　　上述有關放寬特定技能 1 號外國

人得自由轉職之規定，如自日本國憲

法之規範觀點，係可認為乃在一定程

度上落實外國勞工職業選擇自由的基

本人權保障，而於功能上亦可作為防

止惡性仲介業者、黑心企業等壓榨或

侵害人權的對抗手段 22，或發揮勞動

市場的原理促使企業改善勞動環境以

留住人力 23。

　　然法實務家指宿昭一指出，有鑑

於過去技能實習之爭議，若特定技能

外國人於出國前遭受母國仲介業者徵

收大量的「出國前費用」而背負高額

債務的情況下，其是否得真正選擇自

由轉職，不無疑慮 24 。  此外，特定

技能外國人亦可能被母國仲介業者強

迫簽訂禁止於日本國內進行轉職的契

約條款。

　　另，雖然聘僱機關或登錄支援機

關依規定有支援 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

（非可歸責情況下）進行轉職的義務，

但就實務上運作亦可能難以期待。簡

言之，上述有關公共職業安定所的轉

職支援規範，其詳細內容現階段仍不

明確，若日後仍無實質具體的支援措

施，則在欠缺就業資訊的情況下，難

謂特定技能外國人之轉職過程未有一

定困難之發生 25。

　　針對有關於特定技能外國勞工之

雇用契約終止後，該外國人勞工若於

3 個月內未從事符合特定技能之活動

將被取消其居留資格之規定，指宿氏

則認為，公共職業安定所應盡力給予

支援，使特定技能外國人得於 3 個月

內轉職，惟若仍無法實現，在確認特

定技能外國人有轉職意願的情況下，

自應認定其未從事符合特定技能之活

動有相當理由而非該當於取消居留資

格之要件 26。

22 指宿昭一，外国人労働者受入れ拡大：入管法改正で起き

る新たな問題，労働法律旬報 1931，2019 年 3 月，14-15。

23 村井将一，特定技能とは。新しい在留資格をかんたん解

説，コンチネンタル国際行政書士事務所，載於：https://
continental-immigration.com/tokuteigino/background/（ 後

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0 日）。

24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5。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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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針對開放轉職自由所帶來

的另一項疑慮，乃在於是否會造成原

受僱於地方企業機關的特定技能外國

人，基於日本國內區域間工資水平的

落差，因而轉職集中於大都市圈企業

就業 27。就此情況，日本政府已提出

「特定技能外國人之大都市圈或其他

特定地域過度集中防止策略」28，並

規劃結合「外國人才引入．共生之綜

合性對應策略」作為跨產業領域之措

施，並藉由「（產業）領域別協議會」

掌握產業人力不足之實情、採取促進

特定技能外國人於地方區域定居之辦

法，但就目前為止，日本政府僅提出

粗略之方向性政策，尚未有詳細之內

容計畫。

E. 開放適用之產業領域

　　作為適用於特定技能制度之產業

領域，依〈特定技能基本方針〉之規

定，必須符合以下有關要件之規定始

該當適用之產業領域：「即使透過提

升生產力或確保國內人才之措施（女

性、高齡者外，因其他情事而有就業

困難者之就業促進、待遇改善等），

仍有難以確保人才之情況，而須藉由

外國人勞動力以確保其不足人力之產

業領域」；又依 2019 年 3 月 15 公布

之〈分野省令〉規定，目前僅開放照

護產業、建築物清潔業、金屬加工業、

產業機械製造業、電力電子相關產

業、建設業、造船．舶用工業、汽車

維修業、航空業、住宿業、農業、漁

業、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餐飲業等 14
項產業領域。

　　承上述，就有關如何認定何種產

業領域有其開放之必要性，對此，日

本過去乃有相當不同之政策爭辯。例

如有任職政府單位之有識者指陳，於

政策思考上，係應先透過〈入管法〉

之修正建立特定技能制度後，在前述

〈特定技能基本方針〉所明示之規範

內容作為前提下，再制定一定之共同

規則，亦即，僅有符合此一規則之產

業領域才能適用特定技能制度 29。惟

同時亦有部分論者提出質疑而認為，

就有關人力不足的產業應先檢討其勞

動條件與環境是否有改善可能 30。此

外，亦有其他學者提出，為避免對於

國內勞動市場產生衝擊，就有關產業

開放之要件上應設置勞動市場測試

（Labour Market Testing）的機制 31。

　　延續上述脈絡，日本政府依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內閣決議之各〈分野別

運用方針〉中乃規範「特定產業領域

之人才不足狀況之相關事項」，並明

示如以下之內容：已施行之提升生產

力或確保國內人才之措施等（包含待

遇改善）、引入之必要性（包含判斷

人力不足之客觀指標）、預計引入人

數等等。對此，或可謂於一定程度上

自產業需求與如何同時確保國內勞工

權益之層面，制訂有關產業開放與否

之共同判斷規則。

　　然而，就此法實務家山脇康嗣提

出質疑，其認為作為制定〈分野別運

用方針〉之業種管轄機關有可能常受

到業界團體要求開放引進外國人力的

27「外国人労働者受け入れ拡大４月開始、不安な船出」，產

經新聞，載於：https://www.sankei.com/life/news/190330/
lif1903300027-n2.html（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0 日）。

28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制度施行に向けた準備状況について」，

法務省，載於：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gaikokujinz
ai/kaigi/dai4/siryou1.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0 日）。

29 佐々木聖子，同前註 9，38-39。

30 村上陽子，同前註 9，37；石橋通宏，同前註 9，41。

31 石橋通宏，同前註 9，39；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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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因此，建議應改以法規命令的

方式取代內閣決議或方針，以避免外

國勞工的持續引入而對勞動市場之調

節機制造成影響 32。又，亦有研究者

從勞動保護的觀點主張，倘透過〈分

野別運用方針〉的詳細設計、修正有

可能在制度運用上僅反應了對產業發

展較有利的主張，並無法提升或達到

〈修正入管法〉欲保障特定技能外國

人的勞動水平之法規範目的，反而造

成其就業或生活環境的惡化 33。

(3)各機關組織之權限與義務
A. 政府機關
 (A)法務省
　　依據〈修正入管法〉與併隨同時

修正之〈法務省設置法〉規定，法務

省有關出入國管理之部分由「出入國

之公正管理」變更為「出入國及居留

之公正管理」（修正入管法第 1 條）。
此外，原作為法務省內部機關之入國

管理局，改制為外部獨立機關之「出

入國在留管理廳」；其任務係追求出入

國及居留之公正管理，以及協助有關

出入國及居留管理之內閣重要政策。

此外，亦將原法務省轄下之地方出入

國管理局，移轉為出入國在留管理廳

之地方分局。

　　就特定技能制度相關之權責上，

依〈修正入管法〉法務大臣有作成〈特

定技能之在留資格相關制度運用基本

方針〉並請求內閣決議之義務（第 2
條之 3第 3∼ 4項）。又法務大臣應與
業種管轄行政機關首長、國家公安委

員會、外務大臣、厚生勞動大臣共同

作成〈分野別運用方針〉（第 2 條之 4
第 1項）。

　　基於實務運作之必要，以及為確

保特定技能評價測驗之適切、公正實

施，法務省透過向文部科學省、厚生

勞動省請求建言，訂立〈試驗方針〉，

或必要時向實施測驗之業種管轄機關

提出指導建議。

　　另一方面，為追求外國人之適當

居留管理、勞動條件保障、雇用管理

改善之政策目標，法務省除自身所職

掌事務外，亦應與厚生勞動省緊密合

作，建立相互通報之措施。且，為徹

底排除國內惡性仲介業者，前述兩機

關亦應強化合作之關係。

　　此外，法務省亦應與外務省或駐

外單位協力，應致力於外國人勞工之

保護，防止有向外國人勞工或其親屬

收取保證金、締結違約金契約等惡性

仲介業者，並進一步採取如透過兩國

間之協商作成政府文書等合作策略。

　　再者，如就因應人力不足之產業

環境變化，於政策上，法務大臣、外

務大臣、厚生勞動大臣、國家公安委

員會以及業種管轄行政機關首長，應

依產業人力之變化程度與引入人數狀

況，進行日後有關引入方針等之跨部

門間協議。必要時應於業務關連的閣

僚會議中重新檢視〈分野別運用方

針〉，檢討停止居留資格之申請或採取

刪除該產業領域之措施。又，誠如前

述，為防止特定技能之外國人過度集

中於大都市，法務省、厚生勞動省、

業種管轄機關應透過資訊共享，掌握

實際的情況並為逐步檢討。

　　如針對治安上之相關問題，法務

省、外務省等制度或業務相關之機關

 32 山脇康嗣，入管法及び技能実習法の実務と今後の課題，

    季刊労働法 262，2018 年，84-85。

33 高坂晶子，改正入管法の施行に向けてー問題点と求めら

れる対応，リサーチ・フォーカス 2018-041，2019 年 1 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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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種管轄機關，應於發生外國人失

蹤、治安問題時採取必要措施。

　　最後，法務省負有制定符合特定

技能雇用契約、支援計畫基準與確保

聘僱機關、登錄機關確實實施之義

務。

(B)厚生勞動省
　　厚生勞動省於上述與法務省共同

合作協力之事項中，其最大要點係為

追求外國人之適當居留管理、勞動條

件保障、雇用管理改善，除著眼於國

內勞動市場動向外，應藉由都道府縣

勞動局、勞動基準監督署、公共職業

安定所等，對於聘僱機關或仲介機關

進行指導或監督，以確保特定技能外

國人之工資、工作時間、安全衛生等

勞動條件，以及勞動條件、安全衛生、

社會保險等相關雇用管理改善；以期

建構使特定技能外國人於執行工作時，

得有效發揮其能力之就業環境。

　　又厚生勞動省受理法務省所掌握

之聘僱機關違反勞動法令疑慮等相關

資訊，得作為執行指導、監督之端緒。

B. 業種管轄機關
　　當前開放 14 項特定產業領域中，
各有其業種管轄之行政機關，其包

括厚生勞動省（照護業、建築物清潔

業）、經濟產業省（金屬加工業、產業

機械製造業、電力電子相關產業）、國

土交通省（建設業、造船．舶用工業、

汽車維修業、航空業、住宿業）、農林

水產省（農業、漁業、食品及飲料製

造業、餐飲業）。

　　依據〈特定技能基本方針〉，除上

述與法務省等制度管制機關之合作外，

業種管轄機關之長官應於依〈修正入

管法〉第 2 條之 4 第 1 項所定之〈分
野別運用方針〉中，透過有效求人倍

率、雇用動向調查或其他機關統計、

業界團體對所屬企業之調查等客觀指

標，具體闡明特定產業領域之人力不

足，以及為該領域之存續發展而有引

入外國人才之必要狀況。

　　就特定技能評價測驗之實施，業

種管轄機關（包含該機關指定之測驗

實施單位）應與日本語測驗實施機關，

依循〈試驗方針〉，針對欲施行內容之

作成實施要領，並經專家學者確認後

將相關文書提報法務省，待確認後實

施測驗。

　　此外，業種管轄機關之長官對於

聘僱機關是否違反〈分野別運用方針〉

得進行必要之指導、建議。業種管轄

機關之長官，應持續掌握、分析特定

產業之人力、就業構造或經濟情勢，

並對照產業預定引入人數，於人力不

足之情況發生變化時，採取相應之必

要措施。

　　業種管轄機關為使各地區之事業

者引入所需之特定技能外國人，除應

將本制度之意旨或優良案例於全國宣

傳周知外，且掌握地方人手不足之狀

況時，須採取如設置領域別協議會之

必要措施。

　　依各〈分野別運用方針〉與〈運

用要領〉，所謂「領域別協議會」係由

業種管轄機關、聘僱機關、其他相關

知識經驗者、業界團體、相關省廳

（法務省、厚生勞動省、警察廳、外務

省）等組成。該協議會之任務在於：

(A)公開宣傳 (推廣周知 )引入特定
技能外國人制度之意旨或優良

案例；

(B)對於聘僱機關法令遵守之提示；
(C)掌握、分析就業構造或經濟情
勢變化；

(D)分析地區人力不足之情況；
(E)調整避免引入人力過度集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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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之因應策略；

(F)得引入制度之順利且適切實施共
享、協議相關必要之資訊與議

題。

C. 制度運用機關
(A)聘僱機關
　　法務省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布
〈特定技能雇用契約及一號特定技能外

國人支援之基準等所定省令〉34，以之

作為規範聘僱機關之詳細準則；於該

省令中就聘僱機關本身應符合之要件、

特定技能雇用契約、1 號特定技能外
國人之支援，乃另分別訂有〈作為特

定技能雇用契約相對人之本國公私機

關應符合之基準〉、〈特定技能雇用契

約內容之基準〉、〈一號特定技能外國

人支援計畫之內容等〉、〈一號特定技

能外國人支援計畫之基準〉等 4 項基
準。

　　首先，聘僱機關本身應符合〈作

為特定技能雇用契約相對人之本國公

私機關應符合之基準〉之要件，例如：

遵守勞動．社會保險．租稅關係法令、

締結雇用契約日前 1 年內或締約後無
非自願離職者或行蹤不明者、5 年內
未違反出入國或勞動法令等、使用銀

行帳戶匯款方式支付報酬、不締結違

約金、保證金契約、知道特定技能外

國人被徵收保證金時不締結雇用契約、

申報勞動保險關係、不將任何支援相

關費用轉嫁於特定技能外國人等。

　　又，聘僱機關與特定技能外國人

所締結之「特定技能雇用契約」，據

〈特定技能雇用契約內容之基準〉，除

須合於勞動基準法或其他勞動相關法

令規定外，亦另規範：其約定之報酬

額應與日本人從事該業務時相等或

以上、如有暫時歸國之期望時可使其

取得休假、不得因其為外國人而有在

報酬‧教育訓練‧福利措施上之差別待
遇、於外國人無法負擔歸國旅費時應

由聘僱機關負擔、採取雇用契約終止

後得使外國人順利歸國之措施等等。

　　於支援外國人方面，依〈修正入

管法〉第 2條之 5第 6項、第 19條之
22 第 1 項，聘僱機關負有針對 1 號特
定技能外國人，實施職業生活上、日

常生活上或社會生活上支援之義務。

為此，聘僱機關須依〈一號特定技能

外國人支援計畫之內容等〉作成「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支援計畫」，並依

〈一號特定技能外國人支援計畫之基

準〉實施。不過，聘僱機關得將「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支援計畫」之作成

與實施一部或全部委託登錄支援機關

進行。

　　有關之內容要點包含：對於外國

人於入國前提供生活指導（以外國人

得理解之語言為之）、學習生活日語、

與日本人之交流、就外國人諮商．申

訴之對應、於外國人居留生活中之各

種適應協助（包含開設銀行帳戶、電

信契約、擔當租屋保證人等）、提供．

支援外國人應履行之各種行政程序的

資訊。

　　最後，聘僱機關被課予確實履行

雇用契約、適切實施外國人支援、以

及向出入國在留管理廳進行各種法定

申報之義務。有違反者將受到出入國

在留管理廳之指導或改善命令。

(B)登錄支援機關 35

34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雇用契約及び一号特定技能外国人支

援 計 画 の 基 準 等 を 定 め る 省 令〉，法 務 省，載 於：

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88310.pdf（ 後瀏覽日：

2019 年 4 月 10）。 
35 詳細參考「新たな外国人材の受入れについて」，出入国

在留管理庁，載於：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91692.
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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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修正入管法〉第 19 條之 23
規定，個人或團體得與聘僱機關締結

委託契約，而作成、實施一部或全部

特定技能 1 號外國人支援計畫業務，
並應向出入國管理廳長官進行登錄，

成為登錄支援機關；該登錄須每五年

更新一次。通過登錄之登錄支援機關

將會載於登錄支援機關登錄簿，並公

布於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之網頁。

　　該登錄支援機關本身須符合以下

之特定資格，例如：

a. 選任支援責任者與 1 名以上支援

擔當者；

b. 5 年以內未違反出入國或勞動相

關法令；

c. 1 年以內未因可歸責之事由而發

生外國勞工非自願離職或行蹤不

明；

d. 未使外國人本人直接或間接負擔

支援費用；

e. 未因違反刑罰法令而受處罰；

f. 具備對中長期居留者之業務經驗

或成果；

g. 具備外國人支援體制。

　　實務上，可成為登錄支援機關之

對象，可能包括擁有引入外國人經驗

之技能實習制度的監理團體、人才介

紹公司、社會保險勞務士、行政書士、

民間事業者、業界團體等具備支援體

制之主體。登錄支援機關之義務，包

含對外國人支援之適切實施（例如外

語支援制度之建置、文書之作成與保

存、依支援計畫實施支援、面談等

等），以及對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之長

官，定期或隨時提出各種申報。如違

反前兩者，將取消其登錄資格。

　　就制度之評價上，此「登錄支援

機關」制度，係日本過去之外國人引

入法規政策中「首次」被建立的措施。

該制度設計之預想上，除輔助聘僱機

關支援 1 號特定技能外國人在日之勞
動與生活外，另一方面，亦作為於勞

資對立關係中加強外國人才地位能力

之機關。此外，藉由對登錄制度之控

制，可使登錄支援機關確實執行支援

外國人才之義務，並透過該過程而得

實際貼近外國人才，以協助政府監督、

掌握制度之運作 36。

　　惟就上述制度之設立理念，有部

分論者提出相關疑慮。例如，有認為

雖登錄支援機關經由與聘僱機關或特

定技能外國人之定期面談等，在知曉

企業有違法情事時被賦予向有關當局

通報的義務，然因登錄支援機關與聘

僱機關間訂有委託契約，本質上來說

聘僱機關係登錄支援機關之「客戶」，

因此有可能陷入法定義務與契約上義

務之衝突 37。除此之外，參酌技能實

習制度中有相似地位之監理團體，過

去以來皆完全無法發揮防止勞動環境

惡化的功能，即使以法令強化其監督

機能，效果仍相當有限，是以，對於

登錄支援機關的制度功能自然產生可

能有相同問題的疑慮 38。又，就現行

法規而言，只要符合要件，僅 1 人之
法人亦可登錄為登錄支援機關，但實

際上其能發揮多少之支援功能，亦值

得觀察 39。

36 佐々木聖子，同前註 9，43。

37 村井将一，登録支援機関の想定される工数とガバナンス，

コンチネンタル国際行政書士事務所，載於：https://continental
-immigration.com/tokuteigino/shien-kousuu/ （ 後 瀏 覽 日：

2019 年 4 月 12 日）。

38 高坂晶子，同前註 32，6-7。

39 同前註。



3. 制度之實行方法與措施
(1)制度執行之方式與現況
A.特定技能外國人之引入方式
　　特定技能外國人之引入方式依據

申請人所在地不同可區分可為「國外

之引入方式」與「國內之引入方式」。

(A)國外之引入方式
　　此引入的方式是以勞工自海外

來日之外國人為對象，包含通過特

定產業領域之特定技能評價測驗與

日本語測驗之外國人，以及技能實

習 2 號結業後歸國者。其透過向求
人招募之直接申請，或是民間職業

介紹業者之斡旋後，與聘僱機關簽

訂特定技能雇用契約，並接受聘僱

機關之事前指導、健康檢查等，再

由聘僱機關之人員代為向地方出入

國在留管理局提交「在留資格認定

証明書」。經審查通過後再向外國駐

外單位申請簽證，受領簽證後即可

安排入國。聘僱機關或登錄支援機

關自入國至勞動期間，負有實施各

種支援與提出申報之義務。

(B)國內之引入方式
　　此引入方式以目前居留於日本

之留學生或技能實習 2 號結業者為
對象。其同樣透過向求人招募直接

申請，或是透過公共職業安定所、

民間職業介紹業者之斡旋後，與聘

僱機關簽訂特定技能雇用契約，並

接受聘僱機關之事前指導、健康檢

查等。此時外國人本人必須親自向

地方出入國在留機關提交「在留資

格變更許可申請」，於該資格變更許

可通過起至勞動期間，聘僱機關或

登錄支援機關負有實施各種支援與

提出申報之義務。

B. 特定技能制度下之職業仲介
　　依上所述，特定技能外國人與聘

僱機關間之媒合，目前可透過聘僱機

關直接招募外，或可由「民間職業介

紹業者」、「登錄支援機關」、「監理團

體」、「公共職業安定所」等進行職業

仲介。

　　據厚生勞動省所發布之「特定技

能外國人才引入之相關注意點 」40，

包含民間職業介紹業者在內，登錄支

援機關或是監理團體亦可在取得職業

介紹許可下，從事特定技能外國人才

之職業介紹事業。

　　惟不論是何者，於海外從事外國

人求職者與日本求才者媒合之跨國職

業仲介事業時，皆須符合〈職業介紹

事業之業務運用要領〉41 中於國外進

行職業介紹時之「許可基準」。

該基準之相關規定內容如下：

(A)於國外進行職業介紹時，不得於申
報國以外之國家，進行依職業安定

法第 32條之 12申報辦理職種範圍
之職業介紹；

(B)於國外進行職業介紹時，須遵守出
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或其他出入

國相關法令，以及進行職業仲介國

之內國法令；

(C)於國外進行職業介紹時，不得對求
職者實施出國費用或其他費用之貸

款，亦不得對從求人者獲得該費用

貸款之求職者進行職業介紹；

(D)於國外進行職業介紹時，當地代辦

40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外国人材の受入れに関する留意点」，

厚生勞動省，載於：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2019
0401.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3 日）。

41 詳細參考〈職業紹介事業の業務運営要領〉，厚生勞動省，

載於：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50000/0000190401-
23.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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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如有違反以下之事項者，不得

利用之：

a. 於職業仲介國當地非法從事職
業仲介者；

b.於職業介紹之實施，不論是以
徵收保證金或其他名目，而有

管理求職者之金錢財產、違約

金或其他預定以不當移轉金錢

財產為目的之契約締結，或者

對求職者進行出國費用等之借

貸 42 ；

(E)於職業介紹之實施，若知曉求職者
之金錢財產不論是以徵收保證金或

其他名目而為他人所管理、與他人

間締結違約金或其他預定以不當移

轉金錢財產為目的之契約等情事

時，不得對該求職者進行職業介

紹。

　　有關上述「許可基準」中 (D)、
b、(E) 等兩點，係考量如何防止並避
免當地代辦機關於從事職業仲介時，

因對於外國求職者有徵收保證金等費

用之不當情事而阻礙地位較弱勢之求

職者的職業選擇自由，故隨特定技能

制度之施行而於 2019年 4月 1日起新
增訂入。政府對於使用此種違法當地

代辦機關之職業仲介事業者，其國外

職業仲介之申請將不予許可或更新。

　　又，日本自過去以來，於國外進

行職業介紹時，就相關之規範要件僅

定於 ( 舊 )「許可基準」但一直未有取
消許可之相關規定，因而導致職業仲

介事業者於取得許可後，即使其有違

反「許可基準」之行為亦無法成為取

消許可的對象。因此，針對此一情

形，上述有關取消許可之規定則新增

至「許可要件」及〈職業介紹相關指

針〉，使職業仲介事業者在取得許可後

如有認定使用惡性當地代辦機關之

情事時，得取消其許可，而使職業仲

介者本身亦須受行政指導 43。 
　　此外，就國外職業仲介事業之申

請許可，須另外向主管機關提出以下

文書：

a.職業仲介國之相關法令；
b.於職業仲介國得從事職業仲介活動
之許可證明文書 （未使用當地代辦
機關）；

　　又，如有使用當地代辦機關時則

亦須提出下列文書，

c.記載當地代辦機關與職業仲介事業
者間業務分擔之契約書；

d.當地代辦機關得於職業仲介國合法
從事職業仲介活動之證明文書；

e.當地代辦機關之相關申告書。
　　上述 d. 之文書，乃特別規定，於
特定技能之職業仲介時須參考日本與

職業仲介國間之備忘錄，並依其規定

而由政府認證代辦機關以及應遵守之

程序等辦理申請。

　　除上述要點外，為掌握特定技能

制度之實施成效，自 2020 年起於職業
仲介事業者之事業報告中，須另新增

特定技能相關之職業介紹成果報告。

又其他如避免求職者早期離職應採取

之措施、迴避非法外國勞工之就業媒

合等一般事項，亦須於進行特定技能

制度之職業介紹時一併遵守。

　　綜觀上述，日本厚生勞動省為配

合特定技能制度之外國人職業仲介需

求，並檢討過去技能實習制度時所發

生之不法徵收保證金、締結違約金契

42 依厚生勞動省之「特定技能外國人才引入之相關注意點」，

當地代辦機關是否有徵收保證金之情事，可經由職業仲介

業者與當地代辦機關之業務分擔契約書，或要求當地代辦

機關提出誓約書等方式證明。

43 依厚生勞動省之「特定技能外國人才引入之相關注意點」，

當地代辦機關是否有徵收保證金之情事，可經由職業仲介

業者與當地代辦機關之業務分擔契約書，或要求當地代辦

機關提出誓約書等方式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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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負擔高額借款等母國仲介壓榨之

問題，除重新檢視、修正整體外國人

職業仲介之規範外，並針對從事特定

技能制度之職業介紹者課予成果報告、

遵守兩國備忘錄事項之義務。

C.制度實施之現況 44 

　　就制度實施之現況而言，法務省

已頒布〈特定技能基準省令〉與〈分

野省令〉等 2 項新省令，並就〈上陸
基準省令〉、〈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

法施行細則〉等進行修正。另為確保

特定技能制度之適切運用，而由法務

省制定全體制度與支援之〈特定技能

外國人引入運用要領〉，由法務省與各

業種管轄機關制定各領域之運用要領。

該內容除表示法律規則之解釋外，

亦明示用語解說、制度運用上留意事

項，並刊載各種特定技能制度相關之

文書範本。

　　於特定技能制度相關測驗部分，

已決定各產業領域特定技能評價測驗

之實施主體，實施期間以照護產業為

開端（2019 年 4 月 14、15 日），將於
2019 年度陸續在海內外實施。就日本
語測驗部分則預計先於 9 個外國人才
輸出國實施，包含越南、菲律賓、柬

埔寨、中國、印尼、泰國、緬甸、尼

泊爾、蒙古。

　　此外，為徹底排除惡性仲介事業

者，以及確保特定技能人才之順利、

適當之輸出引入，至 2019年 3月底為
止已與菲律賓、柬埔寨、尼泊爾、緬

甸等 4 國簽訂合作備忘錄，其內容要
點包括資訊共有與改善問題之定期協

議。

　　據政府推算，倘在未有大幅經濟

情勢變化之下，本制度之 14 項業種於
2019年度之預定引入人數最高為 4萬

7500人，5年內累積上限最高為 34萬
5150 人。又 2019 年度之申請人，預
計將有約 6 成為現行技能實習生移轉
至特定技能 1 號，實行 5 年後此種類
型之申請預估將仍占 45%45。

(2)外國人才引入．共生之綜合性對應
策略

　　隨著近年在日工作之外籍勞工增

加，以及新「特定技能」制度之創

設，於 2018年 12月 25日第 3屆「外
國人材引入、共生相關之關係閣僚會

議」中，為使政府機關得更有力且整

體性地推動外國人材引入、共生措施，

而決議制定「外國人材引入、共生之

綜合性對應策略」（以下簡稱「綜合對

應策略」）。該策略係為了有助實現日

本人與外國人可共同安心、安全生活

之社會，而採取外國人才之適切引

入、實現共生社會等手段；就有關外

國人材引入．共生之事項，提出應執

行之方向理念 46。預計將編列總額 211
億日圓之預算執行各項措施。

　　該策略架構包含：「為實現共生社

會之聽取意見．啟發活動」、「對於外

國人之生活支援」、「促進外國人才適

切．順利引入之措施」、「新居留管理

體制之建構」。

　　其中，「對於外國人之生活支援」

之內涵係建立便利生活之地區社會（建

立地方政府之一元窗口、地方創生交

付金之支援）、生活服務環境之改善

（生活資訊之提供、服務環境之多語言

44 詳細參考「特定技能制度施行に向けた準備状況について」，

法務省，載於：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gaikokujinzai/
kaigi/dai4/siryou1.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3）。

45 村井将一，同前註 22。

46 詳細參考「外国人材の受入れ・共生のための総合的対応

策」，法務省，載於：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80353.
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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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現順暢之溝通（充實日本語教

育、提升日語教學機關之品質）、充實

外國兒童學生之教育、留學生就業之

支援、確保適切正當之勞動環境、促

進社會保險之加入等。

　　另，就「促進外國人才適切．順

利引入之措施」，則包含排除惡性職業

仲介、提升海外日語教育基礎等之措

施。「新居留管理體制之建構」係著眼

於居留資格相關程序之迅速化，以及

強化居留管理、不法滯留者之對應等

政策面向。

結論 :日本特定技能制度之評
價與我國「外勞」政策之檢討

11. 特定技能制度與技能實習制度之關係特定技能制度與技能實習制度之關係

　　特定技能制度係立基於產業之發展

與持續，在限定業種、人數下，為日本

自過往外國人勞動力政策發展以來，首

次正面開放引入「單純體力勞動者」之

外國人勞動力政策。相較於過去實質上

非正面（又稱側面）開放單純體力勞動

之技能實習制度而言，其二者開放業種

多數一致﹔又制度設計上，放寬技能實

習 2 號得轉換為特定技能 1 號，並設想
特定技能1號之半數以上申請為此類型，
似乎可認為此二制度間有作為產業勞動

力保留之策略考量。

(1)制度內涵之比較 47

　　就二者之差異，先自適用法規觀

之，特定技能適用之法規為〈入管

法〉，而技能實習制度適用之法規除

〈入管法〉以外，另亦受到〈技能實習

法〉之規範。於創設目的上，特定技

能制度係為了「確保有顯著人力不足

之特定產業的勞動力」，技能實習制度

則係「為了將日本之技能、知識、技

術移轉於開發中國家，培育擔任開發

中國家經濟推手之『人才』」，具有「推

動國際協力合作」之理念，故其不得

作為勞動力供需之調整手段（〈技能實

習法第〉3條第 2項）。
　　有關居留期間，屬於特定技能 1
號者之居留期間總計上限為 5 年，而
技能實習者依其在日修習期間可分為

1、2、3 號，總計最長居留上限亦
為 5 年。而技能水準部分，技能實習
生於入國時並無要求，亦不需進行測

驗；與此相對，申請特定技能 1 號之
居留資格者，須通過特定技能評價測

驗與日本語測驗（技能實習 2 號結業
者免試），以證明其具有業務所需之相

當程度知識或經驗。

　　就監督輔助之體制而言，特定技

能制度設置有登錄支援機關，個人或

團體得受聘僱機關之委託，針對特定

技能 1 號之外國人作成或實施支援計
畫，確保其在日生活等，惟該機關須

向出入國在留管理廳進行登錄；技能

實習制度則設有監理團體措施，由非

營利事業協同組合等對實習實施者進

行監察或其他理監事業務，該團體須

向主務大臣提出許可申請。

　　人才媒合方面，特定技能制度可

分為由聘僱機關直接於海外進行招募

活動，或可透過國內外職業仲介機關

進行斡旋；技能實習制度則一般藉由

監理團體與海外輸出機關共同為之。

使用特定技能制度之聘僱機關，除照

護、建設業外，引入人數並無限制，

而進行技能實習之實施機關則須依企

業內全職員工之總數比例聘僱。

　　此外，就得從事之活動內容而言，

47 詳細參考「新たな外国人材の受入れについて」，出入国

在留管理庁，載於：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91692.
pdf（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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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技能 1 號之外國人勞工係從事需
具備相當程度知識或經驗之業務（專

業、技術領域），技能實習生則係基於

技能實習計畫，先接受講習後再從事

技能相關業務（非專業、技術領域）。

　　又，就轉職、轉籍自由，特定技

能 1號外國人得於同一業務區間或依
測驗確認其技能水準有共通性之業務

區間內自由轉職，與此相對，技能實

習生原則上不可轉職，但當實習實施

者破產或由技能實習 2號移往 3號時，
例外承認轉籍。

　　有關外國人引入之來源國家，特

定技能制度目前並無限制，僅針對會

造成出入國管理業務妨礙之國家，例

如自日本強制遣返後不接受其本國人

之國家、非法居留或有濫用難民申請

之國家等，預定將限制其引入或就其

居留資格申請從嚴審查。另一方面，

技能實習制度之來源國僅限目前開放

的 15個國家。
(2)兩者制度之比較與評價
　　就日本之服務業與製造業現場觀

之，特別是中小企業，過去以來大量

依賴「並非作為勞動力而引入，但實

質上從事單純體力工作」的技能實習

生與留學生打工，然在欠缺勞動相關

法規保護下因違法或侵害人權的情況

屢見不鮮，例如未受領工資、工時過

長、未受加班費給付、職場暴力、強

制勞動等等，對於此種名義上禁止，

但卻得側面開放外國單純體力勞動力

的制度，相關之制度檢討乃至批判，

並不在少數。

　　在上述社會爭議越發嚴重與少子

高齡化、產業人力不足的考量下，「特

定技能制度」係被認為一「必要」（或

不得不？）、「正面承認外國單純體力

勞動者」，而有別於技能實習制度之新

外國人才引入制度 48。

　　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此爭議並非

不了解，過去亦有相關政府單位即提

出，特定技能制度如自人權保護之觀

點，「具有消滅過去技能實習制度上實

務與原則乖離之情況，並正面開放引

入外國勞工之意圖。對政府而言，特

定技能制度並非技能實習的擴大制度，

亦非其接續制度」49；就相關制度設計

上須謹慎考量，避免讓技能實習之問

題再次發生於特定技能制度。

　　另一方面，社會學者丹野清人則

指謫，依據〈修正入管法〉第 7 條之
2 第 3 項，係賦予業務管轄機關得依
〈分野別運用方針〉，視有關產業領域

人力之情況而實行停止特定技能外國

人之申請；就此一觀點上，可見特定

技能制度係以「短期性供給人力短缺

之產業勞動力」為目的。因此，丹野

氏認為，特定技能外國人在整體的外

國人勞動力政策定位上，並非像高度

技術型或日裔外國人一般被視為長期

勞動者，而更接近技能實習生的地

位 50。

　　此外，學者早川智津子自比較特

定技能制度與技能實習制度相關法制

之觀點進行檢討。其指出，首先若考

量本次〈修正入管法〉中就「特定技

能制度」之相關勞工保護新增了大量

獨立的規範，在其立法上，或應參考

同樣涉及技能實習居留資格之〈技能

48 相關論述，可參考木村義雄，同前註 9， 34；佐々木聖子，

同前註 9，38；「外国人労働者受け入れ 5 年間で 34 万

5 千 人 へ 拡 大　『技 能 実 習 制 度 の 問 題 置 き 去 り』の

声も」，Newsweek，載於：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
world/2019/03/5345.php（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4 日）

49 佐々木聖子，同前註 9，34。

50 丹野清人，日本の入管法改正の問題点：外国人の受け入

れを考えるに当たって何が抜け落ちているのか，労働法律

旬報 1931，2019 年 3 月，9。



日本外國人勞動力政策與「特定技能制度」之建構：以2018年〈入管法〉之修正為中心

187

實習法〉，由法務省、厚生勞動法共擬

立法，並就其施行負有共同之權

責 51。

　　次之，如將特定技能制度適用之

〈修正入管法〉與〈技能實習法〉相較，

此二法具有以下兩項共通點，其一，

乃涉及居留資格許可之雇用契約基準

皆由法定，其二，為要求雇主遵守出

入國、勞動法令，有違法者則訂有罰

則。然而，特定技能之雇用契約基

準，僅僅是在〈修正入管法〉下自出

入國管制的觀點，以法務省令來規範；

但另一方面，〈技能實習法〉除擁有入

管法性質外，亦同時具有保護技能實

習生之勞動法令性質，也設計有法定

實施擔任機關（由法務省與厚生勞動

省共同設立的「外國人技能實習機

構 52」）。因此，〈技能實習法〉可說是

同時擁有出入國兼勞動法令性質之混

合法制。

　　根據前述，早川氏認為〈修正入

管法〉是否能在特定技能制度中發揮

保護外國勞工之功能，以及，該出入

國在留管理廳之職員是否能適當處理

有關涉及勞動條件平等之專業勞動議

題，實不無疑問 53。另，於制度規範

上，〈技能實習法〉在程序或罰則上都

較〈修正入管法〉嚴密。惟考量特定

技能制度，係以引入作為即戰力之單

純體力勞工為目的，又基於兩制度中

關係者之相似性（雇主多為中小企業

主、外國勞工多從事低技術勞動） 54，

則為避免技能實習之問題再次發生於

特定技能制度，後續就特定技能制度

之適用法規上應有再檢討之空間。

22. 特定技能制度之檢討與展望. 特定技能制度之檢討與展望

　　就日本特定技能制度之功能定位與

未來發展，除上述與技能實習制度比較

之部分外，日本勞工團體（勞動界）與

學界等亦就整體之政策意義與制度運作

提出相關之疑慮與政策建議。

(1)如何導向實質的移民政策 55

　　首先，雖然日本政府使特定技能

1 號外國人勞工受到「最高居留期間
上限 5 年、不承認親屬依親」等限
制，而主張特定技能制度並非「移民

政策」，惟透過特定技能 1 號可往特定
技能 2 號之移轉設計，以及開放特定
技能 2 號無居留期間限制，並可承認
親屬依親等規範，即實際上放寬了居

留資格的要件規定，而使特定技能之

外國人勞工有成為一般移民的可能。

為此，基於外國人基本人權與勞動權

益之保障，日本政府應儘早制定、施

行將外國人勞工視為日本社會一員之

社會統合政策或支援政策，並整備有

關法制環境 。
(2)放寬居留期間與親屬依親之限制
　　再者，如前文，日本政府雖藉由

設定特定技能 1 號「5 年更新上限、
不允許親屬依親」之限制，意圖與移

民之定居化區別，但卻可能實質上有

違外國人在日持續工作之意願，以及

聘僱機關或地方社會對於長期人才培

育及安定人力之需求 56。此外，就有

關適用技能實習和特定技能制度之間

的制度連動爭議，特別是在日本已連

續工作 10 年以上者，其於居留期間期
滿該如何處理之問題，日本政府目前

之政策檢討方向，雖朝向使其成為長

期之勞動力而得轉換成新的特定技能

51 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2-3。

52 此部分亦曾有報導指出，特定技能制度因未有像技能實習制

度一般的公共監督機關，在違法契約或人權侵害的監督機

制上並不透明之疑慮。Newsweek，同前註 47。

53 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2。

54 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2-3。。

55 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2；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3、15
56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3；鳥井一平，同前註 9，39；井上隆，

同前註 9，35，。



居留資格等方式，但目前尚未有具體

之制度設計 57。

　　另一方面，依現行規定，1 號特
定技能外國人最長雖有可能得在日工

作 10 年，但原則上卻禁止其親屬依
親，就此，可能涉及有關基本人權保

障方面的疑慮，多數學者建議日本政

府於制度上應重新審視 58。

　　相對於日本之發展，臺灣立法院

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三讀通過就業服
務法修正第 52 條條文，取消過去外籍
勞工工作期滿須出國 1 日的規定，並
同時新增外籍勞工於聘僱許可期間得

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規定。具體

而言，於「外勞」政策上，勞動部表

示根據上述就業服務法修正，針對原

雇主與外籍勞工期滿繼續聘僱者，於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中明

定相關申請程序及管理規定，如原雇

主與外籍勞工期滿不再繼續聘僱者，

則於轉換雇主準則中明定申請程序，

以同時保障雇主用人權益及外籍勞工

就業權益。

(3)深刻檢討技能實習制度是否廢止之
爭議

　　鑒於日本目前既已建立正面引入

外國單純體力勞動力之特定技能制度，

多數日本學者與實務人士提出，應同

時廢除被評價為「其理念與實際已乖

離」、「實際上側面開放單純體力勞動

力」之技能實習制度 59；其原因，係

現實上仍存在部分未適用特定技能制

度之行業可能會繼續惡性濫用技能實

習制度，而不當維持其低廉的外國勞

動力 60。

　　此外，因原本技能實習 2 號結業
者得移轉為特定技能 1 號，故在此兩
者制度的連動上，特定技能制度可能

會承襲甚至擴大技能實習制度原有的

爭議；例如，部分企業可能會計畫將

技能實習制度作為確保 1 號特定技能
外國人之來源 61。

　　然法實務家山脇氏卻持相反之立

場，其認為不應立即廢除技能實習制

度；基於現實上人手不足之中小企業，

如要自行建置符合引入特定技能外國

人之機制，實際上存在一定之困難，

故可藉由原監理團體之協助，以階段

性、計畫性的方式實施。又，技能實

習制度仍具有減輕開發中國家貧困、

或普及日本語教育而有助於日本企業

投資海外的一面，因此，有鑒於現階

段的社會經濟情勢，建議至少可先嘗

試修正技能實習制度，使其得以進一

步改善，於現階段暫時保留此一制

度 62。

(4)如何確保相當報酬額之給付
　　雖依〈特定技能雇用契約內容之

基準〉，雇用契約所約定之報酬額應

與在地日本人從事該業務時具有相當

或以上之金額，然就此「相當」該如

何認定，法實務家指宿氏提出疑問。

其指出，若同一職場中並無從事相同

業務之日本人時則該如何認定其標

準 63？對此，有論者提出政府應明示

57 石橋通宏，同前註 9，36。

就此點之制度特徵而言，雖日本「特定技能」制度於勞動

市場發展之脈絡下其勞動力使用之性質偏向 「客工系統」

(guest system)，但因該制度中仍有「特定技能 2 號」之設

計，使其保留有延攬長期培養且具豐富知識經驗之人才

「移民」的可能性；此與我國目前低階外籍勞工相關政策

法制之推展方向可謂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58 石橋通宏，同前註；針ヶ谷健志，同前註 9，32。

59 例如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2-13、斉藤善久，同前註 4，

11-12、石橋通宏，同前註 9，35-36。

60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2。

61 同前註。

62 山脇康嗣，同前註 31，85。

63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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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指標數字，制定依據職種之報

酬標準，同時為確保其之給付，將此

標準訂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64。

　　就上述之疑慮，根據目前法務

省公布之「外國人才引入之相關

Q&A」 65，所謂相當之報酬額係採取

比較參考之模式，而非固定之標準。

簡言之，所謂比較參考之模式係為以

下之幾種情況：其一，首先，當聘僱

機關有工資規定時，依其工資規定而

為判斷；其二，若無工資規定者，但

企業內存在與特定技能外國人從事相

同業務之日本勞工時，則應與該日本

勞工相比較並判斷其報酬是否具有相

當性；其三，倘既無工資規定，又無

從事相同業務之日本勞工，但存在與

特定技能外國人從事業務較為相近之

日本勞工時，則在考量該日本勞工之

職位或責任程度之情況下，是否得合

理說明其與特定技能外國人間之報酬

差額，亦或即使比較二者之年齡與年

資，該報酬額是否具有妥當性等之方

式進行檢討判斷；其四，最後，若無

工資規定，亦無可比較之日本勞工

時，則將該雇用契約書所記載之報酬

額，與該雇用單位之其他鄰近同業公

司中，亦從事相同業務與經驗程度的

特定技能外國人報酬額進行比較之判

斷。

　　此外，有鑒於過去技能實習生經

常發生以租金、水電費等名目而不當

扣減其工資的爭議，亦認政府應採取

明確之對策以避免此等情況再發

生 66 。
(5)如何建構共生策略之疑慮
　　倘著眼於未來外國人才之引入人

數將逐漸上升、最長 10 年左右之長
期居留、永住權之放寬、依親或跨

國婚姻之可能性等等之社會發展情

勢，於外國人勞動力引入之政策上則

勢必須進一步整合相關之制度，其中

主要包含：語言教育、諮詢窗口、醫

療．保健．福利服務之提供、合宜的

居住環境、兒童教學教育、勞動環境、

社會保障制度、對於聘僱機關的支援

與監督、確認其語言或技能水準之測

驗等等措施，制定使外國人材可順利

融入地區生活的「社會統合策略」。

　　為此，隨著特定技能制度之推

動，日本政府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公布了「外國人才引入．共生之綜合

性對應策略」，其政策意圖乃在一方

面採取促進外國人才得適切、順利引

入之相關措施的同時，亦推動逐步實

現與外國人共生之社會發展所必備的

環境整備。

　　然而，就此「綜合性對應策略」

之內容，雖目前已羅列 126 項相關對
策之實施，並明示各項措施所涉及之

權責機關與經費，然而，實際上僅有

粗略之方向；有關作為實施主體之地

方自治體、企業與其委託機關、NPO
等等其間之具體權責並未有詳細的指

陳。且，就該實施之期間、該必要採

行之措施，以及可調動之經費或人力

等相關政策亦尚未有明確的規

劃 67。 
　　對此，有學者提出批判，指陳雖

「綜合性對應策略」中明示以法務省

作為該政策綜合調整功能之「司令

台」，且作為其轄下外部獨立機關之

64 村上陽子，同前註 9，40
65 詳細參考「外国人材の受入れ制度に係る Q＆A」，法務省，

載於：http://www.moj.go.jp/content/001289367.pdf（ 後瀏

覽日：2019 年 4 月 16 日）

66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5。

67 高坂晶子，同前註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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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國居留管理廳（以下簡稱「管理

廳」）更是被提升至職掌日本全體居

留外國人政策之核心。

　　然而，若自制度功能（任務）之

角度觀之，管理廳之制度任務原本僅

在於「追求出入國及居留之公正管

理」，以及「協助有關出入國及居留

管理之內閣重要政策」， 亦即，其僅
作為外國人引入政策上的「點」（單

一指定之範圍）而專職於負責國境管

理、居留資格管理之機關，並不具備

有關外國人入國後之就業、生活、社

會支援措施整合、地區社會融合、多

元文化共生等，基於「社會統合政

策」之落實而屬於「面」（廣泛統合

之範圍）所應具備的知識或責任；在

日本就前揭事項性質之範圍，於行政上

實際應屬於涵蓋厚生勞動省、文部科學

省、總務省等主管機關之職掌領域 68。

　　因此，若使法務省或轄下之入管

廳作為職掌「綜合性對應策略」之總

和調整的行政核心，將可能產生以下

疑慮：其一，於政策定位上，原本在

移民政策中應擁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社

會統合政策，將被置於入國管理政策

之下位，僅成為管理廳的居留管理相

關業務之一；其二，自過去以來法務

省並無相關經驗亦無權責，且由原屬

他主管機關職掌之業務領域，若使法

務省負責進行統合與調整之工作，則

在實務運作上難謂非無產生各種矛

盾、摩擦、間隙，甚至導致社會衝

突、治安惡化等風險之可能。

　　對此，多數有識者於政策上主

張，除了應具體化「綜合性對應策

略」之內容措施，詳細規範其法規與

財政外，就主要職掌機關之制度規

劃，應由作為國家行政中樞之內閣府

出面統籌，成立專職之機關；就涉及

全體之外國人勞動力引入、居留等社

會統合策略上發揮其統合調整功能，

並編列相關行政實施上之必要預算 69。

(6)改善產業引入人數之調整機制
　　依據〈特定技能基本方針〉規定，

有關特定技能 1 號之各產業領域引入
人數，如在無重大經濟情勢變化下，

係以各〈分野別運用方針〉所記載之

5 年內預計引入人數為上限。此外，
並同時賦予相關機關得依據各產業之

人力、就業構造、經濟景氣等狀況，

可適時進行調整引入人數之權限。

　　然而，為防止外國人勞工之引入

對國內勞工之工資、勞動條件等造成

惡性衝擊，故一般於外國勞工之引入

本國時自必須考量其內國勞動市場之

情況 70，亦即，須建立一套可以有效

調控整體勞動市場的政策。然而，日

本現行職掌勞動市場政策之任務歸屬

於厚生勞動省，作為特定技能制度主

管機關之法務省並無此等能力；且進

一步檢視，現行特定技能制度之設計

上，實際上並不存在基於勞動市場之

政策性考量等具體調控機制 71，據

此，現行法制上有關產業引入人數之

調整機制僅為方向性的宣示，尚未有

明確、詳細之客觀標準或制度規範。

　　承上之疑慮，指宿氏即提出檢討

而認為，有關特定技能外國人之引入

人數應建置公開透明之調整機制；以

厚生勞動省為行政執行中心，而就

68 橋本直子，不安だらけの「入管法改正案」と新在留資格

の創設，HUFFPOST，載於：https://www.huffingtonpost.jp/
naoko-hashimoto/immigrants-policy_a_23580536/ （ 後瀏覽

日：2019 年 4 月 17 日）

69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5；高坂晶子，同前註 32，7；

橋本直子，同前註 67。

70 早川智津子，同前註 20，3。

71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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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掌握各產業領域之勞動市場狀況

作為引入人數判斷的基礎資訊，且由

政府與勞資代表組成各產業領域之審

議會進行檢討，並將檢討結果之資訊

公開 72，以期降低對日本國內勞工與

勞動市場可能造成之衝擊。

　　此外，雖然現行制度對各別產業

領域之總引入人數有所限制，但就各

聘僱機關之引入人數（照護、建設產

業領域除外）並未有限制之規定。社

會學家丹野清人即指出，為避免將來

發生聘僱機關最終皆採用外國人勞動

力之極端情況，政府應於適當之時機

以省令或公告方式進行必要之人數管

制或行政指導 73。

　　相對於上述日本之制度設計，值

得注意的是，我國在引進外籍勞工之

前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 12條乃有所謂「勞動市場測試」
之要求，日本則未有實施。具體而

言，勞動市場測試是指雇主如要申請

招募外籍勞工前，必須在一定的期限

內於本國勞動市場進行徵才，若該徵

才結果並無法招募到充足的人力時，

始能獲得申請招募外勞的政府許可。

我國目前除了產業外籍勞工以外，即

使有關長期照護之外籍勞工人力申請

也必須是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已難以推

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時，方能申請外

籍勞工人力。

(7)防止惡性仲介行為之發生
　　依據現行日本〈勞動基準法〉第

6 條之規範，即明文禁止仲介之壓榨
行為。又，雖依現行〈法適用相關之

通則法〉第 12 條規定，上述禁止壓
榨行為之規定亦適用日本雇主與外

國人勞工之間 74，但對於是否適用第

三人之職業仲介業者則似有疑慮。此

外，即使有其適用之可能，然實務上

該如何向位於海外之職業仲介業者執

行相關法律規範亦有一定之困難。因

此，指宿氏認為，此一問題於未來可

透過兩國締結協定之方式來共同防

止，並課予人才輸出國負有訂立相關

內國法規的義務 75。

　　另一方面，基於過去技能實習制

度在實務上經常發生由輸出國之仲介

業者向技能實習生收取高額出國費

用、徵收保證金、締結違約金契約等

不法之仲介壓榨，或雇主將監理團體

之管理費用以間接或直接方式轉嫁予

技能實習生之情況，是以，就新設之

特定技能制度，於制度實施上政府自

應積極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類似爭議

再次發生。

　　就現行特定技能制度之相關法

規，以及職業仲介事業相關修正之規

範（詳見前文 3 之 B 內容：特定技能
制度下之職業仲介）而言，如於整體

之觀察，前者係已規範禁止聘僱機關

在雇用契約中使特定技能外國人負擔

任何支援相關費用，且於制度之實際

運作上亦可透過相當報酬額、匯款支

付薪資等之規定，請求聘僱機關明示

約定工資、扣除額等薪資明細，以確

保聘僱機關無間接轉嫁費用之情況；

又，就後者言，則已新增針對於國外

從事人才媒合之職業仲介事業者本

身，以及其所使用之當地代辦機關

等，規範其不得徵收保證金、締結違

約金契約、或收取、借貸出國費用等

72 同前註。

73 丹野清人，同前註 49，8-9
74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4。有關外國勞工之勞動法令適用，

詳細可參考山川隆一，外国人労働者と労働法上の問題

点，季刊社会保障研究 43（2），2007 年，121-122。

75 指宿昭一，同前註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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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惟就我國過去外勞仲介之相

關經驗而言，所謂「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上述此等規範雖較我國現行

制度已甚為謹慎與嚴密，然就其管制

之實效性而言仍有待觀察。

　　就我國之外勞仲介經驗而言，根

據相關報導 76，外勞來台工作必須支

付輸出國與台灣仲介業高額仲介費

用，來台 3 年工作期間，本國仲介同
時會收取每月 1500 元以上的管理費
（例如機場接送費用）以及相關的費

用抽成，導致部分外勞來台工作 3
年，難以累積工作報酬，衍生所謂片

面停止勞務給付而引發爭議。因此，

為能降低外勞引進的中介費用，提高

外勞在台就業的穩定性，勞動部自

2015 年開始，也陸續與菲律賓、越
南、泰國等國，合作推動外勞直聘制

度，但事實上，自 2015 年迄今只有
台塑、日月光等少數企業實施外勞直

聘，成效仍相當有限。

(8)產業面之檢討
　　最後，對於日本新設之特定技能

制度，亦有研究者自產業面進行相關

問題之檢討並具體指出，本次開放適

用特定技能外國人引入之 14 項產業
領域於日本國內皆深刻地存在其人力

不足的問題，過去以來即大量採用技

能實習生或屬於資格外（非法）活動

之外國勞工，但同時必須注意的是，

就該產業領域之特徵而言，除大多屬

於低薪、勞動生產力低落之外，長期

以來，亦多延遲未採取有關生產力提

升之相關措施 77。

　　因此，日本擴大引進外國人勞動

力雖能在短期內緩和其內國產業人力

不足之情況，惟若自產業提升之觀點

而言，倘過度依賴低廉之外國人勞動

力以維持過去之業務或產業發展型

態，自有可能阻礙企業自行提升生產

力與改善就業環境之努力及意願 78，

甚而進一步延緩屬於低生產、低收益

型等企業之退場，並有造成全體經濟

生產力降低的可能。不難預見的是，

如在未採取提升生產力之必要措施

（例如 AI、物聯網、機器人等省力化技
術、或是長期人才培育）的情況下，且

又持續未能提升勞工薪資，則就整體

社會發展而言，實有可能陷入人力長

期不足等惡性循環之風險 79。

　　再者，就產業人力資源之持續發

展的觀點來說，除應繼續著眼於高階

人才之引入外，或可重新檢視對於新

設特定技能 1 號外國人勞工之居留資
格的限制 80，換言之，即透過對於居

留資格的放寬，促使企業以培養其自

身企業之中堅、長期人力為目的，而

針對技術、知識能力較低階之特定技

能 1 號外國人，投入較多有關人才教
育、職業訓練，以及協助職涯發展等

人力資源。

　　相對於日本，我國自 2010 年起
實施所謂 3K 產業外勞新制，即所謂
「3K 五級制」；勞動部依據產業特性
與特定製程之需求，將製造業外勞核

76 請參見相關媒體報導；例如「外勞直聘推不動？ 台大教授：

因 企 業 可 從 仲 介 取 得 回 饋」，風 傳 媒，載 於： 
12https://www.storm.mg/article/370659?srcid=gAAAAABcw
xgw6a7SKxuyCj8NjlC3oKnrLwyGSGUo9uGv5XaYtbrzKH
UvM1zQHVxxryIPhw2NCjiFuyPJ7EOLW4OkfZciCbAJT8X
XgVH6wMLV4Pt4vkEnPck%253D（ 後瀏覽日：2019 年

4 月 18 日）

77 石橋未来，外国人労働者の受け入れを拡大する分野に見

ら れ る 課 題，大 和 総 研，2019 年 2 月，4-8。載 於：

https://www.dir.co.jp/report/research/policy-analysis/human-so
ciety/20190208_020626.pdf （ 後瀏覽日：2019年4月18日）

78 山脇康嗣，同前註 31，85。

79 石橋未来，同前註 75，10。

80 山脇康嗣，同前註 31，88。



配比率分為 10%、15%、20%、25%、
35% 等五級制。除此之外，為鼓勵企

業投資與台商回流，勞動部也分別針

對國內新增投資案與台商回台新增投

資案，提供相關外勞優惠措施，包括

3-5 年就業安定費豁免期，或在滿足
若干資格條件下，外勞外加核配比率

可以再提高 10%至 15%。換言之，外
勞核配比率最高可以達 50%，即工廠
內本勞與外勞比率可以達到 1：1 的
水準。

　　無疑地，根據相關統計，上述

「3K 五級制」與 10-15% 外加部分，

已經讓我國產業外勞引進人數逼近於

39 萬人，但相關製造業還是頻頻以
「缺工」為由，希望政府能增加外勞

引進名額。不過，另一方面，我國政

府過去為解決國內產業缺工問題，曾

就勞動政策上表示，未來將由勞動部

成立「3K 工作環境改善平台」，而在
經濟政策上，則會由經濟部訂定產業

升級獎勵措施，該獎勵評選指標除了

技術升級、管理升級外，薪資升級與

企業社會責任，也將成為評選指標。

3.對於我國之展望
　　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下，不僅帶來

資本上的移動，勞動力的移動更是越加

頻繁；勞動力市場不在拘泥於內國，而

亦逐漸傾向往跨國勞動力市場邁進。作

為東亞強大經濟體之一之日本，此次藉

由新制度的建立，重新建構、擴展其外

國人才引入之政策方向，則可預見，必

將對當前亞洲的跨國勞動力市場帶來相

當的衝擊。我國雖自過去以來在產業發

展上即多依賴外籍勞工，但對於外籍勞

工相關之政策法制的批判聲浪亦不曾斷

絕；在面對未來跨國勞動力市場競爭激

烈化下，我國或應以此為契機，重新

檢討、反省我國之外國人勞動力引入政

策，以建構得兼顧及外籍勞工人權保障

與產業發展需求之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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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Foreign Labor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System":

Centered on the Revision of the 2018 Immigration Law

Lian-Jung  Ling1　Man- Lin  Hsiao2

Abstract

　　Due to the ageing population, besides increasing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d ensuring 
national labor force, from Dec. 2018 Japan has eased immigration rules and created a new 
system,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 for foreign blue-collar workers. Under the new system, 
over next 5 years more than 340,000 foreigners could be allowed to work in 14 sectors facing 
a labor crunch.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time that Japan positively recruits the low-skilled 
work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 industrial aspects, considering various labor or human rights disputes 
arising from 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he "Special Skilled Worker" system is also 
designed new measures such as registration support agencies and support program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oreign blue-collar workers be protected by labor and social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amended the regulation for human resources agency to eliminate intermediate exploitation, 
especially from Cross-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agenc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systems,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s also begun to plan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or acceptance and 
coexistence of foreign human resour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rategy is to let foreign workers 
integrate smoothly and live in Japanese society. The measures are including, improving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tegrating public services, promoting the enrollment for social 
insuranc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in local society, and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 etc.
 However, the new system still has attracted few criticism, such as the restriction of 
period of residence, prohibition for dependent relative, abolishing 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he effect of regulation preventing intermediate exploitation, and the vagu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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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measures.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is still worthy of further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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