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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之檢視 

    中高齡勞工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必須依賴政府就業輔導

政策的實施，然而政府政策的實施是否能有效的達到立竿見

影的效果，是政策實施之後必要的檢驗過程。 

 

第一節 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的決策分析 

一、決策分析：將輔導中高齡就業的問題簡化為圖 6-1

所示，因為中高齡者需要工作，而企業家追求利潤，政府追

求經濟成長，利用決策樹可以簡化問題，提供系統化的方法

解析問題。 

 

圖  6-1  就業輔導決策樹狀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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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決策樹的 概念架構 分析 說明如下 ：（ Stokey and 

Zeckhauser,1978：159-175） 

（一）政府實施就業輔導措施，中高齡勞工可以選擇

要不要參加就業輔導，除了接受勞工保險失業給付的勞工必

須參加職業訓練之外，其他未就業的中高齡勞工可以自由選

擇要不要參加就業輔導。 

（二）中高齡勞工參加就業輔導之後，不一定都能就

業，其原因可能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也可能是不願意去工

作，就業的機率較難預測，以致於就業輔導的成效評估較困

難，這是公共部門在決策分析的運用上發展較晚的主要原

因。 

（三）中高齡勞工不參加就業輔導的狀況之下，政府

是否會面臨未來勞工短缺的問題，或是勞工的數量可以由其

他管道補充，如外籍勞工，並不會發生勞工短缺的現象。 

以上是決策分析時所呈現的結果，政府必須要注意中高

齡勞工接受就業輔導之後並不一定會就業，政府必須掌握就

業服務概況（諸如求職人數、求才人數、推介人數以及求職、

求才失調原因）和職業訓練相互配合的情形，以期達到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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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目標，並且預設中高齡未就業的狀況，全盤考量勞力

供需的問題。 

 

第二節 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的政策的評估 

 一、法令雜亂：中高齡勞工的困難是不了解本身的權

益，1987 年勞工委員會成立職訓局，當時卻沒有完整明確的

就業服務法令，繼續沿用 1985 年行政院「加強就業輔導方

案」的行政命令。到了 1992 年 4 月 17 日立法院才三讀通過

公布就業服務法。就業服務法共分為七章七十條，包括總

則、政府就業服務、促進就業、民間就業服務、外國人之聘

僱與管理、罰則及附則等。 

之後，政府發佈了幾個相關辦法，諸如「就業安定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評等及管理辦

法」以及「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另外，自 1994 年起，又

陸續公布「促進婦女就業措施」、「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措施」、

「促進殘障者就業措施」、「原住民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要點」

以及「身心障礙者就業措施」等特定對象就業措施。上述各

項就業措施，主要根據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主管機關對

特定對象，訂定計畫，努力促其就業，並應定期檢討，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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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此外，根據「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

條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1998 年 12 月發布「就業促進津貼

實施要點」，目的在透過就業促進津貼，安定失業者失業期

間的基本生活，並協助其參與職業訓練，促使其迅速就業，

更在 1999 年 1 月起開辦「勞工保險失業給付」，於 2000 年 1

月 24 日實施「九二一震災災區災民經營勞動合作社補助辦

法」和最近「永續臺灣就業工程計畫」都是政府因應當前社

會的失業問題而擬定的計畫與規劃。 

可見在就業服務的相關法規及計劃相當的多，但是，許

多中高齡勞工的教育程度比較低，對於政府的法令規定沒有

能力去了解，對於可以利用的政府資源也無從著手，以致中

高齡勞工不了解本身的權益，身陷在失業的痛苦中。 

二、就業服務利用率不高：中高齡失業求職途徑以透過

「熟人介紹」最多（77.4％），其次為「求才廣告及雜誌」

（53.9％），公、私立就業機構申請分佔 4.4％及 5.8％。

可見中高齡勞工對政府所設立的就業機構利用率不高；此

外，中高齡者透過公立的就業服務機構求職、以及被推介就

業的比率偏低。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臺灣地區職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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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技能檢定與就業服務統計」資料中顯示，中高齡求職者

經由公設就業服務機構轉介，其求職就業率與推介就業人數

相較於 15-24 歲、25-44 歲年齡組，及整體平均求職就業率

皆為偏低，使得中高齡失業者在求職時，需要更長時間才能

找到新職。 

三、職業訓練形式化：失業問題會因區域特性不同，產

業結構不同，失業者也不盡相同。以高雄為例，前一波的失

業多是國營事業民營化後被裁員的員工，多數在四、五十

歲。最近一、二年的失業者多數是傳統產業的工作者，他們

的年齡層已有年輕化的現象。針對後者，他們並不是沒有技

術者，問題是產業關廠和外移，工作機會消失了，他們需要

什麼樣的「職業訓練」？固然，這群失業者很難轉業，開計

程車就變成最容易的職業。事實上，有些職業訓練中心為了

遷就存在的職業訓練師，仍開設職業訓練師專長的職業訓練

項目，而不是市場需求的職業項目。職業訓練中心礙於機構

變革的障礙，不但沒有順應產業結構而做彈性調整，反而，

開設不符合需求的訓練，形成資源浪費和訓用不能合一的情

形。 

同時，訓練養成的時間不夠，設備又不夠新穎，接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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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後仍無法立即就業。目前許多連鎖企業﹙包括美髮﹚的職

業訓練，訓練後即可就業，較職業訓練中心代訓，更能達到

訓用合一的實益。 

 另外，假設所有受訓練的對象為一同質性的群體，也是

職業訓練的盲點。職訓局辦理職業訓練時，多將原住民、婦

女與中高齡等特定對象的職業訓練和退役失業青年一起辦

理，集合多種不同特定對象辦的職業訓練，似乎可以照顧多

數特定對象，但對單一特定對象，實質上並無效益。退役失

業青年和喪偶（單親）婦女就業需求不同，尤其喪偶（單親）

婦女就業需求和就業的結構限制不同於其他特定對象。 

四、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失調：就業輔導體系從 1987

年八月，政府將內政部勞工司暨職業訓練局擴充成立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設置職業訓練局，共有五組、四室、一委員會

以及四個職訓中心，專掌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業輔導之

綜合規畫及推動事項，成為獨立的就業輔導體系。 

由於就業輔導體系的形式化，致使在求才人數多於求職

人數的情況，推介就業的人才比例仍然不佳。從 1987 年到

2000 年有逐年下降之趨勢，由 53%降到 36%。相對於總計人

數和百分比，扣除代收招考者的一般職業介紹推介人數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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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更低。推介就業人數百分比逐年降低固然和失業擴大有

關，然而，如果政府就業媒合績效好，推介就業人數百分比

可能較佳。 

表  6-1  臺灣地區就業服務概況 

                                                                        

 年                  總    計                   一般職業介紹 

 
         求職人數  求才人數  推介就業人數     求職人數  求才人數  推介就業人數 
                                          （推介/求職%）                                   （推介/求職%） 

 

1987年   208,508   560,547   111,315(.53)        143,718    486,402    65,414(.46) 

1988年   202,981   583,175    112,320(.55)       132,807    502,758    70,249(.53) 

1989年  167,696   483,428     90,119(.54)        112,756    423,187    53,727(.48) 

1990年  185,589   509,393     91,839(.49)        133,771    461,114    63,276(.47) 

1991年  195,337   563,632    102,660(.53)        150,594    510,250    67,885(.45) 

1992年  173,974   559,635     77,714(.45)        116,908    518,878    50,464(.43) 

1993年  144,960   511,388     70,390(.49)        109,710    470,718    45,469(.41) 

1994年  136,850   410,099     73,099(.53)        107,812    356,742    47,876(.44) 

1995年  165,034   352,227     68,557(.42)        115,444    324,396    50,103(.43) 

1996年  174,090   323,150     75,588(.43)        154,135    297,375    58,444(.38)  

1997年  167,036   413,060     71,419(.43)        153,922    394,162    59,653(.39) 

1998年  174,262   427,495     68,015(.39)        163,781    415,256    60,228(.37) 

1999年  248,679   365,629     69,644(.28)        226,429    355,894    60,839(.27) 

2000年  263,172   438,970     94,427(.36)        223,881    396,591    67,941(.30)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2000：57 

臺灣地區求職、求才供需失調原因發現，約有 1/3 的求

職者未能推介就業係因與求職者就業意願不合，10.52%求職

者則因技術不合，更有 32.93%無求才機會。相對的，雇主提

供之有效求才機會未能補實之原因，卻有高達 56.52%是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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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與求職者技術不合的有 7.98%。最明顯的現象是 32.93%

求職者無求才機會，雇主求才卻有 56.52%是無人應徵，此現

象再次反映就業輔導體系的媒合有問題。 

表  6-2  臺灣地區求職、求才供需失調原因 

       原 因 別                      總計人數            百分比（％）  

有效求職者未能推介就業之原因           30,708             100.00 

  與求職者就業意願不合                  9,467              30.83 

待遇及福利措施不合                  3,344              10.89 

工作地區不合                        1,761               5.73 

工作時間不合                        1,188               3.87 

工作環境及其他意願不合              3,174              10.34 

  與求職者本身條件不合                  6,561              21.37 

技術不合                            3,232              10.52 

教育程度不合                         279                0.91 

性別不合                              66                0.21 

年齡不合                             424                1.38 

體能不合                             310                1.01 

其他條件不合                        2,250                7.33 

  無求才機會                           10,113               32.93 

  已另自行覓妥職業                      1,129                3.68 

  受代招代考名額限制                      —                  — 

  其他                                  3,438               11.20 

雇主提供之有效求才機會未能補實之原因   52,616              100.00 

  無人應徵                             29,740               56.52 

  雇主所提供之條件不合                  7,917               15.05 

待遇及福利措施不合                  2,592                4.93 

工作地區不合                        2,358                4.48 

工作時間不合                         473                 0.90 

工作環境及其他意願不合              2,494                4.74 

  求職者本身條件不合                   10,121               19.24 

技術不合                            4,198                7.98 

教育程度不合                        2,268                4.13 

性別不合                              87                 0.17 

年齡不合                             363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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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不合                             316                 0.60 

其他條件不合                        2,889                5.49 

  已另自行補實                           862                 1.64 

  其他                                  3,976                7.56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2000：68 

    五、缺乏評估系統：就業措施目的在協助社會上弱勢團

體就業，並且保障其就業機會。但是，成效落實與否，主管

機關沒有建立評估系統，以作為政策效率評估的指標。根據

1994年行政院勞委會核定，1999年修正的「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推動地方政府辦理職業訓練實施要點暨相關

規定彙編」，除了規定適用對象外、訓練課程、時數外，相

關附表佔據主要篇幅，以彙編第五點為例，「地方政府於年

度開始前三個月向本局提出辦理職業訓練需求，經核對無誤

後，應檢附開班計畫表、訓練計畫（含學術科預訂進度表）、

經費明細表、師資名冊等表冊，加裝封面，向本局提出申請。」

從其彙編，實在看不出職訓局在職業訓練的主要方向，也看

不出具體的職業訓練方案。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就業輔導機構和職業訓練局主要在

委託辦理事項，機構的公務人員也只是負責委託案件、核銷

案件、就業輔導機制和職業訓練的實質工作並沒有落實，成

堆的統計資料和委託報告，無法看出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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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因此，今後必須加強就業輔導成效的評估系統，使政

府的預算達到有效的應用。 

 

六、小結 

目前的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政策的問題，在於政策過於

空泛、抽象及形式化，未能與實際的失業者或找尋工作者的

問題結合，即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政策基本上是被動的、消

極的，沒有從就業者的需求和市場需求作結合。以最近針對

失業問題規劃的「永續臺灣就業工程計畫」為例，首先，其

目標：「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依據地方發展特性，創造區

域性工作機會，培養失業者的就業能力，舒緩失業問題，並

達到產業植根、地方永續發展之目標。」從以上文字敘述，

我們不清楚達成永續就業工程計畫目標的具體方案是什

麼？似乎等待「民間團體」是勞委會的主要期待。身為中央

主管機構，應扮演「主導」就業方案落實角色，具體規劃地

方特性，區域性工作的就業機會。（嚴祥鸞，2001：4-5） 

 

第三節 日本「高齡者雇用法」就業輔導的理念 

一、日本高齡人口的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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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高齡化、勞動力高齡化、高齡者就業意願高的

現象一直是日本社會的特色，而且高齡者就業人數都一直在

增加。雖然近十年來日本經濟長遲緩，國際競爭激烈，雇主

雇用中高齡者的意願降低，但是就勞動參與率而言，1995 年

50 至 54 歲為 82％，55 至 59 歲為 17.2％，60 至 64 歲為 56.7

％。（吳文妃，1997：273）而就工作的現況來說，中高齡者

每週工作時間大都以短時間為主，工作內容也比較多樣化。

如果以部門主管的比例來看，從 50 歲到 65 歲之間呈現減少

的趨勢，尤其 5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的理由以打發時間、

參與社會、經濟需求、人情邀請的原因所佔的比例較高。（吳

文妃，1997：275） 

近十年來因為日本經濟持續不景氣，15 歲至 45 歲之間

的失業率與 55 歲以上的失業率都是在 3.0﹪左右，因此，中

高齡失業的問題主要是受到整體經濟惡化的影響，需要特別

注意的是 60 至 64 歲之間的失業率由 4.39﹪上升到 5.87﹪，

表示 60 歲以上的勞力就業情勢較為惡化，而且待業時間都

在半年以上，才能找到工作。（吳文妃，1997：7） 

針對日本人口高齡化及勞動力高齡化的趨勢，日本政府

於 1986 年訂定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規定企業內的員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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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 60 歲時，必須繼續雇用至 65 歲，並制定四種獎勵補

助金制度，包括雇用多數高齡者獎助金、開發雇用特定求職

者獎助金、導入繼續雇用制度獎助金、促進即將屆齡退休者

再就業獎助金。(林顯宗，1996：402) 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於 1994 年修訂，已成為日本促進中高齡者就業的主要法律

依據。 

二、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的特色 

(一)以雇用安定為基本理念：日本中高齡者具有高度

的就業意願，在雇用安定的理念下，以先維持住就業的機會

為基本目標，此為繼續雇用的設計，對仍在職的或已屆臨退

休的中高齡者，繼續雇用的設計可以減少失業的問題，這是

一種事先預防的策略。 

      (二)以就業安定為積極目標：就業安定是以就業為導

向，對象是失業或未就業的中高齡者，以促進再就業為目

標，希望減少中高齡者的失業人數，在策略上是從解決問題

的角度出發，協助中高齡者找到工作。(黃惇勝，1995：31) 

    綜合而言，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的特色是兼顧事先預防與

事後補救的設計，因此，雇用安定能夠確實做好，即可以預

防潛在失業問題的發生，也就是說雇用安定優於就業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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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念是值得學習的法制設計精神，經由繼續雇用加上促進

再就業雙管齊下，才能解決中高齡勞工就業問題，其他相關

的法律還有雇用對策法、雇用保險法、職業能力開發促進

法、職業安定法等。 

 

第四節 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的展望 

由於臺灣產業迅速轉型，勞力結構調整速度跟不上產業

的轉型。1970 年代中期臺灣工業開始萎縮之際，釋放的人力

尚可轉向服務業，如商業、社會個人服務業，當時之人力素

質需求較低，工業人口轉業較易。但是到了 1980 年代中期

之後，服務業轉向以金融保險及工業服務為主，專業要求較

高，使基礎勞力的中高齡失業者轉業不易。 

中高齡失業人口之特質，一般為年紀較大、學歷較低，

學習成本較高，並以男性為多，他們往往較難轉入專業化及

女性密集之服務業。因此，造成初級勞力供過於求，專業勞

力卻供不應求，人力供需結構失衡的現象，可說是目前臺灣

失業率升高的原因之一。以下針對政府在中高齡勞工就業輔

導政策上提出建議有： 

    一、主管機關應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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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宣導：由公立就業服務中心（站）於各轄

區內透過各種媒體、網站傳播，深入基層，透過村里長宣導

等方式確實將政策傳到個人。 

（二）積極媒合：協調相關社團，促請失業中高齡來

辦理求職登記，建立失業名冊，進行電話與親訪之就業媒

合；安排政府公共工程得標廠商與求職者面對面專案媒合。 

（三）密集式的就業博覽會：利用在各地區就業服務

中心（站）辦理，或借用各地區的國中小學操場辦理。 

（四）安排在場職業訓練：求職者參加廠商的在場訓

練，訓練時就有收入，解決中高齡經濟的困境。需要專班訓

練者由職訓局規劃，參加所需的訓練。 

二、資訊宜普及化：設立就業資訊服務站，歡迎民眾能

充分運用就業資訊服務站，讓中高齡求職者便捷的得到相關

就業資訊和就業諮詢。同時最終目標是協助中高齡求職者，

瞭解自我職業定位及就業市場趨向，並依年齡、工作意願及

能力，選擇適當的工作機會，以提高媒合成功率，調節人力

供需市場，並加強對雇主的主動聯繫，爭取各類就業機會，

提供各項政府福利措施，強化對事業單位的服務，貫徹「勞

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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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提供中高齡求職者求職登記，並可於網際網路線

上查詢就業機會，提供快速便捷之服務，協助中高齡求職者

快速的找到所需要的工作；對於求才方面，提供求才廠商上

網求才登記，協助求才廠商快速的找到所需人才。 

由於網路的普及，加上目前個人數位助理（ PDA）及行動

電話 (mobile phones)蓬勃發展，使用者對行動通訊的需求日益

殷切。因此，青輔會自行開發的就業資訊查詢系統 PDA 版已

在 2002 年 8 月底正式對外開放。我們可以利用手機查詢各

種就業機會及活動訊息，這兩項服務的提供，使得就業服務

邁向行動化的新紀元。 

三、應根本改善結構性失業的問題：透過加速公共工程

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從根本上改善臺灣的經濟，阻止失業

的繼續惡化。藉著產業關聯效應，透過上下游相關產業的投

資乘數效應，帶動景氣復甦。政府對於失業的問題確實付出

了許多社會成本，但是，實施績效不彰，可能的原因很多，

但決策者不了解結構性失業的真相，以及政策推動不得要領

可能是主要的因素。 

根據過去政府實施促進就業方式的經驗，執行政策者一

則無法了解政府短期僱用方案的真實性，不了解如何執行，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年後人口高齡化為例 

 150

或雖執行，但卻優先僱用一些親戚朋友或選舉樁腳，或將經

費挪為他用，這些不著邊際的作法對於降低失業率的訴求並

無幫助；另一方面，政策的搖擺不定，朝野的惡鬥所導致的

內耗，讓企業經營者深惡痛絕，又無解決良方，只好選擇關

廠出走，以致企業關閉所產生的失業人口增加數，遠大於政

府所能提供的就業數，形成「貧窮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失業

的原因是因為失業」的詭譎現象。 

南韓在實施解決失業的對策時，就已經發現了這種弔詭

現象，亦即政府在利用創造公共服務來解決失業問題時，可

能會出現只照顧特定族群的盲點，沒有照顧到真正的失業人

口，也就是說，政府沒有思考到南韓政府因為在金改上的成

功，讓企業願意投資，帶動了經濟景氣，從而促進人力的需

求，並達到降低失業率的目的。反觀國內的執行狀況，預算

來源短絀，金改策略不成，反而造成了全國農漁民的示威遊

行，部長辭職，政策則仍在原地打轉，對於日愈嚴重的失業

問題依然無解，如果失業問題無法有效降低，那麼國家的安

全、社會的安寧、人民的生計又如何會有願景。 

事實上，要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必須從根本做起，除

了人力資源必須作長遠的規劃外，短期的救急措施也必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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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因應能力，目前國內勞動市場最需要人力的產業，分

別是電腦設備製造、資訊服務、視聽電子產品製造、半導體

製造，以及光電材料和元件製造等，雖然在勞動市場的供需

上，中高齡者是明顯的弱勢，但是，政府應該立法授權各縣

市成立「地方勞動力投資委員會」，自行根據各地區之產業

特性及發展需要進行勞動力改造。各地勞動力投資委員會必

須延聘由當地企業家擔任主席，將當地勞力訓練成貼近地方

產業所需要的人力特質，這樣才能徹底改善中高齡失業的問

題，否則這種因產業結構改變所導致的失業現象，若決策者

不察，對失業所導致的種種現象無法加以因應，恐非國人之

福。（謝明瑞，2002：3） 

臺灣受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工業發展的威脅，國內生產萎

縮，生產工人的需求降低，尤其是製造業及營造業從業人口

的走勢與臺灣失業走勢呈現出亦步亦趨的並行狀態。（吳忠

吉，2001：10）要解決臺灣的失業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活絡

就業市場，特別是與低學歷的中高齡男性勞動力最相關的製

造業、交通業、商業，創造就業的機會才能緩和結構性的失

業問題。 


	第一節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的決策分析
	第二節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的政策的評估
	第三節日本「高齡者雇用法」就業輔導的理念
	第四節政府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