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台灣人力資源白皮書
Human Resources White Paper in Taiwan

「本國人才外流趨勢加大，外籍人才

摘要
面對亞太地區甚至是全球的經濟競
爭，各個國家無不把厚植人力資本實力列
為優先發展事項，同時由公部門及民間進
行相關研究與努力。目前台灣重要的外籍

流入法令限制過多，政府缺乏實際政策與
作為，以增加本國工作吸引力來留才」，
建議應：鼓勵製造業回流，增加就業機
會；扶植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發展。

商會每年向政府提出建言，例如美國商會

「加班規定不符產業需求，知識工作

出版 Taiwan White Paper、歐洲商會出版

者不同於產線工作者，加班規定缺乏彈

Position Papers 等，內容雖均包括人力資

性，工作時段限制過多」，建議應：加強

源相關議題，但鮮少有人力資源專業團體

落實勞資對話；放寬規範使工時彈性化；

以客觀的角度與分析提出報告。

建教合作的工時規定應更彈性化；善用彈

作為台灣人力資源界最具代表性、同

性人力。

時關心國內人才發展的中華人力資源管

「年輕族群失業率高，學校的就業及

理協會，藉此提出「2014 人力資源白皮

職涯輔導成效不彰」，建議應將：生涯發

書 」 （ Human

White

展職責化；職涯輔導單位專責化；鼓勵學

Paper-2014），內容包括台灣當前人資處

生承擔自我生涯發展責任；鼓勵多元職涯

境及解決之道，以反映現狀並提供專業建

發展。

Resources

議。

這些議題反映出現階段產業所面臨的

本研究先彙集各產業人力資源專業人

人力資源處境，亦即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核

士參與研討，透過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後，

心問題。期望藉由本白皮書，提供建議作

歸類出台灣當前人力資源面臨最重要的

為台灣未來提升人力資源競爭力的參考。

五項議題及其相對應的建議。
「人才供給數量在理工科系與文法商
科系的比例失衡」，建議應將：人力規劃
及政策系統化；增加理工科系人才的培育
數量；提高技職體系學生的比例。
「高等教育對於質的培育遠不如量的
產出，學校培育人才的品質與企業需求存
在落差，導致學生失業率高」，建議：應
與業界合作增加實習機會，產學合作區域
化；鼓勵成果卓越的學校，加強培養學生
國際競爭力；改進獎勵及補助企業人才培
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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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人才供給數量在理工科
系與文法商科系的比例失衡。
在環境快速變遷與科技日益進步之
下，近年來我國產業轉型與製造業外移，
使得人力需求跟著轉變，然而高等人才培
育並未隨產業變化而適時適度的調整，造

目前政府單位雖然已經針對學用落
差的議題採取許多措施，例如教育部的教
學卓越計畫以及產學專班課程、青輔會的
職場體驗計畫，或是勞動部人力發展署的
產學訓用平台等，然而卻流於各自為政，
缺乏整體的規畫。

成現今高等教育人才供過於求，2013 年

勞動部只是組織升格，功能並沒有升

大學部新生（含日間部與進修部），總招

格，可以預期未來勞動部仍將專注原來的

生人數已達 27.4 萬人，超過高中高職每

勞動業務，勞動部單一部會是無法解決當

年畢業生總人數 27 萬人，已經達到人人

前人力資源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提升為

均可上大學的情況，高等教育已由菁英教

國安議題，指定政務委員負責跨部會（勞

育演變為普及教育。雖然高等教育培育出

動部、教育部、經濟部、內政部、國發會

較過去多出 3 倍的大學畢業生人力，卻未

等）協調，共同解決當前人力資源問題，

能有效媒合產業的需求，造成大學生學非

依據未來 3~6 年國家競爭力的發展目

所用，最終導致大學生失業率較平均失業

標，訂定國家教育及人力資源的主軸與策

率高的現象。

略。

牛津經濟學院（Oxford Economics）
近期發表的「Global Talent 2021」報告，
針對高階管理人才、專業人才和技術人
才，預測全球 2021 年人才供需的落差程
度，台灣在所有受評比的 46 個經濟體中
敬陪末座。
產業界普遍的現況是當有管理或行政
職位出缺，應徵者人數遠遠超過需求的數
倍，而專業技術的職缺（例如：電機/電子
/機械相關研發人才等）卻經常招募不足。
專業人才供需不平衡的問題充斥在各個
產業，長期下來已成為產業發展的重大隱
憂。
建議應改善及加強之處：
一、 人力規劃及政策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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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理工科系人才的培育數量
教育資源的投入應考量國家未來經
濟及產業發展趨勢，有效預測勞動市場供
需，來調整教育資源，例如從台灣的勞動
市場供需來看，理工相關人才一直處於供
不應求的狀態，建議教育部與學校應該增
加理工科系人才的培育數量。
專業人才的供給和需求與經濟學的
供需理論並無二致，建立供給者（教育部
及學校）與需求者（產業）的長期聯繫機
制，將有助於改善專業人才供需失衡的問
題。
三、提高技職體系學生的比例
重建技職教育體系，讓學生對於從事
學術發展與職業技術培養，再度獲得平衡

的選擇。目前教育部雖然已啟動後段班科

交流的經驗。根據最新全球英語指標調查

技大學的退場機制，但是應採取較積極的

指出，在全球 60 個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

作為，加速推動退場機制，同時將資源挪

家中，國民英文程度台灣排名第 33 名，

往技職體系學校。

屬於中低程度等級。

議題 2. 高等教育對於質的培育遠不如量

台灣一千大企業招募新進人員的多

的產出，學校培育人才的品質與

益（TOEIC）分數需求為 550 分（總分 990

企業期待存在落差，導致學生失

分），和韓國的平均 700 分差距 150 分，

業率高。

由近年來韓國三星、現代汽車、樂金（LG）

現在的大學教育已變成普及教育，因
此無法期望大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就是業
界要用的人才；加上各校辦學品質不一、
學生素質良莠不齊，也導致大學畢業生能
力愈來愈受質疑。當教育的質量沒有提
升，教育的數量就沒有意義，大學和研究

等大企業受到世界矚目，很多人認為韓國
企業英語能力的提升，使得掌握全球脈動
的速度加快，因而強化其國際競爭力。
建議應改善及加強之處：
一、 與業界合作增加實習機會，產學合
作區域化

所大量的擴充，也造成學歷的貶值。
過去學歷等於職位、等於薪資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這些取得高學歷的年輕人，
由於認為理應可以找到高薪的工作，而不
願屈就低薪的工作，使得年輕族群的失業
率居高不下。
若從專業能力及語言能力來探討年
輕族群的就業力，根據 2011 年 5 月行政
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結果，有四成的 24
歲以下失業者之主要原因是「技術不
合」；而 25 至 29 歲失業者之主要原因是
「技術不合」與「工作性質不合」。由此
可見，雖然現代青年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增
加，就業能力卻未能符合企業的期待。
在語言能力方面，我國人才外語能力

大學教育應該考慮就業準備教育，在
學程中加入實習學分、獎勵企業提供實習
機會。同時也可以邀請業界人士擔任講座
或業師，讓學生有機會進一步瞭解職場現
況。
在國家競爭力的整體規畫之下，學校
也可以主動瞭解企業需求，配合當地產業
優勢，進而改善課程設計，成立特色系所
並且深化專業課程，縮小學用落差，例如
位於桃園航空城附近的中華科技大學，其
航空科系的課程，甚至吸引新加坡與中國
大陸的學生就讀。
二、 鼓勵成果卓越的學校，加強培養學
生國際競爭力

相較於鄰近國家（如香港、新加坡、馬來

目前學生就業力已經是教師以及學

西亞）等落後甚多，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對

校評鑑的重要指標之一，成績將影響升等

國際事務的了解與關心不足，更缺乏國際

與否或是預算多寡，除了考核之外，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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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府引導學校與企業合作，並且針對成

種，第一種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

效顯著的學校給予獎勵。

因為薪資太低，不願意投入台灣的就業市
場，轉往其他國家薪資較台灣高的工作，

同時應提高對英語教育的投入程

例如到澳門賭場擔任發牌員等。

度，對於英語教育做整體性規畫，學校英
語教育的目標，不僅能應付各項考試，應
該更注重生活化與實務運用，能夠在就業
時運用在工作環境中。政府應該致力於塑
造出國際化環境及提升整體的英語能
力，例如多獎勵媒體播報一定比例的國際
新聞或國外題材，讓國人在觀看新聞時與
世界接軌，才能真正提升台灣人才的國際
競爭力。
三、改進獎勵及補助企業人才培訓方案
現行「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的教育訓
練補助漸流於形式，講師素質參差不齊，
顧問公司協助企業包裝申請補助，然而訓
練成效大有問題，建議根據過去實際訓練

部份已開發國家，因為藍領工作者
的短缺，開放國外學生打工，薪資甚至超
過台灣的白領專業人員，因此年輕人寧可
選擇打工度假的方式，遠赴其他國家從事
勞力工作，縱使工作內容與其教育程度並
不匹配，也不願意進入台灣就業市場。
另一種則是具有關鍵技術的人才，
例如：研發工程師、高階管理者等，為了
追求更好的薪資福利或發展機會，接受其
他國家企業的挖角離開台灣，甚至舉家遷
移。薪資水準高的國家，經常性的來台挖
角，例如新加坡一般新進員工的薪資就比
台灣資深專業人才的薪資還高，且個人所
得稅又較台灣低，實質所得相對更高。

成效，重新檢討獎勵及補助企業人才培訓

根據萬寶華人力資源公司（2013）

方案，並協助民間培訓機構提升專業能

的調查發現，亞太地區採取外國人才招募

力。

策略的雇主高達 7%，超越全球平均 4%，
尤其近年中國大陸人才培訓的速度不及

議題 3. 未重視本國人才外流，人才流入

經濟發展的速度，而台灣人才的技術成熟

限制多，政府缺乏實際政策與作

度以及中文溝通便利性，使得大陸企業紛

為，以增加本國工作吸引力來留

紛開出相當優渥的條件，吸引台灣人才。

才。

台灣人才流入分為藍領外勞與白領

目前每年台灣淨移出人力超過 1 萬

外勞。自 1989 年政府引進第一批低技術

人，其中許多屬於高教育/高技術人才。台

外籍勞工以來，到 103 年已有近 50 萬的

灣在 2013 年到 2030 年間，高階人力供

工作人口，約占整體工作人口的 5%左

給預估將較需求短缺 6.3 萬人，高階人力

右。另一方面，外國人在台灣就業限制仍

的培養期長，若缺乏有效因應措施，將造

多，外籍人士普遍反應台灣對國際人士的

成人才短缺情形惡化。

友善環境是較為不佳的。

根據本研究專家訪談的結果發現，
台灣人才外流的型態大致可以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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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使得人力資源的

流動已經超越國家的限制。根據萬寶華人

植高附加價值服務業，包括文化產業、觀

力資源公司在 2013 年全球的「人才短缺

光產業，這些都是根留台灣，能夠帶動一

調查」發現，全球超過 38,000 名受訪雇

長串供應鏈的產業，例如旅館業、民宿

主中，有 54%認為人才短缺對於企業的競

業、餐飲業、糕餅業等，都能有助於創造

爭力可能造成中度甚至重大的影響，政府

就業機會。

和企業為了補足需求所採取的全球招募
策略，會成國家間的人才流動，而這樣的

議題 4. 加班規定不符產業需求，知識工
作者不同於產線工作者，加班規

現象也反映在台灣的勞動市場中。

定缺乏彈性，工作時段限制過多。
台灣正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但是
政府卻未提出有效的留才策略，來增加本

根據勞動部 102 年針對全國所進行的

國工作的吸引力，當企業為填補人才缺

勞動檢查報告結果得知，101 年與 102 年

口，擬聘僱其他國家的白領工作者來時，

違規前三名者，皆與勞動基準法中「延長

政府在法令與行政程序上，仍設有諸多限

工作時間」的相關規定有關（參見表一）。

制，使台灣企業面臨兩難的情境。

其中第 24 條為加班費的計算標準，第 32
條 2 項係為加班時間之限制，即每日之正

建議應改善及加強之處：
一、鼓勵製造業回流，增加就業機會
由於西進大陸的機會已經不再，政

常工時與延長工時併計不得超過 12 小
時、每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 小時 ，而
第 30 條 5 項為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應保
存一年之規定。

府宜積極鼓勵製造業回流，協助取得土

表一勞動基準法違反前 3 名條文

地、建設廠房、聘用員工，增加國內就業
機會。
然而三 K 工作（辛苦、骯髒、危險

違反廠次
條次
第 24 條

工作）乏人問津，缺工嚴重，重創製造業，

第 32 條

台商回流困難。外勞不是搶走本勞工作的

2項

人，宜適度開放藍領外勞，以創造白領本

第 30 條

勞就業機會。

5項

違反率

101 年

102 年

101 年

102 年

1276

1234

10.9%

8.8%

1033

876

8.8%

6.2%

738

661

6.3%

4.7%

註 1：違反率=該法條違法廠次/總檢查廠次

現行「三 K 產業五級制聘僱外籍勞
工之適用比率」宜再檢討，適度調整適用

註 2：101 年總檢查廠次為 11,711 廠次，102 年
總檢查廠次為 14,021 廠次。

比率；「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籍勞工數

由表二可以得知，違反勞動基準法情

額機制」應也宜再檢討，適度調整外加就

形超過整體水準（26.2%）的業別，按違

業安定費金額。

反率排序前 5 名業別中，全部都是服務

二、扶植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發展
除了獎勵製造業之外，也應積極扶

業。若勞基法的加班規定已不符各產業別
現今的發展需求，而導致某些產業較容易
觸法，則政府與企業實有進一步商討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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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利國民經濟之永續發展。

無法有效解決。

表二 違反勞動基準法情形嚴重之業別

次
1

時間與出社會的工作無時差接軌，建教合

102 年

序
業別
住宿及餐
飲業

違反

檢查

違反

廠次

廠次

率

385

919

41.9%

及休閒服

47

117

40.2%

務業
3
4

支援服務
業
運輸及倉
儲業
及社會工

生。許多技專校院的學生因為以技術為發
展主軸，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建教合作的比
例也相對高，為此教育部設計了「建教合
項，尤其在技術生「訓練契約」中第五項，
特別提及「技術生之工作應在日間實施，
每日工時則依基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且以

355

923

38.5%

308

882

34.9%

不加班為原則… 。」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 44 條規定「十五
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
童工」，恰好是國中畢業進入技專校院的

醫療保健
5

作學生(或技術生)的相關制度就應運而

作資訊網」，網頁中提及了申辦注意事

藝術、娛樂
2

近年來為了使學生能在畢業後第一

179

581

30.8%

作服務業
國際勞工組織 ILO（International

學生年齡；又第 48 條規範「童工不得於
午後 8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導
致建教合作生於這段期間內不能工作。

Labor Organization）認為每週最適工時

對服務業中如餐飲業、飯店業而言，

為 40 小時，下表為各國法定工時的比較，

晚上八點鐘以後，都還是用餐的高峰期，

主要多是在 40 至 44 小時區間，亞洲國家

而早餐的準備通常都早在清晨四、五點展

的法規遵守率普遍低於歐美國家。我國政

開，若建教合作生無法參與這段營運時

府期望未來可以將工時制度全面改成週

間，在人員訓練與人手調派上面將更添難

休二日，亦即每週法定正常工時為 40 小

度，建教合作規範與勞基法第五章中「童

時，政府如無法與勞資雙方代表商討後續

工」的工時規定，在實務上存在著落差，

的配套措施，即便屆時全面施行，可以預

這樣一視同仁的工時規範，與建教合作學

見法規遵守率應會進一步下降。

生現場實習的黃金時段衝突，致使企業最

早在 10 多年前已有相關研究討論勞
動基準法上路後對國內企業經營的影

終放棄提供建教生工作機會。
建議應改善及加強之處：

響，研究結果泰半顯示工時制度對企業的
經營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如今再對照近年
來勞動部公布的勞動檢查結果，其中與工
時有關的違法事項總是名列前三項，可見
工時制度不夠彈性化的問題一直以來都

6

一、 加強落實勞資對話
勞動基準法第 83 條規定事業單位應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可利用此機制，交由
勞資雙方協議訂定勞動條件。根據行政院

國發會研究指出，美國勞動市場是歐美地

國家

法定工時(週)

法規遵守率

區最具彈性的國家之一，尤其是工時、工

波蘭

40

85.9

資與勞動契約等都是由勞資自行協商，政

芬蘭

40

90.3

西班形

40

88.2

日本

40(特定 44)

54.2

韓國

40

24.5

印尼

40

47.6

泰國

48

65.3

雇主能充分遵守第 36 條每七日有一日作

新加坡

44

-

為例假、第 32 條每日正常工時加延長工

台灣

42

52.4

時不得逾越 12 小時及第 24 條延長工時之

中國

44

-

工資的相關規定，政府在工時制度上應考

香港

無法定工時1

-

府甚少干預；政府也可針對弱勢勞工特別
進行立法保護。
二、 放寬規範使工時彈性化
企業需要更多工時彈性化，目的在於
提升產業的效率，而非降低勞動成本，如

量不同產業特性，多保留一點實施上的彈
性，亦即重新思考沿襲工廠法而來的一體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奉真(2013:227)、維基百科(上
網日期：2014/06/15)

適用之工時制度是否合宜。
三、建教合作的工時規定應更彈性化
目前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多半將工時交
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或是採取較為寬鬆

社會上弱勢家庭出身的學生，喜歡選

的變形工時制度，只有針對弱勢、無法與

擇技專校院，一方面可透過建教合作賺取

雇主平等協商的勞工採取法制上的保護

薪資貼補家用，另一方面透過實習取得經

措施。荷蘭在 1996 年解除每週基本工時

驗、培養出一技之長，也經常是脫離貧困

的限制，允許雇主與勞工組織共同協商每

的好方法。德國的學徒制度舉世聞名，德

週工時制度，以達工時彈性化的目的。法

國工時的相關規定包括：每日最高 8 小時

國在 2000 年實施員工人數達 20 人以上

修訂為得延長 2 小時，並實施 6 個月的變

的企業每週法定工時上限為 35 小時，但

形工時以及廢除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法

是在 2005 年 3 月實施工時改革法，允許

令。政府可以效法德國，給企業在工作時

私人企業雇主與員工自行協商彈性增加

段上多一點彈性，如此可提高企業進行建

每週工時時數上限至 48 小時。

教合作的意願，避免間接剝奪學生的就業

國家

法定工時(週)

法規遵守率

美國

40

69.1

加拿大

40

88.5

法國

35

50.7

匈牙利

40

90.7

盧森堡

40

98

機會。
四、善用彈性人力
放寬有關定期契約的限制，可舒緩旺
1

依維基百科所述，香港目前全職僱員的每週估計

總工時平均為 49 小時，年度工作時間為 2,296 小
時，高於全球 1,915 小時和亞洲 2,154 小時，位居
全球第五高工時的地區。

7

季正職勞工的加班壓力，讓淡旺季鮮明的

20-24 歲年輕族群的失業率卻高達 13.17

產業可以透過定期契約，做人力上的彈性

％，兩者間的落差達到 8.93 百分點，為

調度。

近十年之新高（見下圖）
。

議題 5. 年輕族群失業率高，學校的就業

根據統計資料，台灣青年的失業率約
為全體失業率的 2.5 倍，高於歐盟(2.２

及職涯輔導成效不彰。

倍)、美國（1.9 倍）及日本(1.8 倍)等國家。
回顧過去十年台灣失業率變化，大致

同時，2002 年青年失業率由前一年的

隨全球景氣趨勢在 4-6%間上下變化，在

7.36％躍升為 10.44％之後，就一直維持

全球排名中優於 OECD 多數國家，但略低

在二位數字，以長期的青年高失業率來

於香港、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鄰近國

看，絕對有其結構性的因素，而非單純肇

家。就全國平均之失業率而言，台灣的失

因於經濟不景氣或求職資訊不充分。

業率看似沒有特別嚴重，但是「青年高失
教育部提撥給各校的經費，多以學校

業率」的現象卻日益惡化。

本身為中心的績效指標作為依據（論文發
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101 年平

表篇數等），而非以學生為中心的績效指

均有 48 萬人失業，其中 20-29 歲的失業

標作為依據（畢業生就業率、畢業生就業

者占整體失業者人口的 43.2%，約有 20

平均薪資等）。青年失業與整體失業的情

萬人，換言之，在每十個失業者中，至少

況、原因及影響都各有不同，政府應就其

有４個以上是年輕族群。因此儘管 101 年

現象獨立並審慎因應。

台 灣 整 體 平 均 年 失 業 率 為 4.24% ， 但

台灣近十年失業率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2002

2003

總體年均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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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2006

2007

年輕族群(20-24)平均失業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總體與年輕族群年均失業率落差

建議應改善及加強之處：
一、生涯發展職責化
由於大部分的老師本身缺乏產業界的
實務工作經驗，再加上學生就業僅為教師
評鑑的一部份，老師普遍缺乏輔導學生生
涯的能力與責任感。建議政府督促學校提
供老師輔導學生生涯發展的相關訓練，並
且針對成效顯著的老師予以獎勵，強調學
生的生涯發展也是老師的職責之一。
二、職涯輔導單位專責化
學校的職涯發展中心或就業輔導單位
的負責人大多為兼任，流動轉調頻繁，建
議學校將職涯輔導單位專責化，由專業人
員推廣相關事務，將職涯輔導功能充份發
揮。
三、鼓勵學生承擔自我生涯發展責任
學生才是自我生涯發展的主人，建議
學生應該主動善用學校資源，增進職涯經
驗，積極探詢自己的生涯意向，並據以培
養專業能力。
四、鼓勵多元職涯發展
應該屏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的思維，職涯的定義有很多類型，我們必
須尊重多元職涯發展，職涯管理就是生命
的選擇與管理，共同建構一個多元、開放
與融合的社會。

9

國家訓練品質獎、人力創新獎、TTQS、

研究方法

幸福企業獎等）之企業，藉此足見這些企

本研究的問題收集，主要針對台灣現
今人力資源所面臨的問題進行診斷與探
討，因屬當今現象的探索性研究，故在研
究方法上先進行質性研究法的焦點團體
訪談，並試圖從中收集並瞭解人們對此一
特定主題的感受及意見。

業在人力資源整體發展具一定前瞻思維
且堪為表率。
針對篩選後的數十家企業一一邀請，
最後共有 14 家企業（製造業 5 家、服務
業 6 家、金融業 3 家）之人力資源最高主
管，出席依其產業別舉辦三次焦點團體訪

同時考量其行業別之屬性差異，將收

談，將訪談內容歸納後之結果，透過三次

集到的資料加以編碼與反覆歸類後，把整

德爾菲法問卷調查，找到具全體共識的觀

理 的 結 果 再 透 過 德 爾 菲 法 （ Delphi

點，並彙整為 5 大台灣現今人力資源所面

method, 或稱專家調查法）進行意見確

臨的挑戰與相關建議。

認，協助專家以其專業知能、經驗與意見
建立一致性的共識，進而解決複雜議題，
透過此方法排除質性研究不夠嚴謹的缺
點，同時將量化研究之科學性、系統性應
用得淋漓盡致。
因屬探索性研究，為能收集具代表
性、專業性的觀察論點，在抽樣方法上採
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或稱準
則 抽 樣 / 判 斷 抽 樣

Judgment

sampling），即設定標準條件後，選定焦
點團體之專家條件後始進行訪談。
本次條件設定為共計有三，以確保有
效性與示範性：一、規模代表性，採國內
具公信力之天下雜誌 2013 年所公布之
2000 大企業，並依產業篩選製造業、服
務業、金融業等三大類別；二、專業敏感
性，篩選重視人力資源專業的企業，參考
其是否加入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團體
會員，願意分享與強化企業人力資源專業
知識，透過協會交流互動以提升對國內外
人力資源問題的敏感度；三、標竿代表
性，針對過去曾獲頒國家級認證獎項（含

10

參考資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中華民
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2013
年 11 月 5 日。引自：

辛炳隆與吳秀玲（2003）。有利於產業發
展之勞工政策之研究`，經濟部工業局委
託研究。
李誠、辛炳隆及成之約（2002）。經濟國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

際化趨勢下我國勞工法制之改進，經建

0000455

會計劃案。

辛炳隆（2012）。強化人力資本，提昇就
業力。勞動部職訓局就業安全半年刊，
1 。引自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勞動市
場彈性化研究，2005 年 12 月。
蔡奉真（2013）。台灣工時規範之法規執

http://www2.evta.gov.tw/safe/docs/saf

行度---從法律規範之「應然」到「實

e95/userplane/half_year_display.asp?m

然」
，台灣衛誌 2013，Vol.32，No.3。

enu_id=3&submenu_id=511&ap_id=1
300

李健鴻（2012）。當前青年失業的原因、
問題與對策。勞動部職訓局就業安全半
年刊，1。引自
http://www2.evta.gov.tw/safe/docs/saf
e95/userplane/half_year_display.asp?m
enu_id=3&submenu_id=511&ap_id=1

劉克智（2000）。台灣勞動市場的轉變與
失業問題—台灣的失業問題，台灣經濟
發展研究中心。
薛琦（2003）。該鬆綁的勞動市場—誰偷
走了我們的工作，天下文化。
中原大學賴英照講座教授傅立曼與蓋茲／
賴英照 2014/2/10 聯合報

301。

林建山（2012）。人才斷崖危機。勞動部
職訓局就業安全半年刊，1。引自
http://www2.evta.gov.tw/safe/docs/saf
e95/userplane/half_year_display.asp?m
enu_id=3&submenu_id=545&ap_id=1
839

莊奕琦（2012）。基本工資不能保障基本
人權，國政評論 October 18, 2012。引
自http://www.npf.org.tw/post/1/11497
萬 寶 華 (Manpower) 人 力 資 源 公 司
（2013）。人才短缺調查。台北市。
勞動部新聞聯絡室（2014）。勞委會公布
102 年全國勞動檢查機構執行勞動條件
檢查統計。2014 年 1 月 8 日。引自
http://www.mol.gov.tw/cgi-bin/Message
/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5
2ccfbc4:f54&theme

11

謝誌
有鑑於台灣整體發展逐步趨緩，人力資源是其中極為關鍵的影響因素之一，為從產業
實務中發掘現今人力資源所面臨的問題，並從中尋求解決之道。由長期致力於國內人力資
源管理提昇的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CHRMA,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ssociation），遂發起本文編撰。
本文的編成，由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CHRMA）常務顧問及理監事，帶領工作團
隊合力完成。過程特別感謝受訪專家的鼎力協助提供寶貴建議：
CHRMA 團隊：
劉文章 理事長

現任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部協理

薛光揚 副理事長 現任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 副總經理
王冠軍 常務顧問 現任 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常務顧問
林燦瑩 常務顧問 現任 共好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顧問
張瑞明 常務顧問 現任 聚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陶尊芷 常務顧問 現任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公司 資深副總裁暨人力資源處負責人
黃麗玲 理事

現任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陳若玲 監事

現任 標竿學院 資深顧問

萬子綾 國際主委/常務理事 現任 美商宏智台灣分公司顧問事業處亞太區 資深顧問
黃柏翔 國際副主委

現任 遠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資深副理

高英訓委員、周庚瑜委員、強曉霖委員、陳秋瑋委員、鍾佩君委員、蕭妤安委員等人。
受訪專家：(以下按姓名筆畫依序排列)
忻維冰女士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林榮彬先生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唐元熙女士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效光女士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陶尊芷女士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裁

陳建良先生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裁

陳鳳珍女士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黃郁仁先生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協理

賀雪妮女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曾華英女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處長

黃麗玲女士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黃齡瑱女士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鄭俊卿先生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蕭為中先生

松下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人資長

經理

協理

協理

電話：02-2768-1000

E-Mail: service@chrma.net

Web：http://www.chrma.net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chrm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