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青少年

就業策略與方式
前言

青
少年的就業問題一直是當前各國所重視的重

要議題之一，台灣所面對的青少年就業問題

與全球一致，依據主計處調查顯示，2006 年 15 ～

24 歲青少年平均失業率為 10.65％，佔所有年齡層

之首，這個現象根據 OECD 2006 年的統計與韓國、

日本、荷蘭、美國、澳洲等國家在相同年齡的失業

率在伯仲之間。

由於青少年多是初入職場，一旦不能順利就

業，或長期處於低度就業或失業狀態，不僅對其職

涯發展有負面之影響，長遠觀之，國家之人力資本

及整體競爭力也將產生不利的影響。為協助青少年

就業，強化其個人職業能力，並對勞動市場有正確

認識及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以提升職

場競爭力並促其適性就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以下簡稱本局）針對這一失業族群設計了

不同的方案來促進其就業。

青少年就業特性分析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6 年勞工生活及

就業狀況調查，針對 15 ～ 19 歲青少年初次尋職

經驗調查顯示，有 60.15％的青少年初次尋職遭遇

困難，主要遭遇之尋職困難為「不知道自己適合

做哪方面工作」占 46.34％，其次為「技能不足」

占 22.45％。另針對 20 ～ 24 歲青少年初次尋職

經驗調查顯示，有 68.51％的青年初次尋職遭遇困

難，主要遭遇之尋職困難為「不知道自己適合做

哪方面工作」占 50.86％，其次為「技能不足」占

25.21％。

另又依教育程度分三階段探討其主要的困難

如下：

一、 國中及以下（15 歲以下）：缺乏正確的職

場價值觀

該階段之青少年仍以求學為其主職，由於對自

我職業興趣及職場趨勢的不瞭解，加上學校並

不重視 因而缺乏正確的工作認知、職場價值

觀、就業態度及職涯規劃。

二、 高中、高職（15 ～ 19 歲）：專業技能與

實務經驗不足

由於台灣升學主義盛行，15 ～ 19 歲的青少

年，無論唸的是高中或高職均以升學為主，再

加上目前我國對於技職教育的輕忽，這一年齡

層的青少年在專業技能的養成上非常不足，也

使得國內技術人才的普遍缺乏，青少年沒有一

技之長，所以就業不易。

三、 大專及以上（20 ～ 24 歲）：學校所學與

職場所需之間形成落差

目前大學的錄取率已接近百分之百的情形之

下，每年有接近三十萬的大專畢業生，青年的

平均教育程度大幅上升，惟教育制度與課程卻

未能適當的配合急速轉變中的技術和工作的

要求，再加上學生素質良莠不齊，實質的教

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又未必能讓學生瞭解實

務需求與跟上產業發展，使得青年從學校到

工作轉換困難，致畢業後無法順利就業。

職業訓練局就業服務組 組長 賴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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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青少年就業策略

勞委會對青少年就業的重點及大部份資源配

置於 15 ～ 24 歲青少年階段，其中又分為 15 ～

19 歲之青少年及 20 ～ 24 歲青年；由於這二個

階段所面對的就情形並不一樣，故其策略及做

法亦不同，15 ～ 19 歲之青少年正處於國、高中

（職）階段，求學仍為該階段主職；協助青少年

釐清個人職業興趣、規劃職涯方向，並對於勞動

市場應有現實之體認，以強化個人職業能力為優

先，並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以提升

職場競爭力並促其適性就業為主要的工作。

20 ～ 24 歲青年勞動市場的最大特質在於

從學校到工作世界的轉換，因青年普遍缺乏提前

規劃個人職涯發展的觀念，實際上大多在面臨畢

業時才對未來前途感到焦慮，且不知如何面對職

業世界，由於對自我職業興趣及職場趨勢的不瞭

解，並缺乏正確的職場價值觀、就業態度及職涯

規劃，故在離校覓職時，需歷經一段職場探索期

間；其次，剛畢業之青少年缺乏工作經驗，無法馬

上進入情況，需一段學習適應過程，較無法受到

雇主青睞，以致就職不易、或因職涯方向未定導

致轉職率高。

具體協助措施

一、一般措施

（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三合一就業服務：

1. 個別化、專業化就業服務

由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諮詢服

務，提供求職之青少年簡易諮詢、個案

管理服務，並運用職業心理測驗工具，協

助青少年瞭解自身工作興趣、工作條件能

力，並安排職業訓練諮詢評估、就業促進

研習活動及就業推介等服務。

2. 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透過就業促進研習課程，提供青少年做好

職前心理準備、了解就業市場概況，並增

強尋職面試技巧。

3. 職業訓練諮詢

由個案管理就業服務員評估適合參加的職

業訓練課程，轉介青少年參加各職業訓練

中心所開辦或委辦之相關職業訓練課程，

經甄選錄訓後，以取得一技之長，為進入

職場做好準備。

（二）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

中有工作能力者之青少年儘速就業，運用

求職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以增進就業意願及機會，並

鼓勵求職者學習一技之長，創造屬於自己

的工作天地。

1. 求職交通補助金：

補助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青少年前

往應徵工作時，因跨縣市求職或因經濟能

力薄弱者，其應徵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

離 30 公里以上給予求職交通補助金，以利

其前往求職。 

2.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依據就業服務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辦理，為協助失業青少年安定其參加職業

訓練期間之基本生活，提供其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使其能安心參訓並促其迅速就業。

（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1.  透過民間團體研提具創意性、地方性及發

展性之計畫，提供臨時性工作機會，協力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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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

工作能力者之青少年參與民間團體工作，重

建工作自信心，培養再就業能力。

（四）就業服務科技客服中心委外營運專案計畫：

1.  結合「全國就業 e 網」（http://www.ejob.

gov.tw）及 0800777888 免付費就業服務

專線，成立就業服務科技客服中心，提供

青少年全天候 24 小時完整、即時之就業

服務。

2.  推動「校園聯名網」，透過該大專校院就業

入口平臺，與全國就業 e 網資料庫結合，

協助大專青年掌握就業資訊，規劃生涯發

展計畫。

3.  全國就業 e 網並設置有「青少年」、「新鮮

人」、「兼職」等專區，加強對青少年就業

資訊的提供，並強化其對求職求才資料庫

的運用。

4.  規劃深入校園、軍中辦理或參與徵才活動

或其他相關座談會活動。

（五） 推動青少年工作權益保障及勞動安全保護

工作：

1. 落實青少年勞動權益保障

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求職防

騙工作，積極查處事業單位於報章、媒

體、網路上登載之不實徵才廣告。類型包

括：假徵才真銷售產品或服務、假徵才真

誘使加入多層次傳銷或加盟、假徵才真誘

使求職人投資、假徵才真騙色、勞動條件

刊載不實、留置身分證或扣留財物或保證

金等。

2. 增進青少年求職安全

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求職防

騙宣導等，透過座談會、宣傳品、媒體、

記者會等方式，以加強對於青少年求職安

全之宣導。

二、強化措施

 為解決我國青少年就業問題，本局針對各階

段需求，持續推動下列各項採行措施，以提

升青少年就業能力與順利就業。

（一）國中及以下（15 歲以下）

◎ 針對在校生

提升國、高中（職）學生就業準備力計畫：

1.  提供職業心理測驗施測服務，協助釐清職

業興趣，及早規劃職涯發展。

2.  辦理職業輔導及提升就業準備知能相關活

動，提升學生就業準備力。

◎ 針對畢業生

1. 就業弱勢者就業促進方案（青少年部分）：

（1）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職業興趣探索及職業

觀念建立等就業準備相關課程及活動，

於個案參與職場學習過程中，提供輔導

協助服務。

（2）  辦理職場趨勢、職場倫理與價值觀、個人

職場優勢、求職面試技巧等課程或相關活

動，並安排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與職業訓練

機構參訪。

2.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1）  透過事業單位或團體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

應之機會，協助弱勢青少年（未升學未就

業、偏遠地區或高危機高關懷青少年、原

住民青少年）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使其

重返職場。

（2）  提供給符合資格之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

津貼。

（二）高中、高職（15 ～ 19 歲）

◎ 針對在校生

1.  提升國、高中（職）學生就業準備力計畫：

（1）  提供職業心理測驗施測服務，協助釐清職

業興趣，及早規劃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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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職業輔導及提升就業準備知能相關活

動，提升學生就業準備力。

（3）  提供高中（職）學生職場參訪活動，透過

實地觀摩及訊息傳遞，協助及早認識職業

環境實況，以緩和從學校零經驗至全職就

業間轉銜落差，提高穩定就業。

2. 台德菁英計畫：

（1）  引進德國職業教育與工作訓練併行的師徒

制，提供教育部所定學程及職場工作訓練

之職業教育，可以同時學習到企業核心技

能和學校專業理論。

（2）  學習期滿，經過檢測合格，可取得學位證

書及德國職業訓練認證。

◎針對畢業生

青少年職能綜合培訓計畫：

1.  執行過程由具有職業輔導經驗的專業個案

管理師貫穿全程，提供每位學員就業輔導

及支援服務，並依學員個別需求，安排個

別會談與諮商時間。

2.  依據學員參訓需求與學習成效評估，分流至

適合其發展之職前培訓單元，以為其就業作

準備，協助學員成為有準備的勞動力。

（三）大專及以上（20 ～ 24 歲）

◎ 針對在校生

1. 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1）  建立合作聯繫機制，協助大專校院提升就

業輔導及就業服務功能。

（2）  辦理就業促進活動，包括就業研習、就業

講座、雇主或創業座談會與講座、校園徵

才等就業相關活動。

2. 大專就業學程計畫：

（1）  透過業界資源引進、職涯相關通識教育之

教導及職場體驗等方式，將企業資源引進

校園，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到校授課，提供

業界特殊專業知能及職場經驗。

（2）  藉由職場體驗與職涯通識教育措施，使學

生即早接受實務訓練，培育學生具備勞動

相關知識與應有態度，進而提昇大專校院

學生就業能力。

◎ 針對畢業生

1.  配合國防部、青輔會、退輔會共同辦理

「國軍屆退官兵就業服務活動」：

（1）  辦理大部隊營區徵才活動，提供多元化服

務與豐富資訊，讓現場官兵依個人需求，

選擇不同區域，多方收集資料、瞭解個人

優勢、規劃未來生涯、整備個人競爭力，

順利進入職場。

（2）  辦理小部隊就業巡迴座談，針對參加官兵

實施「職業適性診斷測驗」，協助屆退官

兵瞭解其職涯特質。

2.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1）  結合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及企業訓練聯絡網共同組成工作網絡，

發揮區域運籌功能。

（2）  結合民間事業單位以工作崗位訓練模

式，提供 29 歲以下大學（含）以上畢

業，且失業一個月（含）以上青年之多

面向訓練，協助獲得實務職場經驗，銜

接職場就業。

結語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提出當前國

際間各國青年就業問題之共同現象包括：

 勞動力參與率下跌

 失業率上升

 就業機會不足

 技能不足

 從事部分工時及所得低

 由學校至職場轉銜不順

這些現象與台灣青少年所面對的就業與失業

問題相當一致，本局在研擬相關的措施及因應對策

時，我們重新思考青少年所面對的問題，將服務措

施分流及分階段提出不同的工具，以協助青少年在

學校培育過程中即作好職涯規劃，並在畢業後提供

完善的轉銜服務，協助青少年順利進入職場工作，

讓台灣勞動市場中青少年勞動力，素質能快速的提

昇與有效運用，讓他們在國家競爭力的增進中，扮

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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