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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推介就業。而就業服務處為協助求職民眾就業及企業用人

業服務處推介工作並受僱滿 3 個月即可申請獎勵金，前 3 個月

需求，另因應季節性或企業特定求才等就業市場需求，不定

每人每月補助就業獎勵金 3,000 元，第 4 至 6 個月每月 4,000

期辦理區域型中小型徵才或單一企業徵才活動。今年截至 9

元，最高可申請補助 2 萬 1,000 元。據統計，自 105 年起運用

月為止，共辦理 196 場大小型徵才活動，遞送履歷人數共計

「就業讚」媒合就業的青年，平均投保薪資逐年提升，今年更
求職求才免費刊登

03-334-7256

請洽各地就業服務臺或本府就業服務專線

將推介職缺薪資提高至 2 萬 7,000 元以上，穩定的保障薪資與

1 萬 907 人次，媒合成功計 8,455 人次，
媒合率達 77.52％。

優質的工作媒合讓方案
實施以來，青年留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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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

未滿 30 歲、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之待業青年，只要經就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 號

高達八成，而目前仍就業

03-332-2101# 8015 ∼8017

中的青年更達 92％，

03-333-0247

成為桃園穩定就業市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

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

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

勞工學苑

03-332-2101# 6808

資遣、失業第一招
帶證明文件去就業中心報到

場的力量。

就服處也提醒，如果這段期間勞工遇到非自願離職的情況，
可檢附離職證明及身分證等相關文件，親自至桃園就業中

時代

求職好便利

心或中壢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

●

線上申辦系統＆ 7-11 超商 ibon 機可申辦求職服務

●

台灣就業通 www.taiwanjobs.gov.tw

就業諮詢，若 14 日內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

就服處穩定職場與就業

練，將於第 15 日完成失業認定，並轉送勞工

桃園聯手中央送上定心丸

桃園就業中心（03-333-3005）或中壢

保險局核發失業給付，若有相關疑問可向

求職之路好安心

就業中心（03-468-1106）洽詢。

中央與地方攜手前行
青年就業好安薪

2020 年

桃園市政府
就業服務處

部推出「青年就業獎勵計畫」，只要在

弱勢族群有保障
專場徵才求職不迷惘

經濟活動受到重擊，而疫情也直接影響就業市場，桃園市

9 月底前受僱就業，且連續受僱於同一

針對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新住民、二度就業婦女

為國門之都，是外國旅客停留的第一站，同時也擁有傳統產業

雇主滿 90 日，可一次發給 2 萬元獎勵，持續受僱

及長期失業者等對象，就業服務處除辦理就業促進課程、講座、

於同一雇主滿 180 日，加發 1 萬元。截至 9 月

企業參訪等各項活動，協助其提升求職技巧及了解目前就業市

新冠肺炎疫情

為鼓勵今年應屆畢業生及早就業，勞動

突然襲來，讓世界各國的

到高科技產業等各種製造業聚落，在上半年的疫情衝擊下，各國實施
邊境管制，由於經濟活動減少，導致廠商訂單銳減，讓企業不得不採取減
班停薪，甚至解雇員工來維持營運。為協助桃園市民順利求職，桃園市政府就
業服務處持續辦理各類型徵才活動，並結合中央運用以下多項補助措施減輕轄

底，桃園市共計達 8,168 人申請。此外，
今年邁入第 4 年的「桃園市青年安
薪就業讚」方案仍在持續推
動， 凡 設 籍 桃 園

內企業及勞工朋友經濟壓力：

諮詢區

充電再出發
訓練計畫

場趨勢外，並運用僱用獎助津貼、缺工就業獎勵、照顧
服務員就業獎勵、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臨時

為協助共體時艱的企業及勞工度過難關，勞

工作津貼、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及

動部加碼原有的「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補助企業訓練費用最高 350 萬元，而勞工

（青年）跨域就業津貼等各項
就業促進方

可以免費參加事業單位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

安心就業計畫

署自辦或委辦的職業訓練課程，同時比照基本工資領取

「安心就業計畫」是勞動部針對減班休息的第二項紓困措施，勞雇雙方

上工率達

經協商同意，減班休息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並完成通報程序後，勞

安穩僱用計畫

工可領取實施減班休息日前 1 年內的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實施減班休息

為穩定就業市場，鼓

期間月薪差額的 50％ 補貼，每月最高 11,000 元，最長發給 12 個月。以勞工減班

勵企業僱用因疫情受

休息前 1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45,800 元，減班休息後協議薪資 23,800 元為例，即

影響失業之勞工，以

可申請薪資差額補貼 11,000 元（（45,800－23,800）×50％ ＝ 11,000）。

穩定失業勞工經濟生活，雇主透

另外，勞動部也推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過該計畫僱用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只要於申請當日前 1 年內，具有勞工保險或

構推介之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

就業保險之投保紀錄即可參加，並由就業服

上之非自願性離職者或加保職業

務處協助推介符合資格的民眾至市府機關從事計時工作，

工會勞工，得申請僱用獎助，每

最長補助 6 個月，每月依時數最多核給 1 萬 2,640 元。截

人 每 月 發 給 5,000 元 獎 助， 最 長

至 9 月 30 日為止，桃市府共開出 2,341 個職缺，已經安

以 6 個月為限。

排 1,862 人次上工。

薪資差額補貼

11,000 元
每月最高

減班休息日前1年(12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

× 50%

）

減班協議薪資

薪資差額
補貼金額

80％

實際參訓時數的訓練津貼，每月最高可領 1 萬 8,960 元
（120 小時）。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僱用獎助津貼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

缺工就業獎勵

臨時工作津貼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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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員
相伴前行

各地就業服務臺
連絡資訊

曾是失業者
同理心讓服務更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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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浪潮來臨
你的工作未來在哪裡 ?

全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考驗，臺灣的就業
市場也受到波及，這也讓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
處的就業服務員角色更顯重要。他們透過專業

擔心職能被淘汰

協助求職者及廠商媒合職缺，運用各式就業促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以及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所帶來的影響，不

疫情求職免緊張

進方案協助失業者迅速重返職場，

僅加速遠距商機、宅經濟、數位科技等技術之發展，同時也刺激產業、人才轉型，企業近

截 至 9 月， 共 成 功 媒 合 3 萬 9,568

期的徵才需求也開始看到「智慧化」、「自動化」、「數位」等新科技名詞，勞工為適應未

勞動力市場受影響
民眾加油打氣

人次就業，媒合成功率達 84.4％。

來職場變化，職能加值已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就服員為求職

擔心工作被取代

桃園 就業中心 就業服務員溫靜慧去年遭科

讓她逐漸失去信心。「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技大廠無預警裁員，正在徬徨的時候，被當時的就

整個人不修邊幅。」溫靜慧說，在了解她的經

業服務員發現具備喜歡與人群接觸及擅長聆聽等特

濟壓力後，評估運用「服務儀容整備計畫」陪

質，在接受其建議並積極參與培訓課程提升專業知

她選購合適的衣鞋，同時推介至公部門擔任臨

能後，便展開就業服務領域工作之路。她說，

時人員及領取「臨時工作津貼」，目前那名媽

自己曾領過失業給付，更能感同身受失業的

媽因收入穩定、整個人已容光煥發。溫靜慧發

低落心情，「我非常感謝我的就服員，也希

現自己擅於聆聽及溝通的特質，不僅容易貼近

望自己可以成為這樣的人。」。

個案，也能充份瞭解廠商的人才需求，現在持
續努力開發轄內合適職缺，協助更多需要幫助

溫靜慧談到今年印象最深刻的個案時表示，

的個案回歸職場並穩定就業。

那是一名獨力扶養 2 名子女的中高齡媽媽，

企業在轉型

桃市就服處協助加值更省力

人才也要轉型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2018 年「模擬 AI 對未來經濟影響」的研究報告指出，
到 2030 年，全球將有相當於全球勞動力總量的五分之一、約 8 億人的工作會

未來3年重要產業趨勢摘要

被人工智慧和自動化所取代，特別是住宿餐飲業的房務員、服務員，或是白領

AI服務產業
未來3年的
展望樂觀

初階行政職，例如行政助理、人資等，恐將消失在時代洪流中。
對此，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解釋，這份報告認為淘汰的人力
是以技術可行性來分析，而美國有研究認為，從工作內容的角度來看，會有

5年內57％
人工智慧技
術可達成熟

40％ 的工作被影響、7％ 的工作被取代。他指出，因成本考量與企業接受度，
台灣智慧化、自動化速度較其他各國稍慢，但這也給台灣勞工一個很好進修的
機會，勞工可以抓準機會參與新科技的課程訓練、替自己的職能加值。

AI領域人才需
求量急速增長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9-2021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過去因缺乏專業技術致長期收入不穩定，

產業人才需求轉型中
就業好出鹿
遇見薪幸福
徵才活動

桃園市政府
諮詢區

就業服務處

數位應用、智慧化當道

針對國內未來的人才需求，經濟部去年公布的「2019-2021 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台灣社會朝向數位化、智慧化是一個勢在必行

報告」指出，隨著「5 加 2 產業創新計畫」的推動與擴散，企業正積極向新興科技、數

的趨勢。當企業配合政府「5 加 2 產業創新計

位科技等人才招手。國發會今年 4 月公布「2020 年至 2022 年各重點產業人才新增需

畫」轉型，勞工亦需隨著這股趨勢作出轉變，

求量化推估結果」也發現在 IC 設計業、通訊業、人工智慧應用服務業等 26 項重點產業

替自己的職能與未來加值。例如過去的行政助

均有新增人力需求，其中又以智慧機械產業新增需求人數最高，平均每年新增需求人數

理工作並非一定要具備電子行銷的知識，但在

約 1.3 萬人。

未來，具備電子行銷這項技能不但可以提升自
身競爭力，還有機會追求高薪。因此勞工想要

平均新增需求人數（人）

分析需求
就服員為勞雇雙方牽線

資料來源：國發會2020年至2022年重點
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報告

14,000

新屋 就業服務台 就 業 服 務 員

尋找合適的職缺，發現ㄧ家紡織廠正在應徵

求職民眾在面臨職涯轉折、尋職不順的當下，難

黎桂玲從事就業服務工作近 13 年，她表

處理回收棉絮的機台操作人員，屬於簡單、

免會不安徬徨、倍感焦慮，就業服務處表示，除

示新屋地區多為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

重複性質高且相對安全的工作。為增加錄取

業，求職者以中高齡者以及身心障礙者

搭上重點產業徵才列車，就必須持續強化 AI、
5G 等新興科技、數位應用、以及智慧化設備

12,000

等相關技能，隨著時代潮流一起轉變。而就業

10,000

服務處為協助求職民眾了解當前就業市場趨
勢，除不定期辦理就業促進課程、講座及企業

了透過就服員的專業諮詢，整理出目前可行的求

8,000

參訪等活動，並提供職涯諮商及履歷健診服務

的機會，黎桂玲不僅傳授面試技巧並實際演

職方向等專業建議外，求職者自身的求職態度

6,000

協助職涯規劃，相關資訊可洽桃園就業中心

居多，在工作推介上有一定的難度，再

練及給予鼓勵，並運用「青年安薪就業讚方案」

積極、心情調適也非常重要，

加上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求職的民眾大

推介工作，成功協助其順利就業。在後續追

如此一來才能扎穩

幅提升，對她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挑戰。
談到印象深刻的個案，黎桂玲說，曾遇
到一位剛從高職畢業的青年前來求職，
因為她的個性較為內向，同時有表達障
礙而不善言談，所以常在面試這關時就

蹤訪視時，她看到小女生默默流著汗，認
真處理回收織品，敬業的態度讓廠商也
大力稱讚她積極又認真。黎桂玲說：「看
到自己推介的個案能夠穩定就業，就是我們
就服員工作上最大的鼓勵了。」。

腳步，邁向新的
職場。

（03-333-3005）、中壢就業中心（03-468-1106）

4,000

及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03-332-2101 分機

2,000

8015∼8018），或上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0

網站 http://oes.tycg.gov.tw/ 及職缺地圖 https://
IC 設計業

通訊業

資料
服務業

智慧機
械產業

人工智慧
應用服務業

綠色創新
材料業

jobmap.tycg.gov.tw/ 查詢。

109∼111 年重點產業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人數 （5+2 產業創新相關業別）

被刷掉。於是，黎桂玲便積極拜訪廠商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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