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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96 年以來，我國失業率持續上漲，2002 年達到 5.2%，政府除透

過擴大內需等經濟方案刺激景氣外，亦採取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如「永

續就業工程計畫」等。多數方案曾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成效評估，惟因為評

估時點、方法與指標不盡一致，較難進行整體比較，有必要發展一套方案

成效評估機制，並進一步瞭解政府資源是否重覆投入與是否合理配置。本

研究運用德菲法透過專家對於近年促進就業政策與措施的執行機制、評估

機制之建構等建立具有共識性的意見。研究發現有關促進就業措施成效評

估指標的重要性，依序為再就業率、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方案結束後的

再就業尋職期間；影響因素依序為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參與者屬性面、方

案類型面與決策環境面。多數參與德菲法的專家亦認為不同方案應選擇不

同的評估方法或指標。本研究建議應由失業者特性或角度，考慮適合的就

業方案。同時為避免方案之間的資源排擠效應，例如對於方案類型與適用

對象相似之措施的給付標準應力求一致，以免適用對象相互比較。並建議

促進就業方案之間的資源整合效果，具有關聯性之不同方案，可考慮相互

連結，而非各自獨立運作，例如創業諮詢服務與創業貸款提供。 

關鍵字：促進就業措施、評估研究、德菲法、再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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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96 年以來，我國失業率持續上漲，政府除透過擴大內需等經濟

方案刺激景氣外，亦採取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如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

元就業開發方案、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等。雖然多數方案均曾委託專家

學者進行成效評估，惟這些評估研究因為評估目的、評估時點、評估方法

與評估指標不盡一致，且尚未建立一套統整的促進就業措施評估機制，較

難進行整體比較，因而也無法瞭解政府資源是否重覆投入或是否進行合理

的配置。 

有鑑於促進就業措施涉及公共就業、薪資補貼、職業訓練與輔導創業

等範圍，不但價值多元且有高度專業性，評估觀點互異，本研究目的在於

針對歷年促進就業措施的評估指標與發現進行探討。在進行步驟上，除先

闡述公共政策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理論、說明促進就業政策的形成與發展過

程外，並檢視近年有關促進就業政策與措施的評估研究，進而運用德菲法

透過專家意見集思廣益，以對於我國近年來的促進就業政策與措施的規

劃、執行機制（包括執行時機、執行對象與執行工具）、評估機制（包括

評估構面、評估標準、評估方法、執行評估機關、評估人員與執行評估時

機）等建立共識性的意見。 

貳、文獻探討 

一、公共政策形成與發展的理論 

本論文為瞭解促進就業政策的形成與運作，採用政策過程理論進行分

析。政策過程理論係將公共政策視為一系列交互相關的政策制定活動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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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要命題包括：第一，公共政策分為規劃、執行與評估等三個主要的

階段；第二，公共政策問題可劃分為昭然若揭的成分（decompose），並針對

每一部分進行科學的分析；第三，政策目標可以明確地以可測量的方式予以

表達；第四，政策方案可以針對每一個問題成分進行量化的分析（Dye, 1998: 

23-24；丘昌泰，1998: 8）。 

關於政策過程理論的研究文獻甚多，若依據其所著重的分析單元，可

區分為不同重點：第一，政策制定過程模式，將公共政策作為分析單元；

第二，政府過程模式，將政府機構治理做為分析單元；第三，政策研究過

程模式，將科學的政策研究程序作為分析單元；第四，政策分析過程模式，

將政策選項方案做為分析單元；第五，策略計畫過程模式，將策略計畫當作

分析單元（丘昌泰，1998: 14-15）。本論文將促進就業政策作為分析單元，

視為政策制定過程模式。 

公共政策主要目的為解決政策問題。所謂政策問題是指公共問題透過

足以影響議題進入政府議程的人物與事件，例如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或

意見領袖、大眾傳播媒體、政黨、利益團體、當事人代表等的注意，以及利

用發生危機或特殊事件的時候，如抗議活動、政治競選活動、天然災害的

發生或是意外事故等，將問題轉換為社會大眾討論的議題，引起政府相關

部門的注意後，成為政策議題，政府採取行動解決該問題。當政策議題已

經進入政府議程之後，決策者根據蒐集到的各種主觀與客觀的資料，對該

議題進行判斷、研議，據以設計、提出方案解決，進入政策的規劃階段（劉

宜君，2000）。有關政策規劃，依據 G. A. Steiner 所提「策略性規劃」（strategic 

planning），認為組織在資源與時間的限制下，必須進行系統性的長期規劃，

並注意政策未來的發展趨勢與可能面對的威脅（Steiner, 1979: 17）。Grover 

Starling 亦提出相似的概念，主張政策資源的運用必須考量達成政策目標

的優先順序、影響政策成敗的關鍵因素、影響政策目標的環境因素與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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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Starling, 1988: 223）。此外，史達寧特別強調因為任何政策問題的形

成皆有其歷史脈絡，過去的政策經驗會影響到對於政策問題的思考，因而

在政策規劃時，不能忽略歷史性因素（柯三吉，1993: 683）。 

由於政策具有法律約束力，始能順利執行。是故，行政機關在規劃政

策方案時，也必須規劃如何在政策合法化階段爭取立法機關對於政策法案

的支持。此外，許多與該政策有利害關係的團體或個人，也會在政策合法

化階段爭取民意代表認同其政策訴求，使得其政策主張或偏好得以在相關

法條或方案中落實，因而政策合法化階段具有相當濃厚政治性。而在公共

政策執行、落實之後，有必要瞭解該項政策的執行績效與影響，以及是否

解決或改善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此一政策評估階段，在於檢視政策是否達

成原訂的目標，是否有效改善或解決問題，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與影響，

以及是否得到標的團體的支持。近來，政策評估研究方法已經進入整合量

化與質化研究的階段，並採用多元價值與途徑處理日漸複雜的政策問題與

計畫，尤其應考慮到可能使用者或對象所持的觀點或看法，也就是政策利

害關係者對政策本身、內容所抱持的價值與認知事實，及決策者如何回應

民眾需求、能力與互動方式的瞭解。 

二、我國近年促進就業政策之形成與發展 

在敘述政策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後，本段將陳述我國近年促進就業政

策之形成與規劃情形。台灣的失業率自 1996 年起逐漸升高，2002 年失業

率再創新高，其中除當年 4 月外，其餘各月均維持在 5%以上，8 月更達

5.35%，使得該年平均失業率高達 5.17%。失業問題持續惡化的結果，因

「想工作但未找到工作」或「長期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找工作」而離開勞

動市場的人數遽增，其中又以中高齡與基層勞工最多（詹火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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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失業率逐年下降，2003 年平均失業率為 4.99%，2004 年平均失業

率為 4.44%，2005 年平均失業率為 4.13%，2006 年、2007 年的平均失業

率均為 3.19%（行政院主計處，2008）。由於工業人口一般為年紀較大、

學歷較低，學習成本較高，並以男性為多，這些人一旦失業，使得家庭

頓失經濟支柱，無力負擔生活開銷、子女學費或醫療費用，嚴重威脅家

庭成員的生活條件及生存機會，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憂鬱症的發生與家

庭婚姻關係的惡化，衍生諸多家庭及社會問題，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持

續報導後，失業問題不再僅是經濟問題，尤其中高齡勞工大都是家計的

主要負擔者，而基層勞工多屬邊際勞工，就業機會受到景氣變動或失業

潮持續惡化的波及，也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詹火生，2001），引發學者

專家的關注或是社會輿論的討論，促使政府政府必須積極處理這一波高

失業率造成的問題。 

當時失業問題主要受到幾項因素的影響，包括受到國際景氣趨緩、國

內投資衰退與產業結構調整之影響。加上當時營造業景氣尚未復甦，服務

業又因景氣復甦緩慢以致短期內無法吸納其他部門釋出之人力，特別是中

高齡失業者再就業困難（辛炳隆，2001；鄭凱方、吳惠林，2006）。因而，

促進就業措施的形成，受到外部環境的政策系絡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社

會經濟條件、利益團體、社會輿論、大眾傳播媒體、國際因素；以及受到

內部環境的政策系絡因素，包括總統、行政院長與立法委員等重視。而國

際因素是指韓國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近似，同時韓國 1997 年

後的失業率變化趨勢，與我國 2001 年因為景氣驟然下挫，失業率大幅飆升

的情形十分近似。韓國政府在 1997 年金融危機之後，對於勞動市場的介

入政策，包括積極性政策方案、再僱用及失業勞工保障方案等，對於我國

政府的政策形成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辛炳隆，2001；Park, Park, Betcherman, 

& Dar, 2001；Cheon & Ki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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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近年來政策學者強調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從問題建構

就必須有公民參與、多方協調才能提出周延的意見，以減少政策執行的阻

礙。因此，從學理上而論，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為大勢所趨。惟

我國長期以來多數公共政策具有高度菁英決策的思考模式；此外，不同於

可以預先準備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化、醫療保健支出增加，因景氣變

化而出現的失業問題較不可預期且影響重大，故就近年來促進就業措施的

規劃與執行，也較偏向於菁英決策或危機處理的模式。行政部門認為要解

決結構性失業問題，長期需依賴產業結構的調整，因而推動投資台灣優先

具體方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等政策，以期增加公共投資與振

興經濟。此外，也針對勞動市場採取鬆綁勞動法規，提升就業能力等積極

性就業對策，當時政府推出多項促進就業相關措施，例如：中長期永續促

進就業方案、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多元就業開

發方案、國內旅遊發展方案等；同時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及勞動三法

修正草案等勞動法規亦送立法院審議。 

由於產業結構的調整並非一夕之間可以完成，政府為能在短期內降低

失業率並有效解決中高齡失業問題，參考韓國經驗，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

業計畫（行政院經建會，2005）。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的法源是公共服

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由行政院勞委會負責研擬，在行政院審議通過後，

送立法院審議，於 2003 年 1 月 14 日三讀通過。同年 7 月，政府擴大公共

僱用計畫的規模為行政院層級的計畫，並以立法院特別立法的公共服務擴

大就業暫行條例及透過中央政府的追加預算來推行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

晝，主要的內容是政府部門對失業者的直接僱用，以創造短期間的就業機

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 

此外，政府針對勞動市場採取鬆綁勞動法規，並推動各項創造勞動需

求的方案，包括永續就業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緊急僱用措施、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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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緊急僱用措施等；多項安定失業者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津貼，如尋職

津貼、僱用獎助津貼、就業推介媒合津貼、原住民就業津貼、訓練生活津

貼等。近年，由於失業率已降至 3%至 4%之間，大規模的公共就業方案轉

為由各部會視人力需要自行僱用人員；並針對特殊族群如待業青年、弱勢

婦女、中高齡者推動促進就業方案。另一方面，政策內容亦更加多元化，

如具薪資補貼性質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及協助創業的微型創業貸款等（林

昭吟、徐美、辛炳隆、劉宜君，2007）。 

另為誘發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協助解決國內失業問題，行政院 

2003 年 6 月 3 日依據〈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行條例〉之規定，頒布中小企

業人力協助辦法，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計畫提供中小企業新增僱用失業人

員，每人每月新臺幣 1 萬元之獎助金，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12 個月。政府

由公服計畫的 200 億元，撥出 30 億元，補助企業增僱 2 萬 5 千名失業人

員，期有效帶動企業提供工作機會，並降低失業率。 

綜合前述，本研究針對我國促進就業政策形成的討論，採階段論途徑的

分析。我國促進就業政策的形成受到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利益團體與社會

輿論的壓力、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國際因素等國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

由這些討論發現，政府對於失業問題的處理，主要受到媒體的報導、社會輿

論與民意的壓力，其間亦適逢政治競選活動（縣市長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總統選舉）。至於政策規劃則受到鄰近韓國政策經驗的影響，以及國內政策

菁英的專業建議，因而推動不同類型的促進就業方案或是計畫。這些措施主

要政策目標為降低失業率、擴大勞參率，包括以直接僱用或薪資補貼來創造

就業機會如永續就業工程等；以職業訓練提高勞工就業能力的方案如職業能

力再提升方案等，其他如創造多元就業管道的微型企業創業貸款、青年職場

體驗計畫（林昭吟等，2007）。由前述的討論，可知我國促進就業政策的形

成過程，也發現我國促進就業政策的實驗性、創新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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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促進就業措施評估研究之分析 

根據前述整理政府對於促進就業政策推動的過程與作法，本研究將促

進就業措施界定為近年來政府針對失業問題所採取提升就業率的短期或

長期措施，並以四種主要類型作為分析對象：（1）公共就業型：由政府創

造就業機會，協助失業者就業，如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公共就業方案

等。（2）薪資補貼型：由政府補貼僱用，僱用失業者，如僱用獎助津貼計

畫、中小企業人力協助執行計畫等。（3）職業訓練型：透過職業訓練方案，

以提升失業者工作能力和技能。（4）創業協助型：透過自行創業方案，協

助微型企業發展及自僱工作，如青年創業貸款等。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將針對上述四種類型方案的評估研究進行分析，並著重在檢視這些

評估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選擇變數與本研究目的相關之研究建議

等內容，據以做為發展德菲法問卷架構之參考。 

首先，針對公共就業型的促進就業措施評估研究加以探討，第一是曾

敏傑等針對永續就業工程計畫進行成效評估，其透過隨機抽樣的郵寄與執

行單位的代發，進行執行單位與受雇者的問卷調查。對於受雇者評估所使

用的依變數為弱勢族群比例、對於政策看法、政策走向、執行單位、社會

效益的評價、再就業情形。自變數為性別、身份別、省籍、教育程度、工

作經驗、離職原因。惟該研究使用的評估指標如滿意度量表非單一問題；

未進一步進行相關或迴歸分析，亦未比較進用人員與進用單位對相同指標

的看法（曾敏傑、林桂碧，2003）。第二是林昭吟等針對公共服務擴大就

業計畫進行的評估研究，採用的方法是電話問卷調查、焦點座談、深度訪

談。問卷設計架構的依變數為改善家庭經濟、促進社會融入、增進心理福

祉、強化社會資本、累積人力資本、再就業率、方案滿意度、依賴效果、

烙印效果、是否支持續辦。自變數為個人特質、參與公服動機、先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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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計畫類型、計畫執行情形等。惟該研究設計的社會面或心理面評估

指標較為抽象，未能進行信、效度檢驗，亦未針對研究變數進行相關或迴

歸分析；且方案執行與評估研究幾乎同時進行，影響評估研究的效度（林

昭吟、徐美、辛炳隆、劉宜君，2004）。 

第三是財團法人連德工商發展基金會針對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行的

評估，主要研究方法為郵寄問卷與深度訪談。問卷架構的依變數為對於

工作的看法、對於計畫單位及計畫內容的看法、對政策及服務流程的看

法、目前就業狀況。自變數為性別、年齡、身份別、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惟其缺乏核心評估指標，偏重於受訪者看法與滿意度調查；由於評

估研究與計畫執行期間有三個月重疊，使得參與者仍在計畫中的比例可

能偏高，無法觀察全程參加完計畫之受訪者的變化（財團法人連德基金

會，2004）。 

其次，針對薪資補貼型的促進就業措施評估研究加以分析，第一是

由李健鴻等人針對職訓局 2003 年推動僱用獎助及訓用合一計畫進行評

估，研究對象為受雇者、受訓者、廠商及雇主。研究方法採用次級資料

分析、問卷調查分析、卡方檢定、相關係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

析等。模型的依變數為持續就業期間、持續就業者薪資、持續僱用期間。

自變數為性別、教育程度、身份別、年齡、產業別、生產力、勞動成本

及婚姻等變數。研究建議政府因應不同社會發展階段進行計畫，並擬定

適合不同對象與政策目標的薪資補貼措施；而僱用獎助措施的實施，可

與就業推介服務、個案管理等就業措施相互結合，以提高實施成效（李

健鴻、張景旭、陳月娥，2004）。第二是發表於專書的研究論文 Evaluating 

Taiwan’ s 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me，評估 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期間執行的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評估對象是失業員工與低技

能的員工，採用電訪方式，以用人單位抽取 977 個樣本，失業參與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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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000 個樣本來進行問卷調查。除了問卷調查以外，主要是以 Probit 

model 為迴歸分析方法。模型的依變數為對公共就業方案（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me, PSEP）滿意度的傾向。自變數有個人特徵、PSEP

六種不同的形態、反應者對 PSEP 工作特性的客觀選擇等變數。研究建議

公服計畫型態須與參與者習得的教育或技能相互配合，以提高離開計畫

後找到工作的機率；惟就業措施僅能解決短期的失業現象，仍需要政府

改善總體環境才能解決長期失業問題（Lin & Hsu, 2007）。第三是林昭吟

等針對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之中小企業人力協助執行計畫加以評估，

評估對象為參與方案之雇主與受雇者。主要研究方法為分別針對雇主與

受雇者的電話訪問。該研究之依變數包括計畫滿意度、就業情況、受訪

公司產值變動、增僱人員對公司產值平均貢獻率、對公司事業產值營業

額之助益、離職率。自變數包括計畫別、部會別、年齡、學歷、年資、

職稱、性別、產業別、資本額級距、區域別。研究建議包含調整增僱人

員相關規定，如鼓勵企業僱用中高齡就業者；調整企業單位之申請資格，

如因創業或增資需要增加僱用人員的企業單位；以及調整執行單位之工

作任務，如連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勞委會就業服務中心的工作（林昭

吟、徐美、林桂碧、傅從喜，2004）。 

再者，針對訓練方案型之促進就業措施評估研究進行分析，第一是

李誠、辛炳隆針對參與中央部會辦理或補助辦理職業訓練計畫的學員與

雇主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方法為職業訓練成本效益評估量化分析（為準

實驗設計方法）。該研究之依變數為薪資、雇主利潤；自變數為職業訓練

政策、參訓者參訓前後就業狀況。研究建議應建立個人長期追蹤型資料

庫，以精確評估職業訓練的效益；同時也認為職業訓練是一種人力資本

投資，其資源配置應依據投資效益的相對大小，避免職業訓練福利化（李

誠、辛炳隆，2003）。第二是李誠、辛炳隆分析勞委會、工業局、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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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等單位的職訓資源配置、課程規劃、訓練管道與績效評估等運作情

形。研究方法係透過深度訪談對各部會負責職業訓練的承辦人員、召開

座談會。依變數為結訓學員的滿意度。自變數為職業訓練的資源配置、

課程規劃、訓練管道及績效評估。研究發現政府各單位評估制度不同，

認為政府應有一套客觀的職業訓練評估制度，據以分配這些經費與評估

這些支出的有效性（李誠、辛炳隆，2005）。第三是李健鴻等針對職業訓

練局推動 2003 年僱用獎助及訓用合一計畫進行成效評估。主要以問卷調

查法、深度訪談法進行實證分析，而針對僱用獎助計畫評估的研究變數

為雇主部份的總體維持雇用率、薪資調升率、總生產力變動程度、成本

變動程度、政策滿意度；對於受雇者評估的研究變數為持續就業率、薪

資調升率、政策滿意度。另外，針對訓用合一職前訓練計畫對於雇主影

響評估的研究變數為總體持續雇用率、薪資調升率、總生產力變動程度、

成本變動程度、訓練移轉程度及滿意度，而對於受雇者影響的評估變數

為持續就業率、薪資。研究建議政府應有系統研究就業市場中的「高人

員流動」型的企業中所可能內含的不同類型及其特質；基於「低就業障

礙」特性，政府應對「非刻意的高流動性」企業進行特別的輔導與協助

（李健鴻等，2004）。 

最後，針對自行創業型之促進就業措施的評估研究加以分析，資料

蒐集時發現此類計畫之評估研究較少，主要有劉維琪、張建華針對在 1983

至 1993 年期間曾接受青輔會創業輔導成功之創業者，進行問卷調查，以

瞭解該計畫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該評估研究衡量社會效益的指標為

施政滿意度、社會仿效性、促進社會進步、負起社會責任、培育企業人

才；衡量經濟效益的指標有增加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的原動力、企業創

新活動、產品及服務的提供、提供就業機會。惟該研究未對資料進行迴

歸分析，無法釐清影響計畫成效的因素（劉維琪、張建華，1995）。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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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選擇永續就業工程計畫為案例作為公益創投可行性分析的研究對

行象，研究方法係透過次級資料蒐集與訪談，分析面向為執 單位、提供

行 行的產品或服務性質、執 況、成功因素與政府角色。研究建議為便利

審核的決策，政府宜考慮由第三部門或私部門來研提與執行較為適當，

政府則擔任規劃、監督、協調、評鑑等角色（藍科正、鄭讚源，2002）。

此外，近年政府推動微型企業創業貸款輔導服務計畫，惟未見較為嚴謹

的評估研究，相關者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05 年出版的成果專刊，針對

2003 年 1 月至 2005 年 10 月期間申貸成功案例進行次數分配與交叉分

析，調查基本項目如申貸金額、申貸者性別、年齡及自行創設行業類別。

該評估報告可視為政府施政成果報告，未詳細規劃績效評估指標（林昭

吟等，2007）。 

其他則是對於促進就業之長短期措施進行整體性的評估研究，如龔

明鑫及張建一採用次級資料分析與專家座談方式，透過研究國內勞工就

業狀況、促進就業之長短期措施與參考勞動市場表現良好的歐美先進國

家促進就業相關政策與措施，研究如何從結構性失業、景氣循環與摩擦

性失業類型，找出將短期的失業波動減到最低，同時努力使長期的結構

性失業因素減緩，使長期趨勢也可以逐漸下降的政策作法。研究建議可

透過引導產業差異化、就業服務與社區型產業結合、建置勞動市場彈性

化法規以及建立社會對話機制等，強化我國勞動市場穩定與最大就業的

政策內涵。另外，亦建議加強產學合作，達到訓用合一的目標（龔明鑫、

張建一，2006）。 

綜合前述發現，多數促進就業措施均委託外部專家學者進行方案

成效的評估。就評估指標而言，這些評估研究多集中在經濟面、心理面

與社會面三類指標；至於在研究變數的選擇方面，依變數如方案滿意度、

薪資變動、雇主利潤、持續就業期間、持續就業者薪資、持續僱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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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身份別、產業別、生產力、勞動成

本、婚姻狀況、職業訓練的資源配置等。在資料蒐集方面，多數評估研

究係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另輔以焦點座談或深度訪談；但

無論是電話調查或面對面訪談，都可能因為回收率不佳或拒訪率高，

導致樣本代表性偏誤。此外，多數評估研究進行的時間為方案剛結束或

仍在執行中，且缺乏對照組的設計。因此，若要分析與比較各方案的成

效評估，需要設計較嚴謹的評估方法，例如考慮方案執行與成效產生的

時間落差（三個月或六個月）；或採用對照組，以比較方案參與者與非方

案參與者於就業狀況的差異。再者，從前述的評估研究報告分析，可

以發現評估方法和資料的異質性過高，在缺乏一套統整的促進就業措施

評估機制，不易進行綜合檢討評估，因此，實有必要建構促進就業措施

的評估架構與指標，以便於有效評估方案效果，及進行不同方案效果的

比較。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德菲法之意涵與實施步驟 

由於促進就業措施涉及公共就業、薪資補貼、職業訓練、輔導創業

等內容，價值多元且有高度專業性，本論文運用德菲法透過專家意見集

思廣益，以對於我國近年推動的促進就業措施的執行機制、評估機制等

建立具有共識性的意見。 

德菲法適用於澄清未來不明情境，並針對設定的議題，利用一連串

問卷調查方式，彙集專家專業知識、經驗，重視參與者意見之回饋，以

達成一致性具體共識，藉以提昇決策內容品質，是決定優先順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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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及未來趨勢的有效方法。在國內研究中被廣泛使用於各領域，例如

新政策或計畫，涉及未來不確定現象的預測，或在環境、資源條件及民

眾參與意願等均無充分的參考資訊，故以此德菲法收集專家的專業知識

或實際經驗，判斷計畫實施的可能影響、以及預測各目標達成效果，作

為評估各項政策的依據（陳歆華、陳孝平，1999；郭乃文，2000）。在實

際操作上，德菲法是以一群專家（10-50 人）針對特定議題提供意見，採

用匿名的方式讓專家們充分表達各種不同意見，並經過數回合的回答問

卷，統計、分析專家們對於問題的共同看法，或是透過分享共同看法以

凝聚共識（Beech, 2001；Bowles, 1999）。表 1 為德菲法的主要步驟（黃

俊英，1996）。 

表 1 

德菲法的主要步驟 

步驟 工作內容 

步驟一：選定專家 選擇各個不同領域專家，針對研究過程做詳細解

說，並對研究主題做清楚溝通，使專家群（expert 
panel）順利瞭解情況，並掌握問題核心 

步驟二（修正版德菲法將此步

驟省略改以文獻探討取代） 
第一回合問卷進行。研究者設計開放式問卷，收集

專家們個別意見，以作為製作第二回合問卷的依據 
步驟三：第二回合問卷進行 將第一回合問卷做一整理後，以「是或否」二分法，

等級法（ranking），量表評分法（Likert’s scale）
等來呈現主題，並請專家群表示意見 

步驟四：第三回合問卷進行 將第二回合問卷整理並量化後呈現，接著製作第三

回合問卷，分別請專家參酌答覆，補充修正 
步驟五：綜合意見形成共識 將專家意見加以統整，成為具通盤性而趨於一致的

結果。若無法達成共識則重複步驟三、步驟四，以

逐漸導出趨於一致的結果 

資料來源：《企業研究方法》，黃俊英，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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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架構與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政策形成與發展過程理論與文獻探討，本論文針對

促進就業措施的執行與評估機制的架構如附錄圖 1，包含促進就業措施之

成效面及四個影響因素面向，分別為決策環境面、政策內容與執行面、

方案類型面與參與者屬性面。各個面向中，又可區分更細的項目或指標。

第一回合德菲法問卷的第一部分針對成效評估的指標與影響因素進行整

體意見調查，其屬於政策執行評估與影響成效評估的範圍，包括對於「一

般成效指標」、「針對特定方案的成效指標」、「成效評估影響因素面向」

的意見。 

問卷的第二部分為「決策環境面向的項目及其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

查，屬於影響政策問題形成、政策規劃與政策合法化的環境因素，包括對

於「經濟情勢」、「政治情勢」、「社會情勢」三項決策環境面向與其因素的

評價。本論文提出的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時的「經濟情勢」分析因素包

括失業率、GDP 成長率、景氣指標等；「政治情勢」分析因素為立法院中

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委員人數比例、當年有無重要選舉、民眾對於政府的施

政滿意度等；「社會情勢」分析因素為自殺率、貧富差距指標、民眾工作

價值觀等。其中「政治情勢」因素中的立法院中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委員人

數比例、勞資團體組織之政策協商認知，為影響政策合法化的因素。 

問卷的第三部分為「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查，

屬於政策執行與政策執行評估的因素，包括執行單位的屬性、人員進用的

方式、職前訓練的要求、在職訓練的要求、工作管理的要求、工作指導的

要求、工作監督的要求、工作成果自評的要求、雇用期滿安排的要求。 

問卷的第四部分為「方案類型面向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查，屬於政

策執行與政策執行評估的因素，包括對於方案類型的區分、方案屬性與成

效評估指標選擇的關係、方案子計畫的類型意見。例如由受訪者評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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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屬性（例如公共就業、薪資補貼、職業訓練、自行創業）對於成效評估

指標選擇的影響。 

問卷的第五部分為「參與者屬性面向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查，屬於

政策規劃與執行的因素，這些指標包括方案參與者的性別、年齡、身份別

（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婚姻狀況、居住縣市、教育程度、參與

方案之前的工作經驗、參與方案之前的薪資水準、失業週數、失業原因等。 

問卷的第六部分針對其他相關問題進行專家意見調查，屬於政策規劃的

影響因素，內容包括當社會處於失業率越來越高時，對於各類型促進就業措

施適用重要性評價；若社會處於失業率穩定的情況下（例如失業率維持在

4%以下），對於各類型促進就業措施適用重要性評價；各類型促進就業方案

對於不同年齡與教育程度組合失業者的適用性評價；有效評估促進就業成效

方法的意見；設置對照組以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的意見；評估方案的適當

時間意見；評估方案的適當人員意見；成效評估方案的適當專責單位意見。

此一評估架構經由本研究三回合德菲法調查後，修正如附錄圖 2。 

三、研究對象描述 

本論文對於邀請參與德菲法專家的考量因素，包括：（1）專業與經驗

性：對於促進就業政策、方案相關領域有豐富經驗或專長的人；（2）代表

性：須有國內促進就業政策、方案相關領域工作之相關專家及實務工作的

官員及專家，如此才能凝聚產生一致性的看法，以利未來實務之推行。本

論文邀請國內促進就業政策與相關領域的產、官、學界共計 25 位為研究

對象，專業背景如下：規劃者 5 人、政策執行者 5 人、學者專家 15 人。

參與三回合德菲法問卷調查的專家分別是學術界的台北大學曾敏傑副教

授、台灣大學劉毓秀教授、台灣科技大學劉進興教授、文化大學徐廣正副

教授及李健鴻助理教授、花蓮教育大學劉大和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成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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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傅立葉副教授、中正大學藍科正副教授、周玟琪副教授及馬財專助

理教授、中央大學單驥教授、開南大學柯三吉教授等；來自社會團體的有

殘障聯盟副秘書長王幼玲、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王晴紋總幹事、法律扶

助基金會郭吉仁秘書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鄭凱方副主任、台灣勞工陣

線孫友聯秘書長等；政府機關則有經建會劉玉蘭參事、勞委會勞工福利處

孫碧霞處長、高雄市勞工局楊茹憶主秘、屏東縣勞工局涂怡娟局長等。表

2 係本論文之德菲法施測專家學者對象及專業背景一覽表。 

表 2 

德菲法參與對象及專業背景 

編號 屬性 受訪者 問卷發放時的職稱 
對於促進就業

方案或成效評

估研究的瞭解 
1 學者專家 曾敏傑 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副教授 
2 

學者專家 李健鴻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3 

學者專家 劉大和 
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專任助理

教授 
4 

學者專家 傅立葉 
政治大學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5 學者專家 馬財專 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6 學者專家 柯三吉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專任教授 
7 學者專家 周玟琪 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8 學者專家 單驥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專任教授 
9 學者專家 傅從喜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曾參與規劃、 
評審、或評估 
相關方案 

10 
學者專家 徐廣正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專任副

教授 
11 學者專家 孫友聯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12 學者專家 成之約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所長

13 學者專家 藍科正 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有相關著作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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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編號 屬性 受訪者 問卷發放時的職稱 
對於促進就業

方案或成效評

估研究的瞭解 
14 學者專家 鄭凱方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主任 
15 學者專家 李允傑 空大公共行政學系專任教授 

有相關著作或

研究 
16 規劃者 郭吉仁 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 
17 規劃者 劉進興 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專任教授 
18 規劃者 劉玉蘭 經建會參事 
19 規劃者 孫碧霞 勞委會勞工福利處長 
20 規劃者 王幼玲 殘障聯盟副秘書長 

參與規劃 

21 執行者 丁玉珍 勞委會就業輔導組科長 
22 執行者 劉毓秀 台大外文系專任教授 
23 執行者 王晴紋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總幹事 
24 執行者 楊茹憶 高雄市勞工局第三科科長 
25 執行者 涂怡娟 屏東縣勞工局長 

參與執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問卷調查執行 

本論文從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5 月，進行三回合的德菲法問卷，

其步驟如下：（1）選定相關領域的專家，針對研究過程做詳細解說，並對

研究主題做清楚溝通，使專家們瞭解情況，並掌握問題核心。（2）第一回

合問卷進行，並蒐集專家們個別意見，以作為製作第二回合問卷的依據。

（3）將第一回合問卷整理、分析，並根據前一回合之調查結果進行問卷

修正。（4）提供第一回合的統計結果摘要，供專家們參考，同時進行第二

回合德菲法問卷。（5）將第二回合問卷整理、分析，並根據該回合的調查

結果進行第三回合問卷修正。（6）提供第一、二回合的統計結果摘要，供

專家們參考，同時進行第三回合德菲法問卷。（7）將第三回合問卷整理、

分析，將專家意見加以統整，呈現趨於一致的共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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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分析 

本論文分五個部份說明實證結果，包括：成效評估指標與影響因素的

意見分析、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的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查、對於方案類型

面向的指標的重要性意見分析，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的意見調查等。 

一、 成效評估指標與影響成效評估因素的意見
分析 

表 3 為專家們對於成效評估指標的重要性之意見排序，其中「再就業

率」、「方案滿意度」、「方案創造的預期成果」三項評估指標，於第二回合

形成高度共識。若就重要性優先順序而言，平均數最高者為「再就業率」

（其意見分散情形亦最低），次高者為「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

第三則是「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專家們對於「成效面」的評估指標之其

他意見，包括：（1）再就業後穩定程度，但政府出資開創之就業機會應排

除在外；（2）再就業的積極性；（3）提升勞動失業者尋職積極度；（4）就

業穩定性（三個月或六個月）；（5）雇主滿意度；（6）技能提升，就業態度；

（7）個人焦慮感等負面心態降低度（方案前、中、後之自評心態評比）。 

表 3 

專家們對於評估指標的重要性之意見排序 

評估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再就業率 9.16 1.405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8.52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 7.88 1.624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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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 
評估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 7.79 1.817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12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方案滿意度 7.08 1.681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80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方案之成本效益比 7.21 1.865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17 

薪資提升程度 6.79 1.817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32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6.16 

方案創造的外部效果 6.67 1.659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3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6.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10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10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表 4 為專家們對於不同的類型方案評估之「成效指標」意見排序，

顯示不論是公共就業型、薪資補貼型或是職業訓練型方案，均以「再就

業率」、「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指標具有較高度的重要性；自

行創業型方案以對方案或計畫的滿意度指標最具重要性。 

表 4 

專家們對於不同的類型方案評估標準之意見排序（平均數／標準差） 

政策 
方案 

再就業率
薪資提升

程度 
對方案或計

畫的滿意度

方案或計畫

創造的價值

方案之

成本 
效益比

方案結束後之 
再就業 
尋職期間 

公共 
就業型 

3.96/1.160 2.29/1.102 3.57/1.037 4.04/0.751 3.04/1.065 3.75/0.989 

薪資 
補貼型 

4.67/0.482 3.55/0.858 3.52/0.846 3.67/0.917 3.83/0.887 4.04/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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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續） 

政策 
方案 

再就業率
薪資提升

程度 
對方案或計

畫的滿意度

方案或計畫

創造的價值

方案之

成本 
效益比

方案結束後之

再就業 
尋職期間 

職業 
訓練型 

4.68/0.557 4.04/0.638 4.00/0.603 3.6/1.0 3.83/0.778 4.38/0.647 

自行 
創業型 

3.29/1.213 3.35/0.885 3.78/0.518 3.42/1.017 3.43/0.788 3.33/0.996 

備註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5 分，0 分代表非常不重要，5 分代表非常重要。 

 

表 5 為專家們對於評估架構中影響因素面向重要性之意見排序，顯

示「政策內容與執行面」為最重要的評估影響因素，且在第二回合形成

共識。至於專家們對於在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時，其他要考慮的面向 

表 5 

專家們對於評估架構中影響因素面向重要性之意見排序 

影響因素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決策環境面 7.83 1.204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92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8.04 
政策內容與執行面 9.04 0.908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8.88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方案類型面 8.17 1.154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8.08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8.46 
參與者屬性面 8.50 1.142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8.4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8.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10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10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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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意見：（1）決策的過程，事先的評估與相關制度的配合程度。（2）

相關制度與決策的評估（配套情況），但很難操作。（3）失業的主要原因

與類型、大方向產業政策（如發展照顧產業等）。 

表 6 為專家們對於評估決策環境面各指標重要性之意見排序，顯示專

家們對於「經濟情勢分析」、「政治情勢分析」、「社會情勢分析」三項評估

決策環境面向指標的重要性有共識，且在第二回合均達成高度共識；若根

據平均數比較，發現「經濟情勢分析」、「社會情勢分析」之重要性高於「政

治情勢分析」。此外，「國際情勢分析」為第三回合增列問題，但重要性的

評價僅為中度。 

表 6 

專家們對於評估決策環境面各指標重要性之意見排序 

評估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經濟情勢分析 8.88 1.227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9.04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政治情勢分析 6.92 2.283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80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社會情勢分析 8.38 1.209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88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社會價值與心理分析 7.71 1.628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17 

決策者個人理念 8.00 1.474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92 

國際情勢分析 6.13 2.401 第三回合增列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10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10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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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評價「經濟情勢」等六項決策環境面向之項目外，其他可作為評

估決策環境面時考慮項目的意見：（1）政策合法性的過程（使決策的內容

充實，經過充分討論，檢討過可能的實施結果獲得多數人的認同）。（2）

勞保老年給付（法規面）對於就業動機之影響。例如，部份失業者擔心降

低投保級距而放棄就業機會，雖已在參與者屬性中提及以前薪資水準，然

法規制度屬環境面亦應予考量。（3）失業問題所影響的規模。（4）決策者

理念建議修正為決策者的重視程度。 

表 7 為專家們對於「經濟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顯示專家

們對於「失業率」作為經濟情勢分析的因素具有高度共識，其他如「就業

成長率」、「景氣指標」的重要性在第二回合亦形成高度共識。值得一提的

是「GDP 成長率」，雖然三回合都有調查，其平均數由第一回合平均數 3.40

（標準差 0.816），第二回合平均數 3.46（標準差 1.021），顯示專家們的重

要性評價變化不大，但是意見分散程度似有縮小。 

表 7 

專家們對於經濟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 

分析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失業率 4.32 0.900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GDP 成長率 3.33 0.868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3.40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3.46 
就業成長率 4.13 0.757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景氣指標 3.84 0.850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5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5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八期 

 

67 

表 8 為專家們對於「政治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顯示專家

們對於「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度」作為政治情勢分析具有高度共識，

第三回合增列「當年有無重要選舉」指標，但未獲得高度共識。專家們認

為增加考慮的政治情勢因素包括：（1）決策過程之合法化；（2）兩岸關係；

（3）當年或隔年是否有重要的選舉。 

表 9 為專家們對於「社會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顯示專

家們對於「貧富差距指標」作為社會情勢分析具有高度共識。至於「自

殺率」則是專家們第一回合時均表示不需作為考慮因素。而「遊民人數」

指標似乎亦未得到專家們的認同。第三回合增列問題為「民眾生活滿意

程度」、「民眾工作價值觀」，其獲得專家學者相當程度的共識。專家們

認為要增加考慮的社會情勢因素包括：（1）生活滿意程度或經濟就業安

全感受；（2）相關政策的推動情況，就業安全整體感受；（3）經濟與社

會安全感受；（4）媒體報導。 

表 8 

專家們對於政治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 

分析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立法院中執政黨與在野黨之

委員人數比例 
2.22 0.902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2.40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2.40 
勞資團體組織之政策協商認知 3.17 0.917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3.32 
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度 3.48 0.918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3.32 
當年有無重要選舉 2.88 1.191 第三回合增列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5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5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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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專家們對於社會情勢分析各項因素之意見排序 

分析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自殺率 2.60 0.913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貧富差距指標 4.00 0.500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3.72 

遊民人數 2.56 0.961 第二回合增列問題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2.64 

民眾生活滿意程度 3.58 0.776 第三回合增列問題 

民眾工作價值觀 3.68 0.852 第三回合增列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5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5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綜合前述，對於「決策環境面向的項目與指標」的重要性意見調查發

現，「經濟情勢」、「政治情勢」、「社會情勢」三項決策環境面向的重要性

均形成共識。至於各項環境面向的最重要考慮因素分別是「失業率」、「民

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度」、「貧富差距指標」。 

二、 「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的指標」的重要性 
意見調查分析 

表 10 為「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的指標重要性之意見，研究發現第

一回合已形成高度共識的指標為「執行單位的屬性」、「職前訓練的要求」、

「工作指導的要求」、「工作監督的要求」；而在第二回合已形成高度共識

者為「人員進用的方式」、「工作管理的要求」。「在職訓練的要求」則是專

家們給予的重要性評價最高；第二回合增列問題為「外部評估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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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首長的重視」，亦獲得專家們相當程度的共識。其他意見包括：

（1）雇用期滿之要求特別應針對補貼事業單位部份，公共就業型則有困

難；（2）就業穩定性的思考，工作適性的篩選；（3）執行人員的專業度，

執行經費是否充裕；（4）相關法令之完備。 

表 10 

專家們對於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的指標重要性之意見排序 

分析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執行單位的屬性 7.84 1.642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人員進用的方式 8.41 1.335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56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職前訓練的要求 7.56 2.434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在職訓練的要求 8.17 1.505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80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91 

工作管理的要求 8.13 1.424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8.08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工作指導的要求 7.96 1.457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工作監督的要求 8.04 1.399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工作成果自評的要求 6.96 1.574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7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13 

雇用期滿安排的要求 7.83 1.993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80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83 

外部評估之重要性 7.96 1.732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96 

用人單位首長的重視 7.71 1.781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10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10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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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方案類型面向的指標」的重要性意
見調查 

首先，對於方案類型區分的意見分析，在第二回合專家們對於方案

類型區分為「公共就業型」、「薪資補貼型」、「職業訓練型」與「自行創

業型」之意見已達共識，顯示持同意的意見（非常同意、同意）者佔

76.0%，少數專家仍持不同意的意見，包括「自行創業型」修正為「創

業協助型」、增列「就業服務型」、增加「混合型」等。此外，專家們均

同意方案類型會影響成效評估的指標選擇，較有共識的理由是「方案目

標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不同」、「方案執行方法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

不同」與「方案理念不同，成效評估宜不同」（為第二回合增列題目，

詳表 11）。 

表 11 

專家們同意方案類型影響成效評估指標選擇之原因分析（可複選）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原因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方案理念不同，成效評估宜不同 15 19% 14 16.7% 

方案目標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不同 22 27.8% 23 27.4% 

方案效益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不同 12 15.2% 13 15.5% 

方案執行方法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不同 14 17.7% 12 14.3% 

方案類別屬性不同，成效評估標準宜不同 8 14.0% 14 16.7% 

可用相同指標，但權重在不同方案上不同 ─ ─ 7 8.3% 

其它意見 4 5.1% 1 1.2% 

總和 79 100% 8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第二回合增列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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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於方案屬性的意見分析，研究發現專家們於第三回合已普遍

同意方案屬性區分「經濟型」、「社會型」、「企業型」。比較具有共識的理

由為分類分析較清楚、過去研究顯示有差異、計畫相互重疊，無法互斥等。 

四、 對於「參與者屬性面向的指標」的重要性意見
調查 

表 12 為專家們對於參與者屬性面向指標重要性之意見排序，第一回

合即達到共識的指標為「年齡」、「失業週數」；第二回合達成共識的是「身

份別」（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教育程度」；其他如「失業原因」、

「參與方案之前的工作經驗」、「參與方案之前的薪資水準」的重要性亦有

相當高度的共識。除了「性別」、「年齡」、「身份別」、「婚姻狀況」等參與

者屬性外，專家們認為「方案結束後的再就業意願」、「是否為主要家計負

擔者」與「族群別」亦可做為考慮（第二回合增列題目）。 

表 12 

專家們對於參與者屬性面向指標重要性之意見排序 

評估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性別 6.86 2.212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5.7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6.70 

年齡 8.20 1.826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身份別 8.04 1.770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64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婚姻狀況 7.12 1.996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4.9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5.96 
居住縣市 6.87 1.745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20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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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續） 

評估指標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教育程度 8.21 1.503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52 
第二回合形成共識 

先前工作經驗 7.78 1.621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08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58 

先前薪資水準 7.69 1.625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6.44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7.42 

失業週數 8.28 1.948 第一回合形成共識 
失業原因 8.11 1.259 第一回合平均數為 7.76 

第二回合平均數為 8.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一：重要性分數係由 0 至 10 分，0 分代表最不重要，10 分代表最重要。 

註二：已形成共識之題項表示次一回合不再提問；如無形成共識，以第三回合分析為主。 

五、其他相關問題的意見調查 

有關不同失業率下，適用的促進就業措施之意見調查結果，研究發

現專家們認為當社會處於失業率越來越高時（例如失業率持續超過

4%），適宜採用「公共就業型促進就業措施」，其次是「薪資補貼型促進

就業措施」。另外本研究在第三回合增列詢問專家們對於社會失業率穩定

時，各種措施適用之意見，研究發現社會失業率穩定時（例如失業率維

持在 4%以下），專家們認為宜採用「職業訓練型促進就業措施」，其次是

「自行創業型促進就業措施」。此外，隨著失業率高低變化，應有不同的

協助方案，以及對於不同職業能力與條件的人，應有不同的輔導作法。

有關專家們對於不同「年齡」與「教育程度」組合的失業者應優先採取

方案類型之意見分析（詳表 13），研究發現較具有共識的是「『35 歲以下』

搭配不同學歷者優先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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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取薪資補貼型或職業訓練型方案」、「『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採取自行創業

型方案」。 

表 13 

年齡與教育程度組合的失業者優先採取方案類型之意見分析（可複選）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35 歲以下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4 1.4% 3 1.1% ─ ─ 

「35 歲以下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6 2.1% 6 2.2% ─ ─ 

「35 歲以下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9 6.6% 18 6.6% ─ ─ 

「35 歲以下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3 1.0% 2 0.7% ─ ─ 

「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6 2.1% 7 2.6% 5 2.0% 

「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12 4.2% 11 4.8% 11 4.5% 

「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1 3.8% 10 3.7% 11 4.5% 

「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4 1.4% 6 2.2% 5 2.0% 

「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20 6.9% 19 7.0% 17 6.9% 

「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5 1.7% 4 1.5% 3 1.2% 

「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4 1.4% 4 1.5%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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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續）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先

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2 0.7% 5 1.8% 9 3.6% 

「35 歲以下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1 0.3% ─ ─ 2 0.8% 

「35 歲以下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4 1.4% 3 1.1% 1 0.4% 

「35 歲以下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21 7.3% 19 7.0% 19 7.7% 

「35 歲以下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6 2.1% 3 1.1% 3 1.2% 

「36 至 44 歲與高中職」優先

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1 0.3% ─ ─ 1 0.4% 

「36 至 44 歲與高中職」優先

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9 3.1% 13 4.8% 8 3.2% 

「36 至 44 歲與高中職」優先

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6 5.6% 11 4.0% 21 8.5% 

「36 至 44 歲與高中職」優先

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8 2.8% 7 2.6% 4 1.6% 

「45 歲以上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11 3.8% 9 3.3% 7 2.8% 

「45 歲以上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10 3.5% 8 2.9% 10 4.0% 

「45 歲以上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7 2.4% 5 1.8% 4 1.6% 

「45 歲以上與高中職」優先採

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2 0.7% 6 2.2% 11 4.5% 

「35 歲以下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 ─ ─ ─ 2 0.8% 

「35 歲以下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 ─ 3 1.1%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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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續）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35 歲以下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9 6.6% 17 6.3% 15 6.1% 

「35 歲以下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14 4.9% 7 2.6% 9 3.6% 

「36 至 44 歲與大學以上」優

先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 ─ ─ ─ 1 0.4% 

「36 至 44 歲與大學以上」優

先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2 0.7% 4 1.5% 6 2.4% 

「36 至 44 歲與大學以上」優

先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9 6.6% 16 5.9% 18 7.3% 

「36 至 44 歲與大學以上」優

先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11 3.8% 11 4.0% 9 3.6% 

「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公共就業型方案」 
2 0.7% 3 1.1% 1 0.4% 

「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薪資補貼型方案」 
8 2.8% 6 2.2% 7 2.8% 

「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 
13 4.5% 11 4.0% 10 4.0% 

「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

採取「自行創業型方案」 
8 2.8% 13 4.8% 13 5.3% 

總和 288 100% 272 100% 247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進一步整理「年齡」與「教育程度」組合的失業者適用方案類型的

意見，研究發現「職業訓練型方案」在不同年齡（除 45 歲以上者）與不

同教育程度均有其適用性。至於「自行創業型方案」較適合「45 歲以上與

大學以上」的失業者（詳表 14）。由此可知，德菲專家對於教育訓練的重

要性有相當共識。 



 
劉宜君、林昭吟、辛炳隆 我國促進就業措施評估機制之探討 

─政策德菲法之應用 

 

76 

表 14 

年齡與教育程度組合下失業者適合的方案類型 

 35 歲以下 36-44 歲 45 歲以上 
國中（含）以下 職業訓練型方案

18/6.6% 
薪資補貼型方案

11/4.8% 
公共就業型方案 

19/7.0% 
高中、職 職業訓練型方案

19/7.7% 
職業訓練型方案

21/8.5% 
薪資補貼型方案 

10/4.0% 
大學（含）以上 職業訓練型方案

15/6.1% 
職業訓練型方案

18/7.3% 
自行創業型方案 

13/5.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第一個數字為勾選次數，百分比為該數次佔該組勾選人次的比例。 

 

至於專家們對於有效評估促進就業成效方法、執行時機與執行機關的

意見分析，首先，專家們認為「調查法」、「深度訪談」、「焦點座談」與「成

本效益分析」等方法較能有效評估促進就業成效方法。其次，是專家們對

於是否應設置對照組以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的意見，在歷經三個回合的

調查，此一問題仍未能形成共識，有專家學者表示不易操作。再者，專家

們認為評估方案成效的適當時間為「依方案成效，訂定不同評估時間」（第

二回合增列的問題），其次是「方案實施後半年後進行評估方案成效」，至

於「方案實施後 2 年或 3 年後進行評估方案成效」則未獲得認同。最後，

專家們對於評估方案之執行人員以「外部專家學者」較有共識，其次是「方

案規劃者與外部專家學者」。至於專家們的其他意見包括：（1）三方，但

執行者應敢於發言，真實反映執行面情形；（2）三方共組，外部專家學者

多數之組合模式。另外，專家們對於是否由專責單位負責促進就業措施的

成效評估之意見，研究發現專家們高度贊同應有專責單位負責促進就業措

施的成效評估（第三回合，佔 87.0%），僅少數專家持反對意見。最後，

專家們對於負責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的單位類型之意見，研究發現「學

術機構」獲得較為一致性的意見，其次是「外部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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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菲法調查結果，促進就業措施之成效指標的重要性，依序為再

就業率、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方案結束後的再就業尋職期間；影響因素

的構面，依序為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參與者屬性面、方案類型面、決策環

境面。此外，多數專家們認為不同方案應選擇不同的評估方法或指標，例

如再就業率適用於薪資補貼型與職業訓練型方案，但較不適用於公共就業

型方案，以及對於協助創業方案的參與者也不太適用。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自 1996 年以來，我國失業率持續上漲，政府除透過擴大內需等經濟

方案刺激景氣外，亦採取一系列促進就業措施。多數方案曾委託專家學者

進行成效評估，隨著經驗的累積，個別促進就業措施的實施已日漸制度

化、精緻化。然而，評估研究因為評估時點、評估方法與評估指標不盡一

致，且缺乏一套統整的促進就業措施成效評估機制，較難進行整體比較，

不易獲知政府資源的整體運用情形。 

本論文運用德菲法透過專家意見集思廣益，以對於我國近年來的促進

就業政策與措施的執行機制、評估機制之建構等建立具有共識性的意見。

多數問題在經歷三個回合的討論後，形成中度或高度共識，惟仍有少部分

的議題未有共識。 

茲說明有共識的意見： 

（一）就政策規劃的內容與實施時機而言，即方案類型與失業率的適

當組合意見，獲得共識的是當社會處於失業率越來越高時（例如失業率持

續超過 4%），適宜採用「公共就業型促進就業措施」，其次是「薪資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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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促進就業措施」。至於當社會失業率穩定時（例如失業率維持在 4%以

下），專家們認為宜採用「職業訓練型促進就業措施」，其次是「自行創業

型促進就業措施」。 

（二）就政策規劃與執行對象、工具而言，即「年齡」與「教育程度」

組合的失業者優先採取方案類型之意見，較具有共識的是「『35 歲以下』

搭配不同學歷者優先採取職業訓練型方案」、「『36 至 44 歲與國中以下』優

先採取薪資補貼型或職業訓練型方案」、「『4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優先採

取公共就業型方案」、「『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優先採取自行創業型方

案」。其中「職業訓練型方案」在不同年齡與不同教育程度均有其適用性。

至於「自行創業型方案」較適合「45 歲以上與大學以上」的失業者。 

（三）就方案類型構面而言，專家們對於方案類型區分為「公共就

業型」、「薪資補貼型」、「職業訓練型」與「自行創業型」形成共識。至

於方案屬性區分的觀點，其中關於「經濟型」、「社會型」、「企業型」的

區分獲得相當程度的共識，理由為「分類分析較清楚」、「過去研究顯示

有差異」等。 

（四）在成效評估時應包括對於決策環境構面的評估、對於政策執

行構面的評估、對於方案類型構面的評估、對於參與者屬性構面的評估

等。其中就評估時應考慮的環境構面而言，「經濟情勢分析」、「政治情勢

分析」、「社會情勢分析」三項評估決策環境面向指標的重要性具有共識；

同時「經濟情勢分析」、「社會情勢分析」之重要性高於「政治情勢分析」；

「經濟情勢分析」以失業率、就業成長率、景氣指標作為重要的因素；

相較於經濟情勢的意見共識，「政治情勢分析」因素以「民眾對於政府的

施政滿意度」較有共識；「貧富差距指標」作為社會情勢分析具有高度共

識。有關「政策內容與執行面向」指標重要性的評價，具有高度共識的

指標為執行單位的屬性、職前訓練的要求、工作指導的要求、工作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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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其次是人員進用的方式、工作管理的要求。其他增列的調查指

標如外部評估之重要性、用人單位首長的重視，亦獲得相當程度的共識。 

（五）就政策評估指標而言，具有重要性的共識者，依序為「再就

業率」、「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方案結束後的再就業尋職期間」以及

「薪資提升程度」。此外，多數專家們認為方案類型會影響成效評估的指

標選擇，即不同方案應選擇不同的評估方法或指標，公共就業型、薪資

補貼型、職業訓練型方案，以「再就業率」、「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

期間」成效指標具有較高度的重要性；「自行創業型」方案以「對方案或

計畫的滿意度」指標最具重要性。 

（六）在評估的參與者屬性面向構面，具有高度共識的評估指標為「年

齡」、「失業週數」；其次是「身份別」（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教

育程度」。 

（七）就評估方法而言，專家們對於評估促進就業成效方法認為調查

法、深度訪談、焦點座談與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較能有效評估促進就業成效。 

（八）就評估時機而言，具有共識的是「依方案成效，訂定不同評估

時間」，其次是「方案實施後半年後進行評估方案成效」。此外，專家們認

為評估時間的選擇要考慮方案的類型，惟不認同方案實施二年或三年後才

評估成效，原因是經過的時間愈長，非方案本身執行因素而影響方案成效

的機會愈高，影響評估效度的變數愈多。 

（九）就執行評估人員而言，以「外部專家學者」獲得較高的共識的

意見，其次是「方案規劃者與外部專家學者」。此外，專家們高度贊成由

專責單位負責促進就業措施的成效評估，僅少數專家持反對意見。而負責

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的單位以「學術機構」獲得較為一致性的意見，其

次是「外部專家學者」。始終未能達成共識的是關於是否設置對照組，以

評估促進就業措施成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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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本論文研擬的規劃方向、執行機制、評估架構及方案類型

區分，獲得專家們的認同。本論文另依據德菲法調查結果修正部分政策規

劃與評估時考慮的因素內容，如社會情勢分析增列「貧富差距指標」、「民

眾工作價值觀」與「民眾生活滿意度」作為考慮因素。其他如「政策內容

與執行面向」評估指標的重要性，增列「外部評估的重要性」、「用人單位

首長的重視」等。 

二、政策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論文提出的政策建議如下：（1）在評估促進就業措

施之成效時，評估指標應包括「再就業率」、「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方

案結束後的再就業尋職期間」、「薪資提升程度」等。（2）不同方案選擇不

同的評估方法或指標，例如「公共就業型」、「薪資補貼型」或「職業訓練

型」方案，以「再就業率」、「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成效指標為

主；「自行創業型」方案則以「對方案或計畫的滿意度」具重要性。（3）

就業能力與方案類型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有必要對方案參與者有

較多評估，並先協助其選擇及參與適當的促進就業措施，例如就業能力較

差者，適用於直接僱用或薪資補貼之方案；就業能力較佳者，適用於職業

訓練或創業協助之方案。（4）政府對於各類型促進就業措施的進用人員資

格，要減少與其他方案產生資源重複投入的可能性，政府擬定與評估政策

時，應留意工作內容、工作條件相對於工作報酬的一致性。（5）在評估成

效時，應考慮決策環境面向指標，包括「經濟情勢分析」、「政治情勢分析」、

「社會情勢分析」三項，其中「經濟情勢分析」可以失業率、就業成長率、

景氣指標作為重要因素；「政治情勢分析」可以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

度作為重要因素；「社會情勢分析」可以貧富差距作為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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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限制，主要在於問卷調查過程中，遇到專家出國或公務繁

忙，不克填寫問卷與回覆；或是專家將問卷遺失或是因其它因素拒填（限於

德菲法執行前鎖定的受訪者）等，使得調查期間較長。此外，德菲法專家建

議，不同方案應該用不同的評估指標；各方案參與者的屬性本就不同，在一

般就業市場上也處於不同的優勢或劣勢地位。因此，若單以再就業做為方案

成效指標，確實有其限制。 

四、未來研究建議 

本論文提出的評估架構，仍需要未來進一步對於各種方案或計畫實際

操作，以發現彼此是否有資源競合情形。惟本論文德菲法調查提出的研究

變數，如失業週期、離職原因、參與計畫動機等，在過去的執行方案中，

幾乎少有方案可以提供實際數據；即使如重要的教育程度變項，也可能發

生缺漏情形，例如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計畫的參與者完全沒有教育程度資

料。此外，有些評估指標資料屬於主觀性而非客觀性，例如對於方案的滿

意度、參與者工作價值觀等等，不易由現有行政資料獲得，而仍必須進行

特定調查。因此，未來應用本論文提出架構的實證分析，必須要能突破資

料可得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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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原始評估架構 
 

 

 

 

 

 

 

 

 

 

 

 

 

 

 

 
 

 

圖 1 

原始評估架構 

方案類型面 
 公共就業型 
 薪資補貼型 
 職業訓練型 
 自行創業型 
 其他類型 

參與者屬性面 
 性別 
 年齡 
 身份別  
 婚姻狀況  
 居住縣市 
 以前工作經驗及薪

資水準 
 失業原因

政策內容與執行面 
1. 執行單位屬性，例如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企業、NPO。 
2. 就服部門推介或自行招募。 
3. 有無職前與在職訓練。 
4. 有無工作管理、指導、監督。 
5. 有無工作成果自評。 
6. 有無雇用期滿安排。 

成效面 
1. 再就業率。 
2. 薪資提升程度。 
3. 方案或計畫滿意度。 
4. 方案或計畫所創造出的價值，例

如發展產業、美化環境、提升生

活品質、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充

實 NPO 規模等外部性效果。 

決策環境面 
1. 經濟情勢分析，例如失業率、GDP 成長率。

2. 政治社會情勢分析，例如執政黨與在野黨比

例、自殺率。 
3. 既有促進就業措施成效分析之政策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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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修正後評估架構 

 

 

 

圖 2 

修正後評估架構 

決策環境面

1. 經濟情勢分析(8.88)，例如失業率(4.32)、就業成長率(4.13)、景氣

指標(3.84)、GDP 成長率(3.33)、 
2. 社會情勢分析(8.38)，例如貧富差距指標(4.00)、民眾工作價值觀

(3.68)、民眾生活滿意程度(3.58) 
3. 決策者個人理念(8.00) 
4. 社會價值與心理分析(7.71) 
5. 政治情勢分析(6.92)，例如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度(3.48)、勞資

團體組織之政策協商認知(3.17)、當年有無重要選舉(2.88) 
6. 國際情勢分析(6.13) 

政策內容與執行面 

1. 人員進用的方式(8.41) 
2. 在職訓練的要求(8.17) 
3. 工作管理的要求(8.13) 
4. 工作監督的要求(8.04) 
5. 工作指導的要求(7.96) 
6. 外部評估之重要性(7.96) 
7. 僱用期滿安排的要求(7.83) 
8. 用人單位首長的重視(7.71) 
9. 職前訓練的要求(7.56) 
10. 工作成果自評的要求(6.96) 

方案類型面 

 公共就業型 
 薪資補貼型 
 職業訓練型 
 創業協助型 
 就業服務型 
 混合類型

參與者屬性面 

 失業週數(8.28) 
 教育程度(8.21) 
 年齡(8.20) 
 失業原因(8.11) 
 身份別(8.04)  
 先前工作經驗(7.78)
 先前薪資水準(7.69)
 婚姻狀況(7.12) 
 居住縣市(6.87) 
 性別(6.86) 

成效面 
1. 再就業率(9.16) 
2. 方案結束後之再就業尋職期間(7.88) 
3. 方案創造的預期效果(7.79) 
4. 方案之成本效益比(7.21) 
5. 方案滿意度(7.08) 
6. 薪資提升程度(6.79) 
7. 方案創造的外部效果(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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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aiwan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Delphi 

I-Chun Liu* 

Chao-Yin Lin** 

Ping-Lung Hsin*** 

Abstract 

Since 1996,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ntinues to rise in Taiwan. The govern- 

ment made a great effort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t also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employment opportunity, 

such as the “sustainable employment project.” The research has employed docu- 

mentary analysis and Delphi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those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elphi method, “reemployment 

rate”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The other two indicators were “the fulfillment 

of program objectives” and “the duration of reemployment”. Sever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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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de. First, the characters of the unemployed should be carefully analyzed 

in order to match them with appropriate employment programs. Second, 

different measures are actually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ose measures 

should be integrated for providing a package employment service. Third, those 

with better employability are suitable for job training schemes or loans; the 

others are suitable for public work or wage subsidy sachems. Finally, wh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low and stable, job training schemes and loan could be 

implemented; wh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 public work and wage 

subsidy could be initiated. 

Keywords: employment promotion, evaluation research, Delphi method, 

reemploym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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