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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就業服務概念之討論 

壹、就業服務之定義： 
「就業服務」（Employment Service）最早由英國開始使用，不過英國早期稱

之為「勞動交換」（Labour Exchange），後改稱「就業交換」（Employment 
Exchange），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明定其為「國民就業服務」（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沿用至今，目前國際間，大多數國家亦日趨使用
Employment Service一辭（陳國鈞，1979 年）。就業服務一辭，依據大英百科全

書詮釋係為：「其現代意義等於人力政策之執行，凡確保勞動力之充分就業，而

執行的各種計劃，諸如：就業安置、就業訓練、失業年金保險、增加勞動及行業

移動的種種措施、職訓與職教方案、貸款創業、就業市場研究與預測、低素質勞

動力之專案輔導，均屬之。」，一般而言，就業服務簡單的說就是：人與事的結

合，達到人盡其才、適才適所知境界，使勞動市場中的人力得以充分運用，廠商

也能找到適合的員工，進而提升國家社會之和諧及整體競爭力（金士平，2003
年 10月）。就業服務係促進「人」（求職者）與「事」（求才者）供需雙方「結合」
的過程，故就業服務需同時考慮到求職者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及就業市場概況與

求職條件之需求（詹火生、楊瑩，1995 年）。因此就業服務之積極意義，乃依其

專業功能，加強就業市場組織，掌握人力供需動向，迅速傳送職業訊息，並提供

必要之職業輔導，使求職求才者，不會因為就業市場資訊之不流通，而產生摩擦

性失業（吳錦才，1992 年）。 
 

就業服務係指荐舉人力填補職缺，及提供適當就業機會推介尋找工作者就

業，以平衡勞動供需，因應經濟發展人力需求，並藉以促進社會安定等服務措施。

就業服務常因其角色定位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服務內容。美國職業心理學家 J.O. 

Criter 認為，公共就業服務僅扮演「倉儲」(clearing house)角色，平時儲存

人力及職缺，要利用時才取出媒合；經濟學家 L.P Adams 也認為就業服務僅提供

求職人與求才雇主自由選擇的一種勞動交易服務過程。英國於一八八五年在耶漢

（Egham）所設的耶漢職業換所（Egham Free Registry），及台灣地區於民國三

十五年起各縣市政府所設職業介紹所，都將其角色定位於此，故提供求職、求才

登記，及推介就業等工作。但隨知識的累進，就業市場需求的變遷，就業服務的

角色，也從「中介者」(broker)擴大到適才適所目標的達成，所以服務內容除職

業介紹外，還包括就業諮詢、職業分析及就業市場資訊的提供等。到一九六○年

代中期，歐美部分國家更以「人力服務」取代「就業服務」一詞，使就業服務在

就業市場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服務內容進一步擴充到激勵國民就業意願，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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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力流動，提供技能訓練，發展人力資源；於勞動需求衰退時期或地區，開創

就業機會，以有效運用人力；穩定臨時性、季節性就業，以提高平均國民生產力；

提供企業單位人事政策諮詢服務，使就業市場更有組織；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失

業給付，確保勞動者的經濟安全；爭取國家資源分配，促進在就業市場競爭能力

薄弱者就業1。 

 

由上述可知就業服務一辭，有各種解釋，再加以說明如下： 

（一）美國一九五一年社會工作年鑑（Social Work Year Book 1951）：就

業服務係一些專門的機構或辦事處，對於求才者及求職者發揮媒介效

能（陳國鈞，1984 年）。 

（二）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就業服務是替工業與勞工服務的一個重要的社

會組織，其主要功能是使工人及雇主得以發生聯繫，使招募工人的安

插得以順利進行，就業服務是需要勞工的雇主與需要工作的工人，中

間的一個連結物（王雲五主編，1976年 9 月）。 

（三）就業服務是政府為便利人力供需者與需求者相互配合，以達到人人有

是作、事事有人作的社會福利（陳國鈞，1984 年）。 

（四）就業服務是政府協助國民就業謀職的服務措施，其目的不僅是要人人

有事作，而且要求人與事達到適當地結合，使人盡其才、事得其人，

達到全民充分就業（蔣榮椿，1984 年 6月）。 
（六）就業服務乃是為解決就業市場上求職者與求才者因地理、技術等等因

素，彼此間資訊之不足，而發生不能相互配合的情況，及就業市場中

人求事或事求人不協調的狀況，就業服務即是為此不協調的狀況，提

供一種人力運用的廣泛服務措施，以平衡就業市場之供需，使人盡其

才、事得其人，達到國民充分就業，促使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孫美

容，1999 年 7月）。 
 
就業服務的角色與功能不限於職業介紹，就業服務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既為

求職求才者之間的媒介，故須瞭解求職者及職業與就業市場之需求，如何瞭解求

職者，包含：價值澄清、就業能力的瞭解、職業性向、工作性格等；至於對於職

業之瞭解，從靜態來講，可透過職業分析，瞭解職業內涵，從動態而言，則為掌

握與研究就業市場的變動（郭振昌，1994 年 12月）。就業服務係指透過調節人
力供需，促進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雙重目的的服務工作，是實施方式上，宜採「主

動」服務為策略，即先分析就業市場人力供需狀況，籌謀調配的策略，主動開拓

就業機會，以達人力供需平衡，就業服務須同時考量求職者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及

就業市場概況與求才者之需求，茲以下圖表示（郭振昌，2000 年 2月）： 
 

                                                 
1 http://www2.evta.gov.tw，就業安全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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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結合------------------------職業 

                                    職業內涵 

價值觀          職業輔導            工作內容 

能力            就業諮詢            方法技術 

體能            職業介紹            工具材料 

智能            安置就業            執行成效 

技能            就業隨訪            產品服務 

溝通能力                            環境安衛 

性向                                時間地點 

興趣                                待遇福利 

氣質                                升遷展望 

經歷                  就業市場供需現狀與展望 

圖 2-1 就業服務時應考量之因素 

 

隨著社會變遷、經濟進步與勞動市場發展等因素，就業服務的性質仍在持續

演進中，趨向於「人力運作中心」（Manpower Center）。就業服務之職能，不再
只是受理求才求職登記，就業服務更需要推行就業訓練，使人力之技能符合企業

所需，甚至還須配合失業（就業）保險，辦理失業登記，或進行勞動力調查及人

力規劃，使人力資源較充分的開發（金士平，2003 年 10月）。所以現在意義的
就業服務，係指為解決就業市場上，求職者與求才者因地理、技術種種因素，彼

此間資訊的不足，而產生不能配合的情況，為便利人力供需雙方之相互配合，進

而產生「中介者」（Agency），透過提供工作資訊、就業諮詢、推介就業、職業
重建2及職業訓練等方式，來媒合求職者與求才者，以輔導國民就業之各種服務，

進而達到「事得其人」、「人盡其才」、「適才適所」的目標（成之約，1990 年 3
月）。 
 
貳、就業服務之功能及目的 

經濟學家將「勞工流動」（Labor mobility）定義為：勞工在勞動市場的進出，
以及勞工在不同職業間、產業間、區域間或企業間的工作轉換，而勞工流動的經

濟動機就是要追求更高工資所得或效用。然而，不論是勞工在勞動市場的進出或

勞工在不同職業、產業間、區域間或企業間的工作轉換，其過程經常涉及許多成

本效益的考量，勞工流動並非如預期般地容易或單純，在諸多考量的流動成本

中，因為資訊蒐集與接洽而衍生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s）係其中重要的

成本項目之一，由於資訊流通或傳遞的便利性及速度影響到搜尋成本的高低，強

化資訊流通或傳遞的便利性及速度，自然可以達到降低搜尋成本及促進勞工流動

之目的。一般而言，隨著社會進步與科技發展，資訊流通、傳遞及取得更加便利

                                                 
2 根據林寶貴，特殊教育理論與實務，頁 911，台北市，2000。職業重建係指職業訓練、職業輔

導評量、就業服務、追蹤及輔導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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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然而，由於資訊的流通、取得及傳遞需要媒介，「中介者」（Agency）在此

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及功能。就業資訊的流通、取得及傳遞中，就業機構

（Employment Agencies）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其所提供的服務與功能便稱之

為「就業服務」（Employment Services），換言之，「就業服務」之一般性定義，

係指「媒合求職求才者，以輔導國民就業之各種服務；是促進國民就業、減少失

業及轉業的主要措施」，具體而言，就業服務具有以下的功能及目的（成之約，

1990 年 3月）： 
第一、促進勞動力的供需平衡，達到「充分就業」與勞動者就業安全的目

標。 

第二、透過就業資訊之提供與諮商，以解決求職者資訊取得與尋職接洽的

困難，達到順利就業的目標。 

第三、協助勞力合理流動，以達到人力資源合理調配的目的。 

第四、協助身體、知能有障礙特定對象順利就業，以達到其自立與自足的

目的。 

由於「就業服務」具有以上重要功能與目的，國際勞工組織亦陸續針對就業

服務，通過與實施各項公約及建議書，例如：一九一九年通過之第二號公約，便

要求會員國建立一套公立就業服務體系，以確保就業政策目標之達成。同時，為

避免收費（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氾濫，一九四九年第九十六號公約特別要求

會員國，對私立就服機構做適當的管理。一九九七年通過第一八一號公約，肯定

私立就服機構於就業市場所提供之功能，並鼓勵公、私立就服機構合作，使就業

服務體系更為完整。 

 

就業服務的基本任務是職業介紹，而就業諮詢、雇主關係及就業市場資料發

布與蒐集等項目，亦屬就業服務之重要環節，有時被視為輔助性的服務

（Supportive services）（蘇秀義，2001 年 12月），然其重要性，隨著時代變遷，
愈顯重要，國內的研究者分析「就業服務」之重要性後，將其重要性整理為下列

八項，其說明如下（金士平，2003 年 10月）： 
      一、保障及改善國民生活。 

      二、滿足國民的需求。 

      三、促進經濟成長。 

      四、改善薪資結構。 

      五、促進人力移動。 

      六、減少貧窮產生。 

      七、減少社會問題。 

      八、維持政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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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將就業服務之重要性歸納為經濟、社會與政治三方面（金士平，2003
年 10月）： 

一、經濟：就業服務促進自由就業市場機能的運作、參與就業市場人力的

調適、促進人力移動、加強人力運用、提高生產力，有利國家經濟成

長。 

二、社會：就業服務推動就業市場運作，在就業能力薄弱人力的就業服務，

加強教育與訓練方式協助心理、身理、殘障及處於社會經濟不利者，

重建就業能力，有助於提高人力素質、調解人力供需和消除失業之

外，並滿足人民工作需求、促進就業平等、減少貧富差距，有利社會

安定。 

三：政治：就業服務幫助個人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滿足個人需求且有發

展機會，顧及到經濟及社會之安定，有利政治安定。 

上述為就業服務之重要性，亦為就業服務機構在理論上或理想狀態中，所應

提供之功能。 

論及「就業安全」，其總共涵蓋七個項目：包括總體經濟就業安全、個體經

濟就業安全、工作職務安全、所得安全、工作安全、技能再生安全和代表性安全

等。就業安全之促進，成為各國勞工政策之重點項目，其中「就業服務」之提供、

就業資訊之流通，為其核心項目。「就業服務」是諸多國際勞動基準的重要項目，

尤其是促進性基準（Standards of  Promotion）中的重要環節，希望透過資訊供
應、諮詢及輔導等方法，來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同時，由於就業資訊取得於就

業諮詢及輔導需要費用，為避免勞工的成本負擔，因而有廣為設立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的要求與建議，傳統上，囿於就業資訊的取得不便捷，以及限於勞工承擔就

業資訊蒐集成本的能力，「就業服務」的角色及功能大抵係由政府扮演，然而，

由於資訊科技之發達及傳播媒體的開放，訊息的傳遞與取得日益便捷，公立就業

服務的角色與功能受到質疑（成之約等人，2000 年 7月）。 
 

近半世紀以來，透過網際網路，以及電腦科技為基礎的資訊科技，正在重塑

商業及工作的基本面貌，創造無距離、無時差、高彈性經營、交易的工作環境。

新興部分時間工作、電傳工作、在家工作、派遣勞動級業務外包，逐漸取代傳統

固定、全時的典型工作，企業人力運用日趨彈性，產生就業不穩定或不安定的現

象（詹火生，2000 年 3月），而近些年來，青年人的失業近增加，不論是公部門
或私部門，皆致力於降低青年人失業的情況（Cheng Soo May and Warimu R. 
Mwangi，1998），在資訊化的時代，青年人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尋求登記的
比率增加了3，其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大量的網路媒合服務功能，亦有一定的相

關。現今，就業服務之提供，不再僅限於公立就業服務，隨著資訊科技之成熟、

國際化自由化的社經發展下，私立就業服務之興起與發展，為各國就業服務市場

發展的趨勢之一，其重要性亦與日俱增。 

                                                 
3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人力運用調查報告，表 31，92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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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就業服務機構之角色與功能 

壹、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定義 
國際上關於私立就業服務組織（Private Employment Service Institutes）之定

義，以國際勞工組織（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之定義為一般通用
標準，ILO自一九一九年成立至今，其制定私立就服組織相關之公約計建議書計
有：第三十四號廢止收費之職業介紹機構公約、第八十八號就業服務公約、第八

十三號就業服務建議書、第九十六號收費之職業介紹機構公約、第一八一號私立

職業介紹所公約及一八八號私立職業介紹所建議書。ILO 於各公約中對私立就服

機構之定義或其營運內容，做了概括性之介紹，其說明如下： 

 

一九三三年第三十四號廢止收費之職業介紹機構公約第一條4、及一九四九

年第九十六號收費之職業介紹機構公約第一條規定「取費之職業介紹機關」指下

列種類5： 

1.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介紹機構，即以直接或間接自雇主或工人獲得金錢上

或其他物質上之利益為目的而居間為某一工人謀求職業或為某一雇主供

給工人之任何人、公司、機構、經紀行或其他組織，但不包括並非完全或

主要以充作雇主與工人之中間人而出版之報紙或其他出版物； 

2.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介紹機構，雖非以獲得任何金錢上或其他物質上之

利益為目的但仍因上述服務而自雇主或工人收取入會費、定期捐獻或其他

費用之任何公司、機構，經紀行或其他組織之安置就業機構。 

 

第三十四號公約及第九十六號公約均將職業介紹機構分為營利及非營利兩

種，其時，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之私立就服機構，皆係指雇主及工人間介紹職業

之中介者。 

 

一九四八年第八十八號就就業服務公約及第八十三號就業服務建議書，主要

係在規定各國於就業服務及就業服務政策之基準，強調就業服務應以免費為原

則，應廢止營利之就服機構，並未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作較明確之定義。 

 

一九九七年之前，ILO 公約對於私立就服機構之定義係概括性之說明，僅將

其定位為雇主及受雇者之間職業中介之角色，然隨著社會經濟複雜性的增加，各

國私立就服機構多元化發展之下，現今私立就服機構扮演更複合之角色，故一九

九七年的第一八一號公約第一條重新私立就服機構，規定其為任何獨立於公權力

                                                 
4 ILO，Convention  No.34，§1，1933。 
5 ILO，Convention  No.96，§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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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或自然人，提供以下一種或數種勞動市場服務者6： 
1.提供求職求才的媒合服務，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不該為僱傭關係中的當事
人一方； 

2.僱用勞工提供第三方當事人運用服務，此第三方當事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
人； 

3.其他經主管機關與最具代表性雇主團體及勞工團體協商後，所決定有關求
職服務，例如：提供特定求才求職個案之資訊。 
 

其時，私立就服機構亦為求職者及求才者間的職業中介者，並承認私立就服

機構有雇主角色之扮演，例如派遣勞動下，派遣勞工與私立就服組織之關係。且

一八一號公約並不單純的將私立就服機構劃分為營利及非營利二者，並納入其他

經主管機關與最具代表性雇主團體及勞工團體協商後，所決定有關求職服務，使

就業服務機構由傳統概念中職業介紹業，更加擴充。 

 

而我國就業服務法第二條定義：「由政府之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之提供就

業服務之機構」。相較於 ILO 的定義，我國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的定義是較為抽象

的概括性定義。至於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其就業安全辭典亦對民營就業服

務事業（Private Employment Service Agencies）做了解釋：民營就業服務事

業，係指除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各級學校或職業訓練機構外，不論以收費或免費、

專營或兼營、營利或非營利，抑或獨資、合夥、公司或團體等，所設置從事職業

介紹及其他就業服務的事業者均屬之。此類服務事業是勞動供給系統的一部分，

有助於分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部分功能。民營就業服務事業包括：民營職業介

紹事業、勞工招募及勞工供應事業。所謂職業介紹事業，乃求職者、求才者向職

業介紹機構申請求職、求才登記，由職業介紹機構為之媒合介紹，使求職者與求

才者之間成立僱傭關係。勞工招募係指為自己或他人募集或勸導勞工受僱的行

為；至於勞工供應事業是基於勞工供應契約，使勞工為他人使用，亦即指工會依

工會法或團體協約法的規定，所從事免費的勞工供應事業。傭工介紹所是典型的

民營職業介紹事業，以介紹傭工為主要業務，但目前其所介紹的職業類別範圍較

廣。此類事業早先係納入特定營業管理規則的範圍，由警察機關管轄，民國七十

四年一月依「特定營業管理改進措施」將其劃出特定營業範圍，改依一般管理，

現僅須向經濟部申請登記為公司、商業的所營事業即可。隨著經社變遷，傭工介

紹所正日趨式微，目前多改以公司或管理顧問公司形態經營，除從事企劃、教育

訓練外，亦辦理職業介紹業務，其收費標準不一，但迄今仍無法律可予規範管理。

為促使民營就業服務的營運正當化及提升服務層次，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八日制

定通過並公布施行「就業服務法」，將之納入就業服務體系中加以管理7。 

 

                                                 
6 ILO，Convention  No.181，§1，1997。 
7 http://www.evta.gov.tw/book/des/safety04.html就業安全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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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討論，可知國際勞工組所定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以其功能、工

作項目來敘述私立就服機構；而國內法制所定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相對於

公立就服機構而言，由政府之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之提供就業服務之機構，為

私立就服機構。本研究綜合 ILO及國內就業服務法之定義，將私立就服機構定
義為：由政府之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之提供就業服務之機構，為求職者及求才

者間的職業中介者（Agency），為便利人力供需雙方之相互配合，其提供服務諸
如：求職求才的媒合服務；僱用勞工提供第三方當事人運用服務；提供工作資訊；

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等方式，來媒合求職者與求才者，以達到「事得其人」、「人

盡其才」、「適才適所」的目標。 
 

貳、就業服務機構之工作 

就業服務組織的工作，在組織完整的就業市場中，實施職業介紹、職業交換

之服務，加速人與事的配合，引導勞力過剩地區的求職者往勞力缺乏的地區就

業，並透過就業市場資料的蒐集、分析與報導，提供各地區內各行、職業人力供

需之資料，作為求職者謀職就業、資本家開工設廠的參考與國家研訂人力計畫的

依據。此外，提供職業指導服務，發掘個人興趣、能力，以選擇最適合本身性向

和智能之職業（蔣榮椿，1984 年 6月），茲將就業服務工作說明如下： 
 

一、職業介紹（Job Matching）： 

職業介紹是就業服務最主要的工作，以就業服務機構為工作與人才者間

的媒合中心，促使雇主及求職人，經由就業服務機構的媒介，彼此獲得最適

合的人才及職業。簡言之，職業介紹就是協助求職者覓得合適的職業，求才

者能募得合適的人才。職業介紹，有以求才條件為準，為求才雇主遴介適當

的求職人；亦有以求職條件為準，為求職人選擇適合的雇主；基本功能至為

單純，但欲行之有效，則須經過相當專業與複雜的程序，諸如：服務人員對

重要行、職業內容和生產過程的瞭解以及會談諮商等技巧（孫美容，1999
年 7月）。 
 

經由就業服務機構，媒介人與事，使求職者與求才者均能充分瞭解就業

市場供需之資訊，節省找尋之時間及精神，且經由人與工作的適當配合，消

除求職者從事不適合的工作或求才者僱用不適合的工作者，避免生產效能與

人力資源之浪費（孫美容，1999 年 7月）。職業介紹在是就業服務機構之工
作中是歷史最悠久的項目，也是最主要的工作項目，職業介紹就是在就業服

務組織內，建立求職者與求才者間資料交換的中心，雇主可透過此中心尋得

人力，求職者亦可透過此中心之安排獲取工作，就業服務組織應予以適當組

織，務使招募及安置就業有效（ILO，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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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交換（Employment Exchange） 

由於經濟資源在地域上分布的差異，及產業政策的影響，各地區經濟發

展程度因而有所不同，產業別亦不盡一致，因此，對人力需求，在數量及職

業別上各有所需，往往造成人力供需在地區間的不平衡現象。調節人力供需

為就業服務任務之一，故將促進勞動流動(labor mobility)列為一項主要功

能。職業交換就是將在本地區無人應徵的就業機會，洽請其他地區提供人

力，以滿足雇主對人力的需求；同時，將本地區無法找到適當就業機會的求

職人資料，提供其他地區，協助爭取就業機會，以推介其就業。透過地區間

人力供需的互動，以促進其平衡8。 

 

就業服務組織為發揮其媒介服務之績效，定期將組織內求職及求才之資

料，予以整理，然後再整理有效求才空缺及無法安置就業求職者的資料，據

以提供其他就業服務組織參考及運用，稱為職業交換。就業服務組織藉著與

其他就服組織間職業交換之進行，構成一個完整的就業服務網，當某一個就

業服務組織有求才空缺，而無適當人員可推薦時，或有求職者就業服務機構

之安排下，卻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就業服務組織就須借助職業交換，調

節人力需，就業服務組織為使招募與安置就業有效，於某就服單位不能安置

求職者或獲致求才者所須知人才時，應將求職求才空缺通知其他單位，是為

職業交換（ILO，1982）。 
 

三、就業諮詢（Employment Counseling） 

職業指導是指指導人們選擇（selecting）並準備（preparing）從事適

合個人職業（vocation）之工作（王雲五主編，1976年 9 月）。職業指導系

利用晤談與各種測驗協助求職者，認識自己本身的條件，與瞭解自己的性

向、興趣與潛能，並幫助求職者認識執業的本質、就業市場趨勢及社會需求

等，充分做好就業前的準備，以便獲得有發展前途並與本身能力相符之職

業，減少中途之失業或轉業（蔣榮椿，1984 年 6月）。職業指導乃運用科學
的方法及專業的態度，協助個人選擇職業、準備職業的過程（孫美容，1999
年 7月）。 

 

諮詢是一種二個人面對面會談的行動過程，其目的在協助接受諮詢者在

行為、觀念上有所改進，其困惑獲得解決。就業諮詢（Employment 

                                                 
8 http://www.evta.gov.tw/book/des/safety04.html就業安全辭典。 
從英文文獻中，經常可以發現推介就業(Placement)、職業交換(Employment Exchange)及勞動交換

(Labor Exchange)三個名詞交互使用，然依 Charles E. Odell的看法，三者的意指並非全然一致。
勞動交換一詞始見於英國一九○九年的勞動交換法(The Labor Exchange Act)，其法定意義包括：
商業委員會(The Board of Trade)得於適當地方設立並經營勞動交換，並得協助其他機構或個人辦

理勞動交換業務；商業委員會得透過其他途徑，蒐集、發布求才、求職資料。由此觀之，職業交

換工作中，包括推介就業的一項工作；而勞動交換，除在地區間交換就業資訊外，並包括求才、

求職資料的蒐集與發布。（引自：就業安全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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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就是協助個人解決其選擇職業、轉業及工作適應問題的行動過

程。就業諮詢是就業服務中一種高度專業性的服務工作，其成敗關鍵在於諮

詢人員對諮詢哲理的正確認識，對人類行為、職業世界、諮詢技巧等具有豐

富的知識，及其如何將這些理念貫徹到實際諮商行為上。就業諮詢的目的，

希望經由諮詢服務，協助個人解決選擇職業、轉業及工作適應問題後，能順

利找到一份適性工作，或參加適合個人性向、興趣、性格的職業訓練，或重

返學校繼續就讀，或重返原來的工作崗位，愉快的工作。一般接受就業諮詢

者多是遭遇就業障礙較多的求職人，但經諮詢後，其推介就業成功比率較大
9。 

 

不論是職業指導或職業諮詢均是完成職業安置的重要過程，其重點均在

指導個人如何選擇職業，利用專業的工作方法，使個人瞭解自己本身的條

件、興趣及目前與未來就業市場的狀況而作就業準備，經由良好的選擇及適

應，提高就業安置率，減少就業後的異動率，進而提高就業市場人力運用之

素質與供需的均衡發展（孫美容，1999 年 7月）。 
 

四、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 

職業訓練的英文名稱為「Vocational training」，德文為

「Berufsbildung」，係指為準備就業的準勞工或已經就業的新進員工與在職

勞工，為傳授其就業所需的職業技能，或提升其工作上所需的工作技能與相

關知識，所實施的各種訓練。依照我國現行「職業訓練法」規定，所稱職業

訓練係指對未就業國民所實施的職前訓練，及對已就業國民所實施的在職訓

練。實施方式分為養成訓練、技術生訓練、進修訓練、轉業訓練及殘障者職

業訓練。依照日本「職業訓練法」的規定，所謂職業訓練係指為開發及提高

求職者或受僱者職業上所必需的能力而實施之訓練。目前亦有人將「職業訓

練」一詞作擴張解釋，而泛指一切培養或增進職業能力的各種訓練活動10。 

 

早期私立就服機構鮮少提供教育訓練，然今日較具規模的就服機構皆會

提供職業相關的教育訓練，或學習進修之機會。以國內人力仲介公司 Career
就業情報公司為例，其提供之服務，除傳統職業媒合仲介之外，為求職者或

企業員工提供學習進修課程，亦為其核心業務範圍之一，例如：電腦教育、

語言學習、經營管理、證照考試等課程，皆為其經常運作的課程，並提供協

助企業辦理在職訓練或進修教育，其採使用者付費，求職者或接受訓練之企

業，通常須負擔部分訓練費用。不僅 Career如此，國內其他較具規模的人
力仲介公司，如：1111人力銀行、精英人力仲介公司等，皆有提供相同或
相似之服務。由此可見，教育或職業訓練不在僅限於學校或公立訓練中心之

                                                 
9 http://www.evta.gov.tw/book/des/safety04.html就業安全辭典。 
10 http://www.evta.gov.tw/book/des/safety05.html就業安全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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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教育或職業訓練，亦成趨勢，為新興教育訓練

之管道。 

 

五、就業市場資訊的蒐集、分析與發佈 

所謂就業市場資訊（Employment Market Information）係指就業市場

動態及影響因素、勞動力特質、以及人力供需媒合過程紀錄等各種資訊而

言。這類資料的蒐集，有助應用者判斷整體就業市場實際運作狀況，或消除

因缺乏就業機會與勞動供給資訊所造成的摩擦性人力供需不平衡現象。因

此，就業市場資訊的內容，應依需要資訊的對象不同而作不同的選擇。對求

職人而言，最關心就業機會、工作條件及事業發展等資訊；對求才者而言，

最想瞭解當地就業市場的工資率、各職類人力的供應是否充裕，以及各企業

或各行業間對勞力的競爭情況等資訊；對就業有關的行政主管與規劃人員而

言，最想知道人力供需或其盈缺、失調原因的分析等資訊。針對各界不同的

需要，以及各地區不同的特性，就業市場資訊的彙編，即應以滿足求職人、

雇主或其他應用者的需要為導向。綜合言之，一般就業市場資訊應包括：人

口結構資料、全國經濟變動情勢、地區性工商活動報導、教育統計資料、人

力資源資料、職業訓練消息、求職求才消息、勞動條件資料、職業指導資料

報導、技能檢定消息、新職類特徵報導、有關法令增修訂報導等資訊11。 

 

就業服務組織從事就業市場資訊的蒐集、分析與發佈，其目的係在研判

與測定該地區內經濟及社會力量與就業市場的關係，也就是分析該地區各

行、職業目前就業之情形、勞力供需之狀況及預測未來的發展。求職者可以

利用就業市場的資料，選擇職業或規劃其生涯；企業主在選擇設廠地點或制

定生產計劃時，可以依照就業市場資料，瞭解該地之人力供需情形，必能充

分利用當地人力資源；政府可藉由就業市場資料，擬定人力政策，制定相關

計劃。就業服務機構為有效招募及安置人力，其與其他機構、工會及雇主合

作，蒐集、分析有關全國、各地區及各行業僱傭市場之情形，及其可能如何

演變之充分情報，並迅速有系統的將此情報提供給相關機關、雇主、勞工及

社會（ILO，1982）。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成立，最初所提供之服務項目以「職業介紹」為主

要項目，至今，「職業介紹」依舊為多數私立就服機構核心工作項目之一，

然隨著社會複雜化、經濟環境之改變，私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或功能漸

擴大，欲達到求職端及求才端有效媒合，私立就服機構需提供更多服務，例

如：提供教育訓練予求職者，使其技能能符合就業市場所需，已達到就業媒

合。 

 

                                                 
11 http://www.evta.gov.tw/book/des/safety04.html就業安全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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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服務機構之功能 

國內研究者研究我國就業服務體系，認為我國當前就業服務體系應提供下列

五項功能，茲整理為下表（李庚霈，2002 年 12月）： 
 

表 2-1 我國當前就業服務體系應提供之功能 

一、 

就建立「經濟性目標」而言 

1.誘導人力參與建設，以導到質、量並重。 

2.抑制通貨膨脹，紓解失業壓力。 

3.改進人力資本。 

4 減少人力浪費。 

二、 

就建立「社會性目標」而言 

1.積極協助民眾脫離貧困。 

2.引導謀職者獲致理想適性之職業。 

3.降低社會成本。 

三、 

就「個人」功能而言 

1.協助個人增加所得。 

2.減少失業。 

3.提高個人滿足感。 

4.減少個人對家庭社會的依賴。 

5.增進個人身心健康。 

6.改善個人家庭物質生活及促進家庭關係的和諧。

四、 

就「雇主」功能而言 

 

1.協助解決技術人力的瓶頸。 

2.協助滿足人力得需求。 

3.提高企業整體的生產力。 

五、 

就「政府」功能而言 

 

1.平衡所得分配。 

2.增加國民總生產。 

3.減少失業現象。 

4.促進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 

5.減少返社會行為。 

 
從上述就業服務機構之功能及先前所討論就服機構之工作項目中，加以整

理，可分析出就服機構所提供之功能及角色，再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對就業服務組

織功能之分類，可分列為下列五項，茲整理說明如下： 

 

一、經濟功能 

在國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源的開發與應用乃其關鍵因素之一，

而就業服務之推展，係人力資源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從就業服務工作內容中

的求才、求職服務、職業介紹等工作來看，其提供就業市場中勞動者及求才

者媒合的場所，迅速有效地促進人與事的結合，使人力資源在量上，得以較

充分的運用，如此，勞動參與率提高，使更多勞動者投入生產行列，而創造

經濟利潤；另一方面，就業服務工作中的職業輔導、就業諮詢、職業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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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勞動者更加了解本身的性向及工作之內涵，可獲致較理想之職業，

求才者亦因該工作之執行，而獲致較合適之勞工（孫美容，1999 年 7月）。 
 

就業服務組織的工作，在組織完整、完善的就業市場中，將發生下列兩

種經濟功能（蔣榮椿，1984 年 6月）： 
1.由於就業市場的組織，使得勞動者與就業機會迅速媒合，將摩差性失

業減至最低。 

2.使更適合的人擔任更適合的工作，因此生產力在可能範圍將增至最大

限度。 

 

二、社會功能 

工業化的社會中，失業問題乃為主要社會問題之一，一般而言，失業可

能會引起下列不良之效果（蔣榮椿，1984 年 6月）： 
1.職業收入是個人與家庭生活支出的主要來源之一，對於個人及家庭而

言，失業會使收入減少或中斷，失業者可能失去生活依靠，或被迫降

低生活水準。 

2.職業是個人社會生活的中心，失業會使個人從事社會的活動大為降

低，以致於會導致沮喪、信心受挫。 

3.個人或家庭所得降低或中斷，將可能使失業者去從事違法活動，犯罪

將會增加，因而造成社會不安。 

 

就業服務組織藉著職業介紹、職業交換，使得失業者能和就業機會媒

合，獲得工作；如果失業者是因為技能技術不足，而無法在就業市場獲得工

作時，就業服務組織可藉由提供就業訓練，使失業者獲致工作技能及工作，

故就業服務之運作，可減少失業問題，具有社會功能。就業服務機構於失業

情況發生之時，對於失業者之情況予以個案輔導及安置，輔以就業訓練提昇

失業者之工作能力，皆可促使失業者早日回到就業市場，解決其失業問題，

因而改善失業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不論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私立就服機

構，在今日分工精細之社會中，提供就業機會與訊息，使人與事相互配合，

以某適才適所，減少失業或消除低度就業現象，並充分利用社會資源，與社

政、勞工及公私立企業辦理聯合就業服務或徵才活動，係屬一項積極性的社

會福利工作（孫美容，1999 年 7月）。 
 

三、教育功能 

就業服務機構之工作業務除職業媒介之外，現今，不論是公立或私立之

就業服務機構，皆提供其求職者教育進修之機會或資訊，亦會提供其求才企

業或合作之公家機構相關員工教育之機會。以國內人力網站 1111 人力銀行

為例，其網頁基本劃分為四區：求職、求才、進修及創業四區，在進修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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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有：證照認定、進修課程、留學資訊、公職考試等相關訊息，其

開設之進修課程有免費及收費二種，課程內容從電腦技能、證照考試、語言

進修到上班族彩妝講座皆有12。 

 

就業服務機構亦經常與業務區內國中、高中職或大專院校，經常合辦推

展在校學生或應屆畢業生之就業輔導工作，舉辦各種性向、興趣測驗，提供

就業市場資訊，透過職業分析、就業座談、建教合作及企業參觀等方式，使

學生在離校前，能先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念、增進就業市場之常識，同時以委

託代訓與合作訓練之方式，利用學校的設備及技術，培育各工業技術之人

力，並對應屆畢業生予以短期之訓練，以利於其就業（孫美容，1999 年 7
月）。由此可知，就業服務機構除職業媒合外，更提供一定程度之教育訓練

之功能。 

 

四、政治功能 

就業服務機構經常須配合政府人力發展政策，推動各項人力運用措施，

為就業市場供需雙方作妥善媒合，促進各地勞動力之調配，以減少失業所引

起之各項社會問題，具有社會和諧、政治安定之效果。同時，辦理就業諮詢、

職業輔導與就業訓練，可以提昇技術水準級就業品質，促進工商發展，又辦

理技能檢定、技能競賽等工作，可建立技能認定之標準，提高技術人員之地

位，適應國家建設及發展需要（孫美容，1999 年 7月）。 
 

五、國防功能 

就業服務機構在平時負擔社會安定、經濟服務之功能，一但發生戰爭，

就業服務機構可以是當利用其就業市場資料專技人力現況之調查，平時分類

建檔，戰時可作為人力徵調之依據，可發揮人力動員之功能（孫美容，1999
年 7月）。 

 

筆者認為上述功能中，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之功能係以：「經濟」、「社會」

及「教育」為主軸，而「政治」及「國防」功能，係為引申之功能。無論是公立

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求才媒合服務，皆為其核心業務之一，因為求職求才

媒合服務所以達到就業媒合，因而產生「經濟功能」及「社會功能」，而就業服

務機構之「教育功能」為多數就服機構所努力的方向之一，期許透過教育訓練，

達到技能提升，進而促成就業媒合。「政治」及「國防」係因就業服務機構掌握

人力資料而產生之效果，故筆者以為「政治」及「國防」二項功能，並非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成立所欲企及之功能，所以認為其為引申出來的功能，非本研究之重

心。 

     

                                                 
12 參考：http://www.1111.com.tw/。1111人力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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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關係 

就業服務係輔導國民就業、調解勞動力供需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措

施，其制度設計必須因應勞動情勢而適時調整。長期以來，政府主管單位基於保

障求職者的權益，一直將就業服務視為公共服務，由公立就服機構負責提供，對

於私立就服機構則採消極抵制的態度，不僅未輔導經營，且對收費項目或收費標

準為諸多限制，使得國內就業服務公營色彩極為濃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服務

內容上，鮮少提供性向測驗、求職訓練等就業服務與諮詢，由於過去國內就業情

況較為良好，民眾對就業服務之需求不高，且失業者多屬摩差性失業，故公立就

服機構的功能並未受到太多質疑。然近幾年來，國內就業市場快速演變，傳統製

造業急營造業的就業機會相對萎縮，代之而起的是高科技產業與高專業的服務

業，由於產業結構迅速調整，再加上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國內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而主要失業類型由摩差性轉為結構性與循環性，在就業型態方面，為增加人力運

用彈性、降低勞動成本，國內雇主對部分工時、定期契約工、派遣勞動、勞務外

包等非典型僱用的需求增加，隨著私立就服機構的大量興起，公立就服機構所提

供的功能被取代，其影響力亦下降（辛炳隆，2002 年 12月）。 
 
    公立就服機構通常被視為政府協助失業勞工再就業的公部門，因此，長期以
來，公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大多是一般性的就業服務，公立就服機構為政

府政策之執行者，相對於私立就服機構而言，處於較被動之地位。而私立就服機

構為私營機構，需滿足雇主人才招募之需求，在人才資料庫及業務拓展上，皆須

符合時代需求。對大部分的私立就服機構而言，需著重：人力資料庫精確與更新、

職缺及履歷之多寡，故其拓展雇主業務之外，亦須注重開發求職者之服務，故相

對於公立就服機構，私立就服機構之角色較為主動、有效率（陳彥伯，2003 年

10月）。 
 
就業服務之基本任務在於「調適」就業市場人力的供需，協助求職者與求才

者作最佳的選擇，為勞力供需雙方作妥適的媒合，以減少摩差性失業，並促進地

區性勞動力的流動。至於我國現行公立就業服務之法定任務，在於民國八十一年

所公佈並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修訂之「就業服務法」中，其規定於第十四到第三

十三條，我國勞工委員會亦根據就服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於九十二年修訂發布「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在這些法令規定之中，可清楚瞭解我國公立就服機

構所應負責之工作，其中以免費提供就業服務之媒合，為任務主軸（金士平，2003
年 10月）。 
 

根據上述法令之規定，在公立就服機構之功能上，涵括面向甚多，其中涵括

的有：求職求才登記；職業介紹；就業市場資訊之蒐集、分析與發布；提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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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與雇主服務；協助區域內學校辦理畢業生等專案之就業服務；推介有需求之

求職者參加職業訓練，並協助推介其結訓者就業；特定對象之就業服務，例如：

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勞工失業給付之辦理，並推介其就業或參與職業訓練；相關就業津貼或補助金之

發放；推介退伍者就業或參加職訓；受理外勞求才登記及見證與雇主之轉換；就

業服務宣導；其他上級政府交辦之事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工作如下13： 

一、職業介紹：凡年滿十五歲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需要尋找工作

之被資遣員工均可持國民身分證向各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辦理

求職登記。 

二、職業交換：當求才雇主所徵求之人才或求職人想擔任的工作，在他辦理

登記的就業服務機構服務地區內無法找到適合的人才或就業機會時，該

機構會以電話或通信方式向其服務地區以外之就業服務機構代為徵求

人才或要求提供就業機會以協助求才雇主或求職;者找到理想的人才或

職業。 

三、就業諮詢及職業輔導：包括職業心理測驗、個案諮詢、職業探索、提供

就業資訊，宣導正確職業觀念等。 

四、雇主服務：  

(一)雇主聯繫：以訪問或舉行座談會方式，瞭解雇主在人力運用方面的

問題及需求，並提供必要的服務。  

(二)代招代考：以刊登求才廣告，辦理報名及甄選測驗等服務，協助雇

主解決大批用人之困難。  

(三)協助適性分派工作：運用職業心理測驗工具，協助雇主瞭解新進員

工之潛在能力及興趣，以為適性分派工作之參據或作為昇遷甄選之

參考。 

五、就業市場資料之蒐集與報導：蒐集各地區人力運用狀況資料，並加以分

析報導，供企業界或求職者設廠、求才或選擇就業機會之參考。 

 

由此上述可知，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之基本任務約有下列幾點（詹

火生等，2003 年）： 

一、辦理求職與求才登記，以及提供雙方所需之媒介服務。 

二、作為勞力供需雙方交換的場合。 

三、辦理生涯輔導與就業諮詢功能。 

四、蒐集、分析與發布地區性之就業市場訊息，包括統計調查與工作分析，

必要時尚須作就業趨勢預測，以及其他就業市場有關研究分析。 

五、為殘障者、中高齡轉業者、新進青年人力及合法外籍移入人口等就業能

力較為薄弱的群體，提供專案性服務。 

六、配合政府人力政策，推動有關人力運用獎勵措施。 

                                                 
13 http://www.evta.gov.tw/employee/unemploy1.htm職業訓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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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助不易就業或轉業者，接受職業訓練或轉業訓練，提升工作技能，以

符合就業市場之需要。 

八、辦理申請失業給付與失業認定。 

九、受理外勞求才及雇主轉換。 

十、就業服務宣導。 

十一、雇主服務。 

     

我國公立就服機構亦遵照相關法令之規定，從事上述相關之業務，但由於業

務項目繁多，各機關囿於有限的人力及物力，因此著重之業務各有不同，但基本

上各公立就服機構之就業服務宗旨不變。此外，由於九十二年元旦起開始施行就

業保險法（以下簡稱就保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除推介就業外，在職業訓練的

安排及相關津貼之核發，及就業保險之申請、認定與核發上，公立就服機構皆辦

理政策執行者的角色。由此可知，我國公立就服機構之功能與角色，以非僅限於

傳統之就業服務，其本身已為國家推動就業安全政策中的主要推動者（金士平，

2003 年 10月）。 
  

傳統中，我國在政策或法制規範中，對於就服機構之運作，皆以公立就服機

構為原則，對於私立就服機構雖不打壓，但並不鼓勵，故傳統之就業市場中，職

業中介者以公立就服機構為主。然可預見的，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私立就服機

構的功能與角色將日益重要，而公立就服機構部分功能及角色將會被私立就服機

構所取代，故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公私立就服機構之關係，學者 Sergio Ricca研究
公、私立就服機構後，提出其二者有競爭、補充及合作三種關係（Jan Denys， 
1999），其說明如下： 

 
一、競爭關係 
藉由市場競爭提高就服機構的經營績效，是 OECD國家對公立就服機

構的改革方向之一，其常見的做法是：將過去公立就服機構同時是購買者機

供給者的角色，轉變為只有供給者之角色，政府才是購買者，政府可根據需

求向就業服務機構或就業服務市場購買服務，至於這些服務是否向公立就服

機構購買，則需視其服務及價格是否優於私立就服機構（辛炳隆，2002 年

12月）。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部分工作重疊，例如：求職求才登記；職業
介紹；就業市場資訊之蒐集、分析與發布；提供就業諮詢與雇主服務；協助

區域內學校辦理畢業生等專案之就業服務；推介有需求之求職者參加職業訓

練，並協助推介其結訓者就業等，這些工作公、私立就服機構皆有提供，在

從事上述工作時，公、私立就服機構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競爭關係。而相

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免收費服務的原則14，營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為

                                                 
14 就業服務法，第十三條「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辦理就業服務，以免費為原則。但接受雇主委託

招考人才所需之費用，得向雇主收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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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相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競爭力時，在市場壓力下，必然會提供更有

效益的就業服務，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的競爭，並未激烈到使任何一

方消失在就業市場的地步（Gillian S.Morris，1999），這時，公、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之間的競爭，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更有利於就業市場機制的運

作。 
 

二、補充關係 
就業市場有其一定的市場機制，雇主之求才就業機會刊登招募方式及管

道，相當多元化，除報章雜誌與親友介紹外，公私立就服機構亦為其中之一

種，然就公立就服機構而言，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在未來勞動市場將越來越重

要，但並不表示公立就業服務會被邊際化，也不表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數

量化因而減少（Bob A. Hepple，1999）。統計數字顯示，大多數的勞工求職
時所使用的求職方法不只一種15，在多種求職求才的方式之下，可能會使得

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產生競爭關係，然這種競爭關係是良性的，而公、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在介紹媒合的人員或組織上，有很大的差別，一般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處理的通常為勞動市場中，較高級勞動力階層的部分，而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通常處理較低階或基層勞動力的部分（Bob A. Hepple，1999），以
公立就服機構為例，其求職者以非技術或低技術為主。由此可看出公、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存在一種「互補」的關係。在各項求職方法並未相互排斥下，

求職者運用多種方式尋找工作，亦是人之常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功能之相互關係，對於求職者是一種互補的關係，有許多低技

術的基層勞工或中高齡勞工，並不會使用電腦，更不甚清楚何謂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但這些人可能認識社區中的某一個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而一些有地

域之便的雇主或團體，亦會就近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才，在這樣的條

件下，就業機會的媒合變得更有可能。 
 
三、合作關係 
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會產生「合作」的關係，在就業市場中，公、

私立就服機構皆扮演著就業促進之角色，故其皆可成為政府就業政策之推行

者，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合作關係（Phan Thuy、Ellen Hansen and David 
Price，2001），例如：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的資訊交換亦為一種重要
的合作關係。目前公立就服機構經常會視情況需要，將部分的業務內容交由

專家學者或相關民間團體辦理，以在行政人力為例，經常採用派遣方式，與

民間派遣業者簽訂派遣契約，由其派遣適當之人力，至公立就服機構工作（辛

炳隆，2003 年 12月）。例如：北市就業服務中心與 1111人力銀行之間交流
「工作意向」或「生涯規劃」的問卷及測驗，由 1111 開發，而北市就業服

務中心在對求職求才者進行媒合時，對求職求才者進行意向及生涯的分析及

                                                 
15 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人力運用調查報告，表 31-表 41，92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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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求職求才者更瞭解自己，有助於促進就業市場的穩定性，而民營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更可提供相關統計資料，使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更能瞭解就業

市場的變動。另外，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在校園徵才的就業服務上，亦會

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合作16。 
 
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的互補、競爭及合作關係，對於就業服務有正面

的作用，使不同技術或層級的求職求才者，在求職徵才時，有不同的選擇，而公、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間的競爭有利於就業服務機制的改善，其合作更使得民間及

政府的資源得到部分的整合，故對於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功能之相互關係，社

會應持以正面及鼓勵的態度，而這之間的規範，隨著就業服務市場的成長，更有

待政府法令及政策的界定。 
 
以現今的情況而言，辦理求職求才登記，提供求職求才者雙方基本媒合服務

及功能，無論公立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皆可勝任，但營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為

求持續經營，收取費用為必要，在費用收取有無這方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的競

爭力的較小，然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擁有的其他優勢，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較

缺乏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多為小企業，其效率佳、積極性高、較具彈性，以高

級人力工作者為例，這方面較高階的勞動力的媒合，可能即透過經理人搜尋公

司，俗稱的獵人頭公司，較有組織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配合勞動市場這方面的需

求，建立高級人力資料庫，主動的媒合求職求才的雙方。此外隨著就業服務市場

的成長，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增加的就業機會的資訊來源，擴大了訊息的總數量。

且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多為中小型企業，組織結構較彈性化，對於就業市場上供需

雙方的適應性較強，會隨著勞動市場的需要調整其功能架構。 
 

第四節、本章小結 

一般而言，就業服務簡單的說就是：人與事的結合，達到人盡其才、適才適

所知境界，使勞動市場中的人力得以充分運用，廠商也能找到適合的員工，進而

提升國家社會之和諧及整體競爭力，其積極之意義，乃依其專業功能，加強就業

市場組織，掌握人力供需動向，迅速傳送職業訊息，並提供必要之職業輔導，使

求職求才者，不會因為就業市場資訊之不流通，而產生摩擦性失業。隨著社會變

遷、經濟進步與勞動市場發展等因素，就業服務的性質仍在持續演進中，趨向於

「人力運作中心」（Manpower Center）。就業服務之職能，不再只是受理求才求
職登記，就業服務更需要推行就業訓練，使人力之技能符合企業所需，甚至還須

進行勞動力調查及人力規劃，使人力資源較充分的開發 
 

                                                 
16 http://cpa.dyu.edu.tw/project 行政院青輔會 94年度職涯諮詢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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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就業服務具有以下的功能及目的： 

第一、促進勞動力的供需平衡，達到「充分就業」與勞動者就業安全的目

標。 

第二、透過就業資訊之提供與諮商，以解決求職者資訊取得與尋職接洽的

困難，達到順利就業的目標。 

第三、協助勞力合理流動，以達到人力資源合理調配的目的。 

第四、協助身體、之能有障礙特定對象順利就業，以達到其自立與自足的

目的。 

 

就業服務組織的工作，在組織完整的就業市場中，實施職業介紹、職業交換

之服務，加速人與事的配合，引導勞力過剩地區的求職者往勞力缺乏的地區就

業，並透過就業市場資料的蒐集、分析與報導，提供各地區內各行、職業人力供

需之資料，作為求職者謀職就業、資本家開工設廠的參考與國家研訂人力計畫的

依據。此外，提供職業指導服務，發掘個人興趣、能力，以選擇最適合本身性向

和智能之職業，就業服務工作說明如下：職業介紹；職業交換；職業指導與就業

諮詢；職業分析；職業訓練；就業市場資訊的蒐集、分析與發佈。 

 

而一般而言就業服務機構之功能如下； 

一、經濟功能 

就業服務其提供就業市場中勞動者及求才者媒合的場所，迅速有效地促

進人與事的結合，使人力資源在量上，得以較充分的運用。 

二、社會功能 

就業服務組織藉著職業介紹、職業交換，使得失業者能合就業機會媒

合，獲得工作；如果失業者是因為技能技術不足，而無法再就業市場獲得工

作時，就業服務組織可藉由提供就業訓練，使失業者獲致工作技能及工作，

故就業服務之運作，可減少失業問題，具有社會功能。 

三、教育功能 

就業服務機構之工作業務除職業媒介之外，現今，不論是公立或私立之

就業服務機構，皆提供其求職者教育進修之機會或資訊，亦會提供其求才企

業或合作之公家機構相關員工教育之機會。 

四、政治功能 

就業服務機構經常須配合政府人力發展政策，推動各項人力運用措施，

為就業市場供需雙方作妥善媒合，促進各地勞動力之調配，以減少失業所引

起之各項社會問題，具有社會和諧、政治安定之效果。 

五、國防功能 

戰時可作為人力徵調之依據，可發揮人力動員之功能。 

 

國際勞工組所定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以其功能、工作項目來敘述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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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機構；而國內法制所定義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相對於公立就服機構而

言，由政府之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之提供就業服務之機構，為私立就服機構。

本研究綜合 ILO及國內就業服務法之定義，將私立就服機構定義為：由政府之
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之提供就業服務之機構，為求職者及求才者間的職業中介

者（Agency），為便利人力供需雙方之相互配合，其提供服務諸如：求職求才的
媒合服務；僱用勞工提供第三方當事人運用服務；提供工作資訊；就業諮詢及職

業訓練等方式，來媒合求職者與求才者，以達到「事得其人」、「人盡其才」、「適

才適所」的目標。 

 

傳統中，我國在政策或法制規範中，對於就服機構之運作，皆以公立就服機

構為原則，對於私立就服機構雖不打壓，但並不鼓勵，故傳統之就業市場中，職

業中介者以公立就服機構為主。然可預見的，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私立就服機

構的功能與角色將日益重要，而公立就服機構部分功能及角色將會被私立就服機

構所取代，故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公私立就服機構之關係，其說明如下： 
一、競爭關係 
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部分工作重疊，例如：求職求才登記；職業介紹；

就業市場資訊之蒐集、分析與發布；提供就業諮詢與雇主服務等，這些工作

公、私立就服機構皆有提供，故在從事上述工作時，公、私立就服機構之間

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競爭關係。 
二、補充關係 
一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處理的通常為勞動市場中，較高級勞動力階層的

部分，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通常處理較低階或基層勞動力的部分，在各項求

職方法並未相互排斥下，求職者運用多種方式尋找工作，亦是人之常情，在

這樣的情況下，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功能之相互關係，對於求職者是一種

互補的關係。 
三、合作關係 
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會產生「合作」的關係，在就業市場中，公、

私立就服機構皆扮演著就業促進之角色，故其皆可成為政府就業政策之推行

者，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合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