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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勞動部成立後，透過一連串法規的修訂及具體因應措施的訂定，加強了對勞動

者的權益的維護。其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更全面提供四合一職涯全方位服務，整合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創業服務等四大功能與資源，提供求職民眾與求才企

業主一案到底、專業、多元的客製化服務平台。然而隨著服務品質提高，而產業變化快

速，景氣循環仍起伏不定，新興趨勢相繼出現，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如何有效的

提高就業媒合率，第一線就業中心的人員事實上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整合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的新就業服務模式，一方面運用本所

過去所累積的安全衛生技術，充份融入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中，提高就服人員、求職者

及用人單位的安全衛生職能，能有效掌握職場特性，減少就業的疑慮，加快媒合的效率

並提高留置的比率，另一方面分析地方產業中營造業與基礎技術服務業之產業就業現

況，以及數位自造趨勢下既有的就業服務痛點與發展脈絡。因此透過實地之現場訪視

與就業服務機構內部轉型認知調查，獲得就業服務現況與就業服務痛點，分析地方產

業與就業服務之整合模式，並以新的就業服務模式進行就服機構內部轉型認知調查，

最終以內外部之分析探討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就業服務模式與策略發展脈絡。 

在本研究提出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就業服務模式下，就業服務需結合安全

衛生技術，掌握職場特性，提高留置比率，並需有效連結及整合外部合作資源，形成生

態系統，建立參與式人才培育模型，加速數位自造軟硬體設計與營造業數位資訊應用

等專業社群聚集與產業應用，並且強化就業服務機構內部能力，以期能透過上述之對

策，建構完善之就業服務，培育地方產業之人力資本，強化安衛職能以提升就業安定與

就業率。 

關鍵詞：就業服務、地方產業、職能、營造業、數位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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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in February 2014 has turned a new pag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wo important labor agencies, 

many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re subsequently amended to further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rkers. To offer more services and trainings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nterprises, a four-in-

one comprehensive career service is implemented to provide services in employment, 

occupational trainings, certifications and business startup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employment centers and a 

new model of employment services. On the one hand is though service quality has become 

better, the economy has not. This becomes a tough challenge for frontline employment service 

staff.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tilize the safety and health techniques we have 

established to enhance safety and health capacity of the staff, the applicants and management 

of the hiring companies so to speed up job matches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retention rates, 

on the other hand analyze local industries and basic technic services employment status and 

difficultie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services in Maker Movemen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internal restructuring cognitive investigation to 

understand employment service status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difficulties, analyze 

integrated model of local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in the new employment 

services model to have internal restructuring cognitive investigation with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to explore outside of the employment centers and local employment services 

consolidation pattern and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context. 

In the study proposes local employment centers and the employment services industry 

consolidation model, the employment services combined with safety and health technology, 

understand workplace features to improve retention rate.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link and 

integrate external cooperation resources,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icipator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ccelerat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of maker movement an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such as profess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community,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to be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ervices construction, local industry the human capital, 

strengthen safety and health func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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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rate. 

 

Key Words: Employment Services, Local Industry, Competency,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ke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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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勞動部自 103 年 2 月正式成立，政府對勞動者的保護向前邁進一大步，過去兩個

重要的勞工議題包括就業安定與職場安全衛生等，也在勞動力發展署與職業安全衛生

署的成立後，透過修訂法規與訂定具體因應措施下，對勞動者的權益的維護確實讓民

眾有感。其中為提供民眾與企業更全方位的職涯服務與人才培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提供了整合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創業服務等四大功能與資源，提供求職

民眾與求才企業主一案到底、專業、多元的客製化服務平台[1]。且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在扮演勞動部智庫的角色下，為因應勞動市場變化加遽，增加勞動市

場研究，適切掌握我國產業需求與勞動力供應現況，並推估其未來發展，提供研究結果

予勞動政策規畫及產業經營管理之參考。本研究主要在於分析區域性的就業中心如何

提供符合在地產業特性與需求的整合性就業服務，並在產業形態轉變與新興趨勢下，

就業中心如何分析與提供合適之勞動力，以及協助新產業趨勢與機會中的有志者創業。 

我國憲法第 152 條明訂：國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給予適當的工作機會，明

白揭示了政府有義務及責任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在就業服務方面應提供充分的就業市

場訊息、暢通求職、求才的管道，並作有效的媒合，以促進國民充分就業；至於因產業

結構改變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則透過職業訓練以提升或轉變其工作技能[2]。 

而職業訓練是就業安全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就業安全政策以職

業訓練為主軸」。當代民主工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的腳步，不論國民所得的高低，失

業問題始終是政府與社會必須重視的議題，而就業安全制度的討論更是方興未艾，推

陳出新。許多西方先進的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莫不以建構完整的就業安全網

(employment security network)為要務。 

但隨著整體環境的變動下，面臨高齡少子化的衝擊、勞動力人口下降、職場晚進

早退、女性因家庭而離職、基層低薪與學用落差等問題，這些影響了勞動參與率偏低，

離開勞動市場的人數遽增，其中又以中高齡與基層人力最為明顯[3]，導致台灣缺工問

題日益嚴重。這些現象使的台灣各地就業中心的「就業媒合」工作越來越困難，因此，

如何提高勞動參與與解決缺工問題，就成為就業中心極大的挑戰，但是隨著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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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提高，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形下，第一線就服中心的人員事實上面臨了很大的

挑戰。 

此外由 101 年勞動檢查年報[4]相關資料顯示，中小企業的職業災害比率占全產業

很高的比率，顯示這些事業單位在安全衛生管理上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由過去勞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相關研究結果顯示[5]，大多數的事業單位對於安全衛生管理的工作

仍無法有效推動，作業勞工對於所在的工作場所的機械、設備、設施及原物料的儲存與

使用等，有很大的疑慮。由楊瑞鍾[6]的研究結果顯示，弱勢工作者(身心障礙者)於職場

面臨很大的風險，常因雇主對其工作上安全的疑慮，或自身認為職場的不安全，被迫或

自行離開職場。曹常成、李金泉、于樹偉及張承明等[7-11]，針對製造業及中小企業進

行現場安全衛生訪視，就現場常見缺失提出許多具體改善因應措施，並就安全衛生管

理制度提出具體的建議。所有的研究結果均顯示，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的缺失確實會給

工作者帶來不安全感，這些當然很有可能影響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而適當安全衛生

管理制度的推動，能有效改善職場安全衛生條件，提高工作者的就業安定感。 

藉此本研究將針對某就業中心轄區內之營造業與基礎工業技術服務業之汽機車

修護產業進行探討。基礎工業泛指即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原始材料、動力和技術的

工業部門，但近年來此行業已具相當服務業之性質，為日常生活所需，必不可少之產

業，如汽機車修護業、水電、物流運輸、動力機械產業等。而營造業先天上具有勞工高

流動性、高職災發生率及高缺工率等問題，其因來自季節性或專案型的營造工程臨時

性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因營造工程作業活動的危險性、重體力作業及戶外炎熱酷寒的

工作環境降低工作意願。因此而本研究將針對區域中營造業與基礎工業技術服務業之

汽機車修護業進行現況分析，嘗試探討勞動力缺口問題，了解就業服務缺口。 

以及考量近年數位自造趨勢對產業的影響，數位自造者善於整合許多數位製造技

術，以及進行跨領域的合作與創作。過去社會普遍認為汽機車修護業是社經地位低的

黑手行業，但是在數位自造的趨勢下，這些擅長使用、打造或安裝零組件的黑手們，一

旦將這些不起眼的應用技術與零件交織而成與整合其他應用，就會是一個全新的創意，

也會對既有的汽機車修護產業與工作者產生影響。 

綜合上述，為因應總體勞動市場變動與新興產業趨勢下，面臨產業現況需求與人

力供給培育的困境中，本研究嘗試探究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新興就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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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略，導入職業安全衛生技術，希冀能提升就業服務媒合率，建構完善之就業服務，

培育地方產業之人才資本。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冀提出整合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的新就業服務模式。一方面運用本所過

去所累積的安全衛生技術，充份融入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中，提高就服人員、求職者及

用人單位的安全衛生職能，能有效掌握職場特性，減少就業的疑慮，加快媒合的效率並

提高留置的比率。 

另一方面分析地方產業中營造業與基礎技術服務業之產業就業現況，以及數位自

造趨勢下就業服務痛點與發展脈絡。因此透過實地之現場訪視與就業服務機構內部轉

型認知調查，獲得就業服務現況與就業服務痛點，分析地方產業與就業服務之整合模

式，並以新的就業服務模式進行就服機構內部轉型認知調查，最終以內外部之分析探

討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就業服務模式與策略發展脈絡。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藉由文獻探討初步分析營造業與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產業現況。 

二、 進行現場訪視與調查，掌握地方產業中就業服務現況與就業服務痛點。 

三、 分析數位自造趨勢對地方產業與就業服務之影響。 

四、 針對就業服務機構內部探究其對轉型認知與困難。 

五、 彙整前述結果，提出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之就業服務模式整合策略。 

六、 運用本所過去所累積的安全衛生技術，融入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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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模式，首要透過文獻分析與現場

訪視就業服務現況與地方產業現況之分析，探討就業服務的機會。隨後依據地方產業

現況與就業服務痛點，導入安全衛生職能，提出就業服務轉型方案。並依據就業服務現

況，進行就業中心內部人員對就業服務轉型認知之調查。最後藉由就業服務內外部之

分析與探討，提出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策略。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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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流程 

 

圖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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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及資料調查蒐集與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針對本研究

所探討之議題，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藉由國內外就業服務之相關研究，依就服中心、

求職者及用人單位等範疇，掌握就業服務供需之關鍵要素，及錯配、失配的原因。並且

透過實地之現場訪視與就業服務機構內部轉型認知調查，獲得就業服務現況與就業服

務痛點，並分析地方產業與就業服務之整合模式分析。再以此新的就業服務模式進行

就服機構內部轉型認知調查，嘗試以內外部之分析探討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就

業服務模式與對策。 

 直接觀察法 

觀察法（Observation）是一個被大量運用於各

種研究範圍的方法，它可以被用來分析於各種階層

的職務的職能。觀察法主要就是透過實地觀察，記

錄相關人員在其工作職位上所作的事與所發生的

事，並且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12]。 

觀察法被用於許多職能分析中，並以此資料作

為勾勒該工作下任務輪廓的基礎，在某些狀況中，

亦有可能透過觀察法了解該職務的職能。 

基本上，觀察法的流程如圖 3 所示，首先選

取欲觀察，再針對對象進行觀察，並根據觀察結果

製作紀錄，最後進行結果分析統整。 

 策略地圖 

平衡計分卡是一套管理分析工具，可將企業策略轉化為明確的績效指標，用以衡

量、管理策略的執行狀況。而策略地圖是平衡計分卡中來描述企業策略的圖像式工具，

包括 4 個構面：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策略構面，如圖 4 所示[13]，

這些策略目標間必須有因果關係與環環相扣的連結，可清楚描述策略脈絡與演進。本

研究將利用策略地圖工具建構就業服務發展策略，並利用策略地圖以圖像式的描述，

選取對象

進行觀察

根據觀察結果製作紀錄

進行結果分析統整

圖 3 直接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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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進一步說明擬定之政策方案的策略脈絡。 

 

圖 4 策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四構面 

資料來源：[13]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 Strategy Maps: Convert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Tangible Outcomes 

 

 現場訪視法 

基礎工業泛指即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原始材料、動力和技術的工業部門，

但近年來此行業已具相當服務業之性質，為日常生活所需，必不可少之產業，如

汽機車修護業、水電、物流運輸、動力機械產業等，本研究透過現場訪視了解基

礎工業技術服務業中機車修護產業現況與就業服務缺口，首先針對媒合管道、訓

練機制、職涯規劃、服務提升、工作環境與條件...等，進行自營業者、廠商師傅、

廠商學徒的深入訪談研究，並藉由整理歸納服務參與者所提供的觀點後，提出有

利於「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人才培育與產業提升」的就業服務痛點分析，並且透

過個案就業服務中心之訪談，發展出就業服務轉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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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名稱 

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人才培育與產業提升的就業服務現場調查-以機車修護

產業為例。 

二、調查目的 

了解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現況、探究現有就業服務缺口。 

三、調查時間 

10 月 27 日-11 月 20 日。 

四、調查對象 

工會、自營業者、師傅、學徒（大部分來自非在學以及高職汽機車修護科）

等約總共 8 名，分別敘述如下。 

經營廠商（2 名）：YAMAHA 維修據點，謝老闆、老闆娘、兒子都是師傅 

廠商師傅：謝老闆兒子、旗下師傅 

廠商學徒：2 名學徒 

產業工會：機車修理職業工會 

個案就業服務中心外展組：負責經營廠商關係與相關社會資源聯繫與連結 

個案就業服務中心綜合規劃組：探討職涯路徑規劃，參與與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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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內容 

先針調查對象 1~4 進行質性研究調查，蒐集既有現況認知的內容，以服務設計方

法針對對象 5、6 發展出就業服務轉型模式。 

表 1 現場訪談問卷題項 

角

色 

訪談面向

1-媒合 

訪談面向 2-

訓練 

訪談面向 3-

職涯 

訪談面

向 4-服

務 

訪談面向 5-其

他 

工作環境

與條件 

自

營

業

主 

您是怎麼

樣尋找人

力的？(師

傅／學徒)

有哪些資

源與管

道？用或

不用的經

驗與看法

是什麼？ 

怎麼樣讓學

徒變成師

傅？怎麼判

定？怎麼保

持學徒的成

長？怎麼訓

練學徒的？

怎麼保持師

傅的技術的

精進？誰負

責訓練？ 

你職涯的經

歷是什麼？

您怎麼看待

這產業的職

涯規劃？職

涯規劃需要

什麼？注意

什麼？ 

你覺得

這個產

業哪裡

有更進

步的空

間？ 

你覺得工會如

何？你覺得品

牌廠商如何？

你覺得訓練班

如何？公立職

業訓練機構的

看法？你覺得

就業中心如

何？你對學校

的看法如何？ 

營業額、

薪資水

準、品質

管理、人

員訓練、

行銷經

營、顧客

關係、工

作流程 

廠

商

師

傅 

當初如何

進到這

裏？為什

麼會選擇

這裡？ 

同上 同上（自己

如何規劃自

己的職

涯？） 

同上 如何看待自營

業主？ 

 

廠

商

同上 現在的訓練

狀況？師父

同上（自己

如何規劃自

對未來

成為師

有找過學校

嗎？你覺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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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徒 

是怎麼教你

的？跟想像

有什麼落

差？過去是

做什麼的？ 

己的職

涯？） 

傅對客

戶提供

服務的

想像是

什麼？ 

校如何？ 

職

業

工

會 

職業工會

對自己的

角色、功

能與願景 

人力人才上

面的經驗與

從事過的事

情 

為什麼會成

立與經營工

會？ 

工會在

做哪些

事情？ 

聯誼會來的都

是誰？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發

生嗎？對公立

職業訓練機構

的看法？ 

 

 問卷調查法 

依據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以及現場訪視所分析之地方產業現況、就業服務

痛點與就業服務轉型模式，透過一連串經專家設計之問卷題項，收集被個案就業

中心成員對轉型模式的意見、反應、感受、面臨問題與解決方式等，希冀獲得就

業中心轉型計畫相關人員內部工作認知。 

一、調查名稱 

就業中心轉型計畫相關人員內部工作認知調查。 

二、調查目的 

就業中心相關人員對轉型計畫之認知調查，探索內部成員對就業服務轉型

之危機意識、角色認知、願景與溝通方式。 

三、調查時間 

11 月 25 日-12 月 10 日 

四、調查對象 

個案就業服務中心總共 87 人，共包含核心團隊(中心主任、督導)、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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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專案、外勞求才區、訓練推廣科、諮詢給付科、就業促進科與綜合規劃科

等轄下單位。 

五、調查內容 

基本統計資料：工作年資、工作負責區塊、年齡等。 

主要問題面向：調查就業服務組織整體常態程度，反映受訪者自身經驗，以及

組織中普遍觀察到的現象。問題面向概述如下，詳如附錄一 量化問卷。 

1.危機意識分析：組織運作方式的改變、組織變革的必要性、領導階層對於變

革的領導與行為方式、過往組織變革的成果。 

2.指導團隊自我評估：領導團隊對於組織變革的認知，包含必要性、影響程度、

資源需求、變革推動方式與領導地位。 

3.評估指導團隊：由工作團隊評估領導團隊對於組織變革的認知，包含必要性、

影響程度、資源需求、變革推動方式與領導地位。 

4.願景分析：受訪者對於願景的了解，包含了解程度、願景可行性、影響範圍、

變革行為等。 

5.溝通分析：調查變革之溝通目的、溝通效益與溝通管道，以及領導階層為變

革而進行的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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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方產業現況分析 

 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現況分析與問題探討 

基礎工業泛指即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原始材料、動力和技術的工業部門，但近

年來此行業已具相當服務業之性質。為日常生活所需，必不可少之產業，如水電、物流

運輸、動力機械產業等，而本研究將針對區域中之汽機車修護業進行現況分析，嘗試探

討勞動力缺口問題。 

一、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現況 

汽機車修護產業為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之子產業，並且在本研究對象之就業服務

區域內為重點產業，因此本研究首先將分析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之勞動現況，進一步

分析其子產業汽機車修護產業為分析對象與探討產業勞動問題。 

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普遍缺工問題 

依行政院主計處 102 年 8 月之人力僱用狀況調查[14]，「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類別缺工數 65,032 人，佔所有項目別(共 8 個項目別)

之 35%，若依本計畫定義範疇，計入其他類別人員(如專業人員)，比例將更高，

故本產業缺工問題為不爭事實。 

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技術斷層 

在大幅缺工情形下，從業人員無法新陳代謝，造成從業人員平均年齡高，當

此類從業人員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勢必造成技術傳承無以為繼，如無改善策略，

產業沒落也在所難免。 

社會對基礎技術工業服務業之行業歧視問題 

本範疇之產業常被社會視為「黑手」行業，具技術性，且其薪資高皆顯著高

於所屬職類。如重機械(推土、吊車、起重機等移運設備)操作人員於勞動部 102 年

之調查[15]，平均薪資為 49,538 元；車輛維修人員之平均薪資為 39,426 元。惟

「黑手」行業之名詞本身即具歧視意味，從業人員對自身職業認同度亦不高，在

社會意識不認可其行業價值情形下，對其人力招募或產業提升皆有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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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業服務業大量資訊不對等問題 

本產業存在大量資訊不透明之情形，如人事招募(選用育留等程序)，較常應

用傳統人際網絡管道；訓練部份，除學校教育外，常需要長時間之實務 經驗累積

方能實作，但實務等技術傳授又有相當程度隱秘性；另營業服務之資訊不對等，

社會難以得知其技術內涵及價值。 

二、汽機車修護產業概況 

汽機車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之動力機械，提供個人通勤、大眾運輸、物流

等使用。而其使用年限為 10-20 年不等，為耐久財，需持續維修方能保持其正常

運作。故汽機車修護業為必不可少之產業。由於每台車輛行駛、保養狀態不一，

因此實務經驗積累相當重要。本產業面臨普遍性人力短缺，由於學校教育中難以

累積實務經驗，僅能了解車輛基本特性，故進入產業多以學徒身分開始其職涯[16]。

又學徒身分自 1 年至 3 年間不等，其間薪資較低，加上社會價值觀對「黑手產業」

評價不高，造成人力短缺之惡性循環。 

汽機車修護業從業人員屬性 

1.基礎工業從業人員，主要包含傳統自營業主、師傅，其角色及任務為吸收學

生或學徒，並給予其傳統師徒制訓練。 

2.學生，主要為已加入自營業主或具訓練關係之學徒，其角色為本產業未成熟

之從業人員，並於未來晉升為專業者。 

3.青年及一般失業者，其可能來源如下述。 

(1)來自就業服務系統：既有就業服務體系之一般失業者及青年。 

(2)來自學校：相關科系在學學生及畢業生(汽車修護、機車修護、車輛工程

等)。 

三、汽機車修護產業勞動問題探討 

需取得相關證照，並需大量技術養成時間 

基礎技術工業從業人員取得證照僅是基本要件，更重要的是該領域技術之

純熟度，方能確保提供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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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長時間累積實務經驗，並精進技術及其他相關必備知能 

本產業歷經社會變遷，除原有工業部門之性質外，亦有相當廣泛之服務業性

質，如水電裝修工程等，故除了需要處理技術上之問題，亦需其他非技術上之技

能(如客戶關係管理、財務管理、公安衛生等)。 

人事招募(選、用、育、晉、留)程序不透明 

本產業因缺工情況普遍，且加入本行業之新手亦需一段時間接受訓，故初期

勞僱關係常實質為「訓練關係」，薪資水平不高，故使用正式管道徵才效益不高，

經常透過傳統人脈網絡招募。 

從業人員對職業自我認同度較低 

社會對本產業已有先驗之歧視，在訓練、升學之路徑，培育本產業人力之技

職體系即為次要選擇，於從業人員本身對其從事之產業認同度亦受社會意識之影

響，認同度不高[16]。 

從業人員薪資高於青年初任職之平均薪資 

待技術及實務經驗累積成熟，可獨立作業後，從業人員薪資即大幅增長(如 

CNC 五金加工及模具製造業)，且取代性低。 

資訊不對等 

因社會大眾對其技術不了解，形成資訊不對等， 此特性展現在人員招募(選

用育晉留等程序)、訓練(私人師 徒訓練)、營業(技術特性不廣為人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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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產業現況分析與問題探討 

一、營造業現況 

營造業向來有火車頭產業之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民生建設的主

要推手，屬於勞力密集產業，須要投入並整合許多專業技術人員及工種協力完成，

因此人力資源管理的運用及發展，相對顯得重要。不過一般來說營造業具有辛苦、

骯髒及危險的特性，也是所謂俗稱的辛苦產業，新一代年輕人對此等產業就業裹

足不前，造成營造工地產生缺工現象及技術的斷層，已影響營造業的企業經營績

效及發展。此外許多業者要求政府，開放外籍勞工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惟勞動

力輸出國家近幾年經濟發展迅速，自己國內也需要勞動力因應產業需求，因此逐

步限制或停止勞工輸出到其它國家，甚至有專家指出東南亞國家緊縮勞工輸出已

是大勢所趨，建議政府及營造業者應採取因應對策或替代措施。 

營造業先天上具有勞工高流動性、高職災發生率及高缺工率等問題，長期以

來都對國家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由於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因此勞動市

場研究務必需儘速解決。其因來自營造工程常因成本及專業考量，將工程再度分

包，形成所謂多層次承攬現象[17]，承攬性高雖有利分工效率，但卻不利於安全

衛生，實際作業勞工常因現場設施不當，及本身職能養成訓練不足，因此常暴露

於高風險的作業環境中，由於營造業作業環境變化很快，且勞工大多為流動性很

高的派遣工或臨時工，以致於災害頻傳[3, 18]。 

二、營造業家數與員工人數 

依據「營造業法」第三條對其用語之定義為：「係指經向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承攬營繕工程之廠商。」；又規定營造業分綜

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其中綜合營造業又可分為甲、乙、丙三等；

此外，專業營造業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有 12 種：鋼構工程、擋土支撐及土方工

程、基礎工程、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預拌混凝土工程、營建鑽探工程、地

下管線工程、帷幕牆工程、庭園、景觀工程、環境保護工程、防水工程與其他。

內政部營建署 103年第 3季報表顯示，營造業家數共 17,085家，綜合營造業 10,169

家、專業營造業 386 家、土木包工業則有 6,530 家。另根據照內政部營建署「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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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之資料顯示：民國 102 年底整體營造業之從業員工

人數(不含發包同業所僱用者)約 123,969 人，其中綜合營造業提供七成七(76.7%)

的工作機會。從業員工人數較 101 年減少 16,160 人(11.5%)，減少之員工來源普

遍為工程技術工與普通工，而專門技術人員與管理及佐理人員人數則維持穩定。

此外，每月最常使用 11,345 位派遣勞工。 

三、營造業就業者移轉情形 

隨著國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經濟景氣循環、薪資條件、產業結構的的改變

及整個社會大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就業者隨之調換至各種不同行業，營造業

自當如此。近六年來三大產業中以工業的平均毛移轉率相對較高，表示其就業人

力的轉業人數最多；工業的淨移轉率也偏低，顯示從其他行業轉入工業的人數很

少。營造業為工業項下之中業，毛移轉率大約在 5.51 %至 6.41%，均遠高於工業

歷年的毛移轉率，表示出營造業就業人力在各行業中轉業情形很高；而營造業的

淨移轉率除 101 年外近六年來均為負值，代表營造業的就業人力移出者多，這初

步說明營造業缺工問題之概況。有關三大行業(營造業為工業項下)近六年轉業者

之行業移轉率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近六年轉業者之行業移轉率 

單位：% 

 年度 

 

行業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毛移

轉率 

淨宜

轉率 

農  業 4.47  0.74  3.69  -0.25  2.82  0.11  2.92  -0.27  3.07  0.11  4.49  0.42  

工  業 4.34  -1.26  4.61  0.11  4.87  0.30  3.71  -0.12  3.58  0.11  4.00  0.21  

營造業 6.33  -1.30  6.41  -1.27  5.71  -0.23  5.51  -0.51  5.52  0.27  6.00  0.67  

服務業 2.68  0.74  2.85  -0.05  3.00  -0.19  2.27  0.10  2.23  -0.07  2.50  -0.1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103 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 

1 毛移轉率係指各行業之轉業（包含移入及移出）人數/ 102 年全年該行（職）業平均就業人數之比

率。 

2 淨移轉率係指各行業之異動淨人數（移入減移出）/ 102 年全年該行（職）業平均就業人數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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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基於營造業經營之特性，計薪方式與其他行業略有不同。例如：專案之規模、

施工工期不固定，因勞工流動之需求等，尤其經常需要一些臨時性或補充性的勞

動力，進入營造工地從事非技術性或重體力作業之粗工、臨時工或打石工…等，

因此勞務報酬以領取日薪方式居多。至於按月計薪的應屬於主管及監督人員、工

地主任、工程師等技術性專業人員或事務支援人員。茲以民 100〜102 年三個年

度為例，採取按日計薪方式為 28.0〜29.7%之間，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營造業提供職缺之計薪方式 

單位：% 

年度 總計 按月 按日 按時 按件或按次 

102 100.0 61.7 29.7 5.5 3.1 

101 100.0 57.5 30.0 5.1 7.5 

100 100.0 70.8 28.0 1.1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統計表[14] 

四、營造業缺工問題探討 

近五年來，營造業人力空缺率呈現穩定起伏狀態，且略低於工業及服務業整

體平均值，此不應解釋為營造業工作搶手，而是產業長期發展的結果，各業沒有

特別突出的表現，以致於與其他行業空缺率相較高低互見，但差距幅度並不巨大。

102 年，營造業空缺率達 2.54%，首度超越製造業 2.37%及服務業 2.49%，但仍低

於工業及服務業門之 2.89%。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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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營造業與他業空缺率一覽表 

單位：% 

       年 

業別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工業及服務業 2.07 2.81 2.70 2.47 2.59 

製造業 2.50 3.43 2.94 2.55 2.37 

營造業 2.20 2.45 2.61 2.31 2.54 

服務業 1.76 2.45 2.56 2.45 2.4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統計表[14] 

1 102 年資料僅統計至 102 年 8 月底。 

2 空缺率＝〔空缺人數／(空缺人數＋受僱員工人數)〕*100。 

而營造業短缺員工的原因分析如下： 

考量營業資本及節制成本 

(1)大部分營造業廠商必須承接工程才有營業收入，尤其是中小規模營造公

司，有明確的營業收入，業者才有意願大量召募員工，否則公司僅維持

最低人力水準的骨幹，以減少人力成本的支出，也就是須要時才填補所

需人員。 

(2)營造業者所提供薪資條件，無法滿足潛在勞動力者，勞工則考慮轉行或

轉職至其他公司。 

行業工作特性影響 

營造工程作業活動的危險性及戶外炎熱酷寒的工作環境下，除非有很好的

誘因，否則僱用勞工困難，即使採取勞務發包方式，也難以完全解決缺工的問題。

以近三年為例，營造工程專業性高，許多分項工程須發包協力廠商施作，各協力

廠商同時期可能參與多個專案，因此流動性高。 

勞工的就業意願及自主性選擇因素 

許多非技術工種之勞工也自願選擇流動性高工作，不願被固定公司綁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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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民間建築工程案件的蓬勃發展，政府投入許多大型公共工程等因素，致業務

量增加也佔約三成左右；勞工常依工資、工作場所距離、工作要求程度等條件，自

主選擇所需。 

其他，員工空缺原因的其他因素，包括了組織調整、員工技能不符需求、受到

組織調整、季節性因素及法規限制等因素，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營造業短缺員工主要原因 

單位：% 

年度 總計 
業務量

增加 

季節性 

因素 

組織 

調整 

現有員工

技能不符 

因應員工流

動性需求 

工作環境

骯髒、危

險、辛勞 

法規

限制 
其他 

102 100.0 35.9 0.4 6.0 3.5 36.7 17.5 - - 

101 100.0 29.0 1.8 2.9 4.1 48.2 13.9 - - 

100 100.0 33.1 1.7 0.5 6.2 43.2 15.3 0.1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報告統計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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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數位自造發展趨勢分析 

一、數位自造與創客運動 

創客(maker，或自造者)可涵括許多

種身份的人，從工藝家、修理機器者、興

趣愛好者到發明家，皆可稱為創客[19, 

20]。與傳統定義的發明家與 DIY 愛好者

不同的是，當代的創客享有現代科技與全

球化經濟帶來的強大力量，提供串聯、學

習的機會，以及製造的方法與銷售的通

路。所謂創客運動最關鍵的要素，應屬數

位工具的普遍化。現代創客可使用數位軟

體來設計與建模，同時透過具備數位製造

工具的小型工廠或創客空間(makerspace)[21]，將創作設計的原型打造出來，而全球已

經成立超過一千個創客空間，如圖 5 所示[22]。透過網路，他們能輕易的取得來自全世

界的材料與零件。網路上的討論區、社群網站、電子報或影片使他們輕易找到志同道合

的社群夥伴並互相學習、共創、分享以求一起進步。募資平台如 Kickstarter，低價的製

造中心，國際運送服務，以及電商平台如 Etsy 及 Quirky 等服務，皆協助創客將他們的

創作進行商業化。 

創客運動從過去個人在自家的車庫發展到公共場域如創客空間，與數位製造工具

普及化有很大的關聯。美國的各種創客空間，從 MIT 麻省理工學院延伸出的 Fablab 系

統、到大型的會員制工廠TechShop、到社區型的小型創客空間如Noisebridge與Artisans’ 

Asylum，皆俱備基本的數位製造工具，其中較常見的包括 3D 印表機、數控工具機(CNC 

machine)、雷射切割機(Laser cutter)、及 3D 掃描器等等[23, 24]。這些小型的數位工具

以跳脫過去大型工業生產的價格限制，可以在民間小型工廠或是創客空間以共用方式

提供給各種想要自造物品的人士。這些空間也提供相關軟硬體的課程，創客們也可透

過與他人在空間內交流的方式學習。 

圖 5 全球已經成立超過一千個創客空間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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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府因為經濟衰退而重新關注因生產線外移至中國等國家而沒落的製造

業，並將製造業重新列為國家重要發展政策。創客空間因而開始出現於閒置的公立圖

書館、學校、社區等等，吸引了各路人士參與，其中包含了因為美國金融風暴與經濟衰

退而失業的人口。隨著創客空間的普及，看到了很多自這些空間內發展出來的產品，同

時出現的創客相關媒體如

Make Media (Make 雜誌)及大

型活動如 Maker Faire[22, 25]，

提供了學習的管道與露出的平

台，將創客運動推往易見的通

路，甚至連白宮都於 2014 年舉

辦了 Maker Faire。而另一種重

要的網路平台—募資平台如

Kickstarter 與 Indiegogo，則是

提供希望將自造出來產品推往

市場的創客們一個資金來源與

銷售的管道。  

  

圖 6 MakerFaire 的參與人數及成長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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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自造的發展與影響 

2013 年 12 月由 Deloitte Center for Edge 與 Maker Media 於美國舉辦的 Maker 

Impact Summit (創客影響高峰論壇)，邀請了各界專家一同討論創客運動對於幾個

重要領域的影響，參與者包括美國白宮政策研究單位、學界與民間經濟與科技策

略研究單位、硬體創業家、教育界、媒體、製造業，以及高度參與創客運動的社

群人士。 

小型或微型企業的誕生 

創客或是自造者運動的

興起，使得個人或小型企業可

以透過科技，以較簡單及便宜

的方式尋得資源，創造商品或

服務，同時觸及到更大的消費

群與合作夥伴。數位工具使得

小量生產的門檻變低，同時可

進行個人化或客制化的商品

服務，增加商品的附加價值。

這些改變都已明顯的被感受

到。其中 2014 美國舊金山灣

區 Maker Faire，聚集了超過七十個 Kickstarter 募資成功的創客 (來自近 14 萬名

贊助者、總和超過兩千三百萬美金的募資金額)；提供手創設計師的網路銷售平台

ETSY，在 2013 年度的營業額超過 13.5 億，擁有超過一百萬個商店；在台灣，類

似 ETSY 的設計師商品平台 Pinkoi，在 2013 年則創造超過六千萬台幣的營業額。

這都說明了個人或是小型的企業，透過創客相關的資源或平台，可以跨越過去不

易跨越的硬體創業門檻。 

對現今大型企業的影響 

透過實體空間及虛擬社群裡，個人與小型企業將合作方式以達快速學習、交

換技能，或是取得資金。同時創客運動創造了彈性及敏捷的網絡結構，將部分活

圖 7 群眾募資平台上創客專案的成功案例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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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去中心化，包括現在於大企業裡完成的創新及部分生產工作[26]。研發的工作

將從企業轉移至個人創新者，研發結果再轉移運用於企業核心的技術與產品。過

去只有大型企業才擁有的資源或工具，透過平台以分享或是付費租用方式提供給

生態圈裡的個人，這開啓了許多商業機會，包括這些生態圈裡的供應鏈。成功的

大型企業也將找尋方法提供 scale- 與 scope-based 的結構性服務給創客，例如製

造的發包及物流，或是其他人可以加值或參與的平台 (商品平台或是資料聚合

data aggregation)。大型企業將有機會提供服務給眾多種類客戶、成為值得信賴的

顧問，例如富士康/鴻海在中國及台灣推出的各式服務: Innoconn, Kick2Real, 內部

加速器, 與設計師合作的製造平台等等。 

對於製造業的影響 

因為創客經常使用的數位製造機器，使用上相對簡單，取得也較便利，這些

特性讓更多人可以在更多不同的場所製作新產品的原型。部分產品(如 PCB 板)的

零件會維持中心化的製造，但需要在地化或是客制化的零件則可轉為較小規模的

分散化製造。組裝的過程也會移至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消費者對於客制化的期

待與要求將延伸至更多的商品種類，使得創客相關的業務也將增加。客制化商品

於市場上的普遍度與受歡迎程度，也有可能削減人們對於大量製造商品的需求。

小型的製造者與製造設施也會增進在特殊材料及技術的研發，以發展因創客運動

所創造出來的特有度與受歡迎程度，也有可能改變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製造與零售 

創客運動的個人化與客制化特質將在未來逐漸改變零售，增加網購平台及

實體 Mom and Pop 商店的成長。消費模式將反映新價值，包括消費者希望參與過

程而不是做一個接受推銷的對象。面對客制化與個人化，消費者同時開始對於自

己的角色有新的看法，一種較藝術或工藝更廣泛的新的商品種類將隨之衍生，在

地化與個人化的製造可以一個可負擔的價格及較小的規模下被製造。多樣化的產

品，分散式的需求，為線上平台及利基需求的零售商創造更多優勢，在地的製造

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也將拉近了。 

教育模式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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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運動的關鍵條件包括了創造的能力，學習者必須適應在過程中探索、問

問題，進而獨自或是與他人合作創造出新的可能性。在教育體制上，則須從知識

性的填鴨模式，轉化為一個「why-and-how」的模式，同時提倡實作與練習。知識

的來源不再只是來自學校或老師，而是從網路上巨大的資訊量中探索，或是透過

影音教學方式自學。以創造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會需要一種新的教學方式與風格，

而這種教學方式不見得是現任導師可以習慣的，所以必須是同儕之間影響進而接

受，這則是所有教育系統需要克服的挑戰。 

就業市場相關政策 

政府可思考建立一個認證創客相關技能的框架，在此框架內，企業可提供認

證之相關訓練或是學徒計劃，使創客們可以確認或驗證這些可被轉移的技能

(transferable skills)。此類相關計劃讓創客們在追求個人興趣發展的同時，也可以

增進他們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並同時使大型企業在大環境迅速改變、企業思考

轉型的同時，有一個重新整合內部員工職能與產能的大好機會。 

零售通路的變化 

創客運動為上千小型或微

型企業開啓了一扇門，可供應利

基市場消費者的需求。客制化的

需求將為零售業設立新的規格標

準，而創客們不但提供零售通路

客制化的服務，也同時推動消費

者對客制化服務的需求。利基商

品供應者的成長及多樣化將促進

此種商品消費形態，小型的連鎖

商店或是小型企業將透過購物或募資/金流平台以及社群媒體接觸到廣大的消費

者群，而成為一個除了大型通路(實體或網路平台)之外的消費選擇。實體或線上

的平台幫助降低創客創業的門檻，例如募資 (Kickstarter,台灣的 Flying V,嘖嘖) 、

學習 (Instructables) 、機器資源的取得(Techshop，創客空間)，以及加速連結

圖 8 新型網路通路上創客驅動的經濟產值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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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 1 等創業加速器)，都可減低創業的成本也提供了銷售的通路。 

三、數位自造發展趨勢分析 

創客運動帶來的改變，對於各產業的影響儘管深度與時間點上會有不同，但

如同互聯網，遲早對經濟會有全面的影響。其中共同製造模式將定義未來的就業

及工作市場，當創客運動將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時，個人可透過建立小型企業發

展創意，而大公司也將許多作業自動化。當工作不再以傳統公司組織而是以專案

模式來執行，傳統就業市場有式微的可能，而小型企業透過製造科技(technologies 

of production)及對於資源的直接取得管道(包含資金、設計、資源、工具及市場)，

可容易透過生態圈尋得合作夥伴，不再需要靠規模而生存。具規模的生產業會持

續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主要將依靠自動機械化的製造而非人工。大部份的人工(以

及價值創造的角色)會轉移到客制化及個人化的服務。同時，價值創造的轉移也賦

予其更寬廣的定義，包含了市場上創意想法、學習、技能以及資金的交換。 

在部分開發或新創能量從企業轉移至個人或小型企業時，企業必須要扮演

平台的角色，將消費者與他們想要的商品連結起來，讓終端使用者參與設計與開

發的過程。同時企業/組織也必須重新思考未來世界裡的勞動與工作的本質。  

就個人方面，原本的個人或小型企業是最直接從創客運動或是數位製造工

具普及化獲得新創機會的族群，其中包含設計師、建築師、工程師等等，透過創

客空間，此族群可以最有效率的得到相關資源。在大型企業方面，員工多半不知

有創客空間等平台與工具的存在，即便知道，他們也處於較僵化的工作環境裡，

具有較保守的企業員工心態，不易善用此類資源來創造新的可能，企業內部的相

關創新研發部門則扮演重要的轉型角色。此外，創客運動及創客空間的普及，具

有凝聚社會上被邊緣化的族群的力量，包括青少年，弱勢成人族群 (如失業人口)，

鄉村人口及老年人口。創客運動可提供這些族群一個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 

創客與創客運動代表著現在世界上一個更大趨勢裡的一個微型系統。Maker

雜誌的總編輯與出版人 Dale Dougherty 將創客分為三種階段：zero to maker, maker 

to maker,與 maker to market。 

Zero to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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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zero 到 maker 有兩個最重要的面向，一是學習基本的技能，是需取得製

造過程所需的工具。創造的想法，靈感的來源，還有學習的資源都因為數位化還

有相對便宜的製造工具而變得普及而大量，創客可以輕易的從在地的空間或是網

路社群得到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專家的經驗可以輕易的被傳承，這使得更多人願

意投入參與，從初學者 zero 變成 maker。  

Maker to maker 

在此階段，創客們開始合作，也透過他人的經驗學習，不管是藉由正式組織

專案團隊，或僅是向願意分享的人討教。網路打破了過去地理甚至語言的隔閡，

讓經驗的交流或共同創作變得有可能，也針對不同的興趣領域開啓不同的族群，

譬如 3D 列印族群，無人飛機族群等等。透過片段式的知識分享的累積，新加入

的創客可以迅速學習。同時，此階段的創客也開始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開始找

尋更好的製作方法，甚至尋求相關的市場。 

Maker to market 

創客空間與線上的社群開啓了許多新的發明與創新物品，當中有很多產品

對於更廣大的族群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甚至是極具商業價值的。這時，創客

將正式的把他們的創造推向商業發展。雖然這不會是所有創客的目標，但只要有

幾位創客往市場的方向發展，他們產生的效應可能會是很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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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創客的三階段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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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業服務現況與轉型策略分析 

 個案就業服務現況概述 

本個案就業中心人員約 70 人，以個案所在地行政區為服務範圍，此轉型計劃主導

者為其中的 8 位管理團隊所組成。就業中心人員區分為求職區(臨櫃服務)與求才區外展

人員，求職區同仁主要工作為追蹤過往求職者動向，並服務臨櫃求職者以及失業給付

申請作業；外展人員主要工作內容為開發企業職缺、辦理各類徵才活動，並且與企業與

各類社會資源保持良好的夥伴關係，維持緊密地互動。 

由於求職行為的轉變，民眾求職管道已從報紙、實體就業中心移轉到網路甚至行

動裝置上，因近幾年臨櫃服務量明顯減低，目前個案就業服務中心臨櫃數已從 2013 年

的 29 櫃，減少至今年的 24 櫃，期望 2015 年再度減至 18 櫃。因此臨櫃需求數降低，

將影響中心人員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內勤人員多數的工作內容已逐年被求職網站取代，

而外勤人員因仍有企業開發或外務聯繫的需求與基礎在，故內勤同仁希望能強化青年

與職涯服務等職能，而外勤人員方面以強化業務技巧、產業分析與專案管理等職能為

首要，期望未來能因應創新計劃而進一步培訓其相關技能。 

就目前外勤開發者、內勤管理處理者與服務對象，三方交互的資訊不夠即時與精

準應用，而資訊不對稱使得企業與服務對象的需求無法被即時、有效的解決，導致中間

機構原有價值難以彰顯，並且因為服務對象的不信任感而造成功能性更加降低。所以

藉由此服務轉型與重塑作業模式的機會，個案就業中心能優化服務與功能，並共創新

的機構價值。 

另因縣市升格與就業服務政策的改變，個案就業中心將面臨重大轉變，個案主導

計畫者希望藉由將機構服務轉型，重整機構運作模式，達到新的機構價值。往後能以成

功案例的呈現，作為其他面臨一樣問題的就業中心、甚至是其他公共服務機關，一個轉

變的契機或諮詢協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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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服務使用者機會點 

使用者體驗過程的痛點已成為創新者最重視的服務機會點。如何有效發掘與查覺

使用者未被滿足的需求，進而提出創新解決方案，為使用者提供更舒適便利的體驗，已

成為服務創新的重要研究基礎。本研究透過現場訪視，了解就業服務的工作實務，以及

使用者在特定情境中的痛點，提出以下分析。 

青年學生 

1.初進入職場者對職場現場與職業安全具有認知落差，發現與期待不符後，短

時間內離職。 

2.學用落差，學生所學科系專長與就業工作屬性不同，往往已優先獲得工作機

會與薪資考量下選擇工作。 

3.政府就業服務使用率偏低，認為難以親近使用。 

4.個人生涯規劃困惑，畢業後不知道要做什麼，一方面須回應社會期待，如考

研究所、考公職)，但卻不是心目中想要的工作，也不知道什麼才是所謂的「好

工作」。 

5.已經具有能力或有想法的人想創業，卻不一定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也不

知道可以去哪裡找相關資源。 

企業 

1.因環境快速變化，導致產業跟就業市場的變遷，企業主對於新型態的人才需

求與運用方式而煩惱。 

2.管理者對於既有員工能力提升的困擾。 

3.工作職缺難以尋找符合條件的工作者，往往須降低條件，即使找到的人也不

好用。 

4.現有安全衛生相關法令繁瑣與限制。 

5.能提供之薪資條件有限，無法留住人才。 

學校 

1.學生人數越來越少、以及學生畢業後的出路都影響到學校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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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擔憂學生的學習態度、對未來的積極度。 

3.產學接軌上常常不知道怎麼找到適合的合作廠商。 

4.缺乏穩定的解決人才培育問題的夥伴。 

專業社群(例如：數位自造者、建築資訊模型、程式設計師、資料科學家、社

群行銷等) 

1.許多專業者可以自己練功，找資源學習，但對於快速變化的知識，想找到更

多高手一起交流。 

2.公司或企業的人常常不知道怎麼運用這些專業者，把他們放在不對的位置，

或不知道怎麼跟他們合作。 

 就業服務機構轉型認知 

依據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透過一連串經專家設計之問卷題項，收集個案就業服

務中心面對就業服務轉型的意見、反應、感受、面臨問題及解決方式等。主要問題面向

為危機意識分析、指導團隊自我評估、評估指導團隊、願景分析與溝通分析等，本研究

將透過基本統計分析，擇出受調查對象相對強烈反對與相對強烈贊同之議題進行分析，

以下將針對五個問題面向進行分析。 

一、危機意識分析 

危機意識分析中，許多受訪者認為以往組織並未成功地進行這類變革創舉，這代

表過去個案組織在進行組織變革與改造時，並未成功達到其所預期之目標。此外領導

人對受訪者的工作不夠了解，無法有效告知如何改變工作方式，並使員工無法獲得正

面的變革成果。 

受訪者普遍認為組織與部門必須改變既有的運作方式，且維持現狀無法讓組織持

續進步與保持領先，為了保持領先就必須變革。此外受訪者皆認為個案組織的領導人

致力於推動立即的組織變革，且領導階層實際領導變革創舉，並實際參與組織變革。同

時領導人能激發員工參與組織變革，而非僅紙上談兵，更與員工齊心戮力共同參與組

織變革。 

二、指導團隊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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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團隊自我評估中，指導團隊對於此就業服務之組織變革仍存有疑慮，並未確

實的了解此變革創舉對組織的長遠影響，無法了解變革之必要性，並且希望能有實際

的改進措施，以及需擬定制度與流程，以評估變革創舉的進度。然而指導團隊希冀能積

極參加會議、主持會議、發表變革見解等，能對組織變革具有實質影響力，此外對其他

指導團隊成員信任度高。另外希望藉由緊盯員工確保進展，讓他們為變革創舉負責，並

獎勵員工對變革創舉的投入。 

三、評估指導團隊 

由員工評估指導團隊中，員工信任與敬重指導團隊，認同為了改進而變革，且認

為指導團隊展現成功落實、維持變革創舉所需的新行為，確實以身作則，且同心協力以

成功推動變革。然而員工認為指導團隊並未了解這變革創舉對大家的工作產生什麼影

響，且不贊同運用評估制度與流程，以衡量變革創舉的進度，不斷告知員工變革創舉的

整體進度，緊盯員工確保有所進展，讓他們為變革創舉負責。 

四、願景分析 

受訪者身為組織中的一員，普遍了解組織正致力達成的願景，且認為組織的願景

可行，並考慮及組織、市場環境與競爭趨勢，更重要的認為此願景受到明確的解釋與具

有目標性的行動所支持。然而受訪者卻認為無法在五分鐘內說明願景，且同事並未嘗

試表現出與願景一致的行為。另外不認為與新願景矛盾的專案已經、或將會結束，且組

織尚未擁有達成願景所必要的技能。 

五、溝通分析 

受訪者認為組織的領導階層與管理人員熱誠地就變革的重要性，還有為何它最符

合我們的利益加以溝通，且不只是說說變革願景，甚至以身作則實際參與組織變革。然

而受訪者普遍認為組織變革的溝通回饋機制尚未完善，導致溝通不明確，資料過多，無

法有效的獲得組織變革的措施與進展，往往收到不明確且混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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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服務機構轉型策略地圖 

一、就業服務機構轉型策略地圖 

最後本研究將策略地圖之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策略構面，

轉化成符合就業服務之構面，就業服務願景、就業服務對象、就業服務流程與就服組織

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構面，這些就業服務與地方產業整合的策略目標間有因果關係與環

環相扣的連結，可清楚描述本研究所分析與探討之策略脈絡與演進。 

 

圖 10 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促進就業安定之策略地圖 

就業服務願景 

本研究所提出的就業服務願景包含三點，減少學訓用落差、高就業留置率與

就業服務生態系。減少學訓用落差需透過安衛職能的提升與參與式人才培訓來達

成；而減少學訓用落差可影響高就業留置率；就業服務生態系則需上述兩點以及

參與式人才培育、社群經營與學訓單位協同機制，共同建構與發展就業服務生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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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對象 

就業服務對象主要有兩點策略目標，一是就業者與企業的安衛職能提升，此

需要在就服組織中提升與導入安衛技術。二是青年創業，以培育青年創業，透過

人才匯流與開放空間，鼓勵青創與提供相關創業資源。另外更以參與式人才培育

與社群經營，以新型態的就業服務流程，讓企業與就業者提前共同參與人才培訓，

並且透過產業與就業社群匯聚與媒合就業需求。 

就業服務流程 

就業服務主要有四點策略目標，參與式人才培育、社群經營、學訓單位協同

機制與人才匯流開放空間。前兩點需橫跨就業服務對象，在就業服務流程的設計

中，納入就業者與用人單位彼此的需求，以提早介入與參與式的人才培育模式，

並且經營就業與企業社群，媒合適當的就業者到適當的工作職場。前兩點需後兩

點的策略支援，需要擬訂學訓用單位協同機制，以形成參與式人才培育模式；且

建構人才匯流與開放空間為社群經營的基礎，且提供青年創業發展之基地。 

就服組織學習與成長 

就服組織學習與成長有兩點策略目標，為導入安衛技術與強化內部能力。導

入安衛技術為提升就業服務人員之職場安全衛生職能，並且能預先提供就業者欲

進入職場之安衛資訊，提升就業者之安衛職能，此外更可事先輔導企業主提升安

衛條件，媒合安衛條件良好之職缺，降低因安衛條件而離職之原因，提高就業留

置率。 

二、就業服務機構轉型策略方案 

就業服務生態系 

就業服務生態系需透過參與式人才培育、社群經營與學訓單位協同機制，共

同建構與發展就業服務生態系。其中必須思考就業服務提供者、用人單位、學訓

機構與就業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探究如何規劃讓各方共創雙贏之就業服務模式，

並且讓此就業服務生態系能持續的維持正向循環。 

高就業留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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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就業留置率的目標下，需考量如何減少學訓用落差，讓企業找到合適能

力之人才，讓就業者找到適合其能力之工作，這些必須透過安衛職能的提升，減

少就業者對職場環境認知的差距，以及建構參與式人才培訓，提前就業者了解職

場職能需求，並讓企業有提前培訓所需人才之機制。 

減少學訓用落差 

為減少學訓用落差，需同時考量學校、職業訓練機構、企業主與就業者之舊

業認知差距，可透過安衛職能提升與參與式人才培育，彌平雙方之差距，提升就

業意願與人才培育效能，以及降低離職率。 

安衛職能提升 

提升就業者的安衛職能的，減少就業者對職場環境認知的差距，以及讓企業

提升其安衛條件，降低其進入職場後的不適應。 

參與式人才培育 

建構參與式人才培訓，在學訓單位設計課程時，提前讓企業餐與課程設計，

讓企業有提前培訓所需人才之機制，並提前就業者了解職場職能需求，有效減少

學訓用落差。 

社群經營 

透過就業社群的經營，持續的舉辦有趣的活動，邀請學訓用單位與就業者分

享與交流心得，產生資訊流動與人際交流，並且讓雙方先期的了解彼此的現狀與

需求。 

學訓用單位協同機制 

建構學訓用單位協同機制，提供學校、職業訓練機構與企業主交流溝通的平

台，透過不斷的交流溝通，有效的了解產業需求，且培育符合未來產業發展趨勢

之人力資本。 

人才匯流開放空間 

人才匯流開放空間有別於過往的就業服務中心場域，而是以社群經營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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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具有創意且舒適的交流空間，讓許多有趣的事情在此發生，匯聚人才與

資訊流。 

強化內部能力 

就業服務機構須強化其就業服務社群之經營能力，以及為因應網路與行動

世代來臨，增加新媒體資訊溝通管道，提供順暢的溝通管道於就業服務社群與生

態系中，並且具備數據分析能力，準確的預測產業人力需求變動。 

導入安衛技術 

導入安衛技術為提升就業服務人員之職場安全衛生職能，並且能預先提供

就業者欲進入職場之安衛資訊，提升就業者之安衛職能，此外更可事先輔導企業

主提升安衛條件，媒合安衛條件良好之職缺，降低因安衛條件而離職之原因，提

高就業留置率。 

三、就業服務機構轉型角色說明 

以下分別詳述在此就業中心與地方產業整合之就業服務中，各領域所扮演之角色

說明。 

大專技職院校 

學校教務、學生就業輔導單位或育成中心，自學生在校階段即針對潛在人才

加以培育，提供各種自基礎工業至新興產業之職業市場資訊、自我學習路徑與職

涯、訓練計畫資源，協助青年建構自我職涯規劃，使其在學期間即能厚植自身技

職能，提升自我學習能力及人力資本，且充份了解自身興趣，在其進入職場時即

可得到順利轉銜，縮短畢業學子求職的期程，彌平學訓用落差。 

就業與產業社群經營 

配合就業服務區域內符合特定經濟趨勢之相關重要產業，作為操作社會經

濟發展議題的開端，結合新建立的人才與企業資料庫，以及數據與行銷研究等科

學方法的導入，發掘適合參與相關主題的社群類型。藉由發起相關社群網絡，協

同企業舉辦專業講座、論壇與活動，再進一步引導形成解決問題的內外部團隊與

具體執行計畫，透過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解決問題並共創新價值。解決問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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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強化專業社群能力，並適當引入人力提升計畫，以達到培育不同領域及跨領

域人才的目的，並吸引社會新鮮人參與，增加其對企業的了解，並拓展企業求才

管道。且在數位自造趨勢下，利用社群經營提供數位自造者交流的空間與平台，

鼓勵動手做與共享的精神，以發掘與培育未來產業趨勢所需之人力。 

訓練單位 

提供產業訓練輔助計劃，邀請訓練單位協同企業進行系列課程與教材研發，

並設計觀察機制以了解受訓者學習過程中遇到的阻礙，以提供個人化的諮商輔導，

加強職場安全衛生訓練，增加求職者的就職率且使其能快速適應企業。 

地方產業 

就服單位協同企業單位（尤其是新創公司或新興產業）進行職前訓練課程開

發與職場安全衛生訓練，讓企業內各單位主管更能掌握求職者從面試到訓練的過

程，以減少人員錄取後不適任的資源浪費。且企業單位參與並經營產業社群，透

過社群經營一方面提升企業知名度，二方面更可提高社群成員對企業之信任感，

三方面更可在社群內發掘適合之聘用人選。 

其他團隊 

邀請相關職涯諮詢及策略團隊加入，提供符合求職者志趣，且宏觀的產業趨

向與發展因應產業需求的人才培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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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結論 

一、基礎技術服務業產業普遍面臨缺工、技術斷層、行業歧視、職業自我認同度低與選

訓用留等流程資訊不透明等問題，而營造業具有勞工高流動性、高職災發生率及

高缺工率等問題。 

二、 數位自造趨勢下個人或小型企業可以透過數位製造工具、社群與網路平台，以有

效且快速的方式尋得資源去創造商品或服務，同時觸及到更大的消費群與合作夥

伴。因此許多研發與生產的工作從企業轉移至個人，改變了在地的產業結構與生

態，更造成了勞動市場的翻轉。 

三、 目前就業服務使用者中，面臨了學用落差、職場資訊落差與缺乏輔導資源之問題；

企業面臨了新型態人才培育、運用、流動與安衛法令的限制；學校則擔心學生人

數、產學接軌與人才培育問題；而既有的專業人士與社群往往面臨了非適才適所，

以及尋找知識交流機會之問題。 

四、 就業服務機構中普遍具有面對環境改變而須改變的壓力，但是過去之變革經驗普

遍未成功進行，而組織中的領導者需以身作則與激發員工參與組織變革，且積極

的透過會議等不同的方式進行溝通與回饋，讓所有參與者普遍了解組織正致力達

成的願景，以及其工作運作方式如何改變，需審慎評估變革績效管理制度，以適當

的管理模式追蹤進度與獎勵員工對變革創舉的投入。 

五、 就業服務機構轉型策略地圖包含就業服務願景、就業服務對象、就業服務流程與

就服組織學習與成長等，且這些就業服務與地方產業整合的策略目標間有因果關

係與環環相扣。為達成高就業留置率與減少學訓用落差，需建構參與式人才培育、

提升安衛職能、經營就業社群與輔導青年創業，這些需透過學訓用協同機至與交

流空間的經營，就服組組織本身更需強化內部能力與導入安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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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一、就業服務需結合安全衛生技術，充份運用本所過去所累積的安全衛生技術，提高

就服人員、求職者及用人單位的安全衛生職能，有效掌握職場特性，加快媒合的效

率並提高留置的比率。 

二、 就業服務關連之社會經濟結構複雜，人才培育的模式建立需賴於公、私部門各方

資源的合作投入，連結及整合外部合作資源，以協同網絡合作模式形成生態系統。 

三、 就業服務需整合在地產業特性與發展趨勢，重新聚焦重點及新興發展產業，透過

參與式人才培育模式與就業服務社群經營，形塑在地產業之就業服務生態，培育

跨領域創新人才。 

四、 建構參與式人才培育模型，引導地方產業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以結合組織策略目

標為導向，推動企業發展自主的職能運作體系，掌握人才需求的脈絡及變化，並與

學校教務、學生就業輔導單位或育成中心等協同合作。 

五、 加速專業社群聚集與產業應用，如數位自造軟硬體設計與營造業數位資訊應用等，

打造良好的專業社群交流與彈性運用空間，引導社群內的技術領先者或企業成為

訓練資源形成跨界交流以及專業社群的知能加速中心，成為人才匯流的重要節點。 

六、 建議強化就業服務機構社群行銷、新媒體操作、產業分析、職能分析與專案管理等

能力，並導入產業專家、資料科學與數位行銷等專業社群之協同合作，強化就業服

務能力。 

七、 建議後續研究依照不同地區之產業特性、專業社群與發展趨勢，提出新型態之就

業服務模式。 

八、 就業服務機構轉型策略地圖可進一步發展出策略行動方案與關鍵績效指標，建議

後續研究提出相關細部研究，以利後續就業服務政策規劃與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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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量化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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