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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臺中市青年勞動概況

青年就業促進服務
✓ 青秀樂臺中 就業成功方案

✓ 獎勵青年就業計畫

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就業促進服務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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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臺中市青年勞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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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數據統計(15-29歲)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臺中市青年勞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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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09年及110年青年勞動參與率 (單位：%)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5-24歲 14.9 8.9 11.8 12.9 13.2 9.8

25-29歲 8.2 6.5 6.7 6.3 6.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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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六都青年失業率 (單位：%)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5-24歲 14.9 8.9 11.8 12.9 13.2 9.8

25-29歲 8.2 6.5 6.7 6.3 6.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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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六都青年失業率 (單位：%)

✔臺中市青年勞動參與率逐年增加，110年與109年相比，

15-24歲、25-29歲勞動參與率分別增加2.2%及0.4%。
✔110年臺中市15-24歲青年失業率12.9%六都第四低、

25-29歲青年失業率6.3%六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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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數據統計-勞動人口及求職統計

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系統

✔110年15-29歲青年求職新登為2萬1,009人，

較109年增加3,315人，成長近19%。

✔110年15-29歲青年推介就業1萬6,379人，

較109年增加1,799人，成長超過12%。

✔110年15-29歲青年求職就業率近8成。

✔110年臺中市15-29歲青年勞動力約29.5萬人，

佔本市勞動人口20.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臺中市青年勞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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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青年就業促進服務—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6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1. 履歷健診
2. 面試技巧指導
3. 職場導航
4. 工讀實習機會

1. 一站式青年就業服務(含職訓諮詢及推介)
2. 青年就業金安薪方案
3. 青年求職潮「專案徵才活動」

在學接軌就業服務

職涯探索期

1. 職業適性診斷與諮詢

2. 職涯攻略卡

3. 職業體驗活動

4. 青年職涯品牌行銷研
習營

求職準備期

1. 履歷健診

2. 面試技巧指導

3. 職場導航

4. 工讀實習機會

就業媒合期

1. 一站式青年就業服務
(含職訓諮詢及推介)

2. 青年就業金安薪方案

3. 青年求職潮「專案徵
才活動」



108年至111年6月與本市大專院校、高中職合作共辦理512場
次活動，計服務超過9,000青年人次！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職涯探索期

✔職涯攻略卡工作坊：由具

GCDF證照或諮詢領域專業人員

進校，透過類桌遊活動增進青

年瞭解自身性格和興趣走向。

✔111年新增辦理導師工作坊，

使大專院校之學生輔導中心或

職涯發展中心成為本市「職涯

攻略卡」推廣單位。

✔辦理110場職場體驗活動：邀集

科技業、服務業、製造業等產業，

辦理如錄音工程師、職能治療師、

電機工程師等職場體驗活動。

✔111年新增「幸福企業」體驗：

聯合榮獲台中市幸福職場的企業，

協助青年瞭解友善的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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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業適性診斷與諮詢
✔職涯工作卡優化工作坊：藉

由心智圖或九宮格術等方式，

探索個人職涯歷程。

✔結合科技、服務業及精密機

械製造業等9大產業逾30名主

管及心理師提供免費簡易諮

詢、深度諮詢或心理諮商。

2.職涯攻略卡

3.職業體驗活動

4.青年職涯品牌行銷研習營

✔辦理2梯次2天1夜營隊：分組競

賽安排職涯探索與規劃、撰寫履

歷及面試技巧、產業體驗活動等，

協助青年展現優勢、發揮專長。

✔111年新增「世代交流座談會」：

邀請曾受本局就業促進相關服務

之青年參與共襄盛舉。



108年至111年6月與本市大專院校、高中職合作辦理150場次
諮詢及活動，服務超過9,000青年人次！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求職準備期

1 .履歷健診

2.面試技巧指導
4.工讀實習機會

✔透過個別指導，協助求職者對應徵

職缺建立基礎認知，以掌握自我優勢，

增進履歷自傳撰寫能力

✔辦理履歷優化競賽：藉由競賽方式

鼓勵青年強化履歷撰寫能力，增加面

試機會。

✔針對就業能力較低、面試技巧不足之

求職者，一對一提供面試技巧諮詢服

務，增強面試自信心與經驗。

✔111年新增辦理職場數位必備技講座：

含視訊面試實戰技巧、手機製作影音

履歷、電子郵件書信禮儀及面試及職

場穿搭術。

✔深入大專院校以「校系合作」方式辦

理「業界達人眉角講座」及「求職行

前會」並辦理小型徵才活動(2~3家廠

商)，邀請職涯顧問及人資主管說明

科系出路、產業概況及職缺特性。

✔111年擴大5家以上廠商之小型聯合

活動→至少2場次。

✔公部門：399個職缺。

✔私部門：邀集麗寶樂園、老四川、

今國光學及佳凌科技等20家廠商，

提供約770個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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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拓展服務據點，本市現有23個就業服務
據點，預計111年12月接辦臺中就業中心，將

擴增為27個據點，提供近便性之就業服務！
108年

23個就業服務據點

預計新增委辦
臺中就業中心

111年12月

勞動部核定108年－110年
委辦沙鹿&豐原就業中心

27個就業服務據點(預計)

就業媒合期-一站式就業服務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落實市長「青秀台中」施政理念，建置一站式青年就業服務，
提供「單一窗口」、「固定專人」、「預約制」客製化就業諮
詢、職涯輔導、職業訓練推介，協助青年畢業接軌就業。

就業媒合期-一站式就業服務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單一

窗口

固定

專人

預約

到府

專案

服務

One By One Only For You

Reservationservice

• 依轄區分派專

屬就服員，固

定專人服務

• 提供求才登記、

僱用獎助申請

等多項服務

• 職涯深度諮詢
• 就業促進工具
• 百種職場體驗
• 各式徵才及就業博覽會
• 巡迴校園專案媒合
• 職業訓練諮詢及轉介

• 可電話預約服務，

視情況到府服務，

訪視關懷推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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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補助金 補助金額

交通補助金 每月發給1,000~3,000元，最長發給12個月。

搬遷補助金 核實發給，最高發給3萬元

租屋補助金 每月最高發給5,000元，最長發給12個月

第一 跨域補助金居住地與工作地距離30公里以上 第二 短期職場適應金
短期職場適應金 補助金額

個案職場學習及
再適應津貼

正常工時：每人每月按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津貼，

最長發給3個月。

部分工時：每人每小時按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

給，且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最長發給3個月。

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第三 上工獎勵金 鼓勵失業青年積極就業受僱本市公告行業或特定行業

108年至111年6月共計獎助超過6,300青年人次，
核發近5,600萬元獎助金！

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上工獎勵金 補助金額 備註

臺中市獎勵
青年就業
作業要點

連續就業滿14日，獎勵3,000元
(限失業3個月者、當年度畢業生) 1. 設籍本市並推介受僱於本市特定行業。

2. 工作地於和平區滿1、3、6個月各加碼1,000元。

3. 最高合併請領達3萬5,000元！
4. 設籍本市並推介受僱於本市長照工作(職缺為照服員)

或公告特定行業：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餐飲業、住宿業、陸上運輸業、教育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連續就業滿1個月，獎勵5,000元

連續就業滿3個月，獎勵5,000元
(弱勢青年加碼5,000元)

連續就業滿6個月，獎勵1萬2,000元
(弱勢青年加碼5,000元)

缺工就業
獎勵

每月核發5,000至7,000元

獎助最長18個月，最高10萬8,000元
經推介受僱於特定製程、三班制產業、照顧服務或營造業工作

就業媒合期-就業金安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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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秀樂臺中就業成功方案
就業媒合期-專案徵才活動

111年下半年徵才活動場次規劃

2022掌握薪機．勇往職前

就業促進研習暨徵才活動

預計12家廠商參加

陽明市政大樓

臺中市政府2022

「中市海線地區」徵才活動

預計15-25家廠商參加

龍井區公所

就業博覽會

預計71家以上

廠商參加

臺中火車站站前廣場
8
月

7
月

中高齡綜合業

徵才活動

預計20-25家

廠商參加

陽明市政大樓

「食品產業鏈」

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預計15-20家

廠商參加

農會產業文化綜合大樓

9
月

預計15-25家廠商參加

太平區公所

太平在地產業廠商

徵才活動

10
月

11
月

山城花海溫泉季
廠商徵才活動

預計6-8家廠商參加

新社區公所

幸福職場廠商聯合徵才

預計6-8家廠商參加

新市政大樓(暫定)

✓ 積極辦理各項專案徵才，並持續推動實體暨
視訊徵才雙軌併行服務！

✓ 108年至111年5月共辦理1,699場徵才活動，
邀請2,868家廠商合作辦理。



青年就業促進服務—
獎勵青年就業計畫



全國首創「弱勢青年就業獎勵金」及新增「青年就業獎勵線上系統」
本府獎勵青年就業計畫

首創弱勢青年就
業獎勵金

✓ 經本局認定具弱勢青年資格，就業加保滿3個月、6個

月，得申請弱勢青年就業獎勵金各5,000元。

✓ 弱勢青年係指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申請就

業獎勵金期間仍須負擔學貸者。

新增就業獎勵金
線上申請系統

✓ 因應青年少紙化趨勢及青年習慣使用網際網路的習性，

結合本府服務e櫃檯系統擴充提供線上申請就業獎勵金

功能，增加申請效率。



03 身心障礙者及
中高齡就業促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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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

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就業促進服務

◆為提供可近性之服務，於本
府及勞工服務中心設置職業重
建服務中心，並於大甲、東勢、
烏日區公所設置3處服務據點，
透過晤談和評估，依需求規劃
個別化服務，有效連結各項職
業重建資源(包含庇護性、支持
性就業、職業輔導評量、職務
再設計等)，一對一提供身心障
礙者連續性、無接縫、適當之
職業重建專業服務。

◆執行成果：108年至110年共
計服務28,784人次。

行政管理中心

第一區職重中心

第二區職重中心

第三區職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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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獎助措施

僱用獎助
獎勵金

繼續僱用
補助
獎勵金

中高齡就業獎勵金(45歲以上)中央僱用獎助 中市府加碼

45歲至65歲：每人每月1萬3,000元

(部分工時每小時70元)，最長補助12

個月。

每人每月
最高3,000元
(部分工時每小時20

元)，最長獎勵6個月。65歲以上：每人每月1萬5,000元(部

分工時每小時80元)，最長補助12個

月。

中央繼續僱用補助 中市府加碼

前6個月：每人每月1萬3,000元(部分

工時每小時70元)。

每人每月
最高3,000元
(部分工時每小時20

元)，最長獎勵6個月。

第7至18個月：每人每月1萬5,000元

(部分工時每小時80元)。

每人每月最高3,000元

(部分工時每小時20元)

最長獎勵6個月

求職者獎助措施

全國首創「加碼中高齡就業獎勵」

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就業促進服務
111年加碼中高齡就業獎勵，截至6月30日止，獎勵事業
單位共35家次，計22萬3,400元；受益人次共34人，計
11萬2,600元



04 結 語

◆ 針對青年「職涯探索」、「求職
準備」及「就業媒合」期間需求，
推出「青秀樂台中 就業成功」方
案，強化宣導就業金安薪獎補助、
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及提供便捷
線上申請服務，助本市青年畢業
即就業。

◆ 另提供勞工健檢補助、多元休閒
活動、勞工教育、勞工大學、員
工無憂專線等照顧勞工身心健康
措施，平衡工作與生活。

◆ 更多最新勞工相關資訊可加入勞
工局LINE、勞動in台中粉絲專頁。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