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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金融風暴造成全球經濟衰退，許多

民眾無法充分就業，臺灣亦面臨失業率高漲之

危機。而公共圖書館為社會服務機構之一，其

如何運用豐富的館藏資源協助民眾提升就業

知能，並增進個人就業機會，實是值得吾人思

考的議題。爰此，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並

輔以電話訪談，針對 342 位台北市申請失業給

付的民眾，探討其對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

之需求。調查結果顯示，就業機會、生涯規劃、

評估個人興趣與技能為填答者最重視的三項

生涯資訊。至於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典藏之

生涯資訊，則包括就業機會、評估個人興趣與

技能、公職或證照考試、生涯規劃相關的館藏

資源等。此外，提供轉介服務、成立生涯資訊

服務中心、舉辦生涯資訊相關活動、辦理生涯

諮詢服務等，亦為填答者期望公共圖書館施行

之生涯資訊服務。爰此，研究者建議公共圖書

館，在館藏方面，宜積極更新生涯相關館藏並

編制相關書目清單，同時亦提供失業民眾可緩

解失業壓力與負面情緒的館藏資源；另外，公

共圖書館尚可建置單一窗口之生涯資訊網路

平台、辦理生涯資訊相關活動，或是設立生涯

資訊服務中心，並可嘗試提供生涯諮詢及轉介

服務。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8 年以來，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引發金融海嘯，

導致許多國家經濟衰退，失業問題嚴重。在此情況

下，我國的就業機會亦隨之大幅減少，不景氣的「悶」

經濟時代來臨（孫明德，2014；藍悅真，2013）。根

據行政院主計處（2009，2012）之《人力資源調查

統計報告》，2009 年上半年，臺灣之平均失業率高

達 6.13%，所受到的衝擊亦創下歷年來最高紀錄。

近年臺灣就業環境雖有所改善，但以 2013 年 4 月為

例，我國失業率仍達 4.07%，居亞洲四小龍之首（劉

彥萱，2013）。事實上，失業乃是社會長期存在的問

題，值得吾人特別重視。 

由相關文獻（季晶晶，2009；葉淑慧，2010；劉

彥池、梁家銘，2008）可知，在景氣低迷時，民眾

往往會以借閱取代購買的方式取得相關資源，或使

用圖書館內設備查詢個人所需就業資訊；此外，失

業者更會利用公共圖書館館藏準備考試或找尋相關

資訊，以協助個人開創事業第二春（陳昭珍，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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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美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時，失業人口劇

增，不少民眾亦向圖書館尋求協助，公共圖書館更

因而推出許多針對失業民眾需求之生涯資訊服務項

目（「不景氣 圖書館使用率激增」，2008；何中、黃

盛柏，2009；陳書梅，2010）。此現象顯示，公共圖

書館往往是民眾在蒐集相關資訊時會善加使用的社

區機構。而由圖書館提供如了解自我、職業與教育

等相關資訊之服務，以因應讀者個人關於生涯規劃

的需求，此即所謂之「生涯資訊服務」（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陳書梅、王莒茵，2009；Jaffe, 

1992; McCook, 2004; Norris, Hatch, Engelkes, & 

Winborn, 1979）。 

相關研究（Fine, 1980; McCook, 2004; Sawyer, 

1996）指出，因公共圖書館不限制服務對象、開放

時間較長，且各社區普遍設有分館，因而具備提供

生涯資訊服務的優勢。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不僅將提供「生涯資訊

服務」明列為公共圖書館的目標之一（Fine, 1980）；

且該學會於 2006 年之調查結果（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6）亦顯示，民眾認為公共圖書館提

供就業資訊方面的服務，對個人而言頗有助益。而

美國公共圖書館學會（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更將生涯資訊服務列為公共圖書館須為民眾提供的

基本服務項目之一（Nelson, 2001）。 

事實上，國外公共圖書館為失業者提供的職業與

教育訓練之生涯資訊服務已行之有年。自 1970 年代

迄今，美國公共圖書館即持續提供職涯相關資訊，

協助民眾轉換生涯跑道（Hoppock, 1976），包括就業

及教育資訊、工作職缺、履歷撰寫、舉辦生涯講座

等（陳書梅、王莒茵，2009；Hempstead Public Library, 

2013; Jackson-George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2013; 

Meyers, 1984）。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 2012 年之研究

報告，公共圖書館除擴充既有生涯資訊館藏資源

外，亦協助民眾填寫就業履歷表，並舉辦就業講座

及電腦培訓課程等活動，藉此增進失業民眾的就業

知能（ALA, 2012）。而美國許多公共圖書館紛紛推

行生涯資訊服務，也使得圖書館關注失業民眾之努

力普獲肯定（Meyers, 1984;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2010）。 

我國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原則之一，即為提供適當

的館藏資料與服務，藉以提升民眾的就業技能（教

育部，1991；臺北市立圖書館，2013）。根據相關文

獻（林婉琪，2000；陳昭珍，2003；程良雄等人，

1999；黃元鶴，2011），民眾對圖書館有生涯資訊的

需求，如產業資訊、公職考試及創業與轉職資訊等。

而徐佩君（2005）之研究發現，民眾的職業資訊需

求很高，圖書館卻尚未滿足此方面需求。綜合上述，

公共圖書館如何善用館藏資源與服務的優勢，以回

應民眾需求，協助其提升就業知能，實為值得吾人

關注之議題。 

相較於美國公共圖書館，國內公共圖書館對生涯

資訊服務的議題仍感到陌生，且觀諸國內研究，雖

有與生涯資訊需求相關之文獻，探討生涯資訊服務

者卻寥寥可數，更少有針對最迫切需要生涯資訊資

源之失業民眾，探討其對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

的需求者。爰此，研究者乃參考國外之文獻，以失

業民眾為研究對象，同時，因台北市為我國人力資

源調查的重要指標，復以研究者之地緣關係，本研

究乃針對居住或設籍在台北市，申請失業給付且參

加職業訓練之失業民眾，運用問卷調查法，並輔以

電話訪談，探討申請失業給付民眾之生涯資訊需

求、尋求管道、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為何？其在

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

道又為何？以及其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何種生涯資

訊服務？本研究之結果，期可供未來國內公共圖書

館施行生涯資訊服務之參考。 

文獻探討 
以下茲歸納前人文獻，敘明失業民眾的資訊需求

與尋找資訊的管道，並探討失業民眾在尋求生涯資

訊時所遭遇之困難。此外，亦綜整美國公共圖書館

的生涯資訊服務模式與服務現況。 

失業民眾的生涯資訊需求與資訊管道 

面臨失業困境者，無論教育程度高低，皆亟需求

職方面的相關資訊。張德聰（2004）以台北市、台

北縣及桃園縣之失業民眾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

究，顯示在生涯轉換時，民眾希望獲得創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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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資訊、職業訓練等生涯資訊。蘇培人與張雅淳

（2009）則以高雄縣市遊民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

果指出，遊民最需要工作機會與職業訓練方面的資

訊。此外，郭珮翎（2010）則訪談 20 位非自願性失

業者，發現其所需求的資訊可分為四種，包括求職、

失業補助、紓壓、第二專長；且失業者希望透過上

述資訊獲得工作機會，並減輕因失業所致的壓力。 

美國學者 Gehlen（1986）表示，圖書館提供的就

業與教育方面的資訊，對失業民眾而言乃是適當且

實質的幫助。Sampson（1991）指出，失業民眾經常

對公共圖書館館員提出之生涯資訊需求包括：自我

評估、生涯規劃、工作職缺、履歷撰寫、面試準備

等。另外，Durrance、Savage、Ryan 與 Mallinger（1993）

之調查發現，曾使用圖書館的失業民眾，有評估技

能與選擇、生涯決策、轉換工作、創業、改善履歷

撰寫與面試技巧、教育訓練機會等數種不同的就業

與教育需求。  

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由臺北市立圖書館 2005 年

之問卷調查結果可知，民眾對就業資料具有閱讀動

機（臺北市立圖書館，2005）；同年，國立臺中圖書

館（今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之問卷調查亦發現，

待業民眾會至圖書館查找就業相關資料（國立臺中

圖書館，2005）。另外，洪惠慈（2006）針對台北市

萬華區公共圖書館遊民資訊需求類型之研究結果指

出，遊民以工作方面的資訊需求最高。而據黃元鶴

（2011）探究民眾對圖書館服務潛在需求之研究，

待業中民眾希望圖書館能提供公職考試答題方面之

資訊；另有 53%的填答民眾希望圖書館提供關於第

二專長之資訊，以便其轉換工作跑道；此外，對創

業資訊有需求的填答者亦佔四成。 

至於失業民眾透過何種管道取得所需生涯相關資

訊？首先，鍾凱雯（2004）的研究發現，失業民眾

大多以求職廣告與委託師長或親友介紹為其主要資

訊管道。其次，由郭珮翎（2010）之訪談結果可知，

受訪者有求職網站、徵才活動、人力仲介公司及親

友介紹等生涯訊息來源。而根據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就業服務中心（今之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01）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今之勞動部）（2010）的調查報

告，親友介紹、政府與民營機構、就業網站三者，

乃是申請失業給付民眾獲得生涯資訊的主要管道。

其中，政府機構大多提供就業資訊、求職求才服務、

職業訓練、就業或創業諮詢、職業興趣測驗、勞工

相關法令訊息；民間機構與就業網站則主要提供職

場訊息、求職求才服務、薪資訊息、履歷撰寫及面

試技巧等資訊。除上述管道外，根據媒體報導，在

經濟不景氣時，不少民眾紛紛前往圖書館查詢就業

相關資訊，圖書館已成為民眾尋求就業資訊的管道

（「不景氣 圖書館使用率激增」，2008；李易澄，

2009；季晶晶，2009；劉彥池、梁家銘，2008）。 

綜合上述可知，失業民眾需要職業相關資訊，且

其對公共圖書館有生涯資訊需求。其中，美國失業

民眾之資訊需求，以生涯規劃、求職資訊與相關教

育訓練居多；國內失業民眾之資訊需求，則主要集

中在失業補助資訊、創業與就業資訊、第二專長及

職業訓練等方面，亦有民眾希望圖書館提供公職考

試相關資訊資源。至於失業民眾獲得生涯資訊的管

道，主要有親友介紹、政府與民營機構、就業網站

等，而公共圖書館亦是失業者尋找生涯資訊資源的

管道之一。 

失業民眾在尋找生涯資訊時所遭遇之困難 

國外相關研究（McGee, 1987）顯示，失業民眾尋

找生涯資訊時所遇到的困難，包括︰獲得的資訊或

教育訓練不符需求、教育訓練地點交通不便、缺少

諮詢機制等。在國內方面，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

服務中心（2001）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失業民眾

尋找生涯資訊所遭遇之困難，係就業服務中心提供

的求才資訊與工作機會不多。 

至於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之失業民眾，其

可能遭遇何種困難？由 Durrance 與 Nelson（1987）

之調查結果可知，民眾常遭遇的困難，包括：不知

如何尋找生涯資訊、難以決定職業目標、對未來生

涯規劃感到迷惘等。而徐佩君（2005）針對澎湖民

眾資訊需求之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職業資訊、教

育與學習的需求很高，圖書館卻尚未充分滿足之。

此外，根據劉宏亮（2006）之訪談結果，非圖書館

使用者有工作相關資訊需求，但因不了解或不知如

何運用圖書館之服務，而不使用公共圖書館。 

綜上所述，失業者在尋找生涯資訊時，多遭遇相

關資訊不符需求、就業資訊不足等困難。縱使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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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透過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其仍可能遭遇

種種困難，其中部分係失業者個人因素所致，如因

當事者難以決定職業目標、不知如何規劃未來生

涯；抑或因其不了解圖書館之服務項目為何，以及

不懂如何利用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等；另一部分則

係因圖書館並未覺察民眾對生涯資訊的需求，故對

該類主題之館藏並未特別重視。事實上，經研究者

初步上網檢索，發現部分臺灣公共圖書館，如臺北

市立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

館等大型都會圖書館，目前雖已典藏部分有關留

學、終身學習等主題之生涯館藏資源，並設置相關

網站、辦理講座與諮詢等服務項目，但其內容仍以

藝文讀書會、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或是屆齡退休後

之樂齡生涯規劃等服務為主，至於非自願性離職的

民眾所需之生涯資訊方面，上述之圖書館仍尚未針

對彼等失業民眾提供符合其多元化需求之生涯資訊

服務。 

美國公共圖書館之生涯資訊服務 

由於美國公共圖書館自 1970 年代起即提供生涯

資訊服務，至今已行之有年，具備豐富的經驗，故

以下探討美國公共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內涵

及現況。 

根據 Hoppock（1976）的定義，生涯資訊服務乃

是提供關於任何職位、工作或所有職業類型潛在有

用的資訊。而 Norris 等人（1979）指出，生涯資訊

服務係提供個人生涯規劃所需資訊之服務。Jacobson

（1984）與 Durrance（1991）則表示，生涯資訊服

務是由館員擔任教育與職業資訊之仲介，透過參考

晤談了解民眾的資訊需求，以建議當事者符合其所

需的資訊，並協助個人做出生涯抉擇之服務。綜合

上述文獻可知，生涯資訊服務乃指由圖書館館員提

供讀者如自我了解、職業與教育等個人生涯規劃所

需相關資訊之服務。 

至於生涯資訊服務的服務項目為何？Tarin 與

Shapiro（1981）二人自館藏類型層面著眼，認為生

涯資訊服務主要是提供就業、生涯及教育等類型之

資訊。美國圖書館學會則將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

務的模式歸納為五種類型，分別為提供生涯館藏資

源、成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提供資訊轉介服務、

舉辦相關活動、提供生涯諮詢服務（陳書梅、王莒

茵，2009；Jaffe, 2003;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1985）。而各公共圖書館會考量自身經費及人力資源

等因素，針對其服務民眾之需求，提供以上部分或

所有的服務內容。此五類生涯資訊服務之內涵如下

所述。 

首先，在提供生涯館藏資源方面，美國公共圖書

館提供印刷與視聽資料、生涯相關軟體與資料庫、

網路資源連結、館員編製之相關生涯書目資料等資

源（Durrance, 1994; Durrance et al., 1993; Olver, 

2002）。其次，因就業、生涯及教育資訊彼此關聯密

切（Desch, 1984），有些圖書館遂逐漸將此三方面之

館藏資料集中置於專區，進而成立生涯資訊服務中

心（Martin, 1980）。另外，倘若館內原有服務無法

滿足讀者需求，有些圖書館會提供資訊轉介服務，

將讀者轉介至適當社區服務機構。而圖書館館員在

此服務中舉足輕重，其須能分析社區與讀者需求、

確認社區中可合作的團體，幫助民眾轉介至其他社

區單位以尋求適當資源（Anderson, 1992; Jacobson, 

1984; Sampson, 1991）。 

此外，美國公共圖書館亦舉辦生涯資訊服務相關

活動，如導覽活動、專題演講、社群支援團體（job 

club）、就業博覽會、履歷撰寫協助、生涯諮詢服務

等。透過相關活動，失業者可依個人需求，熟練求

職技巧並尋找工作機會。然而，生涯諮詢並非館員

專職（Sampson, 1991），因此，提供生涯諮詢服務之

公共圖書館，多依其人力狀況，雇用生涯諮詢師全

職駐館，或於固定時間到館服務（Durrance, 1994; 

Durrance et al., 1993）。同時，亦可由館員將民眾轉

介予生涯諮詢師（Durrance & Nelson, 1987）。 

根據陳書梅與王莒茵（2009）的研究結果可知，

美國許多公共圖書館皆已提供生涯資訊服務。為了

解美國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之現況，研究者以

「career information center」、「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與「public library」為關鍵字，檢索相關網

站資訊後發現，迄今已有為數眾多的美國公共圖書

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其中，如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於圖書館內設置「職

業與生涯中心」（Jobs and Careers Center），典藏包括

求職技巧、生涯探索、教育管道等主題之紙本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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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舉辦職涯相關活動。另外，民眾亦可向館員

詢問關於個人職業生涯之資訊，或參考該館錄製的

教學影片。此外，該館架設一站式網站（one-stop 

portal），統整相關電子資源，並依主題分為生涯探

索、薪資、生涯諮詢、職業訓練、履歷撰寫等區塊，

更為銀髮族、身障人士等不同身分之求職民眾，開

闢職涯主題網頁（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2014a, 

2014b）。 

而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則

由館員精心挑選就業相關網站，且將其超連結置於

該館網頁；同時，該館亦定期整理最新採購之紙本

資料、各行業徵才資訊以及近期求職就業相關議題

等資訊，張貼於其「工作搜尋中心」（Job Search 

Central）部落格中。此外，紐約公共圖書館尚開設

生涯指導課程，並於每週日上午提供視訊諮詢服務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2014a, 2014b）。 

紐約州 Monroe 郡圖書館系統（Monroe County 

Library System）則在其中央圖書館（Central Library）

內設立「工作資訊中心」（Job Information Center）。

將館藏資源分為五個主題，包括生涯探索、求職過

程與履歷表及求職信、教育規劃（Educational 

Planning）、考試準備、工作搜尋。其中，於生涯探

索部分，該館提供薪資行情、證照之需求等職業簡

介；而求職過程與履歷表及求職信，則包括一般性

的文章組織與指導、面試準備等；另外，該館亦針

對非裔民眾、老年人或青少年等特定族群，提供生

涯諮詢服務；至於教育規劃方面的資源，係針對高

中畢業者提供教育訓練機會相關資訊，如大學目

錄、課程指引、遠距教學、助學貸款資訊等；再者，

關於準備考試的館藏資源，乃是涵括性向測驗與相

關檢定資訊；最後，在職業搜尋部分，該館提供當

地職缺資訊與其他線上工作搜尋服務，供有需求的

民眾利用（Monroe County Library System, 2014）。 

綜上所述，失業民眾對生涯資訊確有需求，其獲

得生涯資訊的方式，則主要係透過親友介紹、政府

與民營機構以及就業網站等。至於在尋求生涯資訊

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乃是因資訊不足或不符民眾所

需、教育訓練課程無法滿足需求等相關因素所致。

本研究綜整過往文獻，歸納出美國公共圖書館實務

界施行生涯資訊服務的內容，包含：提供生涯資訊

方面之館藏資源、成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提供轉

介服務、舉辦相關活動、辦理生涯諮詢服務等。此

外，部分美國公共圖書館更進一步針對不同求職者

的特定需求，提供個人化之生涯資訊服務，其服務

項目可謂相當多元與客製化。相對地，由相關文獻

可知，目前我國公共圖書館仍少見生涯資訊服務之

實務事例，且亦缺乏探討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

內容之研究，而身處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的當今臺灣

社會，此議題實值得吾人加以關注。 

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分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研究實施過程與資料分析方式。 

研究方法 

研究者首先蒐集相關文獻，並對之進行歸納分

析，藉此深入了解公共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議題。

其次，由於問卷調查能蒐集與了解大量及多數人的

看法（邱皓政，2002；賴世培、丁庭宇、莫季雍，

2000），本研究乃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以

獲得廣泛且具普遍性的意見。問卷中同時包含封閉

式與開放式問題，其中，開放性題項係用以詢問填

答者有關公共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內容及看

法。倘若填答者表示不贊成圖書館施行相關服務，

研究者即於徵求其同意後，施以輔助性之電話訪

談，藉以釐清填答者內心真正的想法與背後原因。 

研究對象 

研究者基於人力與時間之限制，無法針對全國失

業民眾進行全面性調查；此外，由於台北市為臺灣

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的重要指標，且 2008 至 2010 年

間，台北市的平均失業率為 5.3%，失業問題仍高（行

政院主計處， 2012），故研究者乃採立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針對居住或設籍在台

北市，年齡介於 15 歲至 65 歲間，並於 2011 年 1 月

至 2 月間參加職業訓練，且申請失業給付之非自願

性離職民眾進行研究。為徵求填答問卷者，研究者

運用人脈關係，與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

（簡稱勞工局職訓中心，今之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接洽，藉由該中心輔導員之引薦，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聯繫如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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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金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簡稱中華職訓中

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桃園職業訓練中心（簡稱桃

園職訓中心，今之勞動部勞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等相關機構，央請其單位負責人協助研究者尋找符

合上述條件之受訓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者採用自編之問卷進行調查。本研究之問卷

乃依據研究目的，參考相關研究所擬訂。問卷計有

四部分，第一部分請填答者就其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失業時間，共四項個人基本資料進行填答；

第二部分為填答者獲取生涯資訊之個人經驗，包含

填答者的生涯資訊需求、獲取管道、遭遇之困難、

解決方法四方面。其中，有關生涯資訊需求選項及

獲得管道之題項，研究者係參考 Parsons、Griffore

與 LaMore（1983）之研究的部分題項而設計；至於

有關填答者尋求生涯資訊時所遭遇的困難，則係以

Durrance 與 Nelson（1987）二人的研究為基礎，修

改其部分題項而成。問卷的第三部分，包括填答者

是否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以及其遭遇

之困難、解決方法等。第四部分則是詢問填答者希

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內容，題項中包

括館藏資源、生涯資訊類型、轉介合作之服務機關、

成立生涯資訊中心、舉辦相關活動、以及生涯諮詢

服務六方面。此部分題項之設計與編製，乃參考自

陳書梅與王莒茵（2009）的研究結果。 

研究實施與資料分析 

(一) 問卷調查 

為使問卷詞意與內容更加周延，並估計填答問卷

所需時間，研究者乃於正式發放問卷前，洽請勞工

局職訓中心輔導課輔導員代為徵求受試者，共於

2011 年 1 月 10 日與 1 月 13 日進行兩次預試。在第

一次預試過程中，為能直接了解受試者的反應與態

度，研究者與 3 位受試者當面逐項討論問卷內容，

並根據受試者意見修改題項的敘述方式。在第二次

預試中，45 位受試者於施測後皆對各題項之意涵表

示理解，僅建議每一題項須劃底線標明重點，以加

速填答速度。而研究者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

17.0 版，分析第二次預試所回收之 45 份問卷，該問

卷之信度所得 Cronbach’s 值為 0.926，說明問卷題

目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研究者乃採用該問卷進行

正式施測。 

問卷正式施測時間為 2011 年 1 月中旬至 2 月下

旬。在正式問卷調查過程中，研究者先行聯繫勞工

局職訓中心、中華職訓中心與桃園職訓中心等單位

之業務承辦人員，央請其代為徵求符合條件的參訓

者。並於參訓者上課時間，偕同負責職業訓練課程

之輔導員至課堂上發放問卷，由各班符合條件者填

答後當場回收，以便掌握問卷資料的發放與回收狀

況。其後，研究者再行利用 SPSS 17.0 作為分析工

具，進行相關資料之處理與統計分析。 

(二) 電話訪談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雖以匿名填答為原則，但為能

進一步探究填答之失業民眾的想法，研究者另設計

題項，若填答者有接受進一步訪談之意願，則可於

問卷最後留下個人之電話號碼、e-mail 等聯絡資料。

而在問卷回收後，研究者檢視填答者意見。針對問

卷第三部分「對公共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的看

法與希望服務內容」之第三題「希望圖書館與其他

相關機關合作，提供轉介服務」、第四題「希望成立

生涯資訊中心」、第五題「希望舉辦相關活動」以及

第八題「希望提供生涯諮詢服務」等題項，若勾選

「不同意」之填答者於其後的開放式題項填寫個人

不同意之原因，但研究者對其所填寫之內容尚有疑

問時，研究者即進一步聯繫該填答者，商請其同意

接受電話訪談，以確認並深入了解其持反對看法的

原因，藉此彌補問卷之不足。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研究者共發出正式問卷 360 份，實際回收 350 份，

問卷回收率為 97.22%，而扣除填答不完整者 8 份，

計得有效問卷 342 份，有效問卷率為 97.71%。在有

效問卷中，女性有 172 位，佔所有填答者之 50.3%；

男性則有 170 位，佔 49.7%。在年齡方面，填答者

之年齡層較高，主要集中於 45 至 64 歲，計有 125

位，佔 36.5%。教育程度則係以具有大學學歷者的

比例最高，計有 127 位，佔 37.1%。此外，本研究

填答者之失業時間普遍較短，大多在六個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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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54 位，佔 45%。檢視問卷結果後，研究者即進

一步以電話聯繫不贊成圖書館施行相關服務之填答

者，透過電話訪談，深入了解其持反對看法的原因。 

茲將填答結果分述如下，並逐項討論之。 

填答者之生涯資訊需求、尋求管道與困難 

以下針對本研究填答者尋找生涯資訊的個人經驗

進行分析，包括其需求之生涯資訊內容、獲取生涯

資訊之管道、尋找生涯資訊所遭遇的困難、遭遇困

難時的解決之道等四層面。 

(一) 需求之生涯資訊內容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將近三分之一（32.7%）的填

答者，將就業機會視為最重視的生涯資訊需求，其

次依序為生涯規劃（24.3%）、評估個人興趣與技能

（17.8%）、創業（6.4%）、公職或證照考試（5%）、

紓解壓力與心理勵志（3.8%）、求職相關教育訓練

（3.2%）、職業抉擇（2.6%）、公司企業資訊（1.8%）

以及履歷撰寫與面試技能（1.8%）。至於將勞資法律

問題視為其最重視之生涯資訊需求者則較少，僅佔

所有填答者之 0.6%，詳如表 1 所示。在本研究中，

就業機會乃是民眾最重視之生涯資訊需求，此與

Parsons 等人（1983）及郭珮翎（2010）等之研究結

果互相呼應。細究其原因，可能係由於失業民眾亟

需取得就業相關資訊以了解就業環境，提升其再度

投入職場的機會。此外，本研究之受訪者亦重視公

職考試、創業資訊、求職相關教育訓練方面的生涯

資訊，此與郭珮翎（2010）及黃元鶴（2011）之研

究結果相吻合。另一方面，由本研究之問卷結果可

知，部分失業民眾亦有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及勞資

法律問題等方面的資訊需求，此與 Parsons 等人

（1983）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 

 
表 1 填答者需求之生涯資訊內容 

需求之生涯資訊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就業機會 112  32.7% 
生涯規劃 83  24.3% 

評估個人興趣與技能 61  17.8% 
創業 22   6.4% 

公職或證照考試 17  5% 
紓解壓力與心理勵志 13   3.8% 
求職相關教育訓練 11   3.2% 

職業抉擇 9   2.6% 
公司企業資訊 6   1.8% 

履歷撰寫與面試技能 6   1.8% 
勞資法律問題 2   0.6% 

總和 342 10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二) 獲取生涯資訊之管道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取得生涯資

訊的管道以報紙／雜誌（55.2%）及政府就業服務機

構（53.1%）所佔比率最高，超過半數的填答者勾選

此二選項；其後依序為親友介紹（47.5%）、公司企

業徵才廣告（41.2%）、電視／廣播媒體（35.5%）及

民營人力資源機構（24.5%）；此外，填答者最少勾

選的選項乃是從圖書館取得資訊（12.8%），詳如表

2 所示。推究其因，報紙／雜誌取得容易，資訊新

穎即時；而政府就業服務機構職掌民眾請領失業給

付之相關事宜，因而較常與失業民眾接觸；至於親

友則為一般民眾較信賴的資訊來源，故此三者成為

失業民眾獲取生涯資訊之主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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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填答者獲取生涯資訊之管道 
獲取得生涯資訊之管道 次數 百分比 

報紙／雜誌 185 55.2% 
政府就業服務機構 178 53.1% 

親友介紹 159 47.5% 
公司企業徵才廣告 138 41.2% 
電視／廣播媒體 119 35.5% 

民營人力資源機構 82 24.5% 
從圖書館取得資訊 43 12.8%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35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4.未填答者 7 位。 

 

(三) 尋找生涯資訊所遭遇的困難 

在填答者尋找生涯資訊時所遭遇的困難方面，最

多填答者勾選之選項，乃是教育訓練課程常有資格

上的限制（54.6%）；其次依序為不確定個人未來生

涯規劃方向（46.9%）、教育訓練課程時間不具彈性

（37.7%）、生涯資訊缺乏整合平台（37.4%）、所獲

取的資訊無法滿足需求（30.9%）、提供資訊的機構

較不方便前往（25.8%）、相關設備未能滿足所需

（17.8%）等，詳如表 3 所示。若推究其原因，因國

內政策規定，欲參加職業課程之失業民眾，需符合

身分、年齡等條件限制，故本研究之填答者認為

「教育訓練課程常有資格上的限制」為其主要遭遇的

困難。 
 
表 3 填答者尋找生涯資訊所遭遇的困難 

尋找生涯資訊所遭遇的困難 次數 百分比 
教育訓練課程常有資格上的限制 184 54.6% 
不確定個人未來生涯規劃方向 158 46.9% 
教育訓練課程時間不具彈性 127 37.7% 
生涯資訊缺乏整合平台 126 37.4% 

所獲取的資訊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 104 30.9% 
提供資訊的機構較不方便前往 87 25.8% 

相關設備未能滿足所需 60 17.8%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37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4.未填答者 5 位。 

 

(四) 尋找生涯資訊遭遇困難時的解決方式 

有關填答者在尋找生涯資訊遭遇困難時的解決方

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主要的解決方法為

自行上網尋找相關之就業資訊，高達 85.2%之填答

者皆勾選此一選項，其次則為尋求諮詢管道，佔

37.3%；此外，亦有 5.3%填答者表示不會繼續尋找

生涯資訊。詳如表 4 所示。 
 
表 4 填答者尋找生涯資訊遭遇困難時的解決之道 

解決之道 個數 百分比 
自行上網 288 85.2% 

尋求諮詢管道 126 37.3% 
不繼續找 18  5.3%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38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4.未填答者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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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者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

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在本研究中，填答者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

訊時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可分別由「是否利用

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

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無法經由公共圖書館尋

得所需生涯資訊時的解決方式」三個方面探討之。 

(一) 是否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僅未達四成（34.5%）

填答者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而超過六

成（65.5%）填答者則表示，未曾有使用公共圖書館

尋找生涯資訊的經驗。詳如表 5 所示。 
 

表 5 填答者是否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 
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 次數 百分比 

是 118  34.5% 
否 224  65.5% 
總和 342 10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二) 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

的困難 

上述 118 位曾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之填

答者，其所遭遇的首要困難係找到的資訊不夠新穎

（57.6%）；其他常見之困難則依序為：求職資訊不

足（47.5%）、遇到問題不知可請求何人指導或協助

（46.6%）、不知如何尋找生涯資訊（39.8%）、求職

的相關資訊分散各處不易尋找（28.8%）等，詳如表

6 所示。徐佩君（2005）的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到

圖書館尋找就業資訊時，最常遭遇的困難為圖書館

之求職資訊不足，亦即，圖書館之相關館藏無法滿

足民眾的需求。而本研究之填答者在公共圖書館尋

找生涯資訊時，主要係遭遇「找到的資訊不夠新穎」

與「求職資訊不足」等困難，與該研究之情形相符。 

此外，Durrance 與 Nelson（1987）二人的研究結

果則顯示，民眾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以

「不知如何尋找生涯資訊」為其遭遇的主要困難；

而劉宏亮（2006）的研究結果亦發現，「不了解圖書

館提供哪些服務」與「不知道如何使用圖書館」是影

響民眾使用公共圖書館與否的兩大阻礙。上述兩者

皆與本研究之填答者表示「不知如何尋找生涯資訊」

的意見相仿。事實上，倘若民眾對圖書館服務內容

與檢索資訊方式不甚清楚，則可能發生求職者雖前

往圖書館，卻仍不知如何找尋相關生涯資訊的情況。 

 
表 6 填答者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 

利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 次數 百分比 
找到的資訊不夠新穎 68 57.6% 

求職資訊不足 56 47.5% 
遇到問題不知可請求何人指導或協助 55 46.6% 

不知如何尋找生涯資訊 47 39.8% 
求職的相關資訊分散各處不易尋找 34 28.8% 

註：1.有效填答人數 118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 

 



 

102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0（2）：93 – 114（October, 2014） 

(三) 經由公共圖書館無法自行尋得所需生

涯資訊時的解決方式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當無法在公共圖書館尋得所

需之生涯資訊時，有 42.6%之填答者會詢問圖書館

館員；超過三成（34.3%）表示不會繼續尋找，而勾

選不想詢問館員之選項者則有約二成（23.1%），詳

如表 7 所示。試究其原因，或許因為圖書館並未加

強館員訓練，甚或館員並不確知民眾就業資訊方面

的需求，使民眾認為館員並不具備相關知識，進而

導致部分民眾在無法獲得所需資訊時，仍不欲詢問

館員。 
 
表 7 經由公共圖書館無法自行尋得所需生涯資訊時的解決方式 
無法經由公共圖書館尋找所需生涯資訊時的解決方式 次數 百分比 

詢問圖書館館員 46 42.6% 
不繼續找 37 34.3% 

不想詢問館員 25 23.1% 
其他方法 0 0% 
總和 108 10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108 位；2.單選；3.未填答者 10 位。 

 

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的生涯資訊

服務 

在本研究中，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之生涯

資訊服務，可歸納為六個層面，包括生涯資訊館藏

資源內容、生涯資訊館藏類型、轉介服務、生涯資

訊服務中心、生涯資訊相關活動、生涯諮詢服務。

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 生涯資訊館藏資源內容 

本研究結果顯示，就業機會為填答者最希望公共

圖書館提供的館藏資源（60.5%），其次為評估個人

興趣與技能（52.9%）、公職或證照考試（48.8%）、

生涯規劃（48%）、求職相關教育訓練（46.5%）、創

業（46.2%）等資訊，詳如表 8 所示。推究其原因，

在失業情況嚴重的社會環境下，失業民眾對於就

業機會、相關教育訓練與證照考試資訊有迫切需

求。而個人興趣與技能評估、生涯規劃等方面之資

訊，則可協助求職者考量個人之職業選擇。同時，

由於公職工作穩定，失業者可免於被迫離職之憂

慮，因此與公職考試相關之資訊，同樣為失業民眾

較希望提供之館藏資源。另外，本研究發現近三成

（27.2%）的受訪者有對紓壓資訊之需求，並希望能

經由相關紓壓或心理勵志資訊資源，紓解個人因失

業所致的心理壓力，此與郭珮翎（2010）之研究結

果相呼應。 
 
表 8 填答者希望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資源內容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就業機會 207 60.5% 

評估個人興趣與技能 181 52.9% 
公職或證照考試 167 48.8% 

生涯規劃 164 48.0% 
求職相關教育訓練 159 46.5% 

創業 158 46.2% 
各種職業職責、薪資 143 41.8% 
職場相關新聞資訊 136 39.8% 

勞資法律資訊 134 39.2% 
公司企業資訊 114 33.3% 
就業服務機構 114 33.3% 
職業抉擇 11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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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填答者希望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資源內容（續）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履歷撰寫與面試技能 109 31.9% 
紓解壓力與心理勵志 93 27.2% 

生涯資訊部落格 73 21.3% 
常見問題選輯 57 16.7%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 

 

(二) 生涯資訊館藏類型 

在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類

型方面，網路資源為被勾選次數最多之選項，有近

六成（56.1%）的填答者勾選之；其次依序為圖書／

期刊（11.7%）、以及生涯資訊相關書目清單（10.8%）

等，詳如表 9 所示。Olver（2002）的研究指出，公

共圖書館在生涯資訊方面所提供的館藏類型多為印

刷書籍、視聽資料與網路資源等項目。但本研究結

果發現，填答者最希望圖書館提供之生涯資訊館藏類

型乃是網路資源，而對圖書／期刊、生涯資訊相關

書目清單、資料庫、小冊子、視聽資源等類型之館藏

的需求較低。究其原因，可能係由於網路更新快速，

且方便查詢、檢索近期工作機會，可簡化並加速求

職過程，故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數位時代中，成

為失業民眾最希望提供之生涯資訊館藏類型。 
 
表 9 填答者希望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類型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網路資源 192 56.1% 
圖書／期刊 40 11.7% 

生涯資訊相關書目清單 37 10.8% 
資料庫 34  9.9% 
小冊子 24  7.0% 
視聽資源 15  4.4% 
總和 342 1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三) 轉介服務 

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當公共圖書館提供的生涯

資訊服務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時，高達 93.9%之填答

者希望公共圖書館能與其他相關機關合作，並提供

轉介服務。而表示不贊成此舉的填答者則僅佔

6.1%，詳如表 10 所示。研究者進一步請填答者於開

放式題項中，說明其贊成或反對公共圖書館提供轉

介服務之原因。計有 18 位贊成之填答者在此題項中

表示意見。其贊成之因包括：方便個人取得所需資

訊、整合相關服務機構、可獲取更多元之資訊等。

另一方面，有 11 位不贊成轉介至其他機關之填答者

表示，相關單位功能不同，故應分開提供服務，此

外，習慣透過人力銀行等較熟悉的管道獲取生涯資

訊、不常利用圖書館、會自行前往相關機構尋求服

務、傾向自己上網搜尋等，亦是填答者認為不需透

過圖書館轉介至其他單位的理由。 

 
表 10 填答者是否希望公共圖書館轉介其他相關單位 

是否希望轉介其他相關單位 次數 百分比 
是 321 93.9% 
否 21  6.1% 
總和 342 1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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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研究者亦透過開放式題項，詢問贊成轉介

至其他單位的 321 位填答者，其希望公共圖書館與

之合作的機關為何。統計填答結果後可知，以職業

訓練機構（90.3%）所佔比率最高，其次依序為公營

就業服務中心（63.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

險局（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60.1%）、民營人力

資源機構（42.1%），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今

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40.8%）等機構，詳如表 11

所示。推究原因，民眾請領失業給付之受理機構即

在各地就業服務中心，而職業訓練機構則係失業者

參加教育訓練之上課地點，此二者皆與失業民眾關

係密切，可能因此成為填答者最希望公共圖書館提

供轉介服務之合作機構。 

 
表 11 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合作之機關 

希望公共圖書館合作之機關 次數 百分比 
職業訓練機構 290 90.3% 

公營就業服務中心 203 63.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193 60.1% 

民營人力資源機構 135 42.1%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31 40.8%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21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 

 

(四) 生涯資訊服務中心 

在填答者是否希望圖書館單獨設立生涯資訊服務

中心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78.7%）

之填答者希望圖書館成立生涯資訊中心；另一方

面，則有約二成（21.3%）之填答者表示不贊成，如

表 12 所示。Desch（1984）與 Martin（1980）指出，

圖書館應將生涯相關館藏資源集中，進而成立生涯

資訊服務中心，由圖書館專業館員有系統地組織相

關資訊，以利讀者使用之，此與本研究多數填答者

的意見相呼應。事實上，圖書館若能集中相關生涯

資訊，並由專業人員組織管理，則民眾使用圖書館

時，於同一地點就能查詢或諮詢關於生涯資訊的問

題，可更有效率地使用圖書館館藏資源。 
 
表 12 填答者是否希望公共圖書館成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 

成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 次數 百分比 
是 269  78.7% 
否 73  21.3% 
總和 342 10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研究者進一步請填答者於開放式題項中說明其贊

成或反對公共圖書館成立生涯資訊中心的原因。在

贊成成立生涯資訊服務的 269 位填答者中，計有 118

位填答此一題項。歸納填答結果可知，其贊成的原

因包括：於單一窗口整合相關資訊，有助使用者快

速地取得資訊、滿足其個人所需、提供更多媒體資

訊管道、提供專人專才且有效率的服務、圖書館具

地利之便，可就近得到資訊資源、節省往返各機關 

的時間等。另一方面，在 73 位不希望成立生涯資訊

服務的填答者中，計有 15 位填答者回答。其不贊成

的原因，則係由於目前已有專門機構服務，若由圖

書館成立生涯資訊中心，可能增加社會成本；此外，

因平常較少前往圖書館尋求生涯資訊，填答者對圖

書館的認知僅限於協助讀者借還書籍，並不了解圖

書館可提供相關資訊，亦不認為生涯資訊屬於圖書

館的服務範疇。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0（2）：93 – 114（民一○三年十月）  105 

(五) 生涯資訊相關活動 

在填答者是否希望公共圖書館針對生涯資訊之主

題舉辦相關活動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九成

（88.9%）之填答者皆希望圖書館舉辦相關活動；而

不希望公共圖書館舉辦相關活動的填答者則僅有

11.1%。詳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填答者是否希望公共圖書館舉辦生涯資訊相關活動 

希望公共圖書館舉辦生涯資訊相關活動 次數 百分比 
是 304  88.9% 
否 38  11.1% 
總和 342 10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研究者進一步請填答者於後續之開放式題項中，

說明其贊成或反對公共圖書館舉辦相關活動與否的

原因。在全部 342 位填答之失業民眾中，共有 76 位

填答此題項者，而持贊成意見者共有 60 位。其中，

有 30 位持贊成意見的填答之失業民眾認為，辦理相

關活動可提供獲取更多就業資訊之管道；另有 19 位

填答者指出，圖書館與社會服務連結，可促進社區

之多元化發展。此外，方便民眾使用社區服務機構、

可節省個人前往不同單位參與活動的時間、可經常

參加免費活動等，亦為填答者表示贊同之因。 

另一方面，此題項共有 16 位填答者回答不希望公

共圖書館舉辦相關活動。其中，有 9 位表示政府已

有類似活動，為免因重覆辦理而浪費資源，應由職

業訓練單位主導舉辦；而擔心此舉影響圖書館原有

功能、公共圖書館的場地不適合舉辦活動、個人從

未使用圖書館以尋找相關就業資訊等，亦使填答者

不希望圖書館舉辦相關活動。研究者進一步聯繫前

述 16 位填答者中，願意接受電話訪問之 2 位失業民

眾。其中 1 位再次強調，因政府已辦理相關活動，

為免資源浪費，應由職訓相關單位主導之；另 1 位

受訪者則慮及合作單位過多恐造成訊息混亂，故認

為需整合相關單位，以協助民眾得到所需訊息。 

至於在填答者希望圖書館舉辦的相關活動項目方

面，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發現，近三成（27.6%）填答

者勾選就業博覽會為其最希望圖書館舉辦之活動項

目；其次則依序為一對一的履歷撰寫協助活動

（23.4%）、圖書館生涯資訊與服務導覽（23%）、專

題演講活動（22.4%）；另外，勾選社群支援團體選

項者則較少，僅佔 3.6%，詳如表 14 所示。事實上，

近年來各地舉辦的就業博覽會與校園徵才活動次數

大增，相較於求職網站，實體徵才活動可當場媒合

徵才者與求職者，因此成為民眾找工作的捷徑（劉

楚慧，2013）。Durrance（1994）之研究則指出，公

共圖書館可藉由舉辦就業博覽會活動，幫助民眾增

加就業機會。由此可見，就業博覽會可提供徵才者

與失業者就業媒合之機會，實為公共圖書館可辦理

的活動項目之一。 

 
表 14 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舉辦的相關活動 

希望公共圖書館舉辦的相關活動 次數 百分比 
就業博覽會 84 27.6% 

一對一的履歷撰寫協助 71 23.4% 
圖書館生涯資訊與服務導覽 70 23.0% 

專題演講 68 22.4% 
社群支援團體 11  3.6% 

總和 304  1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04 位；2.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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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在問卷中，亦針對前述希望公共圖

書館舉辦之相關活動中的專題演講此一項目，調查

填答者感興趣的演講主題與希望圖書館邀請的演講

對象。在演講主題方面，有超過八成（84.9%）之填

答者希望主題為就業市場趨勢與需求；其次則依序

為生涯規劃、創業、公職與證照考試、履歷撰寫與

面試技能、公司背景和財務資料等主題。而在主講

者方面，七成（71.6%）之填答者最希望公共圖書館

邀請生涯諮詢專家與公司企業人士，其次依序為公

司企業人士與民營人力專家、政府就業機構代表

等。至於圖書館館員則是較少填答者表示希望邀請

的演講對象。若試推論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係因國

內公共圖書館尚未施行此項服務，使填答者不了解

圖書館可提供何種服務；另一方面，由於圖書館館

員並未受過相關之教育訓練，故其在了解民眾處境

與吸收社區資源，以及具備其他領域的專業素養能

力方面或仍有不足之處。 

(六) 生涯諮詢服務 

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近九成（86.3%）之填答者

希望公共圖書館施行生涯諮詢服務；持相反意見者

則佔 13.7%，如表 15 所示。 

 
表 15 填答者是否希望公共圖書館施行生涯諮詢服務 

希望施行生涯諮詢服務 次數 百分比 
是 295 86.3% 
否 47 13.7% 
總和 342 100% 

註：1.有效填答人數 342 位；2.單選。 

 

研究者進一步請填答者於開放式題項中，針對其

贊成或反對公共圖書館施行生涯諮詢服務之原因進

行說明。彙整填答意見後可知，在 38 位表示意見之

贊成者中，18 位係認為公共圖書館在各地區設有分

館，提供服務的地點離家近，便於諮詢；而 9 位填

答者表示，圖書館施行生涯諮詢服務，可同時滿足

尋找就業資訊及諮詢問題需求；另有 7 位填答者期

冀能更了解個人生涯規劃方向，以及評估自身求職

條件與能力，故希望圖書館提供此項服務；復有 2

位填答者指出，在圖書館非官方性且較中立的服務

下，談論相關問題較無壓力；1 位填答者認為，圖

書館具開放空間，環境舒適，適合提供此項服務；

最後 1 位之贊成理由，則係圖書館開放時間較具彈

性，便於民眾隨時前往諮詢。 

此外，有 20 位反對公共圖書館施行生涯諮詢服

務的填答者填寫進一步意見。其中 12 位認為勞工局

已辦理相關服務，若圖書館再提供類似服務，恐浪

費社會資源；6 位填答之民眾認為圖書館館員不夠

專業，以致其並不信任館員之能力；而另 2 位填答

者則很少使用圖書館，所以不會希望公共圖書館施

行此服務。在上述 20 位填答者中，有 1 位願意接受

電話訪談。該失業民眾於訪談中表示，在圖書館館

員予其之觀感乃是忙碌、態度冷淡、不太專業、

也不擅長處理就業方面問題，因此使其認為館員較

缺乏對於勞動市場與就業方面的相關知識，亦較不

具傾聽與溝通之能力，故不認為館員能給予民眾相

關協助。 

最後，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

提供生涯諮詢服務的方式，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六

成（58.6%）填答者希望由專業生涯諮詢師全職提供

此服務；其次依序為生涯諮詢師固定時間至圖書館

服務（52.5%）、隱密的獨立空間（41.7%）、電話提

供服務（39.3%）、網路諮詢晤談方式（35.3%）以及

由館員轉介給生涯諮詢師（25.1%）等，詳如表 16

所示。由此可見，填答者一般咸認為，較希望由具

備專業知識的生涯諮詢師進行相關諮詢服務。事實

上，如前述文獻探討所提，美國部分公共圖書館會

依各館經費、人力資源等實際情況，僱用生涯諮詢

師提供失業民眾生涯諮詢服務，抑或由館員將求職

者轉介至相關生涯諮詢機構。而由本研究調查結果

發現，臺灣的失業民眾亦對公共圖書館有生涯諮詢

服務之潛在需求，準此，臺灣公共圖書館實務界如

何更進一步幫助失業民眾獲取就業相關資訊，實值

得吾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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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生涯諮詢服務方式 
提供生涯諮詢服務方式 次數 百分比 

專業生涯諮詢師全職擔任 173 58.6% 
生涯諮詢師固定時間至圖書館服務 155 52.5% 

隱密的獨立空間 123 41.7% 
電話提供服務 116 39.3% 
網路諮詢晤談 104 35.3% 

由館員轉介給生涯諮詢師 74 25.1% 

註：1.有效填答人數 295 位；2.百分比：各選項被勾選次數／有效填答人數；3.複選。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申請失業給付民眾之生涯

資訊需求、尋求管道、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其

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

道，以及失業民眾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之生涯資訊

服務內容。茲將本研究之結論歸納如下，並提供數

項建議，藉供公共圖書館實務界參考。 

結論 

(一) 填答之失業民眾的生涯資訊需求、尋求

資訊管道、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在本研究中，填答者除亟需就業職缺等相關資訊

外，亦十分重視關於生涯規劃及評估個人興趣與技

能之資訊，以了解自身性向所在與具備之優勢，並

將個人的生涯目標與所考慮選擇之職業特性相結

合，為再度投身職場做充分準備。而在尋求生涯資

訊的管道方面，報紙／雜誌、政府就業服務機構與

親友介紹，乃是填答者最常取得生涯資訊的前三項

管道。至於失業民眾尋找生涯資訊時遭遇的困難，

則主要係由於教育訓練課程常有資格限制，以及尚

不確定個人未來生涯規劃方向等。最後，本研究填

答者在尋求生涯資訊遭遇困難時，以自行上網為主

要解決方式。 

(二) 填答之失業民眾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

資訊時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在本研究中，約三成五的失業民眾曾利用公共圖

書館尋找生涯資訊，而其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

訊時遭遇的主要困難，分別為找到的資訊不夠新

穎、求職資訊不足、遇到問題時不知可請求何人指

導或協助等。當填答者在公共圖書館無法自行尋得

所需生涯資訊時，其最常藉由詢問圖書館館員解決

問題。然而，由研究結果亦可知，也有兩成以上的

填答民眾，在無法於公共圖書館中自行尋得所需之

生涯資訊時，仍不欲詢問館員。 

(三) 填答之失業民眾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的

生涯資訊服務 

1. 生涯資訊館藏資源之內容與類型 

在生涯資訊服務的內容上，就業機會、評估個人

興趣與技能、公職或證照考試以及生涯規劃，乃是

填答之失業民眾最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四項館藏

資源，此與填答者最重視之生涯資訊需求大致相

符。同時，亦有將近三成之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

能提供紓解失業壓力與心理勵志方面的館藏資源。

至於其最希望公共圖書館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資源

類型，則以網路類型之資源為主。 

2. 提供轉介服務與設置生涯資訊服務中心 

當公共圖書館提供的生涯資訊服務無法滿足填答

民眾需求時，超過九成的填答者希望館方能協助其

轉介至相關合作單位；而其希望的合作對象則以職

業訓練機構為主。此外，有近八成之填答者希望公

共圖書館設置獨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以集中並整

合相關生涯資訊。 

3. 辦理生涯資訊相關活動及提供生涯諮詢

服務 

在本研究中，近九成之失業民眾希望公共圖書館

舉辦以生涯資訊為主題的相關活動，使民眾能更有

效率且免費地取得所需資訊。而填答者最希望公共

圖書館舉辦之活動項目，依序為就業博覽會、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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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履歷撰寫協助以及圖書館生涯資訊與服務導

覽。另一方面，有近九成的填答者希望公共圖書館

能提供生涯諮詢服務；至於其最希望的服務方式，

則以由專業生涯 諮詢師全職駐館為主，抑或延請生

涯諮詢師於固定時間至圖書館為民眾服務；另外，

填答之民眾也希望公共圖書館能施行電話或網路晤

談之生涯諮詢服務。 

對公共圖書館實務界之建議 

研究者綜整研究結果，分別就館藏資源與圖書館

生涯資訊服務二方面，對公共圖書館實務界提供數

項建議，詳如下所述。 

(一) 在館藏資源方面 

1. 隨時更新與充實生涯資訊館藏 

本研究之填答者在公共圖書館尋找生涯資訊資源

時，有半數皆曾遭遇館藏資料新穎性不足，且求職

資訊寥寥可數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建議圖書館宜

掌握就業及職場、公職或證照考試相關訊息，隨時

更新與充實生涯資訊相關館藏，以提供民眾即時的

就業資訊資源，並吸引更多民眾前來利用圖書館，

透過相關資源評估個人興趣與技能，藉此增加其就

業機會。 

2. 提供失業民眾可緩解失業壓力與負面情

緒的館藏資源 

在本研究中，填答之失業民眾亦重視紓解失業壓

力與心理勵志方面的資訊資源。當民眾因失業而衍

生不安與壓力時，具有心理勵志作用的圖書資料或

音樂、電影等多媒體資源，能紓解失業民眾的心理

壓力與負面情緒，從而使當事者找回面對失業挫折

之自我復原力（resilience），並增進其重返就業市場

的原動力。基此，建議公共圖書館更加重視職場療

癒素材之蒐集與典藏工作。 

3. 編製生涯資訊館藏之書目清單 

為能協助民眾有效地尋找到生涯資訊，本研究建

議，公共圖書館可委由就業諮詢專家、生涯諮詢人

員等，依據民眾的不同需求，推薦與生涯相關之資

訊資源，並將之彙整與編製為生涯資訊書目清單；

此外，亦可由館員主動蒐集各相關單位所出版之關

於生涯的資訊資源，經分類組織後，以電子形式呈

現於圖書館網頁，藉供使用者檢索，如此，當更能

滿足民眾的生涯資訊需求。 

(二) 在圖書館服務方面 

1. 建置單一窗口之生涯資訊網路平台 

本研究之失業民眾若於搜尋生涯資訊時遭遇困

難，主要會以自行上網方式應對之，且其最希望圖

書館提供的生涯資訊館藏類型亦以網路資源為主；

然而，現存網路資訊資源的取得界面設計不一致，

易對使用者造成不便。基此，本研究建議公共圖書

館，可與相關政府單位合作，邀請網頁設計專家、

相關合作機關等，協力整合政府就業平台、民營人

力銀行等各生涯資訊資源網站，由勞動部等專責之

政府機關負責統籌，同時利用公共圖書館館員在資

訊方面之專長，建置並維護單一窗口之生涯資訊網

路平台，使有需求的民眾僅需熟悉一套網站界面，

即可便利地找到所需生涯資訊。同時，公共圖書館

亦可為民眾編製電腦操作手冊，以指導民眾使用圖

書館網路資源及熟悉檢索技巧。 

2. 提供轉介服務，並設立生涯資訊服務中心 

研究者建議公共圖書館可與相關政府及民營機

關，如職業訓練機構、公營就業服務中心、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民營人力資源機構等單位合作，共同討論與規

劃施行生涯資訊服務之項目。如此，當能借重各單

位不同之專長領域，並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將之轉介

予相關機構，使服務內容更臻完善。另一方面，建

議公共圖書館亦可在館內特別設立單一窗口式的生

涯資訊服務中心，整合各類型之生涯資訊館藏資

源，將之集中於一區，並由專人負責，從而得以提

供失業民眾更多元且更有效率的服務。 

3. 辦理生涯資訊相關活動，並嘗試提供生

涯諮詢服務 

本研究建議，公共圖書館可舉辦多元化之生涯資

訊相關活動，如就業博覽會、履歷表撰寫課程、圖

書館生涯資訊與服務導覽等。另一方面，研究者亦

建議公共圖書館，可參考臺北市立圖書館木柵分館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之「駐館律師諮詢」方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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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立圖書館木柵分館，2014）的運作模式，嘗試

與相關政府單位或生涯諮詢之專業機構合作，延請

生涯諮詢師定時定點到館，提供民眾面對面的生涯

諮詢服務；而若以長遠計，則公共圖書館亦可安排

館員接受在職訓練，使館員得以具備相關知能，如

此，當能直接服務更多有此需要之民眾。同時，公

共圖書館若能建置諮詢網站，由專業人士或受過相

關訓練之館員定期回應民眾線上詢問的生涯相關問

題，則能使有需要的民眾就近獲得更便利、即時之

協助。 

另外，公共圖書館尚可與大專院校建立合作關

係，結合有關之服務學習課程，由具備相關專業之

學生至館內擔任志工，使民眾在尋找生涯資訊遭遇

困難時，可適時獲得協助；最後，公共圖書館亦需

加強生涯資訊服務之行銷與宣傳工作，藉以提供民

眾取得所需生涯資訊的多元管道，且提升其對相關

活動內容的認識，進而使之願意主動嘗試並接觸圖

書館之生涯資訊服務。如此一來，在現今臺灣公共

圖書館普遍面臨人力不足、經費拮据的狀況下，圖

書館將更能充分善用相關之社會資源，提升其服務

品質與創新服務項目，為失業民眾提供更優質、多

元且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同時，公共圖書館亦可積

極擔負起其社會責任，充分發揮協助失業民眾再就

業與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並展現其對失業民眾之

人文關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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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was victimized for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sinc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about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To restore the status of employment, it is worth to think how public 
libraries can help people raise their employability. This research deployed questionnaire and 
supportive telephone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unemployed people’s needs of 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ublic libraries. The samples were 342 citizens who had applied for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in Taipei Ci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information about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areer planning, and personal aptitude were the most needed resources. The 
respondents expected public librarie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employment opportunity, 
personal aptitude, civil service exams and certification and license exams. Besides, referral 
service, 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activities and events about career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for career planning were also required.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 it is proposed that 
public libraries could provide bibliography of career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emotional healing 
materials, and further establish one-stop-shopping international platform, career related campaign, 
career information center, referral service, and career consulting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