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委託辦理「青年創新就業資源平臺」

焦點團體座談會活動計畫
一、活動緣起
近年來因受少子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及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青年失業率一直居於各
對象別之冠，且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15-29 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報告中
發現，青年對運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尋職之利用率不高，且初次尋職曾遭遇困難，主
要原因為經歷不足、其次為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爰此，為有效協助青年對
於個人職涯預做準備，並能順利進入就業市場，特規劃辦理青年焦點座談，瞭解青年
想法、對公立就業服務資源使用狀況、求職過程中相關需求及聽取青年其他有關協助
青年就業之相關建議。

二、主辦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三、活動對象
中彰投地區具代表性之 15-29 歲在學、待業、在職之青年，每場參加人數為 12 人。

四、活動時間
102 年 11 月 12 日(二)、11 月 13 日(三)、11 月 18 日(一)、11 月 21 日(四)，共四天。
單日舉辦 3 場次：二天；單日舉辦 2 場次：二天；計 10 場次，每場次 2 小時。

五、活動地點
單日舉辦 3 場次：
東海大學 (40704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靜宜大學 (436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
單日舉辦 2 場次：
修平科技大學 (41280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
建國科技大學 (500 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活動地點

場次

活動日期

修平科大

2

11/12(二)下午

建國科大

2

11/13(三)下午

東海大學

3

11/18(一)

靜宜大學

3

11/21(四)

主持人

專家

黃開義教授

黃孟儒、何培鈞、
劉明奎、林木春

六、活動議題
活動主題：陪你實現夢想，開創職涯歷程
討論議題：
子議題一：如何解決青年「就業力與學用落差」問題
關注重點：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近期發表「政府沒欠你，是你欠你自己」看法，
顯示大專在校生及大專就業青年對就業能力的看法及自我評估，與企業雇主有相當大
的差異性。同時，學校所提供之專業知識或技術無法滿足市場或產業發展的需要，據
此，該如何協助解決，有其重要性。
子議題二：面對勞動市場風險與失業問題，公立就業服務如何協助青年改善
關注重點：
(1)青年運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比例偏低的主因在於：青年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能夠提供服務內容的認識不足。依勞委會 2010 年「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顯
示，青年勞工希望政府提供促進青年就業的服務措施中，以提供就業服務及資訊居
第一位，占 64%，第二是辦理專業技能訓練，占 60%，其次是辦理徵才活動，占
50.9%，提供面試技巧及產業趨勢等研習課程，占 41.8%，提供職業輔導或職業心
理測驗，占 28.5%，可見青年對於公共就業服務的需求十分明顯而強烈。
(2)許多青年進入就業市場，經常頇花費一些時間進行尋職。在這段尋職期間，是否會
存在著生活上的問題，進而影響其積極尋職的意願，甚至成為所謂的「尼特族」或
「啃老族」呢？據此，應該提供剛進入勞動市場的青年有關的「社會保障」。
子議題三：如何協助青年創業發展
關注重點：
面臨循環性失業問題，「想要自行創業」是青年離職轉換工作的原因之一。針對欲創
業之青年，若無政府應如何提供協助與輔導，以達創業成功，進而降低失業率，有其
重要性。

七、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09：30~10：00

13：00~13：30

15：30~16：00

報到入場

10：00~10：10

13：30~13：40

16：00~16：10

開幕式&活動緣起介紹

10：10~11：10

13：40~14：40

16：10~17：10

議題討論

11：10~11：30

14：40~15：00

17：10~17：30

綜合討論暨閉幕式

11：30~

15：00~

17：30~

賦歸

八、焦點座談專家學者
主持人：
項次 姓名

1

服務單位

東海大學
黃開義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職稱

教授

最高
學歷

經歷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產學訓協會科技管理
委員會召集人
南京大學商學院 EMBA 講座/廣州中山
大學嶺南學院 EDP 講座
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特聘講座/考試院國
家高等考試命題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特聘講座/行政院公
共工程採購評選委員
博士
教育部高等教育系所評鑑委員/教育部科
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經濟部創新研發計畫審查委員/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臺灣精營管理顧問公司榮譽總顧問/臺灣
文華道飯店集團資深顧問
江蘇南京勁鴻茂科技公司特聘顧問/安徽
蕪湖鎂聯科技公司特聘顧問

專家學者：
項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 技術職
黃孟儒
與發展系(含碩 副教授
士班)

2

小鎮文創股份
何培鈞 有限公司/天空 負責人
的院子

最高
學歷

授課專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訓練發展
組組長
行政院 勞工 委員 會職 業訓練 局中 彰投
區、雲嘉南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企業訓練
組副組長、就業服務組組長
博士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印刷工業技術
發展中心兼任董事
行政院臺灣美食國際化推動小組委員
臺灣省政府勞工處科員、股長、視察、
祕書、主任
企業執 行副 總室 助理 、人力 資源 管理
師、管理部助理、品保專員
長榮大學醫管系
2010 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大鞍山城 幸福腳步便當
2008 鞍境家 長住生活旅店
2007 上山閱讀 空中食飲
2005 天空的院子 百年民宿

項次 姓名

3

劉明奎

4

林木春

服務單位

職稱

專業講
師

捷立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資深顧
問

最高
學歷

授課專長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美國飯店業教育學會專業顧客服務
(CGSP)國際認證專業講師
捷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講師
本國商業銀行襄理、副理、經理、協理
碩士 外國銀行(新加坡商)星展銀行協理
產物保險業務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資格證照
銀行內部控制人員
雲林科技大學企管博士班
朝陽科技大學企管碩士
朝陽科技大學職涯諮詢顧問
捷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碩士 中信聯合企管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中國航運公司臺中分公司經理
OOCL(印尼)CO. 總經理
臺中教育大學、勤益科技大學、東海大
學兼任講師

九、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自 102 年 10 月 28 日(一)起至 102 年 11 月 06 日(三)止。
(二)報名方式：採書面報名，請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回傳報名表。
(三)各場次以報名先後順序及出席代表性作為正選、候選參加名單。
(四)活動全程免費，且各場次參與者，另酌發出席費新臺幣壹仟元整。
(五)本活動每人僅限報名一場次。
(六)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取得活動報名者同意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
資料，並得用於日後主辦單位宣傳推廣其舉辦之相關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