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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封面故事

蔡英文總統宣示，綠能發展為「5
加 2產業創新計畫」和「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中最關鍵的一環，在過去幾

年的努力下，再生能源已經展現了具

體的初步成果，預計到 2025年時，可
創造新台幣 1兆元的投資額、1.2兆元
的產值，以及 2萬個工作機會。

台灣由傳統製造業起家，在基礎

工業、材料業等人才培訓有相當雄厚

的基礎。國家發展委員會的「2020年
至 2022年各重點產業人才新增需求調
查」中，也把離岸風力發電業、太陽

光電業、綠色創新材料業、再生水產

業等綠色產業納入調查，但結果卻發

現，大部分重點產業共同面臨的最主

要人才欠缺原因，其中離岸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 及綠色創新材料等產業人才
欠缺的主因，就是「在職人員技能不

符」，特別是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的離岸

風力發電產業在人才招募上相當困難，

在海外攬才的需求高達 100％，必須透
過海外人力填補人力缺口。

以離岸風力發電業為例，在經濟

部積極協助國際風電產業落地，在台

形成離岸風電產業聚落，帶動本土產

業供應鏈發展，預估平均每年新增需

求近千人，但由於反映機電整合工程

師、專案管理主管等人才招募困難。

風電廠多認為，台灣的人才多由傳統

宕糵٥笃腋٥⸂

製造業培訓而生，少與新興的風電、

海上作業等專業結合。

又，綠色創新材料產業雖然不需

要透過海外人力來填補人力缺口，但

每年新增逾千名的人力需求中，產業

欠缺的人才類型包括研發、製程、行

銷業務、技術服務等四大類，人才欠

缺主要原因為在職人員技能不符及人

才供給不足。

綠能發展是這幾年政府最重要的

政策之一，也是國家核心戰略的產業，

代表台灣實現能源轉型、追求永續發

展的決心，同時也在布局下一個世代

的產業競爭力。但勞動部委託的「因

應綠色經濟產業發展之未來人力供需

政策研究」調查也發現，目前我國對

於綠色產業之人才培訓只針對某一狹

義特定的綠色工作，尚無全盤與整合

性的全國綠色人力資源開發與綠色人

力資本提升方案。

因此，本期的產業焦點，特別採

訪台灣風能協會關於「兆元綠能產業 
離岸風電人才供不應求」，如何在新興

產業崛起時，搭上順風車成為綠領新

貴，另由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分享「下

一波職場新貴：綠領人才你準備好了

嗎？」，希望能夠透過產業與學界的分

析與調查，讓台灣有興趣投入綠色產

業的勞工找到加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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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職場懷孕、產後 1年媽媽與其寶寶的健康，勞動部在 109年 9月 16日
修正發布「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自本（110）年 3月起擴
大適用事業單位範圍，將原定 300人以上事業單位需實施母性健康保護，下修適
用對象至 100人以上事業單位，並透過訂定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引導事業單
位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照顧更多職場（準）媽媽與其寶寶的健康。

為讓事業單位充分了解相關修正

規定，及協助新增適用事業單位順利推

動，經彙整相關專家、業界等專業意

見，並檢討實務運作，勞動部於本年 2
月 20日公告修正「工作場所母性健康
保護技術指引」，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

一、增加育齡期女性勞工及勞工健康
服務醫師等定義，較為明確。

二、配合法規修正，擴大適用範圍、
明定 100人以上事業單位需訂定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新增雇主需
填具作業場所危害評估及採行措
施、強化勞工個人健康評估及
修正辦理適性工作評估醫師資格
等，並修訂流程圖及附表（錄）。

三、將母性健康保護管理措施區分為
一般管理措施及分級管理措施，
作為實務執行的參考。

四、新增 299人以下事業單位母性健
康保護計畫參考例，協助新增適
用事業單位可快速上手。

五、將「具有生殖毒性、生殖細胞致
突變性物質參考名單」由 20種擴
充至 29種列舉物質，協助事業單
位鑑別化學性危害。

此外，為讓中小型事業單位順利

推動上述制度，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除委託各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提供

輔導，及補助 299人以下事業單位推
動臨場健康服務和母性健康保護措施

外（詳情可洽勞工健康服務免付費專

線：0800-068-580），對於新增適用對
象（100至 299人事業單位），已請勞
動檢查機構 110年優先以輔導方式辦
理，並邀請專業的勞工健康服務醫護

人員擔任講師，針對 299人以下事業
單位分區辦理實務研習，讓大家了解

如何參考指引內容運用在實務推動情

況。希望能透過和事業單位共同守護

職場（準）媽媽與其寶寶的健康，並

提升事業單位整體健康勞動力，以創

造企業和勞工雙贏的職場環境。

飅꧉蓸 䪮姻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

修正「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與守護母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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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넞룲罏⿻넞룲罏㽠噠⤛鹎岁莅㶩岁

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1993年超過 7％，成為高齡化（ageing）社會，
2018年 3月老年人口比率已超過 14％，邁入高齡（aged）社會；依國家發展委員
會推估，預估於 2025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 20％ , 成為超高齡（super-aged）
社會。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自 104年後逐年減少趨勢，及 5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
率仍低於日、韓、新加坡等主要國家等因素，勞動部除賡續推動相關促進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措施外，近年起推動制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以協

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續留職場穩定就業，保障渠等就業權益，經總統 108年 12月
4日公布自 109年 12月 4日施行，並於同日公布施行 6部子法，期透過各項措施
之落實，建構友善就業環境，活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運用。

չ⚥넞룲罏⿻넞룲罏㽠噠⤛鹎岁պꅾ럊
一、禁止年齡歧視：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主要面臨年齡歧視、社會
刻板印象等問題，因此「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訂定「禁
止年齡歧視」專章，禁止雇主因
年齡因素對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有直接或間接之差別
待遇，倘確有年齡歧視情事，雇
主需負舉證責任，若經認定屬實
者，將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二、協助續留職場傳承經驗，促進世
代交流：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續留職場，透過推動職務再設
計、職業訓練、創業輔導等措施
協助在職、失業及退休之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排除就業障礙，強化
專業知能，並續留職場傳承智慧經
驗與技術，促進世代交流與合作。

三、放寬雇主以定期契約僱用高齡者：
因應 65歲以上勞工需求，放寬雇
主以定期契約僱用 65歲以上高齡
者，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之限制，增加勞
雇雙方彈性。

四、提供相關獎補助措施獎勵雇主僱
用：提供僱用獎助、跨域就業津
貼、求職交通補助金及繼續僱用
補助等強化雇主僱用誘因，釋出
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工作機
會，鼓勵雇主持續僱用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

五、推動銀髮人才服務：整合中央與
地方政府資源共同推動銀髮人才

鏪荞鮯 猰
                     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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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
分署設立銀髮人才服務中心，宣
導倡議中高齡及高齡人力運用及
延緩退休，輔導雇主進用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另為協助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在地就業，補助地方政
府設置銀髮人才服務據點開發短
期性、臨時性、部分工時等工作
機會，並將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
以促進退休人力再運用。

⚥넞룲罏⿻넞룲罏㽠噠⤛鹎岁湱ꡠ岁⟂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相關規定，勞動部業已制定 6部
子法，並依子法授權訂定相關補助計

畫（申請方式、補助條件、額度及公

告期間詳如附表），期透過該等措施之

推動，鼓勵雇主釋出適合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機會，營造友善就業環境，

謹就 6部子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
行細則

明確定義本法相關規定及

名詞定義，包含勞動部定期公布

調查研究結果之頻率、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計畫、國際交流、

職務再設計之內涵、定期契約規

定等事項。

二、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
辦法

（一）職業訓練之補助：雇主指派所僱

用之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參加外部

職業訓練，得申請訓練費用最高

70％之補助。勞動部業於 110年
1月 4日訂定「在職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穩定就業訓練補助實施計

畫」，並公告每位雇主每年最高

補助 30萬元，以鼓勵雇主指派
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參加職業

訓練提升專業知能。

（二）職務再設計與就業輔具之補助：

雇主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

工作障礙，得申請職務再設計或

提供就業輔具之補助，每人每年

以新臺幣 10萬元為限。
（三）世代合作之輔導及獎勵：獎勵雇

主得透過同一工作分工合作及調

整內容等方法，協助所僱用之

中高齡者與高齡者與差距年齡達

15歲以上之受僱者共同工作。
（四）繼續僱用之補助：雇主繼續僱用

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4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之受僱者，達其所僱
用符合該規定總人數之 30％，
繼續僱用達 6個月以上，且不低
於原有薪資者，得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繼續僱用補助，繼續

僱用前 6個月每月 1萬3千元（採
非按月計酬以外方式每小時 70
元），第 7-18個月每月 1萬 5千
元（採非按月計酬以外方式每小

時 80元）。勞動部並於 110年 2
月 22日訂定「繼續僱用高齡者補
助計畫」規範相關作業事項。

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辦法

（一）開辦高齡者職業訓練專班，提供

職業訓練補助：中高齡及高齡失

業者參加勞動部主辦、委託或補

助辦理之職業訓練課程，全額補

助訓練費用，並準用就業促進津

貼實施辦法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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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未來亦將因應高齡者之身心

特性及未來就業型態開設高齡者

職業訓練專班。

（二）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中高齡及高

齡失業者得辦理創業貸款，前 2
年利息全額補貼，利息補貼最高

貸款額度 200萬元；如中高齡及
高齡失業者與 29歲以下青年共
同創業，提供最長 7年之利息補
貼，前 3年利息全額補貼；第 4
年起自行負擔年息 1.5％利息，
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補貼。勞動

部業於 110年 1月 18日訂定「失
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業貸款及

利息補貼要點」規範相關事項。

（三）跨域就業補助：為減低失業之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異地就業障礙，

協助其儘速重回勞動市場就業，

提供跨域就業補助，最長發給

12個月。
（四）臨時工作津貼：失業之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經就業諮詢及推介

就業，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

臨時性工作，並按每小時基本工

資核給臨時工作津貼，每月最高

核給不得超過每月之基本工資，

最長以 6個月為限。
（五）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失業之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經評估後推介至用人單

位參與計畫執行，發給職場學習

及再適應津貼。津貼按每小時基

本工資核給，且每月最高核給津

貼不超過每月基本工資，最長 3

個月，經評估同意後得延長至 6
個月。

（六）僱用獎助：依僱用人數發給雇主

獎助費用，鼓勵雇主僱用，以協

助中高齡者順利就業，中高齡者

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 1萬 3千元
（採非按月計酬以外方式每小時

70元），高齡每人每月發給新臺
幣 1萬 5千元（採非按月計酬以
外方式每小時 80元），最長發給
12個月。

四、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
助辦法

（一）補助雇主對達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項第 1款強制退休前一年
之中高齡者提供協助措施

1. 辦理勞工退休準備及調適之課程、
團體活動、個別諮詢、資訊、文宣；

同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 50萬元。勞
動部並於「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

助計畫」增訂補助企業辦理中高齡

員工退休準備與調適協助措施，以

鼓勵企業營造支持中高齡員工之友

善環境。

2. 辦理勞工退休後再就業之職涯發
展、就業諮詢、創業諮詢、職業訓

練；同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50萬元，
勞動部業於 110年 2月 22日訂定「中
高齡者退休後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

補助計畫」及「中高齡者退休後再

就業準備訓練補助實施計畫」，鼓勵

雇主為受僱勞工辦理退休再就業之

準備及訓練，協助退休後重回職場。

（二）補助雇主僱用依法退休之高齡者

傳承專業技術及經驗，補助講師

鐘點費、非自有場地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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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費用，每位受僱用之高齡者

每年最高補助雇主新臺幣 10萬
元，每位雇主每年最高補助 50
萬元。

五、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補助辦法

（一）地方主管機關得成立銀髮人才服

務據點辦理下列事項：

1. 開發臨時性、季節性、短期性、部
分工時、社區服務等就業機會及就

業媒合。

2. 提供勞動法令及職涯發展諮詢服務。
3. 辦理就業促進活動及訓練研習課程。
4. 促進雇主聘僱專業銀髮人才傳承技
術及經驗

5. 推廣世代交流及合作。
（二） 勞動部業於 110年 2月 22日訂

定「補助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

服務據點計畫」，以鼓勵地方政

府成立服務據點提供在地銀髮人

才服務。

六、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獎勵
辦法

獎勵對於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就業有卓越貢獻者之單位及人員，並

由主管機關成立評選小組辦理，預定

每 2年辦理 1次。獲獎者由主管機關
公開表揚，頒發獎座（牌）及獎金，

並得補助參加國內外交流活動。

穡铃
未來勞動部將持續推動相關促進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措施，增進其

專業知能，排除就業障礙，促進穩定

就業，加強宣導及倡議雇主進用中高

齡及高齡勞工，鼓勵雇主釋出適合渠

等工作機會。期望透過專法推動，促

進企業與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成為雙贏

夥伴關係，強化職場世代合作，建構

友善就業環境，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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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繼續僱用高齡
者補助

僱 用 65 歲 員 工 達
30％以上
繼續僱用 6個月以上
僱用期間薪資不低於
原薪資

1. 第 1-6個月，每月補助 1
萬 3千元（部分工時者
每小時 70元）。

2. 第 7-18個月，每月補助
1萬 5千元（部分工時
每小時 80元）。

(1) 2月 22日起至 7月
31日止受理繼續
僱用今年 65歲員
工之補助申請

(2) 9月 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受理繼續
僱用明年 65歲員
工之補助申請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聯絡方式詳如本表備註 3或
電詢：0800-777-888

2 僱用退休高齡
者傳承專業技
術及經驗補助

聘僱已退休之 65歲
以上員工向其他員工
以實作或授課方式傳
承專業技術及經驗

每位受僱用之高齡者每年最
高補助雇主 10萬元，每位
雇主每年最高補助 50萬元。

2月 22日起至 7月 31
日止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諮詢窗口：0800-777-888

3 中高齡者退休
後再就業準備
訓練補助

雇主依屆臨退休 64歲
中高齡員工退休再就
業的需求，指派其參
加國內訓練單位公開
招訓之訓練課程，可
申請 70％的訓練費用
補助。

每一雇主每年度申請補助
總額，兩計畫（項次 3及
項次 4）併計最高補助 50
萬元。

(1) 第一次受理期間：
2 月 22 日 起 至 3
月 26日止

(2) 第二次受理期間：
由各分署依轄區分
別公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
各分署
各分署聯絡電話詳如備註 2或
電詢：0800-777-888

4 中高齡者退休
後再就業準備
協助措施補助

雇主依屆臨退休 64歲
中高齡員工退休再就
業的需求，提供或辦
理職涯發展、就業諮
詢、創業諮詢等服務。

2月 22日起至
7月 31日止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諮詢窗口：0800-777-888

5 推動工作與生
活平衡補助

雇主為協助中高齡員
工退休準備，辦理如
退休理財規劃、健康
養生保健課程等，以
提升中高齡員工退休
準備。

每年最高補助 50萬元。
本補助為部分補助，申請
單位應依補助標準提列自
籌款。

2月 1日起
至 7月 31日止

至工作生活平衡網 
（https：//wlb.mol.gov.tw）
線上申請後，郵寄至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工作生活平衡小組（諮詢專
線：02-23694168）

6 失業者職業訓
練補助

雇主為培訓符合經營
發展需求之人力，可
自辦或委託辦理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職業訓
練課程，並依承諾職
缺僱用結訓學員。

* 雇主自行辦理訓練：補助
訓練費用 70％。

* 雇主委託辦理訓練：補助
訓練費用 85％。

由雇主依辦訓所在地
分署公告之計畫受理
期限內，向該分署遞
件申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
分署
各分署署聯絡電話詳如本表備
註 2或電詢：0800-777-888

7 臨時工作津貼 雇主向當地轄區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提出臨
時工作計畫書，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
通過後，進用其推介
之中高齡及高齡者。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
小時基本工資核給，且每
月最高核給津貼不得超過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
基本工資，最長 6個月。

可視需求提出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聯絡方式詳如本表備註 3或
電詢：0800-777-888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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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津貼

雇主向當地轄區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提出職
場學習及再適應工作
計畫書，經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審核通過
後，進用其推介之中
高齡及高齡者。

1. 行政管理及輔導費：以
實際核發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津貼之 30％核給。

2.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且每月最高核給津貼不
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每月基本工資。

3. 津貼補助期間最長 3個
月，高齡者經當地轄區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同意後得延長至 6個月。

可視需求提出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聯絡方式詳如本表備註 3或
電詢：0800-777-888

9 僱用獎助 雇主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才登記，
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推介失業期間連
續達 30日以上的中
高齡及高齡勞工，並
連續僱用滿 30日。

最長發給 12個月
1. 僱用中高齡失業者每人
每月發給雇主 1萬 3,000
元（部分工時每人每小
時發給雇主 70元）。

1. 僱用高齡失業者每人每
月發給 1萬 5,000元（部
分工時每人每小時發給
雇主 80元）。

雇主連續僱用勞工滿
30日，於僱用滿 30日
起的 90日內，可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
申請。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聯絡方式詳如本表備註 3或
電詢：0800-777-888

10 在職者職業訓
練補助

雇主依經營發展及穩
定留任的需求，指派
中高齡及高齡員工，
參加國內訓練單位公
開招訓的訓練課程，
可申請 70％的訓練費
用補助。

每一雇主每年度申請補助
總額以新臺幣 30萬元為
限。

(1) 第一次受理期間：
1月 4日起至 2月
5日止

(2) 第二次以後受理期
間：由各分署依轄
區分別公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
各分署
各分署聯絡電話詳如備註 2或
電詢：0800-777-888

11 職務再設計與
就業輔具之輔
導及補助

雇主為協助所僱用之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排
除工作障礙，得申請
職務再設計或提供就
業輔具輔導或補助。

按雇主所申請人數，每人
每年以新臺幣 10萬元為
限。但經評估有特殊需求，
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者，
不在此限。

可視需求提出 至職務再設計官網
https：//reurl.cc/0DWbDA申請
或洽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聯絡方式詳如本表備註 3
或電詢：0800-777-888

備註：1.各項補助詳細內容可連結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 /業務專區 /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服務」/相關法令（https://reurl.cc/1gOWG9）或掃描 QR-CODE

2.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聯絡電話如下：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02) 8995-6399    *桃竹苗分署 (03) 485-5368

 *中彰投分署 (04) 2359-2181                *雲嘉南分署 (06) 698-5945∼ 50

 *高屏澎東分署 (07) 821-0171

3.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聯絡方式可搜尋台灣就業通網站 /

    各地服務據點 https://reurl.cc/nnYMav或掃描 QR-CODE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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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 2018年正式啟動「離岸風電元年」，政府大力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希
望能打造台灣成為亞洲離岸風電技術產業聚落。在經過第一階段「示範風場」、第

二階段「遴選與競標」之後，讓台灣海峽熱鬧了起來，再加上政府對離岸風電的

國產化要求，讓離岸風電成為最新興的綠能產業。

䱰鏞之珳 /齶楜淏 暶翵鎹罏

佟䏎䲀ꨆ䁘괐ꨶ涮㾝鎙殥
台灣 98％的能源依賴進口、對

化石能源的依存度非常高，為了保障

能源安全、面對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趨

勢與達成非核家園願景，政府規劃在

2025年時，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之
政策目標，建構安全穩定、效率及潔

淨能源供需體系，正好也符合國際的

綠色經濟潮流。

為達成這項政策目標，政府以太

陽光電及離岸風電作為雙主力，其中

離岸風電規劃於 2025年累計設置量達
5.7 GW（十億瓦），希望能在促進能源
多元化的同時，也可以讓台灣可以自

主供應能源，並帶動內需與就業。行

政院估算，除了每年可提供 215億度自
主潔淨電力，2025年時，可累計創造
投資額逾新台幣 1兆元、約 2萬個就
業機會，帶動年減碳量 1,192萬公噸。

涮ꨆ䁘괐ꨶ♲ꥣ媯խ湡㸤䧭 2/3
由於台灣過去不具離岸風電開發

經驗，且處在多颱風與地震的環境，

經濟部規劃以「先示範、次潛力、後

區塊」3階段開發策略；推動設置目標
為 2020年 520 MW（百萬瓦）、2025
年 5.7 GW。

台灣第一座離岸風場 Formosa 1（簡連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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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風能協會理事長簡連貴表

示，第一階段「示範風場」，政府提供

獎勵辦法鼓勵開發離岸風電，也就是

由上緯、台電開發兩座風場；第二階

段「遴選與競標」，政府讓開發商針

對場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通過者才

算取得參與第二階段的資格，在 2020
年以前併入電網者不需與配合「國產

化」，2021至 2024年併網者須配合
國產化，最終有 18案通，開發總量
10GW得以參與第二階段。

而所謂的「國產化」，就是獲遴選

核配開發商，除了要按照約定時程完

成離岸風場開發，同時也要承諾落實

「產業關聯執行方案」，由經濟部工業

局進行產業關聯效益評估後出示意見

函，藉以促使國際業者與國內業者合

作，讓台灣能在打造離岸風電產業的

同時，可以與國際攜手共同建置產業

供應鏈。

㕜ꥹ䪮遯ざ⡲䒸鹎䪮遯
台灣離岸風電吸引不少歐洲大

廠，例如沃旭（Ørsted）、哥本哈根
基礎建設基金 CIP等來台投資。簡
連貴指出，風力機零組件製造方面，

藉由兩大風力機系統商西門子歌美颯

（Siemens Gamesa Renewable Energy，
SGRE）、 菱 重 維 特 斯（MHI Vestas 
Offshore Wind，MVOW）引進國際風
力機零組件製造技術。

水下基礎製造也是台灣過去從

來都沒有的經驗，簡連貴表示，由於

套筒式（jacket）水下基礎製造過程
需要高複雜度的鋼結構對接技術，台

灣的興達海基由西班牙廠商 Nervion/
Navantia提供技術移轉，世紀鋼則透

離岸風電世紀鋼Monoplile水下基礎製造
（世紀鋼提供）

允能雲林離岸風場第一座風機安裝（wpd提供）

過丹麥廠商 BLADT引進其成熟的經
驗及技術。

「台灣雖然是個海洋國家，但

過去在海洋工程經驗也很薄弱。」簡

連貴說，臺船與比利時廠商 DEME
（Dredging, Environmental and Marine 
Engineering NV）集團旗下 GeoSea公司
合資成立臺船環海風電，引進 DEME
豐富的水下基礎、風力機、及海纜等

的海事工程經驗，而在製造階段完成後

的運維工作，則有星能公司與歐洲運維

廠商合作，並已於彰濱工業區投入建置

全臺第一座再生能源運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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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推動大規模深海風場開發，以

逐步達到累計裝置容量 3,000MW，而
以每 1MW開發成本約新台幣 1.6億元
計，每年將投入 400至 600億元的在
打造離岸風電產業，未來整體規模絕

對是「兆元產業」。

簡連貴解釋，離岸風電製造業包

括風力發電機組、水下基礎、電力設

施三大範疇，這些涵蓋了「鋼鐵鑄造

業」、「發電、輸電及配電機械製造

業」、「電線及電纜製造業」、「其他電

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機械傳動設

備製造業」、「金屬結構製造業」、「其

他金屬加工處理業」、「化工機械設備

製造業」、「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等製造業。

在運維部分，離岸風電服務業包

括供應相關之服務與船舶興建，依行

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包含「船

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整地、基礎及

結構工程業」、「海洋水運業」、「其他

水上運輸輔助業」等。簡連貴強調，這

些都會是離岸風電產業的需求，但台灣

準備好了嗎？年輕人願意投入嗎？

佟䏎䲀괐ꨶ➃䩞㛆肬植屣
政府目前由經濟部主導打造離岸

風電產業，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在發

展初期透過開發商傳承經驗，並已啟

動在地離岸風電人才培訓。針對正如

火如荼進行的離岸風電製造業，開發

商分別與臺灣大學、聯合大學、彰化

師範大學、大葉大學等學術機構合作

開設培訓課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中心今年也推動「台荷離岸風電人

才培育合作計畫」，在「海洋科技產業

創新專區」連線台北、高雄及荷蘭等

為了配合推動離岸風電產業，簡

連貴指出，台中港相關碼頭改建工程

案歷經 4年陸續完工，正在以離岸風
電產業園區及作業基地的新風貌與國

人見面，期待到時可以培育風電作業

人才，成為亞洲綠色能源的新指標。

湡欴噠涮㾝䞕屣
相較陸域風電，在開發離岸風電

會遇到風險高、成本高這「雙高」特

性，世界主要國家在推動離岸風力發

電皆由示範性計畫開始，由政府出資

進行海流、波浪、測風、生態、併網

及控制等議題研究。簡連貴指出，這

些在歐洲地區都已經非常純熟了。

離岸風電海纜鋪設工程（宏華公司提供）

他表示，除了在政策法規上，政

府給予長期穩定支持，如規定躉購電價

或給予設備裝置補助、產品認證機制、

電網連接相關規定等措施，在技術上，

要有完整的海事工程設備與風機製程，

更重要的還有管理人才，風場開發商對

於政府、電力業者、環保團體、漁民等

相關利益團體的良好溝通協調能力，甚

至是在金融措施部分，也要有融資與保

險的專門人才來處理。

佅丑⯐⯋欴噠խ➃䩞겳㘗麒⡑䑞
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台灣現在已

以每年新增 300MW裝置容量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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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辦理線上研討會，不斷透過技

術交流、知識交換，以培育在地離岸

風電專才，支持未來風場建造與運維

需求。

在其他相關部會也有分別培育離

岸風電金融、製造業、海事工程等專才

計畫，包括綠色金融、製造業、海事工

程等，積極支持本土產業發展。交通部

及經濟部已分別輔導「臺灣風能訓練公

司」及「興達人培中心」投入海事工程

基本安全及進階技術等訓練課程，協助

提升本地人才之專業技術。

能源局推估，透過與國際廠商策

略聯盟，在水下基礎、風機系統、海

事船舶、電力設施等逐步建立本土供

應鏈，有助產業升級、經濟發展，預

計 2025年將帶動 2萬個就業機會。

剓䖕♧ꥣ媯⽰㼟㾝  侮ざ䒊圓劥㕼欴噠⣘䥰넓禺
政府發展離岸風電即將進入第三

階段「區塊開發」，也就是在領海內未

開發之離岸風場進行整體區塊劃設，

並推動本土供應鏈全面產業化，包括

風力機關鍵零組件，例如機艙組裝、

發電機、變壓器、配電盤、功率 轉換
系統、葉片等、塔架、水下基礎、海纜、

海事工程船舶製造等，在台灣打造完

善的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體系，進而搶

攻亞太市場。

簡連貴指出，國內的製造業既有

能量很強，過去以來也累積了很多職

業證照，但現在有了離岸風電這綠能

的新元素，希望能透過打造產業的同

時，職業證照可以與國際接軌，特別

是有些可以透過第三方認證，讓一張

證照、國際通用。

他認為，未來不只是製造業，當

離岸風電產業生態建造完畢，進入運

維階段之後製造端的人力需求可能會

稍稍減少，但也會同時興起另一波離

岸風電白領高階人才的需求，在運維

規劃端、設計執行端等都會看到需求；

因此，透過政府部門整合認證課程等

資源，建立完整的培訓架構，已是刻

不容緩。

GWO離岸風電安全訓練（臺灣風能訓練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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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綠色經濟、再生能源等綠能產業，逐漸受到重視，
這也讓「綠領」（Green Collar）在就業市場中蓬勃發展，受到重視。近年受到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劇增，造成氣候暖化變遷影響，台灣近年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並且

透過各種獎勵補助的方式，讓企業走向節能、永續的經營模式，也讓「綠領」的

就業機會不只是在綠能產業，更有機會發散至各食、衣、住、行、育、樂的行業

經營企業需求領域中，遍地生根發芽，開枝開花結果。

䱰鏞之珳 /齶楜淏 暶翵鎹罏

⡦閗չ笃걆պGreen Collar
不同於付出勞力為主的「藍領」，

或是坐辦公室的「白領」，美國太陽能

協會預測，至 2030年美國每 4位工作
者，就有 1位為綠領。未來的綠領工
作將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再生能源（綠

能）相關的新興產業，像太陽能、風

力發電、儲能、電動汽車、ICT物聯網、
碳交易員；另一種則是由「藍領轉綠

領」或由「白領轉綠領」，也就是從原

本的藍領、白領工作，因應全球節能

環保意識抬頭、政府相關法令而轉型

的「綠領」，這也讓綠領工作涵括不只

是從事工商業、有機農作及居家方面，

以居家房屋為例，都已朝節能屋方向，

安裝防曬隔熱玻璃及貼紙，氣密門窗、

省電環保 LED照明、節能標章家電
（冰箱、冷氣、涼風扇、電視、電鍋，

熱水瓶、洗衣機等），防風雨裝置、

架設太陽能板、家庭能源監控管理系

統 HEMS（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也是創造全新綠能業務的
工作。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技術經理郭

華生就是在這業界待超過 35年的節
能減碳輔導老兵，從 75年由中鼎建
造電機工程師，派任加入經濟部能源

服務團至今。他笑說，從最早碰到全

球第一次能源危機，政府節能政策是

從合理用電行為隨手關燈，少開冷氣

做起，而後像是要求商業集團企業如

飯店、醫院、百貨、超市、速食店、

購物中心等要求自願減量，如便利商

店（7-11、全家、萊爾富、福客多、
OK等），全省門市「在白天不要開招
牌燈及騎樓走廊燈」、「照明符合照度

標準，不要太亮 !」，「裝設自動門防
止冷氣外洩」、「裝設高效率變頻分離

式冷氣機」、「室內冷氣溫度不低於 26
度℃」、「西曬採隔熱玻璃及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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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鹵素燈，採高效T5日光燈」、「冰
櫃採用 LED日光燈」等等，這些都留
下了他們全省奔波商業及工業用戶節

能減碳服務的身影，只是當時沒有「綠

領」這個專業稱呼、在別人眼中他還

是做著照明、機電、空調及機械與控

制系統的汰換安裝技術工作。

近年更提升推崇「企業社會責任、

經濟發展與生態永續、碳中和、零排

放 !」等環境保護概念，讓「綠領」在
國外受到重視的程度已經逐漸超過「白

領」與「藍領」。領取高薪及獲得社會

尊敬。台灣許多企業早已開始增加對

於綠領人才的需求，主要是因為台灣

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在世界各國

開始實施綠色市場機制，讓綠領人才

的需求更是明顯。在「綠領」蔚為風

氣之後，台灣也成立了相關公協會（如

ESCO節能服務業）結合產、官、學界
資源來培養綠領人才。

㼠噠胝兞橇㞯錚䙂 չ⸈⧩պ䧭捀笃걆➃䩞
目前勞動市場上主要的綠領人才

大約可分為空調、機電、設備、化工、

環境、與管理等六大領域，主要是以

施作節能設備，分用電設備及熱能設

備，用水三類為主，如：

1.用電設備：如電力變壓器，照明、
空調、空壓、抽送風機、水泵、電

熱水器、熱泵、感應工業電爐、退

火爐、均質爐、集塵設備等。

2.熱能設備：使用燃料煤、燃料油、
瓦斯、柴油，生質燃料等設備。如

蒸汽鍋爐熱水鍋爐、熱媒爐、溶解

爐、加熱爐，保溫爐等。

3.供水汙水設備：給排水及污水處理
泵等。

但是細看這些在線上的「節能專

家」資歷背景，可見大多是「藍領轉

綠領」或是「白領轉綠領」，也就是以

自己原本學校（如工科、理科、商科、

文科、藝術、或醫科）所學畢業的專

業背景、再投入職場或創業工作，再

依自己興趣或公司指派專案工作，所

需的「綠色能環管理技能」，也就是受

過幾次不同的 ISO生產、能源及環境
管理的制度，規定訓練或數小時的相

關課程測驗要求後，或自學就投入綠

能領域，經多年累積投入實務操作經

驗，以業界交流，了解一般大專院校

碩士畢及學士畢者，經過 3至 5年的
歷練，都可以在頭銜掛上「資深」二

字，成為資深工程師、資深研究員，

就變成企業的綠領戰將。

這也代表綠領人才不只存在於新

興的綠能產業，而是存在於各行各業，

以因應未來的產業轉型，例如環境、

能源法律就是原本的專業法律人員，

再加上綠色專業，就成為國際 ISO制
度法律圈的「綠領人才」，而管理科系

精通財務，可以協助精算綠能產業投

資報酬率，在原本專業上加值。

➊랃鿪銴剚 笃걆➃䩞䖎俷圤
郭華生回憶，在 921大地震之後，

台灣發生缺電危機，第一步開始宣導

的就是家家戶戶、學校、大樓、工廠

如何建立隨手關燈，機台不長期空轉，

有效用電。

而今台灣因工商業，大樓、住屋

增加、及國民生活的持續發展需求，

下一波職場新貴：綠領人才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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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提升，又再度造成供電設備

跟不上，而產生缺電現象，因此政府

近年積極推動綠電因應，像是潔淨煤、

天然氣發電、種電式太陽能光電、陸

上海上風力發電、沼氣發電、潮汐發

電及小水力發電及儲電櫃等措施，其

中以民眾最常接觸到的屋頂式太陽能

板，就是在自家屋頂安裝後再與台電

的配電線路併網「自給自足」。

這也代表從事安裝太陽能板的

「綠領」勞工，不只是要懂得最新的太

陽能板產品高低效率特性、找到最佳

的安裝量及方式，還必須要會基本的

機電配電管線、儀表監視控制併網台

電賣電系統及支撐架結構安裝，更重

要的是在施作時，必須具備基本建築

知識、簡單防漏工程等，要培養一位

有經驗「綠領人才」，是相當不容易。

郭華生指出，綠領人才不只是出

現在機電、環工等工科領域，還需要

金融、管理類等商科人才去計算像是

ISO50001能源管理改善，碳足跡、碳
權交易等標準，藝術類負責廣宣，媒

體行銷，企業對此專業的綠領人才的

需求量，遠超出於外界的想像。他也

常勉勵公司裡的年輕後輩，趁年輕有

時間去進修、考試認證、學管理制度，

學寫綠能改善投資企劃書，追求未來

綠領職涯興趣，獲得更好的發展及薪

資待遇。

㕜ꥹ穉籽⦸陾չ笃蒀㽠噠պ 笃걆➃
䩞ⴀ걧

國際勞工組織 2011年提出「綠色
就業方案」。當時國際勞工局長 Juan 
Somavia指出，高耗能的生產與消耗模

式代價越來越高，是該朝向高就業、

低碳經濟發展的時候了，而且發展綠

色就業則有發展永續企業、擴大產值，

提高薪資，消弭貧窮、以及以就業為

導向的經濟復甦等三大優點。

「綠色就業方案」強調綠色就業是

節能（Energy）、環保（Environment）、
經 濟（Economic） 及 社 會（Society）
的 3E+S產業，同時也有助於降低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規範之 7種
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 烷（CH4）、 氧 化 亞 氮（N2O）、
全氟碳化物 （PFCs）、氫氟碳化物 
（HFCs）、六氟化硫（SF6），以及三氟

化氮（NF3）。全球暖化潛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其對於環境
之負面影響，進而達成對能源、環境、

經濟及社會均有效益的永續企業及經

濟環境。進一步來說，綠色就業是尊

嚴勞動之一環，同時也包括降低能源

及原物料的消耗；限制溫室氣體的排

放；減少廢棄物及污染；保護及維持

生態系統等特點。

钢阮罌鑑㢵 ♲㣐ISO垦彋䗳㷸
為了讓台灣企業的綠能策略可以

與國際接軌，「ISO標準認證」也成為
綠領人才必備的標準配備。ISO為國
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縮寫，同時代表
該組織所公告之相關標準。郭華生細

數各種綠領人才必備的「ISO標準認
證」。像是最早在 1987年的 ISO 9000
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將「品質認證」

的觀念逐漸拓展到包括通訊、汽車、

醫療、航太等各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認

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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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最關鍵的 ISO14000環境
管理標準，ISO14000在 1996年公布，
主要是針對企業環境管理所制定的一

系列標準，包括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 ISO 14004）和相關的環境管理
工具，如產品生命週期評估、企業環

境報告書、綠色標章等，透過建立一

套系統，助企業有能力在生產、銷售、

產品使用和廢棄後的整個產品生命週

期中，找出可能的環境問題並加以改

進，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近期最新的就是 ISO50001能源管
理標準，協助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以改善節約能源績效，包括能源效率、

能源使用及消耗，期望透過系統化管

理過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減緩環

境衝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降低能

源消費成本，不但可以創造節能成果，

同時也可以省下營運維修成本。

笃걆䊨⡲笃蒀䪮腋 䧭捀耷㜥倞䗳⪔
綠領人才應有現場評估規劃與實

作及測試驗收技能，節能入門一般要

學會使用的基本量測儀器及節能工作

場所工作實景。

綠色經濟的浪潮來襲，國內外勞

動學者都認為，「現在是最容易成功的

時刻」，建議儘早成為綠領人才、踩在

浪頭上，再加上「綠色就業」的概念，

對所有工作者而言，現在都要成為綠

領工作者，等於「綠色技能」將會是

繼資訊技能之後，現代工作者必備的

基本能力之一。

依近報章獵才，大都圍繞著綠色

產業升級挑戰及世界競爭趨勢議題，

如產業升級，綠色工廠、潔淨生產、

碳中和、零排放，資源回收再利用，

水回收再利用，工業 4.0、節能大數據、
ICT智慧監控系統、人工機器人、AI
人工智慧化、無人化工廠，太陽能光

電、離岸風力發電、儲電櫃、小水力

發電等，都需有 Plan規劃、Design設
計、Check（檢核控管）、Action（執行）
各分工人才。因此有五年年資經歷的，

可都是企業爭搶，高喊 I want you!近
百萬年薪等著你。

若是想要充實「綠色技能」，變身

成為綠領人才。郭華生指出，可以參

考認證單位的課程來充實作技能，同

時配合產學合作、政府人才培育計畫

來充實自己的技能。

舉例來說，政府為了配合離岸風

電在台快速成長，將帶動產業鏈的人

下一波職場新貴：綠領人才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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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需求，為鼓勵待業青年投入離岸

風電新興產業，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今年結合勞動部「產業新

尖兵試辦計畫」，在上半年開辦「離岸

風電海事工程就業輔導班」共四個梯

次的課程，提供求職者的專業知識與

技術能力，加速台灣離岸風電產業之

人才養成。

離岸風力發電課程內容就包含離

岸風電海事工程概論與中、英文產業

專業用語，另外也包含進入離岸風電

重要的「入場門票」-GWO基本安全
五項培訓 BST國際認證課程，更特別
安排離岸風電相關專家座談，讓課程

與實務接軌。

離 岸 風 力 發 電 可 是 在 超 過

100~300m海上高空作業，各種人員都
需要（如土木工、起重工、電焊工、

鉗工，電工、儀表控制工、油漆工等），

但需特殊性選材的，第一要件為沒有

暈船、懼高症、心臟病、高低血壓、

貧血、糖尿病，需視力 1.2，四肢健壯，
體力好，並要有挑戰個性，耐性等。

可見是綠電中，離岸風力發電施工人

員是多難培養的一群特殊人才。

격兞䖎㢵♶鶵䞵 䢀䏞剓ꅾ銴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與減碳壓

力，迫使企業必須要注重環保要求，

包括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

碳排放、追蹤碳足跡，甚至綠色會計

等，再加上綠色消費趨勢、消費者使

用習慣的改變，也讓企業在不知不覺

中，需要各種綠領人才來協助企業因

應綠色趨勢的走向，未來不只是在製

造業，就算是服務業、設計業、行銷

業、餐飲業等各行各業，都會因為需

求而刺激企業研發相關產品，在在需

要綠色設計、綠色行銷等綠領人才。

面對各式各樣的綠色願景，郭華

生坦言，由於環保和能源議題持續在

全球發燒，外界紛紛預估綠領人才將

趁勢崛起成為「新貴」，但這也會讓不

少剛入行的青年眼高手低，進入這領

域後幾年，反而迷失自己的方向，最

終離開綠領人才之列。

推廣綠領工作雖然將成為各國的

未來重要政策，郭華生說，台灣在綠

色人才的需求還不算特別明顯，主要

是因為政府除了推崇太陽光電、離岸

風電等再生能源之外，如 ICT智慧監
控系統，電動車產業，鋰電池，儲電

系統，小水力發電，沼氣發電等熱門

行業，尚無綠色就業與服務的相關政

策，如電動車與汽油車是不同的維修

系統，電動車偏向電子，監視與控制

系統。他也建議，政府與企業應攜手

培訓青年，充實過去在學校未習得的

技能，以解決第一步學生畢業進入職

場的學用落差，而企業負起員工在職

培訓的任務，包括後續在新的標準發

布之後的認證課程，協助員工跟上國

際新知。

    最後，郭華生也期望，身為矽
科技島的台灣，能把「綠色技能」作

為國家教育普及化，不僅讓綠色技能

成為終身學習，在原本的專業知識之

上加值，也應該制定與國際接軌的國

家分級考試、認證，讓有興趣的民眾

更有機會挑戰高收入，讓綠領人才名

符其實地成為「綠領新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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䖕氋䞕儘➿
椕竤顬䞕澗劆莅荩抓㽠噠馸錚㻌

鎊
2020年受新冠疫情蔓延影響，各

國實施邊境封鎖、防疫管制、旅遊禁

令、停工停產等管制措施，經濟活動

大幅降低，全球多數經濟體因物流供

給斷鏈、人流受限斷需、金流市場恐

慌大幅波動，動能大受衝擊陷入全面

衰退；2021年隨著美國政權交接、疫
苗問世與施打、商業活動逐步解封，

全球經濟雖可望逐步復甦，但因疫情

仍顯詭譎多變，2021年 3月即便各國
疫苗陸續施打，法國、印度仍有疫情

升溫的趨勢而持續維持封鎖，全面禁

止非必要的商業活動與實施隔離感染

措施，全球經濟重回正軌的期程恐仍

未可知。

臺灣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長年

深度參與國際產業鏈分工，因新冠疫

情控制相對穩定，經濟活動表現呈現

向上的態勢，然而值此全球經貿秩序加

速結構性的改變之際，也是臺灣藉觀測

全球趨勢變化，檢視對於產業與就業市

場可能帶來的改變，思考產業結構與人

力資源重配置與佈局的良機。

本文為探討「全球供應鏈重整與

未來人力資源發展」議題，透過最新

市場資訊蒐集及辦理專家工作坊，集

結專家智庫、政府單位、產業與勞工

代表觀點，由筆者綜整分析重點全球

經濟與就業概況，提供讀者掌握未來

重要關鍵趨勢。

䖕氋䞕儘➿椕竤憘腋㔐娝
欴噠⸈鸠ꅾ穉繡⚥䭰糵㼩用

2019年 12月新冠疫情全球爆發，
各國實施邊境封鎖與隔離政策，歷經

2020年跨國供應鏈中斷而衰退，經濟
下行、股市重挫、停工停產，相關產

業大幅衰退，全球經濟遭受嚴重的負

面衝擊，如製造業、航空業、觀光業

等都出現繼 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倒閉
或虧損危機。

展望 2021年邁入後疫情時代，全
球經濟活動可望因疫苗施打、各國財

政刺激措施帶來復甦，各國際調查研

究機構觀測均顯現了對於 2021年全球
經濟成長的樂觀，如 IMF（2021）報
告指出，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表現
為 -3.3％，為自 2008年以來最大跌幅，
但 2021年預估將因各國經濟體相關措
施支持帶來顯著的成長動能而大增為

6.0％，2022年預估也將成長 4.2％ [1]；
World Bank（2021）報告也指出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4.3％、2021年

䓹桪㿋猽剅 1勛⣜ꬆ㼠呪ⶰ椚 1䕠繡㎗穉 1
ゟ䢵㫫ⶰ灇瑖㆞ 2

1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市場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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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0％、2022年為 3.8％ [2]；且根據
報告中的數據都顯是，在此波疫情下，

先進經濟體相較新興 /發展中經濟體所
受的經濟衝擊與影響較深，且預期復

甦反彈的力道明顯較慢。

邍 1խ椕堥圓竤憘䧭桧갸庠
堥圓 竤憘넓 2020 2021 2022

IMF

椕 -3.3 6.0 4.4
已開發
國家

-4.7％ 5.1％ 3.6％

開發中
國家

-2.2％ 6.7％ 5.0％

World 
Bank

椕 -4.3 4.0 3.8
已開發
國家

-5.4％ 3.3％ 3.5％

開發中
國家

-2.6％ 5.0％ 4.2％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當前國際經

濟仍面臨諸多風險，如疫情變化詭譎、

疫苗供應量不足與推廣接受度、邊境

開放時日未定、公共債務危機、地緣

政治風險等變數，不同國家依其收入水

準與優勢核心產業發展，復甦腳步將大

不同，譬如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已開發經

濟體，英國、法國、西班牙，以及出口

資本財比例較高的國家，如德國、日本

等，都預估相較於全球復甦水準較緩慢

[3]，各國可望景氣復甦的型態為 U型
或 V型反彈，但目前看來一切都為發
展中的變局，仍尤未可知。

 尤其美國與中國兩大國際勢力
競爭日趨白熱化，近年中國推動「一

帶一路」、主導「亞投行」成立、發展

「中國製造 2025」等計畫，並開始在全
球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併購，再再都可

見中國有意成為世界領袖挑戰美國國

際領導地位的企圖，美國為了保護經

濟與國家安全，反轉存在已久的巨大

貿易失衡，倡導「美國優先」政策，

主張製造業回流美國，以創造國內就

業機會，並持續對中國施行高關稅貿

易等保護措施，即便美國政權移轉，

近期 2021年 3月 19日美中會談雙方
交鋒仍未見共識，美方直指中國勢力

威脅全球，中方也不甘示弱指控美國

干涉中國內政，可預期短期美中雙方

仍互有歧見，而全世界各國也將陷於

兩大強國的競爭角力而未消停。

綜觀美中貿易戰之本質，事實

上為科技戰的延伸，當美國意識到中

國積極提升科技能力的企圖與野心，

可能危及美國技術領導的地位，故從

製造端、基礎端甚至到應用端，包括

5G、AI 、IOT等領域，都推動高度管
制，而此舉也激勵中國加速壯大推動

科技創新，未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場

景變遷，預期將由佔有科技優勢的一

方具有主導力量；其中，在美中雙方

競爭下所帶來的影響，最值得關注的

是人才與就業的管制，在貿易戰後，

美國針對科技、工程及數學領域海外

留學生或專業工作者，都嚴加審查申

請永久居留權與工作簽證的限制。

鱲隶殹➿Ⰽ㣐䓽奚繡㕜䧴⚥㕜⚆歲ぐ㕜鼇鼹畀
回顧 2020年，不少國家都經歷產

業鏈中斷，中國管制境內外國企業不

得對外輸出醫療用品與防疫物資，使

各國醫療防疫用品極為緊缺，究其原

因，歐美各國生產口罩的供應鏈外移

中國多年，高度倚賴進口；經此「風

險無法分散」的困境，各國政府幡然

醒悟國內重要物資與產線早已外移中

國而受制於人，中國因長年供應鏈的

實力養成與軍事擴張，影響力早已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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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印度馬恆達集團（Mahindra）
董事長馬辛卓（Anand Mahindra）更稱
此為「過去我們以為建立了全球化供

應鏈，其實是中國供應鏈。」

 有鑑於各國政府意識到不能過度
依靠中國而有意推動其企業大規模供

應鏈重組，陸續鼓勵並支持企業部份

撤出而轉往母國、中南亞或其他區域，

透過分散產能供應地區，以降低對中

國的依賴，預防日後突發性事件衝擊；

然而從「全球化」到「區域化」、從「以

中國為核心」到「去中國化」態勢雖

在疫情爆發初期看似成定局，但各國

政府基於經濟投資與利益盤算，對美

國與中國兩大強權各持不同立場，在

去中國化方面，如 2020年 4月美國與
日本政府相繼推出供應鏈改革計畫，

有意補貼企業移轉生產據點的相關費

用，以降低企業對於中國依賴，要求

企業加強與其他亞洲國家供應鏈的連

結；由於中國消費市場大，部分國家

也採取親中的策略，如德國政府表明

將與中國保持並強化合作關係，並領

銜歐盟於 2020年底達成與中國的原則
性投資協議，以期透過擴大投資中國

創造工作機會，取得對於中國經濟的

一席之地；不僅各國政府，跨國企業

一樣有表態撤出或維繫與中國關係的

兩面立場，如韓國樂天集團、法國雷

諾公司、日本 COVER 株式會社等基
於關稅、市場佔有率考量，宣布全面

退出中國市場，然而日本豐田汽車卻

表示，大規模遷出中國所費不貲，沒

有這個必要，甚至宣布與中國公司合

資成立公司。

展望 2021年，美國新上任的拜登
政權對中國抱持審慎態度，目前選擇

維持前任川普政府對中關稅措施，可

預見短期美國與中國仍是競爭大於合

作的來往模式，主因在於美中衝突的

基本結構因素並沒有改變，對中國強

硬的貿易措施與科技政策幾乎為朝野

共識；BBC（2021）指出，拜登政權
上任初期保留川普政府對中國的貿易

政策，主要目的為做為美國的談判籌

碼，未來中長期可能降低部份難在美

國找到替代商品的關稅，但對特定行

業零組件的關稅預期仍將維持 [4]。
美中的衝突往長期化發展，各國

參與美中各自標準的體系選邊站的現

象會更加嚴重，反全球化、區域經濟

將因區域政治而重新佈局，但中國消

費市場龐大，供應鏈的轉移需要成本

與時間並不容易，各國政府爭取製造

業企業回流母國，未來預期也將逐步

由母國主導區域化，或轉往第二個生

產基地，或開發更多區域的生產基地

的多元性。

綜上所述，在各國持續高關稅建

立貿易壁壘態勢下，預期美國對中國

將持續科技、貿易、投資與人才就業

管制，全球產業鏈也將持續有更多「以

中國為核心」到「去中國化」產業版

圖重構；然而無論產業供應鏈如何移

轉，都顯示降低生產成本在歷經新冠

疫情後，「中國」已非企業生產據點的

唯一選擇，更多政府或企業已重新思

考「區域化」與「彈性化」強化經營

韌性的可能；對於高階技術的產業而

言，主要戰場可能會選擇更政治正確

的美國、歐洲、新加坡等國；對於低

階技術的產業而言，則可能會加速移

往東南亞、東協、緬甸、越南、非洲

等地；尋求海外生產據點分散，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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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升營運韌性、降風險的最佳選

擇，而歷經此波全球產業供應鏈移轉

的變化移轉，預估未來 5年也將逐步
形成產業鏈新聚落。

荩抓欴噠涮㾝⼱㼬넓须鸒鎝噠「䟃菕瑠귭궬噠「遼乹Ⰽ垺䞕
我國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參與國

際產業鏈分工程度高，經濟發展活動

與全球緊密結合，高度依賴出口導向，

早期產業藉技術優勢與成長策略，在

全球分工體系中以專業生產代工的優

勢帶動出口及經濟成長。2000年後中
國崛起，因地理區域與文化語言相近，

中國向來為臺商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

目的與生產基地，此次全球新冠疫情

延燒、各國產業活動停擺，突顯全球

產業過度集中有「風險無法分散」的

困境，臺灣也深刻體會將生產據點放

在單一區域的風險，而思考透過在地

化或分散佈局的方式移轉與調整生產

據點。 
基於生產或市場考量，臺灣海外

生產基地移轉模式，概可歸納出三種：

一為具有全球技術領先的產業或企業，

以技術導向優勢發展出美中兼顧模式，

同時佈局中國、臺灣與東南亞等三地，

以就近供應市場；二為企業依部門業

務需求，從長鏈轉趨在地化生產的短

鏈模式，以提高生產效率；三為考量

中國市場需求保留部份中國生產基地，

並依企業營運狀況並選擇回流臺灣或

另覓第二生產基地。上述三種移轉模

式依產業別或企業規模或需求各有所

異，隨著近年我國政府為吸引重要產

業發展以促成產業結構轉型、帶動本

土產業共同發展，陸續推動歡迎台商

回臺投資方案、根流臺灣企業加速投

資方案與中小企業加速投資方案，都

對此次臺商移轉與回流產生一定的效

果，惟我國土地價格、水電資源、勞

動薪資成本相對較高，所能容納的製

造業產能有限，未來我國產業全球佈

局、在地紮根，勢必也將需多方衡量

成本與市場因素。

㽠噠䋑㜥植屣銴錒歋倴氋䞕䱾ⵖ䖤㹆㽠噠䋑㜥湱鯱㢵侸⯓鹎㕜㹻䓽ꯅ
自 2020 年 1 月 疫 情 爆 發 後 至

2021年 4月，疫情爆發逾週年且各國
疫苗陸續上市與接種，但部分國家疫

情仍未見趨緩之勢而陷於嚴重停滯，

如法國、波蘭、烏克蘭等國家均再次

實行封鎖令。

反觀我國自疫情爆發後，雖有短

時間因經濟活動減少、消費需求降低，

影響部分以內需市場為導向的服務業，

如餐飲、批發零售、旅宿等，因不敵

營運衝擊而倒閉或歇業，然而部分製

造業因部分生產地停工而出現轉單效

益，產能大幅擴增，且順應遠距工作、

遠距會議的商機，諸如電子零組件（積

體電路、印刷電路板）、資通與視聽產

品（電腦及週邊裝置、儲存媒體、手

機及通訊零件）等需求有爆炸性增加

[5]，進口表現均優於主要國家。
對應我國就業情勢來看，自疫情

爆發後至 5月，失業人數直線攀升且
失業率達 4.07％，但而後因我國得推
動加強邊境管制、強化醫療應變、落

實社區防疫等作為，日常經濟活動運

作恢復往昔，至 2020年 12月失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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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年失業率趨勢

數持續降低，失業率亦已降至 3.68％，
經濟成長動能持續回溫。

 根據主計總處資料顯示，我國
2020年失業率為 3.85％，僅高於日
本（2.8％），而低於南韓（4％）、新
加坡（4.1％）、美國（8.1％）、加拿大
（9.6％）、德國（4.2）、法國（8.2％）
等先進國家，顯示我國失業率雖有變

動，但相對於國家來的穩定許多。總

體而言，臺灣勞動市場在疫情爆發初

期雖有衝擊，但因外銷訂單表現不俗，

失業人數與失業率在 2020年中後都持
續回穩，但其中仍有若干勞動市場相

關議題值得中長期持續關注。

劢⢵䋑㜥搋럊嵳㢫➃䩞㔐
崩惐䊨⡲㘗䢀佖隶⸈鸠䪮腋
幀⻋宠鶗ⴗ

 在新冠疫情衝擊及美中科技戰
衝擊與影響，台灣就業市場產生了三

個重點趨勢變化：第一，海外人才回

流潮。人才外流曾經是台灣除了高齡

化與少子化趨勢外，最為嚴重的就業

圖 2 2020年主要國家失業率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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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問題，但 2020年因疫情國際經
濟陷入停擺，臺灣因相對安全，也吸

引原先出走的人才返台尋求發展，然

而亦喜亦憂的是，台灣就業市場是否

有容納這些回流人才空間？台灣就業

市場有其產業文化與薪資結構，回流

人才是否可順利接軌台灣就業市場？

過去台灣曾是最嚴重人才外流國，但

如今因疫情歸國的人才，可謂為史上

最大規模的人才返鄉潮，人數預估至

少 25萬人，占台灣人口 1％，此波
海外歸國的人才多半為資深台籍幹部

或新創人才，然而受限台灣內需市場

小，海外回流回台可能需面臨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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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的矛盾 [7]；且因台灣職場承襲華
人文化，重視經驗傳承或知識累積，

且相對於國外更為重視「階級制度」

（hierarchy），海外人才歸國可能因薪
資不比國外企業，且缺乏雙向對話的

職場文化習慣，加乘效益下而感覺難

以適應。

其二，工作型態改變加速。隨著

網路普及率的提升，近年各大產業都

面臨需透過數位工具實現日常業務的

「數位轉型」挑戰，WEF（2020）指
出，疫情爆發後有 84％企業表示會加
速推動企業營運數位化，且有 83％企
業表示將提供遠距工作的機會 [7]，顯
示企業發現推動數位化有助於在面臨

挑戰的狀態下正常營運；臺灣在此次

疫情前期，因民眾減少外出，反倒促

成了視訊軟體、影音串流、電商平臺、

外送服務與線上遊戲的崛起，都可見

企業搭上此波情勢趨勢並加速轉型腳

步，透過「數位力」快速佈局，強化

「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的企圖
心，而當企業加速投入數位轉型，員

工的工作模式與所需技能預估勢必也

將有所改變。譬如以工作模式而言，

數位程度較高的媒體業或資訊服務業，

透過遠端工作的方式可保持業務運作

如常，避免疫情期的接觸次數；WEF
（2021）報告也證實，遠距工作（remote 
work）可減少通勤時間，降低工作不
需要的實體工作，若沒有其它干擾因

素，員工遠端（在家）工作效率平均

可提高 13％，且對於員工而言更具友
善性與包容性 [8]，但報告中同時也指
出，長時間的遠端工作並非全然有益

而無害，如果長期持續遠端工作，將

可能因單獨工作且缺乏思維交流，反

而降低其生產力，也因此對於企業主

而言，需評估遠端與實體工作的混合

的最佳辦法，以取得適當平衡；至於

從工作技能來看，由於各國長時間經

濟活動封鎖，消費活動轉往線上，尤

其電子商務與視訊平臺的使用者急速

增加，企業對於數位特定人才（如資

訊安全、雲端運算、自動化、3D列印
等）需求也預估也將大為增加。

其三，技能深化需求迫切。2019
年疫情爆發後，即便至今（2021年3月）
仍有許多國家日常交流活動告停，當

企業尋求數位轉型的時候，同步的企

業員工也亟需技能提升與深化的需求，

一如WEF（2020）所指出，有 42％企
業認為需加速推動數位化技能提升與

再造，也有 35％企業表示應加快實施
技能提升與再造的相關計畫 [9]，顯示
企業面對數位轉型的競爭，認為員工

的數位能力深化也會是企業數位轉型

的重要的關鍵；而不僅僅企業，當疫

情也連帶影響學校運作，各國都尋求

除了實體教室以外的教學可能，臺灣

亦不例外，各級學校紛紛採用遠距教

學讓學生同步修課與自主學習做為應

變措施，然而由於教師與學生第一時

間無法學習或選擇適合的遠距教學硬

體或軟體設備，使得遠距教學的可行

性與實際成效仍有待商榷；因此，不

僅企業主與企業員工需意識到工作型

態的轉變與工作技能提升的需求，學

校老師亦須因應時代所趨培養數位力，

方有助於發揮遠距教學效益的最大化，

此外，對於僅能共享單一視訊設備（如

電腦、平版、手機）家庭，遠距教學

無疑成為一大負擔，學生因無法取得

相對應資源以致學習資源不平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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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可能導致學習進一步的落後，未來

如何確保讓相對弱勢的一群，維持有

能力跟上產業技能深化需求的趨勢，

也是實踐社會永續包容的一大課題。

㼭穡
人才為國家立足於國際市場之根

基，我國勞動市場需求和供給平衡，

需配合我國重點產業發展趨勢與需求，

透過前瞻外部環境趨勢、衡酌國內外

經濟情勢與觀測勞動市場變化等，積

極為未來進行準備。

對於政府而言，面對海外人才回

流，國內外人才有再遷移的版塊變動

趨勢，政府雖多有研析中美貿易戰變

化下對臺灣產業與勞動市場的影響與，

然而針對個別產業人才流出流入動態

恐未能掌握，無論是海外人才輸入性

就業或持續尋求國外流動機會，都應

能善加評估如何聚集、強化與再應用，

調節我國勞動市場因應核心產業之人

力供需平衡，促使適才適用，尤其我

國過去過度投注中國市場，導致對於

其他東南亞或東歐市場的背景與文化

缺乏全面性的瞭解，配合我國人口結

構新移民的增加，若加以善用新住民

子女雙重語言能力，預期將可對臺灣

深入掌握新興市場的經濟、社會、文

化發展有所助益。

對於個人而言，隨著疫情強化工

作型態的多元、遠距與碎片化，配合

產業創新發展與營運模式，或有需進

一步培養多元與科技應用能力，累積

技能底蘊，以因應以數位化 /智慧化為
主的產業職能需求，尤其隨著知識半

衰期的速度加快，未來每個人進入職

場後，都可能面臨多次的職涯轉換，

然而長久以來雖然現行的教育體制仍

為在學期間的一般教育或技術教育，

但在職者仍須配合產業或職場變化，

動態精進技能，透過將技能轉化為可

被職場正式認證制度的方式，以有助

於累積並推展職涯之能量。

钟闒 
本文緣起於「2030年就業趨勢與

展望研究計畫（三）」由筆者撰稿完

成，該計畫由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與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研究團隊成員共同完成，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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灇瑖胝兞
我國為因應總人口數減少、少

子高齡化及農漁鄉村發展失衡等問題

[1]，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
稱國發會）參考日本地方創生推動經

驗，於 2016年推動「設計翻轉、地方
創生」示範計畫 [2]。2017年 12月行
政院於年終記者會宣示「安居樂業」、

「生生不息」及「均衡臺灣」等三大施

政主軸，其中在「均衡臺灣」方面，

在「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示範計畫的
基礎上，持續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

方產業，吸引人口回流、青年返鄉，

加強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地方創

生係依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濟，行政

院因此提出五大戰略，包括：企業投

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

源、社會參與創生，以及品牌建立等

作法，並配合法規調適，以落實地方

創生工作。[2]
基此，國發會盤點各部會與創生

相關的方案計畫，最後選定 37項可投
入地方創生的計畫，包含 17項可直接
帶動地方產業或就業的主要計畫與 20
項提升鄉鎮機能的配套計畫，其中勞

動部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

力就業計畫」即屬於地方創生的主要

計畫之一。

多年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特別

是經濟型計畫及培力就業計畫 [3] [4]
的共同特色便是發展地方型產業，培

植地方勞動力的職能，並強化了地方

民間團體的能力，讓這些多元團體得

以逐漸經濟獨立，或轉型成為社會企

業，或另外成立社會創新形態的公司

組織，以便聘僱更多的勞動力，除了

持續提供弱勢族群就業機會之外，也

成為返鄉者就業或創業的契機，進而

讓當地人或返鄉者，得以和在地團體

共同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以形成

一個就業穩定、就業創造、產業發展

與人口回流的正向循環。進一步，針

對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

和地方創生之間的關聯，如表 1：
因此，當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培

力就業計畫被賦予推動地方創生的重

責大任時，政府或民間團體首要應先

瞭解的是目前的新就業趨勢以及面臨

的困境，然而過去「多元就業開發方

案」及「培力就業計畫」之相關研究

中，多針對執行成效或對進用人員的

就業等面向為研究主題，且多採用問

卷調查或深入訪談的研究方法。伴隨

著網路資訊發達，大數據（Big Data）
的運用也逐漸普及到各領域，也延伸

出「文字探勘」（Text Mining）分析方

꤫私ば须幀瘼殜灇瑖籏湌 1⟤䋞鑘须幀ⶰ籏竤椚 1
ꁀ巾蔊ⶰ灇瑖㆞ 2꤫㪮琐灇涮剐➿䕶⸔椚灇瑖㆞ 2

1時勢股份有限公司、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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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地方創生計畫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培力就業計畫

推動成因 以產業建設與發展，解決高齡、少子
女化問題。

協助弱勢就業，強化民間
團體量能。

均衡區域發展，振興並建
立地方社會與經濟發展的
支持系統 。

差異性 • 地方產業發展導向
• 經濟創新建設思維
• 人口及勞動力引力的發展

• 弱勢族群的經濟社會扶
救助導向

• 社會安全建設思維
• 草根團體對政府資源依
賴的擺脫

• 地方經濟及社會支持性
系統建立導向

• 社會創新建設思維
• 草根團體轉型及創新的
發展

共通性 • 發掘與正視地方的特色亮點資源
• 振興地方的產業及開發創新產品
• 提供在地的就業或創業機會
• 孵育在地的新創組織與團隊
• 強化個人與集體的社區及社會責任

式的調查方法，故而本研究希冀能透

過文字探勘技術進行輿情公開資料的

分析，蒐集各大公開論壇、新聞網站、

Facebook及 PTT等開放資料，針對地
方創生的新就業型態、困境與模式進

行探索性研究。

灇瑖倰岁
本研究團隊係採用 uMiner（全媒

體數據監測探勘平臺）進行文字探勘，

如圖 1，此平臺不僅可以監測網路新

聞，更是透過一套嚴謹的分析和信度

監控機制，將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進

行結構化，整合在單一平臺並進行內

部審核及過濾，利用社會科學嚴謹的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方法，
以即時編碼、即時檢驗、即時監控、

即時呈現，讓資料視覺化的同時進行

有價值的語義分析，從而提供真實意

義、具有決策價值的關鍵洞察和輿情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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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科學方法探索台灣地方社區新就業趨勢

圖 1　uMiner平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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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文字探勘的主要目的為

探討社區發展新就業型態、困境與模

式，因此在兼顧資料即時性與資源可

行性下，探勘時間為 2018年 6月 1日
至 2019年 6月 1日，約 10,000個資料
來源，包含各大公開論壇、新聞網站、

部落格、PTT以及 Facebook等社群媒
體等。

因文字探勘分析的資料可能是無

規則性、非結構化、尚未定義的原始

資料，例如網路文章、FB或 PTT上的
文字，需進一步從這些文字中萃取出有

價值的資訊，特徵及關連性，並加以統

計分析。故而建立文件與文件之間的關

聯性，是文字探勘的首要任務，主要是

結合資料探勘技術及語言處理、資料檢

索技術等，以提供關鍵字詞間的關聯性

挖掘、概念擷取、文件分類等功能。基

此，關鍵詞的選取實屬重要。

由於過去尚無相關學術研究針對

我國地方創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

培力計畫採用文字探勘的方式，故本

次研究特邀請本領域的 5位專家學者共
同給定兩階段的關鍵字，關鍵詞須從探

勘目的來看，因此，在此初探性研究的

前提下，本研究採用先廣泛取得資料，

進而深入萃取相關的關鍵發現。

因此，本研究採用兩階段文字探

勘的形式，第一階段的核心關鍵字主

要強調資料來源的廣度，而第二階段

的關鍵字則是強調資料內容的深度。

文字探勘流程乃先運用第一階段給定

的核心關鍵字進行資料撈取後，再針

對這些撈取後的資料運用第二階段的

次級關鍵字進行新就業型態與困境的

探討。其分析架構如下圖 2：

1. 第一階段文字探勘
共計 12個「核心關鍵字」，係指

與本研究最直接相關的文字，透過布

連邏輯法（Boolean Logic）其分析指
令為：「社會企業 or 地方創生 or 多元
就業 or 培力就業 or 永續就業 or 社區
經濟 or 經濟型計畫 or 社會型計畫 or 
以工代賑 or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or 勞動
合作社 or 非典型就業」，進一步將來
自不同來源的數據進行結構化，整合

在單一平臺並進行內部審核及過濾，

以掌握與各核心關鍵字的聲量分析、

意見領袖、關聯詞彙、熱門文章與正

負口碑等。

2. 第二階段文字探勘
此外，除了進行上述的核心關鍵

字的第一階段探勘外，為了能更聚焦

探討本次探勘目的，專家學者們提供

了與本研究主題地方創生、區域發展

與社會創新等間接相關的關鍵字，作

為第二階段探勘的「次級關鍵字」，包

含「農村再生 or 社區經濟 or 在地整合 
or 社區照顧 or 社區合作社 or 社區關懷 
or 社區發展 or 社區營造 or 企業社會責
任 or 大學社會責任 or 商圈改造 or 商
店街改造 or 人口回流 or 青年返鄉 or 
社區意識 or 地方品牌 or 特色產業 or 
樂齡」。

同時，本研究最終希冀能因掌握

目前地方創生的新就業型態、困境與

模式，故而針對「新就業」提供另一

組關鍵詞：「就業 or 創業 or 轉型」。
因此，第二階段的文字探勘，會應用

布連邏輯同時探勘第一階段的核心關

鍵字、第二階段的次級關鍵字與「就

業 or 創業 or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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灇瑖穡卓
本研究經由兩階段的文字探勘

後，從上萬筆網路資料來源中，針對

兩階段的探勘結果與社區發展新就業

型態、困境與模式，分述如下：

1. 兩階段文字探勘結果
（1）第一階段文字探勘結果
A. 聲量分析：以「新聞報導」與「FB」
為主要來源

如表 2所示，透過約 1萬個資料
來源的文字探勘後，原核心關鍵字的

「永續就業」僅 1篇，又「社會型計畫」
與「經濟型計畫」採集到的文章數僅

有 6篇，而且其中 5篇與「多元就業」
此一關鍵字的文章重疊（如下表），因

此本研究在進行後續分析時會將此三

個關鍵字予以省略。

整體來看，曾出現至少 1個核心
關鍵字的文章篇數共 13,014篇文章，
其中，超過 5成（56.1％）的文章篇數
有出現過「社會企業」，聲量最大；其

次為「地方創生」（34.4％），換句話

說，這兩個關鍵字共占整體文章的 9
成比例。

各核心關鍵字在七大類型的資料

來源之聲量數字如下，從聲量來源來

看，整體來看皆各有超過 4成是「新
聞報導」（48.7％）與「FB」（42.2％），
而其他類型的資料來源則偏少數。

B.意見領袖
所謂的「意見領袖」定義係指

「以文章數的多寡來判斷該作者針對本

研究所關注議題熱衷的程度」，換句

話說，當發文數越多代表其在本領域

能見度、積極度、甚至影響力都相對

較高。然而，因意見領袖與該關鍵字

的文章數量有直接關係，表 3為各關
鍵字的前 5名意見領袖及其發表文章
數，顯示除了「社會企業」、「地方創

生」與「多元就業」外，其他核心關

鍵字的意見領袖所發表的文章數皆偏

少數。

從「社會企業」來看，發表文章

數最多的乃是國內知名社企平臺「社

農村再生、在地整合、社區照顧、社區合作社、社區關懷、社區發展社區營造、
企業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商圈改造、商店街改造、人口回流、青年返鄉、
社區意識、地方品牌、社區產業、樂齡

將核心關鍵字獨立於不同平台進行探勘：聲量

分析、意見領袖、關聯辭彙、熱門文章、正負

口碑

將【核心+次級關鍵字】Ｘ【就業or創業or轉

型】於不同平台進行探勘：聲量分析、討論

熱力圖、文本分析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核心關鍵字

次級關鍵字

探勘來源

探勘階段

永續就業 多元就業 培力就業 經濟型計畫 社會型計畫

地方創生 非典型就業 以工代賑社區經濟

多元方案

勞動合作社社會企業

各大論壇 網路新聞 社群媒體部落格

分析地方創生的新就業型態、困境與模式

圖 2　輿情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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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流」，而其他四名則皆為社區或社企

組織，主要多是以文章分享為主。

其次，就「地方創生」而言，是

唯一屬媒體類型的意見領袖「天下雜

誌」，可能是因為近年區域發展、人口

老化、青年就業等社會趨勢，皆與地

方創生的推動有其極大關聯性，此外，

其他四名則皆為當地組織或人物，其

中值得關注的是多為青年參與，如「山

海工作營」、「地方創生的人們」、「王

彥涵」。

再者，「多元就業」則以「菁寮無

米樂社區」為主要的意見領袖，有可

能是因為該組織執行長為勞動部多元

就業開發計畫方案諮詢輔導培力師資，

成為增加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曝光度之

重要影響者。

C.關聯詞彙
希冀能夠透過文字探勘找出與各

核心關鍵字的關聯詞彙，藉由文字雲

的呈現方式從中看出與關鍵字最具關

聯性的人事物或單位等，以下針對「社

邍 2խ呍䗱ꡠ꒳㶶涸耫ꆀⴕ區
總聲量

社會
企業

地方
創生

多元
就業

以工
代賑

社區
經濟

培力
就業

非典型
就業

勞動
合作社

多元
方案

篇數 13014 7302 4480 779 385 238 209 180 162 69

比例 100％ 56.1％ 34.4％ 6.0％ 3.0％ 1.8％ 1.6％ 1.4％ 1.2％ 0.5％

新聞報導 48.70％ 40.8％ 53.4％ 57.1％ 68.1％ 71.0％ 65.6％ 71.7％ 46.3％ 87.0％

Facebook 42.20％ 50.6％ 37.9％ 35.6％ 13.2％ 15.5％ 30.6％ 18.3％ 39.5％ 8.7％

論壇 3.30％ 2.8％ 3.8％ 1.0％ 4.4％ 2.9％ 1.0％ 6.1％ 8.6％ 2.9％

部落格 3.40％ 3.8％ 3.1％ 2.4％ 0.8％ 8.4％ 1.0％ 1.1％ 3.7％ 0.0％

痞客邦 1.00％ 0.7％ 1.1％ 2.7％ 0.8％ 2.1％ 1.9％ 1.1％ 0.0％ 1.4％

YouTube 1.40％ 1.3％ 0.5％ 1.2％ 12.7％ 0.0％ 0.0％ 1.7％ 1.9％ 0.0％

Instagram 0.10％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邍 3խ չ爢剚⟱噠պչ㖒倰ⶾ欰պ莅չ㢵⯋㽠噠պ⛓笪騟䠑鋅걆郜
核心關鍵字 作者 文章數

社會企業

社企流 569
菁寮無米樂社區 197
SEE 用心快樂社會企業 172
成真社會企業 145
逗陣社會企業 144

地方創生

菁寮無米樂社區 115
山海工作營 62
地方創生的人們 46
王彥涵 44
天下雜誌 43

多元就業

菁寮無米樂社區 186
臺南市短期就業方案諮詢及輔導【中山管理教育基金會】 14
台灣就業通 11
黃之寶 7
賈中哥 JobGog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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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地方創生」與「多元就業」

有較多文章數的核心關鍵字分析其關

聯詞彙：

如圖 3，從「社會企業」的文字
雲來看，明顯看出最具關聯性的前 5
名分別為：活動、服務、創新、生活

與環境，另外若從部門性質來看，則

是與公司、政府與大學相關；就「地

方創生」而言，則是與產業、未來、

政府、經濟與文化等 5個詞彙最相關，
另以發展面向來看，除了文化外，也

有環境、青年、觀光等；在「多元就業」

方面，與工作、勞動部、活動、社會

與協會最具關聯性，明顯看出與多元

就業相關的部門性質，除了勞動部、

協會外，另有社區與企業。

邍 4խꡠ꒳㶶Xչ㽠噠ⶾ噠鱲㘗պ⛓耫ꆀⴕ區莅⢵彂
總聲量

就業

相關

創業

相關

轉型

相關

篇數 8032 5065 3442 1632

新聞報導 78.6％ 77.5％ 78.6％ 86.3％

Facebook 14.1％ 14.9％ 12.8％ 7.1％

論壇 3.2％ 3.9％ 3.5％ 3.2％

部落格 2.3％ 1.8％ 3.1％ 1.4％

痞客邦 1.1％ 1.1％ 1.0％ 1.4％

YouTube 0.7％ 0.7％ 0.9％ 0.5％

圖 3　「社會企業」、「地方創生」與「多元就業」之關聯辭彙

社會企業 地方創生 多元就業

N 7320眝 N 4480眝 N 779眝

ꡠ꒳鑂 崞 剪 ⶾ倞 欰崞 橇㞯
鑂걽 2578 2187 2180 2120 2100

ꡠ꒳鑂 欴噠 劢⢵ 佟䏎 竤憘 俒⻋
鑂걽 2296 1855 1848 1827 1776

ꡠ꒳鑂 䊨⡲ 鿈 崞 爢剚 ⼿剚
鑂걽 502 494 453 441 433

（2）第二階段文字探勘結果
本研究在完成第一階段的文字探

勘後，在這些文章中進一步與次級關

鍵詞「農村再生 or 社區經濟 or 在地整
合 or  社區照顧 or 社區合作社 or 社區
關懷 or 社區發展 or 社區營造 or 企業
社會責任 or 大學社會責任 or 商圈改造 
or 商店街改造 or 人口回流 or 青年返鄉 
or 社區意識 or 地方品牌 or 特色產業 
or 樂齡」與就業相關關鍵詞組「就業 
or 創業 or 轉型 」進行文字探勘。

針對核心關鍵字、次級關鍵字與

「就業、創業、轉型」的文字探勘，並

經過專家判讀後，共計有 8,032篇相關
文章（如表 4），從聲量來源來看，更有
78.6％的文章來自於「新聞報導」，尤其
是與轉型相關的文章，有高達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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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特地針對核心關鍵

字、次級關鍵字與「就業、創業、轉型」

提供三緯度的討論熱力圖，顏色深至

淺代表一篇文章同時提及關鍵字與「就

業」、「創業」、「轉型」相關的文章數

量多寡。因此，從圖 4可明顯看出，
同時在討論就業相關話題的文章中，

多數會提及到社會企業、多元就業、

地方創生此三核心關鍵字外，同時也

與社區營造、農村再生與青年返鄉有

關，另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就業的

文章中，同時提及多元就業與社區發

展有 134篇文章。
其次，在討論「創業」相關話題

的文章數，明顯比「就業」來得少，

多數會提及到地方創生、社會企業此

二核心關鍵字外，同時也與青年返鄉、

社區營造、大學社會責任有關。

再者，從討論「轉型」相關話題

的文章數，明顯又更少，多數會提及

到地方創生、社會企業此二核心關鍵

字外，同時也與青年返鄉、大學社會

責任、特色產業、樂齡有關。

上述經本研究整析後，可以觀察

到在就業、創業與轉型的討論文章中，

多數在社會企業、地方創生兩大領域

中，同時也會討論「青年返鄉」，顯

示與「青年」身分有高度關係，其次

為「社區營造」與「農村再生」。值得

注意的是，在「關鍵字 X創業、轉型」
兩方面，則與「大學社會責任」有某

程度的相關性，顯示產官學合作是政

府可再強化推動的重要模式。

2.新就業型態、困境與模式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上萬篇文章進

行文本分析，整析 2018年 6月至 2019
年 6月在網路上與地方創生、社會創
新相關的就業型態與困境。以討論聲

量來看（如表 5），有關「就業型態與
模式」的討論文章篇數最多（11,072
篇），其次為 4,673篇的「驅動力」（係
指提及的單位），而就業困境的討論相

對較少，尤其是勞工本身的困境僅 530
篇文章。另外，文章來源分布仍以「新

聞報導」為主，尤其是討論驅動力與

勞工本身困境的文章都有 7成以上是
來自於新聞報導；另外，討論就業型

態與模式除了有55.9％是新聞報導外，
也有 35.2％是來自於 FB。再者，討論
就業的外在環境挑戰之文章有 16.3％
來自於論壇，遠高於其他討論主題。

圖 4　關鍵字 X 「就業、創業、轉型」之三緯度討論熱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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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就業型態的驅動力
整體來看，本研究從文字探勘中

發現（如圖 5），將 4,673篇文章中有
提及的單位進行分類：第一部門（政

府政策、活動計畫），佔 22.3％、第二
部門（公司 /社會企業），佔 9.9％、
第三部門（NPO、地方社區），佔
67.9％，而這些可謂是推動地方創生或
社會創新的重要驅動力。

圖 5　新就業型態的驅動力之聲量分佈

痧♧鿈

痧✳鿈

痧♲鿈

Ⱇ�爢剚⟱噠
9.9%

崞鎙殥
8.3%

佟䏎佟瘼
14.0%

㖒倰爢⼦
16.3%

ⶾ䫏爢⟱��/10
51.6%

4,673

從文字探勘結果發現（如表 6），
第三部門參與的比例最高，包含 51.6％
創 投 社 企 / 非 營 利 組 織（1RQSURÀW�
Organization, NPO）與 16.3％地方社區，
進一步，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提供聲

量較大的地方社區與社企創投或非營

利組織之名單（如下表），在「地方社

區」方面，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

以觀光或文創方式結合當地文化或社

區特色，如仕安社區、逐鹿社區、太

平社區、臺南後壁、甲仙貓巷、轆轆

散步市集 /中興新村等；另一種則是商
圈再造，如精明一街商圈改造、臺北

迪化街、大稻埕廟口商圈改造。

邍 5խ倞㽠噠㘗䢀⛓耫ꆀⴕ區莅⢵彂

　 驅動力
就業型態
與模式

就業困境

外在環境
挑戰

勞工本身
困境

篇數　 4673 11072 1785 530 

新聞報導 70.6％ 55.9％ 58％ 71.1％ 

Facebook 20.5％ 35.2％ 20％ 10.6％ 

論壇 3.3％ 3.1％ 16.3％ 4.3％ 

部落格 3.9％ 3.3％ 3.9％ 10.6％ 

痞客邦 1.2％ 1.8％ 0.8％ 2.3％ 

YouTube 0.5％ 0.7％ 1.1％ 1.1％ 

邍 6խ倞㽠噠㘗䢀涸뀝⸂痧♲鿈
驅動力 名稱

地方

社區

甲仙貓巷、轆轆散步市集 /中興新村、
竹屋教學館、金城、落山風風景特定

區、精明一街商圈改造、台北迪化街、

大稻埕廟口商圈改造、仕安社區、逐鹿

社區、太平社區、台南後壁、南投竹山、

中區再生基地、蘭陽博物館 /藍博家族、
地方文化館等

社投 /
基金會 /
協會

飛夢林（善惠恩社會慈善基金會）、鑫

工坊（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

會）、活水社企投資開發 /活水社投 /
BCI2、蹲點台灣（中華電信基金會）、
國發基金、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等

若是「社投 /基金會 /協會」方面，
除了若水社企創投、國發基金這類與

投資相關的討論較多以外，同時也發

現聲量較大的非營利組織多是以「青

年」為主，如飛夢林提供弱勢青年在

咖啡館實習、鑫工坊則是鼓勵部落青

年返鄉、或是中華電信基金會長年舉

辦【蹲點臺灣】鼓勵大學生走入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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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扣除企業以外，從這些單

位不難看出仍與政府輔導地方發展的

政策或措施有其關聯性（如中興新村、

商圈再造、再生基地等），顯示臺灣的

地方創生前期政府仍扮演非常重要關

鍵的角色。

另外，雖公司企業或社會企業所

占比例不高（9.9％），但從探勘結果中
（如表 7）也不乏出現知名企業，如秀
泰影城、大成集團、富邦人壽與全家

便利商店等，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

許多企業多強調企業社會責任（CSR）
或是積極與當地政府合作，共同帶動

地方發展與提供就業。又如「勤美學」

是一個苗栗在地美學的實驗計畫，透

過旅遊與生活體驗，結合苗栗在地傳

統工藝、飲食、自然與生態，串聯在

地文化與產業鏈，也是一種新型態的

在地創生。

邍 7խ倞㽠噠㘗䢀涸뀝⸂痧✳鿈
驅動力 名稱

公司

企業

勤美學、微醺農場、竹南園區小鎮文

創、秀泰影城、竹科四期、大成集團、

富邦人壽、全家便利商店

社會

企業 /
合作社

公益廚房、社區廚房、講茶學院社企、

若水社企、台灣水色、綠生農場、仕

安合作社等

邍 8խ倞㽠噠㘗䢀涸뀝⸂痧♧鿈
類別 名稱

政府

政策

青年返鄉補貼、青年創業基金、青創

基金、青年加農、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移居高雄津貼、青年返鄉優惠租屋、

青年創業貸款、青年穩定就業補助、

青年考證照補助、農業貸款、青農貸

款、青創園區、新創育成基金、青年

事務小組、青年平價住宅、加強投資

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原住民族青

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原 young青年
返鄉體驗工讀計畫、公部門暑期專案

工讀等

活動

計畫

未來之星、亞洲社會企業挑戰賽、社

會企業獎勵計畫、青年 Taloma、合作
社實習經理人璞石成玉實施計畫、暨

大科院 USR計畫品牌、創業計畫、
青年就業輔導計畫、青年返鄉計畫、

USR計畫、SBTR、城鎮之心等等

除了上述知名企業外，本研究也

發現近 1年網路聲量較大的也有透過
不同的商業模式提供弱勢者就業機會，

例如「社區廚房 /公益廚房」、「若水
社企」、「臺灣水色 New Taiwan Vision」
等；另外也有跟農產發展相關的模式，

如推動茶認證機制的「講座學院社企」

或整合當地社區農友共同行銷農產的

「綠生農場」與「仕安合作社」。

此外，若從政府相關計畫來看（如

表8），明顯看得出來這1年多以「青年」
為主要的補助或輔導的對象，包含創

業基金、青年返鄉、青農創業等方案，

此外如果從地方政府來看，高雄市移

居也是網路聲量較多的方案。

（2）新就業趨勢與模式
如圖 6所示，從近 1年「就業、

創業、轉型」與地方創生、社區發展、

多元就業等相關的網路文章中，最常

提到的是「進修考照」相關的內容，

可區分為幾類：

A. 政府政策：例如日本地方創生目前也
向市民團體或非營利組織（1RQSURÀW�
Organization, NPO）等推廣學習「地
方經濟分析系統（RESAS）」的證
照制度；又國內許多大學也陸續開

設地方創生的相關學程與課程，讓

學生在求學過程中就能透過參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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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培養在地就業的意識；另外也

有不少政府各式證照課程活動 PO
文，包含賈中哥 JobGogo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來趣新北金發

局、勞工及青年服務讚等。

B. 就業需求：在地發展行業多數都需
要有專業技能或證照，例如廚師、美

容師、咖啡師、烘培師、導遊等；亦

或是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相關文章也會

提及輔導進用人員考取相關證照，如

調音師、裁縫師與技師執照等。

C. 推動困境：例如社區組織舉辦微旅
行就會被相關業者檢舉「無公司牌

照」、「無導遊執照」的法規問題。

除此之外，在產業類別方面，以

「文創產業」居多，約佔 34％，由於地
方創生、社區發展或多元就業多強調

在地特色，明顯看出所提及的文創產

業與手工藝創作結合當地文化居多，

尤其是原住民部落文化。其次，則是

11.5％是「開店展業」與 8.1％的「農
業發展」，其中多與青年返鄉議題相

關，例如「86 設計公寓」透過空間串
聯在地社群，為基隆青年提供一個創

11,072

1,758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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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新就業型態與模式

業的機會、「拿鞘」年輕創辦人使用自

然掉落於土地上的檳榔鞘葉，製作成

工藝品，透過創新融合原住民文化，

又或是透過科技改良研發新的農產品

種並自創品牌等。最後，雖比例不高，

僅 4.4％有討論到零工兼職的工作模
式，然其中也有提及到近年為大眾所

討論的「零工經濟」局部取代「典型勞

動關係」，可能也是因為創新數位化資

訊科技的發展。綜上發現，多數產業發

展與網路或科技技術有其相關性。

整體來看，新就業趨勢中在就業

型態方面包含文創產業類型、開店展

業、農業發展等，且可以發現多與網

路科技相關，此與過去對於社會福利

政策下所產生的就業型態產生了差異

性，過去多以勞力工作性質為主，而

如今在政府大力推動地方創生相關政

策的同時，顯然目前社會創新多屬跨

域商業模式，亦可作為政府未來輔導

進用單位時可朝向跨領域的創新型態。

此外，進修考照為關鍵工作條件，故

未來可以加強對於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與培力計畫的進用人員提供相關考取

證照的課程，或是能夠在審查計畫方

案企劃時，將進用單位有沒有提供相

關輔導機制做為加分，以強化進用人

員進修考照的培訓。值得特別注意的

是，零工兼職可能是未來的一種工作

模式，因此未來多元就業方案與培力

就業計畫可再加強研擬有關兼職工作

類型的輔導方案與補助方式。最後，

在地方發展的相關法令政府應該要加

強鬆綁速度或優先進行部會整合機制，

以利社區組織新型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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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就業型態的困境
在近 1年網路上談論到新就業

型態的困境之文章數相對較少，本研

究分為兩個面向，包含外部環境困境

（1,785篇）與勞動者本身（530篇），
如圖 7。

在外部環境困境方面，首要面對

就是「區域發展不均」（72.2％）的問
題，包含提及到當地經濟發展較差、

城鄉差距、勞工薪資差距，也提到人

口外流的問題，尤其是選舉期間經常

提及的北漂現象。 此外，有 24.8％提
及到「工作機會少」的就業困境，而

此就業困境有可能也是與區域發展不

均呈現連動關係。最後，也有少數文

章（3.1％）談論到產業轉型失敗或是
有些地區發展多屬夕陽產業類型。

另一方面，如圖 8所示，530篇係
討論是因為勞動者本身的條件，32％
有提及到新鮮人因剛踏出校園初入職

場，經常面臨到對於就業市場不夠熟

悉且自身條件不足的困境，另外也有

25.9％是因為本身屬中高齡工作者而求
職不易與 21.6％是因為照顧家庭或屬
弱勢家庭者。再者，有 14.7％是因為
受限於自身屬身心障礙者和 4.8％為更
生人或街友都不利於求職。最後，也

有少數文章提及到職場平權或歧視女

性的現象。

穡锸莅䒊陾
鑑於政府與民間協力創造失業者

在地的就業機會，包含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與培力就業計畫，而此兩項方案

計畫更成為近年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

重要中央資源挹注的來源。多年來，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特別是經濟型計畫

及培力就業計畫的共同目標皆是希冀

能透過政府資源的挹注與輔導，由民

間提案團體針對地方發展的需求，發

展地方產業並帶動就業。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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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就業型態之外部環境困境

圖 8　新就業型態之勞動者本身條件限制

036



以資料科學方法探索台灣地方社區新就業趨勢

⿻耷噠㸞遺欰灇瑖㷎ⴚ 110 䎃 6剢贫

究便透過首次國內針對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與地方創生的網

路文章與資料，經過文字探勘後，提

出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1.「社會企業」聲量最大且具影響力：
政府未來可強化輔導社會企業整體

營運

從地方創生、社會企業、多元就

業等多組關鍵字聲量分析來看，社會

企業的聲量最大，其次為地方創生；

另外，聲量來源多以新聞報導、FB為
主，尤其是政府政策的關鍵字更以新

聞報導居多，例如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培力就業、非典型就業等；再者，整

體從各關鍵字的意見領袖來看，多以

「社企流」、「菁寮無米樂社區」、「相

關社會企業」為主，顯示這些平臺發

文與各關鍵字相關的文章數較多，代

表其平臺的能見度、積極度、甚至影

響力都相對較高。

進一步，將各關鍵字與「就業、

創業、轉型」再進行文字探勘後，結

果發現在探討這些議題的單位部門，

本研究稱之為新就業型態之驅動力，

以第三部門（NPO、地方社區）出現
在文章中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第一部

門 （政府政策、活動計畫），最後則
是第二部門（公司 /社會企業）。然而，
NPO與地方社區參與比例雖高，但財
源卻仍多來自於政府補助（如中興新

村、商圈再造、再生基地等），顯示目

前臺灣地方創生與社區發展仍依賴政

府挹注資源的程度較高。

2. 建議政府結合企業與大學社會責任，
加強在地產官學連結

此外，公司企業或社會企業雖然

比例不高，但多與企業社會責任有極

大關聯性，且較能以創新商業模式解

決社會問題，此外在探勘「關鍵字 X
創業、轉型」時，與「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有某程度的相關性。就如我國地方創

生策略中提及應積極推動產官學共同

參與，建議未來政府可以再加強擔任

媒合的角色，將當地社企或合作社與

在地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或
當地大學社會責任（USR）進行串聯，
又或是增加誘因鼓勵企業主運用不同

形式返鄉參與地方創生。

3. 建議多元開發方案與培力就業計畫
增加進修考照的輔導與培訓項目

最後，在新就業型態方面，經文

字探勘後整理分析幾種不同的工作模

式，包含文創產業類型、開店展業、

農業發展等，而零工兼職也可能是另

一種工作模式，進修考照則成為關鍵

工作條件。由於新工作形式多數需要

進修與相關證照，且零工經濟可能也

是工作趨勢，故建議未來多元就業開

發方案與培力就業計畫可以提供獎勵，

鼓勵進用人員進修考照，以提升其離

開計畫後的就業競爭力。

4. 建議多元開發方案與培力就業計畫
鼓勵「青銀共創」的就業型態

在新就業型態的困境方面，包含

「外在困境」如區域發展限制、工作機

會少、產業轉型失利，以及「工作者

條件」，如新鮮人缺乏工作經驗、中高

齡、身心障礙、家庭照顧需求等。建

議未來可調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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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業計畫的進用機制，例如鼓勵「青

銀共創」的人力組成，可以透過年輕

人的工作能力與銀髮族的工作經驗激

盪出更多不同的職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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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變化之探討

民國 110年 3月 23日投稿，民國 110年 4月 26日修改，民國 110年 5月 18日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王素彎，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研究員，10672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75號，電子郵件
信箱：wsw@cier.edu.tw

肬㵦殆耷⨢讐峸顦锞걆罏耷巆隶⻋⛓䱳鎣
桬稇䔪 1䕠稇梥 1꤫뜩蟣 2

1中華經濟研究院
2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䶰銴
本文運用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等資料庫中的相關檔案資料，觀察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請領者於生育滿 3年、滿 6年的職涯變化：包括持續於同一事業單位就業、
轉換職場，以及未繼續投保勞保者。其中，針對有就業者（涵蓋男性請領者）則

進一步觀察其投保薪資級距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國內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以同時請領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為多數，其中有 86％以上為女性。就
勞保投保薪資級距觀察，呈現兩極化分配（即投保薪資級距集中於兩端的族群比

重相對較高）。在職涯歷程變化來看，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短期（3年）退出職場
比率高、投保薪資級距下降者比率較高，但長期（6年）退出職場比率、投保薪
資級距下降比率均較短期降低，投保薪資級距上升比率則提高，顯示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政策對請領者的職涯與薪資的不利影響，都屬短期效果，長期而言，仍會

逐漸趨近於與未使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者相同的結果，與文獻上的研究一致。

本文建議應持續針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就業與薪資歷程觀察，並瞭解高

投保薪資者、部分行業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卻步的原因，以及該政策對特定

族群的影響。

ꬨꞇ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職涯歷程、友善家庭政策、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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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鎊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

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對於友善家庭政
策（Family-Friendly Policy）的定義，
友善家庭政策係以促進適合家庭資源

與幼兒發展的方式，協助父母調和工

作與家庭生活的政策，以增加父母在工

作與照護上的選擇，提升就業機會上的

性別平等，因此政策措施多以平衡工作

與家庭生活為主，其中育嬰留職停薪也

是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的一環。

我國育嬰留職停薪制度係規範在

2002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中，當
初的立法理由主要考量嬰幼兒是民族

命脈的延續，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生育照顧健康的下一代，是國家的社

會投資、全民的使命，並非單純女性

的責任。為方便照顧幼小孩童，同時

保障父母的工作權，乃有男女性受僱

者均可申請育嬰休假的規定。1可見當

初制定育嬰留職停薪的規劃，即慮及

男女性受僱者皆可申請，率先落實性

別平等的精神。然而，在當時的「兩

性工作平等法」2中雖然已規定「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不過，直至 2009年「就業保險法」才
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相關規範納入，

自此開啟我國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可

請領津貼的新頁。

雖然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施行

已超過 10年，惟相較於歐美各國，我
們對於其影響育兒勞工的職涯發展仍

欠缺瞭解，本文主要運用勞保資料庫

中的相關檔案資料，觀察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請領者於生育滿 3年、滿 6年
的職涯變化，若有就業者則進一步觀

察其投保薪資級距的變化，其中也涵

蓋男性請領者，期能透過對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請領者就業與投保薪資的追

蹤，與未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做

一對照，俾掌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

度的成效，供政府未來決策參考。

灇瑖倰岁
本文透過運用勞保資料庫中的事

業單位檔、單位被保險人檔、生育給付

檔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檔等，透過

資料整合勾稽與數據分析，以整建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於孩童出生後的勞

保投保樣態。由於育嬰留職停薪制度自

2002年法制化以來，依其有無提供津貼
可分為無津貼期（2006年4月底前生育
者）、過渡期（2006年5月∼2009年4月
底前），以及有津貼期（2009年5月∼
迄今）等3段期間。
由於 2006年 4月底前，雖然得根

據 2002年「兩性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第 1項的規範，凡是任職 30人以上
事業的受僱者，不分性別，只要工作

滿 1年，而且有 3歲以下的子女以及
配偶也在就業中，便可以向雇主申請

最多 2年的育嬰留職停薪。若同時有 2
名以上子女，則可以最小孩子的名義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2年，中間不須復
職，只有特定條件下，雇主才能拒絕

受僱者的復職要求。不過，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制度的人數相當少。根據勞

⿻耷噠㸞遺欰灇瑖㷎ⴚ 110 䎃 6剢贫

1立法院第四屆第一會期第三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42號委員提案第 2381號。
2「兩性工作平等法」於 2008年修正法案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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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資料，自 2002年至 2008年累計
請領人數僅 27,011人，其中具勞保身
分者 16,071人，平均每年約 2,296人，
相對於 2009年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開辦
時的請領人數 29,182人，明顯為少；
而且因有適用企業規模請領之相關規

範，並非符合資格者皆可適用，因此，

將不針對無津貼請領者分析。

對於追蹤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者的資料，以 2009年 4月底作為有無
津貼之區分時點，因考慮育嬰留職停

薪的申請需為小孩未滿三歲者才符合

資格，因而將追蹤期間區分為生育滿 3
年、生育滿 6年的職涯觀察，以 2004
年請領者為例，追蹤期間 3年則觀察
期為 2007年，若追蹤 6年，則為 2010
年；2009年請領者，追蹤 3年、6年
的觀察期分別為 2012年、2015年，其
餘依此類推。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

職涯歷程，本文主要觀察請領者在追

蹤期是否持續就業（包括同一企業、

轉職），或是中斷就業 3？並觀察其就

業期間投保薪資級距的變化，以作為

津貼政策影響評估的基礎。

俒桐㔐곃
以下針對與育嬰假制度對女性勞

動供給影響的相關文獻加以整理。

Lalive and Zweimüller[1] 使 用 奧
地利社會安全資料庫（Austrian Social 
Security Database, ASSD）中於 1985、
1987、1990及 1993產下第一胎孩子的
母親進行研究，發現育嬰假會延遲母

親回到職場的時間，對母親的收入亦

有短期的下降影響，但長期效果並不

顯著。Lalive et al.[2] 使用同樣的資料
庫及不連續差異迴歸模型（difference-
in-differenc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亦發現相似的結果，即較長
的育嬰假會延遲母親們回到職場的時

間，但此效果在中期並未對母親的就

業及薪資造成顯著負向影響。

在加拿大，2000年的育嬰假政策
改革將給薪的育嬰假由 25周延長至 50
周，因此 Hanratty and Trzcinski[3] 運
用 了 1998-1999、2000-2001 與 2002-
2003年的全國兒童和青少年縱向調
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Children and Youth, NLSCY）資料和差
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來估計育嬰假政策改革的效
果，發現延長育嬰假給薪的政策，短

期內使生產完的母親回到職場的人數

下降，但對母親的就業率並沒有顯著

地 影 響。Baker and Milligan[4] 利 用
1976年至 2002年勞動力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 LFS）的資料，以加拿大
已婚男性與已婚但沒有小孩的女性做

為控制組，亦發現較長的育嬰假使母

親生產完在家中的時間變長，並發現

育嬰假有維持母親在生產後留在職場

的效果。

Baum[5]以美國 1986到 1994年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的資料，利用DID模型估計
1993年開始實施的無薪育嬰假的政策
效果，以男性作為控制組，同時考量

3有關中斷就業，主要是該請領者無法由勞保被保險人資料勾稽到保險證號，其可能退離職場，也可能轉投公
務人員保險、農民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由於此類多屬於退離職場，在此以「未就業」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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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已婚男性因為家庭分工的存在，有

受到育嬰假政策影響的可能，因此，

另外再加上未婚男性作為第2組控制
組，發現育嬰假對於母親的就業及薪

資並無顯著效果。Klerman[6]也使用
了1978至1990年的NLSY和人口現況
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資料來分析前述的無薪育嬰假的政策

效果，發現約有60％的全職職業婦女
會回到生產前的公司，但對剩下40％
的全職職業婦女而言，無薪育嬰假並

沒有維持母親生產後留在職場的效果。

Rossin-Slater et al.[7]則是透過1999年
至2010年的人口現況調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和DID模型來
估計加州（California）施行給薪育嬰假
的效果，他們選擇較早生產而不受政

策改革影響的女性、沒有生育小孩的

女性及在其他州生產的女性做為控制

組。發現請完育嬰假復職之後，新生

兒的父母在幼兒出生後1-3年，工時
增加約10％至17％，視就業情況不同
而有差異，薪資也有類似的情況。

而 Joseph et al.[8]研究2004年法國
實施育嬰假改革的效果，該政策改革

提供未工作或改做兼職工作的父母育

嬰假津貼，他們使用PSM（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進行分析，發現給
薪的育嬰假能增加就業，但減少了

兼職工作者的薪資。Schönberg and 
Ludsteck[9] 運用1976年至1994年的社
會安全紀錄（ Social Security Records）
資料和DID法，分析德國五次育嬰假
延長的政策效果，發現育嬰假的延長

降低母親的短期就業率，但對母親們

的長期就業率影響不大。Albrecht et 
al.[10]則使用瑞典1992年至1993年的

家庭與工作資料庫與固定效果模型，

發現當女性投入育嬰假的時間增加1
個月時，其薪資將下降0.15％；男性的
薪資折損效果則為0.57％。

Broadway et al.[11]專注於母親在
生育後第一年參與勞動市場的結果，

他們發現申請育嬰假的女性在第一個

半年對就業有正向影響，亦即回到市

場的機率較高，與其他的文獻研究結

果相一致。他們也提供新的證據，即

在同一個條件下，對持續在同一個地

方工作會有正的影響，而其他的研究

則得出不同的結果。也有少數的文獻

可以區別出育嬰留職津貼會有不同的

影響，其中尤以對殘障、低所得、低

教育程度的母親保有持續就業以及維

持相同的勞動條件效果最大。

江純芳 [12] 採用勞保資料透過 3
種不同的統計模型，估計 2009年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政策施行後的效果，發

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提升了職業

婦女在生產後申請育嬰假的機率，但

育嬰假並沒有提升婦女在生產 4年後
留在職場的機率，說明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提供了生育婦女短期的工作保護。 
王素彎等 [13]運用 2004年至 2007

年 15至 44歲婦女的勞保資料，探討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提供後，申請期間

一年以內的比重大幅提高。就申請者

來看，中、高所得者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比重相對較低所得者為高，從事行

業也有較大不同。由追蹤所有生育婦

女 12年的資料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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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在勞動市場的比重也

較整體育兒婦女略高 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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灇瑖穡卓ⴕ區
1.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與請領概況

(1)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
育嬰留職停薪乃是讓甫為父母的

受僱者得以先照顧與安頓好嬰幼兒後，

不必擔憂失去工作地重返勞動市場。

我國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最早可追溯自

1989年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女
性教師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處理原

則」，不過，一直都以處理原則或辦法

的方式規範，直到 2002年「兩性工作
平等法」施行，才將育嬰留職停薪制

度予以法制化。

2002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中，
雖然提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並載明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

法律定之。然直至 2009年「就業保險
法」才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將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相關規範納入。自

2009年 5月 1日起，無論事業單位規
模大小，皆可適用育嬰留職停薪制度，

凡參加就業保險的被保險人之保險年

資合計滿 1年以上，子女滿 3歲前，
每一子女最高可申請 6個月 6成薪的
育嬰留職津貼，按月發給（「就業保

險法」第 10條、第 11條、第 19條之
2），期望透過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協助育兒勞工續留職場，提升整體勞

動參與率，以達到保障育兒勞工之工

作權益也兼顧家庭工作平衡的發展。

有 3歲以下子女 2人以上的勞工，
同一時間只能用 1名子女的名義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但可以先用一名

子女的名義申請 6個月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後，再換另一名子女的名義申請。

若是父母同時都符合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的資格，則可以分別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所以 1名子女可以經
由父母雙方申請，最多可以領取 1年
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2)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現況
A. 申請件數與金額

依據勞動部統計，在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發放之前，每年育嬰留職停

薪申請人數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至

2008年總計申請人數僅略高於 5,500
件。其中具勞保身分者 3,691件，約占
三分之二（67％），公保身分者約占三
分之一，其中女性約占 95.7％，男性
僅占 4.3％。在 2009年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發放後，申請就業保險的育嬰留

職停薪人數顯著提升，2009年的給付
件數大幅提高至 109,861件，其中男性
19,364件（占 17.6％）、女性達 90,497
件（82.4％）；初核件數 26,472 件，
男性 4,808件（18.2％）、女性 21,664
件（81.8％）；津貼規模約 17.2億元、
男性津貼規模約 3.0億元（17.6％）、
女性津貼金額 14.2億元（82.4％）。至
2019年，申請件數達 426,885件，給
付金額達 84億元，其中女性申請件數
與給付金額約為男性的 4.2倍。

累計至 2019年，申請人數（即初
核之累計人數）已達 78.6萬人，累計
核付金額約 770.4億元，其中女性累計
約 64.9萬人，占 82.6％，男性申請人
數累計約 13.7萬人，占 17.4％。（請
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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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期滿參與勞動
市場概況

依據勞動部調查 4,5，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於 2018年期滿者，在期滿後至
2019年 6月底前曾回原單位加保者占
78.1％，期滿後未回原單位但至其他單
位加保者有 15.2％，期滿後未再加保者
（離開職場）為 6.6％。此外，返回原事
業單位後與育嬰留職停薪前的勞動條

件，有 4.4％的人遭降薪、13％的受訪
者反映工作量變多，也有 18.9％的受訪
者認為考績受影響。該調查發現，期滿

回到原事業單位中，有 8.3％未回到原
職，其中雇主單方決定者占 3.9％，還
有 0.7％變更工作縣市。

2.利用勞保資料追蹤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請領者的屬性分析

(1)資料處理說明
本節利用勞保資料庫中的事業單

位檔、單位被保險人檔、生育給付檔，

以及就業保險資料庫之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檔等的資料，以被保險人身分證

字號勾稽，整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

領者於孩童出生後 3年、6年的勞保歷

表 1　2009年至 2019年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金額及初次核付人數
單位：件、萬元

性別 合計 男 女

類別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年 　 初核 初核 初核

2009 109,861 26,472 172,027 19,364 4,808 30,275 90,497 21,664 141,752

2010 190,281 34,218 312,837 36,790 6,500 59,958 153,491 27,718 252,879

2011 209,532 40,498 357,077 36,441 6,928 62,248 173,091 33,570 294,829

2012 288,364 56,165 493,764 46,507 8,947 81,213 241,857 47,218 412,551

2013 338,466 62,595 589,843 55,342 10,308 98,565 283,124 52,287 491,279

2014 356,731 68,301 638,810 58,125 11,013 106,854 298,606 57,288 531,957

2015 461,900 85,872 843,558 76,061 14,258 143,097 385,839 71,614 700,461

2016 461,808 85,655 860,751 80,271 14,909 153,834 381,537 70,746 706,916

2017 460,492 85,022 880,291 81,962 15,050 161,775 378,530 69,972 718,516

2018 441,973 81,333 856,325 79,245 14,739 157,943 362,728 66,594 698,382

2019 426,885 79,025 842,865 80,982 15,038 163,662 345,903 63,987 679,203

累計 786,489 7,704,473 137,237 649,252

資料來源：2009~2019年，勞保局，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金額及初次核付人數－按縣市分（98~108年）
https://www.bli.gov.tw/0013465.html

4詳參勞動部歷年之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關懷調查，此處所引數據為 108 年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關懷調查
統計結果，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22menu.htm。

5108年之調查係以台灣地區已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並於 107年 1月至 12月間期滿之受僱者為抽樣母體辦理，
共完成有效樣本 5,55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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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觀察其就業職涯及投保薪資級

距的變化。

由於 2009年 5月「就業保險法」
規定小孩滿 3歲前可請領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亦即 2006年 5月後生育婦女
在滿足相關請領資格者皆可申請，惟

相關津貼為兼顧育嬰留職停薪者之子

女撫育需求及社會保險不重複保障原

則，如果父母都是被保險人，於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歲子女（如雙（多）胞胎
子女）者，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

定可同時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若符合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請領條件者，得

同時請領不同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至於撫育 1名未滿 3歲子女的父
母，可以分別請領，但期間不能重覆。

本文的資料勾稽期間 2006年 5月
至 2019年 12月止，以 2016年為截點，
以保留至少 3年作為 2016年生育者的
職涯觀察期，因此，以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的請領族群特性分析期間皆為

2006年 5月至 2016年 12月止。
(2)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請領族群特性
A. 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者大幅上升

透過生育給付檔與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資料檔勾稽，發現請領者分為三

類（請參閱圖 1），分別是：
（A）申請生育給付但未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者；

（B）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者與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者；

（C）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三類。
其中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者，可能包括父親身分（生育給付僅

限母親身分請領），以及若干未符合

生育給付請領條件（如投保年資未符

合）但符合育嬰留職停薪資格的育兒

婦女。

請領生育
給付婦女

未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未請領生育
給付者

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1) 

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2)

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3)=(1)+(2)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

歷年資料。

圖 1　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資料比對

根據勾稽勞保資料庫中的相關檔

案，發現在 2006∼ 2016年期間，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達 454,580人，
其中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者約 38.7萬人，占 85.1％，
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合計約

6.7萬人，占 14.9％，以同時申請生育
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居多數，

且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占整體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之比重，

由 2006年的 15.7％，降至 2016年的
14.7％。（請參見表 2）
就整體生育婦女來看，2006年至

2016年總數達 1,368,917人，其中同時
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

總數約 38.6萬人，占整體申請生育給
付者之比重逐年上升，至 2016年已達
42.7％，平均比重約 28.3％，反之，僅
申請生育給付而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者約有 98.2萬人，占整體申請生育給
付者的比重則逐年下降，由 2006年的
97.8％，降至 2016年約 57.3％，可見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生效後，生育婦

女請領頻率大幅提高（請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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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年至 2016年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身分

類別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小計（3）
=（1）+（2）

同時申請

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1）
僅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2）

件數 件數 比重（％） 年增率 件數 比重（％） 年增率

2006 1,833 1,545 84.3 - 288 15.7 -

2007 9,325 7,365 79.0 376.7 1,960 21.0 580.6
2008 17,042 13,724 80.5 86.3 3,318 19.5 69.3
2009 29,712 24,665 83.0 79.7 5,047 17.0 52.1
2010 29,635 25,122 84.8 1.9 4,513 15.2 -10.6
2011 43,408 37,161 85.6 47.9 6,247 14.4 38.4
2012 59,341 51,095 86.1 37.5 8,246 13.9 32
2013 53,949 46,217 85.7 -9.5 7,732 14.3 -6.2
2014 65,582 56,432 86.0 22.1 9,150 14.0 18.3
2015 71,706 61,238 85.4 8.5 10,468 14.6 14.4
2016 73,047 62,285 85.3 1.7 10,762 14.7 2.8
合計 454,580 386,849 85.1 - 67,731 14.9 -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表 3　2006年至 2016年生育給付請領者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概況

類別

申請生育給付者

小計（3）
=（1）+（2）

未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1）
同時申請

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2）

件數 件數 比重（％） 年增率 件數 比重（％） 年增率

2006 70,649 69,104 97.8 - 1,545 2.2 -

2007 108,917 101,552 93.2 47.0 7,365 6.8 376.7

2008 108,410 94,686 87.3 -6.8 13,724 12.7 86.3

2009 116,070 91,405 78.7 -3.5 24,665 21.3 79.7

2010 100,969 75,847 75.1 -17.0 25,122 24.9 1.9

2011 129,520 92,359 71.3 21.8 37,161 28.7 47.9

2012 159,202 108,107 67.9 17.1 51,095 32.1 37.5

2013 131,844 85,627 64.9 -20.8 46,217 35.1 -9.5

2014 147,103 90,671 61.6 5.9 56,432 38.4 22.1

2015 150,363 89,125 59.3 -1.7 61,238 40.7 8.5

2016 145,870 83,585 57.3 -6.2 62,285 42.7 1.7

合計 1,368,917 982,068 71.7 - 386,849 28.3 -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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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多為生育
婦女

由於資料庫係以身分證第 2碼作
為分辨性別之代號，其中 1為男性；
2為女性，若干具外籍身分者，其係以
護照號碼做為投保身分識別，因而第 2
碼可能為其他英文代號。就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者的性別來看，凡是可

申請生育給付者僅有生育婦女，因此，

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者及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者全部視為女性，達 386,849人，
其中僅有 2,449（0.63％）係以護照號
碼認定為女性，其餘都是根據身分證

認定，達 99.37％。至於僅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者，約有 6.1萬人（占該類比重
90.37％）為男性（身分證第 2碼為 1），
另有 6,520位（占該類比重約 9.63％）
視為廣義女性，其代號為A、B、C、D。
而僅申請生育給付者，約有 99.32％為
女性，其餘有6.7千人代號為B、D、H，
亦視為廣義女性，總計有 98.2萬人。
（請參閱表 4）

C.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投保薪資
兩極化

若觀察 2006 年至 2016 年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投保薪資級

距結構，可發現請領者投保者薪資

以 12,001 元∼ 22,000 元級距，以及
40,001元∼ 45,800元級距為主，其中
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者投保級距在 12,001元∼ 22,000
元，所占比重達 27.2％，而投保薪資
40,001元∼ 45,800元級距者，所占比
重也達 23.1％。

至於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

的投保薪資，也以 12,000元∼ 22,000
元投保者所占比重約 30.6％，而投保
薪資以 40,001元∼ 45,800元所占比重
32.1％，將近三分之一，兩極化的現
象更為明顯，可能因為此一族群中涵

蓋男性請領者（占此族群的比重高達

90.3％），相對較女性請領者集中於此
二級距，不過，因為人數較少，因此，

就整體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而言，

並未受男性請領者的表現所左右。

表 4　勾稽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者之資料比對結果：性別

情況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合計
只申請

生育給付者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

僅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者

代號 件數 比重（％） 件數 比重（％） 件數 比重（％） 件數 比重（％）

1（男） 0 0 61,211 90.37 61,211 13.47 0 0.00 

2（女） 384,400 99.37 4,013 5.93 388,413 85.44 975,346 99.32 

2+（女） 2,449 0.63 2,507 3.70 4,956 1.09 6,722 0.68 

合計 386,849 100.00 67,731 100.00 454,580 100.00 982,068 100.00 

說明：有關情況編號，在此依據身分證號常用編碼，將「1」視為男性；「2」視為女性；惟因實務勾稽比對時，仍有若干
例外情形，如表格編碼之「A」、「B」⋯「H」等，在此另以「2+」標示為「廣義」女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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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只申請生育給付者兩極

化現象較不明顯，主要以投保薪資級

距在 12,000 元∼ 22,000 元為主，達
48.0％，可以看出只申請生育給付者可
能由於薪資水準不高，在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僅提供保額 6成薪的條件下，
多數無法使用育嬰留職停薪制度。（請

參閱表 5）
D.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以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居多

以大業別來看，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者以服務業從業人員居多，達

64.1％，但若以中業別來看，則以製
造業（31.9％）、批發零售業（24.6％）
居多。就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者，以及僅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者的行業比率來看，多數行

業的結構相似，但金融及保險業、醫

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同時申請生

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的占比

（分別為 6.1％、12.0％），遠高於該業
在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的占比

（分別為 3.4％、2.1％），而營建工程業
則是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的占比

高於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者的占比達 3個百分點以上。
至於農林漁牧業、其他服務業只

申請生育給付人數的結構比（分別為

3.7％、7.9％）遠高於育嬰留職停薪請
領者的結構比（0.1％、1.6％），主要
是因為農林漁牧業、其他服務業投保

者多在農漁會（9成以上）以及相關職
業工會（6成以上）加保，無法投保就
業保險，因此不適用育嬰留職停薪制

度所致。（請參閱表 6）

表 5　勾稽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者之資料比對結果：投保薪資級距

類別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只申請

生育給付者
同時申請

生育給付與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者

僅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者
合計

薪資級距 件數 結構（％）件數 結構（％）件數 結構（％）件數 結構（％）

12,000元以下 5,707 1.50 1,125 1.70 6,832 1.50 5,652 0.60

12,001元∼ 22,000元 105,242 27.20 20,697 30.60 125,939 27.70 471,303 48.00

22,001元∼ 25,000元 31,557 8.20 3,995 5.90 35,552 7.82 64,636 6.60

25,001元∼ 30,000元 57,904 15.00 6,296 9.30 64,200 14.12 99,969 10.20

30,001元∼ 35,000元 62,236 16.10 8,545 12.60 70,781 15.57 106,223 10.80

35,001元∼ 40,000元 34,680 9.00 5,327 7.90 40,007 8.80 59,483 6.10

40,001元∼ 45,800元 89,523 23.10 21,746 32.10 111,269 24.48 174,802 17.80

小計 386,849 100.00 67,731 100.00 454,580 100.00 982,068 1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耷噠㸞遺欰灇瑖㷎ⴚ 110 䎃 6剢贫048



表 6　勾稽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者之資料比對結果：行業別

情況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只申請

生育給付者同時申請生育給付與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

僅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者
合計

件數 結構（％） 件數 結構（％） 件數 結構（％） 件數 結構（％）

部

門

別

農業 417 0.1 96 0.1 513 0.1 36,652 3.7 

工業 131,688 34.0 31,126 46.0 162,814 35.8 320,399 32.6 

服務業 254,744 65.9 36,509 53.9 291,253 64.1 625,017 63.6 

行

業

別

農、林、漁、牧業 417 0.1 96 0.1 513 0.1 36,652 3.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82 0.0 24 0.0 106 0.0 190 0.0 

製造業 118,468 30.6 26,451 39.1 144,919 31.9 280,931 28.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62 0.1 103 0.2 365 0.1 641 0.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231 0.3 396 0.6 1,627 0.4 3,140 0.3 

營建工程業　 11,645 3.0 4,152 6.1 15,797 3.5 35,497 3.6 

批發及零售業 94,276 24.4 17,710 26.1 111,986 24.6 168,209 17.1 

運輸及倉儲業　 10,087 2.6 2,244 3.3 12,331 2.7 27,585 2.8 

住宿及餐飲業　 10,054 2.6 2,178 3.2 12,232 2.7 36,744 3.7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
資通訊服務業　

12,676 3.3 2,336 3.4 15,012 3.3 27,006 2.7 

金融及保險業 23,725 6.1 2,292 3.4 26,017 5.7 66,408 6.8 

不動產業　 5,191 1.3 1,120 1.7 6,311 1.4 11,214 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18,310 4.7 3,309 4.9 21,619 4.8 37,353 3.8 

支援服務業　 8,747 2.3 1,514 2.2 10,261 2.3 25,807 2.6 

公共行政及國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

3,543 0.9 391 0.6 3,934 0.9 10,995 1.1 

教育業　 13,519 3.5 723 1.1 14,242 3.1 47,022 4.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46,488 12.0 1,409 2.1 47,897 10.5 78,849 8.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1,939 0.5 361 0.5 2,300 0.5 10,085 1.0 

其他服務業　 6,189 1.6 922 1.4 7,111 1.6 77,740 7.9 

總計 386,849 100.0 67,731 100.0 454,580 100.0 982,068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生育給付資料庫歷年資料。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變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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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同期間請領者的屬性分析
2009年 5月起政府將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納入「就業保險法」之給付項

目，且父母均可申請，請領資格在滿

足其他要件之下，得在子女滿 3歲前
申請，因而請領者可溯及為 2006年 5
月後生育之夫婦任一方皆可申請，相

關津貼（按投保薪資之六成薪計算）

之請領期間 6個月（前項津貼，於同
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

一人為限），但若併計無津貼之期間，

則留職停薪期間最長可有兩年時間（即

留職停薪總期間為 2年，24個月；但
得申請津貼補助期間為 6個月）；且每
一名子女合計最長發給 6個月。因而
在此可將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者

之資料期間區分為前段之過渡期（2006
年 5月∼ 2009年 4月），即 2009年開
始發放津貼且子女未滿 3歲而符合申
請之期間，以及後段之津貼期（2009
年 5月起），即 2009年 5月開始之津
貼發放期。

（A）過渡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請領期間較長

根據表 7資料可知過渡期（2006
年 5月∼ 2009年 4月）有 36,522人次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平均請領期間約

9.26月，標準差約 0.03個月；而在津
貼期（2009年∼）有 418,058人次請
領，平均請領期間約 8.71個月，標準
差約 0.01個月。由此可知，過渡期間請
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較津貼期略長，但

資料的變異程度也較大。根據 t檢定的
結果顯示，t值為 8.5144，具有 1％之顯
著水準，亦即津貼期與過渡期之請領時

間具有顯著差異，且過渡期之請領時間

較津貼期略長。（請參閱表 7）

（B）以勞退薪資觀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請領者的薪資呈現右偏（低薪者比

重較高）

根據圖 2，可以發現在過渡期的
男性請領者雖然薪資分配呈現兩極化

分布，不過左端以基本工資級距投保

者略高於右端的最高投保級距；但在

後期則反之，以基本工資級距投保者

低於右端之最高投保級距，顯示在津

貼期有愈來愈多高薪的男性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就女性而言，雖然在

過渡期也是以左端之基本工資級距投

保者略高於右端之最高投保級距；但

兩極化的分配依然明顯，請領者薪資

依然呈現兩極化，且兩端的比例接近。

若檢驗其薪資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

根據表 8所列資料知就過渡期而言，
男女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平均

薪資無統計顯著差異；但在津貼期男

女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者的平均薪資

即有統計顯著差異，且男性明顯高於

女性。

表 7　不同期間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比較

類別

（期間別）
樣本數

平均

期間
標準差

過渡期

（2006年 5月∼
2009年 4月）

36,522 9.26 6.40

津貼期

（2009年∼）
418,058 8.71 5.40

合併資料 454,580 8.76 5.61

差距
Mean（1）–

mean（2）
0.55

差距統計顯定 t=8.5144***

註：***表示 p<0.005，代表在信賴水準 1%之下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 
   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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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期間、性別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平均薪資比較

過渡期（2006年 5月∼ 2009年 4月）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性 6,298 27,604 11,101

女性 30,224 27,624 10,329

合併資料 36,522 27,621 10,466

差距Mean（1）– mean（2） - 20 　

差距統計顯定 　 t=-0.1397

津貼期（2009年 5月∼）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性 54,913 31,937 10,567

女性 363,145 30,024 9,569

合併資料 418,058 30,275 9,728

差距Mean（1）– mean（2） 1913 　

差距統計顯定 　 t=43.0425***

類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過渡期（2006年 5月∼ 2009年 4月）       36,522         27,621   10,466 

津貼期（2009年 5月∼）      418,058         30,275   9,728 

合併資料      454,580         30,062   9,753 

差距Mean（1）– mean（2） - 2,654 　

差距統計顯定 　 t=-183.0425***

註：***表示 p<0.005，代表在信賴水準 1%之下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圖 2　不同期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之薪資分配：勞保投保薪資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變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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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勞保最高投保薪資僅限

45,800元，導致勞保投保薪資的分配
呈現如圖 2 的雙塔情形（即在基本薪
資、最高投保薪資級距有明顯的高聳

情形）。由於勞退薪資的投保級距分層

較多，且較貼近一般受薪階級的薪資

實況，因而再以勞退薪資投保級距，

觀察以勞保投保薪資與勞退薪資的分

配與變化 6。根據圖 3的結果，可以發
現以男性勞退薪資分析，右邊不再存在

類似以勞保最高級距投保所致的高塔情

形，但左邊以基本薪資投保的高塔依然

存在，且不論男性或女性，其薪資仍多

低於 5萬元以下，即原先過渡期、津貼
期，不同性別的勞保投保薪資兩極化分

布情形，轉變為右偏分配。

(3)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職涯發
展觀察

因考慮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需為

小孩未滿三歲者才符合資格，因而以

小孩出生滿 3年、滿 6年的時間為比
較基準。例如有婦女於 2010年 7月 28
日生育，則育嬰留職停薪與否對其職

涯及投保薪資級距歷程之可能影響，

係以 2013年 7月 28日、2016年 7月
28日為追蹤觀察的資料比較時點。
A. 就業概況 7

為觀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的就業變化，因此比對生育、育嬰者

的保險證號，以得知請領者是否仍在

原公司任職或是轉職，甚或未繼續加

入勞保，以下依據生育 3年、6年的時

6由於資料限制，請領育嬰留職停薪者的勞保投保薪資最高級距者有相當比例未能勾稽到勞退薪資，因而本文
分析仍以勞保投保薪資為分析基礎，勞退提撥薪資的觀察，僅供參考、對照。

7由於勞保資料庫僅就婦女申請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結果加以登錄相關資料，並未勾選或調查婦女申請原
因，因而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有可能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即打算不再回原公司或準備退出勞動市場，所
以認定育嬰留職停薪與工作狀態間的因果關係宜慎重，特此說明。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圖 3　不同期間、性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之薪資分配：勞退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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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間隔對應比較。就生育時與生育後

3年之比較而言，根據保險證號是否
相同可以分為：留在同一公司、轉換

公司（保險證號不同）、可能退離職場

（因未繼續加入勞保，而無法勾稽到保

險證號，可能退離職場，也可能轉投

公務人員保險、農民保險或國民年金

保險，以下以未就業代表）；若將比較

時間延長至 6年後，則同樣可以根據
保險證號異同，每一情況再區分為 3
種：同一公司、轉換公司、未就業，

因而 6年後之情境總計可概分為 9種
不同情況，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A）生育 3年後有 5成留在原公司，6
年後降為 3成 7
根據資料比對結果，發現生育

3年後約有 51.9％的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請領者留在原公司任職，生育 6年
後仍留在原公司任職者約有 37.7％
（case11）；約有 10.4％，於生育 3∼ 6
年間轉換公司（case12），另有約 3.8％
於生育3∼6年後未續保勞保（未就業）
（case13）。
（B）生育 3年後有 29.3％的請領者轉

換公司，第 6年以不再轉換的比
率較高

生育 3年後約有 29.3％的請領者
轉換公司，觀察其生育後 3∼ 6年間
的變化，約有 18.0％的請領者於生育
3∼ 6年後仍留在 3年前轉換的公司任
職（case21）；約有 9.3％，於生育 3∼
6年間再次轉換公司（case22）、另有
約 2.1％的請領者於生育 3∼ 6年間未
續保勞保（未就業）（case23）。

說明：生育後 3年未就業者，其 6年時之就業比較（同一公司、不同公司）係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時的事業單位為比較基準。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圖 4　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之職涯歷程變化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變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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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育 3年後有 18.7％未續保勞保
，但之後有 4成以上會重回就業
市場

生育 3 年間未續保勞保者占
18.7％，6年後其中約有 1.9％會回到
原生育時的公司（case31），但較多數
（約有 6.8％）雖然重回職場，卻非原
來任職公司，而是重新尋職，另有約

10.1％於生育後 6年間均未續保勞保
（未就業）（case33）。
（D）生育婦女未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留任同一公司比率相對較高

相對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

者，生育婦女未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3年期間都維持於同一企業（case11）
就業的比率達 64.0％，明顯高於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51.9％），轉
換公司、未續保勞保的比率則明顯較

低（分別為 24.6％、11.4％與 29.3％、
18.7％），至 6年時，留任同一公司的
比率也高達 51.9％，遠高於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請領者（37.7％），因此，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就業穩定性

相對較為請領者為低。（請參閱圖 4、
表 9）

表 9　勾稽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職涯歷程

時間 情境 編號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只申請

生育給付者
同時申請生育

給付與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者

僅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者
合計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三年 同一公司 case1 197,207 51.0 38,798 57.3 236,005 51.9 628,284 64.0 

六年

同一公司 case11 143,624 37.1 27,824 41.1 171,448 37.7 509,419 51.9 

不同公司 case12 39,593 10.2 7,847 11.6 47,440 10.4 93,548 9.5 

未續保勞保 case13 13,990 3.6 3,127 4.6 17,117 3.8 25,317 2.6 

三年 不同公司 case2 114,297 29.5 19,070 28.2 133,367 29.3 241,612 24.6 

六年

同一公司 case21 70,622 18.3 10,995 16.2 81,617 18.0 137,449 14.0 

不同公司 case22 35,975 9.3 6,348 9.4 42,323 9.3 86,459 8.8 

未續保勞保 case23 7,700 2.0 1,727 2.5 9,427 2.1 17,704 1.8 

三年 未續保勞保 case3 75,345 19.5 9,863 14.6 85,208 18.7 112,172 11.4 

六年

同一公司 case31 7,725 2.0 819 1.2 8,544 1.9 6,804 0.7 

不同公司 case32 27,885 7.2 3,070 4.5 30,955 6.8 35,817 3.6 

未續保勞保 case33 39,735 10.3 5,974 8.8 45,709 10.1 69,551 7.1 

總計 386,849 100.0 67,731 100.0 454,580 100.0 982,068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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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投保薪資級距變化
比較生育時與生育後 3年保險證

號是否相同以觀察投保薪資級距的變

化，可以分為：投保薪資級距向上、

相同級距、投保薪資級距向下、無薪

資（無法勾稽到投保薪資）；若將比較

時間延長至 6年後，則同樣可以根據
保險證號異同，每一情況再區分為四

種：投保薪資級距向上、相同級距、

投保薪資級距向下、無薪資，因而 6
年後之情境可以區分為 16種，以下分
別加以說明。

（A）生育 3年後投保薪資級距向上者
約 2成，6年後維持 3年前級距
的比率較高

根據資料顯示，約有 17.7％的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投保薪資級距

向上（case1），若將比較時間延長至
6年後，約有 3.3％的請領者投保薪資
級距進一步向上調整（case11）；約有
10.9％，於生育 3∼ 6年間薪資維持於
3年前的水準（case12）、另有約 2.4％
於生育 3∼ 6年後投保薪資級距較滿 3
年時之水準為低（case13）、另有 1.1％
未就業（case14）。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圖 5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者的投保薪資級距變化歷程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變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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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育 3年後以停留在同一薪資級
距約占五成較高，6年後維持原
級距的比率較高

生育 3 年後，約有 49.0％停留
與同一投保薪資級距（case2），生育
後 3∼ 6年間約有 12.2％者於生育
3∼ 6年後之投保薪資級距向上攀升
（case21）；約有 28.9％（case22），於
生育 3∼ 6年間維持於同一投保薪資
級距，即生育後迄滿 6年時間，投保
薪資級距未有變化，另有約 4.1％於生
育 3∼ 6年間投保薪資級距向下調整
（case23）、另有 3.7％於生育後 3∼ 6
年時間未就業（case24）。
（C）生育 3年後 14.6％的請領者投保

薪資級距向下，惟 6年後投保薪
資級距提升者占多數

生育滿 3年時，投保薪資級距向
下調整者（case3）占 14.6％，於生育
滿 3∼ 6年間約有 7.3％的投保薪資級
距向上調整（case31）；約有 5.37％，
於生育 3∼ 6年間維持生育滿 3年時
的投保薪資級距（case32）、另有約
0.6％於生育後 3∼ 6年間，投保薪資
級距持續向下調整（case33）；有 1.0％
因生育滿 3年時薪資級距向下，而後
於生育 3∼ 6年間未就業（case34）。
（D）對照只申請生育給付者，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生育 3年後投
保薪資級距向下的比率較高，但

6年後投保薪資級距提升者比率
較高

就只申請生育給付者而言，生育

滿 3年時，投保薪資級距向上或維持
相同的比率都比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

領者為高，而投保薪資級距向下的比

率則明顯較低。不過，這些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請領者在生育滿 3年時投保
薪資級距向下的族群，在生育滿 6年
時，薪資投保級距向上或維持相同的

比率已經明顯高於只申請生育給付者，

可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在短

期（3年）的薪資確實會受到影響，但
長期（6年）則回復生育時的薪資水準
或提高薪資的可能性更高。（請參閱圖 
5、表 10）
C.過渡期與津貼期的職涯歷程比較
（A）男女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在

不同期間持續就業的比重不同

表 11 為不同期間（過渡期、津貼
期）、性別（男、女）的育嬰留職停薪

請領者職涯的就業歷程比較，根據表

列結果可以發現男性或女性的過渡期、

津貼期就業歷程（比重）差異較大者，

為 3年時的持續就業與轉職的比重，
過渡期請領者生育後 3年持續就業比
重較高；但津貼期請領者生育後 3年轉
職者比重較高；於津貼期時男性與女性

轉職比例都較高；而未續保勞保之比例

則都呈下降。女性於津貼期之 3年、6
年未續保勞保比率都較過渡期為低。

（B）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生育 6
年後女性薪資下降比重減少

表 12為不同期間（過渡期、津
貼期）、性別（男、女）的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請領者職涯歷程投保薪資級距

的變化比較，根據表列結果可以發現

男性或女性的過渡期、津貼期薪資差

異（以各類別之比重比較），為津貼期

之薪資呈現上升或持平之比重都呈現

增加（與基本薪資提升有關）。不過過

渡期與津貼期比較時，持平之比重則

以過渡期高於津貼期；而津貼期請領

者生育後 3年下降之比重高於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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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勾稽生育給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的投保薪資級距變化歷程

時間 情境 編號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只申請生育給付者同時申請生育給付
與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者

僅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者

合計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件數
結構
（％）

三年 向上 case1 68,711 17.8 11,657 17.2 80,368 17.7 220,234 22.4 

六年

向上 case11 12,986 3.4 1,999 3.0 14,985 3.3 51,985 5.3 
相同 case12 42,227 10.9 7,390 10.9 49,617 10.9 135,401 13.8 
向下 case13 9,504 2.5 1,341 2.0 10,845 2.4 24,058 2.4 
無 case14 3,994 1.0 927 1.4 4,921 1.1 8,790 0.9 

三年 相同 case2 184,684 47.7 37,951 56.0 222,635 49.0 571,011 58.1 

六年

向上 case21 46,591 12.0 8,929 13.2 55,520 12.2 160,969 16.4 
相同 case22 108,322 28.0 23,063 34.1 131,385 28.9 363,219 37.0 
向下 case23 16,010 4.1 2,752 4.1 18,762 4.1 18,625 1.9 
無 case24 13,761 3.6 3,207 4.7 16,968 3.7 28,198 2.9 

三年 向下 case3 58,109 15.0 8,260 12.2 66,369 14.6 78,651 8.0 

六年

向上 case31 29,020 7.5 4,196 6.2 33,216 7.3 38,708 3.9 
相同 case32 22,733 5.9 2,978 4.4 25,711 5.7 30,773 3.1 
向下 case3 2,421 0.6 366 0.5 2,787 0.6 3,137 0.3 
無 case34 3,935 1.0 720 1.1 4,655 1.0 6,033 0.6 

三年
未續
保勞保

case4 75,345 19.5 9,863 14.6 85,208 18.7 112,172 11.4 

六年

向上 case41 9,794 2.5 1,032 1.5 10,826 2.4 15,102 1.5 
相同 case42 11,888 3.1 1,448 2.1 13,336 2.9 16,212 1.7 
向下 case42 13,928 3.6 1,409 2.1 15,337 3.4 11,307 1.2 
無 case44 39,735 10.3 5,974 8.8 45,709 10.1 69,551 7.1 

總計 386,849 100.0 67,731 100.0 454,580 100.0 982,068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表 11　不同期間、性別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職涯歷程比較－就業歷程

期間 期間 變化情況 男性 比重（％） 女性 比重（％） 合計 比重（％）

過渡期

2006年 5月∼
2009年 4月

3年
持續 4,090 65 17,096 57 21,186 58
轉職 1,315 21 5,975 20 7,290 20
退離 893 14 7,153 24 8,046 22

6年
持續 2,685 43 10,663 35 13,348 37
重回 157 2 1,348 4 1,505 4
轉職 2,593 41 12,820 42 15,413 42
退離 863 14 5393 18 6256 17
小計 6,298 100 30,224 100 36,522 100

期間 期間 變化情況 男性 比重（％） 女性 比重（％） 合計 比重（％）

津貼期

2009年 5月∼

3年
持續 31,885 58 182,934 50 214,819 51
轉職 16,463 30 109,614 30 126,077 30
退離 6,565 12 70,597 19 77,162 18

6年
持續 23,729 43 134,371 37 158,100 38
重回 585 1 6,454 2 7,039 2
轉職 23,867 43 163,055 45 186,922 45
退離 6732 12 59265 16 65997 16
小計 54,913 100 363,145 100 418,058 115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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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後滿 6年時男性薪資下降的比
重增加，女性薪資下降比重減少。

（C）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生育 6
年後重返職場比率、投保薪資級

距上升比率提高

若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與

只請領生育給付者，在職涯歷程、薪

資歷程上的變化併同來看，則在職涯

歷程變化來看，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

3年後退出職場者占 18.7％，只請領
生育給付者最低，僅 11.4％，但 6年
後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退出職場者占

15.9％，下降 2.8個百分點，但只請領

生育給付者反而微幅上升 0.1個百分點
至 11.5％，雖然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
領者於 3年後、6年後之退出市場比例
都高於只請領生育給付者，但觀察 3
年、6年之變化情形，可以發現在歷程
之變化比率而言，只請領生育給付者 3
年、6年之退出職場者之比率未有明顯
變化，但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之 3年、6年之退出市場比例，卻有相
對明顯之減少，顯示同時請領生育給

付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在生育滿 3
年後退出市場者，於滿 6年時有較高
的比率重回職場。

表 12　不同期間、性別之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職涯歷程比較－薪資級距變化

期間 期間
投保薪資級距變
化情況

男性 比重（％） 女性 比重（％） 合計 比重（％）

過渡期
2006年 5月∼
2009年 4月

3年

上升 862 14 2,987 10 3,849 11
持平 4,033 64 16,591 55 20,624 56
下降 510 8 3,493 12 4,003 11
退離 893 14 7,153 24 8,046 22

6年

上升 1,364 22 4,405 15 5,769 16
持平 2,661 42 10,502 35 13,163 36
上下 755 12 4,562 15 5,317 15
向下 655 10 5,362 18 6,017 16
退離 863 14 5,393 18 6,256 17

小計 6,298 100 30,224 100 36,522 100

期間 期間
投保薪資級距變
化情況

男性 比重（％） 女性 比重（％） 合計 比重（％）

津貼期
2009年 5月∼

3年

上升 9,874 18 66,645 18 76,519 18
持平 31,243 57 170,768 47 202,011 48
下降 7,231 13 55,135 15 62,366 15
退離 6,565 12 70,597 19 77,162 18

6年

上升 15,936 29 98,417 27 114,353 27
持平 19,248 35 98,974 27 118,222 28
上下 6,669 12 56,237 15 62,906 15
向下 6,328 12 50,252 14 56,580 14
退離 6,732 12 59,265 16 65,997 16

小計 54,913 100 363,145 100 418,058 100

說明：6年之薪資變化狀況，說明如下。薪資上升者包括：case11、12、21；薪資持平者為：case22；薪資上下者包括：
case13、31、41、42；薪資向下者包括：case23、32、33、43；退離職場者包括：14、24、34、44。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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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薪資變化，育嬰留職停薪

請領者 3年後投保薪資級距上升者
占 17.7％，下降者占 14.6％；在生育
6年後，投保薪資級距上升的比率達
26.4％，下降者占 13.8％，相對於生育
3年後，投保薪資級距上升的比率提高
達 8.7個百分點，投保薪資級距下降的
比率略減 0.8個百分點。只請領生育
給付者於 3年後薪資上升比例最高約
22.4％，下降者比例約 8.0％，6年後
在投保薪資級距的上升與下降分別是

上升為 27.1％及下降為 5.8％，相對於
3年後分別提高 4.7個百分點與減少 2.2
個百分點。

雖然生育滿 3年後只請領生育給
付者薪資上升比率遠高於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請領者達 4.7個百分點，且於滿
6年時仍然維持此一趨勢，但差距已縮
小至 0.7個百分點，顯示生育滿 3年
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會受到

育嬰假影響，以致薪資上升比率低於

只請領生育給付者，但當時間經過至

生育滿 6年時，薪資上升的比例將逐

漸趨近於只請領生育給付者。至於薪

資下降的比率，雖然於生育 6年後無
論是否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薪資

下降比率均有逐漸走低現象，惟只請

領生育給付者的薪資下降比率縮減速

度較快（2.2個百分點），高於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請領者（0.8個百分點），顯
示婦女在生育滿 3年後部份會面臨薪資
下降，但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人數下降

的占比較高，而且在生育滿 6年後，薪
資下降縮減的速度仍不如只請領生育給

付者。若單純從薪資上升的表現來看，

則生育滿 6年後，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
相對於只請領生育給付者有明顯改善現

象，但薪資下降改善的幅度則不如只請

領生育給付者。（請參閱表 13）

穡锸莅䒊陾
從文獻上發現，育嬰留職停薪制

度會延遲母親回到職場的時間，或短

期內使生產完的母親回到職場的人數

下降，不過，並未對母親的就業歷程

及薪資造成顯著負向影響，對育嬰留

表 13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職涯歷程與薪資變化彙總表

項目 職涯歷程 薪資變化

時間 3年後 6年後 3年後 6年後

類型 退出市場 退出市場 薪資上升 薪資下降 薪資上升 薪資下降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18.7 15.9 17.7 14.6 26.4 13.8

只請領生育給付者 11.4 11.5 22.4 8.0 27.1 5.8

說明：1. 6年之職涯歷程退離職場者包括：case13（3年時同一公司就業，但 6年時未就業）、case23（3年時不同公司就業，
但 6年時未就業）、case33（3年時、6年時均未就業）。

2. 6年之薪資變化狀況，說明如下。薪資上升者包括：case11（3年時、6年時薪資均上升）、case12（3年時薪資上升、
6年時薪資維持相同）、case21（3年時薪資維持相同、6年時薪資上升）；薪資向下者包括：case23（3年時薪資
維持相同、6年時薪資下降）、case32（3年時薪資下降、6年時薪資維持相同）、case33（3年時、6年時薪資均下降）、
case43（3年時未續保勞保、6年時薪資下降）。

3.因勞投投保薪資係以級距投保，非以水準值計算、繳交保費，因而可能於生育前後或育嬰留停前後之投保，屬於
同一分類級距但薪資水準實則有向上、向下變化情形。在此計算職涯歷程之薪資水準是向上或向下，因係以區間

做比較，可能有因勞保投保薪資於同一級距或即便有向上、向下情形但資料分類限制，無法精確掌握。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生育給付、育嬰留職停薪資料庫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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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假的請領者而言，可能增加所

得或降低薪資的結果都有文獻支持，

迄無定論，但對於母親續留職場有維

持效果或回到勞動市場的機率較高，

尤其對殘障、低所得、低教育程度的

母親效果最大。國內的文獻則發現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提供生育婦女短

期的工作保護，至於對就業的影響則

不確定，惟相對於整體育兒婦女而言，

持續就業比率相對較低，退出勞動市

場的比率相對較高。可見文獻對於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對母親就業、薪資短

期可能有不利的影響，但長期的影響

則無一致性的見解。

就國內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而 言， 以 2006 年 5 月 至 2019 年 12
月的資料來看，以同時請領生育給付

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為多數，其中

有 86％以上為女性。若以投保薪資來
看，無論生育者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與否，都出現投保者薪資有兩極化

的現象，但是改以勞退薪資觀察後，

薪資上限可達 147,901元，薪資兩極
化的現象不復存在，可見投保者薪資

兩極化是一假象。不過，只請領生育

給付者投保薪資在 12,001元∼ 22,000
元的比重高達 48.0％，而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請領者投保該級距所占比率僅

27.7％，相對來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請領者的平均薪資水準高於只請領生

育給付者。請領者以從事製造業、批

發零售業居多。無論過渡期（2006年
5月至 2009年 4月）或津貼期（2009
年 5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皆以投保薪資較低的族群為多數。

整體而言，在職涯歷程變化來看，

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 3年後退出職場
占 18.7％，6年後育嬰留職停薪請領者
退出職場者降為 15.9％，均遠高於只
請領生育給付者的 11.4％、11.5％，不
過，從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來看，

顯示生育滿 3年時退出市場，於生育
滿 6年時比率已有所下降，亦即重返
職場的比率相對為高。而育嬰留職停

薪請領者 3年後投保薪資級距上升的
比率不及只請領生育給付者投保者，

但投保薪資級距下降的比率則遠高於

只請領生育給付者投保者，至生育 6
年後，投保薪資級距上升的比率比只

請領生育給付者提高幅度為多，顯示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對請領者職涯

與薪資的不利影響，與文獻上的研究－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對母親就業、薪資

短期可能有不利的影響一致，長期而

言，可能會逐漸趨近於與未使用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政策者相同的結果，惟

因本研究目前僅使用追蹤6年的資料，
未來宜再進行更長期的觀察。

因此，本文建議：

1.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觀察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請領者的職涯歷程，惟受

限於資料，目前僅能追蹤 3年與 6
年，發現對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

領者的薪資上升情況，在生育滿 6年
後，逐漸趨近於未請領津貼者，但薪

資下降的部份則兩者的落差持續擴

大，長期而言該落差是否趨小？未來

可持續針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

8目前追蹤 6年相對於 3年雖屬長期，仍只觀察到幼兒入學前，未來可考慮追蹤 9年、12年，以確認職涯長期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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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就業與薪資歷程觀察，以得知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的長期效果 8，

俾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2. 以勞退薪資觀察後，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請領者薪資兩極化的現象不存

在，不過，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

者投保薪資在 12,001元∼ 22,000元
的比重遠低於只請領生育給付者在

該級距所占比重，但在 22,001元以
上各級距的投保人數結構則相對為

高，呈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

的平均薪資水準高於只請領生育給

付者的現象，由於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僅提供 6成投保薪資，對於薪資
水準過低者，是否存在不適用的問

題，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

3. 目前的資料呈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請領者在生育滿 3年出現薪資下降
的比率達 14.6％，即使在滿 6年
時，薪資下降的比率也都維持在

13.8％，似乎薪資下降的問題，無
法透過觀察時間的延長獲得改善，

針對此一部份的請領者或可加以瞭

解，以掌握其中的主要原因，避免

政策美意受影響。

4. 就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請領者來
看，目前以偏向低投保薪資級距者

為多數，投保薪資級距較高的人普

遍較少使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

是否對高薪者職涯的影響甚於低薪

者，以致高薪者使用率偏低，其中是

否因為目前的制度設計令高投保薪

資者卻步，有待深入關注。

5.農林漁牧業、其他服務業鮮少使用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主要是該

2業別分別有高達 9成、6成以上
投保農漁會或服務業的相關職業工

會，以致無法使用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政策，惟他們並非全部屬於自營

作業者，是否需要加以解決，值得

主管機關省思。

6. 國外文獻發現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對
殘障、低所得、低教育程度的母親

續留職場，有維持效果或回到勞動

市場的機率較高，未來或可針對這

些族群再進行深入觀察，或許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制度還可兼具社會安

全的功能。

7. 目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的設計
屬於完全脫離勞動市場型，當初的

考量主要是為讓勞工獲得完全的休

息，以利照顧幼兒，不過，現在資

通訊設備建構相當完整，遠距辦公

已經相當盛行，部份職務甚至只需

提供諮詢即可，似乎不一定要進到

辦公室也能提供勞務，或許可以思

考更有彈性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

度，以改善投保薪資較高者中斷就

業的疑慮，才更能發揮平衡工作與

家庭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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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areer Change for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Applicants Claim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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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from labor insurance database to observe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claimants’ post-birth 3 years and 6 years career changes. If there are 
employed, we will further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ir insured salary levels. The data 
also covers male claima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claimants use maternity 
EHQHÀWV�DQG�SDUHQWDO�OHDYH�DOORZDQFH�DW�WKH�VDPH�WLPH��DQG�PRUH�WKDQ�����RI�FODLPDQWV�
are female, and with lower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in 
career, the short-term (3 years) exit rate of labor market is higher and the rate of insured 
salary decline is higher. In the long-term (6 years), the exit rate and the insured salary 
decline rate both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hort-term, while the rate of 
insured salary upgrades increased. It shows tha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policy on the claimants’ career and salary are short-term effects, and in the 
long run, they will gradually approach to the same results as those without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a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ther litera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observe the claimants’ career development in labor market, and review the 
impact factors to deter using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for those high insured 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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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䶰銴
當前對勞動政策最重要的挑戰之一，來自於數位技術應用的議題。勞動政策

關切焦點應在於：數位技術驅動之勞動性質、工作性質的轉變；以及，理解企業

需要那些數位技能、如何取得，以及勞工技能如何提升。在此認知下，本研究檢

視國內中小企業數位技能需求，並以製造業和服務業各五家中小企業個案分析，

掌握企業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現況下，依據各自的數位發展程度和未來展望，確認

數位技能需求的優先順序、再策略性地選擇數位技能取得的途徑。再者，考量既

有人力在職培訓與招聘之權衡、或是靈活運用外部資源補強階段性需求的數位技

能。最後，由此提出協助政策應涵蓋三領域。第一，從教育與職能發展上，建立

新興技能通才指標、分級、職能基準，以及定期更新未來數位能力需求。藉以協

助中小企業確認數位技能需求。第二，從中小企業取用數位技能的實務應用面，

對企業提供資源、使之能夠運用外部技術資源，以即時性、有效性的補強階段性

數位技能需求。第三，對勞工技能提升而言，建議要擴大企業培訓資源的外溢效

果、強化職訓課程與實習課程的銜接。

ꬨꞇ雘數位技術、中小企業、勞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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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位技術應用衝擊勞動需求
當前對勞動政策最重要的挑戰之

一，來自於數位技術應用。擔心數位

科技搶走勞工的工作機會，Frey and 
Osborne （2013）[1]估算美國勞動市
場受數位技術導入的影響；2015年的
同系列研究更具體列出美國各產業就

業人數中因自動化技術導入的衝擊程

度 [2]。有鑑於數位科技應用已為當前
全球發展的重要趨勢，此系列研究在

國際間引發廣大回響，也同時推進了

論述的層次和關注焦點。

(1)必須考慮技術類型和產業與社會發
展階段，受影響程度不一

例如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 
2015）[3]估算 AI等技術應用下，日
本就業 49％處於高風險的替代狀態。
歐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

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聯合國貿易和
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等也陸續發布相關的研究估算，彰顯

數位技術替代勞工的嚴重程度。隨著

研究討論數量增多，提升了探討面向

和周延程度。比較國際研究成果顯示

（表 1）：自動化技術創新應用對於就
業和勞動市場的影響結果，受到對象

國家地區、實證資料期間或是未來預

期年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換言之，

探討數位技術應用衝擊勞動需求的課

題時，必須考慮技術類型和發展階段

（年期）、應用情境，以及對應的經濟

（產業結構與企業經營模式）和社會條

件（雇用與勞動模式）等條件。

表 1　技術創新與勞動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國際比較）

研究者

（發表年期）
對象地區 主要研究結果

UNCTAD 
（2017）

64國
• 2005∼ 2014年間實證資料顯示：所有國家（例外：墨西哥、葡萄牙、新加坡）
運用機器人造成製造業的雇用率略微降低但實質薪資增加。並指出：機器人

技術將會替代中所得層的例行性任務（routine task）。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2017）

德國、日本、

英國、美國

• 至 2030年代初期，自動化對勞動雇用的替代率為：美國 38％、德國 35％、
英國 30％、日本 21％。

• 英國的物流業，機械替代風險達 56％、製造業 46％、零售業 44％，醫療照
護與社會福利業 1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7）

46國（包含
先進國和發

展中國家）

• 自動化將提升全球生產力，最大可達 1.4％。工作中約有 3成可以自動化替
代的勞動人數約占職業全體中 6成，特別是中度技術程度的職位，最容易受
到自動化所替代。

• 至 2030年，自動化會替代全球 15％勞動雇用；自動化推動的前期，全球就
業人數 14％（3.8億）需要找新工作和學習新技能。先進國家裡中所得層因
就業數減少而擴大所得差距，發展中國家的中所得層職位則大幅增加。

Mann and 
Puttmann 
（2017）

美國
• 以實證資料確認 1976-2014年間，自動化有推升總體就業成長的影響。與勞
動相關的自動化專利，增加雇用率 0.2百分比。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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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發表年期）
對象地區 主要研究結果

Graetz and 
Michaels 
（2017）

發展中國家

（17國）、
澳洲、韓國、

美國

• 1993-2007年間，實證資料顯示：運用產業用機器人而提升了勞動生產力、
全要素生產力、薪資等。機器人對 GDP成長的貢獻率達 1成，勞動生產力
和薪資的 16％以上。

Bassen 
（2017）

美國
• 實證資料顯示：1984-2007年間，製造業使用 PC而減少 3％雇用，非製造業
則增加 1％雇用。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7）

美國
• 1990-2007年間的實證資料確認：導入產業機器人對於勞動雇用和薪資具有
負面的相關性。1台產業機器人減少 6名勞動者、減少薪資 0.5％。

Arntz, Gregory 
and Zierahn 
（2016）[4]

OECD
中

21國

• 運用國際調查 PIAAC（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
petencies, PIAAC）個人層次的資料，分析個人職位的工作任務

• 自動化風險高（被自動化替代的確認率達 70％）的工作，OECD各國平均
9％，美國也沒有超過 9％，代表性國家受影響如下圖：

• 被替代性高的勞動雇用類型：低教育水準、低所得水準的勞動者所從事的
職位。

• 研究中也說明這也可能是高估值，有以下 3個原因：1.預估時只關注技術可
能性，並未考慮技術實際應用狀況；2.比起自動化無法替代的勞工任務，更
可能會在企業內部調整任務；3.沒有考慮因技術進步而創造就業需求、所得
增加的總需求增加等。

Frey and 
Rahbari 
（2016）[4]

中國大陸、

印度、

衣索比亞

• 應用 2013年研究方法於 OECD等國，指出：中國 77％、印度 69％、衣索
比亞 85％的就業具有高替代風險。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部分內容取自：北原聖子（2018）[5]；山藤昌志（2018）[6]；Arntz, Gregory and Zierahn, (2016) [4]; 
Frey and Rahbari (2016)[7].

承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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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區分四種勞動性質，受數位技術
影響的就業發展趨勢不同

此外，技術應用與勞動之間的

關係，也非單一替代效果，岩本晃一

（2018）[8]指出：新技術也會衍生創
造出新的就業需求。而所謂的技術創

新對勞動的影響，不僅只於替代勞動、

降低就業的總體效果而已，還必須思

考衝擊之部門別、行業別的差異，因

為：技術應用成本將會影響技術替代

發生的可能性，而且新技術也會衍生

創造出新的就業需求。

若考慮技術導入應用的階段性發

展，岩本晃一（2018）[8]爬梳文獻後，
區分出 4種就業影響的發展過程（參
見圖 1）。首先在例行業務部分，這些
勞動雇用屬於技術程度中等的就業，

未來將會持續減少、延續過去已經發

生的趨勢。因為自動化、機械替代人

力等技術導入，已經進展了一段期間，

未來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等新技術導入

將會延續此一趨勢。其次，關於低技

術勞動，屬於技術程度低的就業，隨

技術進步、就業需求將會增加，但是

其中一部分的工作（或任務）會被機

器替代，且為機器替代的比例會逐漸

增加，達到 100％替代率後，屆時就業
會開始轉為減少。一些文獻裡所指出

的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就業發展模式，

就呈現低技術的就業些微增加的狀態。

然而，當技術進步可以完全替代這些

低技術勞動時，未來這些就業就可能

發生大幅減少的狀態。

以上 2類屬於受到數位技術導入
的負面衝擊的就業。另外，若實務調

查新技術導入的勞動雇用效果時，將

會立刻觀察到第 3種模式：一些高技

術職務的雇用增加。這些職務屬於技

術程度相對較高的工作，例如應用 AI
與 IoT技術相關的研究開發工程師。
這個職務類型的雇用需求會持續增加、

延續過去的趨勢，但是將隨著技術導

入普及程度高、技術精進發展，而使

得減緩雇用增加的幅度，直到趨於飽

和。至於第 4種模式，是因這些智慧
製造相關技術導入，而衍生新的商業

模式所增加雇用的人數。這屬於應用

AI與物聯網技術等，創造新價值的就
業效果。預期會隨著技術導入普及程

度及技術精進發展程度，而加速增加。

其中也包含了周邊支援產業的雇用人

數的增加。由此可以了解，智慧製造

技術應用對於勞動的衝擊影響，必須

考慮以上 4種不同類型的就業類型及
其進程。而討論總就業的影響時，也

需要關注 4者之間的相對數值關係，
予以加總合計。

岩本晃一的概念，具體展現在武

田洋子對於日本就業和勞動供給的估

算上。她參考山藤昌志（2018）[6]所

註：① 例行業務；② 低技術勞動；③ 高技術職務；④ 新
的商業模式所衍生的雇用。

資料來源：岩本晃一（2018）[8]。

圖 1　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等創新技術引進對就業的影響（4
種過程）

爵

爷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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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辨出的 4類型工作性質（體力 /勞
動性 vs.認知 /分析性、例行 /固定性
vs.非例行 /創造性），武田洋子（2019）
[9]考慮了技術應用、產業發展情境、
社會人口變遷及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提出日本就業受技術變革影響的推估

結果（2015到 2030年），如圖 2。最
終 2030年時，固然製造生產和事務性
職務的勞動力供給過剩，分別為 90和
120萬人（合計 210萬人），但是也出
現了專門職務的人力不足，達 170萬
人；三者若能合計（加總），可以大幅

降低剩餘勞動力至 40萬人、為當年總
就業量 5,320萬人的 0.75％。加以，未
來發展過程中主要期間（2015-2028年）
都處於勞動需求供給不足的狀態。因

此，武田洋子主張：需要關注的並非

因智慧化與自動化技術所導致的大量

失業；而是如何應用教育訓練系統矯

正「勞動供需錯置」（mismatch）的課
題，有效調節勞工技能、能夠將過剩部

門勞工（製造生產和事務性任務）轉換

去執行未來所需要的工作任務（專門技

術），以減少勞動雇用的過剩和不足。

就趨勢來看，近期研究論點多已

揚棄：因自動化與數位智慧技術導入、

替代勞工而導致大規模失業。目前的

關注重點在於：哪種勞動工作特性將

受創於數位技術應用，以及，因數位

智慧與自動化技術應用所增加的勞動

需求，藉以指出今後應推動的策略。

(3)關注數位技術類型與應用特性，使
勞工受惠

而從勞動政策而言，還有一個值

得提出的觀點：從勞工的角度來看，

也可能受惠於數位技術導入。山本勳

（2017）[10]便指出：要同時考慮 AI
與機器人等技術應用，對勞動的正面

效果。例如製造或服務現場導入智慧

科技替代例行工作，對於處於人力不

足、需要長時間勞動的勞動者而言，

可以減少單純、反覆性業務，使得勞

註：圖中數值基於總務省「國勢調查」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中譯，取材自武田洋子（2019） [9]。

圖 2　技術創新影響日本就業：職種別分年增減（2015到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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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程變得比較輕鬆。從勞工能力的

角度，可將這類技術稱之為「替代型」

技術。在這些場域應用此類自動化技

術，能夠幫助勞動者、減輕勞工的工

作負擔（改善勞動條件），使得勞工

樂意接受這些智慧科技或新興技術導

入。

不僅如此，勞動者如果能夠掌握

運用 AI、物聯網等創新技術，有助於
克服就業障礙。像是派遣技術者、遠

距工作者、育兒期短時工時者、因為

身體障礙而移動困難的勞工、退休後

的技術者等，若能充分掌握運用 AI和
智慧科技，更有利於克服就業的時空

障礙，有助於他們彈性參與勞動市場。

從勞工能力的角度，可將這類技術稱

之為「能力擴張型」技術，勞工運用

這些新技術一起工作，可以完成以前

無法作到的工作。

再由管理者和勞動者的角度，分

析由數位技術導入的各自效益，可得

表 2。無論是管理者或勞動者而言，智
慧製造技術導入的效益均可有二種形

貌。處於勞力不足的業者，如照護、

醫療、建築營造等，或許格外重視應

用數位技術，以發揮替代型效益，可

雙向惠及經營管理者和勞動者。然而，

關切數位技術導入衝擊勞動雇用，則

政策設計和討論的重點應該在於：設

計誘因，盡量發揮能力擴張型效益，

期能有助於矯正前文提及的「勞動供

需錯置」，發揮數位技術對勞工的積極

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能夠創造出能力

擴張性效益的案例，通常是在既有的技

術或產品服務的基礎之上追求互補型效

益，同時也導入新的技術或服務模式 /
價值主張，或是應用於新的市場。

再就勞動者的角度，可進一步將

數位技術導入影響勞工技能需求歸納

為三層次（參見表 3）。其中，第一層
是完成工作或任務，所需要的智慧製

造技術之操作性技能，如智慧製造、

物聯網等；較於接近於「機具設備相

關之數位技術」。而第二層是因應工作

任務改變，需要具有的洞察、資訊收

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如電子商務、

數位行銷等；則接近於前述之「非關

乎機具設備相關之數位技術」。而第三

層則是勞工需要具備轉職、生涯轉換

的能力，以因應未來勞動供需增減改

表 2　數位技術類型與其效益

能力擴張型技術 替代型技術

管理者

效益

能夠提供 24小時服務、避免人為錯誤、掌握細節、
長期技術資料的累積應用、創造新的計畫、支援無

經驗的員工、提昇人資管理品質

減少人員工作負擔、減少人力成本、提高

效率

勞動者

效益

應用新技術一起工作，可以完成以前無法作到的工

作；如克服就業的時空障礙、彈性參與勞動市場

工作變得比較輕鬆、改善勞動條件

產業應用

重點

在既有技術或產品服務的基礎之上，追求互補型或

擴張型的產業效益（原本無法取得的周邊價值）；

導入新技術時，提出新的服務模式 /價值主張、或
是應用於新的市場，以拓展新的商業價值

有助於勞動力不足、招工不易的產業，如

照護、醫療、建築營造、傳統製造現場、

需要長時間提供服務的產業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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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就業市場調整。從勞動政策來看，

這些討論將饒富啟發，能夠聚焦於數

位技能的取得，理解企業需要那些數

位技能、如何取得，以及勞工技能如

何提升。

2.我國中小企業數位技能需求
以上探索數位技術對勞動就業和

勞工的可能影響，認為：理解企業需

要那些數位技能、如何取得，以及勞

工技能如何提升，將有有助於勞工受

惠於數位技術的應用。就此，以下概

要掌握當前我國中小企業數位發展程

度與數位技能的需求。

(1)我國中小企業數位發展程度
若要了解我國中小企業數位發展

程度，可以參考《108年中小企業白皮
書》中小企業數位程度調查的結果（經

濟部 108[11]）。該項調查運用五級能
力分級方式，調查國內近 4,000家中小
企業在生產、銷售、財務、人事管理

等面向的數位能力。調查結果顯示：

整體中小企業的數位發展程度不一（參

見表 4）。中小企業之中規模較大者
（雇用人數滿 50人），運用較高等級的
數位能力（第 4、5級）；在進銷存管、
財務管理等功能上，製造業相比於同

類規模的服務業者，運用高級數位能

力的比例也較高。不過，在社群媒體

及網路銷售方面，中小型服務業者的

表現則優於製造業者；而且雇用人數

未滿 10人之微型企業，運用網路銷售
的比例優於整體。以上顯示我國中小

型製造業及服務業者，數位能力發展

方向與速度皆有所不同，如微型企業

較善用數據工具行銷。

(2)我國數位轉型中之中小企業經營現
況與技能需求

再參考 108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執
行的一項針對雙北、桃園和臺中的中

小企業數位轉型調查，掌握「數位轉

型中」中小企業的經營現況與技能需

求 [8]。本研究重新整理分析該項調查
「轉型中」企業的結果如表 5。受調查
業者中之製造業者，使用「非關乎機

具設備之數位技術」，特別是數位行銷

相關的技術（公司成立官方社群平台、

公司投放線上廣告、公司寄送電子型

錄 EDM等）者，均達製造業 3成以
上。這些也是服務業使用較多的技術，

製造業者占比與服務業者相差不遠，

且高於自動化產線（28％）、物聯網
（10％）、大數據（9％）等「機具設備
相關之數位技術」。再進一步區分製造

業者為傳統或科技業者，比較二者數

表 3　因應數位智慧技術導入所需要的勞工技能需求

因應數位智慧技術導入所需要的勞工技能 政策重點

第一層
完成工作或任務，需要 AI和智慧製造技術
的能力

提升智慧製造科技與 AI的識別能力 (literacy)
在職訓練、學校教育

第二層
因應工作或任務改變，需要挑戰精神和洞

察能力、資訊收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縮小勞資雙方對於期待技能的落差

在職訓練、社會教育、學校教育

第三層
因應勞動供需增減改變，需要轉職、生涯

轉換的能力

建立機制協助勞工學習新技能、轉職

社會教育、職業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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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傳統製造業者使用「數位行

銷」和「電子商務」等「非關乎機具

設備之數位技術」的比例，大多高於

科技製造業者；而採用「機具設備相

關之數位技術」如自動化產線、應用

物聯網等，則以科技製造業者的應用

比例高於傳統製造業者。由此顯示：

中小企業製造業者（特別是非科技的

傳統製造業者）數位轉型的技術需求，

與服務業者相去不大，必須重視其對

於「非關乎機具設備之數位技術」的

需求。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非關乎機

具設備之數位技術」不僅是現況使用

最多的類型，同時也是未來將採用的

重點數位技術類型。表 6整理同調查

表 4　中小型製造業 /服務業內部數位程度－以 50人劃分

製

造

業

                        項目

規模別

分級

生產軟體 進銷存管理 財務管理 人事管理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未滿
50人

50人以上

第 1級 44.9％ 22.7％ 42.8％ 8.5％ 46.6％ 8.2％ 56.8％ 12.1％
第 2級 73.8％ 37.1％ 57.8％ 16.9％ 57.1％ 15.6％ 58.9％ 18.2％
第 3級 23.6％ 21.6％ 24.6％ 10.2％ 25.6％ 16.6％ 16.0％ 75.7％
第 4級 23.3％ 79.0％ 21.5％ 83.6％ 20.6％ 79.1％ 3.4％ 4.9％
第 5級 1.1％ 2.3％ 1.0％ 0.8％ 0.0％ 0.4％ 0.6％ 0.5％

服

務

業

                        項目

規模別

分級

進銷存管理 財務管理 人事管理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未滿
50人

50人
以上

第 1級 44.5％ 8.6％ 52.5％ 8.9％ 60.3％ 13.0％

第 2級 67.1％ 22.9％ 64.7％ 25.7％ 63.7％ 30.0％

第 3級 14.8％ 18.4％ 23.5％ 35.9％ 9.3％ 61.4％

第 4級 8.4％ 48.1％ 7.1％ 44.7％ 6.2％ 11.9％

第 5級 1.3％ 0.9％ 0.5％ 0.8％ 0.6％ 1.1％
附註：分級方式如下，適用於生產管理軟體、進銷存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

第 1級：紙本、人工，
第 2級：基本電腦軟體，如Word、Excel等
第 3級：具特定功能的電腦專業系統或軟體，如電腦輔助設計 (CAD)、電腦輔助製造 (CAM)、進銷存系統、財務會

計系統等

第 4級：專業企業資源規劃 ERP系統，在內部有單一平台，和具跨單位資訊整合功能，
第 5級：加入人工智慧技術的運用。

資料來源：經濟部（108）[11]。

資料，並以矩陣方式呈現受調查的製

造業者及服務業者，現在使用的重點

數位技術，以及未來將採用的重點數

位技術。由此可以看出：數位行銷、

行動 App等，是為製造業者未來將積
極採用的重點技術，且傳統製造業者

相較於科技製造業者而言，更為凸顯

此一趨向。此外，資安技術、智慧製

造技術等，是受到二類製造業者均重

視的未來重點數位技術，但物聯網、

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則僅科技製造

業者將之列入未來重點技術的傾向相

對略高。至於服務業者，現在和未來

所重視的數位技術，均為：數位行銷、

行動 App、雲端、資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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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國數位轉型中之中小企業經營現況

數位轉型進程 製造業－傳統 製造業－科技 製造業－全 服務業 小計

（家）％ （家）％ （家）％ （家）％ （家）％

評估中 26 18％ 22 15％ 48 17％ 14 20％ 62 17％

推動中 48 33％ 39 27％ 87 30％ 29 41％ 116 32％

已完成 71 49％ 84 58％ 155 53％ 28 39％ 183 51％

轉型中小計 145 100％ 145 100％ 290 100％ 71 100％ 361 100％

轉型中企業之經營現況

（複選）

製造業－傳統 製造業－科技 製造業－全 服務業 小計

（家）％ （家）％ （家）％ （家）％ （家）％

與機

具設

備無

關之

數位

技術

（註）

公司成立官方

社群平台
95 66％ 85 59％ 180 62％ 50 70％ 230 64％

公司網站服務

使用雲端伺服

器

63 43％ 63 43％ 126 43％ 30 42％ 156 43％

公司官網使用

RWD響應式設
計，適合手機

或平板瀏覽

62 43％ 51 35％ 113 39％ 38 54％ 151 42％

公司投放線上

廣告
59 41％ 53 37％ 112 39％ 34 48％ 146 40％

公司寄送電子

型錄 EDM
43 30％ 51 35％ 94 32％ 19 27％ 113 31％

公司透過電商

平 台 或 自 建

App拓展業務
29 20％ 14 10％ 43 15％ 23 32％ 66 18％

官網使用聊天

機器人提供客

戶服務

10 7％ 12 8％ 22 8％ 7 10％ 29 8％

轉型中企業之經營現況

（複選）

製造業－傳統 製造業－科技 製造業－全 服務業 小計

（家）％ （家）％ （家）％ （家）％ （家）％

機具

設備

相關

之數

技術

（註）

自動化產線 30 21％ 50 34％ 80 28％ 0 0％ 80 22％

應用物聯網 9 6％ 19 13％ 28 10％ 2 3％ 30 8％

大數據應用 13 9％ 14 10％ 27 9％ 6 8％ 33 9％

人工智慧 6 4％ 9 6％ 15 5％ 1 1％ 16 4％

3D列印 5 3％ 7 5％ 12 4％ 0 0％ 12 3％

註：本研究分類，並依據全體（小計）採用數值高低排序，粗體為二類製造業者比例差異達 7%者。原始調查達 511家廠商，分布
於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此處忽略「不考慮」數位轉型的 150家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彙整，原始資料取自中華經濟研究院（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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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數位轉型中之中小企業的重點數位技術：現在與未來矩陣

製造業－傳統
現在 
（複選）

未來（複選）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

通用之 
數位技術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

數位

行銷

行動

App
雲端 資安

智慧

製造
物聯網 大數據

AI人工
智慧

評估中 20 10 4 8 9 0 1 3 0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註）

數位行銷 88 82 22 11 21 15 6 9 7

行動 App 25 14 22 9 2 2 5 2 2

通用之數位

技術（註）

雲端 22 12 9 19 3 0 6 3 3

資安 21 15 6 6 14 7 2 4 1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註）

智慧製造 28 13 3 2 11 25 7 5 3

物聯網 15 8 7 4 2 5 12 4 0

大數據 13 8 3 4 4 3 2 9 2

AI人工智慧 4 1 2 1 1 1 0 0 3

受訪企業家數 145

製造業－科技
現在 
（複選）

未來（複選）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

通用之 
數位技術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

數位

行銷

行動

App
雲端 資安

智慧

製造
物聯網 大數據

AI人工
智慧

評估中 14 7 2 6 4 0 1 0 0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註）

數位行銷 92 78 15 12 22 24 15 15 10

行動 App 12 2 11 6 3 2 3 0 2

通用之數位

技術（註）

雲端 22 12 5 14 7 4 7 5 4

資安 22 16 3 1 19 6 5 2 5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註）

智慧製造 40 21 3 4 11 35 11 7 5

物聯網 21 10 6 4 2 9 16 4 2

大數據 11 5 4 3 3 3 3 6 2

AI人工智慧 9 3 4 1 5 1 2 2 6

受訪企業家數 14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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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全
現在 
（複選）

未來（複選）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

通用之 
數位技術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

數位

行銷

行動

App
雲端 資安

智慧

製造
物聯網 大數據

AI人工
智慧

評估中 34 17 6 14 13 0 2 3 0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註）

數位行銷 180 160 37 23 43 39 21 24 17

行動 App 37 16 33 15 5 4 8 2 4

通用之數位

技術（註）

雲端 44 24 14 33 10 4 13 8 7

資安 43 31 9 7 33 13 7 6 6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註）

智慧製造 68 34 6 6 22 60 18 12 8

物聯網 36 18 13 8 4 14 28 8 2

大數據 24 13 7 7 7 6 5 15 4

AI人工智慧 13 4 6 2 6 2 2 2 9

受訪企業家數 290

服務業
現在 
（複選）

未來（複選）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

通用之 
數位技術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

數位

行銷

行動

App
雲端 資安

智慧

製造
物聯網 大數據

AI人工
智慧

評估中 31 6 2 6 7 0 0 3 0

非關乎機具設備

之數位技術（註）

數位行銷 42 38 17 11 7 1 4 5 1

行動 App 18 14 15 7 1 0 2 4 0

通用之數位

技術（註）

雲端 16 10 7 13 2 0 4 3 1

資安 10 7 4 6 5 1 1 3 0

機具設備相關之

數位技術（註）

智慧製造 0 0 0 0 0 0 0 0 0

物聯網 6 4 5 2 0 0 4 2 0

大數據 6 4 2 5 1 0 1 5 0

AI人工智慧 2 1 1 0 0 0 0 0 1

受訪企業家數 71

承上頁

註：現在與未來技術均為複選。本研究分類，並依據製造業全體採用數值高低排序，粗體為該類業者前 10大落點之處。原始
調查達 511家廠商，分布於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此處忽略「不考慮」數位轉型的 150家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彙整，原始資料取自中華經濟研究院（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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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中小企業，無論是服

務業或製造業，數位轉型均涉及了「非

關乎機具設備的技術」，如數位行銷、

電子商務等數位技能，是為當前數位

轉型應用成熟度較高、又是未來發展

的重點技術。這個觀點也呼應了本研

究前期所指出（中華經濟研究院 108 

[12]）：智慧製造技術導入與普及，期待
勞工技能之三層次提升（參見表 3）。

(3)我國中小企業個案與數位技能取得
策略

為能真實掌握中小企業的現實情

境，本研究訪談製造業與服務業者各

五家中小企業，並以下文綜整所觀察

表 7　中小企業導入之數位技能：製造業個案

分析

構面

製造業系統商 (SI) 傳統製造業商

M1（彰化市 ) M2（新北市 ) M3（桃園市 ) M4（高雄市 ) M5（臺中市 )

科
技
面

數位
科技
的應
用

公司產品以軟體

為主：

其自動與數位化

產 品 分 為 Data 
Driven、Simula-
tion Driven等

內部：開發數位

化軟體

外部：與電信業

者成為重要合作

夥伴

設備聯網製程設備

自動化：包括一開

始先導入造模、研

磨、澆鑄到混砂單

機，到現在連網。

工廠採用的自動化

設備

數位監控技術：M2
協助導入數位製造

技術，以助監控機

台管理

外部：由外部廠商

協助導入數位與自

動化，未來目標著

重設備自動化

內部：執行內部設

備自動化智慧化的

專案

內部開發：自行開

發「線上軟體監測

生產管理」

國內合作：產品訂

單採 E 化系統處
理，此系統與國內

科展資訊合作

國外合作：使用西

門 子 MindSphere
開放式物聯網雲端

平台

生
產
製
造
流
程
面

數位
化程
度、
提升
生產
力作
法

數位分身之產

品，為 Data 
Driven與 Simu-
lation Driven：
前項產品偏向人

工智慧領域，後

者以模擬作為基

礎，其技術可節

省許多的製造時

程

通過亞馬遜的認

證：導入自製的

解決方案，管理

者 可 透 過 手 機

App、電腦網站，
了解整個產線運

作。在硬體含資

安部分均受到亞

馬遜的認證

生產製造警示系統：

此系統使用亞馬遜

雲端，並可直接連

網設定參數；在生

產製造過程，若參

數設定有問題，此

系統將即時跳出提

醒警示

內部：公司機械設

備在自行研發後，

由外部廠商製造，

藉由內部訓練教導

員工如何操作設備

外部：主要與外部

廠商合作

客戶端：提供客戶

之功能，包括：1.機
台稼動率分析、

2.產品換線調校時
間、刀具使用壽命

等

內部生產端：智慧

自動化生產系統、

木工機械設備自動

化和智慧化

組
織
面

人才
準備
度 /
組織
架構
和管
理

高階人培育：

公司藉由政府計

畫（RAISE計畫）
聘用公司需要高

階人才

公司培育作法：

1. 以 案 代 訓、
2.透過展覽推廣
及教育訓練課程

未來人才聘用：

技術專業人才、

產業顧問（產業

顧問幫忙企業做

智慧機械升級）

二代接班為數位

營運重要轉折：

一代管理者對數

位轉型接受度低

初期系統導入，

員工排斥：新人

不易聘請

管理層級：

(1)二代聯誼進行經
驗交流

(2)外籍師資上課，
課程內容貼近實

務操作端

一般員工：

由原廠設備技師指

導安裝及教導 1名
產線人員（又稱種

子教官）

管理層級：

要求主管部門需要

2~3人出席教育訓
練課程

一般員工 :
(1)內部計畫搭配內
部教育訓練

(2)公司建置人才培
訓系統

(3)公司透過政府計
畫申請講師，傳

授知識

管理層級：

自行進修就讀

EMBA課程，同時
網羅機械領域人才

一般員工：

與臺中在地大學、

高中 /工等學校建
立產學合作關係，

大學採雙軌制、高

中 /高工採產學合
作計畫、建教合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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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中小企業數位技能取得策略。表 
7、表 8以科技面、服務體驗流程面和
組織面綜整個案導入之數位技術。以

下區分製造業與服務業，分別綜述個

案展現的推動數位技術導入的動機、

實務需求與遭遇困難、數位技能取得

策略作法（軟、硬體技術導入及人才

培訓）、實際成效等。

3.中小企業數位技術導入：製造業個案
本研究探討的中小型製造業數位

技能取得主要涉及兩條路徑。路徑一，

是應用數位科技改善生產製造流程與

效率 /智慧製造 /智慧工廠，涉及的
利害關係人包括傳統製造業，透過提

供製造業數位轉型的系統整合服務商

（SI），導入智慧 /數位化監控系統、推

表 8　中小企業導入之數位技能：服務業個案

分析

構面

數位內容業者
利基型科技導向

服務創新
傳統批發零售業導入數位轉型

S1（臺北市）
S2（臺北市 / 
南投縣）

S3（臺南市） S4（雲林縣） S5（新北市）

科

技

面

數位

科技

的應

用

O2O 行銷：透過
虛擬與實體的結合

（AR濾鏡 +機台）

建置智慧機台（機

台導入電子支付支

援悠遊卡與一卡

通）

機台結合數據分

析，可以反饋公

司，建議員工飲食

進康方針

官網建置 Shopline
架 構 與 空 間、

P i n k o 、 F B /
IG、GA 廣 告、

Youtube、Line@

O2O（線上與線下）
強化客戶消費體

驗： 與 91App 合
作

與電商平台合作

（以品牌行銷）：

先與樂天合作，在

平台開店，後擴及

Yahoo、PChome 
24hr、momo， 近

年加入蝦皮

駭客入侵促使先

後 與 開 店 123、
91App合作

服

務

體

驗

流

程

面

客製

化程

度與

定價

模式

公司主要營收來

源：園區觀光應

用、機台可在不同

活動上租借（專案

性質）、AR廣告

共享平台：專注在

辦公大樓，後續會

導入社區、醫院

等，智慧販賣機為

供應商的分銷點

導入預購模式

拍攝影片建立對花

店的信任與花藝的

認識：帶動體驗課

程占營收約 3成
網路行銷：網路下

單約 2成

專 業 分 工：S4-1
著重生產端、S4-2
著重行銷端

開拓市場實體通

路：客戶體驗課程

實體門市：旗艦店

導入手作與觀光工

廠

海外市場的開拓：

目前在馬來西亞有

部分合作，透過好

物飛行在當地販售

組

織

面

人才

準備

度 /
組織

架構

和管

理

內部組織調整：跨

領域模式

外部組織調整：合

作夥伴視專案動態

調整

透過與大客戶合作

驅動員工能力轉型

升級，人才領域趨

向多元

由做中學：因為是

較新的領域，因此

很難產學合作，課

程都不太會有幫助

未來人才需求：資

訊流、商場開發

部、場域開發 /產
品開發（需求約

1~2位）
跨業的人才需求，

與電信業者等合

作，S2 僅負責將
場域建置好，能夠

與客人有黏著度

提供員工空間去進

修，如資深花藝師

有自主到德國進修

二代負責人針對影

片拍攝自己摸索，

但在廣告的部分有

上課，包括 FB廣
告、GA廣告等
新聘員工：負責人

負責設計行銷、花

藝師 1名、影片媒
體與社群 1名

內部人才策略：鼓

勵員工到外面參加

教育訓練（品牌註

冊 /經營等）
產學合作：U1大
學（技術面）與

U2大學（開發新
品項）

人才需求：研發人

才，尤其是生技領

域（生醫）博士級

研發人才

管理階層人才：從

其他公司挖角外部

人才（具備設計、

廣告與行銷能力）

部分的內部培訓：

支持員工去外部培

訓

電商發展初期，最

重要的是行銷與美

編人才，現在公司

設計團隊與行銷約

4~5人、客服 4~5
人（歸類在行政

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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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智慧化 /自動化產線，如M3採購應
用自動化設備、M4導入智慧工廠。路
徑二，是製造業的創新數位科技應用

（如 AI、AOI、AR和 IOT等），建立
新商業模式或產品，重點在於善用數

位科技在現有製造業場域，如：國內

其他廠商開發的無線智慧秤重物聯管

理系統，讓秤重資訊傳輸及儲存於到

雲端或後台的資料庫中，提供給管理

者進行大數據資料分析。如：M5則導
入開放式物聯網雲端平台技術在木工

機械產業。

茲以圖 3展現五個案在數位技術
應用階段的差異。（1）數位製造解決
方案的提供者（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lution Providers），如 M1以數位分
身技術協助製造業提升製程效率、M2
以工業電腦、感測器和物聯網平台建

立解決方案，協助中小企業即時偵測

設備現況。（2）M3開始使用數位化工
具：導入自動化設備，邁向數位化；（3）
M4：跨大數位化能力，並由各部門發
展自身的數位轉型專案，現階段成果

已經有智慧產線；（4）M5：有制度化

科技的催化作法，透過彙整各種數據，

提供有意義的數位服務。現階段可提

供客戶之功能，包括：機台稼動率分

析、產品換線調校時間建議、評估刀

具使用壽命和汰換時間等。以下綜述

中小企業製造業之數位技術導入個案

經驗特性。

(1)受市場競爭和客戶需求驅動，二代
接班經營次之

由於臺灣為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

體，出口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

製造業供應鏈與全球和兩岸緊密連

結，產出多以中間產品（VHPLÀQLVKHG�
product）為主，且製造業的中間產品
和模組化零件系統來自中小企業的比

率應更高。為爭取訂單和滿足國際價

值鏈的要求，中小企業製造業需提高

生產製造效率以滿足客戶的多樣化與

即時性訂單，或經由數位製造提升產

品質量，或與對手競爭搶奪先機等，

以上都是數位技能導入的主要動力。

在個案深度訪談中也觀察到相同的趨

勢，如：M3因應顧客需求，提升產能
和品質。如：M4因為客戶主要為德國

圖 3　中小企業製造業個案之數位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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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和其推動工業 4.0的影響，希望進
而提升品質和滿足客戶需求。類似地，

M5則是主要競爭對手來自德國，已經
積極推動工業 4.0，希望提高自身的競
爭能力。此外，少子化和人才取得不

易，也是轉型重要因素之一。值得一提

的是，數位技能導入的專案與工作常由

二代接班後陸續完成，如M3和M5。
(2)系統服務商為主要推動助力，依據
數位技術應用階段尋求不同類型服

務商合作

參考《108年中小企業白皮書》5
級數位能力區分（參見前表 4註），本
研究個案深度訪談之 M3位於第 2~3
級，生產製造由從自動化往智慧化邁

進，其 SI廠商為M2。M4位於第 3~4
級，已建立智慧產線，外界助力包含

諮詢顧問服務公司、加工出口區與其

輔導團隊、申請政府計畫獲得專家資

訊協助、參加人工智慧學校課程。M5
位於第 4~5級，已有開放式物聯網平
台。其 SI廠商先後有西門子與科展資
訊公司，並曾參加政府補助計畫。

由此觀察，中小企業製造會視不

同階段的需求差異，向外探詢不同技

術專長的 SI廠商。對中小企業而言，
相關 SI廠商資訊取得常依靠同業分
享、參與公開活動（如政府 /研發法人
/顧問公司的研討會）蒐集等；此外因
為資源有限，中小企業製造業多希望

能有機會申請政府計畫補助，分攤降

低轉型的投入成本，如：聯盟型計畫、

研發補助計畫和人才培訓計畫都是常

見的補助計畫申請類型。

(3)雙主軸導入數位技術：「生產製造」
與「組織營運管理」

生產製造的數位化工程成熟度，

和組織營運管理的數位化管理能力，

是中小企業製造業者導入數位技術的

核心主軸。關於組織營運管理，訪談

結果觀察到中小企業常使用市面常見

的軟體，舉例如下：國際或跨城市的

通訊軟體，如 Line和 Skype；辦公室
軟體如 0LFURVRIW�2IÀFH系統、Google
線上文件編輯和問卷調查等；電子商

務平台如 Amazon和阿里巴巴；網路
行銷工具如 Instagram和 FB。關於生
產製造，多以採購導入自動化設備（如

M3）、自動化產線（M4）和智慧管理
解決方案（M5）為主。相較於組織營
運管理，中小企業願意優先投入較多

的資金和人力資源在生產製造端。

(4)所需人才培育仰賴專案式學習和系
統服務商提供之訓練課程

關於專案式學習部分，以計畫形

式執行研發、產品、數位領域專案，

不僅是國內資通訊 /電子 /科技業常用
的訓練方式，也常為中小型製造業所

採用，如M4和M5；製造業系統商的
訓練方式，也常採用以案代訓（M1）。
關於製造業系統服務提供之訓練

課程，通常是在協助中小企業導入數

位化方案時，一併提供教育訓練課程，

訓練內部員工取得相關數位技能。此

外，目前不少製造業系統服務商亦會

趁展覽活動推廣教育訓練課程，或利

用活動提供免費教育訓練課程，發掘

潛在客戶和拓展市場機會。

(5)工業 4.0與數位科技持續進化，人
才需求領域為：系統整合、機電系

統整合、自動控制、雲端平台與運

算、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

大致來看，中小企業製造的策略

方向正由「自動化」進階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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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中，重點在於仰賴製造業

系統服務商的協助，較少自主成立新

部門從零到有獨立完成。但過程中，

仍然需要有相關技術背景與領域知識

（domain know-how）的公司內部人員
執行專案。依訪談成果觀察，現階段

中小企業需求程度較高的人才類型：

如 1.系統整合、機電系統整合、自動
控制人才，可獨立依專案工程之規劃

需求，設計自控系統，協調整合機構、

電控、軟體之間的介面等。2.雲端平
台與運算、人工智慧和數據分析等人

才，主要需求為廠商透過資訊技術串

聯相關設備以及產線，蒐集交換、處

理資訊並進行後續管理動作。同時，

透過前端感測器、物聯網及進行後端

的大數據分析等，需專業人才進行分

析整理與提出策略建議。

(6)數位技術導入成效與建議
對中小型業者而言，最立即的成

效為生產效率提升、良率提升、降低

生產損耗成本、穩定品質製程、減少

人力雇用成本。數位技能導入的進階

成果效益為：有效率監管生產製造系

統，或提升管理與決策效率。個案實

際效益常以量化數據展現如：M5導入
智慧自動化生產系統後，雇用人力減

少 75％；如M1替汽車廠導入離線編
程，Robot機型因應生產製造需要調
整的時間，可從三周降為半天；如M4
將 640套產品組裝時間從 21天縮短為
10天。

4.中小企業數位技術導入：服務業個案
本研究探討的中小型服務業數位

技能取得主要涉及兩條路徑。路徑一，

是透過數位科技應用、找到創新商業

應用服務 /新營運模式 /收入，相關

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傳統批發零售業，

透過提供服務業數位轉型的系統整合

服務商（SI），跨入新零售 /導入 O2O
營銷模式等智慧零售模式，例如 S3、
S4、S5等個案；另外支線是利基型科
技導向服務創新模式，以 S2為個案研
究標的。路徑二，是 AR/VR/MR體感
科技帶動數位內容產業跨域新應用，

數位內容業者透過 AR/VR/MR體感科
技，創造出新應用場域或是新合作夥

伴，以 S1個案標的為例。
茲以圖 4服務體驗流程，涉及客

製化程度與定價模式等營運模式，定

位五個案特性。基本上跨入新零售 /
導入 O2O營銷模式等智慧零售模式的
個案（S3、S4、S5），主要以「產品
導向的服務提供者（Product-oriented 
service provider）」 為 主；S2 的 共 享
平台模式為「平台提供者（Platform 
provider）」，而 S1透過虛擬與實體的
結合（AR濾鏡 +機台），則體現為「客
製化的整合方案提供者（Customized 
integrated solution provider）」。以下綜
述中小企業服務業之數位技術導入個

案經驗特性。

(1)二代接班為重要契機
有鑒於臺灣上市櫃公司 70％是家

族企業，成立逾 20年的中小企業中高
達七成面臨傳承危機，根據《遠見雜

誌》接班傳承調查發現，內部理念溝

通不足，共識度低仍是傳承進度最大

的阻礙。然而，二代接班對數位科技

應用的接受度較高，有助於企業落實

導入數位科技的推動，尤其體現在本

研究傳統批發零售業導入數位技能的

個案中，S3於 105年二代接班邁向數
位技能發展，而乾燥花與社群平台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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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小服務業導入數位技能五個個案：數位服務化營運模式

的興起，推進網路商店的發展；同樣

地，S4經營的雞精品牌，在二代接班
與 91App合作導入電商，109年疫情
更帶起電商發展；再者 S5二代發現電
商開始起步的契機，著手發展電商，

且時間點遇到樂天進入臺灣，因此搭

上順風車。

(2)委外合作為主要機制，掌握本業核
心技能，與生態系共存

中小企業服務業邁向數位技術應

用的過程中需要借助外力─服務業 SI
角色突顯，在中小企業較為緊繃的人

力狀況下，需要短期數位技能的機制

即是導入 SI的系統，S3官網建置選擇
Shopline合作，S4品牌相關產品與電
商平台 91App合作導入電商，S5在駭
客入侵促使與開店 123、91App合作。
另外 S1的合作夥伴視專案動態調

整，在區域觀光 AR服務方案中，便

整合多家廠商分別負責：AR拍貼機應
用軟體 (金流與 App端 )、機台軟硬整
合開發 (尤其是硬體製造方面 )、濾鏡
圖像及動畫。S2智慧販賣機生態系中
有複數供應商（在地便當提供業者）、

預購平台（外部廠商）、維修廠商（外

部廠商）等利害關係人。上述個案核

心技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與生態系合

作共存。

(3)關鍵在於資金、說服既有經營團隊
與員工，以及客戶是否跟著轉型

對 S2而言，雖有數位技能的技術
能量，但存在資金的需求。另外 S3導
入的系統不斷改變收費方式，Shopline
後續可能會從月費轉變為抽成，造成

輔導中小企業一定成本壓力。

其次，說服舊有資深員工（長輩）

創新、導入數位技能較難突破（S3），
或是說服長輩在電商的行銷策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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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配合電商平台不符成本的銷售模式，

求品牌知名度擴增（S5），存在一定溝
通成本與碰撞過程；甚至是，從 S4雞
精的消費主力來看，仍以 40∼ 60歲
的客群為主，仍會有許多打電話預訂

的客戶，客戶沒有跟著認知到數位應

用，與顧客的互動較難透過數位科技

導入的模式；數位科技應用的顧客以

北部散客居多。網路購物的族群較少，

負責電商的人力，以臺北門市為主（約

2位）。
(4) 人才培育機制採用做中學、外部
課程

對 S2利基型的營運模式而言，所
創造出的新領域的人才主要是透過做

中學，較難從產學合作、課程中培育。

相較之下，傳統批發零售導入數位科

技的人才需求，有幾種學習或獲得管

道：1.管理階層：S3二代負責人針對
影片拍攝自己摸索、廣告透過上課，

包括 FB廣告、GA廣告等；S5從其他
公司挖角外部管理階層人才（具備設

計、廣告與行銷能力）。2.一般員工：
S4鼓勵員工到外面參加教育訓練（品
牌註冊 /經營等），對於企業經營有所
助益；S5支持員工去外部培訓，例如
設計課程。

(5)客戶驅動新型態跨域人才需求與
培育

對較新興的領域，S1透過與大
客戶合作，不僅洞見未來趨勢，更驅

動員工能力轉型升級，人才領域趨向

多元。因而產生新興型態人才需求，

S1過去人才以程式與美術分開來招
募，但現階段是跨領域模式，需要的

人才是程式與美術的融合，即所謂的

「Technical Artist」（109年招募 4個新
進人員）。

(6)數位技術導入成效與建議
首先，就數位內容業者與利基型

科技導向服務創新業者而言，數位技

術導入不僅創造使用人次上的成效，

更創造出新應用場域 /新合作夥伴。
建議可以在新興領域的發展中，中小

企業透過與大客戶合作洞見未來趨勢

（AR廣告 +連結導購），進而驅動員工
能力轉型升級，人才領域趨向多元。

對傳統批發零售導入數位技能的

成效而言，網路下單 /網路營收創造
營收來源。S3網路下單（有部分來店
裡拿）占營收約 20％，S5電商營收
大約占 3.5∼ 4成，此次疫情翻轉到
5成。再者，S4品牌相關產品與電商
平台 91APP合作，導入電商，並成為
91APP電商平台的示範店。對該型態
的中小企業服務業而言，政府補助資

金、舉辦如創業過程的講座、品牌與

行銷等課程，均可讓企業導入數位技

能更加順利，以及企業間的企業科技

與技能導入經驗分享、協會、小群等

皆是經驗交流的重要管道。對中南部

地區的中小企業而言，建議政府協助

在地化產業與人才發展推動（例如地

方轉型課程）、縮短城鄉落差以及減輕

人口外移的問題。

5.數位技能取得課題與策略

綜合本研究的個案經驗與歷程，

中小企業製造業和服務業者要自己先

有診斷，才能談推動數位技能導入；

而在數位技能取得上，需要從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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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導入資訊系統也會改變公司制

度。中小企業導入內部 ERP、市場
POS系統，改變內部制度。要由上而
下推動，高階主管了解問題後，才去

落實與推動；若交給下面部門執行，

會有利益衝突而阻礙轉型。而且，二

代接班促成數位技術導入的重要角色，

但挑戰是缺乏資金。年輕一輩學習意

願較高，常見中小企業二代經營者渴

望導入電商或 POS系統，但會面臨長
輩保守、需要時間溝通、缺乏資金。比

對製造業與服務業個案，中小企業取得

數位技能的課題與策略綜述如下。

(1) 需要「從上而下」推動和取得數位
技能：中小企業導入數位技能的重

要驅動因子：客戶需求、高階主管

認知、二代接班。在數位技能取得

上需要從上而下推動；導入資訊系

統也會改變公司制度。對製造業者

而言，向客戶學習是取得技能的重

要途徑之一。二代接班對數位科技

應用的接受度較高，有助於企業落

實導入數位科技的推動，尤其體現

在本研究傳統批發零售業導入數位

技能的服務業個案中。

(2) 因應數位技能應用的階段性差異，
尋求外部資源補缺、亦可納入「委

外合作」取得所需技能：中小企業

需求各自不同，在較為緊繃的人力

狀況下，快速導入數位技能的過程

中需要借助外力。像是人工智慧領

域有許多次領域、演算法不同，即

使大公司也會將之委外。中小企業

可以運用相關協會之輔導協助，相

互補缺、形成生態系；也可靠同業

分享、參與公開活動（如政府 /研

發法人 /顧問公司的研討會）蒐集
資訊、向外探詢不同技術專長的 SI
系統整合商或平台服務商。例如電

商行銷平台，可提供業者快速形象

官網、線上開店與交易，亦可避免

駭客入侵困擾。

(3) 「作中學」、數位化專案附帶教育
訓練或外部培訓課程、客戶驅動，

是取得數位技能的主要機制：面對

不斷動態演進與發展的新科技，學

校訓練較難符合業界需求，中小企

業取得數位轉型人才方式偏重外部

顧問指導 /產學合作（borrow）、企
業員工既有技術能量轉型（bridge）
。主要透過「作中學」的自我學習

機制，例如新興技術應用課題可詢

問網路社群等非正式途徑；或是執

行數位化方案或專案時一併提供教

育訓練課程、外部培訓課程。再

者，有由客戶驅動的跨域人才培育

或能力轉型升級，且不同層級的工

作（ CXO、中高階主管、PM、工
程師）所需技能也會有所不同。

(4) 需要跨領域、能夠快速學習的通才
，很難描述新興職能：即使是製造

業，對於電子商務及行銷推廣人才

也有強烈需求。尤其是善用新興數

位工具的人才，能夠有效幫助中小

企業開展通路、強化競爭。很難用

傳統職稱描述新興職能，需要跨領

域與快速學習的通才。工程師需要

了解產業既有流程與慣性，才能真

正符合客戶需求。而軟體服務業經

常要去服務別人，需要兼具程式編

撰、美術音樂、媒體技術的跨領域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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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總結
當前對勞動政策最重要的挑戰之

一，來自於數位技術應用。從勞動政

策來看，並非擔心數位科技搶走勞工

的工作機會，議題應在於：勞動性質

（例行業務、低技術勞動、高技術職務、

新的商業模式衍生之雇用）、工作性質

（體力或勞動性的任務、認知或分析性

的任務）的轉變；以及，讓勞工也能

享有數位技術導入的效益。政策議題

的關鍵在於勞工技能需要更新。這樣

的討論能夠聚焦於數位技能的取得，

理解企業需要那些數位技能、如何取

得，以及勞工技能如何提升。

本研究檢視國內中小企業數位技

能需求，並以製造業和服務業各五家

中小企業個案分析，掌握企業如何在

資源有限的現況下，依據各自的數位

發展程度和未來展望，確認各項數位

技能需求的優先順序、再策略性地選

擇數位技能取得的途徑。企業需要在

既有人力在職培訓與招聘之權衡、或

是考慮靈活運用外部資源補強階段性

需求的數位技能。這些作為乃是因為

當前的學校訓練不符合業界需求，因

此需要在公司內自行培養、因應客戶

需求提升內部員工能力。

由於企業應用數位技能通常需要

由上而下推動，因此，喚起企業認同

數位技能取得的重要性、分享經驗，對

於中小企業相當重要。例如政府補助資

金，善用企業協會或新興技術社群等團

體，舉辦講座、課程，分享傳遞創業過

程經驗、品牌與行銷知識、數位技術能

量與成功案例等，都有助於中小企業更

加順利的辨認所需導入的數位技術、採

取何種方式取得數位技能。

從育才的角度而言，學校和職訓

教材課綱老舊、跟不上產業技術需求，

亟需修改。讓學程能夠結合新興資訊

科技，如雲端、5G、AI、IoT、數據分
析等，都能夠協助業者敏捷因應市場

需求。更重要的是，學校需要培育跨

領域的人才、推動新的產學合作模式。

例如有些大學開始推動第二專長機制、

在學校建置數據中心以企業課題為核

心訓練分析人才；或是開始提出新興

科技（如人工智慧）教學大綱、系統

性開課；甚至是允許學生無須受限於

系所課程而能自主跨領域學習。事實

上，經濟部資源也可有助於培育企業

所需的人才。例如：工業局跨域數位

人才培訓計畫（Digi+）雙邊資助企業
和學生，能促使企業內部資深員工技

能提升、匯聚不同領域學生共同做一

個專題。還有工業局 AIGO計畫，由
企業出題（給數據）、媒合人才解題競

賽。這些都有助於跨領域人才培育。

茲以表 9綜整有助於中小企業數
位技術應用之人才發展策略、我國既

有做法。並分項說明如下，期能為後

續研提精進措施提供一個起始點。

(1) 針對教育課程與職能發展，有四策
略：（1）建立新興數位技能之通才
指標、分級標準，且需定期更新；

（2）針對新興技術，建立職能基準
、專業能力與鑑定制度；（3）應定
期更新未來數位能力需求；（4）強
化跨領域人才培育。我國已有一些

相近作法，例如：經濟部委託、工

研院辦理之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推動

網（iPAS）；由業界（如微軟）和
法人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提

供專業職能學習地圖；大學開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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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選學程（清華、成大、交大

、中山、臺科大、雲科大等）、大

專院校建立跨領域虛擬教學平台等

。以上作法都有助於提升數位技能

相關領域的教育課程與職能發展，

並培育跨領域人才；但目前可適用

的數位技術範圍仍有待擴大完備（

特別是新興技術領域，例如：人工

智慧）、且需建立機制定期檢視調

整。

(2) 協助企業取用數位技術部分，主要
針對企業提供資助，使其能夠運用

外部資源所提供即時性 /有效性的
課程（如運用公協會開課），或是

採用委外、聘用顧問專家的方式，

取用所需的數位技能。目前我國在

教育部、勞動部和經濟部支援之下

，提供相當多的此類資源。然而對

中小企業而言，仍需要有人協助他

們了解適用的政府資源，以及符合

所需且能夠即時取用的數位技術來

源（課程、顧問專家）。

(3) 至於協助勞工提升數位技能部分，
目前我國也有開設培訓課程、甚至

企業大學提供培訓資源。不過對中

小企業的勞工而言，一般性培訓課

程較缺乏產業適用性、產業即戰力

的連結，而大企業的資源又難以取

用。本研究建議可以採取擴大鼓勵

企業專班、延展大型企業培訓資源

（內部遴選受訓、內部創業、企業

包班、企業學院等）的外溢效果等

策略，惠及相關連或上下游中小企

業員工。不僅有助於中小企業勞工

提升技能，也能從企業單點的數位

技能應用，擴及成為所在產業鏈的

共通數位技能。此外，現有的職訓

課程缺乏職場實習的實作經驗，也

可建議增加串接企業實習，以銜接

訓用的最後一哩，強化勞工數位技

能的產業適用性與即戰力。

表 9　有助於中小企業數位技術應用之人才策略與國內做法

建議策略 我國已有做法

1.教育課程與職
能發展

(1)建立新興數位技能之通才指標、分級標
準，且需定期更新

(2)針對新興技術，建立職能基準、專業能力
鑑定制度

經濟部委託、工研院辦理之產業人才能力

鑑定推動網（iPAS）
勞動部「數位服務平台」（線上課程）

(3)定期更新未來數位能力需求 由業界（如微軟）和法人機構（如工研院、

資策會）提供專業職能學習地圖

(4)強化跨領域人才培育 大學無系所自選學程：清華、成大、交大、

中山、臺科大、雲科大等

大專院校建立跨領域虛擬教學平台

2.協助企業取用
數位技術

(5)對企業提供資助，運用外部資源提供即時
性 /有效性的課程（運用公協會）

教育部、勞動部、經濟部等多方資源，如

勞動部「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3.協助勞工提升
數位技能

(6)擴大鼓勵企業專班、延展大型企業培訓資
源的外溢效果

大學或技職學校開設企業專班

企業自行設立企業大學：如日月光

(7)職訓課程串接實習課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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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challenges to modern labor policy is issues attached to digital 

technology (DG) deploy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bor policy, concerns shall be on 
labor quality driven by DG, changes of work attributes, and understandings of digital skill 
�'6��UHTXLUHG��KRZ�ÀUPV�FDQ�JHW�LW��DV�ZHOO�DV�KRZ�ODERU�VNLOOV�FDQ�EH�HQKDQFHG��$JDLQVW�
this backdrops, DS needs of domestic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Five cases for each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 SMEs are used to 
XQGHUVWDQG��KRZ�WKH�ÀUP�LV�FRQÀQHG�E\�OLPLWHG�UHVRXUFHV��KRZ�'6�QHHGV�DUH�SULRULWL]HG�
EDVHG�RQ�HQWHUSULVH�VSHFLÀF�OHYHO�RI�GLJLWDO�GHYHORSPHQW�DQG�SURVSHFWV��DQG�KRZ�VHOHFWLYH�
DSs are strategically attained. In addition, how the firm balances itself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recruit, or leverages resources out of the company for gapping required 
DSs at the time. At the end,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can extend to three 
aspects. First, to educ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it is necessary 
WR�FRQVWUXFW�DQG�SHULRGLFDOO\�UHÀQH�D�VHW�RI�FRPSUHKHQVLYH�XQGHUVWDQGLQJ�SHUIRUPDQFH�
index and skill classifications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Second, to SMEs, talent 
policy supports resources for complementary DS out-sourcing may present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with timelessness. Third, to labor training program, large cooperate training 
resources sharing with SMEs and connecting vo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with internship 
are adv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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넞⚥耷殗噠欰耷巆涮㾝⿻㽠噠䢀垺⛓须俲製侮⿻ⴕ區
鿓竤螠 1 ⷠ㹻埢 2 嘥酕㥶 3㷎䮸䘞 4卌渠襮 4

1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2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3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4淡江大學資訊處

䶰銴
本研究整合教育部高中職畢業生和勞動部投保薪資行政資料，並訂定學生升

學和就業的相關指標，藉此勾勒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展及就業態樣，提供個人端

職涯探索與定位。同時亦可提供養成端職涯輔導與培育、需求端人力盤點與媒合、

政府端政策盤點與擬訂。具體而言，本研究結合了教育部高中職畢業生資料和大

專院校新生入學資料，以及勞動部勞保投保資料和職前訓練資料依序分析：1. 高
中職畢業生的畢業流向，2. 高中職畢業生就業樣態。此外，本研究亦以深度訪談
的方式來探索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議題。最後，藉由研究發現，本研究依照升學

或就業的執掌主管機關不同，將之分為「教育面」與「勞動面」，依照短期和長期

角度來進行「教育面」與「勞動面」的政策建議。

ꬨꞇ雘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就業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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灇瑖胝兞
青年勞動力是國家重要的人力

資本，在全球金融與經濟的衝擊下，

OECD各國均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
青年勞動者的失業率高出全體勞動者

一至三倍，為解決青年勞動者求職高

風險的勞動困境，各國均相繼提出不

同的解決方案 [1]。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統計 2018年
15~24歲青年失業率 11.1％，高於整體
失業率，更為 25-54歲的失業率的兩
倍以上，青年失業人口占全世界失業

人口的 32.03％。
聯合國 2015年通過的《 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將青年的充分且

生產性就業以及合宜工作置於新發展

願景的中心，體現了青年就業挑戰的

重要性，並採取一致且集中的行動為

青年提供合宜工作，為青年發展開闢

道路。

1. 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勞動部 107年及 108年勞動統計

年報統計顯示，我國 15~24歲青年失
業率，均為整體失業率的 3倍以上。根

據 OECD資料庫顯示，OECD國家的
15~24歲青年失業率平均為 11.61％，
鄰近國家中則以日本的 3.66％為最低。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統計世界各國青年
失業率，我國青年失業率（15~24歲）
高於日本、美國、德國、新加坡、韓

國及英國，顯示青年仍屬就業市場中

的相對弱勢族群，應持續探索有效改

善機制。

以勞動部 [2]勞動統計查詢網青
年勞動統計資料，觀察我國 15~29歲
青年近五年不同年齡段的失業率，發

現其中以 20~24歲青年平均失業率
12.368％最高，應就該年齡段的就業歷
程及樣態，加以對照與比較，探討並

發掘高失業率之原因。

2.青年低薪就業與非典型就業
行政主計總處（2019）「108年人

力運用調查報告」統計，非典型（部

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81.9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 7.13％，當
中有 23.93％為 15~24歲青年。15~24歲
青年就業者共 86.6萬人，其中非典型工
作者共 19.6萬人，占青年就業者總數

表 1　15~29歲青年近五年不同年齡段失業率

　　　　 失業率 /計 （％） 失業率 / 15~19歲 （％） 失業率 / 20~24歲 （％）失業率 / 25~29歲 （％）

104年平均 8.7 8.63 12.59 6.55

105年平均 8.89 8.94 12.62 6.76

106年平均 8.72 8.77 12.38 6.58

107年平均 8.47 8.46 11.98 6.37

108年平均 8.75 9.22 12.27 6.57

平均 8.706 8.804 12.368 6.56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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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63％，約為整體非典型就業率的
3倍以上。15~24歲青年非典型工作主
要原因以「求學及受訓」最高，當中有

82.30％的青年不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
（含偏好此類工作型態者），有 17.70％
的非典型工作 15~24歲青年想改做全
時、正式工作。[3]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總處公告的

107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全年總
薪資中位數 [4]推算月薪中位數，根據
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薪資水準
指標（Wage Level），薪資低於中位數
三分之二屬低薪族（Low Pay）[5]。採
107年度月薪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二計
算，低薪就業的標準為 27,222元，本
研究以 25,000元以下薪資進行觀察。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非

典型工作類型，其薪資未滿 25,000元
的比例為 42.89％。

108年整體勞工的平均月薪為
39,191元，薪資未滿 25,000元的比例
為 12.72％，15~24歲青年勞工每月平
均薪資為 27,603元，當中有 32.00％的
青年勞工薪資低於 25,000元，低薪就
業的比例為整體勞動力的 2.5倍以上，
15~24歲青年勞工當中又以 15~19歲
薪資低於 25,000元的比例 59.88％最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3]。

依教育程度觀察表 2 的 107年
勞工每月薪資，無論是整體薪資或是

15~29歲青年勞工薪資，大致上都呈現
學歷越高，薪資越高的狀況。進一步觀

察，則會發現青年勞工當中， 教育程
度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學的

青年勞工其薪資低於 25,000元的比例，
為整體勞工的 1.5~3倍，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程度為專科的青年勞工與受僱就業

者的差異達 5.4倍。（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勞動部，2019）[3] [6]。

灇瑖湡涸莅卺圓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教育部高

中職畢業生資料和大專院校新生入學

資料，以及勞動部勞保投保資料分析：

（1）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2）高
中職畢業生就業樣態。除前述資料之

外，本研究亦使用勞動部的職業訓練

課程資訊系統資料，分析日間部未升

學畢業生參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

成長的情況，以及職前訓練與找到正

職工作的關係（以投保薪資高於當年

度最低基本工作來衡量）。期望能透過

這些行政資料的整合來進一步了解高

中職畢業生升學和就業選擇概況，以

及在勞動市場就業的情況。除此之外，

表 2　107年各教育程度勞工每月薪資

15~29歲青年勞工 受僱就業者

平均每月薪資（元）薪資低於 25,000元（％）平均每月薪資（元）薪資低於 25,000元（％）

國中及以下 20,179 76.77 30,098 27.86

高中（職） 25,148 48.65 32,670 16.97

專科 27,003 35.65 40,907 6.59

大學 31,962 14.76 40,094 9.72

研究所 45,951 1.91 59,118 2.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勞動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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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來探索量

化分析無法觸及之議題。希望透過不

同部門的行政資料之串聯，以量化資

料分析及質性深度訪談，分析高中職

畢業生職涯發展與就業態樣，提供各

面向利害關係人及政府政策參考。

2.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
職畢業生為分析主體，串接大專院校

新生入學檔，勞保投保檔。利用前述

三個檔案，本研究得以分析高中職畢

業生畢業流向，以及高中職畢業生就

業樣態。

在討論畢業流向時，本研究會將

畢業生分成「應屆升學」、「未應屆升

學」、「未升學（即直接就業）」等三種

情況。應屆和未應屆升學者的升學流

向區分為（1）高中樣本的升學流向，
（2）高職樣本的升學流向，其中高職
樣本可再細分為 15職群的升學流向。
在此討論的升學流向是參照現行大專

院校學科標準分類（第 5次修訂版，
https://stats.moe.gov.tw/bcode/）， 共 有
27個學門。

直接就業者的就業流向亦區分為

（1）高中樣本的就業流向，（2）高職
樣本的就業流向，其中高職樣本可再

細分為 15職群的就業流向。就業流向
是指，這些畢業生進入的行業大業別，

其分類則參照「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第 10次修訂版）」（https://www.
stat.gov.tw/ct.asp?mp=4&xItem=42276&
ctNode=1309），合計 19大類。

在建立了升學流向和就業流向的

變數之後，本研究接續依照升學者和

就業者分別定義合適的升學流向以及

就業流向。這個分析指標是根據教育

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整理而得。在升學者部分，由於資料

只有呈現高職的主修領域，因此高職

升學者依照其主修領域來設定各職群

前三適合的學門（即與主修領域較為

相關的學門），藉此觀察實際就讀學門

與理想就讀學門的差異程度。高職就

業者亦依照其主修領域設定各職群前

三適合的行業（即與主修領域較為相

關的學門），用以觀察實際就業業別與

理想就業業別的差異程度。 
其次，在就業樣態分析中，本研

究設立了幾項衡量指標：（1）工作狀
況，（2）該份工作的勞保投保薪資，
（3）持續該份工作的時間，（4）找到
第 1份工作所需的月數。工作狀況包
括了該份工作是正職工作、部分工時

工作，以及勞動者的投保公司代碼為

人力仲介公司。利用勞動部原始投保

資料，計算勞保投保薪資。持續該份

工作的時間是指從投保時間開始計算

至離開該份工作的時間，衡量單位以

「月」計算。找到第一份工作所需的月

數的計算方式是以畢業生畢業年度的 8
月份開始計算。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 103至
106學年度的高中職畢業生，最多只觀
察到 5年半的就業情況。因此在分析
時，本研究只分析 103學年度未升學
的畢業，並將著重分析他們在第一份

工作和最近一份工作的就業樣態。依

照高中和高職就業者依序檢視這些就

業者在這些就業樣態指標的情況，其

中高職就業者可再依其主修領域檢視

他們的就業樣態。

在分析完畢業生的流向和直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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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就業樣態之後，本研究使用 103
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檔、大專院校新

生入學檔，勞保投保檔，以及勞動部

的職業訓練課程資訊系統資料，分析

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加職業訓練後

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以及職前訓

練與找到正職工作的關係，藉此初探

職業訓業對投保薪資和從事正職工作

的可能影響。

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研究也訪

談高中職畢業生、企業代表、學校輔

導老師、青年就業服務處等 10人。透
過訪談的結果，強化量化分析重要發

現，同時透過訪談更深入了解高中職

畢業生在升學和就業抉擇，以及企業

代表對高中職學歷勞動者的看法。

總結而言，藉由教育部和勞動部

行政資料的串聯，建立高中職畢業生

升學、就業流向以及就業樣態的資料

庫，將資料視覺化呈現，並依照學生

的學習領域訂定升學和就業的分析指

標，進行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展及就

業態樣的分析。藉由深入的訪談，期

望能夠對高中職畢業生的職涯發展之

相關研究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透過

相關研究成果，呈現勞動力的歷程、

現況以及視覺化資訊，提供有效資訊

給學生、政府、人才培育及就業市場，

使得就業市場能因取得有效資訊而達

到市場效率化的效果。

俒桐䱳鎣
1. 高中職畢業生職涯與就業

本研究欲瞭解高中職畢業生在升

學與就業選擇的影響因素，根據研究

結果提供學校與相關職涯輔導單位具

體措施之參考建議。針對 2000年以後
文獻個案分析多以工業類、商業類以

及家事類為主，本研究以科別作為文

獻蒐集，分別包含幼兒保育科、商業

經營科、廣告設計科、美容科、餐飲

管理科、資料處理科與機械科 [7] [8] 
[9] [10] [11] [12]。其中個人因素包含
性別、年齡、興趣、證照、學業成績、

工作經驗以及實習經驗等；家庭因素

包含父母的期望、教育態度、職業、

教育程度、收入等；學校因素包含是

否提供實習機會、作品參展以及證照

輔導等。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於尼
特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定義為 15至 24歲的青
年，沒有就業或升學，也沒有參與職

業訓練。2004年日本政府公佈的「勞
動經濟白皮書」中，則將尼特族定義

為學校畢業之後，既不做家事也不上

學，也沒有工作意願的 15~34歲未婚
族群。表 3呈現美國、德國與 OECD
國家 2015~2018年 15~19歲與 2~24歲
的青少年未就業未升學比例，可以發

現職業教育以雙軌制聞名的德國，有

著較低的未就業未升學比例。

洪博文（2018）探究參與「106 
年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之社工、承辦人與參與青少年。研究結

果顯示針對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的政策

上存在資源整合困難、與青少年磨合需

要時間與空間、課程主導性不足、交通

與接送問題以及誘因不足等問題 [13]。
日本將對於生涯規劃消極而

缺乏堅持力的自由工作者叫飛特族

（Freeter），起源自 1990年以後，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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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錢或有需要的時候，才到便利商店、

餐廳或加油站打工，但不願意投入正

式工作的職場邊緣人。曾敏傑與賴柑

羽（2013）利用 2000至 2005年的「人
力資源調查」來推估我國青年「飛特族」

的就業概況與變遷，推估顯示台灣飛

特族的人數約為 7萬至 13萬之間，以
性別來說，男性比例多於女性；以年

齡層來看，15至 20歲比例較低，可能
與此年齡層多數仍以就學為主；以教

育程度來看，高中職學歷的青少年比

例最高，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14]。
林伊仙（2012）追蹤青少年在

19~24歲時的升學與就業行為，清楚勾
勒青少年在高中職階段對於未來升學

與就業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當中顯

示，就讀職業學校會造成「未升學未

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代表必須思考

青少年就讀高職是否能真正獲得一技

之長，抑或是淪為學歷至上的傳統觀

念下，可能因為成績不足，而無法ᙜ

續升學 [15]。
綜合以上個案討論，家庭背景因

素中的父母期待與升學和就業選擇息

息相關，而個人因素為在校成績。如

同林宜蓁（2013）深入訪談調查的結
果中發現，成績或許是影響學生進入

技職體系的關鍵，進而左右技職學生

日後升學的意願。雖然如此，興趣會

左右個人未來的發展，學習要有興趣

才會主動積極。因此，針對需要升學

的學生必須提早瞭解其興趣所在，增

加學生對未來的瞭解，或將理論與實

務課程搭配操作，提升學生對本科的

興趣 [16]。

2. 我國高中職畢業生就業相關措施
2016年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的六大

勞動政策，其中一項為「支持青年與

中高齡就業」，面對青年的高失業率，

政府將整合「職涯輔導體系」、「就業

媒合體系」、「職業訓練體系」三大體

系，提供青年支持性的就業服務，讓

青年學子不會畢業及失業。1

在 106~109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
（109年度滾動版）當中，透過依據產
業需求發展職能基準，整合訓練資源

提升勞工就業職能，減少學用及訓用

落差，並提供個別化就業諮詢及媒合

服務強化就業媒合開發潛在勞動力，

增進勞動參與以提高就業率等策略，

表 3　各國未就業未升學比例

                                  15~19歲                                                                   20~24歲

20-24歲 2015 2016 2017 2018 2015 2016 2017 2018

德國 2.54 3.35 3.61 3.38 9.27 10.79 10.08 10.39

美國 7.01 7.28 7.27 7.11 15.75 15.35 14.25 14.82

OECD平均 7.07 6.37 6.30 6.25 17.38 16.78 15.88 15.08

資料來源 : OECD data - Education at a glanc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1六大勞工政策包括：第一、薪資要增加；第二，工時要減少；第三，支持青年與中高齡就業；第四，保障非
典型勞動者；第五，照顧遭受職災勞工；第六，鼓勵組工會。可參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 u=
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 8xMTkxMi9mYTI2ZjI2Yy04Y2Y2LTRmYmItYjk2Yi0
3OG M3MjNmYzc4ZGMucGRm&n=MTEt5Yue5YuV6YOo5Lit5 6iL5pa95pS%2F6KiI55WrLnBkZg%3D%3D&ic
o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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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訓用整合提升就業職能。

以「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為例，

勞動部 106年的調查顯示，參與該計
畫的學員超過七成已有工作經驗，但

從事相對基層工作，參訓學員選擇的

工作職類會與畢業科系相關，主要期

望能透過職訓熟悉產業環境與累積實

務經驗。並且於結訓後有升遷或職務

調整的機會。因此，勞動部自 109年
6月至 110年 6月，加碼補助「青年就
業旗艦計畫」，企業提供青年職缺並辦

訓，由勞動部補助訓練費用（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2020）。推動包括「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就業學程計畫」、「青年就業旗艦計

畫」及「產學訓合作訓練」等各項青

年訓練計畫 [17]。
技職教育希望學生能透過「做中

學，學中做」，將課堂的理論應用到實

務的工作場域中。技職體系與產業界

進行校外實習的方式包括教育部所推

動的建教合作、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

就業導向專班，勞動部與教育部所共

同推動之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及青年就

業領航計畫。本研究各計畫之重要內

容置於表 4，以利讀者參考比較。

表 4　現行各種實習計畫

主管單位 教育部 勞動部與教育部

計畫名稱
建教

合作 1
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 2
就業導向

專班 3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4
青年就業

領航計畫 5

起源 2004年 2005年 2014年 2003年 2017年
對象 高職生 高職與專科 高三在學生 15 ~29歲 高三畢業生

模式

1. 輪調式
2. 階梯式
3. 實習式

1. 輪調式
2. 階梯式
3. 實習式

課 程 安 排 需 達

50％以上實務課程
業界實習至少 3日，
學校上課 2至 3日

2年與 3年期職場
體驗

特點

廠商需提供不低

於最低工資的

「生活津貼」，

工作內容需符合

「高級中等學校

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

兼顧學生「就學」

與「就業」為基

礎之教育模式。

補助對象包括學

生、教師和學校。

學生補助包括獎

助 金（$5,000/ 學
期）、實習補助款

（$6,000 /月）和保
險費、就業獎勵金

（$1,0000）。

1. 學費減半補助；
2. 專業證書認證；
3. 工作崗位的輪調。

以「儲蓄帳戶方

式」，提供青年每

人每月新臺幣 1萬
元，以作為青年未

來就學、就業或創

業之用。最高補助

3年，共 36萬。

2016年
情況

254班 74班 約 3000名 419名 744名

說明：1.雖然技職教育的建教合作始於 1969年，但教育部至 2004年才頒訂《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做為各校
辦理的依據。詳見 (http://140.122.79.150/coedu/Home/index)。

2.「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取自於 (https://iacp.me.ntnu.edu.tw/page.php?pid=503)。此方案類似建教合作，但廠商
和學生之間的媒合關係是透過「產學攜手合作合約書」和「合作意向書」，詳見 (https://iacp.me.ntnu.edu.tw/page.
php?pid=504)。

3.教育部所頒訂之「就業導向專班」要點請參見 (https://career.sivs.chc.edu.tw/nss/p/essential)。

4.此計畫名稱原為「台德菁英計畫」，於 2009年更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詳見 (https://www.dual.nat.gov.tw/
toAction.do)。

5.「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資訊取自於 (https://youthjob.taiwanjobs.gov.tw/youth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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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目前文獻多以「個人

特質因素」與「家庭因素」來解釋學

生就業的選擇，而學校協助高職生就

業仍多局限於建教合作或產學合作計

畫。或許受限資料取得不易，目前相

關研究在分析現行輔導高中職畢業生

的相關計畫對就業和升學之影響仍著

墨太少，未來相關單位（如教育部和

勞動部）應或許可仿照過去《兒童與

少年福利法與權益保障法》（原為《兒

童與少年福利法》）之作法，以四年為

一期針對兒少相關措施和法規進行全

國性的調查。2 藉此了解相關政策實施
的具體問題和成效，並開放這些相關

資料供學術單位進行相關政策成效之

評估。

3. 歐美重點國家與鄰近亞洲國家高中
職畢業生就業相關政策與制度

美國對於職業技術教育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與學術
教育（Academic Education）同樣重視，
職業教育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可以讓學

生足以面對未來的升學或就業 [18]。
美國的職業技術教育橫跨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故其職業技術

教育與其他國家的技職體系教育較為

相似。職業技術教育涵蓋家庭與消費

科學教育、一般勞動市場準備及職業

學程。由於美國教育是屬於單軌制，

中等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

至少都提供一類以上職業學程。

根據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

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資料顯示，美國高中
生最喜歡修系的職業學程前三名為商

業、金融與行銷；工程、設計與生產；

通訊與通訊技術，與我國技職教育集

中在商業類和工業類相似。2012年美
國約有 97％的學校會提供給學生關於
教育和勞力市場轉銜（school-to-work 
transition）相關資訊，但對於提供學生
關於實習工作機會、面試技巧與尋找

工作等面向是相對缺乏。此點與我國

現行技職教育不同 [19]。
林俊彥與王姿涵（2011）比較美

國與台灣技職教育制度之間的差異。

本研究將該文重要結果發現整理於表 
5，可明顯看出，美國與台灣技職教育
制兩者有著明顯的差異。在定位上，

美國的生涯及技術教育類似特殊教育、

博雅教育屬性，為中等以上學校或機

構教育功能的一部分，提供學生就業

準備有關的課程；而臺灣實施教育分

軌，技職教育自成獨立體系，技職體

系有明確隸屬學校，技職學校提供的

教育內容均屬技職教育範圍 [20]。

2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條、《統計法》第 3條及第 19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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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等教育階段美國與臺灣技職教育系統比較表

項目 美國 台灣

名稱 生涯及技術教育。 技術及職業教育，簡稱「技職教育」。

學制地位 單軌制為高中教育課程的一部分。 雙軌制；學制上有獨立的地位。

功能 提供學生試探職業及就業準備的機會。 兼顧學生生涯發展及就業準備的功能。

範圍
綜合高中、生涯及技術中學、地區性生涯

及技術教育中心之就業有關課程或學程。

國中技藝教育、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

合高中專門學程。

技職學生
曾修一門以上生涯及技術教育課程之學生

均屬之。

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生、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之全職學生。

技職教師
擔任生涯及技術教育課程之教師；不含一

般科目教師。

教授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之教師；含一般科目教師。

技職學生比例
92％ 的 2005 年高中畢業生曾修至少 1 門
技職科目；21％完成 1個職業類科選修。

2010 學年技職學校（含五專前 3年）與一般高
中生比例約為 6：4。

學生進路 學生所修課程列為部分高中畢業學分。 2008 年約 80％ 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林俊彥與王姿涵（2011）。

階段中主要學習基礎與普通課程，亦

有增開選修課程以因應快速變遷的時

代。進入中等教育第二階段後，以傳

授實用技能為主，目的在於培育基礎

技術人才，學生也可依其意願繼續升

入專門學校或高等教育。

我國現行的分流教育（高中、高

職和五專分流）與日本非常相似。日

本高等學校分為以升學為目的的普通

高校（如同台灣高中）和以就業為主

要目的專門高校（如同台灣高職），以

及結合兩者的綜合教育類科（如同台

灣綜合高中）。趙志揚、吳金蓮與陳高

生（2013）以京都府 工業高校生產系
統科為例，課程包含一般科目 44單位
及專業科目 43單位，專業科目占畢業
總數的 49.4％。專業科目包含專業基
礎能力、實作應用等，皆以培育具體

專業技術能力，課程設計理念不僅重

視學科能、專業技術，亦強調未來生

活適應能力之養成 [21]。

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 （ Bunde-
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 指出德國的職業教育訓練 （vo-
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體系
以雙軌訓練制 （ dual training system）備
受全球認可，主要特色為將理論和培訓

結合與現實工作環境中。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 of 1969 （2005年修訂） 的制
定使得聯邦政府與各州能對中小企業的

職業培訓有正式的認可，目前大約規範

了330種職業需要有進行正式培訓，因
此雇主和工會成為職業培訓法規創建的

驅動力。任何行業在培訓、測驗和證

書都有標準化作業，確保所有學生能得

到平等的職業教育。

德國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的學教型

態分為四類，文理中學與綜合中學為

「普通教育體制」（相當於我國普通學

程和綜合學程）；主幹學教與實科中學

為「技職教育體制」（相當於我國的技

術型高中和實用技能班）。學生可根據

性向與能力自由選擇升學，而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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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選擇的分析
Ruan（2001）討論了七個經濟體（法

國，德國，日本，荷蘭，瑞典，英國和

美國）關於從學校到工作轉銜的模式和問

題。利用國家評估文獻，討論了公共政策

的力量，包括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

對勞動力市場的計劃，教育的職業化和學

徒制，以改善青年的就業市場。多數失敗

的政策表明需要建立適合全國的機構來改

善從學校到工作的轉銜 [22]。
在學職轉換（school to work transition）

文獻中，Bradley and Nguyen（2004）認為
應從總體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的研究轉換

為離散選擇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
關於後者，研究人員通常從離開義務教

育的年輕人所面對的二元分類選擇轉變

為多項特徵選擇，因為後者才較能反映

年輕人面臨的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過程

的複雜性。回顧英國和美國學職轉換文

獻，發現個人、家庭、學校與當地勞動

市場的各種因素對年輕人學職轉換和找

到第一份工作有相關，但最有影響力的

因素之一可能仍是在學成績 [23]。使用
1992-1998 England’s Youth Cohort Studies
（YCS），Bradley and Nguyen（2004）將
學職轉換狀況分成五種情況：（1）繼續
接受學術課程的教育，（2）職業課程，
（3）進入公共資助的培訓計劃，（4）進
入長期就業，（5）失業或待業中，並以
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個人背景
變數對學職轉換狀態選擇之影響。結果

發現，當地較高的失業率鼓勵年輕人繼

續接受學術進修，而對於那些進入勞動

力市場的年輕人來說，青年培訓計劃被

作為失業替代選項，即在不景氣時，政

府可以鼓勵失業者參考勞動技能培訓，

以加強個人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 [23]。

Huang et al（2020）調查了高中階
段的打工對上大學的影響。在考慮了工

讀自我選擇和分流教育制度選擇的差異

下，學期當中的工作對教育成就具有負

面影響，且普通學程學生打工對大學考

試成績的負面影響要比職業學程學生高

出許多。這項結果指出，年輕人的職業

生涯若沒有好的開始，即打工無法為個

人工作經驗累積產生助益，負面教育成

就的影將可能會對個人未來職涯發展產

生深遠的影響 [24]。
這些結果說明了，青年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非常重要，因為它影響著他

們的未來就業和收入前景，仍至個人未

來的福祉和社會凝聚力。根據 2IÀFH�RI�
Global Insight and Policy [25]針對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15至 24歲的年輕人
從學校到工作過渡研究，由於青少年的

大腦成熟和角色轉換在 20歲以後仍將
繼續，因此分析上建議採取不同年齡層

的個別分析，以了解成功過渡所需的全

部挑戰和機遇。

5. 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育報酬率
之比較。

Becker [26] 認為，教育是投入當前
資源以換取未來的回報。個人將依照自

身條件（如能力、資金取金限制等）透

過極大化未來收入的預期淨現值（即收

入扣除教育成本），來決定其最適教育水

準。相關研究指出，不同國家的資料皆

顯示教育與收入之間存在明確的正相關

[27] [28] [24] [29] [30]，而且教育的勞動
報酬率似乎也比其他可行的投資來得要

大。根據 Psacharopoulos和 Patrinos，全
球教育報酬率大約為 9％ [30]。

由於技職高中教育是為了就業而

準備之教育，而普通高中教育是為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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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而準備，因此平均而言，受

教育的年數預期將普通教育學生。是

故，技職體系學生未來勞動市場可能

不如普通教育體系學生。不過，比較

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育報酬率之

相關研究並未明顯指出受職業教育學

生的職涯表現低於受普通教育學生。

Moenjak and Worswick 使用泰國調查
資料，在考慮了個人選擇問題下，該

文發現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提供更高

的教育報酬 [31]。Malamud and Pop-
Eleches利用 1973年羅馬尼亞的教育
改革促使大部分學生從職業培訓轉向

了普通教育，結果發現受政策影響的

男性與未受政策影響的男性在勞動市

場參與和收入並無顯著差異 [32]。由
此可知，職業學校和普通學校的畢業

生在勞動力市場回報上的差異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選擇驅動的。Zilic使用
克羅埃西亞資料亦得到相似的結果

[33]。Meer使用 1988年美國 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指 出

選擇職業教育者（vocational track），
即使當初選擇了普通教育（academic 
track），也不會增加其未來的收入
[34]。 Silliman and Virtanen研究職業
教育與普通中等教育之間的勞動力市

場回報，亦發現接受職業高中教育的

報酬率顯著高於普通高中教育 [35]。
換言之，在完全控制個人能力的干擾

下，職業教育所能給予的報酬率較

高。此外，該文亦發現，技術進步並

未降低職業高中教育的報酬率之溢酬。

Torun and Tumen使用工具變數法估計
土耳其普通高中教育與職業高中教育

在就業上的差異，發現兩者無顯著差

異 [36]。

在亞洲地區的研究部分，Loyalka 
et al使用中國兩個省份的 10,000多名
職業高中（最受歡迎的專業，計算機

專業）和學術高中學生的資料，計量

模型採用工具變數法和配對分析法，

發現（1）就讀職業高中（相對於學術
高中）大大降低了數學技能，並沒有

提高計算技能。（2）就讀職業高中會
增加輟學率，特別是對經濟弱勢者而

言，這個可能性更高 [37]。吳慧瑛使
用 1978至 2001年「人力運用調查」
資料發現，即使不再升學，高中教育

之報酬率也略高於高職教育，但其差

異並不大 [38]。
綜合上述，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

在教育報酬率的差異與所處的地區有

關。然而，當考慮了自我選擇進入職

業高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情況下，

歐美研究多半指出職業教育有較高的

報酬率，但亞洲地區的研究（泰國和

中國）並無一致性的結果。

灇瑖穡卓
1. 升學流向分析

本研究以國教署所提供之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畢業資料為主
體，串接大專院校新生入學檔、勞保

投保檔與投保事業單位檔等以分別觀

察高中、高職畢業生之「應屆升學者」

與「未應屆升學者」之升學流向以及

「未升學者」之就業樣態，包括工作狀

況、持續工作月數、投保薪資與尋職

時間等因素進行探討。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應屆升學
生之主要升學學門流向概況，觀察如下：

(1)高中畢業生以「商業及管理學門」、
「工程及工程業學門」、「語文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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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升學人數較多，比例依序為「商業

及管理學門」（18.35％）、「工程及工
程業學門」（15.39％）、「語文學門」
（9.12％），合計占 42.86％。

(2)高職畢業生所設定之前三適合升學
學門為重點指標觀之。3工業類機械

群（76.14％）、工業類電機電子群
（78.12％）、工業類動力機械群（
70.59％）、工業類化工群（69.54％
）、工業類土木建築群（71.93％）、
家事類餐旅群（83.64％）、家事類
家政群（61.21％）、農業類食品群
（68.66％）、藝術與設計類藝術群（
63.15％）與設計群（69.35％），投
入前三適合升學學門的比例均超過 5
成；雖然海事水產類的海事群、農

業類的農業群較不容易升學至所屬

學群，但這些職群的學生人數相對

較為稀少。

在高中職畢業生畢業流向的分析

分成升學流向和就業流向，結果發現，

103至 106學年度有超過 90％的高中
生和70％以上的高職生選擇繼續升學。
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流向主要是升學至

商業及管理學門、工程及工業學門、

語文學門等。高職生整體升學流向為

工程及工業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

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比例高達 60％
以上。進一步依照高職主修職群來設

定各職群理想的升學學門，發現絕大

部分的高職職群皆升學至與自己主修

領域有關的學門。

2. 就業流向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未升學
畢業生之主要就業業別流向概況。觀

察如下：

(1)未升學高中生直接就業者所從事行
業，如批發及零售業（25.52％）、住
宿及餐飲業（24.39％）、製造業（
11.19％）、教育業（10.31％）、支援
服務業（5.78％）、其他服務業（5.61
％）等；未升學高職生直接就業者

所從事行業，如批發及零售業（26.3
％）、住宿及餐飲業（21.2％）、製造
業（17.16％）、其他服務業（11.55％
）、支援服務業（6.01％）等，與未
升學高中生直接就業者相近。

(2)高中未升學畢業生無投保紀錄者占
比為63.67％，較高職未升學畢業生
各職群無投保紀錄者占比為高（海

事水產類海事群42.78％、工業類化
工群37.41％、農業類農業群35.49
％、商業類外語群35.45％、工業
類土木建築群33.17％、海事水產類
水產群32.37％、工業類電機電子群
28.86％、藝術與設計類設計群28.61
％、工業類機械群28.11％、工業類
動力機械群26.06％、藝術與設計類
藝術群23.47％、商業類商業管理群
23.45％、家事類餐旅群18.83％、
家事類家政群15.52％），這些數據
表示相較高職生，高中生的升學比

例比較高，同時他們在求學過程中

3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教育部曾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整理各職群科合適的升學路徑和就業情況
供我國學子參考。不過，因應每一年的國中會考訊息內容不同，該網站每年均會更新，目前我們已無法找到
原始的連結內容。「育達升學網」有將當時的內容複製在他們的網站當中，並說明資料來源為教育部「國中
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因此我們以這些訊息為主，詳情請見 https://www.yuda-cloudstudy.com.tw/tutor_
future_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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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打工經驗會比較少（即無投保記

錄）；高職職群中無投保紀錄者以海

事水產類海事群最高（42.78％），其
次分別為工業類化工群37.41％與農
業類農業群35.49％。

(3)各群科設定之前 3適合的行業來觀
察，未升學高職生在機械群（升學

率：80.17％）、電機電子群（升學
率：78.09％）、動力機械群（升學
率：54.03％）、餐旅群（升學率：
61.59％）、家政群（升學率：61.96
％）、食品群（升學率：71.59％）
等較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投入前

3適合行業的比例達 5成以上；其
他職群並無法順利找到與其就讀職

群相近的工作，如商業管理群（升

學率：80.4％）、藝術群（升學率：
77.7％）、設計群（升學率：84.74
％）等，均低於 1成；透過這些數
據的觀察，可知部分升學率較高的

職群畢業生（商業管理群、藝術群

、設計群），與較不容易找到合適

的行業有關。

在就業流向的分析中，高中未升

學的就業者主要從事技術門檻較低的

服務業。高職未升學的就業者，依照其

主修領域來設定較合適前三大行業，發

現除了主修領域為工業類、家事類、農

業類食品群的職校畢業生之外，多數的

高職職群的直接就業者其所從事的行業

與高職階段的學習領域關係並不明顯。

這點與升學流向的分析截然不同。換言

之，對高職生而言，相較選擇就業，選

擇升學的道路是比較順暢。

3. 就業樣態

103至 106學年度高中職未升學
畢業生之投保薪資、持續工作月數與

尋職時間，總結觀察如下：

(1)工作狀況：高中未升學畢業生第1
份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50.21％，最
近一份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60.79
％；高職未升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

為正職者比例占68.09％，最近一份
工作為正職者比例占82.42％，高
中、高職畢業生轉為正職的比例顯

著上升；投保薪資部分，第一份工

作平均投保薪資為20,189元，其
中正職工作平均投保薪資為23,427
元、部分工時工作平均投保薪資

為14,277元、投保公司代碼為人力
仲介公司之平均投保薪資為22,862
元；最近一份工作平均投保薪資為

20,696元，其中正職工作平均投保
薪資為24,184元、部分工時工作平
均投保薪資為13,177元、投保公司
代碼為人力仲介公司之平均投保薪

資為24,126元；正職工作與人力仲
介工作投保薪資水準相近，部分工

時工作投保薪資較低。

(2)持續月份：以正職工作較長，平均
可持續 9~16個月；人力仲介工作持
續時間則較短，平均在 3~7個月間
；部分工時工作持續月份數則介於前

二者之間；由此可知，若以持續月

份作為「工作穩定度」之就業樣態

觀察指標，正職工作穩定度最高，

投保公司代碼為人力仲介公司為次

之，部分工時工作穩定度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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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尋職時間：高中平均尋職時間為
13.75個月，高職平均尋職時間為
7.31個月，高中平均尋職時間較高
職為長，可能原因為高中畢業生缺

乏特定專長，因此比較不容易找到

一份正職工作；高職各職群之尋職

所需月數依長短排序可知，高職以

外語群、海事群與水產群尋職所需

時間較長，平均需花 11個月以上
，而化工群、家政群與餐旅群尋職

所需時間則較短，平均花 7個月內
即可找到工作。

結果發現，高中與高職畢業者的

第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比例分別為 50％
與 61％、最近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比例
分別為 68％與 82％，因此隨著經驗的
累積，他們從事正職的比例亦提高。

高中與高職畢業者第一份工作為正職

的持續時間分別約 10個月與 13個月、
第一份工作為正職的持續時間分別約

12個月與 17個月。兩者的投保薪資均
介於 22,000至 24,000元。無論第一份
工作與最近一份工作，部分工時工作

的持續時間只有 5至 8個月，平均投
保薪資 13,000至 14,000元；投保公司
為人力仲介公司其工作的持續時間亦

只有 4至 7個月，不過平均投保薪資
介於 22,000至 24,000元。由此可知，
正職工作的工作穩定度為最高。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高中生與高職生平均

需要 15個月與 8個月才能找到一份正
職的工作。

4. 職業訓練
本研究除了整合教育部高中職畢

業生和勞動部投保薪資的行政資料，

亦使用勞動部的職業訓練課程資訊系

統資料，分析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

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

以及職前訓練與找到正職工作的關係

（以投保薪資高於當年度最低基本工作

來衡量）。重要觀察總結如下：

(1)103學年度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
加職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有

接受職業訓練這些畢業生的投保薪

資成長大部份呈遞增式的增長。這

些結果提供了降低高中職學歷直接

就業者投保薪資呈遞減式增長的一

項可能的政策工具。

(2)職前訓練後能否順利找到正職工作
觀察：觀察發現未升學畢業生在無

工作狀況之下參加了職前訓練，平

均有4成以上的受訓者在結訓之後
可找到正職的工作。

(3)由於本研究所觀察的勞保投保紀錄
時間區間，最長也僅止於103學年
度畢業生自104年7月畢業後，至
108年底止的4年6個月，其他學
年度畢業生則更短；多數職群有無

職訓對投保薪資之影響，需要更長

的時間進行觀察，並針對不同職訓

課程特性，如職前 /在職、全時 /部
分工時、投保單位業別是否與職訓

課程性質接近、職訓時間長短等因

素，進行投保薪資、業別分析、工

作穩定度等進行觀察，才能進一步

觀察職業與評估職業訓練的成果。

檢視日間部未升學畢業生參加職

業訓練後之投保薪資成長的情況發現，

有接受職業訓練這些畢業生的投保薪

資成長大部份呈遞增式的增長。然而，

需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的職業訓練

分析並未細分受訓長度和受訓內容

等，職訓對未來投保薪資增長、工作

穩定度等議題值得未來研究來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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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另外，未升學畢業生在無工作

狀況之下參加了職前訓練，平均有四

成以上的受訓者在結訓之後可找到全

職工作。

5.深度訪談
除了使用教育部的高級中等學校

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及勞動

部投保原始資料之外，本研究接續從

事深度訪談的質化資料之收集，以補

足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研究議題，並

期能對高中職畢業生的職涯選擇之相

關研究議題有更深度瞭解。本研究依

照受訪摘要的結果，將依學生、企業

代表、學校輔導主任、地方政府輔導

單位依序呈現主要發現。

(1)訪談學生的重要發現
A. 影響高中職生選擇主修領域與選擇
未來工作領域的差異

學生主修領域的選擇與家長的意

見息息相關，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

逐漸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們普遍知道

他們自己未來的想要的職涯發展。

B. 高中職生選擇打工或就業的因素與
預期薪資

目前高中職畢業生選擇直接就業

的主因仍然是以「經濟壓力」較為明

顯，其餘升學者選擇打工的原因為希

望「經濟獨立」。

在現行高中職升學普遍的情況

下，尤其是高中，選擇直接就業是一

種「背離主流」的選擇，因此高中職

畢業直接就業者在進入職場前，以及

進入職場後均有心理壓力。就前者而

言，同儕普遍升學對他們產生心理不

平衡的壓力；就後者而言，在職場中，

這些直接就業者的年齡為最小，而且

同儕就業者並不多，因此在工作場域

中，只面對年長的同事較容易對他們

產生壓力。

高中職畢業生預期高中職學歷

的薪資與現實社會中高中職學歷的薪

資有落差，可能是學生會想要繼續升

學的另一項因素。透過訪談摘要可以

發現，學生預期的薪資為 25,000至
30,000元，使用勞動部的投保薪資資
料計算 103學年度高中職畢業生就業
者第一份正職工作以及最近一份正職

工作的平均投保薪資約為 23,000元以
及 24000元。因此，學生預期高中職學
歷的薪資均高於現行高中職畢業生的投

保薪資。簡言之，薪資預期存在落差亦

可能加深高中職畢業生想升學的意願。

C. 高中職生對於先就業後升學的看法
在先就業後升學的相關計畫看法

部分，本次受訪學生均無參與先就業

後升學相關計畫，即使在學期間得知

此訊息，身邊同學起初申請踴躍，但

是最後實際參與人數並不清楚。另外，

學生亦提到，透過學校或政府提供的

工作機會，不一定會是自己所喜歡，

因此他們會比較傾向自己找想要的工

作，或透過同時進行（半工半讀）來

找自己想要的工作。這些學生認為，

相較於知道公司的願景或未來走向，

更在乎在這家公司會學到什麼。

D. 高中職生對於證照的看法
考取證照需支付報名費與材料

費，對於經濟弱勢學生來說是負擔。

當證照變成畢業門檻時，可能以其他

非專業證照作為替代方案。

(2)訪談企業代表的重要發現
A. 企業對於聘用高中職生的看法

企業根據職位需求，實際上願意

聘用高中職生，但因升學導向，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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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為大學生，在人才選擇上仍以大

學生為主。其次，中小企業較不需大

量徵才，原有的高中職從業者就業穩

定情況下，年輕高中職生不易進入此

行業。這些因素均不利高中職學歷者

找到合適的工作。

B. 高中職生所具備的職場共通職能
職場共同職能比較上，高中職畢

業生具備的優勢主要是團隊合作與工

作紀律佳。

C. 企業對於證照的看法
企業代表者在僱用高中職畢業生

首重「相關職務的工作經驗」，而非證

照。工作經驗的加分效果不如「相關

職務的工作經驗」。

綜上所述，實習似乎是幫忙高中

職畢業生直接就業的一項方法。不過，

實習機會對於企業來說，並不容易推

行。其原因在於中小企業並無大量人

力需求；金融業屬於特許行業，除了

需要證照作為能力支持，但部分證照

要求學歷（至少高中職學歷）或從業

經驗等限制；餐飲業來說，學生在學

習烹調的基礎技能，即要求他們學習

如何經營，似乎操之過急。另一項的

作法是透過「專案媒合」的方式來協

助想工作順利工作，不過重點要讓這

些想工作的人能媒合到他們有興趣的

工作，才能讓他們真的體驗工作。這

個工作經驗對日後求職會有幫助。

(3)訪談學校輔導老師的重要發現
A.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對於學校的幫助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有助於高職更

新教學設備、實習現場、經費補助、

跨領域課程等面向。但是，由於高職

生亦想升學的情況下，仍以加強專業

科目與考試科目為主。學校所提供的設

備與業界所需仍無法完美銜接。高職學

生選擇類科時間過早，對於要跨考的學

生有一定難度。

B. 先就業後升學的案例分享
學校與輔導單位皆支持先就業後

升學的計畫推行，可以提供學生在職

場的體驗。然而，無論在高中或高職，

實際參與人數有限，其原因在於學生

缺乏實際案例的參考、興趣不一定與

工作相符、參與計畫過程中需要輔導

員的協助。

C. 學生生涯輔導的規劃
無論高中或高職，學生或家長多

期待能繼續升學，但是學生與家長可

能對於科系選擇產生分歧。學校相關

輔導政策多以協助興趣測驗、生涯規

劃，高三則提供學系探索測驗。對於

就業需求的需求，則以個案處理。

(4)訪談就業輔導單位的重要發現
A. 就業輔導單位可協助高中職學校端
的就業輔導

由於高三並無相關輔導課提供學生

進行生涯探索，青年職涯輔導的諮詢師

能與學校輔導單位進行合作，提供學生

個別或團體的諮商協助。

在選擇參與先就業後升學計畫之

前，可透過青年職涯輔導單位的協助，

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興趣所在，同時

建立對於職場的認識與信心。於實際

參與後，青年職涯輔導單位可做為第

三方的輔導員，將相關案例的進行與

學校輔導單位作為聯繫，提供未來的

學弟妹實際案例參考。

B. 就業輔導單位的個案分享總結
直接就業的高職生多半是因為家

庭經濟因素，協助評估經濟狀況，或提

供一些政府計畫的補助；在未來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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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學校繼續升學時，亦會提供相關的

管道提供諮詢。

佟瘼䒊陾
本研究透過量化資料觀察高中職

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光譜。高中生的

升學選擇仍以商管與理工為主流學門，

需要注意的是高中未升學生可能缺乏

專業技能的訓練，因此需要花較多時

間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但其工作類

型又以非典型就業為主，從事行業多

為服務業或零售業，因此若能在高中

就學階段協助參與「青年就業領航計

畫」，不僅能協助需要就業的高中生及

早與產業接軌，更享有政府提供的額

外薪資補貼。高職工業類、商業類、

家事類的學生較容易進入理想的升學學

門；部分職群不易進入理想的學門，隱

含著教育單位除了著重培養專業能力的

精進之外，亦可規劃並引導這些職群的

學生培養跨領域的能力。高職未升學生

來說，就讀工業類科與家事類較容易於

未來尋找理想的工作，但是前者所擁有

的起薪與未來薪資增幅較明顯；商業類

的商業管理群為高職學生人數第二多的

類科，其升學比例亦逐年提高，對於想

直接就業的青少年來說，較不容易尋職

到傳統薪資較高的金融業或保險業，因

多數金融證照需高中職畢業才能報考，

學校可於課程進行調整，實現畢業即就

業的目標。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提供企業、

學校、就業輔導單位、政府提供相關

的政策建議，期望能使學生在升學的主

修領域上發現自己的興趣、選擇就業

的學生能找到適合的工作，快速融入職

場，以及如何提供企業適合的人力。就

政策建議而言，本研究認為可以依照升

學或就業的執掌主管機關不同，將分為

「教育面」與「勞動面」，並依照短期和

長期角度來進行政策建議。

1. 短期政策參考
(1)強化學校輔導知能青少年於高中職
逐漸清楚自己未來的志向時，文獻

顯示學生透過實習或工讀的經驗，

會有助於未來升學與就業的選擇。

針對「教育面」來說，學校對於選

擇升學或就業的學生，在學期間應

由學校輔導單位或政府就業輔導單

位提供相關產業資訊與薪資訊息，

並且適度培養學生面對職場上所應

具備的態度與能力。

(2)追蹤產學合作機制
高職生因經濟壓力必須就業的情

況下，於高一入學時應鼓勵參與建教

合作計畫，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建教合

作的學生，在未來會傾向就業 [39]。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需肩負廠商篩選

之責，提供符合學生專業之廠商，此

部分應由「教育面」進行修正，避免

造成實習機制不確實等問題 [40]。畢
業後協助與產業接軌，協助爭取相關

政府補助計畫，可做為未來繼續升學

或創業的基礎。

(3)鏈結學校與就輔單位
雖然現今高中職學校主要以輔導

學生升學為主，然而在「教育面」和

「勞動面」上仍有合作之間。學校輔導

單位應可和地方就業輔導單位進行合

作，以強化就業輔導，共同協助想就

業的學生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或是

提供相關工作職缺的可能性。

(4)落實證照專業力
透過訪談，企業代表均認可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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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作辨識能力之用，且證照對個人

的學習亦有強化功效，提供個人競爭

力。不過在面對當今多變的職場環境，

在「教育面」上，學校應可視當前課

程規劃進行證照盤點，並鼓勵學生考

取相關專業領域的證照。

2. 長期政策參考
透過訪談發現，學生需要時間探

索性向。或者是，隨著心智逐漸成熟，

較能夠清楚自己的性向。在現行高中

職分流政策以及職校學生普遍升學的

情況下，分流制度是否還有存在的必

要頗值得討論。一般而言，家長普遍

希望孩子進入高中，然後升學取得大

學文憑。然而，當職校學生亦普遍升

學的情況下，既有的分流制度就出現

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原先設定職

校學生必須在進入職校前選擇好專業

的主修領域，以利畢業後進入職場。

但這個前提在目前的教育現況下已不

存在了，這些觀察亦得到高職輔導老

師的認同。本研究使用勞安所的投保

資料所示，除了少數職群（如動力機

械職群、餐飲職群）之外，大多數的

高職畢業生普遍無法找到較為符合自

己主修領域的行業。另一方面，大部

分的高職畢業均可以升學至與自身主

修領域相關學門。這意味著，相較於

選擇直接就業，選擇升學的道路似乎

比較順暢。前述困境有賴相關單依據

「勞動面」與「教育面」的政策來找出

解決之道。

(1)調整教育的分流制度
雖然以專案的職缺媒合政策可降

低高職畢業生無法找到符合主修領域

的行業的可能性，然而作為鼓勵學生

及早就業的政策，首先應該設法調整

當前「教育面」的分流制度。如果廢

除高中、高職分流的話，但保留現有

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進修部

等傳統以就業為導向的高職體制，以

及五專學校。在 12年國民教育之下，
2012年開始針對經濟弱勢學生，實施
「高職免學費」與「齊一公私立高中學

費」方案，期望落實高職培養優質技

術人才之優勢。此時，教育政策應引

導學生自國中時期開始探索性向，未

探索完的學生，國中畢業後可進入高

中就學，已探索完畢則可進入以「就

業導向」的職校或五專就學，為及早

進入職場來準備。如此應較能夠解決

現行高職學生畢業後找不到與主修領

域相關性高的工作之可能性。同時也

可能促使學生及早探索興趣，以興趣

選擇專業學習領域，順利銜接未來的

勞動市場。

(2)提升職缺媒合效能
其次，在學生已了解自己的興趣

的情況，專案職缺的媒合仍可持續進

行，並將潛在的職缺公開化。在訪談

當中，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知

道自己未來想要的職涯發展，較傾向

自己找想要的工作，且更在乎能學到

什麼。另外，學生預期的薪資普遍高

於實際薪資，意味著，工作興趣以及

成就感是他們繼續保持在職場的動力。

在職缺不透明的情況，學生較不願意

參與專案媒合；即使參與，在職缺與

興趣不合的情況、薪資不符預期的情

況下，亦無法持續太久，最終可能導

致社會資源浪費。因此，除了鼓勵學

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外，也應將潛在媒

合職缺透明化，增加學生參與專案媒

合工作的可能性，同時也可增強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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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該項工作職務的意願。這樣的作

法能有效提升社會資源的使用，累積

足夠的成功案例，讓學生更有意願參

與專案的媒合。

穡锸
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來觀察高中

職畢業生未來的升學就業流向，輔以

質化資料來探索量化分析無法觸及之

議題。並輔以質化分析，依序訪問高

中職畢業生、企業代表、學校輔導單

位以及就業輔導單位。採用深度訪談

方式，知曉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

的選擇如何受到個人特質、同儕、師

長以及校方等重要他人之影響。瞭解

企業在僱用員工所需要的人力需求。

探索學校輔導單位在教學現場可能面

臨升學或與就業的輔導困境。最後，

將三方所提及的需求、幫助與困境提

供給輔導就業單位，尋求可能的幫助。

總結來說，目前有以下發現：

1.升學與就業概況
高職生非應屆升學的比例高於高

中生，隱含高職生可能因為基本學科

的訓練不足，若要選擇升學較有可能

需要重考。相較於未升學的高中生，

未升學的高職生有較高的就業紀錄。

2. 高中職升學流向
高職生整體升學流向為工程及工

業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餐旅及民

生服務學門，比例高達 6成以上，其
中又以高職機械群與商業管理群較能

升學至理想學門。

3. 高中職就業流向
未升學的高中職生較容易進入批

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製造業。

即使高職生商業類學生擁有電腦軟體、

語言、會計相關證照，仍不容易投入

金融及保險業或不動產業。

4. 未升學者近五年的就業態樣
高職的訓練有助於青少年找到

正職工作，在適應社會後，可能因為

經驗的累積與工作的轉職，高中職學

生皆有更高的比例獲得一份正職工

作。第一份工作與最近一份工作平均

薪資約 2萬 2千多與 2萬 4千多，代
表即使從事正職工作，可能因為基本

工資的規範（2014年每月基本工資為
20,008元），導致資方可能因為學歷關
係僅以基本工資作為敘薪標準。

最後，本研究要說明質化資料與

量化資料的研究限制。首先，針對質

化資料進行說明，以學生訪談對象來

說，本研究缺乏高中未升學者的就業

訊息與實際參與先就業後升學的實際

個案，因此無法得知面臨就業市場可

能遭遇的困難與參與政府計畫學生的

真實反映，此部分應與高中職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由高中職提供合適訪談

名單；以企業訪談對象來說，本研究

僅訪問三個企業代表，可能無法真實

反映不同產業情況，亦可能隨著公司

規模大小而有所差異；以受訪區域來

說，本次受訪者居住區皆為北部，可

能無法反映不同區域學校或產業的城

鄉差異；針對學校代表來說，輔導學

生就業或升學通常是校內不同單位在

進行，因此訪談對象因進一步區分為

兩者，方能獲得更詳細資訊。

再者，針對量化資料進行說明，

以資料年數來說，由於僅使用 103~106
學年度的資料，截至 108學年度，最
長的資料長度約五年，由於多數高中

職生皆以升學為主，亦可能繼續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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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就讀，因此無法明確反應年輕人

進入勞動市場的狀況；透過勞保資料

僅能觀察勞動所得資料，若能進一步

使用所得稅資料，可以觀察不同學群

的年輕人在財富與所得之間是否存在

差異；職業訓練係透過不同地區與單

位來協助進行，根據職訓的類型補助

金額亦有差異，因此僅由是否參與職

訓對於薪資的影響，其結果有待確認；

高中職學校的分布在台灣各區比例皆

不相同，因此可將樣本進一步以區域

區分，觀察相關勞動市場資料的變化。

讀者在解讀相關的圖表結果時應有所

保留，等到未來研究使用更多的資料

來驗證，才能得到更精確的結論。

钟闒
本研承蒙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09 年研究計畫
ILOSH109-M305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
展及就業樣態之研究經費支持，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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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administrative data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Labor insured salary, and sets 
relevant indicators for student advancement and employment, so as to outlin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and provide 
personal career exploration and Posi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career 
guidance and cultivation at the development end, inventory and matching of demand-side 
PDQSRZHU��DQG�SROLF\�LQYHQWRU\�DQG�IRUPXODWLRQ�DW�WKH�JRYHUQPHQW�HQG��6SHFLÀFDOO\��WKLV�
research combines the information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admission data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labor insurance 
insurance data and pre-employment training data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e order 
analysis: 1.The graduation flow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2.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high school vocational graduate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opics that cannot be touched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Finally, 
DFFRUGLQJ�WR�WKH�UHVHDUFK�ÀQGLQJV��WKLV�UHVHDUFK�LV�GLYLGHG�LQWR��HGXFDWLRQ��DQG��ZRU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entering a higher education or employment, 
DQG�WKH��HGXFDWLRQ��DQG��ZRUN��DUH�DQDO\]HG�DFFRUGLQJ�WR�WKH�VKRUW�WHUP�DQG�ORQJ�WHUP�
perspectives. polic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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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넞룲荈歋䊨⡲罏⛓耷巆鼇乵娜玑
闒巾梥勛㷆蓸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䶰銴
我國社會高齡化，勞動力亦隨之中高齡化。中高齡者面臨再就業，有其劣勢，

亦有其優勢。研究目的探討中高齡者從非自由工作者轉換成為自由工作者的現況、

原因、職涯選擇歷程與需要的職業能力。研究方法採質性深度訪談法。立意抽樣

5名45歲以上之原任職私人企業的全職員工或二度就業婦女，其在45∼65歲之間
職涯轉換成為自由工作者。分析方法採紮根理論，將文本進行開放性及選擇性編

碼。且所有受訪者皆填具受訪者同意書。研究發現中高齡者因生命事件成為自由

工作者，內在決策歷程除了依個人健康需求、財務安全及彈性工作時間做客觀事

實評估；而長久以來職涯中壓抑或無法實現的內在動機與需求，如自我興趣，個

人價值觀及主控權，成為轉職自由工作的重要助力。個人的自我效能促使其敏銳

地從大環境的變動中發現問題、不斷調整策略並採取行動，直至轉職成功。豐富

職涯累積的職業能力（如業務能力、組織能力及個人品德素質），是中高齡自由工

作者成功立足職場的重要條件；資訊及科技使用能力，則為最欠缺的職場核心能

力。長久建構的社會支持系統則有助減緩職涯轉換的財務、健康及心理的壓力。

整體而言，本研究對象對其目前的身心狀況、能力發展、社會關係及財務狀況之

自我評價均持正向肯定的態度。本研究針對中高齡者再就業的政策、轉型為自由

工作者、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言。

ꬨꞇ雘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職涯選擇、職業能力、社會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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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鎊
國家競爭力與勞動力息息相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出我國工作年齡人

口所占比率自 2015年開始下降，勞動
人口每年以 18萬速度減少，人口紅利
將於 2027年消失。加上因社會快速高
齡化，國內勞動力高齡化日趨嚴重，

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率相對於先進國

家卻偏低。依據勞動部 2019年統計中
高齡者就業比例，45∼ 65歲為 63.49
％，65歲以上僅有 8.3％，遠低於美日
韓之 20.2％∼ 34％等先進國家，因此
提升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刻不容緩。

中高齡就業阻礙甚多，從雇主觀

點，其刻板印象包括年資高、須負擔

高薪、龐大退休金、年齡歧視、容易

產生職災，科技工具接受使用度低，

跨域就業能力差及無法快速適應工作

上的大變動等 [1] [2]。中高齡者被迫
提早離開職場的同時，也面臨再就業

不易，因此部份人會轉為自由工作者，

即自營作業者。依據勞動部 2019年統
計中高齡者之從業身分及工作類型顯

示，受僱者所占比重隨年齡增長而減

少；從事自營作業者則隨年齡遞增，

其中 45 ∼ 49歲者占比為 12.18％，
50-54歲者占比為 16.38％，55∼ 59歲
者占比為 21.97％，60∼ 64歲者占比為
29.28％，65歲以上更高達為 51.94％。

葉婉榆等人指出在知識經濟時代

的自營作業者，與先進國家所描述的

SOHO族工作型態類似，選擇能獨立
作業、創立資本門檻低、較不易受人

力影響品質的行業居多。其涵蓋不同

領域及不同程度技能的工作者，如文

字／藝術工作、餐飲零售、市場攤販、

水電維修、醫師及會計師等等，共通

特色為「高度的工作自主」[3]。輔以
近年來生產工具資訊化、科技化，企

業為降低成本，工作外包，減少全職

人員僱用，零工經濟異軍突起，從事

類似微創業的自由工作人口規模日益

增加 [4]。

自由工作者看似高度自主，但盈

虧自負，風險不小。當身負家庭經濟

大任的中高齡者選擇以自由工作者形

式再就業時，其考量的動機為何？做

了哪些準備？哪些要素是讓其順利從

原有的工作轉換跑道到現有獨立的工

作環境，其歷程及可能的成功因素為

何？對自己目前工作的評價及生活的

影響等，為一值得探究的課題，或能

為現今的勞動力缺乏及勞資關係注入

新的思維。

本研究透過定義何謂自由工作

者，再探討中高齡者身心與職涯發展

及職涯選擇，以個人微觀角度，實例

分析我國中高齡選擇自由工作的職涯

轉型歷程，分析其職涯選擇可能原因，

及考慮因素與需要的職業能力及轉型

後對自己生活的評價。

俒桐㔐곃
本研究從自由工作者的定義及現

況、中高齡者身心與職涯發展、中高

齡者職涯選擇的相關理論及研究，探

究目前的研究現況及不足之處。

1. 自由工作者定義及現況

(1)自由工作者定義
依《劍橋英語詞典》對自由工作

者定義：為不同公司提供不同項目的

服務，但不隸屬於單一公司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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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鍚全球研究院 2016年調查報告
定義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是可自
由選擇工作時間，同時服務不同雇主

或從事不同行業的獨立工作者 [5]。
Handy在《你拿什麼定義自己？》一
書中指出自由工作者將是未來工作型

態趨勢之一，並提出自由工作者的組

合式工作（portfolio work）概念 [6]。
Handy 用組合式生活（portfolio life）
重新定義生活與工作的關係。他指出

工作不應侷限在有薪工作的認定，應

包含學習、志工服務及家庭等活動。

因應企業快速變化，他建議 50歲以上
的人應選擇從事自由工作型態，並採

用組合式工作的生活方式，分散職涯

風險，實現有意義的人生。Mulcahy進
一步認為組合式工作者，是經營自我

事業的方式，自營作業為其中一種工

作類型 [7]。本研究參考上述文獻，定
義自由工作者限定為自營作業者。

(2)現況及研究發現
現今社會產業變遷快速，組織力

求彈性扁平化，減少全職人員的僱用，

以降低成本及快速應變；同時個人追

求工作自主權，渴望工作與生活間平

衡的內在需求日增。目前美國與歐洲

有高達 1.62億的人口從事自由職業，
相當於勞動人口的 20％到 30％。這
種極富彈性的工作形式非常適合中高

齡以上及需要照護家人的族群。英國

有 39％的自由工作者年紀在 55歲及以
上，而 25到 54歲之間的則占 31％；
瑞典和德國的情況也與之雷同 [5]。依
據勞動部統計中高齡就業之從業身份

結構中，從事自營作業者隨年齡增長

而增加，2019年 60∼ 64歲自營作業
者占 29.28％，較 45-49歲者（12.18％）

多出一倍之多。

雖然從事自由工作者其自主權

高，卻面臨更大市場環境的生存壓力

支配 [3]。Süß與 Becker[8]研究顯示，
資訊及媒體行業的自由工作者是否能

在職涯上成功，與其就業能力（技術、

社交和網絡能力）是否能滿足市場需

求有關。自由工作者除了收入不琑定
外，沒有帶薪病假、也沒有反歧視就

業立法或安全網計劃保障。與傳統就

業模式相較，自由工作者的財務安全

相形脆弱，加上也常面臨客戶付款延

後或欠款問題，因此常用多重收入來

源來減輕財務風險 [9]。
LipiĔska-Grobelny[10]研究表示自

由工作者較傳統工作者具有重視自我

實現、對工作要求高、能控制自主彈

性時間、具有積極地自我反省及重視

工作回饋等人格特質。紐西蘭研究自

由職業記者，75％年齡在 35-64歲之
間 [11]。Platman[12]研究指出，從事
自由工作允許跨越年齡岐視的就業障

礙，持續工作到自我退休。

綜合上述文獻，得知近年自由工

作者人數成長，且偏重在中高齡族群，

且此族群的工作特質及需求與傳統工

作者有本質上的差異。國內針對中高

齡自由工作特質文獻較少，本研究期

能透過深度訪談，窺探其轉職的工作

動機及特質。

2.中高齡者身心與職涯發展

(1)中高齡者身心發展對職涯的影響
中年後期生理老化及健康問題開

始浮現，也為慢性疾病的好發期如神

經系統疾病、惡性腫瘤、心肌梗塞、

其他心臟疾病和關節炎等，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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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人可能提前退休 [13]。另一方
面，處於三明治時期的中高齡者，面

對家庭、父母與子女的照顧責任及工

作壓力，亦影響其留任職場的意願。

廖慈惠、廛金豐 [14]發現中年工作者
職場退縮傾向與健康壓力、角色壓力

呈正向關係，與就業力呈負向關係。

郭靜晃 [15]以 Athley從人生歷程
看待職業與家庭生活的變化觀點，指

出中年期是個人職業生涯最大投入階

段，爾後逐步退休至完全退出職場。

中年期職涯改變的原因有四：（1）行
業別受限於個人生理條件，至中年期

即宣告結束，如職業運動員。（2）工
作與個人之性格或工作目標不符合，

如成功的商人轉行變成農夫。（3）察
覺個人已達職涯顛峰，不可能再獲得

提拔或是所擁有的技術專長己過時。

（4）子女長大成人，已完成家庭照顧
責任。以上的觀點均較以功利主義觀

點，探索工作與年齡的關係。而事實

上，依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瞭
解，中年期的心理發展重點為逐漸從

外在的追求轉向內在價值的探索，喜

歡由工作中獲得成就，此時期之創生

與停滯的危機將影響老年期的完整統

整，其亦可能影響中高齡者重新省思

自己工作的價值。

(2)工作對中高齡者的正面意義
因中高齡者在面對生理衰退、職

場轉換、求職不易、薪資不符期待或

家庭照顧責任等中年危機，除存在多

重不明確感外，也常伴隨著工作多年，

人生好像有什麼事情尚未實現的失落

感。楊蓓 [16]認為中年期的發展特色
是經由生理上的逐漸衰退，從體能上

對工作生活的力不從心，察覺到心理

上的「累」。在「累」與失落感中重新

回顧過往，進而重新省察生命存在的

意義。Schein[17]認為人終其一生都想
成為自己想要的人，在職涯發展過程

中會致力內在職業自我的實現。因此

對中高齡者而言，此時若能成功的職

涯轉換、適應與認定，將有助達成自

我實現 [18]。
工作對中高齡者身心發展具正面

作用，包括比較不會感到憂鬱或健康

不良；若太早退出勞動市場，反而多

種慢性疾病的發生機率提高，不利晚

年健康的維持 [19]。LaMontagne et 
al. [20]建議中高齡者採用漸進式退休
方式，從常態性工作轉為臨時性工作

或兼職工作，有助心理健康的維持。

甚至超過退休年齡仍持續工作，反而

可以保持日常生活運作與維持社交網

絡的連繫 [21]。此亦與世界衛生組織
倡議的活躍老化，持續社會參與理念

一致。

因此，了解中高齡者在職涯選擇

歷程中，如何重新審視工作轉換與個人

需求，及基於那些重要考量，而選擇成

為自由工作者，是本研究目的之一。

3.中高齡者職涯選擇
(1)職涯定義
楊朝祥 [22]認為職業生涯就像

人一生的故事，具有以下四種特性：

A.獨特性：不同個體的職涯不可能完
全一致。B.終生性：是個體一生職業
及整體生活型態的總合，是終生發展

的歷程。C.發展性：因個體在不同階
段的需求而有不同的動態發展。D.總
合性：個人所從事的工作或職業往往

決定其生活型態，兩者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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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career）一詞可譯做職涯及
生涯，從許多生涯發展論述裡發現，

就業及工作佔有很大的比例，因此「職

涯」及「生涯」可視為同義詞，常於

行文時交互使用 [23]。一般而言，「職
涯」以強調職業工作為主，「生涯」

則除了職業工作外尚包含其他生活面。

本研究因較偏重在職業工作層面的探

討，因此將以「職涯」一詞論述。總之，

職涯是個體一生中職業發展的整體狀

態，是不斷抉擇與適應的過程，會因不

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選擇與挑戰。

(2)職涯選擇相關理論
Super[24]以生活廣度（life span）

及生活空間（life space）來看待職涯
的發展，以生涯彩虹圖表示職涯是由

時間、廣度與深度三個層面組成而整

體發展的。時間是指個人的生命歷程，

廣度則包括人的一生中所扮演的各種

角色，如：兒童、學生、休閒者、公民、

工作者及家庭照顧者等，深度是指個

人在扮演各種角色時所投入的程度。

Super認為個人在不同生活階段
中會同時扮演不同角色，角色間相互

影響。每個階段都有顯著角色（role 
salience），如 15到 20歲是學生，30
歲是家長，至 45歲時，工作角色中斷，
學生角色突然再出現，公民與休閒角

色逐漸增加，面對這種中年危機，個

人可能必須再學習、再適應，才能處

理職業與家庭生活中的問題 [25]。
Super將個人的職涯劃分為五個階

段：成長（0到 14歲）、探索（15到
24歲）、建立（25到 44歲）、維持（45
到 64歲）和衰退（65歲以上）。位處
維持階段的中高齡者，其原本任務為

維持既有職業上的地位與成就，直到

65歲退休為止。
Schein提出生涯之錨（Career An-

chor）理論是指當一個人不得不做出選
擇的時候，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的東

西，綜合了需要、能力與價值觀。是

個人在經歷職場社會化和工作經驗後

直接導向或影響個體職涯選擇之職業

資料來源：林幸台：生涯輔導的理論與實施。初版，臺北市：五南；1987：89。

圖 1　 Super生涯彩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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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其特色在於以經驗脈絡為

底，呈現出職涯之主觀面 [23]。
Schein[26]將職涯分為內部職涯

（internal career）與外部職涯（external 
career）兩個面向。外部職涯是指組織
中明確定義的職位角色，內部職涯意

謂個人內在主觀對工作認定的價值、

心態、需求、才能、興趣及動機。隨

著中小企業扁平化與專業分工興起，

屬於依賴組織昇遷發展的外部職涯將

越 越少，因應越 越多非全職彈性的工

作，自我對內部職涯的認定將越 越重

要 [27]。
就中高齡者而言，面對企業環境

變遷及中年危機，更深受內在「職涯

自我概念」（career self-concepts）之影
響，而有不同的職涯選擇。

(3)中高齡者職涯選擇之相關研究
Sharf[28] 認為職涯選擇（career 

choice）係指在生涯的某個時間點，個
人對其所從事工作所做的選擇。當中

高齡者在歷經中年危機後，為維持在

勞動市場活動，再次面臨職涯選擇。

以職業專業能力來看，可能是在不同

專業領域的轉換，或是相同專業領域，

不同工作內容的改變；若以就業身份

而言，則可能是傳統全職受僱與彈性

自主工作者的身份轉換。

國內對於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

多著重在失業狀況分析、就業阻礙因

素及政策面制定等探討 [2] [3]，少數學
者針對中高齡者的內在職涯自我概念

做分析及生涯之錨的靜態分類，如楊

育儀 [29]及黃有麗 [30]。針對中高齡
者職涯歷程做研究者則有張晉芬與李

奕慧 [31]採事件史分析國營事業民營
化後被大量資遣的中高齡者再就業狀

況。該研究發現性別、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需求及居住地區均會影響中高

齡者是否持續參與勞動市場。而工作

經歷並無法成為促進就業的資產，中

高齡者在離職後，多採取自營作業或

進入服務業以維持在勞動市場活動。

張芳榕 [32]分析成人因啫好而職
涯轉換成功的因素發現，除了外在環

境的支持外，與個體本身內在特質有

關，其工作價值觀傾向追求自我實現、

尊嚴、聲望及家庭的歸屬感。王丹麥

[33]針對中年（38∼ 46歲）專業工作
者的生涯轉換歷程發現，雖然金錢、興

趣及意義是工作三大要素，但興趣及意

義顯然是中年轉職的 性動機。相較於

初入職場時，社會主流價值、他人想法

及財務經濟常是職涯選擇的重要考量因

素。中年期個體在歷經社會洗禮及工作

磨練後，如同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
論提及，個體對職涯選擇逐漸自外在價

值鬆綁，轉往內在意義及價值的追求，

朝以自我實現方向前進。

陳相如與陳鏡如 [34]針對 35∼
50歲成人期的職涯危機調適及選擇研
究發現類似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階
段，中年期之後的職涯選擇會思考自

我與產業的契合性，並在內在與產業

價值做連結紮根，至，成年期則更會

思索產業回饋及經驗傳承。

綜觀上述，現階段研究雖以成人

期為研究對象，然其年齡皆偏中年前

期者為多。本研究期能補充研究缺口，

研究目的以質性深度訪問，探討中高

齡者從非自由工作者轉換成為自由工

作者歷程，含現況、轉職原因、職涯

選擇歷程，並從中找尋轉職需要的職業

能力。研究問題欲探究 45∼ 65歲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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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其職涯選擇是否仍深受生命階

段、關鍵事件、外在社會環境、專業能

力、內在職涯自我概念等因素影響。

灇瑖倰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進行，著重個

案如何從年輕到中高齡時職涯的改變，

梳理其過往職涯歷程的脈絡，探討選

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重要考量、關鍵

事件及相關影響素，以及選擇成為自

由工作者後的自我評價。

1. 研究對象與抽樣
對 象 以 採 滾 雪 球 立 意 取 樣

（Purposeful Sampling）選取，條件如下：
(1) 現年 51-69歲之人士，其職涯轉換
年齡位於 45∼ 65歲。

(2) 在成為自由工作者前為任職私人企
業之全職員工或二度就業婦女。

(3) 從事自由工作迄今至少有 2年以上
的經驗。

本研究最後篩選出 5位研究對象
如下表。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1　

編號 A B C
性別／居住地 女性／台北市 女性／新北市 男性／台北市

學歷科系 二專企管系畢 國中畢業 大學機械系畢

目前年齡／轉職年齡 55／ 48 54／ 46 69／ 60

自由工作者年資 約 11年 約 9年 約 10年

職涯歷程 會計 2年，廚工 1年，
全職家庭主婦 10多年

受僱美容師 30年 
中間有數次自行短暫創業

經驗，成為自由工作者前

最後工作為受僱美容師 7
年

上市工程公司之工程師 15
年，業務 16年

目前職業 自營到府清潔 自營美容工作室 藝術推廣行政

大專院校及特教學校兼任老

師

職涯關鍵事件 先生生病多年須要照

顧，經濟需要

與老闆不合離職 自願離職 
發揚父親藝術精神

轉職時家庭狀況 1.先生生病
2.長女就讀高中
3.長子就讀國中

1.已婚，先生就業中
2.長子就讀高中
3.二子就讀小六

1.與姐（未婚）同住
2.已婚，妻子家管。
3.長子就讀國外大學
4.長女就讀國外大學

目前家庭狀況 1.先生過世。
2.長女二專畢，就業中。
3.長子就讀大學夜間部，
有打工。

1.先生為受僱齒模師，就
業中。

2.長子大學畢，就業中。
3.次子就讀大二，有打工。

1.興姐同住。
2.妻子家管。
3.長子博士畢業，德國工作。
4.長女大學畢業，美國工作。

轉職後收入 較佳 較佳 較差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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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2

編號 D E

性別／居住地 男性／新北市 女性／台中市

學歷科系 商專會統科 大學西語系畢

目前年齡／轉職年齡 59／ 51 51／ 48

自由工作者年資 約 9年 約 4年

職涯歷程 外務員 7年，保險業務 10年（後 5年
同時於市場擺攤），受僱記帳士 15年。

保險，珠寶設計行政，美國中文學校教師　

目前職業 自營記帳士事務所 1.樂齡健康促進指導
2.自營收納整理師　

職涯關鍵事件 與老闆不合，被迫離職 父親過世，返台照顧母親

轉職時家庭狀況 1.已婚，妻子在市場賣衣服，生意不佳
2.長女就讀高中
3.次女就讀國中

1.離婚單身無子女
2.短暫居住娘家，後在外租屋獨居

目前家庭狀況 1.已婚，妻子合租店面賣衣服，生意佳
2.長女大學畢，就業中
3.次女高中畢，就業中

1.離婚單身無子女
2.租屋獨居

轉職後收入 較差 較差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研究工具－訪談大綱及訪談工具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方式，從

受訪者自述及回顧過去至今的職涯發

展及現況，探索其由外在價值鬆綁，

轉向內在意義價值的追求。故本研究

重點在自我評價，而非他人觀感。訪

談大綱分三大面向，與研究問題及文

獻探索中之重要觀念連結如下：

(1)  就業歷程：參考 Schein最初建構生
涯之錨理論時，藉由深度訪談詢問

過往職涯歷程、重大轉捩點及關鍵

影響人物等，經由檢視過往職涯歷

程中的正負向經驗及感受，進而探

討促成職涯轉變之內在動機，並深

入了解受訪者的職涯需求及所具備

的職業能力。

(2) 社會支持系統：Super認為個人職
業生涯的發展，深受生命階段中不

同的角色互相影響。Handy認為由

有薪工作、學習、志工服務與家庭

所建構出的組合式工作概念，其所

架構出來的社會網絡有助於職涯風

險管理。因此訪談大綱也藉此釐清

研究對象生活中因所扮演的角色及

參與深度而建構出來之社會支持系

統對職涯的影響。

(3) 自我評價：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
論認為個體到了中年期階段，對職

涯選擇逐漸自外在價值鬆綁，轉往

內在意義及價值的追求，朝以自我

實現方向前進。Schein（1978）因
應越⢵越多非全職彈性的工作，自
我對內部職涯（internal career）的認
定將越⢵越重要。因此本研究接受
訪者自我評價現況，探索其由外在

價值鬆綁，轉向內在意義的價值的

追求。透過訪談大綱瞭解研究對象

在成為自由工作者後之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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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使用錄音筆及手機，記錄

受訪者的談訪 內容 ;並佐以訪談日誌，
速記當日訪談重點及 研究者心得。
3.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的學者觀

點，建構基本的模版，再以紮根理論

處理文本，以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

碼及選擇性編碼進行資料分析，最終

選擇性編碼結果如下。

表 3　選擇性編碼架構表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職涯轉折點 生命事件

職涯選擇的決策歷程

內在動機與需求

客觀事實評估

自我效能

職業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職場核心能力

社會支持系統

實質性支持

情緒性支持

訊息性支持

自我評價

目前身心狀況

目前能力發展

目前社會互動

目前財務安全

回顧生命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 資料信效度
本研究訪談大綱經請專家做審視

修定，達內容效度。整理後之訪談文

本逐字稿及整理出來的資料（如生命

故事），請研究對象閱讀並填寫訪談

回饋函，以供研究者進行修正。本研

究之訪談回饋函統計顯示，文本描述

真實呈現研究對象真實經驗 90％以上
（此為量表最高類別）。文稿編碼則由

研究團隊做重覆編碼，確定一致性達

九成以上。

5. 研究倫理
本研究恪守學術倫理規範，請受

訪者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在其同

意下進行錄音及記錄。並透過基本資料

填寫，釐清確認研究對象成自由工作者

前後之家庭與個人生命階段（如圖 1），
及其家庭經濟財務狀況，期能全盤性初

步補捉研究參與者之生活樣貌。

6.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個案自我回溯方式回顧

自己生涯發展，較難以量性研究進行

調查，故以質性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

料收集，無法達到量性研究的抽樣代

表性。另受限時間及人力，本研究採

立意取樣 5人，並力求資料飽合度。
但本研究資料發現中高齡自由工作者

會因個案轉職時間長短及人格特質等

因素，均可能影響適應階段以及職涯

的決定。另外本研究個案大都居住在

北部雙北都會區，未能考量城鄉差異

及臺灣北中南不同產業的發展的影響。

研究個案過往的職涯經驗大都為技術

性工作，在同一工作崗位上都至少有 4
年以上的全職工作年資，較無法呈現

原為行政工作或職涯歷程不 定的樣本

特質。

穡卓⦐呪耷巆涮㾝腠窄ⴕ區
1.  A小姐自營到府家事服務

A小姐二專企管系畢業，婚前從
事會計工作約 2年，但對會計工作興
趣缺缺，婚後離職當家管，先生 42歲
感染腦膜炎，生活無法自理，當時女

兒小五，兒子幼稚園大班。所幸Ａ小

姐在氣功團體練氣功多年，積極參與

志工活動，家庭變故時師兄姊給予很

大的精神力量，讓她迅速走出不安，

思索未來。先生領有退職金，財務尚

可，A小姐暫時選擇先以家庭照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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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外出工作，37歲時正式成為家
庭照顧者。41歲 A小姐逐漸擔心社會
脫節，日後工作不易。到離家不遠、

可彈性排班的中央廚房工作，每天將

先生午餐弄好才外出。這份工作讓 A
小姐拾回自信，發現自己喜歡廚房工

作，進而考取廚師執照，工作 1年多
後再因先生的健康變化而辭職。歷經

11年的照顧歲月，A小姐已 48歲，經
濟開始拮据，為兼顧家庭，她選擇彈

性的家事服務工作，受訓上課結訓後

自行接案。因平日熱心助人與鄰居互

動良好，起初客源從鄰居開始，工作

地點離家近，上班時間彈性，完全符

合她擇職需求。多年來家庭主婦的生

活經驗及基金會專業的訓練讓她在工

作上游刃有餘。喜與人互動，社團關

係良好，與雇主保持良好的關係，客

源不斷，薪資也比當年從事會計工作

多了兩倍，十分滿意目前的工作與生

活安排。

2.  B小姐自營美容工作室

B小姐現年 54歲，國中畢業後在
苗栗鄉下的手套製作公司負責材料分

配打樣，工作 4年多覺得無趣。在台
北的姐姐引薦下，至苗栗鄉下的小美

容材料行付費學習。後北上台北從學

徒做起，從按摩客人手足開始邊做邊

學，正式踏入美容行業。歴經幾次美

容工作室創業、就業，最後因結婚搬

家生子暫時離開職場。婚後曾自營美

容室，但難以兼顧照顧小孩，最後收

業。待 40歲左右，孩子稍長，輾轉在
2家美容工作室工作，最後在美容美髮
材料行附設美容工作室待 7年，後因
與老板不合，自行出來開業迄今。

B小姐自認單純、沒有野心也不
會攬客推銷商品，勇於創業，主要是

覺得自己能力可以，且受僱於小店家，

沒有福利保障，薪水抽佣計算，沒有

勞健保、固定特休制度及年終，上下

班時間不固定，早期連颱風天都要上

班。訪談過程中她多次提及每次離職

都是與老闆有關，認為與其完全要看

老闆的臉色心情做事，不如自行開業，

凡事自己掌控來得自在、有保障。

目前她個人工作室成立進入第 8
年，除了剛開業曾被同行莫名檢舉及

不時主管機關來函要求稽查外，很滿

意現況。雖然財務盈虧自負有點壓力，

但比先前受僱領薪佳，目前很滿意可

以自行掌控工作與人生。

3.  C先生藝術世家的傳承使命
C先生從事藝術推廣及大專院校

兼課講師，現年 69歲。在藝術世家長
大的他，在高中選組時原欲往文組發

展，走上藝術創作，卻在父親的強力

阻止下走上理工之路。大學機械系畢

業後進入國內著名上市工程公司工作，

從基層工程師、業務推廣到組織管理，

30多年的工程業界資歷相當完整。
身為 228受難家屬的第二代，深

感父親及臺灣本土藝術家的貢獻及對

本土的熱愛，卻鮮為人知，深恐若無

人著手整理，終將被後人遺忘。因此

即使在工程業界發展順利，藝術傳承

的使命感始終縈繞於心，尤其在父親

過世後更加強烈。

年歲增長，體能漸差，C先生衡量
自己在職場的穩定發展，與父親在藝術

上定位，在 60歲那年毅然決定離職，
著手整修及數位化父親 200多件藝術作
品，整建父親故居成立紀念館，設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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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撰寫 228相關藝術家往來對話故
事及投入盲人觸摸藝術教育。

從工程師到藝術領域，C先生認
為過去的路並沒有白走。不論是整建

父親故居成紀念館或藝術佈展時覽場

的動線安排，多年的工程設計經驗，

均提供相當大的助益。而以往紮實的

業務歷練，讓他能在藝術推廣與公家

機關應對接洽上共創雙贏。

C先生個人及家庭經濟沒問題，
最大的財務壓力在於如何讓基金會能

有琑定長久的運作機制。以前在公司
熱心參與的社團、同事及後來參與讀

書會，是他最大的社會支持，給予情

感及實務人力支援。

迄今經過 10年，C先生的努力逐
漸在社會上引起共鳴，獲得好評。但

長期一人當多人用，健康付出代價不

小。他期許自己體力能更好，協助基

金會能找到產業模式長期運作，傳承

藝術之愛。

4.  D先生自營記帳士
現年 59歲的 D先生平日努力工

作、安分守己。商專會統科畢業後，

從事外務員工作 7年、保險業務員 10
年、後 5年因經濟需要並同時在環南
市場擺攤，最後在姐姐開設的會計師

事務所，從事記帳士工作 15年直到 51
歲。後來因大環境變化，公司業務急

速縮編利潤減少及人事變動，對工作

及薪資貢獻上認知不同，漸生縫隙，

手足失和，被迫離開。

D先生 51歲失業，當時孩子分別
在國、高中就學，每月需負擔孝親費 9
千元；大陸籍的妻子與人合租店面賣

衣服，生意不佳。頓失經濟來源的他

盤算著撐不下去，將保險解約或房貸

週轉，全力找全職工作並兼送報紙快

遞。因先前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15年，
健康付出極大代價，想轉找公司行號

的全職會計工作延續專業經驗。礙於

基層工作沒有公司願意用老員工；也

嘗試應徵警衛，又受限於個子矮小而

求職失敗。

D先生自認因有妻子的安慰鼓勵，
才有勇氣創業。創業之初，只有 2、3
家老客戶，一個月營收只有 7千元，
還好多年來固定參與氣功社團，師兄

姊的支持帶給他很大正面能量，甚至

給予實質的支持。多年來經營的人脈

最有用，目前 2/3的客戶都是經由師兄
姊的介紹，甚至記帳後的會計師簽證

也都是師兄擔保。這些社會支持都是

當初單純只是因為追求健康而練氣功

時，沒想到的額外收穫。

客戶服務是 D先生最擅長的能
力，早期賣保險的經驗，讓他深知生

意就是服務，後來深度參與氣功團體

的活動，讓他更堅信凡事先付出，只

要做對的事，就會有善的循環。因此

平常熱心助人，不求回報，自然廣結

善緣，舊客戶主動牽線引薦新客戶。

D先生以前的工作壓力大，好幾
次忙到胃出血，健康代價不小。現在

自營一人事務所，業務單純，收入略

少，他表示用自己的心情過日子就是

出頭天，現在可以睡到自然醒，1年休
息 300天，工作之餘還可以跟氣功團
體的樂團全省巡迴演出，傳遞正面能

量。安然渡過中年危機的恐慌，想想

當初若沒有強被逼著離開，他也沒有

勇氣追求目前理想中的生活。人生一

得一失，不到最後誰也無法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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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小姐樂齡健康促進指導及收納整理
離婚單身的 E小姐現年 51歲，大

學西語系畢業後，在台灣先後從事室

內設計 4年、保險銷售 6年、離婚後
到美國從事珠寶銷售管理 8年及中文
教學 4年，47歲時因失智 10多年的父
親過世回台。顧及原生家庭因照顧父

親多年心疲力倦，生活失序，她決定

留台重新發展，目前的工作是樂齡健

促指導及收納整理。

喜歡美學的Ｅ小姐會意外踏進樂

齡健促指導之路，主因是父母高齡且

自己中年單身，進而關注高齡長照相

關議題，後來得知○機構樂齡健康促

進指導師資培訓，覺得課程有趣且與

自身相關，加上自認有多年教學經驗，

教學非難事，在接受培訓後開始樂齡

健促指導新職涯。

E小姐的樂齡健促指導備受肯定，
她認為不單是專業能力的關係，過往

業務銷售的經驗，讓她明白掌握客戶

服務的要訣。面對長輩動作做不到的

學習問題，懂得轉換情境，滿足長輩

的成就感是她成功的關鍵。她表示目

前台灣高齡話題看似火熱，但受限政

府預算編列，目前各地開課狀況並不

琑定，因此她除了在機構授課外，近
年也積極擴展教學據點，她表示組織

能力有助她能快速化繁為簡，針對客

戶需求，提出課程規劃。她希望將來

有個教學團隊，變成事業模式才是真

正的永久之計。

喜歡美學的 E小姐覺得收納整理
才是她真正的強項，而且收納整理工

作單純，資本小，應是她較能掌握的

事業。目前她靠著經營粉絲頁及加入

社群與同業合作案子，擴展客源。但

目前台灣對於收納整理的需求尚在起

步，實際客戶服務經驗不多。

返台後從零開始重新與台灣的人

事物做連結，目前在外一人租屋居住。

即使工作及財務狀況不 定，仍覺得自

己並不適合從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工

作，雖然人生已過半，她認為現階段

承擔風險以換取下半場更高的自主性

是值得的。

㼭穡
經樣本抽樣及訪談整理後，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特點如下：

1. 均經歷職場、家庭或個人內在心理
狀態轉變的中年危機。

2. 目前從事工作與在校所學科系連結
不大。只有 D先生之自由工作者職
涯是延續在校所學科系的專業，其

餘均不一樣。

3. 過往職涯歷程呈穩定狀況。
雖然曾經歷不同職業別的轉換，

除 A小姐為二度就業婦女外，其餘研
究對象未曾從事過非典型受僱或派遺

工作，且在同一工作崗位上都有 4年
以上全職年資。

4. 過往職涯工作傾向技術型工作。
5. E小姐的自由工作者年資約 4年，
其他研究對象均在 8年以上。

6. 社交活躍，生活圈不侷限在工作及
家人。

穡卓灇瑖ⴕ區莅涮植
本研究依文本內容，重新編碼，

抽離概念，依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轉型

歷程、其內在動機及需求、轉職歷程、

轉職後的自由工作型態的評價做主題

性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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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響中高齡者轉換職涯的生命事件
本研究發現，除大環境及產業影

響外，中高齡者與職場主管不合被迫

離職、家庭照顧責任加重及對人生意

義追求的轉變等，是中高齡者職涯轉

換的重要生命事件。在本研究對象中

有 2位是被迫離職；2位是因家庭照顧
責任需求，1位因追求人生意義自動轉
換職涯。因生命重大事件的引動，促

使中高齡者產生工作異動的心，進而

有了創業的轉變。

(1)家庭因素
對 ! 因為這種工作就居家打掃的

工作，比較時間是可以比較自由分配

的⋯⋯，我可以照顧到病人，又可以工作。

（A1-67）
我真的覺得父母年紀也大了，而且長

期照顧我爸爸，像我弟、我媽，他們真的

整個身心都疲憊到一個狀態，也都還沒有

恢復過來。（E1-57）
(2)與老闆理念不合

對啊，就是妳業績沒達到，扣到 4千，
妳會爽嗎？因為，不是，妳沒有想說妳已

經剩我一個人在做，幾乎客人我在做，我

可以不要做，我一直接一直在做啊⋯⋯.
（B1-622）

⋯⋯有時候久而久之的就起衝突了，

起衝突的話那就離開就這樣子。（B1-82）
(3)心理狀態轉變

我兩個權衡，自己的穩定跟爸爸的

一個定位，我認為爸爸藝術家的那個更

重要，比我穩穩當當地還要更重要⋯⋯。

（C1-84）

另外，本研究發現個人的職涯軌

跡深受在家庭扮演的角色影響。個人

在青年階段的職涯選擇，「家庭—個人」

是扮演資源「供給—接受」的對應關

係；到中高齡階段則轉變為「索求—

供給」，這種關係的改變促使個人作出

職涯調整。依勞動部 2019年統計中高
齡者之從業身分及工作類型及麥肯錫

全球研究院 2016年調查報告等國內外
報告均顯示自由工作者有隨著年齡及

家庭責任改變而增加的現象。

2. 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職業選擇決策歷
程之影響因素

(1)客觀事實評估
因年齡漸長，個人漸感生理的

變化，健康危機感加深及肩負家庭經

濟重擔的壓力。在本研究中發現「健

康」、「財務」及「彈性工時」是中高

齡自由工作者職業選擇時首重的考量

因素。

A.健康
發現自己的體力有比較差了，那一

想自己也就關鍵點快到了，快到 60了。
（C1-201）

B.財務
這種真的你做 10年、做 20年，你的

薪水一定都是這樣而已啦。（B2-458）

第二個那樣的薪資並不高，⋯⋯

我會覺得真的很不適合我們的人生階

段的。如果你是 2、30歲 OK，可是已
經在 50歲的時候，我覺得是不OK的，
而且我覺得沒有未來性。（E2-96）
C.彈性工時

譬如說我今天禮拜一有工作，我就

去，禮拜二我就想，如果想要照顧病人，

或者是有要看醫生的話，我就禮拜二就排

休息，不要排到那一天。（A1-75）

(2)內在動機與需求
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者在歷經職

場社會化和工作經驗後，對職涯深層

的內在動機與需求益發清晰，會自發

性地朝「職涯自我概念」（caree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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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前進。本研究經分析文本發
現，中高齡者除了客觀事實條件評估

外，「自我興趣」、「主控權」與「個人

價值觀」是中高齡者選擇成為自由工

作者的三項內在驅力。

A.自我興趣
對，我喜歡，因為每天會接觸不同的

人，然後又可以聊天增廣見聞。（A1-105）
這個工程不是我很喜歡的工作，我喜

歡文學的。（C1-57）
B.主控權

⋯我覺得那自己做，自己就不用被人

家，我覺得自己要怎樣做就怎樣做。（B2-
309）

你可以有更多的掌握性，這樣子，

雖然它有伴隨一些風險，可是呢，比起工

作上班，我覺得，這是可以承受的，嗯。

（E1-302）
而且你的收入才是真的，可以 Create

出來的，不是固定的那樣的收入。（E1-
310）

時間也彈性。（E1-312）

C.個人價值觀
⋯⋯去推廣，讓人家知道前輩這麼偉

大，然後我們接著要怎麼樣子延續這種精

神下去，我們做得到，我們應該是怎麼做。

（B1-99）
就是一直在想，有一個事業，去創一

個屬於自己事業，而不是只是一份工作。

（E1-166）

本研究發現「自我興趣」與「個

人價值觀」是中高齡者轉職成為自由

工作者重要動力，讓其願意勇敢承擔

財務不穩定的風險，實現夢想，符合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提及，中年
期的職涯選擇逐漸自外在價值鬆綁，

轉從內在意義及價值的追求。

另外，「主控權」也是中高齡者選

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另一重要動力。

王叢桂與羅國英 [35]發現中高齡未退
休者比已退休者更重視個人自主需求。

本研究中發現中高齡者重視的主控權

不只對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及工作環

境的自主掌握，也包含財務自主的期

待。雖然在組織內工作看似有薪資及

福利保障，但時間及健康的付出代價

高，且受限不可控制的組織規範及他

人。本研究對象認為自由工作者雖然

財務自主壓力大，但透過個人的努力，

可以突破薪資框架，反能創造更高的

財務收益。

(3)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VHOI�HIÀFDF\）是由社

會認知論學者Bandura於 1977年提出，
是指個人對於是否能夠達成賦予的特

定任務之能力和信念。陳悅琴等人 [36]
指出自我效能非指個人擁有能力的多

寡，而是著重在個體對自我能力的評

估與有效應用，且會影響其目標結果

的實現。Krueger與 Brazeal[37]認為自
我效能可預測創業成就，克服創業障

礙。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自由工作者

的自我效能，可分自我能力評估、職

業選擇意圖及職業行動採取等三大面

向，促使個體在面對職業類型不同時，

設法快速補強職業專業技術能力，積

極發揮過往累積的職場核心能力，突

破初期客源開發不易的困境、敏銳察

覺大環境政策的變動及與公務機關應

對的要點，進行風險管理。

A.自我能力評估
中高齡自由工作者在自我能力評估

上，能善用自己的過往工作經驗，因此較

正向地評估的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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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60歲，但是我可以做顧問，一
定會讓整個工作都會比較順利一點。（C1-
72）

對，除了年紀大了，然後比較是一個

困擾之外，其他能力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問

題。（C1-78）
我在美國就教那麼久了嘛！所以教學

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問題，只是轉換一個

對象。（E1-93）

B.職業選擇意圖
你其實就是要朝這種方向去做。（B2-

69）
因為你有個藍圖在走，我覺得它會

比較不是一個未知的。⋯⋯，我覺得人生

的下半場，是值得這樣子走的啦！（E1-
516）

C.職業行動採取
中高齡者在選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過

程中，可能因不確定自己的職涯方向，因

此會先有一段目標探索的歷程。

廚師是之後小孩比較大一點以後，我

發現我跟社會脫節太久，我怕我以後沒有

辦法進入社會工作，所以我就去這個中央

廚房工作。（A1-38）
⋯⋯，我也覺得到了這個年齡了，我

們不是再重頭去找一份工作，我想要整合

過去我們有的經驗、能力，然後那這樣子

可以規劃出一個就是可以走一條什麼樣的

路。（E2-93）
在職業目標確定後，會積極透過受訓

上課，快速補強專業技術能力。

我去○基金會上課，上了一個月的

課。（A1-18）
對，它（○機構的健康促進課程）是

師資培訓。（E1-81）
在完全成為單打獨鬥的自由工作者之

後，開始迎接各式的挑戰，除了客源開發

之外，這時才發現政府政策及與公家機關

應對，變成很重要。

他們就說有人檢舉你沒有證照，那其

實我們是有，我也不知道是誰？（B2-76）
⋯⋯那只是要去怎麼樣子跟公部門去

交涉這個才是一個問題。（C1-294）
你擔心的是沒有人願意讓你做，沒有

客戶。（D1-36）
一開始不知道它這麼不穩定。它的課

程結束就沒有了，因為你不知道政府的編

列是這樣。（E2-222）

綜合上述，不論當初是主動或被

迫成為自由工作者，本研究對象在受

訪時均已成功轉型成自由工作者，且

穩定作業 2年以上，因此對其自我能
力評估皆較傾向正向、專業、自信。

雖然大部份受訪者表示起初可能因不

確定自己的職涯方向，會先有段目標

探索，部份受訪者會經由受訓進修，

快速補強自己的專業技術能力。然受

訪者也表示，往往在真正踏入自由工

作者新職涯時，才會發現客源開發不

易、政府政策的影響或公家單位的應

對等問題須克服，成為他們是否成功

創業的重要挑戰。

3.中高齡自由工作者應具有的職業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及「職場核心

能力」是中高齡自由工作者應具備的

兩大職業能力。

(1)「專業技術能力」是成為自由工作
者的基本條件

本研究分析發現中高齡自由工作者

必須善於從過往的工作經驗、職前訓練

及生活經驗中整合萃取成優異的專業技

術能力，才能在競爭的市場上生存。惟

自由工作者必須一人多用，僅有優異的

專業技術能力，無法在職場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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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關工作經驗
我就是經驗，熟能生巧吧（B2-281）
那這個在○○（指先前任職的工程公

司）這個設計跟業務的一個信念，我可以

用在這個紀念館，這幫忙蠻大的。（C1-
54）

對呀，像我之前教學嘛，那我現在一

樣要教學，那它就能在組織規劃，在發號

口令上的步驟就會比較清楚。（E2-3）

B.職前訓練
我去○基金會上課，上了一個月的

課。（A1-18）
對，它（○機構的健康促進課程）是

師資培訓。（E1-81）

C.生活經驗
⋯⋯這個媽媽要求說要煮飯給她吃，

然後要幫小孩洗澡，然後又要打掃家裡，

那不就是我以前家庭主婦做的工作嗎？然

後對我來講我覺得還蠻簡單的⋯⋯。（A1-
146）

⋯⋯我們有長期這個都有關注這一方

面的訊息，而且長期就是幫爸爸做這種雕

塑的東西的一個工作，所以很快就得到認

同了⋯⋯。（C1-296）

(2)「業務能力」、「組織能力」及「個
人品德」為職場核心能力

本研究歸納中高齡者轉型為自由工

作者，需要具備的職場核心能力包括：

業務能力、組織能力及個人品德。

A.業務能力
本研究中多數研究對象表示以往職

涯所培育的業務能力甚為重要，業務能力

包含人際關係管理、談判、銷售技巧、工

作品質及客戶服務能力。自由工作者集技

術、行銷及管理於一身，業務能力越強，

存活力就越強。

對，客戶介紹客戶來，就是覺得說

你做得不錯，人家就會幫你介紹，然後或

者就人緣還不錯，然後也工作量也很多。

（A1-119）
那接下來就是我當館長的任務就是

要推廣嘛，那推廣這個業務的一個經驗，

都有這個陌生拜訪，都有這個推銷，然

後對於對方的反應，我可以盡量造成雙

贏⋯⋯。（C1-52）
就是我都長期去客戶那邊收東西，收

到他感動了，他去替我找客戶來，他幫我

找客戶來⋯⋯。（D2-119）
就像你說的年輕人他沒有經過這一

層業務，銷售的訓練，服務業的訓練，他

交談起來是，有時候有點像在訓話。⋯⋯

那其實樂齡的老師，它跟一般的教學不一

樣，你面對的都是長輩，而且你不是要要

求成績的，你是要讓他開心。（E2-33）

B.組織能力
不論是業務提案或專業進修，面對繁

雜的內容，如何快速化繁為簡，捉到重點，

訪談敍述發現組織能力非常重要，是其能

勝任自由工作者之工作上的原因之一。

我對工作上面充實著我對這種組織能

力，我可以在繁雜的一個項目裡面把它歸

納出來是比較簡潔的幾個項目，⋯⋯可以

比較能夠切入，然後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

東西，（C1-129）
我覺得你不管是在教學也好，或

者是上課也好，很多時候你在受訓的時

候，⋯⋯可是因為 organize這件事情，所
以我會抓重點。（E3-116）

C.個人品德素質
自由工作者的生活跟工作幾乎緊緊相

扣，個人品德素質形同品牌的元素，是產

品服務的象徵，讓客戶信任推薦的最重要

資產。在本研究裡有4位在談及其工作時，
大量出現如：助人、責任、真誠及良心等

正向字詞，儼然已內化成工作信念及品質

指標，形成個人品牌效益與其他競爭者差

異化，同時帶來正向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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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也會幫一些老人家打掃啊，因

為年紀大的老人家他們體力上比較不行，

然後我就當作自己的長輩，然後幫他們打

掃，然後他也會把鑰匙放在我家，有時候

我們煮個東西也會把他當家人，然後送去

給他吃。（A1-81）
就是以真誠就好啊。（B2-10）
所以每個任務，每個任務你如果把它

踏實地做好，對你以後一定有幫忙的。但

是你不要想那麼多，你就做，你把自己養

成那種習慣。（C1-60）
⋯⋯說要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D1-149）

(3)「科技及社群平台使用能力」為中
高齡自由工作者較欠缺的職業核心

能力

中高齡者的優勢在於有豐沛的人脈，

開展客源。惟現今網路時代，社群行銷已

是各行各業的兵爭之地，對此中高齡自由

工作者有明顯科技障礙的落差。

現在這個時代，我研究的結果，你不

管做什麼，你不用社群行銷，是很難壯大

的⋯⋯。（E1-500）
⋯⋯那我也會再去弄個部落格、IG，

就是還在摸索要怎麼弄。（E1-546）
對，就這樣而已，我們不會，我就是

不會，妳看 FB上很多做臉的。（B1-743）

4.中高齡自由工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
來源

面對職場轉換所帶來的衝擊，社

會支持系統有助減緩財務、健康及心

理的壓力。本研究發現家人、朋友、

鄰居及社團是中高齡自由工作者的社

會支持系統來源，其中以家人及社團

給予之支持最多元化。手足能提供的

實質及訊息性支持最多，而配偶給予

的情緒性支持最重要，是中高齡自由

工作者持續前進的動力來源。

(1)實質性支持
提供物質或行為等實質協助，如財

務、物資、人力及客源等支持，其來源

為手足、朋友、鄰居及社團的友人。

就是朋友介紹朋友。（A1-117）
⋯⋯就整棟樓裡面有兩戶是我幫他打

掃的。（A1-121）
因為那個社團是我當初，他們是委

員，所以在我們 3年任滿的時候，我們有
把他組一個聚會，⋯⋯大家都很融洽，然

後我需要什麼拿不到的人力資源，然後就

可以拜託他們⋯⋯。（C1-286）
但是客源不是都是從○○氣功來的

嗎⋯⋯？ 30家客戶，10家是○○的師兄
姊，其中又有 10家是從師兄姊中延伸出
來的，其他的大概就是我老婆跟我自己這

邊聯繫出來的。（D2-83）
沒有，他（同行工作室社群）提供你

一個總資訊，然後就是像，像他就丟了兩

堂課給我。（E3-39）

(2)訊息性支持
手足、同行及社團友人也會提

供工作上問題之解決引導、建議及

訊息，協助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解決

創業困境。

⋯⋯譬如說我擦一個玻璃，沒有辦法

擦得很乾淨，那我原因出在哪裡，我要用

什麼方法，剛開始不乾淨的時候，試過跟

別人交流說怎麼樣會讓玻璃擦得乾淨，快

速又乾淨。（A1-230）
那個時候是我姐姐她已經在台北，我

那時候是在鄉下，然後她就說叫我去學、

可是就是一技之長吧。（B1-116）
跟這個收納的這個團體，收納整理的

這個團體。（E1-232）
還有，就像這樣子交流，我們也會交

流，然後碰面，然後交換意見心得，甚至

個案的狀況。（E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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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緒性支持
中高齡自由工作者在創業過程

中，配偶及社團友人常是重要的正

向情緒支時者，如表達愛、尊重與

關懷之協助，以提升個人自尊，舒

緩心理壓力。

因為在○○練氣功，讓我學到不管

做什麼工作都是不分貴賤的，只要自己喜

歡，然後自己可以勝任，然後用快樂的心

情去做，⋯⋯。（A1-113）
對，他（老公）覺得是可以，你本來

就都可以。（B2-250）
對啊，○○讀書會也是我一個⋯⋯對

我的幫助是讓我可以投到一個很放鬆的環

境之下。（C1-275）
對，其實最重要的應該就是自己的老

婆。老婆的支持應該說是那時候最大的一

個動力。（D2-79）
○○氣功是有的，所以我說那時候那

個轉變對我來講是很大幫助的。（D1-33）
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者在生命階

段中若能增加生命中多種角色扮演，

擴展與社會他人或團體的連結，當壓

力事件出現時，這些社會網絡將形成

有力的社會支持系統。此發現呼應

Handy提出組合式工作的概念，他認
為個體除了有薪工作外，也應積極投

入學習、志工服務與家庭等活動，將

有助中高齡者因應企業快速變化，發

展多重技能，重新創造新的工作 [6]。

5.中高齡自由工作者的自我評價

本研究對象對於成為自由工作者

後的身心狀況、能力發展、社會關係

及財務狀況之自我評價均持正向肯定

的態度。對於過往職涯經歷，即使有

些不愉快的經驗，也都持正向態度面

對釋懷。對中高齡者而言，財務安全

不容忽視，在本研究中，有 2位研究
對象轉職後收入較佳，2位因轉職前已
有財務規劃或現階段家庭負擔已較輕，

故不受轉職後收入較差影響。另外 1
位研究對象 E小姐因起步較晚，雖然
在財務上有不安全感，但仍覺得現階

段承擔風險以換取下半場更高的自主

性是值得的。

⋯⋯我覺得我是漸入佳境，越來越

好，其實我剛開始的薪水如果以以前來

講，我剛開始的薪水一個月大概 3萬多，
現在已經跳一倍，可能 6、7萬塊了⋯⋯。
（A1-216）

那我自己顧自己，店就是可以開銷就

好了，我覺得這樣就好了，除非哪一天做

到我們已經真的很老了，如果真的以後以

後再打算。（B2-319）
本業上收入差很多，至少差個 10萬

以上。（C1-28）
我的期許是體力能夠更好一點，財務

能夠更充裕一點。（C1-123）
我就覺得很幸運，因為其實我都做同

樣的工作，只是以前沒那麼自由，現在很

自由。（D2-123）
我是滿意現在這個狀況。（D2-129）
我以前不會想要自己買房子，可是現

在這種需求現在就相對非常強烈，覺得要

有自己的房子。（E3-147）
對，因為你有個藍圖在走，我覺得它

會比較不是一個未知的，只是說，你要去

付諸實行，把它實踐出來，我覺得人生的

下半場，是值得這樣子走的啦！（E1-516）

穡锸莅䒊陾
1.研究結論

工作的意義不只是財務獲取，個

人也透過所從事的工作來定義自己的

存在價值。Schein在看待個人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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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認為人終其一生都想成為自

己想要的人。透過不同的職涯選擇，

看世界的視野也將不一樣。依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處於中年期的個

體若能在工作發展上成功轉型，將有

助老年期達到完整統整的任務發展。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 5位於中高齡期
成功轉職為自由工作者的轉職歷程，

有幾個重要的發現。

首先，本研究中影響中高齡者從

原來受僱工作轉為自由工作者，除了

大環境的逼迫外，深受個人重要生命

事件的導引，如需要照顧家人、個人

健康狀況、財務安全等等因素。因此，

未來探究中高齡的職涯轉銜要將其所

處生命事件一併考量。

中高齡轉職為自由工作者其決策

歷程中的可能影響因素歸納有三：個

人內在動機與需求、自我客觀事實評

估、以及自我效能的影響。其中個體

內在動機及需求受「自我興趣」、「個

人價值觀」及「主控權」的影響。此

部份與 Schein[17]所提及的內部職涯內
涵（個人內在主觀對工作認定的價值、

心態、需求、才能、興趣及動機）相似；

此外，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轉職為自由

工作者，對「主控權」，包括時間、工

作內容、工作環境、財務等的自主掌

握，亦為影響其投入此事業的重要因

素之一。此與 Lipi ska-Grobelny[10]文
中提及自由工作者較傳統工作者更重

視自我實現，自我要求高，相對在自

主權要求上，即能控制的自主彈性時

間等的看法一致。

在自我客觀事實評估上，會考

量「自身健康狀況」、「個人財務狀況」

「工作時間彈性」來決定其是否選擇轉

型成自由工作者。而自我效能的評估

上，則會考量「自我能力評估」、對「職

業選擇的意圖」、及「職業行動採取」。

個人的自我效能促使其敏銳地從大環

境的變動中發現問題、不斷調整策略

並採取行動，直至轉職成功。此外，

轉型過程中，個體原有累積的職業能

力，如專業技術及職場核心能力、業

務能力、組織能力及個人品德素質等，

是其啟動新工作及成功立足職場的重

要條件。

最後，長久建構的社會支持系統，

如家人、親友及社團友人都是資訊、

情感及物質支持的重要資源，有助減

緩職涯轉換的財務、健康及心理的壓

力，讓本研究中之中高齡自由工作者

在職涯上能走得更穩更長久。資訊及

科技使用能力，則為最欠缺的職場核

心能力。

本研究之中高齡自由工作者對目

前轉職後的評價，無論在身心狀況、

能力發展、社會關係及財務狀況等生

命自我評價都持正向肯定為。本研究

將以上發現，繪製成「影響中高齡自

由工作者職涯選擇歷程圖」（參見圖

2），此架構圖可做為未來發展量性研
究之參採。

2.建議

(1)針對中高齡者本身建言
A. 了解個人的興趣、能力與需求：在
面對職涯選擇時，才能有方向感地

採取具體行動。

B. 視自由工作者為職涯選項之一：中
高齡者對自己的職涯應有更彈性的

想像，要儲備能獨當一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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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做好準備。

C. 持續精進專業技能，培養終身學習
的習慣：跟上時代變化，才能立於

不敗之地。

D. 降低科技障礙：積極學習新科技，
善用資訊能力，擴展事業。

E. 建構社會支持系統：擴大生活圈，
參加社團活動或興趣學習，與他人

保持良好友善的互動，透過善的循

環為自己的人生做好風險管理。

(2)針對政府政策建言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中高齡就業的

推動，2019年 11月 15日三讀通過「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2020
年 12月 4日部相關子法同步實施，重
點包括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協助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環境（補助僱

主職業訓練、協助僱主做職場職務再

設計及就業輔輔導及補助、繼續僱用

補助辦法、推動世代合作之輔導及獎

勵），同時協助失業者就業、推動銀髮

人才服務據點、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開發就業機會等。上述政策思維，較

著重組織僱用為主。

鑑於中高齡自由工作者佔中高齡

再就業族群有一定比例，建議政府預

計未來推動中高齡者職業訓練專班時，

可針對中高齡自由工作者之特質及需

求提供職涯輔導，協助中高齡者盤點

自己的資源及瞭解自己特質及長處，

重新評估及重整後再出發。

此外，政府提供微型創業銀得事

業第二春貸款優惠，要求申請人 3年
內需曾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至少 18
小時。據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自由工作

者，過往經驗較無處理企業法律議題，

較欠缺開業相關法律識能，深恐誤觸

法規，引來巨額罰款或衍生法律問題。

因此建議政府在開設中高齡輔導創業

服務或課程時，可加強公司營運相關

法律議題，並提供諮詢，讓其安心創

業及就業。同時鑑於世代語言及學習

脈絡差異，針對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較

欠缺的科技及社群平台使用能力，建

議政府開設專屬社群行銷實戰課程，

降低科技學習隔閡，提昇其使用資訊

科技的職場核心能力。

圖 2　影響中高齡自由工作者職涯選擇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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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雇主建言
當中高齡者已成為我國勞動力的

主力時，建議雇主除了透過彈性工時

及職務再造，規劃漸進式退休模式外，

對於有意願轉換成自由工作者之資深

員工，可透過工作輪調，協助員工認

識自己的優勢及內在需求、盤點其專

業技術能力及職場核心能力，為雙方

勞資關係保留更多的彈性空間。

(4)未來研究建言
後續研究可針對中高齡之不同族

群或類型之自由工作者，如職涯年資、

區域特質、工作特性或產業環境、人

格特質、社會網絡、家庭因素等進行

量性的調查及控制，以瞭解中高齡族

群投入自由工作的異質現況及可能的

影響因素。此外，本研究之自由工作

者的類型屬自僱為主，未來研究可針

對團隊合作或政府倡導推動之青銀合

作模式，進行研究。最後，可比較不

同年齡族群自由工作者的職涯選擇及

歷程的比較，可為未來規劃不同年層

職涯培訓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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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areer Choice Trajectory among 
the Middle-aged Freelancers

Shu-Ling Hsieh　Meng-Fan Li, Ph.D.　

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Shi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Aged society impacted the aging phenomena of the workforce in Taiwan.  Facing 

reemployment, the middle-aged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also disadvantag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working status, reasons for transferring to a freelancer, 
career choice trajectory, and occupation capability for middle-aged freelancers.  A 
TXDOLWDWLYH�LQ�GHSWK�LQWHUYLHZ�ZDV�DGRSWHG�DQG�ÀYH�IUHHODQFHUV��DW�WKH�DJH�RI����DQG�DERYH��
used to be full-time work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or second-career women and making 
their career change during their 45~65. Interview tex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method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ll interviewees signed 
an interview agreement before collecting their information.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e 
major internal reasons to lead the middle-aged to transfer their career to freelancers are life 
HYHQWV��SHUVRQDO�KHDOWK�QHHGV��ÀQDQFLDO�VDIHW\��DQG�ÁH[LEOH�ZRUNLQJ�KRXUV��0HDQZKLOH��WKH�
key facilitators are long-term fundamental motivation and desire, such as personal interest, 
SHUVRQDO�YDOXH��DQG�FRQWURO�RI�WKH�PLGGOH�DJHG���3HUVRQDO�VHOI�HIÀFDF\�HQDEOHV�IUHHODQFHUV�
to be sensitive to problems in the macro environment, thus leads them to continue to adopt 
new strategies and actions, until they successfully transfer to the new jobs. Past work 
experiences (such as business abilities, organizational abilities, and personal character) are 
the advantages for their job adaption  However, the skills of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re 
the weakness for core working competence.  Social support systems are important which 
DVVLVWV�WKHP�WR�DOOHYLDWH�ÀQDQFLDO��KHDOWK�DQG�SV\FKRORJLFDO�VWUHVV���,Q�JHQHUDO��IUHHODQFHUV�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current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ability 
GHYHORSPHQW��VRFLDO�UHODWLRQV��DQG�ÀQDQFLDO�VWDWXV���7KH�VWXG\�SURYLGHV�UHFRPPHQGDWLRQV�
for policies of the middle-aged reemployment, for the ones who want to work as a 
freelancer during their middle age,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agenda.

Keywords:  Middle-aged, Freelancer, Career choice, Occupation capability, Social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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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䶰銴
隨著農村人口老化，農村勞動力結構也出現變化，伴隨部分農場經營規模

擴大提高對農業僱工的需求，進而產生的人力短缺困境，因此了解當前我國農業

勞動力的現況及農業勞動力的運用情形，是政府所面臨的當務之急。本文利用農

林漁牧業普查原始資料檔，分析農家自有勞動力的存量及其配置，同時透過農家

僱工使用資料，以迴歸模型分析影響農家對外部勞動力需求的因素。農林漁牧普

查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我國農村人口數在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間正在快速的
縮減及老化，農家15歲以上人口減少近50萬，造成農家自身勞動力的供給數量
逐漸萎縮，整體農家成員所提供的勞動力，若以工作總人日計算，在同期間下降

22.3％。農業從業人口老化及較有效率農場的擴張提高農業勞動力的外部需求，農
家對外部勞動的需求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大多數農家並無僱工需求，但對有僱工

的農家，卻呈現對僱工高度的需求。最後，我們對農業勞動力的運用提出以下幾

項政策建議，一、藉由技術提升及機械化減少基礎人力之需求；二、隨著農場經

營的企業化，人才培育應著重專業與研發人力，並與產業緊密扣合；三、評估各

產業未來的最適規模及人力需求。

ꬨꞇ雘農村人口老化、農業勞動力、農業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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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
近年來我國農村人口老化及農村

人力短缺的聲音一直不斷的出現，但

探討我國農業勞動力變化的文獻並不

多，過去四十年來台灣農村隨著經濟

發展，農業從業人口確實大幅的減少，

若以全國就業人數而言，就業人數從

1978年的 623萬人，逐步增加至 2019
年的 1,150萬人，但農林漁牧業（以
下簡稱農業）就業人數卻由 1978年
的 155萬 3千人逐年減少，特別是從
1990年代初期農業就業人數開始快速
遞減，直至 2005年才趨於穩定，農業
就業人數維持在 55萬人左右，近幾
年來，則略有增加，2019年農業就業
人數為 55萬 9千人，在四十年中農
業就業人數共減少超過 100萬人，如
圖 1所示。同時農業從業人口的年齡
結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農業就業人

數中 65歲以上的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從 1993年的 6.6萬人增加 2019
年的 9.8萬人，同時期 65歲以上者占
農業就業人數的比例由 6.6％增加至
17.5％，提高近 3倍 1。這從 1990年代
初期起，農業就業人數快速減少，主

要來自青壯年族群的大幅度減少，以

25-29歲為例，農業就業人數從 1993
年的 7.1萬人，下降至 2002年的 2.9
萬人，人數減少近 6成。然而，不只
青壯年人口流失，中高齡的農業就業

人數亦大幅度減少，在 2000年代中期
後，50歲以上者為農業從業人員的主

幹，這凸顯當前農業從業人員高齡化

的現象。當農業從業人員的高齡化，

農家自身勞動力不足以應付自家農場

的勞動力需求時，為維持農業生產，

勢必增加對外的勞動力需求。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

農業就業人數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現

象，隨著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增加，大部分歐美國家的經驗顯示當

經濟體的產業開始轉型，經濟體系將

從以農業生產為主轉變為以製造及服

務業生產為主，農業占 GDP的比例
也隨之下降，農業就業人數也跟著減

少。以美國為例，其農業經營者人數

在 2002年至 2017年數，其呈現小幅
度上下波動，但 65歲以上農業經營者
數自 2002年 67萬人增加至 115萬人，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就比例而言，

65歲以上農業經營者佔整體農業經營
者比例，同期間由 22％增加至 34％ 2。

與我國鄰近且經濟發展相近的日本與

韓國亦面臨農業從業人老化的現象，

其中日本整體農業就業人口數，由

1990年的 481萬人，下降至 2015年的
209萬人左右，而 65歲以上農業就業
人口佔整體比例仍持續增加，由 1990
年的 33％已增加至 2015年的 63％ 3；

韓國整體農民數量自 1990年 176萬人
下降至 2019年 100萬人左右，大致呈
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 65歲以上農民
數量佔整體比例，由 1990年的 18％，
上升至 2019年的 62％左右 4。當非農

1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1978-2019年。
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19）[1]。
3 日本農林業普查（2015）[2]。
4 韓國農林水產調查（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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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門快速發展時，需要大量工作人

口，同時非農業部門亦能提供較高的

工作報酬（許聖章、李恒綺、楊明德，

2015[4]），因此大量農業部門的工作人
口逐漸移轉至非農業部門。但由於農

業工作需要較多的體力，因此農業就

業人口中，若青壯族群在短期間內大

量減少，將可能導致農業部門勞動力

供需出現失衡的現象。

農業與其他產業的差別在於農業

生產的過程中，農民同時扮演經營者

與受雇勞工的雙重角色，同時在生產

過程需要勞動投入，農民除了自身的

勞動力外，通常仰賴農家家庭成員提

供所需的勞動力，當自家勞動力不足

時，農民將從外在的勞動市場僱用所

需要的勞動力，因此對農家而言，勞

動需求為衍生性的剩餘需求。而農家

自身勞動力除了可以投入在自家農場，

亦可以受雇於其他農家或其產業，當

農場外的勞動報酬高於自家勞動投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1978-2019年。
圖 1　農業就業人數，1978-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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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時，農家勞動力將可以選擇從事

農業工作。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當前我

國農業勞動力的現況及農業勞動力的

運用情形，我們將利用 2005年、2010
年及 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原始資料
檔，分析農家自有勞動力的存量及其

配置。同時，透過 2015年普查資料中
農家僱工資料，分析其外部勞動力的

需求。

以下本文將首先進行相關文獻的

回顧，其次則是介紹研究方法，接著

進行普查資料的初步分析，了解農家

成員的工作樣態及其在農場工作的時

間，並分析農家對外部勞動的需求，

及呈現農家雇工需求迴歸分析的結果。

最後，提出本文的結論及建議。

俒桐㔐곃
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

及醫學進步，農業從業人口的數量都

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同時因農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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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人口選擇進入非農業部門就業及

從農人口高齡化的現象，而使農業人

口結構老化，年輕人不願意務農是大

多數已開發國家的普遍現象（6SėåQi�
, D., et al.,2009[5]）。其中美國從 1970
年代起即面臨農場經營者的年齡結構

老化的問題，主要因為農場經營者不

易轉業以及年輕人因從農收入較低而

選擇不進入農業部門工作，美國過去

的農業政策大多關心農產品供需及價

格等議題（Clawson, 1963[6]），未來
農業政策應該關注農場勞動力的福利

及品質，高齡的農民可能需直接的經

濟支持，因為高齡可能會使得生產力

下降、不易轉業且與大型農場中相對

年輕的農民競爭能力也會降低。Gale
（2003）[7]以 1978年至 1997年間的
美國農業普查資料進行分析，探討農

場勞動力及農場數的進入率與退出率。

研究結果顯示商業農場的數量下降、

農場經營者的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化等

現象，其中因年輕勞動力從農的人數

減少、農民年齡增長以及高齡農民的

退出率下降，使得農場經營者的人口

結構趨向高齡化發展。而年輕農民進

入率下降的可能原因以缺乏從農資本

以及職業選擇，許多潛在的農業進入

者因為非農部門的薪資較高而進入非

農部門就業，潛在的農業進入者通常

為在農場長大的年輕人，另一方面，

整體農民人數減少及出生率下降將可

能使得潛在的農業進入者減少。Alston
（2004）[8]指出澳洲農業及農村地區的
人口結構正發生變化，全球化及產業

結構使得農戶的不斷外流，而農場的

家庭成員亦有高齡化的趨勢，年輕人

持續地向非農部門流入，以及女性對

於農業工作越來越重要。高齡化的農

民將影響農業生產的效率，Seok et.al.
（2018）[9]使用 2008年至 2015年的
韓國農戶家庭經濟調查（Korean Farm 
Household Economic Survey, FHES）的
資料，探討韓國農民高齡化和收入補

貼對農業效率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

果發現農民年齡對所有年齡組的農場

效率均具有負面影響，近年韓國農場

效率降低主要原因為農民高齡化，韓

國農業人口結構高齡化是阻礙韓國可

持續農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此外，他

們也發現收入補貼對農場的效率有負

面影響，即農民沒有將收入補貼重新

投入到農場。其可能的原因為農民皆

為超高齡者，因為他們很快就退休，

不會再進行長期的資本投資。

我國農民的年齡結構高度老化，

劉素芬等（2016）[10]的研究發現高
齡農民持續務農的意義，來自於其對

農地的情感及樸實的生活態度，但持

續從農亦會遭遇困境，如資材成本過

高以及農產品產銷管道受限等，其可

能原因為高齡農民的教育程度不高，

且欠缺專業的農藥專業知識及新興的

銷售通路資訊，顯示農民在高齡時仍

然願意或需要從事農業工作。吳惠卿

和陳正輝（2003）[11]以農政單位農
業經營輔導點及屬高齡農民的集集鎮

番石榴產銷班 34位成員為研究對象，
以問卷調查訪問的方式，探討農村勞

動力高齡化的情況下，影響高齡農民

繼續從農的原因。其研究結果顯示影

響高齡農民繼續從農的原因包含維持

生計、轉業不易、無退休保障、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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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務農等，這將可能導致農村高齡

農民大多處於經濟弱勢狀態。而如何

因應務農者高齡化的現象，王俊雄和

李翠芬（2001）[12]研究中部地區 55
歲以上的高齡農民，蒐集高齡農民從

農時期與退休後兩大階段的實質需求，

其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農民經營農業的

投入程度及年齡將會影響轉業意願，

專業農相較於兼業農的轉業意願較低，

年齡介於 55歲至 64歲的高齡農民相較
於 65歲以上者有較高的轉業意願。而
針對高齡農民的人力發展進行分析，結

果顯示高齡農民對於生產技術相關的知

識有較高需求，較不重視行銷及經營管

理知識。就目前從農人口逐漸減少及老

化的情形，未來農業更須具有專業知識

及創新研發能力的新血加入。

由於台灣大多數農場規模較小，

年輕世代進入農業部門，擔任經營者

從事農業生產時，若要有足夠的農業

收入以維持生活，必需要有一定的農

場經營規模。但當其欲擴大農場經營

規模時，無論是透過購買或租賃的方

式，通常會遇到耕地取得不易的問

題。其主要因為在光復初期為增加農

民生產的誘因，提高農業生產力，政

府實施相關的土地政策，包括三七五

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過程

中，雖然使農業生產力曾經大幅提高，

但卻也使農地的規模大幅縮小（Chinn, 
1979[13]；林國慶 , 1994[14]）。但隨
著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非農業部門

的薪資大幅增加，一般農家在農場規

模過小的情況下，農家農業所得無法

提升，面對農業工作機會增多的情形

下，使農家勞動力自然逐漸外移至非

農業部門。雖然部分農民已經沒有從

事農業生產，卻不願意出售農地，主

要因為農民多有「有土斯有財」的觀

念。同時，過去因農民身分與持有農

地高度連結，農民擔心失去農民身分

將喪失相關的社會福利補助，因此既

有或新進農民不容易透過買賣耕地的

方式，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王俊豪 , 
2008[15]）。老一代農民對過去三七五
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仍存有的疑慮，

使農民就算退出農業生產，亦不願將

農地租與其他農業工作者耕種，因此

既有或新進農民亦不容易透過租賃方

式擴大耕地規模（劉欽泉、蕭景楷 , 
2001[16]）進入農業部門。

近年來，農政單位已大幅放寬農

民身分認定的限制，亦透過推行小地

主大佃農、農地銀行等政策，鼓勵既

有農民擴大經營規模及年輕世代進入

農業生產的行列。所以，我們也觀察

到年輕世代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有略

為增加的現象，25∼ 29歲農業就業人
數近年呈現平穩且略為回升的現象，

2019年 25∼ 29歲農業就業人數已經
回升至 2005年的水準。另外，20∼
24歲農業就業人數則從 1993年的 3.7
萬人下降至 2007年的 7千人，並維持
近 10年沒有變動，然而近年來我們亦
觀察到 20-24歲就業人數呈現的增加
趨勢，在 2019年，20∼ 24歲農業就
業人數已經回升至 1.6萬人 5。

5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1993-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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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農業從業人員多為中高齡

者的情況下，台灣農業亟需要吸引本

國青年投入，引進年輕世代將可以增

加農家自身的勞動力，但年輕世代欲

從事農業工作，常希望能成為農場經

營者，因為農場經營者同時需要兼顧

一般企業中雇主與勞工的雙重角色，

所以除了經營管理，仍需要承擔大部

分的工作。在過去農村勞動力充沛的

時代，農家間可以彼此透過換工模式

互相協助，或僱用農家鄰近的剩餘勞

動力，以解決季節性或長期性的勞動

力需求。但當前農村人口的高度老化，

不僅農村勞動力供給因此減少，若新

進及既有中高齡農民為維持農業生產，

同時將增加對農業基礎勞動力的需求。

同時間的農業勞動力供給減少及需求

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將可能使農

業勞動力供需失衡加劇，也因此反映

出當前農業部門所面臨的缺工困境。

灇瑖倰岁
由於我國農牧戶多為家庭農場，

農場所需勞動力主要來自農家家庭成

員的自身勞動力，所以我們將初步分

析 2005年、2010年及 2015年農林漁
牧普查中農家成員的結構，並分析農

家成員在農場工作的時間，以分析農

家自身勞動供給的變化。當農家自身

勞動力供給不足，或因為農家成員時

間配置的決策，而選擇至非農業部門

工作，導致於農家對農家外部勞動產

生衍生性需求。

藉由 2015年的普查資料，我們將
分析農家的僱工情形，並進一步以農

家家庭勞動供給與需求模型為基礎，

利用農林漁牧普查原始資料檔，分析

農家的勞動力運用的情形，探討不同

年齡層農場經營者對自家及外部勞動

力的配置決策，以釐清是否隨著農場

經營者年齡提高，農家對於外部勞動

力的需求越高。我們將以簡單最小平

方法，估計農家對外雇工的需求方程

式，其迴歸方程式設定如下：

LDi  = X�ơ�Xi (1)

其中 LDi代表農家 i雇工的人日
數；X為影響農家雇工需求的相關解
釋變數矩陣，其中包括農家 15歲以上
的人數、農場的耕地規模、農家自身

所提供的勞動力、農場經營者的年齡、

教育程度、農家成員的平均教育程度、

農場生產的主要農畜產品種類虛擬變

數及農業收入等變數；ơ則為影響農
家雇工需求相關解釋變數之係數向量；

最後，Xi則代表誤差項。

ⴲ姿须俲ⴕ區
為了解農業勞動力的使用現況，

我們利用 2005年、2010年及 2015年
農林漁牧普查農牧戶資料，分析農家

自家成員的工作樣態及其在農場工作

情形的演變。我國農家的經營型態多

為家庭式農場，過去農業生產所需勞

動力也因此多來自農家家庭成員，但

隨著經濟發展，農業部門外的工作機

會增加，也提供相對較高的薪資報酬，

因此農家成員開始由農村向外流動，

部分年輕世代選擇遷出農村，部分仍

居住在農村但至農村鄰近地區工作，

在其他部門工作之餘，當農場需要人

力時，仍會提供部分人力協助。因此

當在衡量農家所提供的農業勞動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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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計算主要工作為農業工作者的工

作時間外，仍需要考慮每一個家庭成

員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時間。

1. 農家成員之工作樣態
首先由 2005年的農林漁牧普查農

牧戶資料，2005年農家 15歲以上人
口總計有 2,842千人，依據農家成員
全年主要工作型態，我們將農家成員

區分為從事農業工作、從事其他工作

與無工作等三類，如表 1所示。在各
類工作樣態下，再依照年齡區分，從

事農業工作的人數共計有 644千人，
其中年齡為 65歲及以上佔 40.40％，
而 55∼ 64歲則佔 26.84％，總計農業
從業人員中有 2/3是屬於中高齡人口。
反觀，在其他部門工作者年齡分佈則

相對年輕，55歲以下者則佔 91％，也
就是說從事農業工作者多為高齡者，

而從事其他部門工作者則多為年輕者。

從另一個角度，在農家成員 25∼ 34
歲者中，只有 4.77％從事農業工作；
35∼ 44歲者從事農業工作的比例則略
高，但也只有 12.52％，年輕族群幾乎
大多數都移至農業部門外工作，這可

能是我國農業發展的結果，當農場規

模過小，農家成員的生活無法完全仰

賴農業生產所得，進而農家需要有人

至非農業部門工作，勞動生產力較高

的年輕世代因此優先選擇至非農業部

門工作。

觀察時間推移至 2010 年，由
2010年的農林漁牧普查農牧戶資料，
發現 2010年農家 15歲以上人口總計
有 2578千人，與 2005年相比減少近
263千人。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減少至
593千人，其中年齡為 65歲及以上佔
42.33％，而 55∼ 64歲則佔 28.13％，

農業從業人員中已經有超過 7成屬於
中高齡人口。在其他部門工作者中，

55 歲以下者所佔比例則由 2005 年
91％，下降至 87％。也就說，不只是
農業從業人員年齡老化，整體農家工

作人口呈現逐漸老化的現象。

最後，由 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農牧戶資料，我們發現 2015年農家
15歲以上人口總計有 2,303千人，與
前一次普查相比，農家 15歲以上人口
數進一步減少，與 2010年相比減少近
275千人。在 2005至 2015年的 10年
間，農家 15歲以上人口減少超過 50
萬人，共計減少約 19％。然而，2015
年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則略為增加至

636千人，其中年齡為 65歲及以上佔
48.02％，而 55∼ 64歲亦佔 28.13％，
中高齡農業從業人員所佔比例已接近 8
成。在其他部門工作者中，55歲以下
者所佔比例則由 2010年 87％，繼續下
降至 83％。雖然農業從業人員人數增
加，但增加的多為中高齡者，因此整

體農家工作人口呈現逐漸老化的現象

仍然持續。

2.農家自有農業勞動力供給數量變化
2005年的農家成員在農場工作

總人日共計 125,693 千人日，其中
75.43％來自主要工作為從事農業工作
者，16.34％來自從事農業部門外工作
者，而 8.23％則是來自居住在農家但
沒有工作者，如表 2所示。也就是說
農家自身勞動力的供給有 1/4是來自於
主要工作非從事農業工作的家庭成員。

若從年齡分布觀察，就從事農業工作者

而言，其所提供的總工作人日，有 63％
來自 5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年輕世代
所佔比例相當低，35歲以下的從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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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作者所提供的勞動力只佔 5％。
我們進一步計算 2010年農家成員

在農場工作的總人日，共計有 105,775
千人日，其中 75.11％來自主要工作為
從事農業工作者，16.73％來自從事農
業部門外工作者，而 8.16％則是來自
居住在農家但沒有工作者，如表 3所
示。若與 2005年相較，5年間農家自
身勞動供給減少 15.85％。若就從事農
業工作者而言，其所提供的總工作人

日，有 65％來自 55歲以上的中高齡
者，顯示農家勞動力對中高齡農業工

作者的依賴略為增加。

若我們計算 2015年農家成員在
農場工作的總人日可以發現，2015年
農場工作總人日為 97,643千人日，其
中 76.19％來自主要工作為從事農業工
作者，18.62％來自從事農業部門外工
作者，而 5.19％則是來自居住在農家
但沒有工作者，如表 4所示。農家自
身勞動力來自從事農業工作的比例相

較於 2010年略微提高，但非農業部門
工作成員的比例提高更多，顯示農家

對於從事非農業部門工作成員的勞動

力依賴增加。整體而言若與 2010年相
較，5年間農家自身勞動供給再減少
7.69％。若單就從事農業工作者而言，
其所提供的總工作人日，有 72％來自
5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顯示農家勞動
力對中高齡農業工作者依賴仍持續增

加；年輕世代所佔比例仍然相當低，

35歲以下的從事農業工作者所提供的
勞動力只佔 3.5％。

由 2005年至 2015年間 10年的農
家自身勞動力的供給變化，可以發現

農家勞動力供給的大量減少，整體農

家成員所提供的總人日，在 10年間下
降 22.3％。若只觀察從事農業工作者，
雖然其人數並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

的，但其所提供的總工作人日減少亦

21.5％。主要是因為中高齡者人數的增
加，並無助於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增加。

同時，我們也觀察到農家人口及農業

從業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性，若無適當

的勞動力補充，在技術條件相同下，

將無法維持原來生產水準。因此，未

來除了適當的年輕世代勞動力補充，

亦應考慮藉由技術提升，如提高機械

化或自動化生產的比例，減少對人力

的需求。

3.農家勞動力需求
農林漁牧普查在 2010年及 2015

年分別有針對農場雇工數量進行調查，

但由於 2010年的普查中，只詢問農場
全年的長期與短期僱工人數，並無雇

用時間的資訊，如月份或天數等變數，

因此無法讓我們估算這些僱工的實際

工作的時間長短。因此本文將只利用

2015年普查資料，分析台灣農家對外
部勞動力的需求，2015年普查提供每
一家農場在 2015年長期及臨時僱工人
數及其雇用月份，雖然在調查問項中

包含女性及男性僱工的人數，但在此

我們將只計算僱工的人數總和，此衡

量農家對外部勞動力的需求 6。

6 在本文中我們只計算農家實際雇用的勞動力，由於普查並無農家需要的真正雇用人數，若既有勞動條件下，
農家有部分勞動需求無法被滿足，則表示農家可能有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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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年農家成員工作樣態

年齡

從事農業

工作

從事其他

工作
無工作 農家成員

2005 2010 2015 2005 2010 2015 2005 2010 2015 2005 2010 2015

35歲
以下

28,445 24,804 18,288 524,679 451,467 370,439 341,898 265,421 216,823 865,022 741,692 605,550

35-44 60,654 46,325 37,997 360,279 298,396 270,342 63,633 43,168 22,116 484,566 387,889 330,455

45-54 121,853 104,053 95,503 247,031 258,788 247,728 88,846 78,818 39,602 457,730 441,659 382,833

55-64 172,874 166,884 179,109 84,441 121,637 151,626 114,484 106,491 67,825 371,799 395,012 398,560

65-74 195,425 168,311 179,031 19,593 25,143 30,284 183,538 156,638 83,293 398,556 350,092 292,608

75-84 61,064 77,321 114,859 2,266 4,485 5,291 132,667 138,896 112,910 195,997 220,702 233,060

84歲
以上

3,753 5,518 11858 136 229 510 34,759 35,810 48,166 38,648 41,557 60,534

人數 644,068 593,216 636,645 1,238,425 1,160,145 1,076,220 959,825 825,242 590,735 2,842,318 2,578,603 2,303,600

資料來源：2005年、2010年、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表 2　2005年農家成員於自家農場年工作日數
單位：千人日

年齡
從事農業工作 從事其他工作 無工作 農家成員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15-24 654.13 37.14 546.73 31.04 560.61 31.83 1,761.46 100.00

25-34 4,084.64 52.57 3,228.26 41.54 457.74 5.89 7,770.64 100.00

35-44 10,472.40 60.44 6,044.42 34.88 811.23 4.68 17,328.05 100.00

45-54 20,035.20 70.10 6,964.24 24.37 1,583.39 5.54 28,582.83 100.00

55-64 25,855.40 83.43 2,946.19 9.51 2,189.00 7.06 30,990.59 100.00

65-74 26,305.10 87.34 732.71 2.43 3,078.51 10.22 30,116.32 100.00

75-84 7,040.24 81.91 76.73 0.89 1,478.06 17.20 8,595.03 100.00

85歲
及以上

362.87 66.18 2.30 0.42 183.11 33.40 548.27 100.00

合計
工作日數

94,809.98 75.43 20,541.57 16.34 10,341.65 8.23 125,693.20 100.00

人數（人） 644,068 22.66 1,238,425 43.57 959,825 33.77 2,842,318 100.00

資料來源：2005年農林漁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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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年農家成員於自家農場年工作日數
單位：千人日

年齡
從事農業工作 從事其他工作 無工作 農家成員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15-24 534.94 38.53 419.88 30.24 433.53 31.23 1,388.35 100.00

.0025-34 3,420.52 56.28 2,413.07 39.71 243.74 4.01 6,077.33 100.00

.0035-44 7,724.63 63.02 4,054.76 33.08 477.65 3.90 12,257.04 100.00

45-54 16,055.90 68.76 6,108.92 26.16 1,186.43 5.08 23,351.25 100.00

55-64 23,037.80 80.86 3,669.63 12.88 1,783.41 6.26 28,490.84 100.00

65-74 20,610.20 85.41 871.65 3.61 2,648.09 10.97 24,129.94 100.00

75-84 7,670.89 81.03 149.51 1.58 1,646.60 17.39 9,467.00 100.00

85歲及
以上

396.80 64.67 5.85 0.95 210.98 34.38 613.63 100.00

合計

工作日數
79,451.68 75.11 17,693.27 16.73 8,630.42 8.16 105,775.36 100.00

人數（人） 593,216 23.01 1,160,145 44.99 825,242 32.00 2,578,603 100.00

資料來源：2010年農林漁牧普查。

表 4　2015年農家成員於自家農場年工作日數
單位：千人日

年齡
從事農業工作 從事其他工作 無工作 農家成員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日數 百分比

35歲以下 2,580.65 51.18 2,070.74 41.07 390.69 7.749 5,042.08 100.00

35-44 5,517.26 60.59 3,395.58 37.29 193.305 2.123 9,106.15 100.00

45-54 12,884.5 65.80 6,130.37 31.31 566.505 2.893 19,581.38 100.00

55-64 21,750.4 77.51 5,144.67 18.33 1,166.39 4.157 28,061.46 100.00

65-74 19,710.9 88.74 1,214.09 5.47 1,286.61 5.793 22,211.60 100.00

75-84 11,007.7 88.82 212.865 1.72 1,173.27 9.467 12,393.84 100.00

85歲
及以上

941.50 75.53 12.35 0.99 292.70 23.481 1,246.54 100.00

合計

工作日數
74,392.91 76.19 18,180.66 18.62 5,069.465 5.192 97,643.03 100.00

人數（人） 636,645 27.64 1,076,220 46.72 590,735 25.644 2,303,600 100.00

資料來源：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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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過程中某些工作項目常

有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的時間限制，如

剪枝、採收等工作，在短期內將需要

僱用外部人力協助，進而產生季節性

或臨時性的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

隨著農場規模擴大或對特定產業，如

蘭花、菇蕈、蔬菜、畜牧及養殖業等

產業，農場則需要穩定的人力投入，

因而產生長期性的人力需求。因此農

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具有季節性，每個

季節所需的勞動力不同，2015年普查
特別針對農家在不同月份的僱工人數

進行調查。我們透過加總農家每月份

的長期及臨時性的僱工人數，如圖 2
所示，發現農家總每月僱工人數隨時

間波動，例如 2015年 1月份僱工人數
約為 11萬人，隨之逐漸增加。到了 4
月份，僱工人數增加至 20萬人，5月
份又下降至約 14萬人，後半年則慢慢
增加至 11月份的 17萬人，但 12月份
又下降至不到 14萬人。顯示農家的勞
動力需求會隨著季節而改變，因此若

僱工供給無法隨季節調整，將可能在

某個時點上產生勞動力短缺或過剩現

象。過去當農村地區存在眾多邊際勞

動力時，將足以應付農家對勞動需求

的季節變化，但隨著農村人口老化，

農村人口可以提供的勞動供給將大幅

減少，因此產生近年來農業基礎勞動

力短缺的問題。

為瞭解農場經營者的年齡、教育

程度及主要生產作物種類等變數對其

僱工需求之影響，我們分別計算各種

分類下，農家有雇用外部人力的比例，

並在有雇用的前提下，進一步分析農

家僱工佔其勞動投入的比例，以了解

有僱工農家對外部勞動力的依賴程度。

由表 5第二欄可知，農家有僱工的比
例為 18.49％，若農場經營者年齡區
分，如表 5上半部所示，年齡越輕其
有僱工的比例越高，例如農場經營者

年齡為 65-74歲者，有僱工的比例為
17.88％；而年齡為 35歲以下者，有
僱工的比例則為 24.16％。對有僱工農

資料來源：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圖 2　2015年農家僱工人數—依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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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5年農家雇工情形—依農業經營者年齡

農家數（戶） 有雇工比例 有雇工農家數 僱工佔勞動投入比例

A. 年齡

35歲以下 6,493 0.2416 1,569 0.6082

35-44 31,214 0.2342 7,310 0.5739

45-54 121,331 0.1940 23,533 0.5596

55-64 202,735 0.1835 37,195 0.5310

65-74 166,375 0.1788 29,747 0.5058

75-84 119,804 0.1725 20,669 0.5355

84歲以上 19,420 0.1742 3,382 0.6269

B. 教育程度

不識字 590,87 0.1681 9,934 0.5438

小學及自修 242,827 0.1761 42,754 0.5096

國（初）中 148,231 0.1851 27,443 0.5280

高中（職） 159,397 0.1987 31,678 0.5559

大專及以上 57,830 0.2005 11,596 0.6046

合計 667,372 0.1849 123,405 0.5373

註：僱工佔勞動投入比例 =僱工工作總日數 /（僱工工作總日數 +農家家庭成員工作總日數）。

資料來源：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家而言，僱工勞動投入佔整體勞動投

入之比例，由表 5第四欄可以發現，
農場經營者年齡對僱工勞動投入佔整

體勞動投入比例之影響效果呈現 U型
的現象，僱工勞動投入佔整體勞動投

入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至 65-74
歲達到最低，之後則又隨之增加。其

可能是因為年輕農場經營者可能較為

注重農場經營者角色或是因農家家庭

成員人口減少，因此對外部勞動依賴

程度較高；另一方面年紀較長的農場

經營者，則可能因年事已高，無法從

事太多體力工作，將有較高的僱工需

求，因此對外部勞動力的依賴程度亦

較高。

若依照農場經營者教育程度區

分，如表 5下半部所示，農場經營者
教育程度越高的農家，農家有僱工的

比例越高，例如農場經營者教育程度

為大專及以上者的農家，其有僱工的

比例為 20.05％；而教育程度為不識字
者，有僱工的比例則只有 16.81％。對
有僱工的農家而言，其僱工勞動投入

佔整體勞動投入之比例，亦隨教育程

度增加而提高，除了不識字者以外，

如表 5第四欄所示。這表示農場經營
者教育程度越高，可能代表其經營效

率越高，若其規模越大或其生產經濟

價值較高的農畜產品，都需要較多的

人力投入，因此比較有可能需要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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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的協助，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在

其有僱工的前提下，其對僱工的需求

數量也相對較高。

由於我國各地區農家所生產的

農畜產品差異性大，而農家因其主要

生產作物種類的不同，將會影響其對

僱工的需求。由表 6可以觀察到不同
產業對僱工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食

用蕈菇類農家因需要每天有人力協

助採收，因此有僱工的比例最高為

70.56％，而最低的稻作農家則只有

9.7％。其他僱工比例較高產業在作物
方面有花卉類的 30.29％、特用作物
類的 29.13％、果樹類的 26.81％；畜
牧類農家中，養牛農家有 35.28％、
養雞農家 32.69％、其他畜牧類農家
32.03％、養豬農家 24.81％。在有僱工
的前提下，整體而言僱工勞動投入佔

整體勞動投入的比例大多超過 5成，
顯示對有僱工需求的農家而言，其對

僱工的倚賴程度都相當高。

表 6　2015年農家雇工情形—依主要農牧產品

主要農畜產品 農家數（戶） 有雇工比例 有雇工農家數 僱工佔勞動投入比例

稻作 214,557 0.0970 20,813 0.5257

雜糧 59,009 0.1501 8,858 0.5499

特用作物 33,829 0.2913 9,855 0.6719

蔬菜 141,712 0.1876 26,584 0.5416

果樹 185,312 0.2681 49,684 0.5131

食用菇蕈 1,267 0.7056 894 0.4878

花卉 5,074 0.3029 1,537 0.5083

其他 13,274 0.1272 1,689 0.5389

牛 800 0.3538 283 0.5465

豬 5,167 0.2481 1,282 0.5281

其他家畜 1,459 0.1487 217 0.5113

雞 4,163 0.3269 1,361 0.5324

鴨 1,141 0.1709 195 0.5579

其他家禽 327 0.1927 63 0.5708

其他畜牧 281 0.3203 90 0.4164

合計 667,372 0.1849 123,405 0.5373

註：稻作農家不包含因休耕種植綠肥者。僱工佔勞動投入比例 =僱工工作總日數 /（僱工工作總日數 +農家家庭成員工作總
日數）。

資料來源：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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鴍㹻⬹䊨宠ⴕ區
在本小節中，我們將估計農家的

僱工需求函數，探討影響農家僱工需

求之因素，其中被解釋變數為農家全

年僱工的人日數，而解釋變數包含農

家 15歲以上之人口數、農場耕地面積
之自然對數、農家自家成員之工作總

人日、農場經營者年齡的群組虛擬變

數、農場經營者教育程度虛擬變數、

農家成員之平均受教育年數、農業收

入、農家主要生產農產品種類之虛擬

變數等。其中，除了前述分析的經營

者年齡與教育程度及農家生產主要農

畜產品的種類外，農家 15歲以上之人
口數代表農家成員潛在可以提供的勞

動力供給，由於農家成員就算主要工

作沒有從事農業工作，但仍可於其閒

暇時間協助，所以當農家人口數越多

時，對僱工的需求將減少；農場耕地

面積則代表農場的規模大小，農場規

模越大則對僱工的需求將越大；農家

自家成員之工作總日數對僱工需求則

預期將有正向的影響效果，當農家自

家成員之工作總日數越大，代表農家

所需要的勞動投入越多，因此其對僱

工的需求數量亦將越多；農家成員的

平均受教育程度主要欲探討農家的人

力資本高低，我們預期農家的人力資

本越高，其經營績效越好，因此對僱

工需求將越高；農業收入越高的農家，

我們亦預期其對僱工有較高的需求。

實證估計之結果如表 7所示。在
沒有控制農業收入及農家主要生產農

產品種類之虛擬變數下，如表 7第一
欄，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 15歲農家

人口數每增加 1人，僱工需求人數將
減少 0.319人月，農家潛在工作人口越
多，農家對僱工的需求將減少；耕地

面積每增加 10％，僱工需求人數將增
加 0.25人月，顯示隨著農場規模擴大，
農家將需要更多的僱工；農家自家成

員工作總人日數每增加 10％，僱工需
求人數將增加 0.16人月，代表農家自
家所提供的勞動力與外部勞動需求為

互補性的關係；就農業經營者年齡群

組而言，相較於年齡為 55∼ 64歲者，
年齡為 35歲以下者僱工需求人數將多
1.26人月、35∼ 44歲者僱工需求人數
將多 1.11人月、45∼ 54歲者僱工需
求人數將多 0.39人月、65∼ 74歲者
僱工需求人數將少 0.54人月、75∼ 84
歲者僱工需求人數將少 0.59人月、84
歲以上者僱工需求人數則無統計上顯

著差異；農家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年

數每增加 1年，僱工需求人數將增加
0.05人月，代表農家的人力資本越高，
其經營績效越好，因此對僱工需求將

越高。

當我們進一步控制農家主要生產

農產品種類，其估計結果如表 7第 2
欄所示，大多數係數的估計值的絕對

值都變小，顯示農家生產作物對僱工

需求的影響與農家的特徵變數有一些

相關性。影響比較大的是農場經營者

教育程度的虛擬變數係數估計值，除

了教育程度為小學或自修外，其他都

變為不顯著，其代表農家的主要生產

農產品種類與農場經營者教育程度有

很大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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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農家特徵對僱工需求之影響

被解釋變數：僱工人數 （1） （2） （3）

解釋變數：

15歲以上農家人口數 -0.3190*** -0.2460*** -0.2398***

（0.0089） （0.0088） （0.0085）
Ln（耕地面積） 2.4925*** 2.5619*** 1.8360***

（0.0161） （0.0161） （0.0161）
Ln（自家工作人日） 1.5632*** 1.2740*** 0.9274***

（0.0154） （0.0159） （0.0155）
35歲以下 1.2649*** 1.0534*** 0.7886***

（0.1334） （0.1307） （0.1266）
35-44歲 1.1140*** 1.0258*** 0.7576***

（0.0652） （0.0639） （0.0620）
45-54歲 0.3868*** 0.3207*** 0.2498***

（0.0390） （0.0382） （0.0370）

基準組：55-64歲

65-74歲 -0.5451*** -0.4516*** -0.3510***
（0.0368） （0.0361） （0.0350）

75-84歲 -0.5878*** -0.5324*** -0.3645***
（0.0446） （0.0437） （0.0424）

84歲以上 -0.0688 -0.2133** -0.1231
（0.0832） （0.0815） （0.0790）

基準組：不識字

小學及自修 -0.1109* -0.1738** -0.0947
（0.0545） （0.0534） （0.0517）

國（初）中 0.0733 -0.0208 0.0398
（0.0668） （0.0655） （0.0634）

高中（職） 0.2015** 0.0919 0.1308
（0.0739） （0.0725） （0.0702）

大專及以上 0.1837* 0.0597 0.1090
（0.0892） （0.0875） （0.0847）

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年數 0.0529*** 0.0428*** 0.0346***
（0.0064） （0.0063） （0.0061）

農業收入 0.0026***
（0.0000）

常數項 -13.4803*** -13.9393*** -10.1230***
（0.0950） （0.0946） （0.0943）

控制主要農產品 No Yes Yes

農家數 663,124 663,124 662,959

調整後 R2 0.080 0.117 0.152

註：括弧中之數據為標準差；*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2015年農林漁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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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表第 3欄中，當加入農場收
入後，15歲以上農家人口數每增加 1
人月，僱工需求人數將減少 0.24人月；
耕地面積每增加 10％，僱工需求人數
將增加 0.18人月；農家自家成員工作
總人日數每增加 10％，僱工需求人數
將增加 0.09人月；就農業經營者年齡
群組而言，相較於年齡為 55∼ 64歲
者，年齡為 35歲以下者僱工需求人數
將多 0.79人月、35∼ 44歲者僱工需
求人數將多 0.76人月、45∼ 54歲者
僱工需求人數將多 0.25人月、65∼
74歲者僱工需求人數將少 0.35人月、
75∼ 84歲者僱工需求人數將少 0.36
人月、84歲以上者僱工需求人數則無
統計上顯著差異；農家家庭成員平均受

教育年數每增加 1年，僱工需求人數將
增加 0.03人月；農業收入每增加 100萬
元，僱工需求人數將增加 2.6人月。

最後，由以上的迴歸分析的結果

顯示，隨著農家人口數的減少，農家

對僱工的需求數量將因此而提高。農

場經營規模擴大也會增加農家對僱工

的需求，同時農家自身勞動投入增加，

農民將有更多的僱工需求，代表自家

勞動力投入與僱工投入在生產上屬於

互補的關係。由農業經營者年齡的群

組虛擬變數係數估計值，驗證前小節

所觀察到的現象，經營者年齡對僱工

需求人數的影響呈現逐漸遞減的現象。

另外，農場經營者教育程度對僱工人

數的影響，再加入主要生產之農產品

類別後，將變成沒有影響，代表農民

的教育程度與其欲生產農產品的種類

有高度的相關，教育程度較高者通常

較會從事生產經濟價值較高的農畜產

品，如畜牧業、蘭花等。農家農業收

入與僱工的需求人數呈現正向的關係，

顯示隨著農家的耕作的規模擴大與收

入提高，他們將使其需要更多的僱工。

穡锸莅䒊陾
由 2005年至 2015年的農林漁牧

普查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我國農村

人口數在過去這 10年間正在快速的縮
減及老化，造成農家自身勞動力的供

給數量也逐漸萎縮，整體農家成員所

提供的勞動力，若以工作總人日計算，

在 10年間下降 22.3％。雖然在農業從
業人員中，高齡者人數增加，但並無

助於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增加，農家為

維持農業生產的水準，勢必將會產生

對外部勞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每一

個農業經營者生產技術不同，有些農

場可能因經營效率較高，在市場上較

具競爭力，這些農場因此會想要藉由

擴大經營規模，增加其收益，在農家

家庭成員可提供的勞動力固定的情形

下，農家因此亦會產生對外部勞動力

的需求。由文中的實證估計結果，我

們的確發現這樣的現象，農業收入越

高、耕地面積越多或農家自身勞動投

入越多，都與農家僱工的人數有正向

的關聯。

從勞動市場的角度出發，為解決

農業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一方面可以

透過降低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則可

以藉由增加勞動力供給，以縮短勞動

力供需之間的差距。前者可以利用機

械化及自動化方式，透過採用省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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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改善生產流程等技術提升，降低

勞動力需求，然而生產方式的改變需

要較長的時間。針對後者，則可以透

過提升本國年輕世代進入農業部門工

作的意願，增加本國勞動力的供給；

同時亦可以藉由引進外籍勞動力，藉

以彌補本國基礎勞動力供給的不足。

為鼓勵年輕世代從事農業生產，增加

本國勞動力供給，了解影響年輕世代

從事農業工作意願的影響因素將益顯

重要。

由於過往在農村勞動力充足的時

期，農業工作的勞動條件並沒有受到

特別的重視，又因為農業勞動需求有

其特殊性，大多數農業勞動需求多屬

臨時性或季節性，所需勞動力的時間

相對零碎，農場經營者因此不願意長

期僱用農工，而且能提供的勞動報酬

亦不高。所以長期以來，農家對雇工

多僅提供工資作為工作的報酬，農場

經營者與雇工之間多以口頭約定方式

僱用。對農場經營者而言，傳統的僱

工方式相較於其他產業，其僱用成本

較低，也間接影響本國勞動力投入的

意願。因為在工資不高的前提下，工

作環境又較為惡劣，工作時數不穩定，

亦無勞、健保等基本保障，致使農業

工作的整體勞動條件不佳，並不容易

吸引年輕世代投入。當在提供適當勞

動條件仍無法吸引本國勞動力投入基

礎農業生產工作的情況下，將可能需

要透過其他方式，彌補農業基礎勞動

力的短缺。

透過了解農家勞動力現況及其運

用情形，我們提出幾點政策建議，希

望有助於未來農業勞動力相關政策擬

定與改進。針對整體農業勞動力的運

用，政策建議如下：

1. 隨著農業勞動力的大量減少，若無
適當的勞動力補充，在相同技術條件

下，農家將無法維持原來生產水準。

因此，未來除了適當的年輕世代勞動

力補充，亦應考慮藉由技術提升，如

提高機械化或自動化生產的比例，減

少對農業基礎人力的需求。

2. 隨著全球化競爭環境轉變及科技進
步，農業生產規模擴大，農業經營

將漸漸走向企業化，未來農業產業

發展需要補充的將不只是需要基礎

的農業勞動力，更需要專業技術人

力及研發人力，因此未來農業人才

培育政策與產業發展相互扣合。

3. 農村農業勞動力的老化，對農業的
發展之項重大的危機，但也可能對

未來農業發展帶來轉機，因為目前

從農人口中高齡者佔大多數，其平

均耕種面積相對較小，過去農政單

位一直努力推動高齡從業人口離

農，藉此可以釋放出農地給予年輕

世代耕種，但過去成效並不顯著。

但隨著農業從業人口的持續高齡

化，未來高齡者的耕作土地將慢慢

釋出，所以農政單位應著手規劃未

來農業各產業的發展，評估各農產

業的最適生產規模，及所需要的農

業勞動力多寡，以此做為農業部門

長期人力資源規劃的依據。

钟闒
本研承蒙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09 年研究計畫
ILOSH109-M317 農業勞動力運用現況
研究經費 支持，僅此敬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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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the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has changed 

DV�ZHOO���$OVR��WKH�H[SDQVLRQV�RI�VRPH�PRUH�HIÀFLHQW�IDUPV�FDXVH�WKH�LQFUHDVH�LQ�GHPDQG�
of hired labor and generate the labor shortag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nderstanding 
WKH�DJULFXOWXUDO�ODERU�IRUFH�DQG�LWV�XWLOL]DWLRQ�KDYH�EHFRPH�ÀUVW�SULRULW\�RI�WKH�JRYHUQPHQW�
policy.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ata from the Agricultural Census to analyze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owned by farm household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 of its member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usages of hired labor, we use the OLS model to analyze the demand 
of off-farm labor.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Agricultural Census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in farm households is ageing and shrinking dramatically in the decade between 
2005 and 2015.  The population of farm household members aged greater than 15 years old 
has reduced more a half of a million.  The supply of labor provided by farm households has 
also decreased.  The total working persons per day decline 22.3％ over the ten-year period.  
%RWK�RI�WKH�DJLQJ�IDPHUV�DQG�WKH�H[SDQVLRQ�RI�VRPH�PRUH�HIÀFLHQW�IDUPV�FDXVH�WKH�LQFUHDVH�
in demand of hired labor.  Moreover, the census data indicates a polarization of the farm’s 
GHPDQG�RI�ÀUHG�ODERU���0RVW�RI�IDUPV�GR�QRW�KLUH�RII�IDUP�ODERU���+RZHYHU��IRU�WKRVH�ZKR�
GR��WKH\�KHDYLO\�GHSHQG�RQ�KLUHG�ODERU���%\�LQWHJUDWLQJ�WKH�ÀQGLQJV��ZH�RIIHUV�WKH�IROORZLQJ�
policy suggestions regarding to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1.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mechanization to reduce the demand of farm labor. 2. As farming become 
entrepreneurship, personnel training should focus on professional and research positions 
DQG�ÀW�LQWR�WKH�GHPDQG�RI�WKH�DJULFXOWXUDO�VHFWRU������$VVHVV�WKH�RSWLPDO�VFDOH�RI�IDUPLQJ�E\�
product and the demand of labor for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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龹뒉뒊 1䄄凶⧉ 2话猰姻 3꤫嫯ꨛ 4䖛꧉㰆 4꤫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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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5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

䶰銴
我國政府為促進中高齡者就業，已於2019年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且自2020年12月4日起實施，期望建構友善就業環境並活化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人力之運用。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困境及其因應策略，

係透過文獻分析及焦點座談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針對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

中所存在的困境進行檢視，並提出協助中高齡者重返職場的相關建議。研究發現

包含：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的困境與優勢、瞭解供給端與需求端的需求、政

府津貼補助與教育訓練、建立人力資源平台進行就業媒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

就業的多元化工作模式、政府的角色與定位等六個面向。最後，本研究針對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個人、企業組織與政府政策等層面提出相關建議。

ꬨꞇ雘中高齡者、就業困境、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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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锸
隨著人口結構老化，我國勢必

將面對社會扶養負擔加重之挑戰。國

家發展委員會在《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20至 2070年）報告》[1]中指出，
若將 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定義為具生
產能力者，而其他年齡者定義為無生

產能力者或依賴人口，以中推估來看

（如圖 1），總扶養比已於 2012年達最
低點 34.7，到 2020年增加為 40.1，之
後受到高齡人口逐年上升之影響，將

再增加至 2070的 102.0，是 2020年的
2.5倍。此外，觀察生產者與高齡人口
之比，2020年每 4.5位生產者負擔 1
位高齡人口，但到 2070年減少為每 1.2
位生產者需負擔 1位高齡人口。換言
之，未來扶養比將持續升高，社會負

擔將日益加重。

近一點來看，高齡少子化首當其

衝就是勞動市場。特別是當戰後嬰兒

潮族群自 2015年左右開始大量進入退
休年齡，使得高齡化的社會以及經濟

問題益趨嚴峻 1 。勞動部統計處（2020）
的《108年中高齡及高齡者（45歲以上）
勞動參與狀況》[2]指出，2019年中高
齡及高齡勞動力人數為 472.9萬人，較
2018年增加 4.0萬人或 0.86％；勞動
力參與率則為 45.09％，其中 45∼ 64
歲為 63.49％，較 2018年上升 0.28個
百分點；而 65歲以上勞參率為 8.32％，
則下降 0.11％個百分點。近年中高齡
年齡層之勞動力參與率雖些微上升，

但我國平均退休年齡仍遠遠低於法定

退休年齡。

相較於亞洲其他工業先進國，我

國的勞動力參與率亦較低。根據勞動

部統計處（2019）的《2019年國際勞

1 戰後嬰兒潮為西方社會泛指在 1946到 1964年間，出生率很高的時期所出生之人。雖然臺灣於戰爭結束前、
後的出生率都相當高，並無很明顯之嬰兒潮，但一般仍將戰後到 1970年間出生率較高之期間，稱做嬰兒潮。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 2070年）報告》。

圖 1  各年齡層扶養比趨勢（2020-2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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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統計》[3]報告指出，臺灣與亞洲其
他工業先進國在勞動力參與年齡別及

性別之比較，如表 1。首先，從整體的
數據觀之，臺灣男性的平均勞動力參

與率為 67.3％，為五國之中最低。其
次，與其他國家相比，臺灣在 25-49
歲的勞動力參與率的表現上，雖然在

性別上略有不同，但和其他國家的差

異並不明顯；但 50歲以上的勞動力參
與率卻不分男女都呈現急遽下降，也

明顯低於亞洲鄰近國家，前述臺灣平

均退休年齡偏低的現象，從表 1中也
可略窺一二。最後，從統計資料也可

發現，我國在 15∼ 24歲這個年齡層
的勞動力參與率除了略高於韓國之外，

亦皆低於新加坡、香港與日本，顯示

臺灣的年輕族群較晚進入勞動市場。

由此可知，除了高齡少子化之外，我

國勞動市場中「晚進早出」的現象，

也是亟須正視的問題。

臺灣工作年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中

有「晚入早退」的現象。「晚入」主要

受到少子女化及高等教育普及的影響，

使我國青年平均初入職場年齡愈來愈

高。而「早退」的成因複雜，與工作

者個人的財務、健康、生涯規劃、勞

動市場的僱用偏好、我國退休制度等

均有相關 [4]。臺灣的強制退休年齡自
2008年修法後，已獲得基本的保障至
65歲。與現行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就業相關措施相較，《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法》訂定禁止年齡歧視專

章，確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享有平等

就業權益。將就業促進工具補貼對象

擴及 65歲以上高齡者，獎勵雇主繼續
僱用或回聘退休高齡者；並由中央及

地方主管機關協力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鼓勵銀髮人才及退休者重返職場傳承

經驗。

然而即便法源有據，中高齡者與

高齡者再就業的問題，大致可以從「個

人層面」和「環境層面」進行剖析。

首先是「個人層面」，除了因年齡導致

體耐力下降之外，技能落差、欠缺合

適的職缺以及退休後再就業的意願不

高等，皆為影響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再

就業的個人層面之因素。其次是「環

境層面」，除社會觀念對於長者在年齡

上的刻板印象之外，就業資源尚待開

發、非典型就業機會較少，以及照顧

服務資源尚待建置等限制，往往也影

響了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再就業的機會

與意願。

表 1　臺灣與亞洲其他國家勞動力參與率之比較

臺灣 韓國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67.3 51.4 73.5 53.5 75.4 61.1 67.5 55.0 71.4 53.3

45-49歲 95.1 74.8 93.0 68.8 96.0 80.3 92.8 72.2 95.5 81.4
50-54歲 87.9 61.5 90.5 69.7 93.9 71.3 90.1 68.4 95.1 80.0
55-59歲 70.4 42.4 86.6 62.9 87.3 63.3 81.0 56.3 93.2 74.7
60-64歲 50.2 24.1 74.3 50.2 76.7 50.8 60.5 34.7 84.4 59.9
65歲以上 12.9 4.5 43.7 26.7 38.7 20.2 18.3 7.2 34.8 18.0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2019b），《2019年國際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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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齡社會，今勞動部將「促

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列為施政

重點，積極推動各項協助措施，更積

極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期建構友善就業環境，活化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人力運用。2020年 12月 4日
正式實施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法案共計 9章 45條，主要精
神希望面對高齡化社會如何實踐「禁

止年齡歧視」、「穩定就業措施」、「促

進失業者就業」、「支持退休後再就

業」、「推動銀髮人才服務」以及「開

發就業機會」等目的。

然而實際上，諸如退休制度鼓勵

提早退休、產業結構不利於高齡者就

業、職場環境不友善、社會觀念對於

長者外出工作存有負面觀感、以及個

人觀念與家人反對等種種複雜因素，

仍不利高齡者就業。因此，本文主要

是探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困境

與因應策略，藉由焦點團體訪談方式

的辦理，邀請業界與學界代表，針對

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之現況、困境及

因應策略進行訪談，最後提出本研究

之結論與建議。

俒桐䱳鎣
1.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勞動參與概況

內政部統計月報（2020）[5]指
出，臺灣 2020年 9月底 65歲以上人
口數為 373萬人，已達到總人口數的
15.86％，正式跨入高齡社會。事實
上，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6]也預
估我國高齡人口占比將於 2025年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其中高
齡化速度較歐、美、日等國為快。

仔細觀察相關資料可發現，臺灣

中高齡與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簡稱

勞參率）近 10年來的改變並不明顯。
表 2為「2009年至 2019年之中高齡及
高齡勞動力參與率」[2]，整體數據顯
示，2009年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
率為 45.13％、2019年為 45.09％，10
年來稍微下降 0.04％。從性別層面觀
之，2019年 45∼ 64歲男、女性勞參
率分別為 76.46％與 51.13％，兩性差
距為 25.33％，顯示在中高齡層級上的
男性勞參率高於女性。惟從 2009年至
2019年，45∼ 64歲女性勞參率提高
5.96％，由此可見中高齡女性逐漸回到
勞動市場的趨勢，相信這也是未來推

動中高齡再就業之際，必須關注的議

題之一。

此外，從年齡分布上觀之，2009-
2019年間 45∼ 64歲中高齡勞參率增
加 3.24％、65歲以上之高齡者之增幅
為 0.27％，顯示達法定退休年齡後之
就業（再就業）的比率相對較緩。值

得注意的是，45∼ 64歲各年齡層之
勞參率以及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以五

歲為一級距所顯示出的增幅從最高的

9.0％（50∼ 54歲），到最低的 4.95％
（60∼ 64歲），顯示即便同屬「中高齡」
之分類層級，其勞參率之分布狀態以

及趨勢變化仍不盡相同，在資料統計

與數據分析上尤須注意。

    除勞動部統計處之資料外，衛生福
利部（2018）[7]提出的《2017年老人
狀況調查報告》，也可看出類似的趨

勢，如表 3所示。資料顯示 55-64歲
有工作者占 49.19％，其中男性有工
作之比例為 61.03％，較女性 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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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之變化
 單位：％

年度 總計

性別 年齡

男 女
65歲
以上45-64

歲
65歲
以上

45-64
歲

65歲
以上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2009 45.13 75.65 11.95 45.17 4.40 60.25 76.62 65.43 49.95 31.75 8.05

2015 46.28 75.32 13.58 48.96 4.64 61.89 80.92 70.34 55.08 35.77 8.78

2016 46.14 75.48 13.66 49.88 4.28 62.42 81.68 71.44 55.67 36.35 8.61

2017 45.83 75.63 13.87 50.57 4.07 62.82 82.66 72.47 55.66 36.65 8.58

2018 45.50 76.24 13.15 50.77 4.43 63.21 83.96 73.54 55.63 36.70 8.43

2019 45.09 76.46 12.85 51.13 4.50 63.49 84.71 74.43 56.08 36.70 8.32

2009-2019
增減

-0.04 0.81 0.90 5.96 0.10 3.24 8.09 9.00 6.13 4.95 0.27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2020）。108年中高齡及高齡者（45歲以上）勞動參與狀況。

45-64
歲

表 3　55∼ 64歲及 65歲以上工作情形
單位：人、％

項目別

55-64歲 65歲以上

總計
沒工作 有工作

總計
沒工作 有工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男 1,636,909 100 38.97 61.03 1,480,556 100 80.97 19.03

女 1,722,964 100 62.06 37.94 1,738,325 100 90.88 9.12

合計 3,359,873 100 50.81 49.19 3,218,881 100 86.32 13.6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8）。《2017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表 4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主要工作每週平均經常工時
單位：％

項目

性別 年齡

男 女 45-64
歲

65歲
以上45-64

歲
65歲
以上

45-64
歲

65歲
以上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未滿 20小時 0.77 3.12 1.76 3.00 1.19 0.90 1.18 1.48 1.42 3.09

20-29小時 1.60 4.58 3.29 6.6. 2.31 1.68 1.82 2.96 3.74 5.09

30-34小時 2.38 4.43 2.03 5.68 2.23 1.80 1.92 2.65 3.24 4.74

35-39小時 5.32 15.34 5.22 18.45 5.28 4.01 4.26 6.00 9.31 1.162

40-44小時 64.08 44.33 69.67 41.68 66.44 70.48 67.89 64.96 56.18 43.67

45-49小時 15.35 15.63 10.49 10.51 13.30 12.51 13.65 12.74 15.36 14.35

50-59小時 8.65 9.29 6.12 11.70 7.58 7.50 7.56 7.26 8.36 9.89

60小時以上 1.84 3.27 1.41 2.39 1.66 1.12 1.68 1.96 2.40 3.0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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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高。而 65 歲以上有工作者占
13.68％，其中男性有工作的比率為
19.03％，也較女性 9.12％為高。值得
一提的是，相較於 55∼ 64歲之層級，
65歲以上者仍有工作之下降幅度，男
性為 68.8％、女性為 75.96％，顯示出
女性在 65歲之後退出勞動市場之比例
較男性為高。

若從工作時數來一窺中高齡與高

齡者之勞動狀況。根據行政院主計總

處（2020）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中（如表 4所示）[8]。不論男女或年
齡層之平均工時落在 40∼ 44小時此
一範圍之比例最高，但此一比例隨著

年齡變化似有所改變。不過值得關注

的是，65歲以上就業者之平均工作時
數落在每週平均 45小時以上之比例，
也較 45∼ 64歲之年齡族群，有增加
之趨勢。其中平均工作 50∼ 59小時
者，由 7.58增至 9.89、工作時數 60小
時以上者，則從 1.66增加到 3.05。而
女性就業者超過 65歲以上之後，平均
每週工時在 50-59小時之增幅，亦高
於男性就業者。因此，不論從勞動力

參與率或經常工時上，都顯示就業市

場存在性別差異之樣貌，對於推動中

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之際，是尤須

注意的現象。

2.臺灣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政策措施

面對高齡化社會，政府各部會也

提出相關政策方案，以下分別耙梳歷

年來有關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政策的方案內容。其就業政策內容架

構最完善的是 1999年的《促進中高齡
者就業措施》，主要是協助有工作能力

及工作意願之中高齡者就業能力再開

發、轉業，及退休後再就業，並排除

其就業障礙。同時配合經濟發展之需

要，充分運用我國人力資源。《促進中

高齡者就業措施》之主要措施分為工

作機會之維持、就業能力之培養、就

業服務之提供等三大類。

而《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於

2002年頒訂，當時其措施包含臨時工
作津貼、求職交通補助金、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是

為協助特定對象失業者與非自願離職

再就業的重要措施。其適用對象包含

非自願離職者、與就業服務法第 24條
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包含獨力負擔

家計者、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中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

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更

生受保護人、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

偶、受家庭暴力及受性侵害被害人），

對於中高齡者於再就業的過渡期間，

有相當之助益。

2007年發布的《職場學習再適應
計畫》，適用個案包含僱用年滿 40歲
失業者的用人單位。補助用人單位管

理訓練津貼每人每月 5,000元，及職場
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每人每月按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核給，最

長 3個月，協助長期失業且弱勢之中
高齡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進而協

助其重返職場。

2010年發布《就業保險促進就業
實施辦法》，提供僱用獎勵措施以提升

企業競爭力，降低人事成本，有僱用

就業服務中心推介之失業者的雇主，

每個月可獲得政府獎助；同時，也提

升弱勢失業者就業率及穩定就業，達

到勞雇雙贏之目標。在2011年發布《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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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獎勵計畫》，辦理鼓勵失業勞工受僱

特定行業的津貼補助，其目的為鼓勵

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從事工作，紓

緩特定行業缺工情形，並兼顧穩定失

業勞工就業以及降低國內聘僱外籍勞

工之目的。

2013年推出《跨域就業津貼》，
其目的為增加失業者到外地就業的機

會，減少因距離所導致的就業障礙，

盼能積極協助跨區域就業意願低的弱

勢失業者重回勞動市場就業。同樣也

啟動的《明師高徒計畫》，其計畫目的

雖是培訓且年滿 15歲以上 29歲以下，
非在學之未就業青年，但透過師徒制

的訓練方式，也達到了代間經驗交流

與知識融合。其運用訓練自主化、彈

性化、個別化及長期訓練機制等特色，

將隱藏於民間之師徒教導學習管道予

以制度化，並跳脫正規教育方式，透

過嚴謹之適性評估，提供客制化之訓

練，由師徒間自主議定訓練內容，做

為技術與經驗傳承之訓練管道，並促

進青年就業。

而在 2015年訂定《中高齡者職務
再設計計畫》（該計畫已於 2020年 3
月 26日廢止，改為《推動職務再在設
計服務計畫》），其理念是為了因應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在勞動市場競爭力較

為弱勢，期能協助事業單位建構一個

人性化、友善及安全的職場環境，並

得以協助中高齡者突破生理及心理上

之限制，獲得適性及穩定的工作，以

發揮中高齡者的職場優勢。該方案的

適用對象是經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

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認定加強輔導

型產業、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

或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

年滿 45歲至 65歲中高齡在職勞工，
與其他在職勞工經評估後，認定需要

協助者。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將

提供事業單位專業的職務再設計諮詢

服務、給予補助及獎勵措施，也會培

訓專業的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人員，以

提供須協助者穩定的服務。

勞動部為了再促進中高齡者就業

列為施政重點，積極推動各項協助措

施，並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期建構友善就業環境，活化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運用。勞動部研

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自 2016年 10月成立立法小組，並廣
納各界意見，邀集民眾、勞資團體、

專家學者、地方政府及各部會召開數

場座談會、專家學者及相關諮詢會議

完成法案初稿，於 2020年 12月 4日
施行，該法案共計 9章 45條，重點內
容如下（許致軒，2019）[9]：
(1) 禁止年齡歧視：規範雇主不得年齡
歧視、雇主合法抗辯理由、對申訴

員工不得為不利處分及雇主賠償責

任等事項。

(2) 穩定就業措施：提供職務再設計、
在職訓練等措施協助續留職場，獎

勵雇主繼續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鼓勵雇主透過工作分享促進世代

合作。

(3) 促進失業者就業：鼓勵雇主依人力
需求辦理職前訓練，並獎勵進用失

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提供創業輔

導、研習課程及貸款利息補貼，協助

中高齡及高齡者與青年共同創業。

(4) 支持退休後再就業：鼓勵退休者貢
獻專長及所學，傳承經驗予青年，

進行世代交流，規劃提供退休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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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準備，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並

放寬雇主得以定期契約僱用 65 歲
以上者。

(5) 推動銀髮人才服務：中央推動銀髮
人才服務，開發適合中高齡及高齡

之就業機會，倡議推廣中高齡及高

齡人力運用議題；地方政府得成立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開發臨時性、

季節性、短期性、部分工時、社區

服務等就業機會。

(6) 開發就業機會：規劃開發職缺、表
揚進用中高齡及高齡者績優單位、

提供雇主人力運用指引等措施。

與現行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相關措施相較，《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法》訂定禁止年齡歧視專

章，確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享有平等

就業權益；將就業促進工具補貼對象

擴及 65歲以上高齡者，獎勵雇主繼
續僱用或回聘退休高齡者；並由中央

及地方主管機關協力推動銀髮人才服

務，鼓勵銀髮人才及退休者重返職場

傳承經驗。

郝鳳鳴（2017）[10]在「高齡社
會勞動與社會法之挑戰與因應研究」

一文中，針對勞動法及就業促進方面

提出建議。高齡社會的勞動參與不應

該排除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由於工作

亦為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基本權利，

不僅不應該排斥或歧視，更應該放寬

規範管制，彈性規範勞動條件、退休

條件與年金給付等事項，以利於引導

改變工作型態或鼓勵調整職務，以適

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綜上所述，政府各部會也提出相

關政策方案，從 1999年開始《促進中
高齡者就業措施》至2019年通過的《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皆是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的政策方案。

協助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能力再開發、轉業，

及退休後再就業，並排除其就業障礙。

灇瑖鏤鎙
    本研究先由研究團隊蒐集並檢

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相關研

究報告與文獻，據以編製半結構式討

論題綱進行專家訪談會議。其訪談題

綱主題聚焦在兩個面向，其一為「針

對「初階基層人力」與「高階專業人

才」之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如何增加

雇主的僱用意願？如何協助他們順利

轉業或重返職場？」（相關政策的實施

成效、職務再設計的成效、現況難題、

業界端的經驗分享）；其二為「如何具

體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中高齡就業者需具備的專業

職能、如何開發適合的職缺、政策方

案執行之穩健性及亮點）。

    本研究希望藉由產業界與學術界觀
點，共同探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相關議題，針對此議題共辦理 2
場次焦點座談，焦點座談採立意取樣，

共邀請專家學者 2位及業界代表 9位，
合計 11位進行焦點焦點座談，座談對
象如表 5 所示，研究者分析完成資料
整理，並再次請與會專家確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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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焦點座談訪談對象一覽表

場次－編號 身份別 服務單位 職稱

1-A 專家學者
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 
副教授

1-B 專家學者
大學社會福

利學系
教授

1-C 業界代表
勞動力服務

職業工會 
理事長

1-D 業界代表
勞工福利保

護協會
理事長

1-E 業界代表
科技工業區

廠商協進會 
理事長

1-F 業界代表 廠商協進會 創會理事長

2-A 業界代表 人力銀行 副總經理

2-B 業界代表 人力銀行 經理

2-C 業界代表
臺灣勞工陣

線協會
主任

2-D 業界代表
人力資源管

理協會
秘書長

2-E 業界代表 全國總工會 處長

灇瑖穡卓
根據與會專家與實務工作者的討

論，本文針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

就業的困境與優勢」、「瞭解供給端與

需求端的需求」、「政府津貼補助與教

育訓練」、「建立人力資源平台進行就

業媒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

的多元化工作模式」、「政府的角色與

定位」等六個面向之分析與說明。

1.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的困境與
優勢

與會者提到，在企業組織的實務

現場上，對於 65歲以上高齡者就業的
困境，將面臨到體能衰退、年齡歧視、

溝通困難、適應不容易、企業增加成本

等因素；就中高齡者的困境，可能包含

職場轉換問題、科技數位工具的使用⋯

等適應問題，這將會導致企業老闆僱用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降低。另一方面，女

性就業議題需要持續關心，由於女性因

養育子女而離開職場，當兒女長大後，

也可以協助女性重返職場。

⋯既然覺得那個中高齡就業者撐不了

八小時，那他做四小時就好，把工作拆成

上午一場、下午一場。但成本就會大大的

提高，⋯。此外，中高齡又很難溝通，而

且中高齡的身體確實比較可能比較容易有

問題，⋯。（2-B）
依資料顯示，勞參率不到 60％，可是

從更細部產業別來看會有差異性的，另外

一個是從性別的比例來看女性的勞參率是

遠低於男性，這是個非常重要議題。（1-A）
他們遇到的一個困境，剛剛提到的年

齡、體力，還有另外一端其實我覺得性別

也是一個問題，台灣的就業市場裡面就是

女性的勞參率跟其實很多人會生產後就被

離職了⋯。（2-C） 

然而，與會者也從不同面向提到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的優勢，例

如：他們工作經驗非常豐富、能力也

比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好，因此企業組

織可以利用他們的優勢，協助企業組

織發展。

中高齡跟高齡他有三個特色，我稱為

「三力」：第一力為「能力」，第二力為「體

力」，第三為「精力」。也就是說在中高齡

的這個部分是有這個三力，但我們也必須

要考慮他的這個特色背後所帶來的我們會

影響企業在僱用，或者是這些中高齡他在

投入就業市場的一些考量點。（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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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供給端與需求端的需求
科技日新月異、產業結構也在調整

與改變。因此，我們需要從供給端與需

求端的各自需求，探討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再就業的議題。例如：勞基法可以有

更大的彈性，讓勞資間可以自主協商。

產業結構性改變，企業對於勞動力也必

須進行調整。

另關於勞動市場的勞動僵硬的僵化，

我們我知道很多時候去談勞基法，在某一

個部分，它的彈性是必要的，勞基法的最

低基準，其實是設定一個框架，可是在很

多的產業的細節的部分，應該是要讓勞資

間去自主協商的，去創造一個更大的一個

彈性的空間。（1-A）
在營造業綁鐵工或模板工 3個人加起

來都超過 200歲，一人工資 5000元都不
一定請的到人，目前應該從產業的結構面

在勞動力部分要做一些調整。（1-F）
缺工最多的數量其實是什麼？技術跟

設備操作員，平均缺工的時間長達將近 5
個多月，一個職缺 5個多月⋯。其實確實
這樣的職缺對於很多相對年齡偏高的，剛

剛有提到的體力或者是他的一個反應能力

確實可能是沒辦法媒合到的。（2-C）

3. 政府津貼補助與教育訓練
    政府為鼓勵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
業，對於企業提供需多的津貼與補助，

協助企業能提高僱用中高齡者的意願。

此外，針對中高齡者與高齡者提供教

育訓練的機會與補助，幫助他們學習

第二、三專長，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

亦或是幫助他們進行微型創業，讓他

們在經濟上有最低的保障。此外與會

者有提到，關於培訓費用可以由政府、

企業組織與勞工三方面共同負擔，大

家共同承擔責任。

政府現在要鼓勵中高年的創新計劃如

第二專長、第三專長、第四專長，那我想

誘因是補助。另外一個要讓他適應，要讓

他微型創業，這個就是靠 education。絕
對不贊成罰則而希望用正向表列，如公司

僱用 5％的中高齡，就給一個特別補助，
或是稅務方面減免，我想這樣動力會非常

強。（1-E）
我們整個產業界對於大家談到的說

有關於技能的需求，可是問題是這個技

能的需求的訓練，該不該由國家來完全

cover，我覺得這就是有需要討論，⋯可能
也要去思考到底是誰，或者是國家或者是

企業或者是勞工，這三方到底要怎麼樣來

相互承擔這樣子的一個責任，唯有技能提

升，就業機會才會創造出來（2-C）

4. 建立人力資源平台進行就業媒合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通過後，各縣市要設立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協助業界與勞工的就業媒合。

一方面需要請業界開發適合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的職缺，一方面也要瞭解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需求。因此，

可以建立人力資源平台，進行供給端

與需求端就業媒合與機制。

因應超高齡社會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的職缺上待開發，只要我們工作再設計

做得夠好，應該可以有很多職缺，也有很

多這樣的需求，供給跟需求應該都在的，

只是他少掉一個中間的一個媒合平台。

（2-E）

5.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的多元化
工作模式

    與會者對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
的方式提供了多元的思考面向，例如：

經驗傳承、貢獻服務模式、彈性工時、

由下而上工作模式、退休重聘模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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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業模式等多元化工作模式。

(1)經驗傳承、貢獻服務模式：
我覺得技術工最難就是技術傳承，政

府應該把這些老師傅整合起來，然後協助

企業那些新進的員工去用。（1-C）
我們第一步是先找簡單的，比如說先

從導覽員，還有像書法、藝術、插花、烹

飪，這幾個比較休閒性不是那麼跟工作直

接連接職場的，這個實驗三年來算是成功

的，⋯大概全國的導覽員幾乎都在 104已
經登入了。（2-A）

我們在實驗要慢慢讓中高齡再就業者

願意出來分享，然後我們想把他們引薦到

企業，實際上確實還有一定的難度，他們

都是不可一世的高階主管，他們不計較薪

水，因為他們以前就已經賺很多了，那他

們願意的就是說，貢獻他的智慧跟結晶跟

經驗就好，那薪水不是他的考量重點，那

當然這是屬於高階專業人才，我們遇到的

都是這樣。（2-A）

(2)多元選擇、彈性工時模式：
在未來可能工作類型 part-time或 full-

time的工作都要考量，除了公私部門外
1RQ3URÀW�2UJDQL]DWLRQ的部分其實是一個
重點，因為退休的人其實異質性非常的

大，有所謂退休前是高端的退休或退休前

是一個較低階工作退休，那其實就要有不

同的裁剪不同的這個方案，有些是要考量

他的工作是有經濟需要，有些是要自我發

展的，所以 1RQ3URÀW�2UJDQL]DWLRQ是一條
未來可以加強的一個路線。（1-B）

因為現在的工作型態也不像以往很

傳統，可能就是終身僱用，現在時代的變

化很大了，像我們有一點年紀比較難有那

種，就是說現在的自由工作者的族群那麼

多，網紅都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待遇，所以

現在工作是很有彈性。（2-E）
⋯我有這種多元的就業的選擇，或

工作與生活上面平衡的種種的企業鼓勵措

施，讓他有多元技能可以持續工作。（1-
A）

全家超商目前正在推動「碎片式的工

時」，他們非常歡迎二度就業婦女，因為

一天能夠貢獻兩個到四個小時，他們就很

滿意了，那他的工時也會可以比較高，全

家已經在做這件事了，⋯可以會發現零售

服務業跟餐飲這兩個是可以做的。（2-A）
由下而上的工作模式

⋯把一群中高齡者集結起來，讓他

們自己去討論出工序、工時的調整，彼此

之間去相互填補那種需求，他能夠創造的

一個勞動條件相對是更符合他們自己的需

要⋯（2-C）
(3)退休重聘模式

⋯日本在退休制度跟那個退休重聘的

制度上面真的很棒，我以前在 hitachi的時
候實習，他們對於退休的人員，重複聘請

成為顧問、教練或講師。以前在信義房屋

跟歐力士合作，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我

就帶信義房屋的幹部去日本去上課，那其

實歐力士派出來的講師他就是退休重聘，

他們叫總教官或總講師⋯，因為他以前在

歐力士任職時，絕大部分的工作都歷經

過，所以任何的房仲上面的，從上游、中

游、下游他都懂，所以他就是被聘為總講

師總教練⋯。（2-A）
(4)創業模式：集體創業優於個人創業
⋯個人式的創業的風險就是失敗率非

常高，然後個人承擔很多的風險。如果協

助他們整合成為集體創業，也許他們可以

共同解決問題。第一個，個人思考不足的

問題，如果三、五個集合起來的影響是非

常大的；第二個，其實是這些人可以進行

一個風險的分攤，因為共同創業就是理論

上是不在一個受雇跟勞動框架下，他們如

果是合夥關係，彼此之間是可以用非常平

靜的方式去因應市場需求，甚至彼此可以

討論更多彈性的問題，這個其實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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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他們需求的狀態。（2-C）
由某人或單位召集身懷絕技的中高齡

者，例如他在清潔方面是很專業的，或者

是說在廚藝方面很專業，找到一個共通性

並協助他們一群人創業。（2-D）

6. 政府的角色與定位

    與會者提到政府的角色應有三方面
的投資：對人的投資、勞動制度的投

資、尊嚴勞動的投資。透過這三方面

的投資，協助企業與中高齡者在勞資

雙方取得雙贏的優勢。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有很多論文討論政府
的角色，可以有三方面的投資，第一個是

「對人的投資」，人的投資就是怎麼樣去創

造學習技能與技術性的便利。第二個投資

是「勞動制度的投資」，在勞動制度裡面

去思考，有沒有可能去創造一個全民的勞

動保障，包括在不危及健康跟生存的狀況

之下，讓勞動者可以去選擇合適的工時。

第三個投資是談到一個尊嚴勞動概念，尊

嚴勞動是什麼，中高齡的尊嚴勞動到底希

望他們從中得到什麼⋯。（2-C）

穡锸莅䒊陾
1. 結論

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就業促進問題

複雜的基本原因，在於其涉及不同公

共政策體系，而各體系之側重與重點

內容又因概念架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第一是總體經濟、市場與商業發展現

況，決定了所需要的勞動數量、品質

與條件；第二是教育體系所側重之人

力資源發展資源配置，特別是職業教

育訓練之架構、項目與實施；第三是

勞工關係，尋求勞工、雇主、政府等

關係和諧之條件，以及職場環境：第

四是社會福利，以就業相關社會問題

之解決與協助為中心。

因此，除了應從更宏觀的角度來

發掘與辨析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問題，如何更有效利用不同政策體

系現有之相關機制，進一步完善與擴

大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政策，值

得思考。本研究針對文獻探討以及焦

點訪談等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綜合性

結論：

(1) 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時
，應顧及供給面、需求面與媒合等

面向

政府的協助作為方向包括勞動供

給面（或稱個人層面）、勞動需求面

（或稱環境層面）、勞動供需媒合面等。

勞動供給面可倡議「以勞工取代志

工」、「以再就業來落實社會參與」；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由於身心特性的變化，

可以透過需要職涯諮商、教育訓練、

職務再設計等方式，來規劃適當的「第

三春」之就業。

勞動需求面可依據企業的用人階

段提供諮詢或其他協助、開創更多適

合的非典型工作。勞動供需媒合面應

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等單位尋求合作，

以利所建立之人才資料庫能更符合產

業動態、現時需求，以及後續之人才

分類、就業媒合，以及鼓勵中、高齡

者的就業促進。

(2) 建構友善高齡就業環境
勞動部可推動「友善職場」認證，

鼓勵社會大眾多多消費有此認證的店

家，可鼓勵事業單位在提供職工福利

時（不論是否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而

實施者），增加性別、各年齡層（含中、

高齡者及青年）、身心障礙者偏好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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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項目，以供其選擇；而政府相關法

人與國營事業單位應率先作為全方位

友善就業環境之表率、標竿。雇主透

過定期的員工健康檢查，建立每位員

工的健康手冊；定期舉辦健康座談 /講
座、開辦健康教室，降低員工的健康

風險。

    此外，要加強職災預防，包括通勤
和職場職災（還可區分行業別來因應）

的預防分流處理、教育訓練、定期回

訓、及時的職務再設計、充分知道並

及時申請輔具使用等。若不幸發生職

災，除依法辦理職災補償之外，應強

化職業重建機制的執行、鼓勵在原職

場進行職業重建。科技賦予中、高齡

者更多的職業可能性，前提是必須將

科技設施、輔具，與職場環境、勞工

三者結合以推動所需要的制度與條件。

(3) 掌握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優劣
勢，開創更多元的就業機會

    當前市場與產業經濟環境變動快速，
也意味著中、高齡者之人力資本將擁

有更多的可能，如本研究結果中，提

到經驗傳承、貢獻服務模式、彈性工

時、由下而上工作模式、退休重聘模

式、自行創業模式等多元的就業機會，

是可以協助他們進入職場中。

    另外，政府和雇主透過大數據資料
的分析結果，開創更多適合中、高齡

者從事的非典型工作。事業單位自辦

或委外提供職工福利項目時，可考慮

僱用中、高齡者（含退休後再就業）

或提供中、高齡者參與就業的機會。

在雇主責任與受雇者權益方面，

可以加強倡議遵守法規的行為、企業

雇主責任等，鼓勵擴充對中、高齡者

友善職場的各項設施或措施。鼓勵雇

主將「招募無齡化」納入企業社會責

任中，逐步去除強制退休年齡（優於

法律）；勞工則應該強化相關權益的意

識和知識，追求雙贏的結果。

2.研究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從「個
人」、「企業」與「政府」等三個層面，

針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提出

相關建議。

(1)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個人層面
求職者與其身邊人士都應理解社

會支持對於求職動機與工作意願的正

面效果。心理層面的強化與賦權可以

減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應該退出職

場」、「不會再被老闆重用」、「能力不

受肯定」等負面想法，是建立其自信

與提高求職動機的第一步。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求職者應強化對於新興科技

的應用能力，透過自我學習、參與培

訓課程提高之於資訊通訊科技工具或

雲端技術的學習與應用，可以縮短數

位差距、提高求職成功的機會與工作

效率。

(2) 企業組織層面
改變「中高齡員工特別措施會影

響公平性」的觀念，朝「針對年齡調

整教育訓練與管理措施是為了獲得更

高的生產力」方向調整。將人力資源

發展應用策略與企業社會責任結合，

營造更有利於中高齡及高齡勞工的工

作環境與條件，不僅可以提升企業形

象、更可以有更多人力資源運用的選

擇和彈性，達到受僱者、企業、政府

（創造受僱機會）的三贏。

「非典型僱用」、「彈性工作設計」

等多樣化選擇，可以在全職、全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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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之外增加中高齡者受僱機會。

青銀共創的工作環境與人際互動方式，

不僅是中高齡者受僱機會促進的配套

措施，也是企業提升員工積極型與生

產力的途徑之一，特別是經驗傳承與

教育訓練方面有效果。

(3) 政府政策推動層面
在就業促進政策方面，應以「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價值創新與再造」

為願景、以「活躍服務」翻轉老化觀

念核為心，以鼓勵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透過不斷學習、再工作、再奉獻建立

自主尊嚴的角色定位。除了增加雇主

僱 /留用中高齡者的誘因與減少障礙，
職場環境改善搭配教育訓練的強化可

以使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政策

更具包容性 (inclusive)與綜合性，並創
造更多實質的高齡就業機會。

钟闒
本稿件是出自 ILOSH109_M312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研究」之

經費支應。感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以及國立中正

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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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to encourage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of the middle-aged and the elderly in Taiwa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Employment 
Promotion Act was enacted in 2019 and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Dec. 4, 2020.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middle-aged and senior individuals. The methods of focused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re adopt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zation. The study not only gathers and examines 
the difficulties in labor market in details, also provides the suggestions for supporting 
reemployment of the middle-aged. Findings are including difficulties and advantages 
of employment, demands for reemploy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pre-employment 
training for competitiveness, talent service centers established for job matching services, 
and diversity and flexibility in working modes. Finally,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middle-aged and the senior, enterprise employers, concerned 
government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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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䞼䨞妰䔓ᷕ㴱⍲Ṣ橼娎槿侭炻ㅱ㩊旬慓⬠ΐ䎮⥼⒉㚫ㆾṢ橼娎槿⥼⒉㚫㟠Ⅾ㔯

ẞ烊⤪㴱⍲ἧ䓐傲㢶≽䈑忚埴䥹⬠ㅱ䓐妰䔓侭炻婳㩊旬㤕⊁Ⱄ㨇㥳≽䈑⮎槿

䭉䎮⮷䳬⮑嬘娵⎗ᷳ㔯ẞ炻ẍ句⮎⮎槿≽䈑ᷳṢ忻䭉䎮ˤ 

4.叿ἄ㪲嬻冯烉↲䘣ᷳ㔯䧧㚱↿⎵ἄ侭䘮⎴シ⛐㈽䧧㔯䪈䴻㛔↲䘣⼴炻℞叿ἄ㪲

⌛嬻冯䴎ˬ⊆≽⍲借㤕⬱ℐ堃䓇䞼䨞⬋↲˭炻Ữἄ侭ṵᾅ㚱叿ἄṢ㟤㪲炻᷎ᾅ

㚱㛔叿ἄ㛒Ἦ冒埴普䳸↢䇰ˣ㔁⬠䫱ᾳṢἧ䓐㪲⇑ˤ 

5.㛔᷎⼿㟡㒂䶐廗⥼⒉ᷳ⺢嬘⇒㓡䧧ẞ炻ᶵ栀侭婳倚㖶ˤ㛔↲㔯䧧ᷳἄ侭炻⮵婾

㔯ᷳℏ⭡⍲⎴シ䘤堐㪲ᷳ⍾⼿炻屈ℐ悐ᷳ屔ảˤ 

1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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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墥䧧ᷳ䫔ᶨ㫉㟉⮵䓙ἄ侭屈屔ˤ⌘墥⬴ㆸ㗪炻㛔⮯⭬ 20㛔屣ᷳ㉥⌘㛔Ḱ

忂妲ἄ侭ˤ劍暨天≈⌘炻崭忶悐↮炻㭷ấ惴㓞 50⃫ˤ 

 

⚃⚃ˣx⮑⮑㞍㞍㕡㕡⺷⺷ 

1..㓞⇘Ἦ䧧⼴⃰ ⼊⺷⮑㞍炻⤪㚱㛒䫎⎰侭炻㛔↲⮯⛐婒㖶⼴婳㈽䧧Ṣ≈ẍ墄㬋  ʕ

2.⼊⺷⮑㞍⼴炻䓙䶐廗⥼⒉㚫怨婳ℑỵ䚠斄柀➇⮑㞍⥼⒉忚埴⮑㞍炻⤪㝄ℑỵ⮑㞍

⥼⒉シ夳䚠ⶎ炻䶐廗⥼⒉㚫⮯⎎婳䫔ᶱỵ⮑㞍⥼⒉≈ℍ⮑㞍炻ẍ㰢⭂↲䘣冯⏎  ʕ

 

ḼḼˣx㔯㔯䪈䪈㟤㟤⺷⺷烉烉 

䧧ẞ婳㊱ᶳ↿㟤⺷↮枩䷽ㇻ炻᷎䶐枩䡤ˤ 

1.䫔ᶨ枩烉⎒↿ᷕ劙㔯㧁柴ˣἄ侭⍲㚵⊁╖ỵˤ 

(1)ᷕ㔯㧁柴ẍ 20⫿ẍℏ䁢⍇⇯炻劙㔯㧁柴ẍ 40ᾳ⫿㭵ẍℏ䁢⍇⇯炻㧁柴昌ṳ娆x

ⅈ娆ㆾ忋㍍娆⢾炻⎬ᾳ⫿䘬䫔ᶨᾳ⫿㭵䁢⣏⮓烊劙㔯㧁柴ㅱ冯ᷕ㔯㧁柴䚠䫎  ʕ

(2)ἄ侭䘬ᷕ劙㔯⥻⎵ʕ 劙㔯⥻⎵婳⮓ℐ⎵炻⃰ ⎵⼴⥻炻䫔ᶨ⫿㭵⣏⮓℞检⮷⮓炷⤪

Tung-Sheng Shih炸ʕ  

(3)ἄ侭Ⱄ⬠㟉ㆾ╖ỵᷳᷕ劙㔯⎵䧙炻婳⠓⮓ℐ扄炷⤪ἄ侭Ⱄ╖ỵᶵ⎴炻婳⛐

⥻⎵⼴䓐 1,2堐䣢炻᷎堐䣢╖ỵ⎵䧙炸ʕ  
        1⊆≽悐⊆≽⍲借㤕⬱ℐ堃䓇䞼䨞 
        2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New Heaven, Connecticut, USA. 

(4)忂妲ἄ侭ᷳᷕ劙㔯⥻⎵ˣ㚵⊁╖ỵˣ忂妲⛘⛨炷⏓悝怆⋨嘇炸x 暣娙ˣ⁛䛇⍲

暣⫸悝ẞᾉ䭙ˤ 

2.䫔Ḵ枩烉ᷕ㔯ㆾ劙㔯㧁柴ˣᷕ㔯㐀天炷ẍᷕ㔯㈽䧧侭炸ㆾ劙㔯㐀天炷ẍ劙㔯㈽䧧

侭炸ˣ斄挝娆炷Keywords炸ˤ 

(1)㐀天ℏ⭡婳㐀徘䞼䨞䚖䘬ˣ㕡㱽ˣ䳸㝄⍲䳸婾䫱ᷳ慵溆ˤ 

(2)ㅱ䚉慷性㕤㧁柴⍲㐀天ᷕἧ䓐䷖⮓⫿炷娆炸烊⤪暨ἧ䓐炻侣嬗ᷳ⮰㚱⎵娆䘬

䷖⮓㕤䫔ᶨ㫉↢䎦㗪暨㊤↢ℐ㔯炻⎬ᾳ⫿䘬䫔ᶨᾳ⫿㭵䁢⣏⮓炻⤪僽忻䕯῁佌

炷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炸烊侣嬗ᷳ朆⮰㚱⎵娆䘬䷖⮓㕤䫔ᶨ㫉↢䎦㗪Ṏ

暨㊤↢ℐ㔯炻Ữ⎬ᾳ⫿䘬䫔ᶨᾳ⫿㭵ᶵ暨⣏⮓ˤ 

(3)ᷕ㔯㐀天ẍ 500⫿䁢⍇⇯炻᷎旬斄挝娆 3军 5ᾳˤ 

(4)劙㔯㐀天ẍ 300⫿䁢⍇⇯炻᷎旬斄挝娆 3军 5ᾳ炷䫔ᶨ⫿㭵⣏⮓℞检⮷⮓炻⤪

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炸ʕ  

 1 

⊆⊆≽≽⍲⍲借借㤕㤕⬱⬱ℐℐ堃堃䓇䓇䞼䞼䨞䨞⬋⬋↲↲䧧䧧䲬䲬 
108.03.21অঅुु 

 

ᶨʝˣx↲↲䈑䈑䈡䈡刚刚 

ᷕ厗㮹⚳ 82⸜ 3㚰∝↲炻⍇⎵⊆ⶍ⬱ℐ堃䓇䞼䨞⬋↲炻104⸜ 1㚰 1㖍㓡䁢

⊆≽⍲借㤕⬱ℐ堃䓇䞼䨞⬋↲ˤ䁢⊆≽⍲借㤕⬱ℐ堃䓇䞼䨞⬠埻㛇↲炻㭷⸜↢䇰 4

㛇炻ℐ⸜⽝䧧ˤℨ㛃啱䓙㛔↲䈑䘬↢䇰炻㍸ὃ⬠侭⮰⭞ˣ㓧⹄╖ỵ冯ḳ㤕╖ỵ炻

ἄ䁢屯㕁㞍娊ˣ䞼䨞∝㕘ˣ㱽Ẍᾖ㓡ᷳ⍫侫ˤ 

 

ḴḴˣx䧧䧧ẞẞ栆栆⇍⇍⍲⍲䭯䭯ⷭⷭ 

1.䞼䨞婾㔯(Research article)烉ἧ䓐䥹⬠㕡㱽奨⮇ḳ⮎炻䴻㷔慷ˣ㔜䎮冯↮㜸䘬㬍烊

ㆾἧ䓐䎮婾↮㜸㕡㱽炻憅⮵⓷柴忚埴↮㜸冯妶婾炻⍇∝ᶼ℟⬠埻䎮婾届䌣⿏ᷳ

䧧ẞ(20,000⫿ẍℏ)ˤ 

2.䵄婾(review article)烉憅⮵䈡⿏ᷣ柴忚埴⺋㲃ᶼ䲣䴙⿏㔯䌣⚆栏冯姽婾炻㑘⮓ᷳ

䧧ẞ(20,000⫿ẍℏ)ˤ 

3.⮎⊁(practice article)ㆾ㟰ἳ⟙⏲(Case Report)烉㶙ℍ㍊妶⊆≽⍲借㤕⬱ℐ堃䓇⮎⊁

嬘柴ˣㆾ⯙䈡⭂ḳẞ䘤䓇⍇⚈⍲䓊䓇䳸㝄炻ἄ䥹⬠⿏䘬妶婾冯↮㜸炻㑘⮓ᷳ

䧧ẞ(15,000⫿ẍℏ)ˤ 

 

ᶱɵˣx㈽㈽䧧䧧㕡㕡⺷⺷ 

1.㛔↲㍍⍿ᷕˣ劙㔯㈽䧧炻㈽䧧㔯䪈ẍ㛒䴻℞⬫㛇↲䘤堐侭䁢旸ˤ 

2.㈽䧧㕡⺷烉Ἦ䧧暣⫸㨼婳 mail军 doshe@mail.ilosh.gov.tw炻Ἕ旬ἄ侭䯥⎵ᷳ叿ἄ

㪲嬻冯㚠 pdf㌫㍷㨼㬋㛔炻⭬军㕘⊿ⶪ㯸㬊⋨ 22143㨓䥹嶗 4 07 99嘇⊆≽⍲

借㤕⬱ℐ堃䓇䞼䨞⬋↲䶐廗悐ˤ 

3.䞼䨞妰䔓ᷕ㴱⍲Ṣ橼娎槿侭炻ㅱ㩊旬慓⬠ΐ䎮⥼⒉㚫ㆾṢ橼娎槿⥼⒉㚫㟠Ⅾ㔯

ẞ烊⤪㴱⍲ἧ䓐傲㢶≽䈑忚埴䥹⬠ㅱ䓐妰䔓侭炻婳㩊旬㤕⊁Ⱄ㨇㥳≽䈑⮎槿

䭉䎮⮷䳬⮑嬘娵⎗ᷳ㔯ẞ炻ẍ句⮎⮎槿≽䈑ᷳṢ忻䭉䎮ˤ 

4.叿ἄ㪲嬻冯烉↲䘣ᷳ㔯䧧㚱↿⎵ἄ侭䘮⎴シ⛐㈽䧧㔯䪈䴻㛔↲䘣⼴炻℞叿ἄ㪲

⌛嬻冯䴎ˬ⊆≽⍲借㤕⬱ℐ堃䓇䞼䨞⬋↲˭炻Ữἄ侭ṵᾅ㚱叿ἄṢ㟤㪲炻᷎ᾅ

㚱㛔叿ἄ㛒Ἦ冒埴普䳸↢䇰ˣ㔁⬠䫱ᾳṢἧ䓐㪲⇑ˤ 

5.㛔᷎⼿㟡㒂䶐廗⥼⒉ᷳ⺢嬘⇒㓡䧧ẞ炻ᶵ栀侭婳倚㖶ˤ㛔↲㔯䧧ᷳἄ侭炻⮵婾

㔯ᷳℏ⭡⍲⎴シ䘤堐㪲ᷳ⍾⼿炻屈ℐ悐ᷳ屔ả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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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䫔ᶱ枩烉劙㔯ㆾᷕ㔯㧁柴ˣ劙㔯㐀天炷ẍᷕ㔯㈽䧧侭炸ㆾᷕ㔯㐀天炷ẍ劙㔯㈽䧧

侭炸ˣ斄挝娆炷Keywords炸烉枰惵⎰䫔Ḵ枩䘬ℏ⭡ㇻ⫿ˤ 

4.䫔⚃枩ẍ⼴烉㛔㔯炷䵺妨ˣ㕡㱽ㆾ㟰ἳ↮㜸ˣ䳸㝄ˣ妶婾炸ˣ娴嫅ˣ⍫侫㔯䌣⍲

⚾堐ˤ 

(1)㛔㔯ᷳ䶐䡤㕡⺷⤪ᶳ烉1. 炷x1炸x A. 炷xA炸x a. 炷xa炸ʕ  

(2)暨ẍ㕄橼⫿ˣ䔓⸽䶂㕡⺷⌘⇟䘬娆⎍炻婳⛐娚娆⎍ⶎ㕡䨢䘥嗽䈡⇍姣㖶烊䃉㱽

ẍㇻ⫿⏰䎦ᷳ䈡㬲䫎嘇炻婳䚜㍍㚠⮓炻᷎⛐娚嗽ⶎ㕡䨢䘥嗽䈡⇍姣㖶ˤ 

(3)侣嬗ᷳ⮰㚱⎵娆䘬䷖⮓㕤䫔ᶨ㫉↢䎦㗪暨㊤↢ℐ㔯炻⎬ᾳ⫿䘬䫔ᶨᾳ⫿㭵䁢⣏

⮓炻⤪僽忻䕯῁佌炷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S炸烊侣嬗ᷳ朆⮰㚱⎵娆㕤䫔ᶨ

㫉↢䎦㗪Ṏ暨㊤↢ℐ㔯炻Ữ⎬ᾳ⫿䘬䫔ᶨᾳ⫿㭵䁢⮷⮓ˤ 

(4)㔠⫿ᶨ⼳䓐旧㉱ỗ㔠⫿㚠⮓烊⎴ᶨ枭䚖ᷳ㚱㓰ỵ㔠暨䴙ᶨ烊⹎慷堉╖ỵᶨ⼳䓐

⚳晃╖ỵ䲣䴙䫎嘇烊䚠斄Ὢ㔠婳⍾军⮷㔠溆⼴ 4ỵˤ 

(5)⊾⬠喍⑩ˣ₨☐⍲姕⁁⮓㱽ᷳ䭬ἳ⤪ᶳ烉 

cholesterol炷99+%, Sigma Chemical Co., St Louis, MO炸 

CCD camera (SPOT 2, Diagnostic instruments Inc., USA) 

(6)㕡䦳⺷ᷳ䶐嘇ẍ(1)炻(2)…䁢⸷炻ᷕ㔯䧧ẍ⺷(1)䧙ᷳ炻劙㔯䧧ẍ Equation(1)䧙

ᷳˤ 

(7)⚾堐ẍ⎬ 5ᾳẍℏ䁢⍇⇯炻䶐嘇ẍ 1,2…䁢⸷炻ᷕ㔯䧧ẍ⚾ 1ˣ堐 1堐䣢炻劙

㔯䧧⇯ Figure 1ˣTable 1䧙ᷳˤ婳慷㍸ὃ䘥䳁湹⫿㶭㘘ᷳ⚾堐㕤 A4䳁ᶲˤ

⚾ᷳ檀⹎䲬 8cm炻⚾ℏ㔯⫿婳䓐ㇻ⫿炻㔯⫿檀⹎ẍ 2mm ẍᶲ䁢⍇⇯炻㚱⚾

堐ᷳ⹏㧁ˣ╖ỵ堐䣢㕡⺷枰ᶨ农炻⚾堐ℏ⏓㔯⫿ㅱ冯㔯䧧ᶨ农炻䴙ᶨ䓐ᷕ㔯

ㆾ劙㔯ˤ⚾堐ᷳ婒㖶㔯⫿炻堐ỵ㕤ᶲ㕡炻⚾ỵ㕤ᶳ㕡ˤ 

5.⊆≽㓧䫾栆㔯䪈⼿㍉⎴枩姣(footnote)㟤⺷炻⺽䓐⎴ᶨ叿ἄ㗪炻⤪䵲㍍ᶲᶨ姣妋⺽

䓐炻⇯ἧ䓐ˬ⎴⇵姣˭炻劍枩㔠ᶵ⎴炻᷎㧁㖶枩㔠ˤ⤪℞攻昼㚱℞Ṿ姣妋炻⇯

姣㖶ἄ侭⍲ˬ⎴⇵姣 xx˭炻劍枩㔠ᶵ⎴炻᷎㧁㖶枩㔠ˤ 

(1)ᷕˣ㖍㔯⺽姣㟤⺷烉㐀天ℏ⭡婳㐀徘䞼䨞䚖䘬ˣ㕡㱽ˣ䳸㝄⍲䳸婾䫱ᷳ慵溆  ʕ

A.⮰㚠ἄ侭⥻⎵炻㚠⎵炻↢䇰侭炻↢䇰⸜㚰炻枩䡤ˤ 

B.㛇↲婾㔯烉ἄ侭⥻⎵炻婾㔯⎵䧙炻㛇↲⎵⌟㛇㔠炻↢䇰⸜㚰炻枩䡤ˤ 

C.⬠ỵ婾㔯烉ἄ侭⥻⎵炻婾㔯⎵䧙炻ż⣏⬠żżż䞼䨞䡑炷⌂炸⢓婾㔯炻↢䇰

⸜㚰炻枩䡤ˤ 

D.⮰㚠婾㔯烉ἄ侭⥻⎵炻婾㔯⎵䧙炻庱㚠⎵炻↢䇰侭炻↢䇰⸜㚰炻枩䡤ˤ 

E.䞼妶㚫婾㔯烉ἄ侭⥻⎵炻婾㔯⎵䧙炻䞼妶㚫⎵䧙炻ᷣ彎╖ỵ炻㖍㛇炻枩䡤  ʕ

F.⣏㱽⭀妋慳烉⣏㱽⭀慳⫿żż嘇ˤ 

G.㱽⼳㡅㔯烉⊆≽➢㸾㱽䫔ż㡅䫔ż枭䫔ż㫦烉ˬżżżż˭ˤ 

H.埴㓧↥䣢烉⊆≽悐炷105炸⊆≽㡅⫿żżżżż嘇↥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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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㱽昊⇌㰢烉埴㓧㱽昊 83 ⸜⇌⫿䫔 56 嘇炻埴㓧㱽昊塩⇌天㖐⼁䶐 14 廗炻枩

966ˤ 

J.㱽昊㰢嬘烉85⸜⹎䫔 12㫉↹ḳ㰢嬘ˤ85⸜ 7㚰 2㖍炻㚨檀㱽昊↹ḳ㰢

嬘⼁䶐ż⌟ż㛇炻ż⸜ˤ 

(2)℞Ṿ⢾㔯⺽姣㟤⺷烉婳ὅ⎬娚⚳⬠埻ㄋἳˤ㚠䯵ˣ婾㔯婳姣㖶ἄ侭ˣ婾㔯ㆾ⮰

㚠柴䚖ˣ↢嗽炷⤪烉㛇↲⎵䧙⍲⌟㛇㔠炸x ↢䇰屯妲ˣ枩㔠⍲⸜ẋ䫱ˤἳ⤪烉 

A.㚠䯵烉炷劙炸Francis Rose, Company Law 38 (5th ed. 2001). 

炷⽟炸Götz Hueck, Gesellschaftsrecht, 19 Aufl., München 

B.㛇↲烉炷劙炸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733, 73738(1964). 

炷⽟炸Helge Gondesen, Rechtliche Aspekte desManagement BuyOut,WM 

1989,201. 

6.⍫侫㔯䌣㑘⮓㟤⺷ẍ劙㔯䁢ᷣ炻㊱㔯ᷕ↢䎦ᷳ⃰⼴㫉⸷忋临㌺↿炷䶐嘇ẍ 1,2…

䁢⸷炸炻㕤㛔㔯⺽䓐⎍⼴㕡ẍ旧㉱ỗ㔠⫿伖㕤[ ]㊔⻏ℏ姣姀ˤ㔯ℏ⺽䓐㗪炻⤪ἄ

侭䁢 2⎵ẍᶳ炻⥻㮷⎴㗪↿↢炻劍 3⎵ẍᶲ㗪炻旸⺽䓐䫔 1ἄ侭炻≈ᶲ et al.炷䫱

Ṣ炸ẋ㚧烊⯂⛐㈽䧧ᷕㆾ⎒㍸ὃ䵚⛨屯妲䘬㔯䌣炻ᶵ⼿⺽䓐烊㛇↲ㅱ㚠⮓ℐ⎵炻

㟤⺷⤪ᶳ烉 

(1)㛇↲ 

A.㧁㸾㛇↲ 
ᷕ㔯ἳ炷ἄ侭烉䭯⎵ˤ↲䈑⎵ ⸜ấ烊⌟烉枩㔠ˤ炸 
湫⽟䏒ˣ敽⥁⤪ˣ湫⣽⬅ˣ㛶倗晬ˣ䞛㜙䓇ˣ揀枮廅烉⟿㕁㤕ἄ㤕䑘⠫

㰉㝻㍏⇞ⶍ䦳㓡┬⮎⊁ˤ⊆≽⍲借㤕⬱ℐ堃䓇䞼䨞⬋↲ 2012烊20(1)烉
136-41ˤ 
劙㔯ἳ炷ἄ侭. 䭯⎵. ↲䈑⎵ ⸜ấ; ⌟: 枩㔠.炸 
Vega KJ, Pina I, Krevsky B. Heart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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ፕЎϐಃࣁϐፕЎǴҙፎΓހтฦ٠ςрڙтȩௗۑزࣴ 1

բޣȐӵࣁӅӕಃ 1բޣǴ߾а௨ׇಃ 1Տࣁж߄ȑǶ 

2.ՏҙፎΓԛԿӭଌቩ 1 ጇǴҙፎϐፕЎज़ܭ୯ϣ܌բϐࣴ

 дዛշǶځǴЪ҂ᕇز

3.මᕇҁዛޣǴ3ԃϣόளӆගҙፎǴЪӕጇፕЎज़ዛᓰ 1ԛǶ 
 

ΟΟǵǵҙҙፎፎำำׇׇᆶᆶଌଌቩቩЎЎҹҹ 

1.ҙፎΓᔈܭԃ 3Д 1ВଆԿ 5Д 31ВЗගрҙፎǴၻයόϒ

 Ƕڙ

2.ҙፎ҅߄ҁ 1ҽȐҙፎ߄ፎԿҁ܌ᆛ।ΠၩȑǶ 

3.ፕЎܜӑҁ 1ҽǴӵܜӑҁόىёаቹҁжඹȐᔠߕтฦܴȑǶ 

4.ගٮፕЎᏢೌࣴزЇҔǵаϷୖ௦ϐၗ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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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ЎҹٳӕႝηᔞӀᅷȐ֖ҙፎ߄ǵፕЎǵтฦܴǵᏢೌ

ЇҔᆶୖ௦ϐၗȑԿҁ܌മπӼӄፁғҢᓔǶ 
 

ѤѤǵǵຑຑቩቩำำׇׇ 

1.җമϷᙍӼӄፁғࣴۑزтጓᒠ٩Ᏽዺҹሦୱᗎፎ࣬

ᜢہՉຑቩࡕᙚᕇዛӜൂǶҙፎΓǵҙፎΓϐᏤ௲

 ǶہҁዛຑቩࣁǴόளޣӅӕբ܈

2.ຑϩྗǺᏢೌ߄Ȑ70%ȑǵୖ௦Ȑ30%ȑǶऩคፕЎၲዛ

ᓰྗȐᕴϩեܭ 70ϩȑਔǴளаȨவલȩೀǶ 
 

ϖϖǵǵዛዛᓰᓰӜӜᚐᚐᆶᆶББԄԄ  

1.ϩࣁȨമȩǵȨᙍӼӄȩᆶȨᙍፁғȩሦୱǴӚ

Ȩߎ፦ዛȩΌӜᆶȨሌ፦ዛȩΌӜǴჴሞዛᓰӜᚐҁ܌Ԗຎ

ݩঅुϐǶ 

2.ᕇዛΓڙᗎܭӄ୯܄മǵᙍӼӄፁғࣴ܈ҁ܌ᖐ

ᒤϐԋ݀ว߄ύௗڙϦ໒߄ඦǴႧวዛރΌરᆶዛจ(০)Ǵ

٠аαᓐБԄวڙځ߄ዛፕЎǶऩલৢୖᆶว߄ǴЬᒤൂՏԖ

ڗځᕇዛၗǶ 

ϤϤǵǵҁҁᒤᒤݤݤᛝᛝߏߏ܌܌ںںਡਡࡕࡕۓۓჴჴǴǴঅঅ҅̔ਔਔҭҭӕ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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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മമമϷϷᙍᙍӼӼӄӄፁፁғғࣴࣴ܌܌زز 

മമᆶᆶᙍᙍӼӼӄӄፁፁғғᓬᓬذذයයттፕፕЎЎᅩᅩᒧᒧᒤᒤݤݤ 

 

ǵǵҞҞޑޑ 

മമϷᙍӼӄፁғࣴ܌زȐаΠᙁᆀҁ܌ȑࣁႴᓰ

୯ϣࣴزΓᆶεଣਠৣғவ٣മᆶᙍӼӄፁғࣴزǴ่

ӝᏢೌፕᆶჴ୍ᔈҔǴठΚׯܭ๓മππբᕉნǵ෧Ͽᙍ

ੰǵߦيЈ଼நǵගܹമᜢ߯ᆶമࠔ፦ǵ଼ӄമᡏ

ӚࣚჹമᆶᙍӼӄፁғᚒϐᕕှᆶҬޗǴ٠ቚس

 ǶݤҁᒤۓǴुࢬ
 

ΒΒǵǵҙҙፎፎၗၗ 

1.ၸѐ 3ԃϣȐջ 3ԃ 1ДԿ 12ДȑܭȨമϷᙍӼӄፁғ

ፕЎϐಃࣁϐፕЎǴҙፎΓހтฦ٠ςрڙтȩௗۑزࣴ 1

բޣȐӵࣁӅӕಃ 1բޣǴ߾а௨ׇಃ 1Տࣁж߄ȑǶ 

2.ՏҙፎΓԛԿӭଌቩ 1 ጇǴҙፎϐፕЎज़ܭ୯ϣ܌բϐࣴ

 дዛշǶځǴЪ҂ᕇز

3.මᕇҁዛޣǴ3ԃϣόளӆගҙፎǴЪӕጇፕЎज़ዛᓰ 1ԛǶ 
 

ΟΟǵǵҙҙፎፎำำׇׇᆶᆶଌଌቩቩЎЎҹҹ 

1.ҙፎΓᔈܭԃ 3Д 1ВଆԿ 5Д 31ВЗගрҙፎǴၻයόϒ

 Ƕڙ

2.ҙፎ҅߄ҁ 1ҽȐҙፎ߄ፎԿҁ܌ᆛ।ΠၩȑǶ 

3.ፕЎܜӑҁ 1ҽǴӵܜӑҁόىёаቹҁжඹȐᔠߕтฦܴȑǶ 

4.ගٮፕЎᏢೌࣴزЇҔǵаϷୖ௦ϐၗ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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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മമമϷϷᙍᙍӼӼӄӄፁፁғғࣴࣴ܌܌زز 
മമᆶᆶᙍᙍӼӼӄӄፁፁғғᓬᓬذذයයттፕፕЎЎᅩᅩᒧᒧҙҙፎፎ߄߄ 

 

ҙ ፎ Γ 

ۉ Ӝ  ܄ ձ  

р ғ       ԃ      Д      В 

୍ܺൂՏ  

ᙍ ᆀ  

೯ૻӦ֟ 
���-�� 
 

ᖄ๎ႝ၉  

ႝηߞጃ  

ፕЎၗૻ 

ύЎᚒҞ  

मЎᚒҞ  

բޣӜൂ 
 

Ȑࡪтฦϐচ௨ׇȑ 

рހԃД       ԃ      Д       

рڔހය       ڔ      ය       

ᅩᒧሦୱ �മ� ��ᙍӼӄ� � ��ᙍፁғ�

ҙፎЎҹ 

(ഢִፎ3) 

 ҙፎ҅߄ҁ 1ҽ 

 ፕЎܜӑҁ 1ҽȐӵܜӑҁόىёаቹҁжඹȑ 

 ፕЎтฦܴ 1ҽ 

 ፕЎᏢೌࣴزЇҔၗ 1ҽ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申請表

氰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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