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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主義下Ķ績效ķ
與Ķ公平ķ的兩難：
έ៉ಶຽڇચវࢲົۤ۞טᐍგந̶ژ
Ղઉᕃ *

ϫāāѨ
壹、前言：轉變中的台灣就業服務體制
貳、文獻探討：契約主義的興起及其對就業服務體制的影響
參、台灣就業服務體制變革新貌：「目標－契約」治理體制
肆、失業給付對特定對象推介就業的排擠影響
伍、「績效」與「公平」的兩難：壓縮服務策略的後果
陸、結語：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在契約主義下的困局與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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ಥă݈֏Ĉᖼត̚۞έ៉ಶຽڇચវט
公共就業服務的主要目標在於就業促進，而其基本功能包括三方
面，首先是就業媒合安置，提供尋職者有效獲得合適工作的資訊與工
作機會，可藉由推介尋職者就業的制度來達成；其次是經濟安全支持，
提供尋職者失業給付或其它津貼以渡過失業期，可經由失業保險或是
就業保險制度來提供；第三則是提升就業能力，可透過職業訓練諮詢
服務的機制來促使尋職者之技能、知識與能力提升；原則上，這三者
之間在制度上若是能彼此相互聯結，所能夠發揮的就業促進功能將會
最佳。台灣在二○○二年之前的公共就業服務體制，基本上是以推介
就業制度提供的就業媒合功能為主，而在一九九九年初開辦的失業給
付制度只是附加在勞工保險條例內，並無單獨立法，因此只具有消極
性的失業給付功能，並未提供非自願性失業者積極的就業促進協助，
也就是失業給付與推介就業二項制度之間並未相互聯結，至於職業訓
練諮詢服務的機制則是尚未建立。
但是台灣在二○○○年到二○○二年之間，勞動市場結構出現明
顯轉變，勞動者在此時期面臨的勞動市場風險急遽擴大，承受各項風
險的人數均呈現上揚趨勢，不僅失業率大幅升高，從 2.78% 上升到
5.02%，而且非自願性失業者比例，也從二○○○年的 30.85% 上升到
二○○三年的 48.10%，增加幅度高達 17.25% 1。為了因應勞動市場風
險擴張下失業者大幅增加所形成的社會危機，台灣在二○○二年開始
實施就業保險法，導致台灣的就業服務體制開始出現重大變化。「就
業保險法」乃是台灣在二○○○年之後最重要的「就業安全」制度，
改變過去單純協助失業者渡過經濟困境的「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企
1

ྤफ़͔ҋࢍ 2000～2003 ѐ̝ˠ˧ྤࢍѐಡ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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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擴大政策功能，從經濟性功能擴充為社會、經濟功能並存，也就是
將失業保險整合既有的就業服務與職業訓練制度，強調不可消極地只
發放失業給付，而應該引進「工作福利」的觀念，積極促使失業者在
請領失業保險給付的同時，也接受就業推介與職業訓練諮詢，以提升
其就業能力，能夠早日重新回到勞動市場，獲得就業機會再就業。
為了配合就業保險法的實施，並且降低失業率，各項積極性勞動
市場政策也持續進行修正施行，包括失業保險給付、就業推介與職業
訓練諮詢相互聯結的「三合一就業服務」模式、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擴大公共就業方案、僱用獎助津貼方案、創業輔導方案、各類特定對
象的就業職訓計劃等，均可視為是整體「就業安全」政策的一部份。
「三合一」就業服務新制度的實施，改變了原有就業服務體制只能對
於提供「有限度推介就業協助措施」的情況，轉而邁向提供「積極性
勞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的新階段，其政策內
涵，主要包括五種政策措施：ᨧ「公共工作」（Public Job）、ᨨ「薪
資補助」（Wage Subsidy）、ᨩ「就業訓練」（Employment Training）、
ᨪ「公共就業服務」（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ᨫ「創業協助」。
在原有就業服務體制下，就業協助措施是以被動提供就業媒合服務、
有限的就業促進津貼為主，創業協助與公共工作均在特殊緊急狀況發
生時才採取，但是在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階段，五項政策相互聯結，
並且以積極主動方式大幅開展，擴大了就業促進的保護範圍與功能。
台灣在二○○二年實施就業保險法，使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出現重
大變化，也就是為因應二○○○年後的高失業率以及政府人力不足的
雙重壓力，因而在「目標管理」的原則下，大量導入外部的「勞務派
遣契約」進行治理，成為台灣就業服務體制運作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
面對此種新的發展情勢，本文想要關注探討的問題是：台灣就業服務
體制在導入「勞務派遣契約」進行治理時，在執行過程中產生的特殊
性問題為何？具體而言，對於特定對象失業者提供的就業服務，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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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過程中是否產生了服務不公平的問題？本文以下先就西方就業政策
學界針對契約主義的興起、政府在運用委外契約的執行過程中所產生
的「風險」問題進行討論，說明學界的分析觀點，特別是 Wearing 視
契約主義為國家為因應社會風險升高的一種「社會風險管理」機制的
觀點，再以台灣在二○○三年後的就業服務體制為對象，分析台灣就
業服務體制在導入勞務派遣契約的執行過程中，所產生的「組織管理
風險問題」、「失業案主的風險管理問題」、「派遣服務人員的道德
風險問題」等三面向的社會風險管理問題，最後則提出台灣就業服務
體制的未來改進建議方向。

෮ă͛ᚥଣĈࡗݵཌྷ۞Ꮈ
āā̈́၆ಶຽڇચវ۞טᇆᜩ
西方福利家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與勞動市場彈性化所帶來的高失
業問題挑戰，自一九九○年代中期起，均陸續展開公共就業服務領域
的改造工作，以強化國家達成就業促進的能力。Mosley and Sol (2001)
在分析公共就業服務組織的發展趨勢時就強調，由於受到「新公共管
理」（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的影響，「顧客導向、目標管理、
合作效能」三項新理念，成為西方福利國家在推動公共就業服務組織
改造的主軸支柱。具體而言，西方福利國家公共就業服務制度架構的
改造方向，是在「彈性化」的基本精神下，改變過往「從上而下」、
由中央政府主導控管就業政策制定及執行的模式，改而採取「分權化」
（Decentralization）的思維，降低中央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系統的獨
佔地位，並且促使中央政府與民間就業服務部門形成互補關係，各自
發揮不同功能，並相輔相成，使地方政府、民間組織、企業等各種不
同性質、類型的組織，能夠以不同的方式及管道參與，透過加強「核
心媒合服務」，強化公共就業服務的市場競爭能力，以促進民間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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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參與、訓練計劃委外辦理等方式，活化公共就業服務機構，
提升服務能力。而服務競爭能力的強化模式，展現在就業服務通路的
面向上，主要有「委外契約」
（Contracting-out）與「合作網絡」
（Corporative
networks）二種模式，使公共就業服務通路呈現出多元化的樣貌。「委
外契約」模式乃是藉由引進市場機制的相關資源，將公共就業服務的
部份業務，委託給政府外部的市場供應者，以提高公共就業服務計劃
的彈性與效率；而採取「合作網絡」模式，主要是為了改善公共就業
服務組織在執行就業服務計劃時，「水平方向」的合作聯結關係，透
過市場導向的合作機制，促使公共就業服務組織能夠與其它公私部門
組織建構合作網絡。
在上述二種新的服務模式中，又因「委外契約」模式快速發展而
受到廣泛矚目。將「委外契約」做為政策工具，導入運用至公共就業
服務領域的快速蔓延趨勢，代表著國家從直接提供服務的「供應者」
功能性角色上撤退（withdrawing）
，將自身角色限縮為「政策制定者」，
並且轉而採取更加市場導向的介入方式，藉由委外的民間組織提供求
職者直接服務。Yeatman (2001) 將此種發展趨勢稱之為「契約主義」
（Contractualism），意指國家運用「契約」做為一種政策工具的關鍵
原則，導入到管制性的就業服務公共領域中，取代國家原本自身提供
服務的輸送方式，Yeatman 強調，這是新自由主義思維主導下，國家
服務功能轉向市場與個人關係傾斜的發展趨勢，使個人化之公民與競
爭性市場之間緊密聯結，由市場提供公民獲得權利與服務。Yeatman
強調，新契約主義不僅僅只是將契約運用至各公共領域，更已經形成
一種「新公共政策體制」（New public policy regime），展現在公共
就業服務領域，則是促使市場化的就業服務體制形成，強調就業服務
的輸送必須依照市場競爭與效率法則而運作。Mosley and Sol (2005)
也認為，契約主義（Contractualism）成為當前公共就業服務體制發展
的新趨勢，顯示的深層意義是：西方福利國家的治理形式已經出現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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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變化，與傳統科層治理模式有所不同，已經有愈來愈多西方福
利國家的就業服務決策者，運用「委外契約（Contracting）」這項政
策工具，建構出政府、公共服務者（public servants）
、供應者（providers）
與案主（clients）四者之間新形態的制度性關係，形成一種新的「福
利國家治理形式」（New form of welfare state governance），此即「契
約主義的就業服務體制」，標誌著當代由國家所主導的就業服務治理
體制（Employment Service Governance Regime）運作過程中，契約主
義已經成為不可忽視的重要構成要素。
依照「契約主義的就業服務體制」觀點，Mosley and Sol 將當前
西方福利國家的就業服務體制區分為四種類型，每種體制類型均呈現
出 「 國 家 」 具 備 的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角 色 （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roles）、服務提供方式（Service provision）、服務輸送策略（Service
delivery strategies）、運用契約方式。第一種是傳統的「科層模式」
（Bureaucratic model），即中央政府制定就業服務的相關法令規範，
並由中央政府科層組織本身執行就業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在此模式
中，契約並不視為政策工具，中央政府制定的行政管制規則才是服務
輸送的基礎，因而政府具有主導性角色；第二種是「目標管理模式」
（Managment by Object model），即政府雖將契約主義的精神導入到
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但是其契約形式主要是透過政府部門之間（中央
政府及其派出機關、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內部行政服務契約來執行，
也就是中央政府以行政委任方式，授權派出機關或地方政府執行就業
服務提供的功能任務，因而中央政府雖然仍具有主導性的權威，但是
本身並不擔負執行服務輸送的角色，此外中央政府也可將特定的專業
性服務項目，委外交由民間組織來執行；第三種是「準市場本位模式」
（Quasi market-based） 2，在此模式中，政府導入契約主義至就業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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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中，使得就業服務的提供可以藉由委外契約方式，委託民間的
營利或非營利組織來提供直接服務輸送，同時政府本身難以執行的專
業化服務（Specialised service）也可以採用委外契約方式執行，例如
將就業訓練或就業諮商，委外給民營訓練或諮商專業供應機構處理，
由於委外契約之對象是經由公開的招標方式來決定，因此服務輸送的
市場競爭程度高，服務品質較不易維持穩定；第四種是「偏好供應者
模式」（Preferred-supplier model），即政府將就業服務委託給特定之
民間營利或非營利組織提供服務輸送，由於服務供應組織特定，因而
服務輸送的市場競爭程度較低，服務品質相對於準市場本位模式，則
較為穩定。
就契約主義的執行契約內涵而言，Sol and Westerveld (2006) 將
契約主義下的公共就業服務契約內容型態區分為三類，包括行政服務
契約（Administrative service contracts）、市場本位的服務提供者契約
（ Market-based service provider contracts ） 、 案 主 契 約 （ Client
contracts）。「行政服務契約」是政府與政府之間在行政體系內部訂
立的契約，通常是中央政府對所屬各地區派出機關或地方政府設定要
求的權利義務事項，以作為約束所屬機關達成任務之依據；「市場本
位的服務提供者契約」則是政府與民間就業服務組織之間訂立的契
約，政府會在契約內訂立對民間就業服務組織的績效要求標準以及報
酬給付方式；「案主契約」則是指就業服務提供者與個別的求職者案
主之間，針對案主個別就業需求訂立的就業服務契約，通常是以「就
業協定」（Employment Deal）或「就業行動計劃」（Employment Action
Plan）為名，在案主契約內會設定彼此的權利義務，如就業諮商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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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定期完成的諮商次數，而求職者案主則必須定期接受就業諮商員提
供的諮商服務與求職要求。
隨著契約主義導入就業服務體制的發展趨勢日益興盛，政府在運
用委外契約的執行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問題，也開始受到西方就
業政策學界的關注。Bruttel (2004) 採取代理理論（Agent Theroy）3 的
觀點，比較分析澳洲、荷蘭、英國等三國在導入委外契約至公共就業
服務體系，委由民營組織執行推介就業服務的服務輸送過程中，均出
現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也就是民營組織為提升效
率，未能完全依照契約執行，但是三國由於因為「提供誘因」、「資
訊管理」、「控管方式」等三種「治理機制」（Governance mechanisms）
的設計差異，因而使得道德風險的呈現樣態有所不同。Struyven (2005)
同樣以荷蘭、英國、澳洲等國進行比較研究，指出在準市場本位模式
的就業服務輸送體系中，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效率」（Efficiency）
與「公平」（Equality）之間的兩難，因為接受委託契約的民間營利
性服務提供組織，往往基於提升競爭效率的持續要求壓力，對於難以
媒合安置的特定對象失業者 4 ，提供的是差別待遇的就業服務，因而
3

4

ֶ Arrow (1985)Ă൴Ϡ؎۰ᄃந۰̝มࡗݵᙯܼ̚۞፟ົཌྷᙷݭĂΞડ̶
ࠎ˟ĂӈĶͅШᏴፄķĞAdverse selectionğᄃĶᇇࢲᐍķĞMoral hazardğĂ
ٙᏜĶͅШᏴፄķߏ൴Ϡд؎۰ᄃந۰̝มإϏฟؕϹ݈ٽă҃؎۰˵إ
Ϗᒔۢந۰ਕ˧۞ྤੈ݈ĂЯѩ؎۰Ξਕົઇ̙ځം۞ந۰ᏴፄĂனĶٙ
ܧˠķ۞ଐԛć҃Ķᇇࢲᐍķߏ൴Ϡд؎̏ࡗݵགྷᘪޢؠĂҭߏ؎۰ᙱ
ͽۡତ៍၅ந۰ҖજĂЯѩڱቁۢந۰дેҖ࿅̚۞ҖજߏӎЪٺјώͽ
̈́ѣેҖᄱĄ
дѩٙᏜপؠ၆෪εຽ۰ĂҘ͞Ӏ઼छ˘ਠߏܜഇεຽ۰ă̚᛬εຽ۰ă֗
͕ᅪᘣεຽ۰ăܦѐεຽ۰ăࣧҝϔεຽ۰Ą҃дέ៉ĂΞ̶ࠎ 2 ̂ᙷĂௐ 1 ̂
ᙷߏֶಶຽڇચڱௐ 24 ୧۞ఢؠĂ̚᛬εຽ۰ă͕֗ᅪᘣεຽ۰ăࣧҝϔ
εຽ۰ăϠ߿Ԭӄ͗εຽ۰ăፉछࢍ̃εຽ۰ăՀϠ᜕ܲˠεຽ۰ඈ̱ᙷĂჍ
ࠎĶֶڱᄮؠķ̝পؠ၆෪εຽ۰ĂֶڱυืᐹА೩ֻкีםӄྤćѩγĂௐ
2 ̂ᙷͽߏĶҖ߆΄ᄮؠķ͞ёĂҋ 2000 ѐޢд 7 ѐ̰ౙᜈᄮ ؠ7 ᙷາᎸ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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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了「風險選擇」（Risk selection）問題，違反了社會公平原則，
面對此種難題，國家應該如何處理？政府決策者秉持的政策優先原
則，是繼續「提升競爭效率」或是「維持社會公平」？具體而言，風
險選擇的形式有二類，第一種是「排除」（Creaming off）問題，意
指民營服務供應組織將難以安置媒合及達成績效管理目標的尋職者
（通常是特定對象失業者），排除在正式個案服務流程之外，使其受
到不公平對待；第二類則是「停置」（Parking）問題，意指民營服務
提供組織雖然未直接排除特定對象失業者，但是卻在實際提供服務的
過程中，提供較少的資源運用在特定對象案主身上，而且延緩對特定
對象失業者的服務順序，因為民營服務提供組織認為此類特定對象案
主安置媒合成功的可能性較低，不利於競爭效率的提升。從代理理論
的觀點來看，風險選擇是屬於道德風險的類型，因為不論是「排除」
或「停置」的風險選擇問題，均是發生在委託契約已經簽訂後，但是
委託者難以直接監督受委託代理者行動，因此無法確知代理者在執行
過程中的行動是否有執行錯誤，而代理者也可能在執行過程中未完全
依照契約要求完整執行。
Bruttel 與 Struyven 僅將「契約主義」影響效應的分析焦點，集中
在委外民營組織本身在提供服務過程中出現「道德風險」問題有所不
同，Wearing (2001) 則是擴大分析視野，從風險社會理論的觀點，以
澳洲為對象，將契約主義視為是鑲嵌在當代「風險社會」
（Risk Society）
的脈絡下，國家為因應失業率上升與貧窮問題惡化等社會風險升高的
一種「社會風險管理」（Social risk management）機制，當國家以委
外契約方式，將公共就業服務的直接服務事項委託交由民間營利組織

ؠ၆෪Ă֭ࢎϲЧี९ᅃጱಶຽࢍထĂΒ߁ЯछलЯ৵ᗓฟ౻જξಞ 2 ѐͽ˯ࢦ
ܔᖚಞ̝˟ޘಶຽ̃ăপঅဩ࿃̃ăछलᇷ˧ّ̈́ܬचజचˠăऴ๕͌ܦѐă
ࢲᐍछलགྷᑻऴ๕͗ăγᚱᄃ̂ౙ੨ઊඈεຽ۰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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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時，其實國家已經巧妙地將「社會風險外部化」，轉化至委外的
民營組織來承受，使得民營組織內部出現了「組織性風險」
（Organizational Risk，失業與貧窮等社會風險移轉至民營組織時所產
生的組織治理風險）、「組織間風險」（Inter-organizational Risk，政
府與民營組織之間針對管理失業與貧窮等社會風險問題所出現的組織
間未能整合聯結的風險）、「案主風險」（Client Risk，失業者未能
獲得民營組織提供妥善服務時所面臨的風險）等三種風險，因此這是
國家將「社會風險」轉化為「委外組織內部風險」的社會風險管理模
式，表面上國家已經處理了社會風險問題，但實際上卻是將公共領域
的集體性社會風險問題「私有化」（privatisation），同時「化整為零」，
也就是轉化為民間部門的個別性組織負責處理失業者就業服務問題，
失業者面對的不再是依法保障公民權益的政府組織，而是強調競爭效
率與利益極大化的單一民營組織，而失業者應有的權益就在這種社會
風險私有化以及個別組織化的過程中受到損害。

ણăέ៉ಶຽڇચវטតࢭາᄻĈ
Ķϫᇾůࡗݵķڼநវט
為了配合二○○三年開始實施的「就業保險法」，以因應高失業
率的社會風險危機，自二○○三年起，公共就業服務的輸送方式就轉
變為「三合一服務」模式，也就是將就業服務、職業訓練、失業保險
三者整合，以「單一窗口」受理與提供服務的方式，提供求職者獲得
積極的服務，這項變革使得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出現重大變化，從原本
強調行政管理一致性規則的「科層體制」，改變成為在「目標管理模
式」下，由「內部行政服務契約管理」與「外部勞務派遣契約治理」
二部份共同組成的體制，在此稱之為「目標－契約」治理體制，意指
是由「目標管理」與「契約主義」二項要素共同構成的就業服務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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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契約主義」乃成為台灣就業服務體制運作的要素。從表 1 可以
瞭解，與其它就業服務模式比較而言，台灣的「目標－契約」就業服
務體制中，有其特殊性存在，首先是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系統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負責制訂政策與管理規則，此點與目標管理模式相同；
此外，台灣就業服務體制並運用政府內部的行政服務契約以及全部直
接服務的勞務派遣契約，做為政策控管工具，此點與目標管理模式相
近；在服務輸送的競爭程度方面，台灣就業服務體制的政府內部競爭
程度高，且全部直接服務部份的市場競爭程度高，此點則與準市場模
式相近；最後，在服務提供策略方面，台灣就業服務體制採取由政府
直接督導民間營利組織的派遣人員的方式提供服務，與準市場模式完
全委外由民間部門提供直接服務有所不同。
ܑ 1āέ៉Ķϫᇾůࡗݵķڼநវטᄃιಶຽڇચሀё̝ͧྵ
公共就業服務系 運 用 契 約 做 為 服務輸送的競爭
統中的政府角色 政 策 控 管 工 具 程

度
低

服務提供策略

科 層 模 式

強

完全未委外

公部門提供

目標管理模式

強

以政府內部行政 特定專業服務項 公部門提供為主
服務契約為主， 目出現較高度之 特定專業服務由
特定專業服務採 市場競爭

民間部門提供

委外契約
準市場模式

弱

多數採委外契約 市場競爭程度高 民間營利∕非營
利部門提供

偏好供應模式

弱

特定組織委外契 市場競爭程度低 特定民間營利∕
約

目標－契約體
制

強

非營利部門提供

政府內部的行政 政府內部競爭程 政府直接督導民
服務契約，以及 度高，且全部直 間營利組織的派
全部直接服務的 接服務的市場競 遣人員提供
派遣契約

爭程度高

資料來源：Mosley and Sol, 2005: 7，台灣之「目標－契約體制」特徵由作者自行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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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三年後台灣就業服務體制的組成結構中，從圖 1 可以得
知，其執行契約型態可區分為二部份，二者彼此聯結，以下分別說明。
᭡行政體系內部競爭機制下的行政服務契約，即中央政府（勞委會職
訓局）對直屬之各地區獨立的就業服務機關（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
以內部行政服務契約（也就是行政委任）的方式，針對經費編列、人
員進用考核、績效訂立、定期評鑑等四方面，同時要求各就業服務中
心應盡的權利與義務事項，也就是賦予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自行編列
經費與人員進用考核的職權，但同時就業服務中心也必須接受中央政
府訂立的組織績效標準以及定期績效評鑑，中央政府會依照績效評鑑
結果對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施予行政獎懲，促使各區域就業服務機構
彼此之間必須進行持續的內部競爭，以獲得獎勵與避免懲罰。᭢市場
競爭下的勞動派遣契約，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在內部競爭機制下，一
方面必須達成中央政府設定要求的組織績效標準與業務量增加的壓
力，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受限於中央政府編制員額管制不得增加約聘人
員的人力嚴重不足問題，因而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在中央政府的政策
授權與經費協助下，全面性地採取勞務採購的形式，以就業服務中心
為採購主體，與民間營利性質的派遣公司簽訂實質的勞動派遣契約（辛
炳隆，2003）。具體作法是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分別針對達成組織績
效標準所需要之櫃台實體服務派遣人員（負責辦理失業給付業務與推
介就業）、就業多媽媽外展服務派遣人員（負責就業機會開發與特定
對象失業者訪視）、就業促進研習活動辦理人員（負責辦理特定對象
失業者與領取失業給付者之團體就業輔導活動），與各民間營利性人
力派遣公司簽訂勞動人力派遣契約，並在派遣契約內明確訂立對派遣
人員的個人績效標準，派遣至所屬各就業服務站後，再由就業服務站
內的編制內公務人員（僅 2～3 位），對派遣人員進行各項工作之督
導與個人工作績效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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ဦ 1ā˟ {{ ˬѐޢέ៉Ķϫᇾůࡗݵķಶຽڇચڼநវ̝טјඕၹ
中央政府勞委會職訓局
（設定全國性的績效目標）
（ 勞務採購形式 ）
行政服務契約管理體系
勞務派遣契約直接服務體系
（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
（派遣契約之派遣公司）
（設定區域性的績效目標）
（派遣人力派駐）
各就服站對派遣人員督導與評估
（中心對各就服站組織績效評估）

就服站派遣人員直接服務

失業給付
推介就業
（單一窗口受理與提供服務）

在上述組成結構下，二○○三年後台灣的「目標－契約」就業服
務治理體制呈現出三項主要特徵，第一項特徵是「多元化的就業服務
行動者」（Multi-actors of employment service），由於各區域就業服
務中心各自依法就各項業務所需人力，獨立進行勞務委外之採購，使
得每一處就業服務中心均分別與多個民間人力派遣組織簽訂契約，引
進了多個民間組織進駐就業服務中心提供服務人力，因此每一處就業
服務中心做為獨立之採購及委託主體，分別與各個民間服務提供組織
之間形成「獨立分離」的契約關係，因此就整體來看，當前台灣就業
服務體制的服務輸送體系，乃是由「自主的單一就業服務中心」督導
著轄區內「多元的就業服務提供行動者」共同組成的，形成「政府單
線督導－民間多元提供服務者」的輸送服務體系。第二項特徵是「高
度細節要求的契約內容」（Contract contents of highly detailed），當
前台灣就業服務體制採取勞務派遣契約型態之多元行動者模式的主要
理由在於，就業服務中心必須完成法令規範要求的各種業務事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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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涉及公權力之行使與人民權利之滿足，因此必須在勞務派遣契約
內，明確訂立對於派遣人員在進駐就業服務站必須達成的工作績效與
遵守的工作規則，也就是說「法令規範是勞務派遣契約的法理基礎」，
因而勞務派遣契約會呈現出符合法令規範的「高度細節要求的契約內
容」特徵。第三項特徵是「績效成果導向的管理機制」（Management
mechanism of performance results orientation），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
在進行選擇民間派遣公司時，是以民間派遣公司本身具有的「實務執
行績效能力」做為主要考量依據，也就是依照民間派遣公司能夠達成
契約要求之績效標準程度做為選擇主要依據，同時就業服務中心也是
以「契約協議內容」中的具體績效要求標準，來對民間派遣公司及所
屬派遣人員進行管理與督導，未能達成時就依契約規定進行處份，促
使民間派遣公司必須認真執行契約內的績效要求事項，形成一套以「績
效結果導向」為主的管理機制。

དྷăεຽග;၆পؠ၆෪ଯ̬ಶຽ۞ଵᑟᇆᜩ
在契約主義下的台灣「目標－契約」治理就業服務體制，對於特
定對象提供的就業服務是否產生了公平性的問題？要回應這個問題，
必須先從「單一窗口服務」制度的作業流程下，失業給付與特定對象
推介就業之間的排擠現象分析著手。在此之前，學界對於失業給付制
度引發的問題，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請領失業給付者個人的道德風險問
題，有論者認為台灣在二○○三年之後，失業率下降之際，請領失業
給付的件數與金額卻反而呈現逆勢增加情形，顯示失業率與失業給付
件數已出現扭曲性的負向關係，而原因在於失業給付制度設計中隱含
的誘因結構，特別是放寬失業者再就業未達 14 天，依然可以保有請
領失業給付資格的規定，降低了再就業意願（王順民，2007）。事實
上，這種將「失業率」與「失業給付件數」聯結看待，據以推論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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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給付者再就業意願必然下降的分析，並未針對領取失業給付者的
實際再就業情形進行分析，因為根據統計，在實際領取失業給付者中，
經過就業服務站推介就業成功的人數比率，實際上是呈現逐年增加的
趨勢，從二○○三年的 9.4% 上升到二○○七年的 29% 5，在 4 年之內
成長了將近 20%，顯示領取失業給付者的再就業率是持續穩定上升
中，而且成效可謂良好，因此僅從失業給付件數與失業率出現負向關
係，並不能夠得到請領失業給付者再就業意願降低的結論。
其實失業給付請領件數與金額增加所導致的真正核心問題，應該
在於當請領失業給付人數增加時，對於現行契約主義下就業服務體制
運作服務流程造成的工作負荷衝擊，以及進一步引發第一線派遣服務
人員產生的道德風險難題，而這點可以從二個層面來分析。
首先是失業給付請領者在區域上的失衡分布結構，從表 2 可以得
6

知 ，以二○○三年度職業訓練局直屬的 33 個就業服務站為分析對象，
將代表單一就業服務站辦理失業給付工作負荷程度的「單一就服站失
5

6

ྤफ़͔ҋ౻̍ܲᐍԊ 2003～2007 ѐಶຽܲᐍࢍĂࢍზ͞ёֶܼᖚຽቚԊ̳
ο̝̳ёĂӈεຽග;ଯ̬ಶຽதŶᅳפεຽග;ଯ̬ಶຽˠᇴ∕εຽܐѨᄮؠˠ
ᇴĄ
ܑ 1 ᄃܑ 2 ܼͽᖚԊۡᛳ 33 ࣎ಶڇ৭ࠎࢍ̶ژቑಛĂϏΒ߁έΔăฯ˟ξ
ٙᛳಶڇ৭ĂЯࠎΔ˟ξಶڇ৭ˠ˧ඕၹ̚Ăͽ౻ચ؎γྻϡ̝ࠁᅋˠּࣶͧઐ
ҲĄፂࢍĂΔ˟ξ 12 ࣎ಶڇ৭۞ܧበטˠ˧Вҫᓁˠᇴ۞ 57%ĂࠁᅋˠࣶΪ
ҫᓁˠᇴ۞ 5%Ă҃ᖚԊٙᛳಶڇ৭۞ܧበטˠ˧ĂߏВҫᓁˠᇴ۞ 89.4%Ă
ࠁᅋˠࣶҫᓁˠᇴּͧ྿ 87.3%Ăព֍Δ˟ξᄃᖚԊಶڇ৭̝ˠ˧ඕၹमள
ࠤ̂Ă̙ৼآˢώ͛ࢍቑಛĂซҖ˘ژ̶׀ćѩγĂଂ 2006 ѐ ז2007 ѐĂᔵ
Δ˟ξЧಶڇ৭۞εຽග;ڇચˠᇴҫڇચᓁˠᇴͧதӮд 40% ͽ˯ĂҭߏΪ
ѣΗᇴಶڇ৭۞পؠ၆෪ଯ̬ಶຽதĂᄃεຽග;ڇચˠᇴҫڇચᓁˠᇴͧதӔன
ͅШᙯᓑĂ࠹ྵܑٺαٙЕᖚԊٙᛳεຽග;ڇચˠᇴҫڇચᓁˠᇴͧத 40%
ͽ˯ͧத۞ಶڇ৭Ăѣ྿ 77% ͽ˯னͅШᙯᓑĂ̪ѣ࠹༊۞ޘमĄЯѩĂ
Δ˟ξಶڇ৭ߏٺĶҲּͧࠁᅋˠࣶăεຽග;ዋޘଵᑟপؠ၆෪ଯ̬ಶຽķ
ଐڶĂ̙҃ߏĶࠁᅋˠࣶăεຽග;ޘଵᑟপؠ၆෪ଯ̬ಶຽķĂ˵ᄃᖚԊ
Ķּͧࠁᅋăޘଵᑟķଐԛ̙Т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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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分成三組時，則 40% 以上的 9
個就業服務站，其 9 站失業給付服務人數總和佔全部 33 站失業給付
總人數比率高達 62.25%，而 20%～40% 的 13 個就服站，其 13 各就
業服務站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全部 33 站失業給付總人數比率就降為
31.05%，至於 20% 以下的 11 個就業服務站，各就業服務站失業給付
服務人數佔全部 33 站失業給付總人數比率，更是只有 6.66%，顯示
全台灣有超過六成二的請領失業給付業務量，其實是集中在轄區內工
廠家數多、而且大量解僱發生率高的 9 個就業服務站，失業給付請領
者在區域上的失衡結構十分明顯，在這種結構下產生的直接影響問
題，就是對這些就業服務站的第一線派遣服務人員，造成極大的工作
負荷壓力。
ܑ 2ā˟ {{ˬѐޘεຽග;ڇચˠᇴ̶οଐԛ
單一就服站失業給 申請失業給付 失業初次認定 失業給付服務
付服務人數佔服務
與失業再認定
總人數比率（括弧
內為就服站數）
人
數人
數人
數

各站失業給付
服務人數佔失
業給付服務總
人 數 比 率

40% 以上 （ 9）

31,652

122,866

154,518

62.25%

20%～40%（13）

15,442

61,768

77,147

31.08%

20% 以下 （11）

3,293

13,242

16,535

6.66%

50,387

197,876

248,200

100.00%

總

計 （33）

資料來源：勞委會職業訓練局二○○六年「就業服務系統統計報表」，表中
失業給付服務人數包括申請失業給付人數、失業初次認定與失業
再認定人數。

第二個層面的分析是在失衡分布結構下，引發失業給付業務對於
特定對象推介就業的影響。在單一窗口制度的服務模式下，由於辦理
失業給付與推介就業是同時由第一線臨櫃的派遣服務人員負責受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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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因此當失業給付請領人數增加時，自然會產生排擠效應，
影響派遣服務人員在執行特定對象推介就業服務時形成道德風險的難
題。由於臨櫃的派遣服務人員負責推介就業之對象，包括一般失業者
與特定對象失業者，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瞭解當失業給付請領人數增加
時，會對何類失業者的推介就業率產生排擠效應。
先從一般失業者的推介就業率來分析，以二○○六年到二○○七
年的「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與「一般失業者推介就
業率」資料進行對照分析，從表 3 可得知，「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
務總人數比率」40% 以上的 9 個就業服務站中，只有 4 個就業服務站
的「失業給付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與「一般失業者推介就業率」
呈現反向關聯，比例為 44%，而 20%～40% 的 13 個就業服務站中，
也是只有 4 個就業服務站呈現反向關聯，比例為 30%，至於 20% 以
下的 11 個就業服務站中，則有 6 個就業服務站呈現反向關聯，比例
為 54%，總計共有 14 個就服站出現反向關聯，佔全部 33 個就服站的
42.4%，不及半數，而各組就服站的一般失業者推介就業率，也並未
出現「辦理失業給付工作負荷量愈大的就業服務站組別，就有愈多個
就業服務站因為受到失業給付業務量排擠的影響」的情形。
再從二○○六年到二○○七年的「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
數比率」與「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 7 資料進行對照分析，從表 4 可
得知，「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40% 以上的 9 個就業
7

дѩপؠ၆෪ଯ̬ಶຽதৼˢࢍზ̝ቑಛĂΒ߁ 6 ᙷֶڱᄮؠᄃ̝ؠপؠ၆෪Ğ̚
᛬ă֗ᅪăፉछࢍ̃ăϠ߿Ԭӄ͗ăࣧҝϔăՀϠˠğĂϫ݈д၁ચ˯ĂЧ
ಶຽڇચ৭ᔵкᇴ̏གྷ੫၆ࣧҝϔᄃ͕֗ᅪᘣεຽ۰ 2 ᙷপؠ၆෪Ăనѣˠצ
நᄃ೩ֻڇચĂዶ 4 ᙷপؠ၆෪ĂӮϤტЪڇચડ̝ಏ˘˾ࠁᅋڇચˠࣶצந
ᄃڇચĂЯѩ੫၆ಏ˘˾ࠁᅋˠࣶצநᄃڇચ۞পؠ၆෪ଯ̬ಶຽ̍үĂ̪ົ
זצεຽග;ኛᅳ۰۞ᇆᜩĄѩγĂεຽග;ኛᅳ۰̚ᔵѣొЊ˵Тॡѣপؠ၆
෪֗ЊĂҭߏдѩ͔ϡ̝পؠ၆෪ଯ̬ಶຽதĂ̙֭Β߁ኛᅳεຽග;۰ͷপؠ
၆෪֗Њ̝ଯ̬ಶຽ۰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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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āĶεຽග;ڇચˠᇴҫᓁڇચˠᇴͧதķ
ᄃĶ˘ਠεຽ۰ଯ̬ಶຽதķ
單位：%
就

40% 以
上失佔
業服給
務付總
服人務
數人比
數率

20% ～
40% 失
人業數
給比付
率服務
人數佔
總服務

20% 以
下失人
業數給
比付率
人數佔
總服務

業

服務站
中 壢
板 橋
台 中
桃 園
台 南
新 竹
三 重
竹 北
新 營
新 店
嘉 義
豐 原
永 康
斗 六
連 江
沙 鹿
基 隆
彰 化
鳳 山
員 林
羅 東
屏 東
苗 栗
潮 州
南 投
岡 山
花 蓮
金 門
澎 湖
台 東
北 港
朴 子
玉 里

2006 年
2007 年
失業給付服務
失業給付人 一般失業者 失業給付服務 一般失業者 比率與一般失
業者推介就業
數佔服務總
人數佔服務總
率是否為反向
人數比率
推介就業率 人數比率
推介就業率 關聯
71.0
66.8
59.5
45.9
Ű
53.7
66.0
55.3
50.1
9
48.8
62.8
48.1
60.8
Ű
46.6
50.2
43.3
59.9
9
46.0
54.6
41.3
50.6
Ű
45.3
59.4
40.0
33.8
Ű
44.9
48.6
43.2
50.4
9
44.5
63.8
42.2
51.3
Ű
40.4
57.6
27.4
61.2
9
39.0
43.4
35.0
38.2
Ű
33.8
62.3
27.5
47.5
Ű
30.0
62.8
25.4
56.7
Ű
29.5
48.8
24.5
53.9
9
27.4
49.5
18.2
53.5
9
27.2
21.6
12.7
12.2
Ű
26.9
55.7
24.9
52.1
Ű
26.7
48.3
27.7
45.8
9
24.5
62.1
19.5
59.3
Ű
24.2
45.0
30.0
46.0
Ű
23.6
57.5
16.3
55.0
Ű
21.0
51.3
18.5
47.2
Ű
20.4
39.4
18.7
44.7
9
19.1
48.2
17.6
45.0
Ű
16.9
53.1
13.6
56.7
9
16.6
49.5
15.8
45.8
Ű
15.3
60.0
18.2
49.2
9
14.2
78.4
15.7
58.2
9
11.0
66.8
10.9
66.1
Ű
9.6
44.8
6.2
52.6
9
8.9
41.5
9.4
54.0
Ű
8.1
56.0
9.4
57.7
Ű
4.4
59.2
3.4
60.7
9
3.3
90.2
3.1
93.8
9

資料來源：勞委會職業訓練局 2006 年及 2007 年「就業服務系統統計報表」，表中服
務總人數包括失業給付服務人數與求職登記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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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站中，就有多達 7 個就業服務站的「失業給付人數佔服務總人數
比率」與「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呈現反向關聯，比例高達 77%，而
20%～40% 的 13 個就業服務站中，共有 9 個就業服務站呈現反向關
聯，比例為 69%，20% 以下的 11 個就業服務站中，則只有 4 個就業
服務站呈現反向關聯，比例為 33%，總計共有 20 個就服站出現反向
關聯，佔全部 33 個就服站的 60.6%，已超過六成，相較於一般失業
者推介就業率，則多出 6 個就服站。此外，由於領取失業給付者中有
部份具有特定對象身份，因此為了進一步確定失業給付業務對於特定
對象推介就業的影響，乃將領取失業給付之特定對象推介就業者加
入，從表 4 中之括弧內數字資料可以得知，「失業給付人數佔服務總
人數比率」與「特定對象就業者加上領取失業給付且具特定對象身份
就業者之就業率」，在各組就服站呈現反向關聯的情形，結果與前述
相同 8。
從相對比較的角度而言，在三組就業服務站中，辦理失業給付工
作負荷量愈大的就業服務站組別，就有愈多個就業服務站因為受到失
業給付業務量排擠的影響，比例從 77%、69% 下降到 33%，導致其「失
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與「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出現
反向關聯，也就是當二○○七年的「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
比率」績效比起二○○六年上升時，則二○○七年的「特定對象推介
就業率」就比二○○六年為低，相對的，當二○○七年的「失業

8

Яࠎϫ݈ಶڇրࢍྤफ़̚Ă่ѣᅳפεຽග;̝ಶຽ۰ˠᇴĂ՟ѣĶᅳפεຽ
ග;̝পؠ၆෪ಶຽ۰ˠᇴķĂЯ҃ѩЧ৭̝Ķᅳפεຽග;ͷপؠ၆෪֗Њ
ಶຽ۰ˠᇴķĂߏͽ౻ܲࢍྤफ़่̚ѣ̝পؠ၆෪֗ЊᙷҾĈĶᅳפεຽග;۰
̝̚᛬ˠᇴּͧķĞ95 ѐࠎ 25.4%ă96 ѐࠎ 23.3%ğĂࢷͽЧ৭ᅳפεຽග;
̝ಶຽˠᇴٙ۞זଯҤˠᇴĂϤٺѩ˘ᇴфĂϏΒ߁ι̣ᙷপؠ၆෪Ă߇ѣ
ᄱमхдĂҭߏд၁ચ˯Ăϫ݈ᅳפεຽග;۰̚পؠ၆෪֗Њ۰Ăܼͽ̚᛬
۰ҫкᇴĂЯѩଯҤˠᇴ̝ᄱमᑕᛳѣࢨĂ၆ٺಶຽத̝मҾᇆᜩϺѣࢨ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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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āĶεຽග;ڇચˠᇴҫᓁڇચˠᇴͧதķ
ᄃĶপؠ၆෪ଯ̬ಶຽதķ
單位：%
就

40% 以
上失佔
業服給
務付總
服人務
數人比
數率

20% ～
40% 失
人業數
給比付
率服務
人數佔
總服務

20% 以
下失人
業數給
比付率
人數佔
總服務

業

服務站
中 壢
板 橋
台 中
桃 園
台 南
新 竹
三 重
竹 北
新 營
新 店
嘉 義
豐 原
永 康
斗 六
連 江
沙 鹿
基 隆
彰 化
鳳 山
員 林
羅 東
屏 東
苗 栗
潮 州
南 投
岡 山
花 蓮
金 門
澎 湖
台 東
北 港
朴 子
玉 里

2006 年
2007 年
失業給付服務
失業給付人 特定對象推 失業給付服務 特定對象推 比率與特定對
象推介就業率
數佔服務總
人數佔服務總
是否為反向關
人數比率
人數比率
聯
介就業率
介就業率
71.0
35.0（40.8）
59.5
32.1（36.4）
Ű
53.7
39.1（43.1）
55.3
36.7（42.4）
9
48.8
40.8（43.9）
48.1
42.0（45.4）
9
46.6
37.0（39.3）
43.3
47.3（49.6）
9
46.0
33.1（38.9）
41.3
41.4（43.2）
9
45.3
40.2（45.8）
40.0
32.1（36.2）
Ű
44.9
39.0（41.5）
43.2
43.4（46.5）
9
44.5
32.0（35.6）
42.2
35.2（38.6）
9
40.4
34.9（38.1）
27.4
46.2（48.2）
9
39.0
32.7（34.7）
35.0
31.1（33.5）
Ű
33.8
42.0（43.1）
27.5
46.0（47.1）
9
30.0
42.1（43.9）
25.4
43.5（45.1）
9
29.5
38.2（40.3）
24.5
44.7（46.8）
9
27.4
31.1（32.4）
18.2
44.5（45.7）
9
27.2
12.3（12.3）
12.7
12.1（12.3）
Ű
26.9
38.0（40.6）
24.9
42.1（44.3）
9
26.7
35.8（36.8）
27.7
39.2（40.4）
Ű
24.5
37.8（39.0）
19.5
40.8（41.9）
9
24.2
35.3（36.2）
30.0
43.9（45.8）
Ű
23.6
37.9（38.9）
16.3
41.4（42.6）
9
21.0
29.5（30.3）
18.5
30.0（30.8）
9
20.4
27.6（28.1）
18.7
31.3（32.1）
9
19.1
38.3（39.2）
17.6
32.1（33.6）
Ű
16.9
37.2（37.4）
13.6
43.0（43.3）
9
16.6
33.5（34.0）
15.8
42.4（42.8）
9
15.3
31.1（32.0）
18.2
32.6（34.2）
Ű
14.2
44.5（44.7）
15.7
32.3（32.7）
9
11.0
58.0（58.4）
10.9
53.3（53.9）
Ű
9.6
41.0（41.3）
6.2
31.2（31.4）
Ű
8.9
29.7（29.8）
9.4
35.1（35.2）
Ű
8.1
37.9（38.1）
9.4
50.8（51.1）
Ű
4.4
43.6（43.9）
3.4
51.4（51.6）
9
3.3
46.0（46.1）
3.1
28.6（28.6）
Ű

資料來源：勞委會職業訓練局 2006 年及 2007 年「就業服務系統統計報表」，表中服務總
人數，包括失業給付服務人數與求職登記人數；表中括弧內數字資料為特定對
象就業者加上「領取失業給付且具有特定對象身份就業者」的推估就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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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比起二○○六年下降時，則二○○
七年的「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績效就比二○○六年為高 9 。再與前
述表 3 分析內容相較而言，各組就服站的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比起一
般失業者推介就業率，更明顯出現「辦理失業給付工作負荷量愈大的
就業服務站組別，就有愈多個就業服務站因為受到失業給付業務量排
擠的影響」的情形。
從上述對照比較分析中，可以得知：特定對象失業者推介就業率，
相對比起一般失業者推介就業率，更容易受到失業給付工作負荷量的
影響。在此並非認定「失業給付服務人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是影響
「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的唯一因素，而僅是強調「失業給付服務人
數佔服務總人數比率」是影響「特定對象推介就業率」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為特定對象有其特殊屬性，使其就業能力相較於一般失業者低，
勞動市場的接受度較低，因此其推介就業率的高低，更會受到特定對
象就業能力以及勞動市場需求程度的影響，但是正因為特定對象具有
的特殊屬性，在勞動市場中往往面臨比一般求職者更多的障礙，因而
就業服務人員在進行推介就業工作時，就必須付出更多服務時間提供
更深入的就業諮商服務，而這一點在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單一窗口制度的
服務模式下，卻因為受到失業給付業務量排擠的影響，有其達成的障礙。

ЁăĶᒻड़ķᄃĶ̳πķ۞ᙱĈ
ᑅᒺڇચඉர۞ڍޢ
上述受到失業給付排擠而影響到特定對象推介就業的現象，要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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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一步來理解呢？基本上這是契約主義導入台灣就業服務體制的運
作過程中，以派遣服務人員為主的直接服務體系，受到體制影響制約
所衍生的社會風險管理問題，整體而言，可以分為三個層面來分析。
᭡組織管理風險：當勞動市場風險增加而產生大量解僱失業者至就業
服務站請領失業給付時，由於目前台灣就業服務體制採取派遣契約模
式，派遣服務人員進駐就業服務站提供服務，形成社會風險「內部化」
的情形，也就是社會風險轉化成為各就業服務站本身內部的組織管理
風險，就業服務站一方面必須將全站人力緊急調動集中運用因應，進
行社會風險管理，另一方面還必須督導民營派遣公司依照契約要求的
績效標準提供服務，因此台灣在導入契約主義時，並不是完全「外部
化」轉由民營派遣公司單獨負責處理，這點是台灣與西方福利國家不
同之處。᭢案主管理風險：就業服務站在因應處理社會風險「內部化」
形成的組織管理風險時，在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規範下，就業
服務站實際上採取的是「差異化」的案主風險管理模式，也就是對於
請領失業給付案主，基於就業保險法已明定辦理失業給付權利事項的
明確作業規範，就業服務站必須督導派遣服務人員積極提供服務與資
源，進行深入的風險控管處理，相對而言，對於申請推介就業的失業
案主，由於就業服務法並未明定詳細的作業規範，作業流程相對簡要
許多，在單一窗口制度下，當請領失業給付人數多時，派遣服務人員
的時間就會受到排擠，造成申請推介就業的失業案主無法獲得深入服
務。᭣派遣服務人員執行時的道德風險：在「績效考核要求標準」壓
力以及「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規範」二項制度性因素彼此衝突
下共同影響下，從圖 2 可以瞭解，派遣服務人員執行時往往會出現「績
效」與「公平」兩難的道德風險難題，以下分別說明之。
首先，就派遣服務人員個人必須達成的「績效考核標準」面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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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

質量並進

標準要求
法定權利

不平衡的作

作業流程

業流程規範

失業給付排擠

大量受理以及

特定對象推介

壓縮服務策略

看，其制定程序是先由中央政府制定出具體明確的績效考核標準後 10，
再交由各區域就業服務中心經由委外契約，要求受委託之派遣公司及
其派遣人員遵守達成，因此可以說這是一種「中央政府－就業服務中
心－派遣公司」的「多層級式垂直整合」績效標準制定程序，全國的
派遣人員都必須接守相同的「個人化績效標準」，不存在個別差異。
在此種程序下制定形成的績效標準，具體內容是先將就業服務站區分
為四個等級 11，再分別訂立各級派遣服務人員的個人化「量化」與「質
化」績效標準，量化績效主要包括「求職登記受理人數」（包括一般
求職登記、現場徵才、多元就業方案、失業認定或專案計畫）以及「推
介就業有效人數」（僅指臨櫃推介就業成功者、不含現場徵才活動之
推介就業成功者）二部份 12；質化績效則包括「依標準作業流程執行」、
「工作服務態度」、「求職者滿意度」、「就業穩定度」等 4 項。這
些量化與質化績效標準，派遣服務人員必須每月接受考核，1～2 個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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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未達成者必須接受教育訓練，連續 3 個月或 6 個月內有累計 3 個
月未達成者就不再續聘，因此具有高度強制約束力，對派遣服務人員
造成沉重的工作壓力。
第二，就「法定權利事項作業流程」面向來看，目前「失業給付
服務」與「特定對象推介就業」二項服務，雖然均屬於法定權利事項，
但是在法令規定作業流程上，卻有著明顯不對稱的規範程度。在「失
業給付服務」部份，依照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失
業給付請領條件為：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離職辦理退保當日前 3 年內，
保險年資合計滿 1 年以上，具有工作能力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立就
業服務機構辦理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
業或安排職業訓練。」同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於離
職後，應檢附離職或定期契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
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辦理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
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由於失業給付屬於就業保險法明定的人民權利事項，因而在上述
的法律規範下，「初辦受理」、「失業初次認定」、「失業再認定」
等各階段，均必須審查申請者的證明文件以確認資格，作業流程規定
明確詳實，每位申辦者在未就業前，每人每月必須到站再認定 1 次，
故每個案倘完全領取 6 個月失業給付，則就服站至少必需提供 7 次服
務（初辦受理 1 次，初次失業認定 1 次，失業再認定 5 次），每次服
務約至少需費時 30 分鐘（不含爭議處理時間）。在高度規範作業流
程的情形下，派遣服務人員在各階段經常會與申請民眾發生不同的爭
議，在初辦階段，最常發生的爭議是「離職證明書」內容的確認，而
在失業再認定階段，最費時且最常被失業民眾及雇主抱怨的是「二次
求職紀錄」的確認，由於爭議問題的發生，使得派遣服務人員必須耗
費更多時間執行失業給付服務。相對而言，關於「特定對象推介就業」
在單一窗口的作業流程則簡明許多，派遣服務人員僅需經歷「求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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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簡易諮詢」二階段即可，耗費時間相對精簡，若是經過簡易
諮詢認定難以直接推介就業，則後送給個案管理員進行「個案再諮詢」
以及要求參與「就業促進研習活動」，以提升特定對象的求職觀念與
技巧。
基於「零拒絕」的就業服務法定原則，目前在臨櫃作業上，不論
是申請失業給付者或是特定對象求職者皆以抽號碼牌順序服務，因此
派遣服務人員在執行過程中無法自行「選擇性排除」服務對象，但是
由於「失業給付服務」所需作業流程服務時間超出「特定對象推介就
業」甚多，常因申請失業給付之失業認定量大，而使待號人數多時，
導致在綜合服務區單一窗口辦理推介就業及失業認定業務人力不足，
必需動員全站人力辦理失業給付。因此，失業給付業務量愈大的就業
服務站，就愈可能發生二種對於辦理特定對象推介就業的排擠問題，
第一種是排擠綜合服務區第一線派遣服務人員辦理「求職登記」、「簡
易諮詢」的工作時間，派遣服務人員被迫採取「省略部份簡易諮詢問
題」的方式，以求加速作業，影響對於特定對象問題的瞭解；第二種
是排擠到第二線諮詢服務區個案管理員（有將近 50% 是派遣人員）
辦理「個案再諮詢」的工作時間，可能是將「職業測驗」省略或是縮
短「諮詢會談」時間，直接影響對於特定對象的服務深度，也影響了
推介就業的績效。
不論是派遣服務人員採取的「省略部份簡易諮詢問題」方式，或
是個案管理員使用的「省略職業測驗」、「縮短會談時間」方式，基
本上都是在「質量績效標準」與「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的制
度性衝突下，派遣服務人員被迫採取的「壓縮服務」策略。因為一方
面量化績效標準同時要求「求職登記受理人數」以及「推介就業有效
人數」
，另一方面質化績效標準又要求必須「依照標準作業流程執行」，
因此只好在申請失業給付人數多時，藉由「大量受理」方式以達成「求
職登記受理人數」的量化績效標準，同時藉由「壓縮服務」策略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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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依照標準作業流程執行」的質化績效標準，尋求「質量績效」與
「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的制度性衝突下之間的平衡。採取「大
量受理」與「壓縮服務」策略的結果是損害了特定對象失業者獲得「公
平服務」的機會，並且影響「推介就業有效人數」成效，因為特定對
象中多數是年齡較長者或勞動力條件較差者，他們都是勞動市場中之
弱勢者，起比起一般求職者的推介就業服務更需要完整的簡易諮詢、
職業測驗與深度諮詢，壓縮服務僅能提供表面之就業服務，並不能就
其個人意志、家庭背景、或專業才能做深入諮詢，連帶降低了對於特
定對象的推介就業成效，否則必定延長服務時間，引發後續等待民眾
多所抱怨。

ౙăඕᄬĈέ៉ಶຽڇચវטд
ࡗݵཌྷ˭۞ӧԊᄃྮ
在面臨社會高失業率的社會風險危機，以及公務體系內部編制人
力不足的雙重壓力下，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在 2003 年實施就業保險法
時，同時進行了導入契約主義的重要變革，經過五年以來的施行，雖
然確實達到「補充服務人力」與「有限度提升績效」以降低失業率的
目的，但是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在採取派遣契約服務模式進行社會風險
管理時，卻使特定對象失業者獲得公平服務的權益受到損害，形成「績
效」與「公平」之間的道德風險兩難困局，這是當初推動變革時未曾
設想過的非預期性實質後果。台灣就業服務體制在契約主義下的道德
風險困局，與 Struyven (2005) 指出西方福利國家產生的特定對象遭
到「排除」、「停置」二種風險選擇難題有所不同，因為台灣就業服
務體制的契約主義，其實是採取「假勞務委外採購之名、行人力派遣
之實」的模式進行，達成績效的責任在表面上已經由政府委外給各派
遣公司，由各派遣公司督導派遣服務人員來達成，但實際上派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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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是在就業服務站公務人員的監督下，依照法定權利事項作業流程
執行，派遣公司只是政府與派遣服務人員的中介者角色而已，難以自
行採取西方福利國家「選擇性排除」、「選擇性停置」特定對象的作
法，然而在「質量績效」與「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的制度性
衝突下，台灣的派遣服務人員卻被迫採取了「壓縮服務」的策略，同
樣損及特定對象的公平權益，成為台灣服務人員面對的道德風險困
局。這不但是第一線派遣服務人員面臨的個人性道德風險難題，同時
也是在制度性衝突下超越個人、擴大形成的台灣就業服務體制集體性
困局，因為目前就業服務體制內的第一線臨櫃人員有將近 100% 是派
遣人員，第二線個案管理員也有近 50% 是派遣人員，派遣服務人員
普遍面臨的困局，其實正是所有就業服務站的組織性風險，更是整體
就業服務體制上面臨的社會風險管理困局。
歸根究底，導致這種台灣就業服務體制集體性困局形成的主因在
於：為了達到「補充服務人力」與「提升績效」以降低失業率的目的，
就業服務體系乃採取勞務委外模式，但實際上卻是「假勞務委外採購
之名、行人力派遣之實」，致使勞務委外的定位不明，在勞務委外的
契約條文中，強調規範的重點只是派遣勞工、派遣公司、就業服務站
三方之間如何達成「績效責任」與「勞務報酬」的對價關係，卻未具
體釐清各項權利義務關係，因而經常發生派遣服務人員要求加薪升遷
不成而與就服站主管出現磨擦的問題，甚至當派遣服務人員想要緊急
請事假時，在沒有派遣公司派駐管理幹部的就服站，就服站主管往往
也不敢同意派遣服務人員請假，以避免就服中心與派遣勞工之間的僱
用關係落實，凡此均是引發派遣服務人員始終維持高離職率的主因，
也使得台灣就業服務體制一直處在服務品質極度不穩定的狀態，而特
定對象失業者則成為直接的犧牲者。
未來政府倘若擬順應民間勞工團體之要求，將失業給付的金額增
加以及延長給付期間，如此勢將吸引更多申請失業給付者湧進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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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站，不僅申請者人數將會增加，同時給付期間延長倍增還將使得失
業再認定次數倍增，也就是失業認定業務量倍增，將造成現有困局更
加雪上加霜。面對此一困局的解決之道，可分為短中長期三階段，近
期內應先將現行「質量績效」與「不平衡的法定權利作業流程」的制
度性衝突問題加以改善，具體作法是簡化失業給付認定流程，以降低
失業給付證明文件的爭議事件發生率，減少失業給付的服務時間，如
此才可降低失業給付服務對於特定對象造成的排擠影響；中期的改善
方向是改變目前「失業給付與推介就業單一窗口」制度，將失業給付
與推介就業二項業務分開受理與辦理，以避免失業給付人數多時，直
接影響辦理特定對象推介就業的時間與成效；長期規劃之道，則應是
能以近 3 年辦理失業給付平均人數為考慮依據，對於辦理失業給付量
大之縣市（如台北縣、桃園縣等工商大縣），以專案計畫方式增加一
定比例的正職人力，降低派遣人員佔總體服務人力的比例，或可改善
目前高比例派遣人員被迫面對的道德風險困境，提升服務品質與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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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equality under Contractualism:
The social risk management analysis of
Employment service regime in Taiwan
Chien-Hung Lee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Taiwan’s Employment Service
Regime change by implementing contractualism to compressed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and increasing manpower of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of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carried out after Year 2003. Although indeed performing the
effects of “supplementing service manpower” and “improving
service performance” after change, but also producing the
dilemma of moral hazard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equality to
damage the fair service benefits of particular unemployed.
There are suggestions as follow: simplify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unemployment benefit, detach the service window of
unemployment benefit and employment service, increasing
manpower for the employment service stations of large
unemployment benefit.
Keywords: Employment service regime, Contractualism, Social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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