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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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938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8,100 人，求供倍數 1.64，開立介紹卡
6,943 張，求職就業人數 2,872 人，求才僱用人數 4,108 人，
求職就業率 58.16%，求才利用率 50.7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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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23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246 人，新增廠商家
數計 384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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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開案量計 429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02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298 人次，推介人
次計 1,619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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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3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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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個管開案數計 8 人，推介人次計 56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9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4
人，個管開案數計 10 人，推介人次計 61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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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231 人次，推介面試 325 人次，推介就業計 197 人次，追
蹤關懷計 319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1）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660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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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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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807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1）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193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1）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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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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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通報家次計 1,617 家次、資遣人數計 2,780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810 件，就業人數計 199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69
人。
2. 本（1）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772 人，完成初
次失業認定計 1,646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363 人。
三、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1）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68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187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月份提供 1331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20 人次，共 43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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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1）月份辦理 5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
共 359 人次參加;辦理 9 場職涯導覽，共 164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15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50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月提供求職服務 98 人次，成功就業 1
人。
(六) 服務統計：本（1）月份服務 3,289 人次，FB 按「讚」累計
7,02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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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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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938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9,786 人，求供倍數 2.61，開立介紹卡
5,393 張，求職就業人數 1,812 人，求才僱用人數 2,944 人，
求職就業率 48.32%，求才利用率 30.0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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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940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244 人，新增廠商家
數計 307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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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開案量計 379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77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個管員提供)計 241 人次，推介人
次計 1,171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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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0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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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人，個管開案數計 8 人，推介人次計 51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8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1
人，個管開案數計 7 人，推介人次計 41 人次，求職就業人
數計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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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2）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78 人次，推介面試 221 人次，推介就業計 48 人次，追蹤
關懷計 255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2）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696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297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97 人，提
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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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次，拜訪轄區內
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644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2）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156
件，承接申請計 3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2）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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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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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通報家次計 1,262 家次、資遣人數計 2,090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748 件，就業人數計 137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59
人。
2. 本（2）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15 人，完成初
次失業認定計 1,29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113 人。
三、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2）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38 人次，職業
適性評估計 60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2）月份提供 1,736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38 人次，共 43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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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2）月份辦理 2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
共 93 人次參加;辦理 2 場職涯導覽，共 21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2）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1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0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2）月提供求職服務 12 人次，成功就業 0
人。
(六) 服務統計：本（2）月份服務 3,076 人次，FB 按「讚」累計
7,20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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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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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6,329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8,388 人，求供倍數 1.33，開立介紹卡
8,850 張，求職就業人數 3,639 人，求才僱用人數 5,263 人，
求職就業率 57.50%，求才利用率 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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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43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393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39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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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開案量計 548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68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380 人次，推介人次計 1,755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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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35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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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人，個管開案數計 12 人，推介人次計 86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20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52
人，個管開案數計 11 人，推介人次計 85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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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3）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69 人次，推介面試 290 人次，推介就業計 35 人次，追蹤
關懷計 409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3）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1,143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
成功計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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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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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1,040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3）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321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3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3）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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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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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通報家次計 1,750 家次、資遣人數計 3,158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712 件，就業人數計 200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216
人。
2. 本（3）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573 人，完成初
次失業認定計 1,72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5,054 人。
三、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3）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55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684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3）月份提供 1,763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49 人次，共 43 人參與實習。3 月 12 日辦理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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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氣象 學而實習之 職場體驗實習 X 就業」博覽會，共計
7,625 人次參加，總面試人次 4799 人次，總初步媒合率 58.8%
(正職 59.0%、實習 57.9%)，職前準備專區共計服務 826 人
次。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3）月份辦理 5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
共 545 人次參加;辦理 8 場職涯導覽，共 582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3）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9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5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3）月提供求職服務 104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3）月份服務 12,529 人次，FB 按「讚」累
計 9,13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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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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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856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12,000 人，求供倍數 2.47，開立介紹
卡 6,726 張，求職就業人數 2,776 人，求才僱用人數 5,399
人，求職就業率 57.17%，求才利用率 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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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60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452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387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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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開案量計 541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45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382 人次，推介人次計 1,475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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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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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計 40 人，個管開案數計 13 人，推介人次計 94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74 人次，求職就業
人數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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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人次，推介面試 235 人次，推介就業計 30 人次，追蹤
關懷計 350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4）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882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356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87 人，提
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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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次，拜訪轄區內
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885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4）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17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1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3）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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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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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家次、資遣人數計 2,236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396 件，就業人數計 170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37
人。
2. 本（4）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92 人，完成初
次失業認定計 1,39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382 人。
三、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4）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220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182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4）月份提供 1,763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420 人次，共 50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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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4）月份辦理 4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及
1 場企業參訪，共 325 人次參加;辦理 5 場職涯導覽，共 73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4）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13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9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4）月提供求職服務 114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4）月份服務 4,587 人次，FB 按「讚」累計
8,69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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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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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810 人，求供倍數 1.73，開立介紹卡
6,919 張，求職就業人數 2,461 人，求才僱用人數 5,309 人，
求職就業率 54.48%，求才利用率 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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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435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299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457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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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開案量計 574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21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424 人次，推介人次計 1,613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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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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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84 人次，
求職就業人數計 14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6
人，個管開案數計 12 人，推介人次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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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58 人次，推介面試 187 人次，推介就業計 37 人次，追蹤
關懷計 281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5）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904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478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14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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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1,009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5）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82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5）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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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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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家次、資遣人數計 2,596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639 件，就業人數計 149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54
人。
2. 本（5）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219 人，完成初
次失業認定計 1,32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666 人。
三、 辦理青年職涯發展方案：
(一) 職涯發展評估：本（5）月份職涯諮詢服務計 117 人次，職
業適性評估計 153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5）月份提供 1,767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26 人次，共 49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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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5）月份辦理 5 場就(創)業職涯講座及
1 場企業參訪，共 429 人次參加;辦理 9 場職涯導覽，共 327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5）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1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49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5）月提供求職服務 9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5）月份服務 4,303 人次，FB 按「讚」累計
9,14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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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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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078 人，求供倍數 1.54，開立介紹卡
6,919 張，求職就業人數 2,520 人，求才僱用人數 5,395 人，
求職就業率 54.78%，求才利用率 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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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891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647 人，新增廠商家
數計 43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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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24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411 人次，推介人次計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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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推介職業
訓練計 694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166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6）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記
計 43 人，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93 人次，求職
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6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84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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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人次，推介面試 169 人次，推介就業計 30 人次，追蹤
關懷計 353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6）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939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460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56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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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948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6）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60
件，承接申請計 2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6）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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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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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家次、資遣人數計 2,735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426 件，就業人數計 134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33 人。
2. 本（6）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326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309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444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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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人次，測
驗評估計 224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6）月份提供 1,134 個實習職缺，新增
實習媒合 32 人次，共 47 人參與實習。
17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6）月份辦理 4 場就職涯講座，共 213
人次參加;辦理 2 場職涯導覽，共 73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6）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62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27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6）月提供求職服務 99 人次，輔導 7 人成功
就業。
(六) 服務統計：本（6）月份服務 4,471 人次，FB 按「讚」累計
9,55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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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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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0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10,446 人，求供倍數 2.52，開立介紹
卡 6,068 張，求職就業人數 1,795 人，求才僱用人數 4,657
人，求職就業率 43.25%，求才利用率 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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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446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256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474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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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57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470 人次，推介人次計 1,892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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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873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241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7）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記
計 44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85 人次，求職
就業人數計 14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51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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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43 人次，推介面試 152 人次，推介就業計 33 人次，追蹤
關懷計 316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7）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783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367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44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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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32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7）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89
件，承接申請計 5 件，協調成立 1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7）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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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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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家次、資遣人數計 2,493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357 件，就業人數計 177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33 人。
2. 本（7）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427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425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343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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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次，測
驗評估計 184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7）月份提供 981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15 人次，共 13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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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7）月份辦理 9 場就職涯講座，共 691
人次參加;辦理 7 場職涯導覽，共 150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7）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37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38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7）月提供求職服務 49 人次，輔導 2 人成功
就業。
(六) 服務統計：本（7）月份服務 3,447 人次，FB 按「讚」累計
9,90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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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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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1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359 人，求供倍數 1.45，開立介紹卡
7,133 張，求職就業人數 2,750 人，求才僱用人數 5,050 人，
求職就業率 54.34%，求才利用率 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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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74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1,088 人，新增廠
商家數計 391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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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68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516 人次，推介人次計 2,021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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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1,115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292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8）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記
計 46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96 人次，求職
就業人數計 16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4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6 人，推介人次計 82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計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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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8）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35 人次，推介面試 135 人次，推介就業計 39 人次，追蹤
關懷計 326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8）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898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409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26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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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983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8）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92
件，承接申請計 5 件，協調成立 2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8）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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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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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 家次、資遣人數計 3,191 人，寄發就
業服務函計 797 件，就業人數計 256 人，推介職業訓練計
173 人。
2. 本（8）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704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654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877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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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人次，測驗
評估計 130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8）月份提供 781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20 人次，共 34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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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8）月份辦理 4 場就職涯講座，共 512
人次參加;辦理 7 場職涯導覽，共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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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8）月提供求職服務 30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8）月份服務 3,625 人次，FB 按「讚」累計
10,0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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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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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6,263 人，求供倍數 1.56，開立介紹卡
5,630 張，求職就業人數 2,101 人，求才僱用人數 4,930 人，
求職就業率 52.45%，求才利用率 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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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37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578 人，新增廠商家
數計 396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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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計
131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563 人次，推介人次計 2,346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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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1,050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385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9）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記
計 44 人，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81 人次，求職
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5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5 人，推介人次計 81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計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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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9）月求職新登記共計
43 人次，推介面試 107 人次，推介就業計 16 人次，追蹤關
懷計 206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本（9）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818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408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93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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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67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9）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193
件，承接申請計 4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9）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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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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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通報家次計 1,635 家次、資遣人數計 3,130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506 件，就業人數計 172 人，推介職業
訓練計 121 人。
2. 本（9）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458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473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477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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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人次，測
驗評估計 61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9）月份提供 661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13 人次，共 26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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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9）月份辦理 4 場職涯講座，共 385 人
次參加;辦理 1 場職涯導覽，共 9 人參加；辦理 2 天職涯好
給力研討會，計 488 人次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9）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9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1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9）月提供求職服務 43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9）月份服務 3,414 人次，FB 按「讚」累計
10,18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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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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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719 人，求供倍數 1.91，開立介紹卡
6,196 張，求職就業人數 2,416 人，求才僱用人數 4,496 人，
求職就業率 59.88%，求才利用率 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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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614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846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437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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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開案量計 554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
計 111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433 人次，推介人次計 2,207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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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2,142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382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10）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
記計 43 人，個管開案數計 13 人，推介人次計 81 人次，求
職就業人數計 13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1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4 人，推介人次計 77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計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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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0）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49 人次，推介面試 94 人次，推介就業計 16 人次，追蹤
關懷計 139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
：本（10）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761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316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38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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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898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10）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50
件，承接申請計 2 件，協調成立 0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10）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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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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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通報家次計 1,623 家次、資遣人數計 2,725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375 件，就業人數計 140 人，推介職業訓
練計 63 人。
2. 本（10）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595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62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729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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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人次，測
驗評估計 114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0）月份提供 665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7 人次，共 25 人參與實習。
29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10）月份辦理 4 場就職涯講座，共 170
人次參加;辦理 3 場職涯導覽，共 96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0）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11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45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0）月提供求職服務 60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10）月份服務 3,516 人次，FB 按「讚」累
計 10,27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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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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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7,008 人，求供倍數 1.61，開立介紹卡
6,963 張，求職就業人數 2,852 人，求才僱用人數 5,884 人，
求職就業率 65.68%，求才利用率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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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378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882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453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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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人次，職業心理測驗
計 103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450 人次，推介人次計 1,926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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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1,274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512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11）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
記計 40 人，個管開案數計 11 人，推介人次計 82 人次，求
職就業人數計 11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49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1 人，推介人次計 86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計 11 人。
31

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1）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61 人次，推介面試 129 人次，推介就業計 48 人次，追
蹤關懷計 309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
：本（11）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889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471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44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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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863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11）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09
件，承接申請計 6 件，協調成立 2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11）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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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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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家次、資遣人數計 3,003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621 件，就業人數計 143 人，推介職業訓
練計 103 人。
2. 本（11）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1,496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492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4,992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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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人次，測
驗評估計 111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1）月份提供 514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8 人次，共 31 人參與實習。
32

(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11）月份辦理 6 場就職涯講座，共 179
人次參加;辦理 5 場職涯導覽，共 109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1）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43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6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1）月提供求職服務 110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11）月份服務 3,472 人次，FB 按「讚」累
計 10,3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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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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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求職人數新登記 4,060
人，求才人數新登記 5,988 人，求供倍數 1.47，開立介紹卡
6,023 張，求職就業人數 1,652 人，求才僱用人數 4,689 人，
求職就業率 40.69%，求才利用率 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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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42 人次，新增求職人數計 699 人，新增廠商
家數計 335 家，新增工作機會數計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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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人次，職業心理測
驗計 59 人次，一般就業諮詢計 335 人次，推介人次計 1,392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計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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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推介職業訓
練計 1,339 人，已通過甄選並參訓者計 400 人。
3. 提供新移民就業輔導：本（12）月份外籍配偶求職人數登
記計 38 人，個管開案數計 9 人，推介人次計 70 人次，求
職就業人數計 7 人；大陸地區配偶求職人數登記計 39 人，
個管開案數計 10 人，推介人次計 45 人次，求職就業人數
計 9 人。
34

4. 「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工作：本（12）月求職新登記共
計 22 人次，推介面試 31 人次，推介就業計 11 人次，追蹤
關懷計 174 人次。
5. 辦理 105 年度「就業服務外展人員實施計畫」
：本（12）月
份發掘社區中求職者計 599 人，協助求職個案輔導就業成
功計 274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業 3 個月計 124 人，
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計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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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次，拜訪轄區
內商圈店家開發工作機會數計 738 個。
6. 辦理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
（12）月份受理轉換申請計 263
件，承接申請計 3 件，協調成立 1 件。
(二) 辦理雇主服務：
1. 推動「勞動即時通實施計畫」
：辦理雇主訪視及開發就業機
會。本（12）月份電訪廠商家數計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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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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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家次、資遣人數計 4,596 人，
寄發就業服務函計 245 件，就業人數計 150 人，推介職業訓
練計 79 人。
2. 本（12）月份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人數計 2,023 人，完成
初次失業認定計 1,631 人，辦理失業再認定計 5,155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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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人次，測
驗評估計 205 人次。
(二) 職場體驗實習：本（12）月份提供 514 個實習職缺，新增實
習媒合 4 人次，共 26 人參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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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涯相關活動：本（12）月份辦理 1 場就職涯講座，共 23
人次參加;辦理 7 場職涯導覽，共 159 人參加。
(四) 創業發想平台：本（12）月份提供創業相關諮詢計 8 人次；
借用創業發想平台計 11 人次。
(五) 求職服務：本（12）月提供求職服務 28 人次。
(六) 服務統計：本（12）月份服務 2,956 人次，FB 按「讚」累
計 10,37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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