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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政策探究先就業後升學 
陳培基 

台北市內湖高工冷凍空調科科主任 

 

一、前言 

教育部與勞動部共同推出的「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106 年

首辦吸引約 744 名高中職畢業生投入

就業市場。「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讓

高中職畢業生，可以先到職場工作再

升學。第一年，超過 7600名學生到全

國各區公聽會場聽取說明後，媒合不

到 800名學生「先就業」。媒合率不到

一成，教育部與勞動部的職能分工與

輔導行銷學生就業能力不及格。探討

其原因，不外乎宣導時間不足，與學

生及家長的說明不夠明確，讓大多數

想就業的學生因心生恐懼而望之卻

步。然而反觀國外，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北歐的學校，八年級中學生（約

14歲）便有「工作實習（Work Practice）」

的課程。學校必須規劃出兩週以上時

間，讓學生離開學校、前往自己感興

趣的職場去「學習工作」。 

在臺灣，國中、高中學生若要「半

工半讀」，往往被視為是「家境清寒」

的不得已選擇；但在北歐、澳洲，卻

是學生的必修科目與趨勢潮流。旅澳

作家陳之華，因陳之華先生工作之

故，他帶著兩個女兒先後定居芬蘭、

澳洲，期間還曾短暫返台居住，見證

三地對於職場和讀書的迥異觀念。 

在他新書<<預習世代>>中，分享

孩子在青春時期接觸職場的教養觀

察。在臺灣，13 歲的孩子下課後忙著

上補習班、寫作業準備考試。陳之華

的兩個女兒卻從 13 歲開始寫履歷、參

加面試、每周兼兩、三份工作。念大

學前，她們的職場經歷包括果汁店、

保養品專櫃、珠寶品牌店和中文保

母，小小年紀便開始累積人生經歷與

履歷。 

然而在芬蘭，早在國中生階段便

將「職場實習」列為必修科目。陳之

華指出，包括芬蘭在內的北歐學校，

八年級中學生（約 14 歲）便有「工作

實習（Work Practice）」的課程。學校

必須規劃出兩週以上時間，讓學生不

用到學校上任何課、讀任何書，而是

前往自己感興趣的職場去「學習工

作」。在芬蘭這門必修課中，不論你是

不是資優生，未來想當職業技工或想

念升學名校，都必須離開學校進入社

會，體驗真正的職場。陳之華認為，

這種教育讓孩子在青春時期便接觸實

際職場，不將職場與課業涇渭分明，

也不會有「唯有讀書高」的偏見。 

至於澳洲，學生多半在 15 歲便開

啟「半工半讀」的生涯。根據 2016 年

澳洲一份研究報告(2009 楊尚華，鍾尚

澄)，澳洲 15 到 19 歲的中學生，近 4

成受雇於正式職場打工。值得注意的

是，以 15 歲的孩子來說，1966 年於職

場打工的比率僅 1 成，但到了 2001 年

卻暴增到近 4 成。國家愈進步，學生

愈早開始獨立打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澳洲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職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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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有各種形式的學生工作網，

讓學生家長和老師職員分享孩子如何

平衡學業與工作、如何從工作中找到

自信、獨立、友誼與技能。澳洲各州

政府的官網上，也詳載打工法規、工

作時數等職場規範等，並針對青少年

的實際打工狀況，量身打造適合法

規。在澳洲大型銀行網站上，都有「青

少年找工作技巧」的指導建議，分享

寫履歷 …等基本技巧；接著教找到工

作的青少年開設人生第一個銀行帳

戶、申請稅務帳號、看打工薪資單等。

這些華人社會以為大學畢業後才要學

的「大人的事」，澳洲人早在青少年便

開始「預習」。 

教育部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首批高中職畢業生已投

入職場，並經近六個月歷練，表現漸

入佳境。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和主

任秘書朱楠賢日前走訪工作現場，實

地了解畢業生們工作情形 ，不少青年

均篤定方向，甚至有人立志未來創業。 

新北市三民高中畢業生林家余連

學測也沒參加，一心想先朝職場發

展，還說就算讀完大學，很可能自己

還不知道想要什麼，認為自己先進職

場，反而「比別人多贏四年時間」。( 聯

合電子報 ) 

當其他同學都在衝刺升學，林家

余已篤定心志，賺第一桶金後想創業

開一家婚禮顧問公司。林家余說，自

己不愛讀書，讀完大學可能還是不知

道自己要什麼，趁此機會先體會職場

人生，未來若想念大學，隨時都能回

去讀，認為「比起專精在某個科系，

我學到的更多」。( 聯合電子報 )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畢業生楊曉青

也決定暫時放下書本，她選擇保留實

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學籍，媒

合婚禮企畫工作。她認為，先知道將

來需要什麼能力，再來努力學習，比

直接升學更有用。投入媒合婚禮企畫

職場之後，她也自認變得更有責任

感，做事更細心謹慎。( 聯合電子報 ) 

身為企業主的巧克科技共同創辦

人暨執行長劉于遜表示，學生時代他

曾在台灣微軟實習，當時的工作經驗

使他受益良多，學生若能提早看到市

場及職場現況，了解業界發展，會得

到很好的啟發。 

近來產業界缺工嚴重瀕臨斷層，

因此工商界大老給蔡總統建言，認為

學生十八歲畢業後不一定要急著考大

學，可以先去工作或到非政府組織當

志工體驗。教育部為落實總統政策，

2017 年初立即展開工作，二月宣導，

四月提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五月高三應屆畢業生開始提出

申請，方案包括兩個計畫，其中之一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必須在八月底

之前，將申請學生與職缺媒合完成。 

此方案已執行一年，目前已邁入

第二年，依據立委柯志恩質詢的數

據，2017 年申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人數為二三八三人，媒合工作成功者

七四四人；雖然職缺數有五五一二

個，製造業占三分之二，且多集中在

北部，但學生想投入的是文創、設計

與網路工作，沒有相對應職缺。筆者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職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4），頁 73-77 

 

先就業，後升學 主題評論 

 

第 75 頁 

認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仍有數項

待討論之處。( 聯合電子報 ) 

(一) 時間倉促，未即時提供配套 

以往教育部政策的推動，皆在公

告之後一年開始執行，以有效傳達方

案至利害關係人。然此方案在二月公

告後，五月一日欲申請的學生便需上

線填報完成申請作業。因為方案倉促

上路，在學生申請前，職缺與就學兩

大重要配套措施均未公告。 

首先，教育部與勞動部僅公布規

畫的職缺產業類別，分別是傳統技

藝、農業、文創、工業、商業，以及

五加二創新產業，然學生在考量是否

提出申請時，完全不知道實際職缺為

何，教育部僅保證職缺必定多於五千

個；但如果不是申請者有意從事的職

缺，再多也是枉然。2017 年九月起繼

續推行第二屆，十二月起學生必須上

網填寫參加意願，至今不僅仍未見職

缺訊息，即使去年已開出的職缺清

單，也未釋出以供學生參考，在訊息

缺乏的前提之下，學生如何做出理性

與適性的選擇？ 

其次，就學配套措施僅敘述必須

完成兩年方案者，方可提出經由特殊

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以及彈

性選系三種就學方式，重新選擇校系

（若不重新選擇，則向原錄取校系辦

理入學）。 

然而，計畫已邁入第二年，至今

仍未見就學配套的規畫，例如彈性選

系的次數、願意提供外加機會的校系

等，故訊息缺乏，不利學生做出理性

與適性的選擇。 

(二) 疊床架屋，有損效率 

教育部與勞動部針對技職體系學

生，已設有「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訓

練」，其目的也在於提供學生職場經

驗，與理論相互驗證，同時也提供經濟

弱勢學生一個籌措就學經費的管道。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目的與這三者

相似，且又提供高於這三者一萬元津

貼，既然如此，何不在原有架構下，

納入有意願職場體驗的應屆高中生參

與，而非疊床架屋，造成人力與經費

的浪費？ 

二、結語 

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價值觀壟

罩當前社會環境，大學生滿街跑、產

業界嚴重缺工的時代，失業率未減

少、產業人力又供給失衡的問題，並

非區區就業領航計畫所能處理，目前

政府必須面對少子化下國家安全與人

口紅利越來越嚴峻的問題，與廣設高

中大學的惡果後，如何加速啟動大學

退場機制，讓高中職畢業生，可以先

到職場工作再升學。待青年學子藉由

工作職場體驗中發掘自我性向與興

趣，便可跨出邁向光明前景的下一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勞動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高中生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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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構想圖 

圖 2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具體架構圖 

 

圖 3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申請途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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