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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系 50週年慶學術系列活動之三) 

 

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共同主辦單位： 

中國就業促進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學術機構合辦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專業團體合辦單位： 

中華職業教育社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澳門人力資源協會 

中華勞促會 
 

廣告贊助、會議費補助、經費支持單位：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保險局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就促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舉辦日期：2015年 10月 15日 

會議地點：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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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系 50週年慶學術系列活動之三)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主辦 

中國就業促進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共同主辦 

合辦單位：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

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中華職業教育社；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澳門人力資源協會；中華勞促會 

舉辦日期及會場： 

2015年10月15日·台北劍潭活動中心 

上午議程—兩岸四地論壇（經國紀念堂集賢廳） 

08:00-08:30 與會人員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08:30-09:20 

開幕式 
ㄧ、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長 陳正良先生 

中國就業促進會秘書長 李春暉先生[註] 

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副會長 盧嘉辰立法委員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 孔于人先生 

中華職業教育社研究部部長 劉志芳女士 

二、貴賓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系所主任 彭百崇教授 

國際技能組織總會副總會長 林三貴先生 

海峽交流基金會 林中森董事長 

立法委員 吳育仁教授 

三、介紹出席貴賓 
政勞資學機關團體出席代表 

 

09:20-10:20 

 

專題演講－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的政策與法制 
主持人：潘世偉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ㄧ、大陸地區政策與法規現況 
    演講人：李春暉 中國就業促進會秘書長[註] 

    講  題：大陸地區就業政策與法規現狀 

二、臺灣地區政策與法規現況 
    演講人：成之約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講  題：經社環境與台灣勞動力發展政策 
 

10:20-10:30 中場休息 [提供茶點] 

10:30-12:00 

 

焦點座談－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的實務與經驗 
主持人：戴肇洋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 

與談人：孔于人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 

        賀麗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專門委員 

        康雅菁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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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12:00-13:00 中午休息 [提供便當] 

12:10-12:40 
正午講座－臺灣企業人才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演講人：陳水竹 明新科技大學專案顧問暨兼任教授 

下午議程—論文發表與研討 

第一研討會場（經國紀念堂集賢廳） 

13:00-14:50 

研討主題ㄧ：就業促進與僱用保障 
主持人：劉爾鐸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 

評述人：陳聰勝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兼任教授  

        成之約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林淑慧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待審查及邀請) 

1.影響臺灣青年職涯發展之社會網絡分析(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

系，蕭晴惠；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林國榮；政治大學勞工研

究所，成之約) 

2.本科畢業生自主創業政策實施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

究所，吳安琪) 

3.美國合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法制(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謝棋楠) 

4.論勞務派遣的司法規制—以逆向勞務派遣為進路(北京化工大學文

法學院法律系，薛長禮) 

5.當前中國勞動力市場變化對勞動關係的影響與管理應對(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王長城) 

6.就業促進與雇傭保障實務報告—新常態下促進廣東就業的思考(廣

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唐聖章) [註] 

14:50-15:10  中場休息 [提供茶點] 

15:10-17:00 

研討主題二：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主持人：江豐富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評述人：王長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家春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吳啟新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助理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待審查及邀請) 

1.勞動報酬法制與公私社三分論(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鄧學良) 

2.新常態下的中國大陸的就業和勞動關係(華東師範大學，王大犇) 

3.非繳費型養老金—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一種嘗試(廈門大學公

共事務學院，聶愛霞) 

4.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研究—基於四省市的專題調研分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李波) 

5.中国劳动力供给趋势与经济增长前景(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

院，刘尔铎) 

6.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增長機制探討(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

長，張善利)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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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下午議程—論文發表與研討 

第二研討會場（經國紀念堂欣悅廳） 

13:00-14:50 

研討主題三：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主持人：張其恆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 

評述人：鄭仁偉 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陳澤義 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 

        黃良志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待審查及邀請) 

1.職場忌諱行為內涵及重要性研究(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系，劉仲矩、蔡彥婷) 

2.職場霸凌、職場孤立與離職傾向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壓力為中介

變項(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邱志宗、徐廣正) 

3.高校教師職業壓力、社會支持、職業倦怠問題研究(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王雪瑤) 

4.施比受更有福!解析付出才能得到幸福的中介歷程(銘傳大學諮商

與工商心理學系，劉栩筑、許金田) 

5.認知衝突對工作績效之影響－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之中介角色與

非正式溝通之調節角色(大葉大學人資暨公關學系，何素芬、童惠

玲、施嘉衍) 

6..關於加快發展湖北人力資源服務業的建議與思考(湖北省就業促

進會理事，李齊貴) [註] 

14:50-15:10 中場休息 [提供茶點] 

15:10-17:00 

研討主題四：人力資源發展與訓練 
主持人：王安祥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主任 

評述人：李  波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 

        徐廣正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李庚霈 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待審查及邀請) 

1.論新常態下中國人口政策的調整與轉型(海南醫學院管理學院，黑

啟明、張建) 

2.論技能就業工程(中華職業教育社，黃景容) 

3.大學學習與職涯發展之關聯性—以私立玄奘大學為例(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邱冠彰) 

4.翻轉樂齡長照服務系統–臺灣試辦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計-畫

初步成效之研究(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蕭晴惠；政治大學勞

工研究所，成之約；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林國榮) 

5.組織因素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安全衛生職能關係之研究-以紡織

業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彭鳳鶯、王國華、黃正瀚) 

6.統籌發揮政府組織和民辦組織的作用推動人力資源優化配置(天津

市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于家慶) [註] 

18:00 聯誼晚宴(邀請本研討會合辦單位代表、貴賓、各議程之主持人、演講人、與談人、

評述人以及論文發表人，會後至中山北路四段海霸王旗艦店參加餐敘與交誼) 

[註]中國就業促進會臨時因故不克來台參會，原定由代表團員所擔任的歡迎致詞及論文發表由主辦單位代為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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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代表致歡迎詞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長 陳正良 
 

(2015年 10月 15日) 

 
 

 

各位蒞會的貴賓，各位參與辦理本屆研討會的夥伴們，大家好： 

    首先，謹代表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誠摯的歡迎各

位貴賓撥冗參與這場結合了學術與實務的兩岸四地交流盛會。 

    我們對於支持與共同辦理今年度研討會的合辦單位表達衷心的

感謝；這些單位包括中國就業促進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

係系所，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

究所；中華職業教育社、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澳門人力資源協會，

以及中華勞促會。我邀請各位蒞會貴賓對於這些合辦單位及參會代表，

給予熱烈的掌聲來表達我們的感謝。 

    向各位報告，我們每年舉辦「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的目

的是為了『促進勞動與就業關係領域的學術研究、實務推廣及交流合

作』，具體作法是以「勞動與就業關係」這個學術研究領域及專業工

作範疇的兩岸四地學術機構、專業團體以及學者專家、專業從業人員

為對象，透過一年一度當面聚會與研討，構築成一個交流平台。我們

期許這個平台是由民間團體所穩定辦理的，加入合辦的單位具有一定

素質及代表性的，開放給各界人士自由報名參加的，所發表的論文是

透過公開徵稿及經過審查的，議題探討的知識及專業基礎是多學門及

跨領域的，並且參與會議及活動的動機是藉由交流合作來促使勞動與

就業關係領域的學術與實務相結合，以增進勞動者生活福祉、事業組

織發展，以及協助國家社會穩定和諧做為目標的公益性質的平台。 

    我們注意到，在經濟層面，全球已步入到一種產能過剩而市場動

能需求不足的瓶頸狀態。在政治層面，一些地位突出的國家，在許多

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不斷以維護自由及民主價值、促進公平貿易，

或深化市場機制為名，卻是以自我利益為依歸，實際上沿用了傳統的

恃強凌弱的手段，行劫貧濟富之實，甚至造成當地長期處於動亂不安

的險境，這還包含了所造成的軍事衝突與國際金融騷亂。同時，在工

作世界，由於電腦與通信科技的高速發展，從 1970 年代的自動化生

產或所謂第三次產業革命，到當前 2010年代之初，再結合雲端科技、

物聯網、大數據管理、智慧設備的應用，型塑成為所謂的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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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智慧化，或第四次產業革命。在相當程度上，這些發展對於

工作世界帶來了更為高度壟斷的供應鏈生產模式，更加激烈競爭的企

業經營環境，致使原本已經大為紓減的資本剝削勞動現象，又新添上

來自科技的擠壓，造成許多勞動者承受到雙重剝削的問題，導致愈來

愈多的勞動者工作缺乏保障、僱用或就業條件下降、工作壓力升高，

威脅到勞雇關係的和諧穩定，嚴重地阻礙了人們對於和樂生活的追

求。 

    我們知道，社會改革的關鍵在人，但卻不是強調放縱慾望的物種

本性，而是有賴民胞物與的美善人性發揚。在今日的經濟社會，企業

在數量上是僅次於家庭的重要社會制度。在工作世界面對前述令人憂

心的發展趨勢下，我們認為：企業不再只是牟取利潤的工具；今日的

企業必須肩負起為人們帶來就業機會與工作報酬、實踐社會分工與合

作，以及提供個人求取自我實現的憑藉等多重的、多元性功能。因此，

勞動與就業關係領域不僅是專注在人力資源的發展與管理，還須強化

對企業經營管理各個層面的關照，並提供支持與合作。 

    因此，我們呼應國際勞動組織(ILO)的觀點，希望對當前工作世

界所面臨問題的改善途徑，提出正確的對策方針。國勞組織認為：政

府為求實現促進社會與經濟整合性發展，以及為國民謀得尊嚴生活水

準的政策目標，必須充分地提供國民生產性就業，而達成就業促進政

策目標的關鍵要素在於「企業促進」與「人力資源發展」。其中，我

們勞動關係領域的研究者與實務專家需要加強對企業促進議題的掌

握。 

    本協會在過去二、三年來把促進兩岸就業服務的交流合作列為重

點工作。今年我們非常感謝中國就業促進會和我們共同了這次會議，

儘管遺憾的是該會在臨行前因故取消了台北行程。我們今年的合辦單

位還有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及中華勞促會協助邀請到山東及北京的就

業專業團體及職業學校。這些團體與機構都是大陸地區實際執行就業

有關業務的實際工作者。我們希望勞動與就業關係領域的學者專家藉

由研討會的平台，增加對於各地就業服務與促進就業工作的瞭解，並

且透過直接的交流，相互學習，大家共同為我們勞動者最為重要的需

求-就業，投入努力、做出貢獻。 

    最後，我希望能代表本次研討會的所有參加人員，感謝本次會議

的經費支持的贊助單位，他們依序是：中興保全、台灣菸酒、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勞保局、中華就促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以

及本次會議經費最主要的提供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期盼各位蒞會貴賓充分的利用本次研討會以及會後的交流活動，

並獲得到豐碩的交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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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 

學術研討會上的致辭 

中國就業促進會秘書長  李春暉 

（2015年 10月 15日） 

 

尊敬的陳正良理事長，女士們、先生們，海峽兩岸的朋友們： 

值此“2015 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開幕之際，我謹代表大

陸主辦方——中國就業促進會對各位朋友的蒞臨表示熱烈歡迎！對

我們的合作夥伴——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

流協會的各位同仁，為本次研討會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地感謝！ 

2013 年，大陸中國就業促進會會長張小建先生首次率就促會同仁赴

台參加“2013 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受到陳正良理事長

等臺灣同仁的熱烈歡迎。期間不僅參加了學術研討活動，還參訪了台

北、台中、台南的職訓中心和就業服務中心，參加了中華勞促會在三

重就業服務站舉辦的現場徵才求職活動，實地瞭解了臺灣就業的就業

政策和基層單位在實施就業服務和開展培訓的具體做法，取得了豐碩

成果，一是大陸就業工作者首次參加在臺灣舉辦的兩岸三地交流活動，

開創兩岸就業工作者在社團平臺交流的先河。二是大陸就業工作者與

寶島就業工作者首次正式建立合作交流關係。三是臺灣就業和職業培

訓基層單位首次對大陸交流團開放，接待交流團成員，實現兩岸就業

工作者面對面的交流。 

這次研討會以“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為主題，兩岸四地的專家

學者共同分享在就業促進與服務、人力資源開發、職業教育與訓練等

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經驗，進一步探討在就業領域的深化互動與合作，

不僅是上次交流的延續，也是拓展未來的新起點，相信經過大家共同

努力，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 

借此機會，向大家簡要介紹一些情況。中國就業促進會成立於 2005

年，會員來自從事勞動就業的實踐工作者、理論研究者以及公共就業

人才服務機構、就業培訓機構、失業保險經辦機構、職業仲介機構、

各類企事業單位、相關社會組織等。目前，共有個人會員近 800人，

單位會員 900 餘家。此外，還有 24 個省級就業促進會，以及部分市

縣級就業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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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業促進會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以促進就業為宗旨，圍繞經濟

社會發展大局和就業中心工作，配合政府部門貫徹實施就業優先發展

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開展勞動就業理論以及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研究，

開展有助於促進就業和服務于勞動者的實踐活動，立足服務、面向社

會，充分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為推動就業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2013 年，中國就業促進會榮獲由經社理事會和類似組織國際協會頒

發的促進勞工權益領域的千年發展目標獎，成為大陸唯一獲此殊榮的

非政府組織。我們希望繼續得到兩岸同仁的鼎力支持，也希望今後進

一步加強兩岸合作，增進交流，加深瞭解，為促進就業工作發揮更大

作用。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就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頭等大事。解決

好就業問題，是全世界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進入新世紀以來，大

陸始終堅持把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制定並實施了一系

列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業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陸城鎮就業人數從

2001年的 2.4億人，增加到 2014年的 3.9億人，城鎮失業率保持在

4-5%的較低水準；2014 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規模已達到 2.7 億。

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新一輪青年就業高峰的壓力得到較好化解。就業的

穩定和擴大，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為勞動者提高收

入改善生活做出了貢獻。 

近年來，隨著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調

整的影響將進一步加深，就業形勢面臨新的壓力，總量矛盾依然存在，

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城鎮失業者的就業、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幾重矛盾相互交織，就業任務仍然十分繁重。隨

著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臺灣也面臨著與大陸類似的問題。如何適應形

勢變化，特別是在全球經濟走勢普遍疲軟的情況下，更好地應對失業

和促進就業，是兩岸就業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熱切期待通過

今天的研討會能夠相互啟迪，共同探討兩岸解決就業問題的新思路和

新舉措，為兩岸勞動者的福祉作出貢獻。 

    最後，衷心祝願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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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討會致辭 

中華職業教育社研究部部長  劉志芳 

（2015年 10月 15日） 

 

 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嘉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在秋風送爽的時節，很高興作為主辦機構

的代表、和大陸專家一起來到美麗的寶島臺灣，與來自兩岸四地的知

名專家、學者及行業翹楚齊聚臺北，共同探討勞動與就業關係問題。

這是兩岸四地勞動就業關係學術研究領域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謹代

表中華職業教育社向來自兩岸四地的各位專家學者和朋友們，表示誠

摯的歡迎!向研討會的順利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給予這次會議高

度重視、大力支持和周到安排的主辦單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華職業教育社自 1917年 5 月 6 日創立以來，在近百年的風雨歷程

中，幾代先賢，篳路藍縷，薪火傳承，始終秉承職業教育“謀個性之

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

進生產力之準備”的使命，追求“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的

職業理想，發揚“團結、切實、堅韌、勤儉”的精神，堅持“利居眾

後，責在人先”的原則，無論是在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經濟

建設和深化改革的和平時期，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留下了一個又一

個閃光點。特別是在促進邊遠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的貧民子弟就業，

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新的突出的貢獻，得到了政府有關領導人和社

會各界的高度讚賞，如今正帶著累累碩果，即將步入中華職業教育社

的百年華誕！ 

    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深交好朋友，是我們中華職業教育社

的老傳統。2013年 9月 25日，我社曾與臺灣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

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扶助協會連袂主辦了“２０１３年勞動與就業

關係學術研討會”，以“職業教育訓練與就業促進”為主題進行了深

入探討。會上，來自兩岸三地的近８０位勞動與就業領域的專家、學

者撥冗蒞臨臺北，打造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思想盛宴。時任中國就業促

進會會長、我社原副理事長張小建先生與我社時任總幹事陳廣慶先生

親自帶隊前來，分別介紹了大陸促進就業的政策及其實踐成果以及我

社在開展職業教育、協助政府促進就業方面的工作情況。今天有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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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前來再續前緣，再襄盛舉，新朋老友，如沐春風。這個研討會不僅

契合了循序漸進、不斷探索的學術潮流，也是踐行兩岸四地同仁不斷

增進瞭解、加深友誼、拓寬合作領域的又一次有益嘗試，更是兩岸四

地專家學者及專業團體機構之間多年搭建的交流互信合作平臺的進

一步鞏固和完善。 

    業有千般，民生為大。研究勞動與就業的關係，解析勞動就業與

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問題，其目的正是為了不斷改善民生，使“求人

者得人，求事者得事”，從而促進百業之進步，而這正是我社成立的

初衷和主旨。實踐已經證明，職業教育所彰顯的民生意義已成為其持

續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愈來愈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和強勁的生命力，同時也昭示著未來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終身教育的宣導者保羅·朗格朗曾指出：“普通教育，

只有在它培養了人們從事職業的能力時才能獲得其充分的意義，也才

能獲得最強大的動力。”“教育在抽象的真空中是不能有效起作用的，

必須與對日常生活、職業生涯、政治、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產生強烈

興趣聯繫起來。”這是關係全域的教育觀念問題。2008 年召開的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教育部長會議的主題是“注重品質的全民教

育：學到 21世紀所需的能力和技能”。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

開的第三屆世界職業教育大會也把主題確定為“職業教育——培養

工作和生活技能”。可以看出，所有的資訊都指向要大力發展以能力

培養為核心、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 

    “理必求真，事必求實”。我相信本次研討會必將推動兩岸四地

同行的進一步合作，必將促進勞動與就業關係問題的深度解析，前輩

學長和青年才俊的真知灼見必將激蕩出絢爛且極具價值的智慧火花，

從而以先進的理念、學術的真諦、包容的胸懷和文化的魅力，架起兩

岸四地勞動與就業領域深入交流合作的友誼之橋，並進而將學術成果

轉化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 

 衷心祝願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誠摯的歡迎各位朋友隨時蒞臨北京到中華職業教育社做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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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系 50週年慶學術系列活動之三)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主辦 

中國就業促進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共同主辦 

合辦單位：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

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中華職業教育社；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澳門人力資源協會； 

中華勞促會 

舉辦日期及會場： 

2015年10月15日·台北劍潭活動中心 
 

上午議程—兩岸四地論壇（經國紀念堂集賢廳） 

09:20-10:20 

 

專題演講－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的政策與法制 

主持人：潘世偉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ㄧ、大陸地區政策與法規現況 

    講  題：大陸地區就業政策與法規現狀 

    演講人：李春暉 中國就業促進會秘書長 

二、臺灣地區政策與法規現況 

    講  題：經社環境與台灣勞動力發展政策 

    演講人：成之約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10:20-10:30 中場休息 [提供簡單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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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 

大陸地區就業政策與法規現狀 

中國就業促進會秘書長  李春暉 
 

就業問題是全世界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大陸地區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

富，既面臨龐大新成長勞動力就業壓力，又面臨結構調整、體制改革中歷史遺留

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還有數以億計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就業問題

總量之大、矛盾之複雜，是任何國家以往都未曾遇到過的。大陸歷來高度重視就

業工作，在解決就業問題、推動政策發展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一、當前的就業形勢與任務 

大陸把就業作為最大的民生，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堅持實施就業優先

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實現了就業規模持續擴大，保持了就業局勢總體穩

定。年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從 2010年的 1168萬人增長到 2014年的

132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維持在 4.1%的較低水準，2014年末為 4.09%，

繼續保持在低位。重點群體就業穩步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規模不斷擴大，

2014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約為 27395 萬人，比上年增加 501 萬人，高校畢業生、

城鎮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保持基本穩定。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一產業

就業比重從 2008 年開始下降到 40%以下；第二產業就業比重 2012 年首次突破

30%；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近年來更是持續增加，2011年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就業比

重，2013年三級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 31.4：30.1：38.5。 

但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大陸就業形勢依然複雜，就業任務依然繁重。一方

面，勞動力總量呈減少態勢，但仍處高位。2012年至 2014年，大陸勞動年齡人

口連續三年出現減少，2014 年比上年末減少 371 萬人。但這畢竟是在勞動力供

給峰值上的減少，現階段勞動力特別是新成長勞動力供給仍處於高峰期。同時隨

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還將有相當數量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另一方面，

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勞動力市場既面臨一線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的招工

難，也面臨高校畢業生和城鎮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難。這種“兩難”並存的局

面，突出反映了就業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根本原因是勞動力需求和供給不匹配。

產業需求變化和勞動力供給變化的步調不一致，將使得技能人才供求不平衡矛盾

更加突出。同時，隨著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淘汰落後產能的推進，也將不

可避免會帶來結構性失業問題。 

二、大陸積極就業政策 

在總結國內外經驗和實踐的基礎上，2002年 9月，大陸制定了積極的就業政策，

研究制定了稅費減免、小額擔保貸款、社會保險補貼等一整套促進就業和再就業

的政策措施。2005 年底，對原有積極的就業政策做了進一步延續、擴展、調整

和充實，工作目標群體進一步擴大、政策體系更趨完善。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

臺了第一部就業方面的專項法律《就業促進法》。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就

業帶來的衝擊，大陸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為較好應對金融危

機，保持就業的穩定和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2015 年，面對經濟增速減緩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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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調整的新形勢，大陸又出臺了新一輪的促進就業創業的政策，對進一步做好新

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新政策包括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堅持就業優先的戰略。明確將城鎮新增就業、調

查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指標；建立宏觀經濟政策對就業影響的評價機制、

共同投資和重大專案帶動就業的評估機制。二是積極推動創業帶動就業。提出進

一步降低創業門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為創業者進入市場降低門檻、簡化手續、

創造條件。三是統籌推進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在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幫扶困難

人員就業，統籌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複轉複退軍人就業和殘疾人就業方面

有新規定。四是加強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這些政策與鼓勵推動“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的時代要求高度契合，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促進就業創業的政

策效果正逐步顯現。 

積極就業政策在實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成功解決了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下

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並且對擴展全社會就業門路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推動

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積極探索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發展方式，推動

就業總量不斷增加，就業結構不斷改善。三是推動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初步形成。

“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日益發揮基礎作用。四是推

動就業工作邁上法制化軌道。為進一步解決好新時期的就業問題提供了切實有力

的法律保障。 

三、就業促進法律現狀 

（一）相關法律 

2007年以前，就業促進的法律主要包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勞動法》中。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專列促進就業部分，明確作出鼓勵發展經濟促進就

業、提供就業服務、反對就業歧視等規定。 

（二）就業促進法 

2007年制定實施了《就業促進法》，將經過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的積極就業政策通

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主要包括十個方面：一是有利於促進就業的經濟發展政

策；二是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三是有利於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四是有

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五是城鄉統籌的就業政策；六是區域統籌的就業

政策；七是群體統籌的就業政策；八是有利於靈活就業的勞動和社會保險政策；

九是援助困難群體的就業政策；十是實行失業保險促進就業政策。 

（三）國際公約 

目前，大陸共批准了 25個國際勞工公約，其中，在就業方面批准了《同酬公約》

《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就業政策公約》《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殘疾

人)職業康復和就業公約》等核心公約和重要公約。 

今後一個時期，大陸就業壓力依然很大，就業任務依然繁重。我們將通過充分運

用積極就業政策的成功經驗，不斷總結新的有效作法，進一步充實完善積極就業

政策內容，用百倍的努力，將就業這項關係民生之本的大事抓實、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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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系 50週年慶學術系列活動之三)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主辦 

中國就業促進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 共同主辦 

合辦單位：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

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中華職業教育社；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澳門人力資源協會； 

中華勞促會 

舉辦日期及會場： 

2015年10月15日·台北劍潭活動中心 
 

上午議程—兩岸四地論壇（經國紀念堂集賢廳） 

10:30-12:00 

 

焦點座談－人力資源發展與企業促進的實務與經驗 

主持人：戴肇洋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 

與談人：孔于人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副會長 

        賀麗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專門委員 

        康雅菁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研究員  

____________________ 

焦點座談之時間配置： 

(1)主持人引言15分鐘。 

(2)與談人發言，每位15分鐘。 

(3)主持人邀請各位與談人上台，接受現場來賓自由發

言，每位發言3分鐘為限；主持人得視情況邀請與談人表

示意見。 

(4)主持人請與談人做整體回應，每位3分鐘。 

12:00-13:00 中午休息 [提供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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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合辦單位簡介：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關於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是現時香港最具規模的人力資源管理專業

團體，屬非牟利機構，成立於 1977 年，目前會員數目超過 5,500，

當中超過 600 家為公司會員。學會致力發展及提高香港人力資源管

理從業員的質素；為業內人士提供所需指引；以及加強公眾對人力

資源的認識及提高其影響力。學會舉辦各類專業培訓及調研活動，

其中包括多項具影響力的人力資源研調、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專業證

書課程、大型展覽及會議等。學會同時活躍於國際人力資源組織，

是亞洲太平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會員之一，而該協會亦是世界人力

資源管理協會聯合會會員。查詢學會詳情，請瀏覽學會網

址 http://www.hkihrm.org。 
 

 
 

 

 

http://www.hkihr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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