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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 

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化得十分快速，如：服務業之產值佔

GDP1之百分比重自一九九四年開始，已超過 60％，產業結構之快速變動，暗示

著勞動市場中的一個重要訊息：人員於產業間迅速流動。以服務業部門之變化為

例，其就業人口由一九七八年的 30﹪增加至 45﹪，在我國花費了十四年的時間，

相同百分比增加率（由 30﹪到 45﹪），卻花了美國二十三年的時間（由一九四六

年到一九七八年）（黃麗璇、方振瑞，1999 年）。產業結構伴隨著經濟發展而改

變，由農業調整至工業，在過度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型態，係世界各國經濟發

展的共通現象。就我國經濟發展歷程觀察，一九五三年起開始實施經建計劃，在

政策上有效的引導與國際大環境有利條件的配合之下，一九六○年代中期，即由

農業經濟蛻變為以工業為主的現代化社會，並在一九八○年代後期，轉變為以服

務業為主的經濟社會（劉瑞文，2001 年。）。台灣在工業進入服務業時，搭上「資

訊革命」及「全球化」的列車，網路及電腦的普及，自動化及電腦化成為生活方

式的一部份，進入資訊科技的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是指由知識經濟引起

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世界各國在經濟上互

相合作緊密聯繫從而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在知識經濟產業下的就業市場，勞動

者面臨的問題將更為複雜。 

 

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後工業社會，台灣所面臨的失業問題將和以往不同，

知識經濟下的投資，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將以知識型就業為主，在性質上，較適

合部分具有特定專業能力者就業，在「就業量」的普及效果上，不如過去的農業

或製造業，或許我們將會預見到：一方面知識型勞力不足，但另一方面在傳統勞

力市場中，卻存在著勞力剩餘的失業問題，其時，可能會產生其他的社會問題（周

志龍，2000 年），傳統產業式微，加上高科技產業能吸收的勞動力有限，因歇業

或業務緊縮之失業者增加，在知識經濟導向的時代，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將日益突

顯，而加強就業者的第二專長或在職訓練，契合學校教育與勞動需求、受訓者與

就業市場需求等人力資源發展措施，顯得亦日益迫切（龔文廣，2000 年 9月）。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就業問題，並確保台灣產業競爭優勢的不斷延續，在策略

                                                 
1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代表一個國家境內的全部經濟活動，不論

誰擁有生產資產。例如：外國公司在美國設立子公司，即使將營利匯回其位於其他國家的母公司，

其營利仍是美國 GDP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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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政府應針對未來產業的特性，建立多元人才培育與養成體系；輔導大學根據產

業及社會需求，調整教學系統，落實多元學程，且與區域內之學術或研究機構整

合，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鼓勵教職員生之研發成果應用於產業之中，以落

實人才流通與智慧財產之運用；有計畫的提昇台灣整體生活環境，以吸引國際專

業人才的進入（黃鎮台，2002 年 2月）；提昇民間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機構的素
質，並結合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並使其之間產生有效的分工（陳正良，2002
年 2月）。 
 

知識經濟的重要特質包括開放的貿易環境、嶄新的企業與經營理念、健全的

總體政策、重視教育與終身學習、以及強化資訊與通訊基礎建設等，以知識為基

礎的經濟，以知識與資訊的生產、傳遞、應用為主的經濟體系，是指建立在知識

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之上的經濟。在知識經濟體系國家，知識是促進經

濟成長、創造財富、以及提供工作機會的主要動力2。OECD3於「一九九六年科學

技術與產業展望」報告中指出，人力資本的累積及技術蘊含的知識，是生產力不

斷提升進而持續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因應新經濟的發展與影響，越發顯示出人

力資源發展的重要性。人力資源發展係人力資源經由教育、訓練及自我發展，強

調人力與組織的學習與進展，進而增加工作品質及效益（龔文廣，2000 年 9月）。
OECD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系列報告中，將「知識經濟」
界定為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並列的新經濟型態。世界經濟發展已經從農業社會

的勞力密集、技術密集，轉為追求知識經濟的知識社會時代。隨著時代的變遷及

科技的發展，腦力產業進而取代的傳統勞力密集產業，成為經濟主流，在知識經

濟下，勞動者角色之轉變，值得我們觀察（洪毓澤，2000 年 5月）。進入知識經
濟的時代後，不論是新興產業或傳統產業，皆須利用資訊科技，改進企業營運，

甚至重新思考企業經營方向，產業的快速變動及經濟市場上的不確定因素，皆有

賴優秀及合適的人才加以因應，如何利用有效的求職管道，尋找到適宜的人才，

是人力資源規劃上的一大挑戰（俞雅心，2001 年 6月）。 
 

產業結構之改變，對經濟社會將產生衝擊，在就業方面上，使得就業人力在

產業配置間發生改變，人力從衰弱的產業釋放出來，而興榮之產業需接納更多人

力，其次，不同產業間，使用勞動的密集度有所差異，對人力素質之需求亦不同，

因而改變勞動需求量及職業別結構，整體而言，隨者生產技術之進步及資本投入

之增加，勞動生產力相對提升，中高級勞動力需求增加，而低層技術之勞動力就

業機會漸呈減少（劉瑞文，2001 年）。根據學者的研究，相較於一九八二年間的

失業狀況，一九九六年之後失業狀況之攀升，屬結構性失業4，近年來我國失業

                                                 
2 魏菁慧，知識經濟(Knowledge Economy)，經濟知識資料庫，2003 年 2月 21日。（引自：
http://www.econ.nthu.edu.tw/DB/index.php?topCate=2&currentCate=210&contentID=105） 
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4 1982-1986 年，失業率界於 2.41-2.91之間，年平均失業人數約在 15萬人到 22萬人之間，此波
失業潮導因於兩伊戰爭及第二次石油危機，使得各國經濟陷於停滯，而導致世界景氣不佳，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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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漲從八十九年的 2.99％躍升到九十四年五月的 4.10％5，而景氣信號燈已由

九十一年三月黃綠燈升至目前綠燈的水準6，然而，九十一年至今之失業率卻維

持在 4.2％上下，顯示我國失業類型已有傳統循環性失業，邁入結構性失業。 

 

短期而言，解決結構型失業在於：開發或提供新的工作機會，使失業者在面

臨失業的同時，有一份工作選擇的機會，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則提供職業媒合的

機制。近年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需求之增加，使其大量產生，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以下簡稱為：私立就服機構）發展的同時，對於就業市場，促使資訊的流通，

有利於降低循環失業下因資訊不足，而產生的搜尋成本。對於就業之促進，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一定之功能。就業服務機構有遞增的趨勢，而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的產生，將使未來的就業媒合活動，變得更加多元，私立就服機構的重要性亦

將日亦重要（Jan Denys，1999）。傳統上企業尋找人才的方式，大多是內部徵才、
員工介紹、平面媒體、人力仲介公司介紹等方式，但至今產業快速變遷，人才需

求的質、量皆提升，傳統的徵才方式已難完全滿足企業需要，因此企業需要一個

更有效的就業媒合媒介（陳俊維，2000 年 6月）。 
 

現代各工業先進國多已建立就業安全制度，包括就業安置、職業訓練及失業

保險（薛文郎，1984 年 3月），而關於就業安置之部分，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
功能有高度的相關，傳統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職業媒合仲介之功能，然面臨

經濟發展全球化、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教育訓練必然成為因應競爭、企業成

長及個人發展的重要方法，儘管活絡市場及創造就業機會是解決失業的重要手

段，但唯有將工作與訓練相結合，才能突顯就業機會創造的意義與重要性，故現

今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營運之服務內容，更為廣泛及複雜，舉凡職業媒合、個人

性向諮詢、能力評估、教育訓練、諮詢服務、企業診斷、轉業服務、生涯規劃等，

皆為現今私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其功能由傳統職業媒合之單一面向，擴展

為職涯規劃相關之全方位經營，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業市場的運作，現代意義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之功能及角色，已然不同於以往。然而今日在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發展的同時，卻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例如：資訊社會下資料保護及網路

安全的議題、人力派遣機制下勞動者之權利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規範問題。在

這些議題下，國家法制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本身應扮演何種角色，皆值得我們深

思。 

 

 

 

                                                                                                                                            
經景氣衰退、勞動需求降低形成的失業現象，為典型的循環性失業。（引自：曾敏傑，中高齡失

業現況與變遷：1982與 1996 年失業潮之比較，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五期，頁 245，2001粘 6
月。） 
5 行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2005 年 6月。 
6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臺灣景氣指標月刊，2005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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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研究重點在於其所提供之功

能及所扮演之角色。研究重心在於分析：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在法制面及實際

運作中其功能與角色，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部分： 

     

一、法制及政策規定，對私立就服機構角色與功能所產生之影響。在政策及

法制層面，預期私立就服機構所應提供之功能與扮演之角色，在國際法

上與國內法中所預設之功能及角色，有何異同。 

 

二、以實證研究方式，探討在我國就業市場中，實際運作中，私立就服機構

所提供之角色及功能。其與國際法或國內法中所預設之功能及角色，有

何異同。 

 

三、我國私立就服機構所自我期許所應有之角色與功能。在我國就業市場

之實際運作中，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角色與功能，及其本身自我期許

應有之功能與角色，有何異同。 

 

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法（content or documentary analysis）及訪談法

（interviewing method）為主要研究方法。其描述如下： 

壹、文獻分析法（content or documentary analysis） 

人類的思想活動以及社會現象，經語言或文字的形式加以保存，即成為文件

(document)，若有系統的整理並保存文件，即成為檔案(archive)（吳明清，1991
年），所以文件及檔案是了解人類思想、活動、以及社會現象的資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就業服務理論文獻、就業服務機構角色與功能之

相關研究報告、著作、論文、期刊、及統計資料，加以研讀，作為檢討分析之依

據。文獻蒐集可分為下列三部分： 

一、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角色與功能之相關理論。 

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在法制及政策面所被賦予之角色與功能。 

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概述與發展。 

 

貳、訪談法（interviewing method） 

在社會學調查研究中，訪問法是一種普遍的蒐集資料的方法，也是社會研究

中經常使用的調查方法之一。研究理論及文獻之外，透過訪談加以實證，實證研

究資料之分析更為探討實務運作之重要過程，本篇論文擬訪問國內私立就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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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人，從而補足文獻分析之不足，並期待發現實務及理論之落差或異同。近

年來私立就服機構蓬勃發展，我國私立就服機構種類甚為繁多，礙於有限的時間

及資源，故本研究挑選我國主要私立就服機構（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對其

作個別作訪談。 

 

透過訪談，並輔以觀察現狀，實證分析我國私立就服機構的角色與功能，訪

談部分之研究重心在於： 

一、我國法制及政策規定，對私立就服機構所產生之影響。透過直接訪問我

國私立就服機構之辦事人員或管理者，詢問其在業務或工作進行中，受

到我國法制或政策面之影響為何。 

二、在我國就業市場中，實際運作中，私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角色及功能。

訪問我國私立就服機構之相關人員，探究其在就業市場中實際扮演之角

色及提供之功能。 

三、我國私立就服機構所自我期許所應有之角色與功能。蓋實際與預期經常

有落差，本部分即欲透過直接詢問私立就服機構相關人員，探究其預設

之私立就服機構應有之功能與角色為何。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我國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就業服務機構：指提供就業服務之機

構；其由政府機關設置者，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其由政府以外之私人或團體所

設置者，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故在我國法制面上，就業服務機構主要分為

兩大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我國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 

而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照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

定：「本法所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其設立目的分為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及非營

利就業服務機構，其定義如左：一、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謂依公司法所設立之公

司或依商業登記法所設立之商業組織，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二、非營利就業服

務機構：謂依法設立之財團或公益社團，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故在我國法

制面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主要亦分為兩大類：營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非營

利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其皆屬於我國法制

層面所定義之私立就服機構，然由於在目前之就業市場中，私立就服機構以營利

性質機構為多數，非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實屬少數，故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對象亦

以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為主，而非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為輔。目前，國內私立就

服機構因其所從事業務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有的以企管服務公司及顧

問公司為名，藉服務顧問之名，提供企業人力資源服務、會計服務並代企業徵求

人才；也有只從事國內人力重業之專業人力仲介公司；亦有因外籍勞工開放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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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專門仲介外籍勞工之公司。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以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為

主。若就私立就服機構仲介人才的跨國性與否，可將私立就服機構分為國內人才

仲介及跨國人才仲介，本研究將研究重點放在國內人才仲介，例如：派遣、國內

高階人力仲介、人力網站等，而就業服務之方式，可分為「實體」及「虛擬」二

種，諸如：派遣、高階人力仲介等，為實體媒合就業之方式；而新興之人力網站，

係利用網路平台，進行就業資訊之散播，進而達到就業媒合，為虛擬媒合就業之

方式。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仲介國內人才之營利性質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包

含國內提供虛擬及實體媒合方式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研究範圍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角色與功能，探討我國私立就服機構在就業

市場中所提供之功能，及所扮演之角色，研究私立就服機構在下列三部分之角色

及功能： 

壹、法制政策上所預設私立就服機構之角色與功能。 

貳、就業市場中私立就服機構實際之角色與功能。 

參、私立就服機構自我期許之角色與功能。 

主要探究私立就服機構在上述三部分之角色及功能，並討論三者之間的落差

及異同。 

 

本研究礙於資源及時間有限，本研究未能盡善盡美，其研究限制如下： 

壹、本文研究範圍，由於時間、能力、資源之限制，無法對所有的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加以分析，無法完整呈現出私立就服機構所有功能與角色。 

貳、近十年來我國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興起，迄近幾年來，彈性化及非典型之人

力運用下，私立就服機構順勢蓬勃發展，故我國私立就服機構不論在種類或

數量上，皆為數繁多，筆者於訪談對象之篩選時，未能將所有分類之私立就

服機構逐一訪問，故僅挑選其中重要或主要類別之私立就服機構，加以訪問。 

參、本篇研究係以「我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為研究對象，主要之研究對象以營

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為主，而非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為輔。然由於私立就服機

構之「私立」性質，故研究進行過程中，關於私立就服機構內部之營運狀況，

筆者無法取得其內部較隱密部份之所有資料，除尋求師長親友之幫助外，僅

能透過觀察或訪問得知，故研究必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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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部分，討論本文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

最後說明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主要在於說明本研究之架構。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部分，此章重點在於： 

壹、第一節為就業服務基本之探討。 

貳、第二節討論就業服務機構功能與角色之相關理論。 

討論就業服務機構之定義，及就業服務機構功能與角色之相關理

論，與理論上就業服務之目的與其工作內容。 

參、第三節為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比較之探討。 

首先討論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在功能、角色及其主要工作

項目之異同。接下來探討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關係。比較我國公立

及私立就服機構角色與功能及其關係。 

第三章討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發展背景及法制規範，此章重點如下： 

壹、第一節私立就服機構興起之就環境背景作一介紹。 

首先對職業介紹業之興起作討論，接下來探討經濟社會環境之變化

對私立就服機構之影響，最後說明國際勞工組織所通過之公約及建議

書，在私立就服機構上之相關政策進程與轉折，藉此來討論私立就服機

構功能角色之轉變。 

貳、第二節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發展現況。 

以相關統計資料對國際上及我國國內私立就服機構之發展現況作

說明，並對國際上及我國就業市場中，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分類作討論。 

參、第三節討論國際勞工組織對於私立就服機構之規範。 

首先討論國際法上對於私立就服機構所預設之角色與功能。接下來

以美國及日本為例，討論先進國家在法制面期待私立就服機構所應有之

角色與功能。最後探討我國法制及政策面上在規劃上，對於私立就服機

構預期之角色與功能。 

第四章為實證研究部分，回顧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並分析我國私立就服機

構之角色及功能，實證研究之重點在於： 

壹、我國法制及政策規定，對私立就服機構所產生之影響。 

貳、在我國就業市場中，實際運作中，私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角色及功

能。 

參、我國私立就服機構所自我期許所應有之角色與功能。 

第五章為本論文之結論部分，對本研究作出結論並提出檢討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