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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求職者想要重返職場究竟
容不容易？蛹之生心理諮商所譚慧蘭
所長從多年輔導中高齡勞工的經驗中
發現，這年齡層的人確實有較高的就
業焦慮，其中尤以待業階段焦慮程度
最高。並且也因為進入職場之後，可
能遭遇年齡歧視而感到焦慮。
不過，歧視是否真的存在？她表示

體智力是以所獲得的經驗為基礎的認
知能力，運用在吸收知識技能和解決
問題，通常會隨年齡而上升。簡言之，
中高齡勞工的經驗累積，更能在職場
上有所發揮。體力和流體智力會隨年
齡增長而下降，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
的現實，但若能充分盤點自我經驗、
職能，便能找到職場上的優勢，從而

歧視，服務案例中有中高齡求職者應

打造友善職場是企業最佳投資

一種則是想像中的歧視，中高齡求職
者常會預設立場，儘管別人沒有歧視
他。譚所長提到，有位個案好不容易
有面試機會，鼓足勇氣來到該公司門
口，卻無法踏進那家公司，因為對方
開出的職缺是「總機」。個案覺得人
資應該是沒注意到她的年齡，「總機就
應該是年輕女孩呀，恐怕面試官看我第
一眼就會覺得找錯人了」當事人氣餒地

友會」，增進員工間的情感交流，降低

齡者就業促進法》已經通過，中高齡

人際關係的摩擦，更可加強中高齡員工

族群的就業已是極受重視的議題，專

對公司的凝聚力。雇主運用相當低的成

法鼓勵雇主以定期契約、職務再設計

本，即可獲得相當高的成效。

方案、及促進世代合作傳承等，打造

政府、企業齊力
高齡就業

中高齡友善就業環境，消彌中高齡就
業阻礙，讓中高齡勞工發現在職場上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上的認同，企業也會發現這群勞工有

》立意良好，禁止年齡歧視的保障條

很高的忠誠度。

款有利於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專法

另外，打造友善職場環境，譚所
長建議企業端可以這麼做：
第一：提升高年級新人留任率。由於
中高齡族群和年輕世代資訊處理方式

核對職涯經驗，從中發現她曾是秘書，

很不同，例如前者對實體課程非常專

勝任該職務應不成問題。於是譚慧蘭

注且有熱忱、也喜歡透過實際操作來

所長協調政府單位，再運用系統合作

尋找問題的答案，而後者做為「數位

與企業進行溝通，為當事人爭取到第

原生」世代，習慣透過網路尋求解答。

二次面試機會，最後媒合成功，她果

因此所長建議企業在規劃新人教育訓練

然是企業想要的人才。

時，可以分齡實施實體或線上課程。企

極尋求專業的職涯諮商，協助當事人釐
清癥結點，發現自我的真實意願。

推進中高齡及

有屬於自己的位置，對企業產生情感

和職涯諮商的協助，進行生涯探索，

對生涯轉折而感到困惑焦慮時，應該積

例中就有公司的中高齡員工組成了「老

譚慧蘭所長指出《中高齡者及高

說。慶幸的是她後續尋求就業輔導系統

譚所長也鼓勵中高齡及高齡者在面

第三：建立社團。譚蕙蘭所長鼓勵企

第5條調整職務及改善工作設施與第
19條職務再設計及結合長照需求等適
應性條款，都有助於中高齡及高齡者
獲得更友善的工作環境。
而要落實專法，除了公部門的大
力推廣，更要促進企業的認同，譚所
長提到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中推行
企業社會責任(CSR)，將推動性別平
等措施作為評比項目，可比照將中高
齡就業促進、中高齡職場適應措施等

業實施後，發現效果確實不錯，甚至

列入評比，鼓勵企業樹立良好形象，

有企業更體貼中高齡求職者，通通實

由上而下帶動效益，用企業之力補足

體上課，一樣獲得員工好評。另外，

促進中高齡者就業的能量。

員工間人際關係認同度高，對中高齡

中高齡人才是企業人才庫中不可

勞工留任率自然有所助益。

或缺的一塊拼圖。政府透過法規並提

第二：中高齡員工擔任關懷員。豐

供誘因，吸引企業僱用中高齡勞工，

中高齡者並非完全弱勢，譚所長

富的人生閱歷讓中高齡者透過關懷員

已見成效。只要企業願意了解該族群

表示中高齡者具備了年輕世代所欠缺

工，提高對企業的貢獻度，同時會讓

特色，懂得去因應、調整職務，協助

的優點，而這必須透過盤點個案的

他感覺自己被重視，而增加對企業的

他/她發揮所長，「銀領」世代的戰力

經驗和職能，才能增加其信心。她

認同，發揮雙向效益。

將讓企業感到驚喜。

優勢觀點 增加就業信心度

職場續航，銀向勞雇新篇章中高齡勞工就業探討

業推行員工組成及參加社團，服務案

徵業務職缺，卻碰到面試官無視履歷

這的確會讓求職者感受到被歧視。另

03-334-7256

請洽各地就業服務臺或本府就業服務專線

的智商)常在二十歲後開始走下坡，晶

建立信心，重新進入職場軌道。

者是否會操作電腦、使用Word軟體，

求職求才免費刊登

解釋：相較於流體智力(即一般所稱

常見的歧視情形，一種是顯見的年齡

上的相關工作經歷，僅一再詢問求職

發行日期｜ 110 年 5 月 20 日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看見銀領世代新優勢
職場歧視？心事誰人知

總編輯｜吳宏國

解決勞工荒，發掘銀色勞動力，
產業缺工的一劑解方
台灣15歲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自

工問題雪上加霜。根據就業職訓服務

面對勞動力缺口，過去對中高齡

104年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國家發

處統計，桃園市109年12月缺工近1.1

勞工充滿體力差、不能與時俱進的職場

展委員會則推估114年起我國65歲以

萬人，其中又以製造業、批發及零售

偏見，如今開始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上中高齡人口比例將逾20%，成為超

業等缺工最為顯著。除了勞力密集的

發掘中高齡勞動力，逐漸被視為產

高齡社會，台灣更從去年起人口持續

產業飽受「找無人」之苦，包括IC封

業人力荒的一劑解方。109年12月4

呈現負成長，人口結構受到高齡化與

測、電路板等科技廠及住宿餐飲等服

日《 中 高 齡 者 及 高 齡 者 就 業 促 進 法

少子化趨勢之影響，台灣整體人力供

務業也處於缺工困境，「如何補足缺

》正式施行，宣告職場人力資源洗

給成為嚴峻的議題。

工」已成了台灣產業的棘手難題。

牌，「銀」領風騷的時代已然來臨。

根據勞動部109年移工管理及運
用調查報告，受COVID-19疫情影響
移工來台管制增多，截至109 年 6 月
底，台灣移工人數較108年底減少1萬
4,541人，其中產業移工人數較108 年
底減少1萬920人。桃園市作為全台首
屈一指的工業科技城市，對勞工需求
尤為殷切，卻因疫情影響，使產業缺

「銀」領風騷
發掘中高齡勞動力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650號

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03-332-2101 # 8015∼8017

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03-333-0247

勞工學苑

03-332-2101# 6808

求職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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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
就業職訓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
勞動局FB 粉絲專區

積極打造友善就業環境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持續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措施，一方面協助中高齡及高齡勞工續留或重
返 職 場 ， 積 極 媒 合 中 高 齡 就 業 ， 109年 就 業 媒 合 達 1萬
5,598人次，媒合率為86.8%。另一方面也鼓勵企業留用及

桃園
「有頭鹿」
職能訓練場

中高齡勞工就業無礙
辦理各種職業訓練，協助中高齡者的職能
再強化。中高齡失業者參加職訓課程及照
顧服務員訓練專班，經過審查符合資格，
可獲得全額訓練費用補助。

僱用中高齡人力，為桃園市的產業創造企業與勞工雙贏的

47.42%，較108年成長2.38%；45歲至64歲勞工失業率呈
現下降趨勢，自108年的2.51%，於109年上半年下降至

中高齡及
高齡勞動力
再運用獎勵
計畫

50歲以上設籍本市的退休勞工參與本計
畫，經公立就服據點推介錄用後連續就業
滿90天，可申請每人1萬元就業獎勵津貼。

2.38%，109年下半年則下降至2.32%，顯見本市中高齡勞

預計將讓更多中高齡及高齡勞工與企業受惠。

2.50%

2.51%

2.45%

跨域
就業津貼

2.32%

2.35%

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
針對45以上勞工因年齡或體力產生的工作障礙，雇主透

工作效能。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結合事業單位或團體，協助45歲以上失業之中高齡及高

僱用獎助津貼&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
職涯諮詢
及履歷健診
服務

2.38%

2.40%

齡員工，並提供資源協助雇主有效打造

添購機具或輔具，改善工作設備和工作條件，提升勞工
針對至外地求職就業者，提供交通補助、
搬遷補助和租屋補助三項，減輕勞工的負
擔，提高穩定就業意願。

桃園市45歲至64歲勞工歷年失業率
2.55%

誘因，鼓勵企業留任或聘僱中高齡及高

過「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補助每人每年10萬元

工失業情形已逐漸獲得改善。110年起推動「中高齡及高齡
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及「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

就業職訓服務處同時也對雇主釋出

友善就業環境。

局面。109年各項就業促進方案已協助本市700多位中高齡
勞工，45歲以上人口勞參率有逐年提升的趨勢，109年達

企業

2.30%

專業職涯諮商人員針對轉職或二度就業的
中高齡及高齡者進行輔導，釐清就業方向
並規劃職涯歷程，檢視履歷，做好求職的
準備。也可依求職者個別需求，進行一對
一深度諮商服務，了解求職者問題及困
境，提供解決方案。

齡者到企業進行學習及就業適應，並提供補助津貼與企

雇主僱用失業一定期間的中高齡及高齡就業弱勢者或繼

業行政管理及輔導費，協助中高齡及高齡民眾順利重返

續僱用65歲以上勞工達6個月以上，皆可請領相關的僱

職場。

用津貼或補助。

2.25%
2.20%

108年

109上半年

109下半年

就業促進
研習課程

勞工
設置中高齡及高齡者專區 提供一案到底的就業服務
考量中高齡及高齡者可能同時面臨二度就業、長期失
業或身心障礙等多重困境 而有多種就業需求，就服處特別
設置「個案管理員」，提供一案到底的就業服務，從就業
諮詢評估就業需求、視其需求提供職業訓練、就業促進研
習課程、或運用就業促進計畫協助排除就業障礙等面面俱
到的協助，也鼓勵企業提供多元型態就業機會，不只協助
中高齡待業者找到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可以滿足其現時需

中高齡專屬的就業促進課程，包含就業準
備及求職技巧等課程，強化中高齡求職者
就業前準備工作，並提供就業資訊與適性
就業媒合服務，以順利重返就業市場。

職場[齡]時差，青銀共創好頭路
超高齡社會已是進行中的事實，成功老化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
面對人口結構的改變，多元人力的開發與運用並打造中高齡友善的職場，
看見資深勞工的價值，讓熟齡的智慧傳承到年輕世代，促進青銀世代
的相處融洽，提升員工留任率，才是企業因應變局的正道。
知名連鎖麻辣鍋餐飲位在桃園市的分店於110年僱用參與「中高齡
及高齡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的銀髮人才，很快便發現銀髮員工的
工作穩定度和溝通能力俱佳，尤其在了解工作內容後，幾乎完全不用
擔心他們會出錯，還能跟店內年輕員工相處融洽、各自發揮優點、
相互學習－無齡職場、青銀共融，善用人力資源的企業何愁缺工，甚至可以看見美好的職場新景象。
就業職訓服務處於110年4月舉辦了「就業找出路 相挺有頭

求並發揮所長的工作。
110年起市府就業職訓服務處於中壢、桃園兩就業中心

鹿」首場樂齡現場徵才活動，邀請36家廠商，釋出約1,600個中

設置「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服務專區」，亦規劃設置「銀

高齡友善職缺，類型包含餐飲人員、保全員、門市人員、傳產

髮人才服務據點」，將提供民眾線上預約、中高齡專屬職缺

及科技製造業行政、技術人員等，亦有部分工時彈性職缺，滿

資訊平台，開發工作機會及量身打造的產訓合作課程等更深

足中高齡朋友多元化求職需求，媒合率達76%。110年將辦理多

度優質的就業服務。

場樂齡徵才活動，作為本市中高齡民眾及友善廠商的就業媒合
平台。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將持續透過政策及方案，引
導並提供誘因，讓企業樂於建構友善職場，鼓勵中高齡者持續

更多徵才活動請上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官網
https://oes.tycg.gov.tw/

或

桃園市工作職缺地圖查詢
https://jobmap.tycg.gov.tw/

貢獻所長，推倒年齡築起的職場藩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