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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社會中，男女性常會被賦予不一樣的責任與期待，女
性多會冠上要負責生育、主持家務等印象，因此在職場探索
與發展也會有不同的目標與期待。四季職涯發展學院創辦人
兼執行長李宜芳以「學姊」的角度與經驗，分享兼顧家庭與
職涯等多重身份經驗，鼓勵女性實現價值、勇敢自我探索。

以學姊身份啟發

職涯為多數女性縮影

李宜芳笑說，自身的職涯經歷大概就是大部分女性的縮影，
過去曾在政治、媒體、教育、科技業工作，後來因為追尋理

四季職涯發展學院創辦人兼執行長

李宜芳

勞動特刊

想，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攻讀成人教育博士班，在就讀
期間，她不僅繼續工作，更完成了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

儘管女性不一定會期望賺很多錢、而是希望能找到兼顧家庭

她指出，小孩出生之後，身份就轉變成全職母親，希望能

與生活、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但「通常遇到的工作環境並

靠自己力量好好教育孩子，這也讓她認識了其他全職媽媽，

沒有這麼友善」，她們的期待跟一般公司在找正職員工的目

進而從中發現女性們期待能繼續「發展自我能力」，讓個人

標不同，因此會出現落差、成為最大的困境。

溫馨五月 有妳真好
兩性勞參率趨近 善用女力儲值未來發展力

專長或興趣能有所發揮。

女性參與課程或進修，托育成最大阻力
據調查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約 51％，較美國、南韓、日
本更低。李宜芳表示，政府雖然已經提供很多協助方案，例
如提升育嬰照顧措施、提供培力與職場技能發展課程、幫助
女性持續實現自我。不過很多女性最後沒法繼續進修的原
因，就是還要考慮帶小孩，因此只能靠閱讀或線上課程來充
實自己。

一、勞動力及勞動參與概況率

性別
差距

110 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為 1191.9 萬人，其中男性
勞動力為 659.5 萬人，女性為 532.4 萬人，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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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59.02%，其中
男、女性各為 66.93% 及 51.49%；就長期資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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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女性人力資源尚具開發空間，提升女性勞動

漸普及，政府也就此一情況增設許多線上課程，不僅鼓勵一

力參與，可加強女性的經濟能力及自主性，增進

後來因家庭變動，李宜芳必須出來找全職工作，於是踏進

般民眾加以利用，同時也讓有意願探索自我的在家托育婦

國家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詳右圖）。

了就業服務中心登記求職。她說：「其實可以叫我『學姊』，

女，有更多元的管道參加、增進工作能力。李宜芳也建議，

因為我比求職者們更早去就業服務中心報到。」很幸運地，

政府除增設課程外，亦注重宣導與改善職場性別平權的友善

她找到了接下來的發展，被推介至致理科技大學擔任職涯

環境，並提供各項輔導資源媒合與職涯諮詢，協助女性在轉

輔導師，這段期間同時完成 GCDF 全球職涯發展師的證照、

換人生跑道時，能夠思考職涯與個人生活間的選擇與取捨，

博士學位，並獲得助理教授證書。直到她決定放棄安穩的教

並增強同區域的女性社群連結、形成小眾支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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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女性勞參率偏低的因素
女性未參與勞動原因多為料理家務與照顧家庭，或就業技能不足而受到
限制；加上女性平均薪資均較男性為低，考慮托育、托老費用和就業薪

職工作，趁年輕時冒險與挑戰自我，於是踏進業界追目標、

資報酬效益後，可能傾向不外出工作；且至 109 年底，申請育嬰留職停

也展開了創業旅程。

薪津貼者達 84.7 萬餘人，女性占了 8 成 3。另廠商缺工時，考量「體力、
技術、效率」及成本等原因，可能較不願意僱用中高齡女性，也是因素

多數女性求職

之一。

首重家庭需求

跨出舒適圈後，李宜芳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樣，總會思考工作
能不能兼顧家庭、希望在求職時會希望工時必須要有彈性。

三、提升女性就業之積極作為

她說，女性大多較重情感，在找尋工作的過程中，會把照顧
小孩的需求放在前面。「我都會鼓勵她們去應徵真正想要的

在提升女性就業的實際作為方面，除鼓勵企業開發多元型態的工作機會，如部分工時、彈性上下

工作，勇敢去跟公司談期望條件，不要自我設限」。

班、居家辦公等，或提供托兒設施、措施，藉以紓解女性照顧及工作壓力，降低進入勞動市場之
障礙，並辦理適性課程，協助二度就業女性重新接軌職場、補足職能。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
桃園就業服務資訊

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
●

●

桃園就業中心

03-333-3005

03-332-2101 # 8014~8018

●

中壢就業中心

03-468-1106

03-333-0247

●

勞工學苑

03-332-2101 # 6808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650 號

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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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

察，近 20 年女性勞參率均呈現上升之趨勢，兩
性勞參率差距逐漸縮減，但仍有 15.44% 的差距，

近來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工作型態改變，遠距模式日

全國勞動力參與率概況

處也以「一案到底」方式辦理相關業務，如就業媒合、職業訓練、失業認定等，提供免費職涯諮詢、
履歷健診服務及就業促進方案，鼓勵其就業穩定。另規劃多項就促進活動，如研習課程、名人講
座、職場參訪等，亦辦理企業徵才活動，期能為女性開發更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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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職場、提升二度就業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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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就服處陪妳一起征服職涯

成功就業案例分享

面對未來人口結構的改變，桃園市就業職訓服務處期盼更多女性步入
職場，並提供多項政策，包括職涯諮商及履歷健診服務、職場學習再
適應計畫、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僱用獎助津貼、
失業者職業訓練、照服員訓練計畫等，希望鼓勵女性投入勞動市場，
並多利用獎勵或補助方式，協助女性就業穩定。

完訓後也開始了照服員工作。她說，那

專業技術，不僅可以運用在工作，身邊

劉小姐今年 37 歲，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

時候急需要用錢，有工作機會都不敢放

有親友需要這些照顧服務時，她也能跳

的工作近 2 年。談起為何會走上照服員

棄，只好每天凌晨 4、5 點早起跑早餐店

出來指導照顧技巧，「他們覺得我很厲

的工作，劉小姐認為，其實沒有想太多

工作、下午緊接著兼著做照服員，刻苦

害，知道這些可以幫助很多人的技術，

要做什麼工作、反而像是命運的安排。

地扛起家中的重擔，但後來真的身體承

這時候就會非常有成就感」。

她說，過去都在從事早餐店的工作，沒

受不住只好忍痛放棄早餐店的工作，擔

想到一場變故，她先生健康亮起紅燈後

任全職的照服員。

命運牽線

就業促進及職業訓練整合資源
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
為提升本市退休勞工就業意願及延緩勞工退離職場年齡，經本處桃園就業中
心、中壢就業中心及各就服臺評估後推介至用人單位，並連續就業滿 90 日，
每人補助 10,000 元。

轉行變成照服員

倒下，為撐起整個家中的經濟，她挺身

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
為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及適應，使其重返職場，經本處桃園就業中心及中
壢就業中心評估後，協助至事業單位學習，每月補貼用人單位職場學習及再適
應津貼、行政管理及輔導費，最長補助 3 個月。

成為了重要的支柱。

照服員有苦有樂

助人為最大成就

劉小姐認為照服員工作最辛苦的部分是

劉小姐表示，先生的病況需要照護，當

遇到失智症長輩突然犯糊塗時，沒來由

照服員來家中介紹服務內容時，得知她

地指責她亂動私人物品，「解釋不清又好

的難處之後，邀請她參加桃園市就業職

冤枉」，讓她心裡很受傷。但她也說，最

訓服務處補助的照顧服務員訓練，她在

大的成就感就是學會了居家照顧服務的

照服員就業獎勵
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展，協助充實照顧服務人力，

直到一場大病拜訪，麗鳳從沒想過會離

開放心胸存善念
就業

開職場，甲狀腺癌讓她被迫按下暫停鍵，

麗鳳表示，今年 1 月中，得知現在的公

一度以為不會再回到職場，但她很羨慕

司開出職缺，於是請就服員讓她再試試

過去的同事即使被裁員，在桃園市就業

看，這一次依舊很誠實地跟公司說明病

雇主僱用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之特定對象，或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上之

職訓服務處的協助下，透過安心就業方

情，要固定回診的需求，沒想到公司爽

一般失業者，按月計酬者每人每月最高發給 15,000 元，非按月計酬者每人每小

案找到工作，而她同事也鼓勵她在身體

快地答應了她的條件。睽違 2 年多終於

時最高發給 80 元，最長補助 12 個月。

狀況穩定之後，應該要積極走出家門、

回到職場，她笑說對女生來講，現在的

經本處桃園就業中心及中壢就業中心評估後推介至用人單位，每月就業獎勵金依在職期間
發給 5,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最長補助 18 個月，最高補助 108,000 元。

僱用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與職能培力課程

勇甩病灶

積極求職找生活目標

試著找工作，接觸人群、改善憂鬱症的

了求職之路。她說，可能是個性比較直

情況。

接，在面試時竟毫無保留地把生病的情

協助本市失（待）業者提升其就業與工作能力，結合在地訓練資源共同辦理在地化職

「我那時候算是失業很久，已經 2 年沒有

業訓練教育，使其習得就業技能及早回歸就業市場。每年度課程公告於桃園市政府就

工作。」麗鳳表示，走進就服站之後，發

業職訓服務處網站 (https://oes.tycg.gov.tw/)、桃園市工作職缺地圖 (https://jobmap.

現不僅符合長期失業條件、更達到中高

tycg.gov.tw/) 及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可上網查詢。

齡的資格，能以就業獎勵身份來求職，

職涯諮商及履歷健診服務
針對即將步入職場的青年、欲轉職之社會人士及二度就業民眾，提供職業適性診
斷測驗，由專業的職涯諮商輔導人員，進行評量分析並提供輔導服務，同時結
合企業人資以實務經驗協助其撰寫符合需求的履歷表，以增加面試及錄取機會。

況全說出口，接連失敗了兩次，但就服
員一直在身邊加油打氣，讓她有動力繼
續嘗試。

重回職場、穩定

沖壓工作可能有點吃重，但也讓她的作
息比當宅女時更規律，而且接觸的人更
多，使她變得更為開朗，非常感謝就服
處與就服員的幫忙，讓她順利重新展開
第二人生。

於是在就服員的鼓勵下，她勇敢地展開

圖地缺職市園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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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歡迎至本處官網查詢或洽詢本處（03-332-2101
分機 8014~8018）、桃園就業中心（03-333-3005）、中壢
就業中心（03-468-1106）或本市就業服務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