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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工作外包探討多元勞動力之開發與運用方式
（原計畫申請時為：多元勞動力之開發與運用──『以 SOHO 族為例』）

關鍵字：多元勞動力、人力外包、工作外包、核心優勢、SOHO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國內企業面對當前劇烈競爭的產業環境，在經營管理
上運用人力外包與工作外包的情形。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共發出 400 份的問卷，
回收 107。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含括不同產業，研究樣本的企業規模以 250 人以內者
佔最大數 (佔全體樣本的 56%)，而且大多數為國人獨資的經營型態。

本研究將「人力外包」界定為企業將工作所需的特定人力，委由人力派遣業者
來提供，這些人力「長期駐紮」或固定 (每日工作超過七小時以上)在企業中工作，
約相當專職工作，但是這些人員卻不屬於企業組織的正式編制；而「工作外包」可
簡單定義為，企業將特殊工作、專案或任務委由外包單位(如人力派遣、企管顧問公
司、學術研究單位、或合作與聯盟的廠商等)來執行，企業僅負責成果的驗收。前者
為人力派遣業長期且固定地將人力「送進」企業內工作，而這些人的薪資與福利由
人力派遣公司負責；而「工作外包」則是將專案、任務「送出」或委託外包單位來
完成。

本研究發現，台灣的人力派遣業近年來也呈現逐漸成長趨勢，目前從事人力派
遣工作者以學生為主，主要從事庶務性、非技術性的工作及臨時工作。而企業在人
力資源的彈性運用方面，企業多以「內部職務調整與工作輪調」及「工時調整」(如
透過加班的方式來完成工作)方式為主，僅有不到二成的企業選擇以僱用派遣人力為
主。而超過四成以上(43%)的企業表示其選擇「人力外包」主要考量的因素為「降低
人事成本並減少組織員額的編制」，其次有近三成(29%)企業是為了減少非核心事
務，並專心發展核心能力與優勢，以提昇企業競爭力，這種對人力外包的策略思考
方式同樣地出現在不同的產業中。

在人力外包和工作外包對象的選擇上，產業有不同的考慮，前者以「人力派遣
公司」及「合作或聯盟廠商」為企業最主要的考量對象，其次依序為「企管顧問公
司」、「大專院校專業科系」、「退休員工」、「研究機構或研究中心」，而「SOHO 族」
則為最後的考量。在工作外包對象的選擇方面，「合作或聯盟廠商」則被列為企業優
先考慮的對象，其次依序為「企管顧問公司」、「人力派遣公司」、「研究機構或研究
中心」、「大專院校專業科系」、「退休員工」，而「SOHO 族」仍為最後的考量。

在福利方面、除法定福利項目之外，大多數企業正式員工都普遍享有年終獎
金、在職訓練進修補助、婚喪生育補助、員工福利金團保、退休制度、伙食交通津
貼、撫卹制度、職災補助等，而派遣工作者大概僅能獲得法定要求的健保、勞保的
保障，而其他的休假制度、職災補助、年終獎金、團保、退休制度、員工福利金、
婚喪生育補助、撫卹制度、在職訓練者僅為少數。這顯示出派遣工作者的福利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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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較正式員工為少、為差。然而在薪資比較上，派遣工作者與正式員工的沒有明確
的差異趨勢。因此就整體薪酬（包含薪資與福利）而言，派遣工作者的薪資福利明
顯地較差，這也符合企業運用派遣人力以降低人事成本的說法。

大多數企業任為僱用派遣工作者對企業的經營管理不會所造成不良的影響，雖
然派遣人力的工作品質較不穩定，但是其工作績效不見得較差，有高達八成左右的
企業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能增加組織人力的彈性運用，只要對工作/任務有明確的區
隔，派遣人員與正式員工間不會有排擠、威脅或競爭壓力，而僱用派遣工作者與正
式員工的流動率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大多數企業不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容易產
生勞資糾紛、打擊正式員工的工作士氣或引發正式員工的抗拒、降低正式員工的忠
誠度或導致企業內部員工關係的不和諧；僱用派遣工作者能降低部份的勞動成本(包
括招募甄選、訓練與資遣成本等)，運用派遣人力有助於提升組織整體的經營績效。
但是，僱用派遣人力，大多數的企業會擔心安全管理及業務機密外洩的問題。

由於本研究結果主要是從企業及人力派遣業的角度進行調查，其結果大抵符合
外包理論的解釋；然而，若從派遣人力的觀點調查可能獲致不同結論；而且其間所
引發的人力資源管理相關問題也值得勞工管理單位的重視，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探
討。

文獻回顧

近年來產業環境的遽變及激烈競爭，許多企業為了降低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及
提升專業性的競爭能力，紛紛採行各種措施如組織扁平化、組織瘦身或企業再造等，
期望能專注本身專長的核心優勢，將非本身專長的工作以外包（outsourcing）的方
式來降低成本。亦即在經營策略上，企業將本身所擁有的「有限性、稀少性」資源
專注在本身「能做得最好」或具有「核心優勢」的經營活動上，而將「不能做的最
好」的相對劣勢部份，尋求外在專業廠商的合作與協助，藉由資源的互補方式建構
企業新的競爭優勢。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這衍生出與傳統不同的工作僱用型態；
加上許多因企業瘦身而失業的勞工，為了生計也開始接受兼職或臨時性工作，使得
兼職工作者也出現逐漸增加之趨勢，造成企業組織所僱用的勞動力愈來愈多元化。

在美國，外包協會（The Outsourcing Institute）預估美國的企業組織於 1996 年
花費約 1000 億美金於外包事務，其中 40％為資訊科技與相關服務的外包，30%為
企業管理功能的外包（如：行政、人力資源管理、顧客服務、財務、行銷等業務）（The
Outsourcing Institute，1996），其中約有三分之二以上從事外包業務的企業組織是希
望能達到降低成本與改善績效的目的，尤其是在人力資源、會計這兩個非核心但重
要（crucial）的業務活動（Switser，1998）。

而國內部分，台北市人力仲介公會就業服務委員會委託才庫人力開發公司，於
1997 年 12 月針對 1000 大製造業、500 大服務業與 100 家金融業發出 1600 份問卷，
在回收的 253 份有效問卷中，發現台灣企業使用外包人力的主要原因（可複選）是
突發性、季節性人力需求增加（58％），其次是擔心組織過於肥大（43％）與專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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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過高（41％）；而外包工作職務（可複選）以清潔（39％）為最多，其次為資料輸
入（32％），顧問、會計、與程式設計等較為專業性的活動則各佔約 15％（甦活雜
誌，1998, 9，pp. 22-25）。而在派遣勞工方面，簡建忠（民 88 年）曾透過七家派遣
企業，調查 202 位派遣勞工參與的實證研究，發現﹕年輕未婚女性為目前台灣派遣
勞工的主要來源；累積人力資本為派遣勞工進入派遣業的主因；派遣勞工的工作滿
足傾向於人際關係與自主性；派遣勞工缺乏對派遣業和自我的肯定。

企業透過外包將資源與能耐專注於可以創造最多價值的經營活動上（Switser，
1997﹔Davidson，1998）。這促使企業思考如何從傳統「勞力」工作轉變成為「腦力」
工作及生產形態，並結合資訊、通訊科技加速生產要素的可移動性與破除時空限制
性，與企業伙伴、外包業者結合，形成複雜的網絡組織及由多元化勞動力組成的虛
擬團隊。外包的概念很早就出現在生產管理實務中，只是面對現今的時代，企業如
何從整體經營的「價值鏈」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從「生產的價值鏈」擴大到企業「整
體的價值鏈」，從「週邊的作業」擴大到「核心的策略」（林英峰，1995）。因而，目
前企業多將「外包商」視為創造真實價值，以及協助達成國際競爭優勢的「商業活
動夥伴（business process partnerships）」（Switser，1998）。

就工作者的角度而言，組織結構和策略受到資訊科技發展及工作價值觀的改變
而不斷地在變動，傳統的「主雇」概念已經不再適用，員工「工作忠誠」的對象已
經不再是傳統的組織，而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任務（tasks）」種類所構成的「工作
（job）」，所以新工作觀強調「擁有（own）」工作，而非只是「做（do）」工作。Peter
F. Drucker（1997）在其所著「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的序言中也指出：

愈來愈多人所從事的只是暫時性的工作，外包的工作型態將普遍被使用，人們
與公司是共同合作的，而不是只為某家公司工作，他們不再是僱員。在西方國家愈
來愈多最資深且責任最重的僱員（例如：資深研究員），已不在辦公室工作，而是在
自己家中或離家較近的小型工作室工作。

Drucker 所描述即是遠距或 SOHO 工作者，隨著現代人對工作及家庭生活品質
的重視，傳統例行性、重複性的工作已被機器所取代，新商機（如網路與各式服務
業）的興起，通訊資訊設備技術的發展，企業改造風氣的盛行與節省成本的考量所
引發企業外包需求增加，造成人力派遣及 SOHO 族群的盛行。SOHO 族不論是嚮往
時間自由、不喜歡受約束、追求更高收入及成就，或是厭倦爾虞我詐的辦公室政治
文化，已成為新興工作趨勢，打破打卡鐘與辦公室死板的時空限制，上下班界限不
再壁壘分明，且工作與家庭也得以兼顧（張琳琳，1997）。自 1970 年代開始，「勞工
要求企業對工作時間和形態的安排應有最大的彈性，並賦予勞工選擇的權力」的訴
求逐漸擴展，為滿足企業和各階層勞工的不同需求，一些新的管理措施如：共享工
作（job sharing）、彈性工時（flexible working time）等逐漸成為新的僱用趨勢（Blyton，
1985）

雖然人力派遣在美、日和歐洲等國家已盛行多年，但在台灣仍屬於新的僱用型
態。派遣企業自行招募及甄選員工，並與員工簽訂勞動契約，提供薪資福利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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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以及規範勞動條件，其工作報酬及管理方式與一般企業並無太大差異。在
獲得派遣人員同意的原則下，派遣企業將派遣人員之指揮、管理權轉移給受派企業，
並依合約向受派企業收取派遣或服務費用；派遣人員則於完成工作後返回派遣企
業，等待新任務的派遣。這顯示出派遣人員與傳統企業員工的最大差異在於將「人
力僱用」和「人力使用」的分離，這常造成派遣勞工「雙重雇主」的困擾（簡建忠，
民 88 年）。此外，對於派遣人員的工作報酬與保障、工作績效等的管理問題，也是
企業在使用派遣人力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而這也是求職者在考慮是否要進入派
遣業的重要關鍵因素。

綜而言之，企業重新思考具專業競爭能力的經營活動，專心致力從事可以做得
最好的經營活動，而將其他工作外包給具有專業競爭力的網絡成員。也因為工作價
值觀的改變，許多人成為具有專業「優勢腦力」的外包工作者，也就是重視工作彈
性的 SOHO 族。面對這種新型態的工作僱用型式，不論是從企業外包的角度以及承
接外包工作的人力派遣業或 SOHO 族而言，都有衍生許多值得研究的人力資源管理
課題。

外包工作與網絡組織

自從 Drucker（1940）提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名詞之後，組織
將把不產生收益的支援性工作，以及所有不提供可以升遷至高階管理層級機會的活
動予以外包，而這種專業性知識工作者將是組織外包成功與否的關鍵成功因素
（Sharpe，1997）。Handy（1990）認為「外包」就像「酢醬草」，一群高薪、高技能
員工為核心群體的第一片葉子，經由第二片葉子的外部包商（Contractor），與第三
片葉子的臨時及兼差幫手予以支援而組成（Sharpe，1997）。面對著知識經濟時代的
來臨，由於新科技、企業實務的改革與不斷提高需求期望的顧客，致使企業必須專
注發展核心優勢，以智慧型的方式提供服務；若企業不具備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時，
企業可以經由策略聯盟、購併等方式取得，然而要增加非核心功能的效率或效能的
方法只有外包一途（Kralovetz，1996）。

「外包」就是將組織所選定的非核心競爭力的功能，交給外部供應商藉由簽約
付費方式執行，以追求長期優勢；這些外部供應商之核心競爭力，正是組織所外包
的功能（Sharp，1997；Lomas，1997）。Quinn（1994）提出「策略外包」的觀點，
認為企業應當專注於能夠提供顧客獨特價值，且能維持競爭優勢的技能與知識，而
將對企業不具策略重要性的經營活動或無競爭利基的專業工作外包，藉此結合企業
本身與外包商的技能與資源以發揮槓桿的效應。Perry（1997）認為外包就是雇主將
原有員工的工作發包給其他雇主的情況，而這些外包承接商需具備以下的競爭優
勢：

1.可信賴度：能提供產品或服務品質及傳遞服務或產品的一致性。
2.品質：經由其能提供雇主產品或服務品質的改善。
3.成本：經由其能使雇主產品或服務的成本降低。

「外包」相對也衍生出跨組織交易的外包網絡，這種跨組織合作關係，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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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的組織為中心，以合約外包的方式依賴其他組織以執行企業功能，而組織間互
相合作，各別從事具專業競爭力的經營活動。這種跨組織的外包網絡具有以下幾個
特性（彭朱如，1998，p. 16）：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組織間之連結或交換，各個組織
都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經營活動，涉及組織間資訊與情感流動，一種較為持久的互
動關係，以集體的力量共同完成個別組織所無法較有競爭優勢達成的目標。

企業之所以採行「外包策略」，不外乎希望藉由降低成本與風險，以創造更高
的價值，並能更專注於核心競爭力與高附加價值的技能（Lever，1997）。藉由外包，
企業更可以增加服務彈性，獲取專業知識與取得新的作業程序，避免勞工問題與減
少法令規範的成本﹔藉由「組織–廠商」而清楚地劃分責任歸屬及角色，避免組織內
部的政治角力﹔對顧客而言，更能強化服務的價值，提高服務速度與降低服務成本
（Jaffey et al，1997）。

綜而言之，企業採行外包網絡策略的動機可以歸納為三類，外部環境因素、內
部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外部環境因素方面，如資源稀少、增加外部合作機會與
減少不確定性，有時候甚至是為了強調社會形象，符合法規政策與社區公民行為的
遵守。內部經濟因素方面，乃完全基於經濟上的考量，如資源互補、降低成本、降
低營運風險、輸入專業技術、達到經濟規模、進入市場、強化現有資源等，使本身
得以從事具有競爭能力的經營活動。而非經濟因素方面，則包括政治的利益、組織
相互的熟悉度、權力的增減因素、組織間目標的一致性、不對稱性等（彭朱如，1998，
pp. 24-27）。

外包合作的相關理論

回顧有關派遣人員的相關研究，可將企業僱用派遣人員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
類：1）降低長期的固定成本和招募甄選的費用，2）增加人力僱用和管埋彈性，3）
迎台客戶和企業特殊需求，4）減少繁雜行政事務和時間的浪費，5）提高員工福利，
6）解決員工再訓練問題等（簡建忠，民 88 年）。

企業運用「外包」是希望可以降低成本、引進專業能力以提升競爭優勢，在理
論方面，不同學者提出了「資源互賴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與「策略外包理論」
等不同的觀點，企業藉由「專業分工」，達到「規模經濟」與「知識專精」的利益。

「資源依賴理論」是指外包網絡體系中的個別組織，為了獲取核心競爭優勢所
需的資源，每個組織只從事有競爭優勢的經營活動，將不具競爭優勢的經營活動，
尋求外包網絡中對該經營活動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組織合作，以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及
風險，提高組織權力（彭朱如，1998）。每個組織依賴其他組織提供必要的輸入資源，
同時也依賴另一些組織，作為產出的處所。

「交易成本理論」是以效率為標的，而影響廠商交易效率的變數有：使用資產
專屬性程度（asset specificity）、交易頻率（frequency）與交易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外包網絡組織合作關係是著眼於總生產及交易成本之極小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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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交易成本觀點選擇合作機構。藉由合作熟悉彼此的成本或內部資訊，可以減少
投機行為以降低主觀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利益也可以有較妥善的分配。當交易成本
過高時，營運所需的資源將內部自行生產，稱為「內部型組織」﹔反之運用市場機
制進行交易，從公開市場購買或取得所需的資源，稱之為「市場交換型」（引自吳思
華，1996）。然而企業實務運作時，採行的策略是在兩種形態間的連續帶上（黃博聲，
1998）。

「策略外包理論」指出企業進行外包的目的有二，分別是成本策略與非成本策
略（Hefler，1981），成本策略是指藉由外包必須能夠提升市場佔率與減少沈沒成本，
在非成本方面，利用外包作為成長策略，以增加企業在預應（proactive）與回應
（reactive）的能力（Swamidass(1993)，引自賴澤民（1997））。

基本上，「資源互賴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與「策略外包理論」都是解釋企
業運用外包的理論模型，主要目的似乎都在解釋降低成本與提升競爭優勢，但是卻
從不同的產業分工與價值鏈的角度做解釋，其間或指出企業為降低成本及提昇競爭
優勢可以分別從企業內及企業外成本及加值的角度作考慮，而且其間有相當大的價
值創造的可能性。「專業分工」主要是指藉由價值鏈的觀點形成鏈結，而成為特定的
價值鏈體系（Porter，1985）。企業組織只從事能做的最好的經營活動，將無法具有
相對競爭優勢的活動，尋求與其他的組織的連結，以提供有相對專業競爭優勢的產
品生產或勞務提供。透過專業分工，企業集中在單一產品或價值活動的大量生產，
追求「規模經濟」以降低單位平均成本。進而，企業透過專業分工，持續累積與發
展所的知識資源，將可以獲致「知識專精利益」，因為知識或技術路徑相依的特性，
使企業在核心知識的產生足以獲致相對優勢。

在研究方法

本研究期望對企業外包的策略與外包活動管理及績效做一初步的探討，並瞭解
國內各產業運用外包及外包活動效果的看法。雖然外包的活動存在已久，但是有系
統的探討企業採行不同外包方式的策略及影響因素的研究並不多，本研究為有系統
地探討國內產業採行外包的狀況，分成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透過深度訪談瞭解國
內人力派遣業者對外包活動的看法，第二階段則根據文獻回顧與訪談結果編制調查
問卷藉以瞭解國內產業採行外包的策略及管理方式。期望透過研究能瞭解國內產業
面對當前劇烈競爭環境如何透過外包活動對潛在多元勞動力的開發與運用。

結果與討論

第一部份：國內派遣業之訪談結果

受到工作性質敏感因素的影響，本研究選擇國內人力派遣業者中最具規模的三
家業者做深度訪談，考慮的因素主要是這些企業具有正式的組織規模，且在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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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較為完善。

一、國外人力派遣業之發展趨勢

國外人力派遣業存在已久，可分為臨時和長期派遣等兩種不同的性質，基本上多是
以短期人力的派遣為主。在國外的大型購物中心或公共場所都可看得到一些電腦資
訊設備或代理商，在那裡可以直接用 E-mail 傳送個人資料至人力派遣公司，或是進
去尋找符合個人興趣的工作。

在美國，派遣業發展得很快，「人力派遣」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業界的接受
度也頗高，有很大的市場。同時派遣的工作越來越趨專業化，已不像以前只有看護、
臨時工的工作。例如：資訊界中 IBM、COMPAQ 為了要保持自身的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而將邊際人力放出；銀行界如 Citibank 的 MIS 部門就完全外包
（outsourcing）給 IBM、COMPAQ，後者並概括承受他們的人力，以契約方式僱用
員工，當僱用期滿後，他們的能力若被派遣公司所認可，可能就會被僱用成為正式
職員。另外，微軟公司也僱用大量派遣的軟體工程師來設計、開發軟體；AT&T 公
司也用派遣的工程師來開發高科技的產品。然而，不僅是高科技公司傾向用派遣的
方式，工程師本身也喜歡以派遣的方式來找工作，因為可以藉由工作環境的變動，
而學習到更多的知識、技術。

「新工作潮」一書中曾指出，會有越來越多的短期工作需求。不僅在美國如此，
歐洲方面也有同樣的趨勢。對於派遣的人力，其專業能力的需求會越來越強。例如
某企業若決定要進入一個新產業，但是對於該產業環境還不大瞭解，而且也不清楚
該產業需要哪些人才，若從頭開始培養所需人才，不僅時間慢長，若在加上人力需
求預估錯誤，將會對該企業造成相當大的損失。此時若仰賴派遣人力來作開路先鋒，
藉由派遣人才在該方面既有的專業知識、技能，能夠大大的降低進入該產業所遭遇
的風險。若企業在新產業中發展的不錯，可以繼續沿用派遣人員，或是將其升格為
正式人員；若企業決定放棄此一投資，僅需和派遣人員解約，無須再負擔其他人事
成本。

另一個派遣人員需求增加的原因，是現今社會變化的快速。不同時期、不同環
境所需的專業技能不同，而不是每個人都具備所有的專業技能，連一個企業的最高
主管 CEO 也是如此。企業若要經營成功，需要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專長的 CEO 來領
導，而一旦目標達成，必須轉換至下一階段時，就必須視管理企業所需的才能來適
時更換 CEO。有時候，企業若要導入新的管理方式，進行再造時，也可以藉助有此
項才能的 CEO 來領導進行，在階段性目標達成後，便可以換人接手。亦即，對於專
業人力及高階經營人才的派遣人力需求，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二、國內人力派遣業的發展趨勢

台灣人與外國人對工作的習性略有不同，外國人可以做一年臨時性契約工作，
再到外國去進修、旅行、遊學等，在海外當地又再找工作，這不失為一個平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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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方式。台灣三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時下的一些年輕人或是
SOHO 族則可以接受這樣的觀念。

台灣近幾年派遣業的發展較為蓬勃，派遣公司在這樣的潮流下，亦在近一兩年
內成長快速；即使如此，國內派遣業依然碰到不少問題：

1、台灣人力派遣業尚在萌芽階段，政府政策及法令不明，而國內能接受的業
者也不多。
2、許多人尚不了解派遣業的工作性質。
3、派遣業人口的分配問題：從事派遣工作的人口比例仍是少數，一般企業中
即便是打字人員也還是多為正式聘請的員工。
4、目前提供這樣服務的業者不超過十家，而真正有管理品質的業者不多，所
以客戶的選擇性也不高。
5、國內企業的做事風格較為保守，因為無法要求人力派遣業者一直幫客戶照
顧他們的員工，再者，他們也擔心員工缺乏向心力的問題；至於在金錢方面的
議題則比較少，目前國內業者多在起步階段，沒有辦法提供太多的資料，然而
三、五年後，這個議題將會愈益顯著。

目前國內大部分的派遣人員還是以進入障礙較小的工作為主，像助理、打字人
員、工讀生這些不大複雜的工作。雖然有些外商公司，例如 P＆G、HP、台灣微軟，
會採用一些派遣的工程師，但是採用數量還不是很大。另一個派遣工程師需求不大
的原因，是台灣目前對於工程師的需求大於供給，並且需求量還在成長，所以大多
數的工程師會直接被網羅成為正式員工；且大多數的工程師還不習慣這種短期的工
作方式，他們仍傾向選擇成為企業正式員工，除了一些少數有特殊目標的人，如工
作一兩年後還想要繼續深造，才會接受派遣的工作方式。

在台灣，派遣還有另一個用途，就是取代目前的約聘制度。因為約聘人員的工
作內容固定，隨著資歷增長，其工作技能並不會增加。也就是說，對於相同的工作，
公司必須因約聘人員的工作年資較長，而付給較高的薪水，這對企業造成人事成本
負擔的增加。若採用派遣人員來取代約聘人員，不但可以規避勞基法對約聘人員的
相關規定，進而還能節省薪資成本的負擔，這是在台灣特有的情形。

就台灣目前的市場來看，派遣人力的需求還不多，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少；雖
說從事派遣的人員大多是希望能夠自己選擇工作時間和工作方式，但會因為可選擇
的組合太少，無法達到原先從事派遣工作所希望得到的好處，而且甚至會因為工作
不穩定而影響到基本生計。在此情況下，願意長期從事派遣工作的人就少了。還有
一些人會從事派遣工作，只是因為正式工作不好找或是限制比較嚴格，期望先從事
派遣工作獲得基本經濟上的保障，或有機會在工作一段時間後能由派遣人員轉成正
式職員。總之，派遣人員不會回流，對於這種情況，派遣公司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必須不斷的尋找新的人員，花時間、成本去甄選、評估人員，又不能對公司給予派
遣人員品質上的承諾。在沒有良性循環的狀況下，派遣業務在台灣算是一個相當辛
苦的行業。又由於利潤不高，派遣公司能夠拿出經費對於派遣人員做的訓練就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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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限，甚至只能給予基本能力的測驗，對於工作技能，只能到職場上再磨練。

三、國內派遣人員之性質
派遣人員的工作時間，可以粗略的分成長期、短期。一般而言，長期是指超過

半年以上，有較固定的工作內容。長期的派遣人力，以工讀生為主，大概佔了九成
以上。短期的派遣人力，則是指半年以下，甚至短到一兩天，這類的工作，大多是
因為原來負責這個工作的人員，臨時有事不能上班，或是工作量短期大幅增加，一
個人不能負荷。短期的派遣工作使用工讀生的比例雖比長期的少，但是仍然佔六成
以上。

目前勞動力的特質是屬較低階或轉換力較高的，約略的來說，有六成五的派遣
人力需求是工讀生，其他的則有業務助理、秘書等行政工作者或是打字、總機；在
銀行內部則有客服人員和稅收人員，在外商公司還有工程師的派遣。總而言之可以
分為兩個部份：一為沒有技術或是資料輸入層次（data entry level）人員，另一種則
是非常有信心的專業技術人員。像國外有許多 CEO 就是契約制的（contract based），
還有其他擁有技能（know-how）的專家，他們相信技術是可以帶著走的，不需待在
同一家公司工作；這種人與 SOHO 族的差別在於，SOHO 族不但具有一技之長，且
自己有人脈。然而派遣公司中亦有少數的 SOHO 族，但其工作性質較屬於技術
（technical）方面。而目前各人力派遣公司，並無特別明顯地幫 SOHO 族找工作，
主要還是短期人力的仲介。

此外，還會有些特殊的情況，例如：有些注重員工福利的大公司初成立，因為
福利制度尚未完備，員工無法享受到完善的福利制度。所採取的變通方法為將員工
掛名在派遣公司，一兩個月後福利制度制定完善，再將員工轉回自己的公司。或是
有些工廠在廠務較為繁忙的七、八月時需要較大量的人力，派遣公司會以專案方式，
在五、六月為其甄選員工。例如，有一法國公司固定在每年七、八月會來台灣從事
大量調查，他們停留時間短，需要近百位人員協助調查工作，他們以專案方式委託
派遣公司，幫他們提供這一、兩個月的人力協助完成全省的調查工作。

四、企業從事外包的主要目的

1、彈性用人
企業從事外包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可以彈性用人，公司不會因為臨時急需用

人需要徵才而感到焦頭爛額。透過與人力派遣業簽約僱用臨時人員，企業在臨時缺
人時馬上可以獲得遞補，若是因為業務週期的影響短期人力會有多於現象，企業也
可以告知派遣業者減少人力的供應，這使得企業面對著季節性業務的變化或臨時性
人力的需求，都很容易、很快地可以獲得解決。

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可以分析哪些職務為核心或非核心的工作，將核心工作保
留，而將非核心的低階工作交給派遣人員。人力外包對於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來說可
以節省下許多繁瑣的管理工作，而由派遣公司代為處理─如薪資的溝通、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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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等問題。例如美商最大的銀行 Citibank 將部分非核心工作委託交予人力派遣
公司負責，表面上派遣公司是以一個小型的團隊幫銀行工作，然而卻有一個強大的
組織在背後支撐。所以在派遣公司中的人員多屬專業，而且人員皆是訓練過的，在
利益考量下，人力派遣對於銀行來說，是利多於弊。

2、提升生產力
企業運用派遣人力除了彈性用人的好處之外，也可以降低組織員額的編制，並

將派遣人力的費用以費用帳報銷，因此在計算企業的生產力時，派遣人員的貢獻是
計算在內的，使得企業整體生產力能夠提升。

3、節省成本
從人事管理的角度而言，僱用派遣人力除了可以為企業節省很多不必要的徵

募、訓練行政成本之外，還可以節省薪資與福利等的相關費用。節省成本是企業從
事人力外包主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例如僱用一個打字員，可以不需考慮未來人員薪
資成本或調薪的問題，或是可將人事成本固定，這可以降低人事成本。多數公司在
人力派遣上是依據「發生才收費」，所以因工作減少而減少人力派遣的情況下，企業
自然就減少人事費用的支出，而一般成本的縮減自然會反應在企業的成本上，提升
企業的競爭力。

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企業僱用派遣人力，仍需要負擔部分人員招募、訓練及
遣散的轉嫁成本，因此一般而言對企業而言，其短期成本是增加而非減少的，而增
加多少會受企業願意擔負退休金或資遣費或福利項目的多寡而定。對派遣公司的顧
客而言，企業成本縮減的地方在於不需要考慮員工的退休金或資遣費，這部分則轉
嫁給派遣業自行承擔處理。而因為派遣業的短期員工多為學生，他們大多數在畢業
後找到正式工作就會自動離開，他們的離職率、流動率很高；另外，派遣員工的平
均年齡約 20 歲，與退休年齡相差很多，幾乎沒有退休金的困擾問題。在此情況下，
派遣業者不需要提供或繳交退休金或資遣費，而這正是派遣業者透過人力的有效安
派與運作可以為創利潤造的主要來源。

綜合而言，在企業方面，短期成本並不一定會減少，但其正面效果是不必考慮
非核心人力的管理及其長遠的生涯規劃，以及資遣費、退休金等的問題，因此就長
期觀點能達成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目的，而人力的彈性運用也是其主要的優點，
企業可以專注核心優勢的培育。然而派遣業者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目前一些本土
人力派遣顧問公司在很多部分都會刪減派遣工作者的利益，以達到協助企業縮減成
本的目的；而且派遣公司對於從事派遣工作的短期人力所提供的保障也不夠，因此
較容易引發派遣業者內部勞資的糾紛。這方面需要政府相關部門事先注意，並透過
立法而防範。

五、人力派遣公司的經營管理

1、業務交流的窗口
派遣業與客戶通常有二個接觸的窗口，其中一個窗口為人力資源部門和採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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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但多以採購部門為主導，因有商品、服務品質及價格，故將其視為一採購案，
但又以價格標單來決定，所以會有人力資源部門加入，並由兩者組成的委員會來決
定標案要交給誰；而另外一個聯絡單位為僱用外包人力之部門，這些部門負責指揮
與管理派遣人力在現場的工作。派遣公司必須同時面對人力資源部門和工作部門，
當派遣人員眾多且分散各部門時，派遣公司必須同時跟多個部門的主管有良好的溝
通，溝通的窗口自然增多，其間溝通管道、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2、派遣公司組織架構
派遣公司的組織架構，可分為 front-office 和 back-office 兩種，前者負責有關派

遣人員的僱用、訓練和僱用單位的接洽等工作；後者則是負責派遣人員的薪資、保
險、資料建檔等工作。若是派遣人員在工作上有問題，會根據問題的性質而由不同
的人出面解決。

3、對派遣人力的管理：
派遣公司的管理風格為依專案的大小，來決定支援團隊的大小，在人員配置上

通常有一個 account manager、specialist、parallel specialist 共同負責一個專案，並且
讓客戶的直線部門經理清楚地知道要打電話找派遣公司內部的誰來解決問題。

派遣公司所做的是招募需要的人，然後提供客戶服務，目前的服務常會延長到
協助派遣人員在現場的管理。派遣公司以感情帶領及管理員工。在管理員工方面，
一般以接收原個案公司所資遣的人力最為困難，即原公司要派遣公司概括承受原有
多餘人力，因為這些人會覺得派遣公司為剝削其權益的既得利益者，難以得到他們
的合作及信賴；相反地，最佳的情況是依客戶的人力需求，由人力派遣公司為之篩
選，如此才能塑造雙贏的局面。

六、人力派遣公司面臨的問題

1、派遣人員心態調適的問題：
派遣業的員工最初可能會擔心雇主忽略其福利或利益關係，但久了之後就會發

現這是社會的常態和趨勢，他們對派遣業的接受度大幅提升，而他們也會調整心態，
認為同時有兩家公司照顧自己絕對是利多於弊。日本人力派遣法的法令規定有 26
種行業可從事人力派遣，而在國外會運用人力派遣業的一定是世界性、國際性的大
公司，所以日本國立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常是先到人力派遣公司工作，藉以認識一流
公司的環境，認識一流公司的同事，使用公司的電腦軟體、資訊，這勝過在一般小
型公司的永久工作，而且在台灣本來就不是終身僱用職，必須要靠自行促銷，如果
可以有好幾年在這些大公司裡學習，認識大環境，當公司有正式職缺時，其也有機
會被聘用成正式人員。

目前台灣從事此行業的員工多為學生，這其間派遣公司扮演著保護者角色而非
不當的既得利益者。派遣公司為員工事前過濾篩選服務支援的公司，並為員工爭取
應有的權利，當員工在工作不適應或是受委屈時提供申訴管道。通常派遣公司、客
戶及員工三者間會存在溝通管道，在每接一個專案時皆會做記錄，如跟直線主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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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問題、專案的進行與完成… 等，作為追蹤處理。

2、派遣員工的輔導與問題解決

派遣人員如有抱怨打電話回派遣公司，則派遣公司會有安撫和瞭解員工問題的
顧問，另外亦會有人員在客戶端提共服務及協助；即使當客戶公司僱用人少時，派
遣公司還是會每個月兩次或每週一次派專案負責人員到客戶端，除了與客戶開會協
調之外，還要瞭解派遣員工的工作及適應情形，傾聽員工的抱怨，讓員工有申訴、
發洩的機會。因為客戶做事風格的不同，派遣員工調換工作場所時常會有調適上的
困難，派遣公司需要主動協助安撫員工的情緒，透過坦誠、和緩的雙向溝通，以協
助解決問題。問題解決是靠雙方面的，派遣公司從瞭解派遣人員的反應，再和公司
客戶討論或建議改善某些管理工作。當客戶發覺問題是和其管理有關時，大部分的
公司都會接納而調整管理作為。在協助解決員工問題方面，國外公司會設有一個
complain consultant，將員工的問題及協助解決方式等都要紀錄，這不僅提供積極協
助，也可以將重複發生的問題，做成新進人員的講習教材，協助他們爾後工作上的
適應。然而，台灣多數公司都是利潤至上，並未積極從事這類系統的建立。

3、法律問題：
台灣派遣業在經營上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主要的是在人力需求方面不穩定，導

致派遣人員運用上不夠有效率，而且無法做有效的規劃和預測。此外還有法規限制
方面的問題，台灣勞基法規定，只要工作就必須投保，就算短期的半天、一天也需
要投保；但大量短期的投保，會對派遣公司造成相當的作業困擾。原本對於派遣人
員，可以由派遣公司來統一保險，但因為工作量不定，派遣人員並不是隨時有工作
可以指派。沒工作時也必須投保，如此會造成派遣公司相當的負擔。所以目前對於
極短期的派遣工作，派遣公司就傾向於不投保。

(1)、相關法令不足
人力派遣法規至今仍略顯不足，盼能請專家學者為之制定，以減少過多的成本

負荷，如勞保、健保和退休資遣等⋯。外商公司很重視此類的問題，不希望損傷員
工的福利也不希望鑽法律漏洞。

(2)、法律上的限制
由於法律條文中有明訂派遣業者對於每個派遣工作所收佣金的上限，如此限制

了高階派遣人員的市場發展。

(3)、與法律的衝突：
人力派遣業其實己成氣候地存在有一段時間。在沒有勞基法以前是在檯面下作

業，而在有勞基法之後，這種行業逐漸浮上檯面，便需顧慮到法令，而將每項細節
條列清楚。不論如何做還是會與法律有些衝突，像在園區內就目前為止還是以藍領
階級（blue collar）居多，勞委會的政府官員應做一些通盤的考量，以避免一些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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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力資源工作者未來的角色

人力資源將來的工作內容主要在於諮詢輔導與顧客服務，其餘的皆可外包，包
括核發薪資、技術、訓練、徵募，甚至是整個專案外包。因此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工
作者，最好能站在企業的角度思考公司的轉型與發展，然後提出人力資源的運用方
向。這對企業與員工關係占著非常重要的一環。人力資源要自許為一個工作菁英團
隊，並不只是個僅會開銷的部門，故需有關鍵團隊或幕僚，人力資源所要受的訓練
不是勞基法的訓練，而是整個產業轉型、規劃和知識的訓練。部分企業人力資源與
員工的比例，現在是 1:100，未來這個差距或許會拉大到 1:250，此時人力資源的角
色就是一個內部的的指導者，成為一個完全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或 people
management，甚至是 qualified specialist。這反映出人力資源衍生出來的角色與功能
絕對不只限制在於人事行政上的需要，還需要配合企業策略發展及企業目標願景。

第二部分：問卷調查結果與討論

由文獻及訪談中瞭解人力資源部門為企業工作及人力外包的主要窗口，因此本
研究透過中華人力資源協會對其會員（人力資源主管）寄發 300 份調查問卷；另外，
研究者也利用在台大、台科大進修的高階主管進行調查，共計發出 100 份問卷。

一、企業人力需求的彈性運用策略

研究結果顯示，為了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在人力資源需求的彈性運用方面有
40%的企業最普遍且優先考量的是「內部職務調整與工作輪調」方式；另有 29%的
企業會考慮「工時調整」(如透過加班的方式來完成工作)；只有 18%的企業會考慮
「工作外包」的方式。這反映出企業首先會從成本的角度考量人力需求的彈性運用，
透過內部職務調整與工作輪調、工時調整等對企業內部現有人力做彈性的運用，除
非內部的人力負荷飽和且無法完成任務時，才會考慮將工作予以外包。此種現象普
遍地存在各個不同產業(製造業、金融保險業、電子資訊業、廣義服務業)中。

二、企業的「人力外包」與「工作外包」策略

超過四成以上(43%)的企業表示其選擇「人力外包」時，主要考量的因素為「降
低人事成本並減少組織員額的編制」；其次有近三成(29%)企業是為了減少非核心事
務，並專心發展核心能力與優勢，以提昇企業競爭力。這種對人力外包的策略思考
方式同樣地出現在不同的產業中；僅在電子資訊產業裡，「降低人事成本」並不是其
人力外包策略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反而有高達 43％的企業認為選擇人力外包最重要
的因素是為了「減少非核心事務，專心發展核心能力與優勢」；只有各 21％的企業
認為「降低人事成本」與「快速回應顧客需求」才是其策略的重點。然而，不同產
業在人力外包因素的考量上沒有顯著關連(X2=19.19，p> .05，df=15)；不同產業在
考量「人力外包」策略時，多以「降低人事成本並減少組織員額編制」為主要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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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在企業選擇「工作外包」策略的考量中，有將近四成(37%)的企業認為是以「專
心發展組織核心能力與優勢」為其首要的目標，其次超過三成的企業(31%)是為了「降
低人事成本及減少組織員額的編制」；有 16％企業強調為了「快速回應顧客的需
求」，10％的企業為「高階主管的經營理念」，僅有極少數企業考慮工作外包是為了
「發展策略聯盟與合作關係」及「減少可能的勞資糾紛」。然而，若以不同產業性質
分析發現：趨向於『勞力密集』的金融保險業與廣義的服務業中，各有 50％及 41%
的企業認為「降低人事成本、減少組織員額編制」為其選擇工作外包策略的最主要
考量；而製造業和電子資訊業則以「減少非核心事務，專心發展核心能力與優勢」
為工作外包主要的考量因素；由卡方檢定發現，不同產業在工作外包因素的考量上
存在顯著性關連 (X2=83.25， p < .05，df=15)。

但如果再以人力外包與工作外包兩個策略一起觀察，結果發現：不同的策略與
外包考量因素之間沒有顯著關連(X2=0.42, p > .05，df=5)。可以解釋的原因是，所抽
樣的樣本皆有同時進行人力外包與工作外包兩策略，所不同的只是在工作外包策略
的考量因素以發展核心事務為主；而在人力外包策略的考量因素以降低人事成本為
首選。

三、企業評估外包單位首要考慮因素

不同的產業對評選工作外包單位有共同的趨勢，有將近五成(47%)的企業共同
認為「專業能力」是其在選擇評估「工作外包」單位時最首要的考慮因素，其次為
「人力成本」及能「與公司配合度」等二因素(各佔 18%)；再其次為「企業形象與
信賴度」；僅有極少數企業（3％）在評估工作外包單位時是以發展合作或聯盟為主
要的考量。

四、「人力外包」與「工作外包」考慮的對象

在人力外包對象的選擇方面，「人力派遣公司」（佔 23％）及「合作或聯盟廠商」
（佔 21％）兩者皆為企業最主要的考量對象，其次依序為「企管顧問公司」（佔 17
％）、「大專院校專業科系」（佔 13％）、「退休員工」（佔 12％）、「研究機構或研究中
心」，而「SOHO 族」（佔 6％）則為最後的考量。由於人力派遣公司為制度化的經
營，且有長期合作的契約人才庫，即具有充分的派遣人力數量與素質，因此成為企
業考慮人力外包時最先考慮的對象之一；其次合作或聯盟廠商平時即為共同打拼的
事業夥伴及生命共同體，對企業的作業流程自然較為熟悉且彼此間已培養出默契，
再者當外來人力進駐企業時，考慮商業機密的安全管理風險，選擇合作或聯盟廠商
的風險較低，故當人力外包需求發生時，這些「事業夥伴」同樣也會被列為首要考
量的合作名單。

在工作外包對象的選擇方面，「合作或聯盟廠商」則被列為企業優先考慮的對
象之一(佔 26%)。其次對工作外包對象的選擇依序為「企管顧問公司」(佔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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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派遣公司」(佔 15%)、「研究機構或研究中心」、「大專院校專業科系」、「退休員工」，
而「SOHO 族」(佔 5%)仍為最後的考量。因為外包工作是在企業外完成，在這過程
中為避免重要商業機密的外洩，選擇與事業夥伴合作其風險自然較低。另外有兩成
的企業也會考慮將某些工作外包給企管顧問公司來完成，其原因不外是企管顧問公
司所具備的專業形象。

五、派遣工作者與正式員工在薪資福利項目上的比較

企業正式員工所享有的福利項目除了法定要求的健保、勞保、休假制度之外，
大多數企業正式員工都普遍享有年終獎金、在職訓練進修補助、婚喪生育補助、員
工福利金團保、退休制度、伙食交通津貼、撫卹制度、職災補助等，而離職金制度
僅有半數左右的企業提供。相對而言，派遣工作者大概僅能獲得法定要求的健保、
勞保的保障，而其他的休假制度、職災補助、年終獎金大約僅有半數企業提供；另
外，提供團保、退休制度、員工福利金、婚喪生育補助、撫卹制度、在職訓練者僅
為少數。這顯示出派遣工作者的福利明顯地較正式員工為少、為差，如何給予他們
明確的工作保障有待政府及相關立法部門的重視。

而在派遣工作者與正式員工的薪資比較上，沒有明確的趨勢，但有五成左右的
企業表示派遣工作者的薪資較正式員工為少，另有二成的企業表示兩者的薪資沒有
差異。因為薪資的考量係與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與任務責任影響等因素有
關，因此派遣員工的薪資自然會受到其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與任務責任影
響而有所變動。但由於派遣工作者並非組織之編制成員，其所獲得的福利項目明顯
地較正式員工為少，而且工作缺乏保障，因此就整體薪酬（包含薪資與福利）而言，
派遣工作者的薪資福利明顯地較差，這或許是企業運用派遣工作者得以降低人事成
本的主要原因。

六、派遣工作者的管理考核

對於派遣工作者的績效考核與日常管理方面，約有近七成的企業表示為由「用
人單位主管」負責，另約有二成的企業表示由「用人單位與人力派遣公司共同負責」；
而當派遣工作者在職場發生意外時，近五成的企業表示由「用人單位與人力派遣公
司共同負責」，三成的企業表示由用人單位主管負責，只有二成的企業表示由「人力
派遣公司」負責。

七、派遣工作者在經營管理上的影響

企業僱用派遣工作者對企業經營管理上所造成的影響可分從五個構面加以分
析：

品質/經營績效方面：高於八成以上的企業認為，對外包派遣人力必須訂定明
確的人員資格條件、工作說明書與工作規則，好讓派遣人力有所依循與規範，並以
此作為績效評估的基礎。雖然人力派遣公司會負責人員流動的填補，但由於這些契
約人力的流動率高，因此有七成左右的企業認為派遣人力的工作品質較不穩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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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派遣工作者的工作績效不見得較差，因為流動率主要影響工作品質的不穩定性；
儘管如此，仍有高達八成左右(78%)的企業認為運用派遣人力有助於提升組織整體的
經營績效。
人力運用彈性方面：八成以上的企業都同意僱用派遣工作者能增加組織人力的彈性
運用，對派遣工作者的工作分派與調動管理較為容易，也不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會
增加正式員工的流動；雖然仍有近五成左右的企業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容易造成工
作協調上的困難。僱用派遣工作者與正式員工的流動率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可
能因為企業在僱用派遣工作者時會將其與正式員工的工作/任務作一明顯區隔，派遣
工作者進駐組織通常僅從事一些行政性、作業性或較低層次的工作內容，而正式員
工則會從事專業與高層次的核心工作，即正式員工可以集中心力發展對組織及個人
具有優勢的核心能力，因此派遣人員與正式員工間不會有排擠、威脅或競爭壓力。
勞力成本方面：整體而言，有近七成的企業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能降低部份的勞動
成本(包括招募甄選、訓練與資遣成本等)，但是組織對於派遣工作者仍應提供必要
的新進人員訓練，以幫助其能很快地進入工作狀態並有良好的績效表現。
勞資關係方面：整體而言，約有近七成以上的企業不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容易產生
勞資糾紛，打擊正式員工的工作士氣或引發正式員工的抗拒，降低正式員工的忠誠
度，導致企業內部員工關係的不和諧，而損及企業形象與倫理；相反的，大多數的
企業認為僱用派遣工作者能避免資遣員工時的抗爭及勞資糾紛。這或許反映出企業
對派遣工作者與正式員工的工作會作一明顯區隔，使得派遣人員對正式員工工作的
威脅性不大，不會引起正式員工的抗拒。
商業機密不可分智慧財產權)/安全管理方面：整體而言，有近七成的企業認為僱用
派遣工作者容易造成安全管理及業務機密外洩的問題，因此企業僱用派遣工作者時
需要重視安全管理與業務機密保護的議題。

八、外包的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本研究發現，有五成左右的企業在其最近三年內曾將部分人力需求委由人力派
遣業者提供；而僱用派遣工作者主要擔任的工作為庶務性的工作、市場調查及展覽
會/研討會等臨時工作，其他普遍外包的工作尚有資訊開發設計、客戶服務、顧問法
務稅務等工作，其中資訊開發設計或法務/稅務等顧問工作皆是高度專業且並非經常
性的專案工作，若在組織編制中固定聘用這些專業人才，其高成本的負擔將可能削
弱經營的財務績效，經濟效益不高，因而成為企業考慮工作外包的重點。

其次，在工作外包方面，約有高達七成五的企業在其最近三年內曾將部分工作外包；
而外包的工作主要為顧問法務稅務、資訊開發設計、展覽會/研討會臨時性工作、庶
務工作及市場調查，其他次要外包的工作尚有生產作業、客戶服務、設備維修等。
這顯示出不論是人力外包或工作外包，兩者在主要工作活動的性質上並沒有太大的
差異。

企業本身未來一年在外包策略的運用上，在人力外包方面，有四成左右（42％）的
企業表示將維持現況，另有三成（31％）的企業表示將增加人力外包；而在工作外
包方面，45％的企業表示將增加工作外包，35%的企業將維持現況。另外，考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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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處產業環境的發展趨勢，不論是人力外包或工作外包，約有五成左右的企業預
期其所處產業在未來一年內均會有增加之趨勢；另外，約有四成左右的企業預期產
業對人力外包策略的運用將維持現況，而有近三成的企業預期產業對工作外包策略
的運用將維持現況。這顯示出企業普遍地認為在未來一年對外包策略的運用將更為
積極，如果產業界普遍地都採用外包策略，企業也將被迫跟隨採取相同的策略以維
持競爭優勢。

綜合而言，本研究從調查發現，不論是人力外包或工作外包，企業對外包未來
發展有增加之趨勢，而且大多數企業對外包持著正面的看法，能降低人事成本，減
少組織員額編制，增加人力的彈性運用，減少非核心事務而專注發展核心能力及優
勢等，而在外包單位的選擇上強調專業能力，因此選擇人力派遣公司或合作/聯盟廠
商為主，SOHO 族則是少有企業考量。本研究主要從企業管理者的角度來探討外包
的問題，因此所獲得的結果或論點大都支持外包有益於企業經營成效的提升；然而，
若從勞工的角度探討相同的問題，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如勞工可能非常擔心工作
保障的問題，派遣工作者常感覺是二等公民，受到正式員工的排斥⋯等，這或許是
在未來進一步研究中值得探討的議題。

此外，派遣工作者的薪資福利明顯的較差，考慮未來人力派遣工作者將有逐漸
增高的趨勢，如何透過立法或相關措施給予派遣工作者工作權益的合法保障，以及
如何做好人力派遣業者的管理、外包的管理等，讓企業與勞工能合作共創雙贏，都
將是迫切需要研議的問題。

雖然從研究調查及文獻回顧中發現企業運用派遣人員有許多優點，但若缺乏相
關法令的規範與保障很容易產生嚴重的勞資爭議及困擾，這也是僱用派遣人力的限
制或潛在缺點，常見的因素有：複雜的勞資關係、工作缺乏安定感及保障、派遣人
員的高流動率、職業災害的責任歸屬、擔心派遣人員的向心力低、缺乏忠誠度、容
易產生就業歧視⋯等方面的問題；忽視這些潛在問題，會嚴重影響派遣人員與派遣
業、受派企業間的勞資關係，而無法發揮派遣人力的前述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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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Company Profile 家數 % Data Provider
Profile

家數 %

一千萬元以下 8 9% 董事長、副董事長 3 3%
一千萬∼三千萬元 5 6% 總經理、副總經理 24 25%
三千萬∼五千萬元 8 9% 部門主任、經理、

廠長
50 52%

五千萬∼一億元 9 10% 科長、課長、組長 11 11%
一億元∼五億元 21 24%

目
前
職
位

其他 8 8%
五億元∼十億元 5 6% 小學 0 0%

資

本

額

十億元以上 32 36% 初衷、國中 0 0%
一千萬元以下 1 1% 高中、高職 0 0%
一千萬∼三千萬元 2 2% 專科、大學 68 78%
三千萬∼五千萬元 3 3%

教
育
程
度

研究所 19 22%
五千萬∼一億元 11 12% 男 62 67%
一億元∼五億元 20 21%

性
別 女 31 33%

五億元∼十億元 10 11% 24 歲以下 0 0%

營

業

額

十億元以上 48 51% 25∼34 歲 12 13%
國人獨資 66 68% 35∼44 歲 67 70%
中美合資 3 3% 45∼54 歲 16 17%
中日合資 2 2% 55∼64 歲 1 1%
外商獨資 20 20%

年

齡

65 歲以上 0 0%
其他中外合資 5 5% 三年以下 12 12%

公
司
型
態

其他 1 1% 三∼七年 11 11%
49 人以下 14 15% 八∼十年 25 26%
50 人∼249 人 39 41% 十一∼十五年 24 25%
250 人∼499 人 15 16% 十六∼二十年 19 20%
500 人∼999 人 8 8%

服
務
年
資

二十一年以上 6 6%
1000 人∼1999 人 6 6%

員
工
人
數

2000 人以上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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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樣本基本資料分析（續）
Company Profile 家數 %

成立 19 20%工
會 未成立 77 80%

簽訂 40 43%勞資
協約 未簽訂 54 57%

製造業 20 20%
金融保險業 10 10%
資訊業 11 11%
電子業 13 13%
電機業 2 2%
服務業 22 22%
運輸業 4 4%
百貨業 1 1%
建築營造業 5 5%

產

業

類

別

其他 13 13%
備註：由於問卷填答者的疏忽、或者為部份問題/資料的敏感性，以致無法完整收集
問卷內容之所有答案，故報告中百分比(%)的分析則以收集樣本的數量為分母，並非
為一固定數，在此以補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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