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1 月 31 日
專責人員：虞嘉瑋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重要施政成果
一、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1）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158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4,407 人，求供倍數 1.06，開立介紹卡
6,220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1,246 人，求才僱用人數 1,408
人，求職就業率 29.97%，求才利用率 31.95%。
1、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1）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1,071,401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652 人，新增
廠商家數計 256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5,032 個。
2、加強特定對象就業輔導工作：
(1)輔導就（創）業者：
1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1）月份開案量計 407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136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250 人次，
推介人次計 1,459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75 人次。
2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 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
單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1）月份推介
職業訓練計 87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7 人。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1）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40 人，個管開案數計 8 人，推介人次計 70 人
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9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45 人，個管開案數計 8 人，推介人次計 66 人次，
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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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159 人次，推介面試 182 人次，推介就業計 142 人次，
追蹤關懷計 41 人次。
辦理 103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1）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536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
計 339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76 人，提供
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1,997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
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73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計 494 個。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1）月份受理轉換申請
計 182 件，承接申請計 1 件。
(2)辦理雇主服務：
1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
發就業機會。本（1）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37 家。
2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業情形，本（1）月份電訪計 15 家。
(3)給付特定對象：
1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
本（1）月份通報家次計 1,396 家次、資遣人數計 2,258
人，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734 件，推介就業計 144 人，推
介職業訓練計 46 人。
2本（1）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52 人，完
成初次失業認定計 1,319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404
人。
(4)辦理「臺北市 104 年度年節臨時工作專案」：
1協助本市經濟弱勢失業者（即危機家庭或遊民等）於年
節期間至本市各局處及其所屬機關從事臨時性、短期性
工作，期紓緩渠等人員年節期間之經濟負擔及促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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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提供後續就業服務。
2本（1）月 26 至 28 日受理報名，計有 433 人前來登記，
完成報名者計 410 人。第 1 梯次實際工作計 200 人，工
作期間為 1 月 30 日至 2 月 13 日止（周六、日及 2 月 12
日停止工作），計 10 日。
3、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1 月 23 日假本市就業服務處 B1 會議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1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21 人。
4、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1)職涯發展評估：本（1）月份職涯諮商服務計 59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94 人。
(2)職涯相關活動本(1)月辦理情形：
1辦理 1 場職涯 tour，共 48 人參與。
2辦理就(創)業職涯講座計 4 場，參加人數計 346 人。
辦理 1 場聯繫會報，企業及學校代表共 59 人參加。
(3)創業發想平台：本（1）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18 人
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6 人次。
(4)核心業務服務：本（1）月份服務人次計 2,441 人次，臉書
粉絲團按「讚」計 2,918 人次。
貳、未來施政重點
一、本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以「專業、創意、陪伴、支
持」為理念，建構專屬於青年職涯發展為導向的平台，以協助
青年職涯定錨與發展，另透過個別或團體的工作方式，讓青年
彼此藉由同儕交流互動激盪，以青年幫助青年，提升自信及能
力。
二、深根在地型就業服務，於本市 12 個區公所裡，以定時定點方
式設置「就業服務點」於每一行政區配置一名外展員，透過走
動式、機動性服務，並深入社區結合里鄰長、議員服務處等，
主動發掘轄區中有就業需求的民眾及開發工作機會，建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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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業資訊傳遞及就業媒合平台。
三、賡續強化就業媒合效能，積極開拓工作機會，協助雇主與求職
者就業媒合，打造優質完備的就業安全體系。
四、協助特定對象及弱勢失業者就業，促使特定對象失業者儘速重
返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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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2 月 28 日
專責人員：虞嘉瑋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2）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2,910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4,191 人，求供倍數 1.44，開立介紹卡
4,480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633 人，求才僱用人數 645 人，
求職就業率 21.75%，求才利用率 15.39%。
1、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2）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1,018,467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310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8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1,703 個。
2、加強特定對象就業輔導工作：
(1)輔導就（創）業者：
1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2）月份開案量計 375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98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210 人次，
推介人次計 1,430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71 人次。
2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 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
單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2）月份推介
職業訓練計 39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1 人。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2）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27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55 人
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7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
記計 44 人，個管開案數計 8 人，推介人次計 75 人次，求
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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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2）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135 人次，推介面試 197 人次，推介就業計 110 人次，
追蹤關懷計 296 人次。
辦理 103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2）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935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
計 574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65 人，提
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3,488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
團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128 次，拜訪
轄區內商圈店家開發計 956 個。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2）月份受理轉換申請
計 196 件，承接申請計 1 件。
(2)辦理雇主服務：
1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
發就業機會。本（2）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246 家。
2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業情形，本（2）月份電訪計 10 家。
(3)給付特定對象：
1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
本（2）月份通報家次計 1,231 家次、資遣人數計 2,054
人，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390 件，推介就業計 57 人，推介
職業訓練計 29 人。
2本（2）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074 人，完
成初次失業認定計 1,134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2,937
人。
(4)辦理「臺北市 104 年度年節臨時工作專案」：
1協助本市經濟弱勢失業者（即危機家庭或遊民等）於年
節期間至本市各局處及其所屬機關從事臨時性、短期性
工作，期紓緩渠等人員年節期間之經濟負擔及促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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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提供後續就業服務。
2本專案第一梯次計有臨工 200 人，工作期間自 1 月 30
日起至 3 月 13 日止（週六、日及 2 月 12 日停止工作），
計 10 日。第二梯次於 2 月 26 日辦理派工作業，工作期
間自 3 月 2 日起至 3 月 13 日止（週六、日停止工作），
計 10 日，實際工作有 160 人。
3、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2 月 24 日假本市就業服務處 B1 會議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1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0 人。
4、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1)職涯發展評估：本（2）月份職涯諮商服務計 29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52 人。
(2)職涯相關活動本(2)月辦理情形：
1辦理 2 場職涯 tour，共 42 人參與。
2辦理就(創)業職涯講座計 3 場，參加人數計 309 人。
(3)創業發想平台：本（2）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27 人
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13 人次。
(4)服務統計：本（2）月份服務人次計 2,830 人次，臉書粉
絲團按「讚」計 3,129 人次。
貳、未來施政重點
一、本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以「專業、創意、陪伴、支
持」為理念，建構專屬於青年職涯發展為導向的平台，以協助
青年職涯定錨與發展，另透過個別或團體的工作方式，讓青年
彼此藉由同儕交流互動激盪，以青年幫助青年，提升自信及能
力。
二、深根在地型就業服務，於本市 12 個區公所裡，以定時定點方
式設置「就業服務點」於每一行政區配置一名外展員，透過走
動式、機動性服務，並深入社區結合里鄰長、議員服務處等，
主動發掘轄區中有就業需求的民眾及開發工作機會，建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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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業資訊傳遞及就業媒合平台。
三、賡續強化就業媒合效能，積極開拓工作機會，協助雇主與求職
者就業媒合，打造優質完備的就業安全體系。
四、協助特定對象及弱勢失業者就業，促使特定對象失業者儘速重
返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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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3 月 31 日
專責人員：虞嘉瑋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3）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425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8,174 人，求供倍數 1.85，開立介紹卡
6,827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1,241 人，求才僱用人數 3,919
人，求職就業率 28.05%，求才利用率 47.94%。
(二)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3）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站
瀏覽計 1,117,89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073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238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24,222 個。
二、加強特定對象就業輔導工作：
(1)輔導就（創）業者：
1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3）月份開案量計 562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160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328 人次，
推介人次計 2,192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363 人次。
2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 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
單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3）月份推介
職業訓練計 242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27 人。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3）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44 人，個管開案數計 18 人，推介人次計 89 人
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9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55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78 人次，
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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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
（3）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55 人次，推介面試 186 人次，推介就業計 22 人次，
追蹤關懷計 321 人次。
辦理 103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3）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1,642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929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232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5,648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
福團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215 次，拜
訪轄區內商圈店家開發計 1,695 個。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3）月份受理轉換申請
計 254 件，承接申請計 8 件。
三、辦理雇主服務：
(一)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
開發就業機會。本（3）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215 家。
(二)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業情形，本（3）月份電訪計 2 家。
四、給付特定對象：
(一)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
本（3）月份通報家次計 1,510 家次、資遣人數計 2,627
人，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174 件，推介就業計 113 人，推
介職業訓練計 112 人。
(二)本（3）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221 人，完
成初次失業認定計 1,21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194
人。
五、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3 月 30 日假本市就業服務處 B1 會議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3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8 人。
六、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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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發展評估：本（3）月份職涯諮商服務計 84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148 人。
(二)職涯相關活動本(3)月辦理情形：
1.辦理 1 場職涯 tour，共 49 人參與。
2.辦理就(創)業職涯講座計 4 場，參加人數計 346 人。
3.辦理 1 場校園宣傳，共 92 人參與。
(三)職場體驗實習：
1.3 月 12 日上午在勞動局辦理「實習 x 就業博覽會宣傳記
者會」由賴局長香伶局長主持，並邀請協辦單位台灣微
軟施立成總經理及機械公會王正青秘書長共同參與，計
有 10 位記者參加。
2.3/3-8 履歷診斷週，3/10-15 模擬面試週，共計 60 人次
參加。
3.3 月 21 日在花博公園爭艷館辦理「實習 x 就業博覽會」
：
35 家企業提供 2,306 個職缺(769 個實習職缺、1,537 個
正職職缺)，2 所大學設攤服務學生，統計實習區部分：
共 2,531 人次參加，初步媒合 1,336 位，媒合率 52.79%。
另，現場辦理的 2 場講座計 365 人次參與，職涯諮詢、
模擬免試、履歷健診計 272 人次參與。
4.創業發想平台：本（3）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8
人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6 人次。
5.求職服務：3 月提供求職服務 58 人次，成功就業 2 人。
6.服務統計：本（3）月份服務人次計 8,059 人次，臉書粉
絲 團按「讚」累計 4,18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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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4 月 30 日
專責人員：虞嘉瑋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4）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294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249 人，求供倍數 2.20，開立介紹卡
5,608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1,834 人，求才僱用人數 5,606
人，求職就業率 55.68%，求才利用率 77.33%。
(二)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4）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站
瀏覽計 845,684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837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133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2,434 個。
二、加強特定對象就業輔導工作：
(一)輔導就（創）業者：
1.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4）月份開案量計 500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167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312 人次，
推介人次計 1,635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276 人次。
2.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
供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
練單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4）月份
推介職業訓練計 210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80 人。
3.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4）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登記計 41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94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5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45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122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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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
（4）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36 人次，推介面試 137 人次，推介就業計 11 人次，
追蹤關懷計 204 人次。
5.辦理 103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4）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618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
計 347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65 人，提供
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389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
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82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計 711 個。
6.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4）月份受理轉換申請
計 259 件，承接申請計 6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
發就業機會。本（4）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176 家。
2.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業情形，本（4）月份電訪計 10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
本（4）月份通報家次計 1,318 家次、資遣人數計 2,183
人，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0 件，推介就業計 98 人，推介職
業訓練計 85 人。
2.本（4）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167 人，完
成初次失業認定計 1,16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531
人。
三、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4 月 29 日假本市就業服務處 B1 會議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4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23 人。
四、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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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發展評估：本（4）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261 人次，
職涯測評 232 人次。
(二)職場體驗實習：本（4）月份提供 1,712 個實習職缺，新
增實習媒合 33 人次，共 11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4）月辦理情形：
(1)辦理 3 場職涯 tour，共 119 人參與。
(2)辦理就(創)業職涯講座計 3 場，參加人數計 273 人。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4）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17 人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8 人次。
(五)求職服務：本(4)月提供求職服務 144 人次，成功就業 4
人。
(六)服務統計：本（4）月份服務人次計 3,440 人次，臉書粉
絲團按「讚」累計 4,48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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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5 月 31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5）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742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6,326 人，求供倍數 1.69，開立介紹卡
6,309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2,136 人，求才僱用人數 4,152
人，求職就業率 57.08%，求才利用率 65.63%。
(二)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5）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站
瀏覽計 1,263,189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732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138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5,739 個。
二、加強特定對象就業輔導工作：
(一)輔導就（創）業者：
1.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5）月份開案量計 539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154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358 人次，
推介人次計 1,858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295 人次。
2.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
供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
練單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5）月份推
介職業訓練計 185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95 人。
3.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5）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89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5；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53 人，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114 人
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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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5）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40 人次，推介面試 237 人次，推介就業計 17 人次，
追蹤關懷計 197 人次。
5.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5）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744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
計 453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69 人，提供
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615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
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84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 發計 775 個。
6.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5）月份受理轉換申請
計 224 件，承接申請計 8 件，協調成立 1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
發就業機會。本（5）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164 家。
2.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業情形，本（5）月份電訪計 4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
本（5）月份通報家次計 1,251 家次、資遣人數計 2,113
人，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0 件，推介就業計 111 人，推介
職業訓練計 97 人。
2.本（5）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053 人，完
成初次失業認定計 1,04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204
人。
三、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5 月 26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5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4 人。
四、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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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發展評估：本（5）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301 人次，
職涯測評 124 人次。
(二)職場體驗實習：本（5）月份提供 1,757 個實習職缺，新
增實習媒合 55 人次，共 11 人參與實習
(三)職涯相關活動：本（5）月辦理 6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
共 553 人次參加；辦理 4 場職涯導覽，共 104 人參加；辦
理 1 場校園宣傳，共 76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5）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13 人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21 人次。
(五)求職服務：本(5)月提供求職服務 42 人次，成功就業 3 人。
(六)服務統計：本（5）月份服務人次計 3,743 人次，臉書粉
絲團按「讚」累計 4,8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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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6 月 30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6）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992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12,300 人，求供倍數 3.08，開立介紹
卡 5,878 張，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2,385 人，求才僱用人數
8,246 人，求職就業率 59.74%，求才利用率 67.04%。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6）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799,305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901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292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8,233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6）月份開案量計 590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25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435 人次，推介人
次計 2,130 人次，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311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6）月份推介職業
訓練計 153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08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6）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42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94 人次，
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86 人次，求職推
介就業人數計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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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6）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31 人次，推介面試 122 人次，推介就業計 14 人次，追蹤關
懷計 155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6）月份發掘
社區中求職者計 725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434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74 人，提供求職個案
工作機會計 2,265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里辦公
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86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家開
發計 768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6）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20 件，承接申請計 1 件，協調成立 1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6）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238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
業情形，本（6）月份電訪計 15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
（6）月份通報家次計 1,375 家次、資遣人數計 2,076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3,790 件，推介就業計 94 人，推介職業
訓練計 67 人。
2. 本（6）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121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231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599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6 月 25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6 次
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2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6）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211 人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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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測評 250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6）月份提供 1,757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29 人次，共 14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6）月辦理 6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640 人次參加；辦理 1 場職涯導覽，共 6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6）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7 1
人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14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6）月提供求職服務 61 人次，成功就業 3
人。
(六) 服務統計：本（6）月份服務人次計 3,758 人次，臉書粉絲
團按「讚」累計 4,91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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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7 月 31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7）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768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4,903 人，求供倍數 1.30，開立介紹
卡 6,289 張，求職就業人數 1,903 人，求才僱用人數 4,511
人，求職就業率 50.5%，求才利用率 92%。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7）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847,060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086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364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9,
,736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7）月份開案量計 632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48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427 人次，推介人
次計 2,012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21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7）月份推介職業
訓練計 149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33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7）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47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106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20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4
人，個管開案數計 17 人，求職就業人數計 14 人。
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7）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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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次，推介面試 163 人次，就業計 15 人次，追蹤關懷計
226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7）月份發掘
社區中求職者計 703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352
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90 人，提供求職個案
工作機會計 2,150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里辦公
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77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家開
發工作機會數計 775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7）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47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7）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607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 就
業情形，本（7）月份電訪計 9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
（7）月份通報家次計 1,425 家次、資遣人數計 2,509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548 件，就業人數計 82 人，推介職業訓
練計 64 人。
2. 本（7）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167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134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423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7 月 28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7 次
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8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7）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19 人次，職
涯測評 7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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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7）月份提供 897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31 人次，共 17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7）月辦理 7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654 人次參加；辦理 1 場職涯導覽，共 29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7）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服務計 24
人次；借用創業空間計 15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7）月提供求職服務 5 人次，成功就業 13
人。
(六) 服務統計：本（7）月份服務人次計 2,650 人次，臉書粉絲
團按「讚」累計 5,0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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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8 月 31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8）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946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034 人，求供倍數 1.78，開立介紹
卡 6,034 張，求職就業人數 1,640 人，求才僱用人數 3,063
人，求職就業率 41.6%，求才利用率 43.5%。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8）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818,63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719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472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4,786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8）月份開案量計 609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53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427 人次，推介人
次計 2,081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05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8）月份推介職業
訓練計 95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96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8）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45 人，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105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20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9
人，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求職就業人數計 14 人。
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8）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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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次，推介面試 157 人次，推介就業計 16 人次，追蹤關
懷計 199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8）月份發掘
社區中求職者計 846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353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88 人，提供求職個
案工作機會計 2,369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里辦
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77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家
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67 個。
6. 本（8）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28 件，承接申請計 5 件，協
調成立 1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8）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627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就
業情形，本（8）月份電訪計 7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
（8）月份通報家次計 1,311 家次、資遣人數計 2,104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812 件，就業人數計 70 人，推介職業訓
練計 46 人。
2. 本（8）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716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67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737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8 月 27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8 次
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6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8）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96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8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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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8）月份提供 887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25 人次，共 36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8 月辦理 5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514 人
次參加;辦理 1 場職涯導覽，共 10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8）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7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20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8）月提供求職服務 13 人次，成功就業 2
人。
(六) 服務統計：本（8）月份服務 2,465 人次，FB 按「讚」累計
5,25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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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9 月 30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9）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861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5,273 人，求供倍數 1.37，開立介紹
卡 5,737 張，求職就業人數 2,208 人，求才僱用人數 4,687
人，求職就業率 57.2%，求才利用率 88.9%。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9）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742,78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123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486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0,304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9）月份開案量計 640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35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441 人次，推介人
次計 2,228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65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9）月份推介職業
訓練計 74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22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9）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
登記計 49 人，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92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5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51
人，個管開案數計 17 人，求職就業人數計 15 人。
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9）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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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次，推介面試 128 人次，推介就業計 24 人次，追蹤關
懷計 198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9）月份發掘
社區中求職者計 865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427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13 人，提供求職
個案工作機會計 1,945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里
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78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
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677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本（9）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42 件，承接申請計 2 件，協調成立 2 件。
(二)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9）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555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就
業情形，本（9）月份電訪計 13 家。
(三)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
（9）月份通報家次計 1,362 家次、資遣人數計 2,484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1,170 件，就業人數計 138 人，推介職
業訓練計 41 人。
2. 本（9）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082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137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3,841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9 月 24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9 次
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7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9）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28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17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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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9）月份提供 899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43 人次，共 44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9 月辦理 4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455 人
次參加;辦理 4 場職涯導覽，共 139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9）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2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35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9）月提供求職服務 77 人次，成功就業 10
人。
(六) 服務統計：本（9）月份服務 2,897 人次，FB 按「讚」累計
5,69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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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10 月 31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10）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296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9,351 人，求供倍數 2.18，開立介紹
卡 6,195 張，求職就業人數 1,779 人，求才僱用人數 7,572
人，求職就業率 41.41%，求才利用率 80.98%。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10）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637,547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565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51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3,249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三)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提供各項專業性輔
導與服務。本（10）月份開案量計 563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117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408 人次，
推介人次計 2,259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54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10）月份推介職
業訓練計 92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73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10）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41 人，個管開案數計 13 人，推介人次計 90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52
人，個管開案數計 13 人，推介人次計 105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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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
（10）
10）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33 人次，推介面試 125 人次，推介就業計 14 人次，追
蹤關懷計 195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10）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726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422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08 人，提供求
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225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
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79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
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25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10）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20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0 件。
(四)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
發就業機會。本（10）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512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就
業情形，本（10）月份電訪計 3 家。
(五)

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
（10）月份通報家次計 1,518 家次、資遣人數計 2,406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586 件，就業人數計 215 人，推介職業
訓練計 39 人。
2. 本（10）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21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23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074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10 月 26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10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2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10）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9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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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適性評估計 413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0）月份提供 899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26 人次，共 44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10 月辦理 4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361
人次參加;辦理 4 場職涯導覽，共 115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0）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21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6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0）月提供求職服務 54 人次，成功就業 5
人。
(六) 服務統計：本（10）月份服務 6,589 人次，FB 按「讚」累
計 6,60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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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4 年 11 月 30 日
專責人員：唐敏真
職

稱：主任

電 話：25942277 轉 500

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11）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3,899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8,319 人，求供倍數 2.13，開立介紹卡
5,331 張，求職就業人數 1,950 人，求才僱用人數 3,987 人，
求職就業率 50.01%，求才利用率 47.93%。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11）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768,05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203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65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21,651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11）月份開案量計 502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
計 170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368 人次，推
介人次計 2,048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90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11）月份推介職
業訓練計 65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9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11）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40 人，個管開案數計 12 人，推介人次計 91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7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5
人，個管開案數計 12 人，推介人次計 118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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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1）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38 人次，推介面試 133 人次，推介就業計 22 人次，追
蹤關懷計 198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11）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658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332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09 人，提供
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1,774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
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80 次，拜訪轄區內商
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91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11）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06
件，承接申請計 6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11）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614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就業
情形，本（11）月份電訪計 4 家。
(三) 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11）
月份通報家次計 1,489 家次、資遣人數計 2,619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960 件，就業人數計 133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39
人。
2. 本（11）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281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27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074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11 月 25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11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15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11）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201 人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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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適性評估計 391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1）月份提供 1401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25 人次，共 44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11 月辦理 5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203
人次參加;辦理 5 場職涯導覽，共 313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1）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21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8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1）月提供求職服務 31 人次，成功就業 7
人。
(六) 服務統計：本（11）月份服務 4,065 人次，FB 按「讚」累
計 6,81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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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造就業機會，輔導特定對象
一、 提昇求職求才媒合效能：
(一) 辦理櫃檯推介媒合服務：本（12）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299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6,098 人，求供倍數 1.42，開立介紹卡
5,976 張，求職就業人數 1,978 人，求才僱用人數 6,092 人，
求職就業率 46.01%，求才利用率 99.90%。
(二) 提供線上求職求才媒合服務：本（12）月份台北人力銀行網
站瀏覽計 1,177,166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790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51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46,467 個。
二、 加強特定對象輔導工作
(一) 輔導就（創）業者：
1. 運用「特定對象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提供各項專業性輔導
與服務。本（12）月份開案量計 392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
計 97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331 人次，推介
人次計 1,911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285 人次。
2. 針對具有工作意願，惟相對工作能力不足之失業者，提供
職業訓練諮詢，失業者經職業訓練推介後，至職業訓練單
位參與甄選，甄選通過後參加訓練。本（12）月份推介職
業訓練計 231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5 人。
3. 提供新移民免費求職管道：本（12）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
數登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11 人，推介人次計 63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0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67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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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2）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30 人次，推介面試 81 人次，推介就業計 11 人次，追蹤
關懷計 102 人次。
5. 辦理 104 年度「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本（12）月份發
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645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功計
251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98 人，提供求
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1,762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
里辦公處辦理就業宣導駐點服務計 87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
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637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12）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30
件，承接申請計 9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數位就業服務營運中心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
就業機會。本（12）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507 家。
2. 針對僱用本國勞工進行電話訪視，以瞭解僱用本國勞工就業
情形，本（12）月份電訪計 8 家。
(三) 給付特定對象：
1. 落實資遣通報作業，提供非自願失業勞工必要之協助，本（12）
月份通報家次計 1,767 家次、資遣人數計 3,756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766 件，就業人數計 152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35
人。
2. 本（12）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12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328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445 人。
三、 辦理就業資源說明會：
12 月 28 日假本市勞工教育館 2 樓教室辦理本(104)年度第 12
次就業資源說明會，參加人數計 23 人。
四、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12）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320 人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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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適性評估計 168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2）月份提供 1331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15 人次，共 48 人參與實習。
(三) 職涯相關活動：12 月辦理 2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共 104
人次參加;辦理 2 場職涯導覽，共 104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2）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2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5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2）月提供求職服務 21 人次，成功就業 2
人。
(六) 服務統計：本（12）月份服務 4,013 人次，FB 按「讚」累
計 6,89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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