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110年度撰研統計分析報告 

高雄市失業給付概況統計分析 

 

 

 

 

 

撰寫人：曾榮慶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 
 

高雄市失業給付概況統計分析 

壹、 前言 

為維持失業勞工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水準，政府自 1999 年開辦勞工

保險失業給付制度，並於 2003 年轉變為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目的除

透過津貼給付提供失業者維持經濟安全保障外，並積極地透過就業服務希

望失業者能早日重返勞動市場再就業。另為鼓勵失業給付領取者提早就業，

對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資格者，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

依規定參加就業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按被保險人尚未領取失業給付金額

50%，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綜觀我國近年歷年失業率變化，台灣地區失業率 2000 年前穩定落

於 3%以下，惟 2001 年失業率驟升至 4.57%，甚至在 2009 年一度來到

5.85%。經政府各項努力措施之下，2014 年起失業率終控制於 4%以下。

失業率係失業人口占勞動力人口之比率，作為人力資源調查的重要指

標，失業人口代表人力資源無法有效運用，對於勞動市場及社會經濟

都是負面的不良影響。基此，失業給付為就業安全政策的一環，為有

限社會保險給付，津貼給付的設計上有其積極性的目的，若能充分運

用，對於失業民眾待業期間的經濟支持及再就業準備都能產生極大助

益。 

為瞭解本市失業給付請領者之概況，本文首先檢視本市失業率及

資遣通報人數的變化與趨勢，其次透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

務資訊整合系統」及勞保局全球資訊網統計年報 /月報資料，分析本市

失業給付請領者的特性，並期待透過相關數據資料的蒐集，進行分析

並提出政策上的建議。 

貳、 現況分析 

探討本市失業給付請領狀況前，需就本市勞動市場的相關指標進行探

討，以下就本市失業現況及資遣通報特性分析： 

一、 本市失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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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失業人口數 

從失業人口數來看，本市失業人口數大致上變化趨勢與全國一致，

自 101 年起持續下降，104 年相對低點後微幅上升，整體來看失業人

數呈穩定狀況。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 失業率 

從失業率來看，本市失業率大致上變化趨勢與全國一致，且失業率

數值與全國相較落差不大，皆於 4%上下浮動，整體來看本市失業狀 

況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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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惟自 109 年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加上今(110)年五月起本土疫

情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5 月 19 日宣布，由於社區傳播及本

土個案人數持續擴大，全國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另自 7 月 27 日

至 8 月 9 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疫情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

仍須持續觀察。 

二、 本市資遣通報特性分析 

為使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能迅即掌握被資遣人員資料，提

供必要之服務及協助其再就業，當雇主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及第 20 條等規定事由，向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時，須辦理資

遣通報。以下就高雄市資遣通報特性進行說明： 

(一)、資遣通報人數/廠商家數 

 本市資遣通報的人數及廠商家數自 102 年起皆逐年上升，109 年與

102 年相較人數與廠商數分別增加幅度達到 117.64%及 1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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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資遣通報行業別人數 

由高雄市 109 年-110 年上半年半年期資遣通報前五大行業別人數來

看，皆以批發及零售業居首，製造業次之。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系統 

 

(三)、資遣通報行業別家數 

家 

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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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雄市 109 年-110 年上半年半年期資遣通報前五大行業別家數來

看，皆以批發及零售業居首，製造業次之。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系統 

 

(四)、102年-109年本市資遣通報事由 

另從本市資遣通報人數進一步分析資遣事由，以「勞動基準法第十

一條五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42.05%最高，其次

為「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二款(虧損或業務緊縮)28.61%。另值得注

意的是資遣事由中與雇主本身經營狀況不佳相關的第十一條一款及

二款事業單位因歇業或轉讓、虧損或業務緊縮合計占 4 成，與勞工

本身不能勝任之第十一條五款比例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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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系統 

 

三、 小結 

綜上分析，本市失業人口數及失業率與全國變化趨勢差異不大，失業狀況

尚屬穩定，惟資遣通報人數及廠商家數卻自 102 年起逐年提升，推測原因

係為經過本府勞工局積極宣導，當雇主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

但書及第 20 條等規定事由，向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時，落實通報致通報數

逐年上升。 

參、統計分析 

一、失業給付概況 

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

資合計滿 1 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

安排職業訓練，得請領失業給付。本市計有前鎮就業服務站等 6 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符合資格之失業民眾申領失業給付，協助

失業民眾完成失業認定並於每次申領期間提供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

諮詢，協助失業民眾早日重返勞動市場或參加職業訓練提升工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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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本市歷年

失業給付申請人數如下： 

(一)、本市失業給付申請人數 

本市失業給付申請人數自 104 年起逐年皆呈上升趨勢，去(109)年因

新冠疫情導致勞動市場受到影響，失業給付申請人數與前一(108)年

度相較增加 1,069 人(10.97%)，若與 101 年相較更是增加了 2,729 人

(33.74%)。 

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二)、本市失業給付申請人年齡別分析 

針對本市近三年失業給付申請人年齡分析，以 35-39 歲以及 40-44 歲

青壯年族群居前兩名，兩年齡組合計超過整體 3 成以上，惟此兩年

齡層亦是勞動部相關就業政策工具較無涵蓋的一群，需考量增加資

源以協助其盡快回歸勞動力市場；另由各年齡層的申請人數變化趨

勢來看，大多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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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三)、本市 107-109年失業給付申請人性別分析 

本市 107-109 失業給付申請人性別以女性居多，相較男性約高出 10

個百分比左右，顯示女性在職場中有較高的風險遭遇非自願離職的

狀況。 

 

 

 

 

 

 

 

 

 

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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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市 107-109年失業給付申請人性別與年齡別交叉分析 

以本市 107-109 年失業給付者性別及年齡別進行交叉分析，以 35-39 歲女性最

多，40-44 歲女性次之，35-39 歲及 40-44 歲男性再次之，可看出年齡及性別皆

對於失業給付申請造成影響。 

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五)、本市 107-109年失業給付申請人欲從事職業別分析 

非自願離職勞工申領失業給付期間須配合就業服務站提供就業服務，

有關本市 107-109 年失業給付申請人欲找尋之工作職業別以「事務支

援人員」居首，「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專業人員」次之，可供就業服務站開發職缺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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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二、 本市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狀況 

(一)、本市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人數及金額 

失業給付申請人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

加就業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可領取「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本市

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在申請人數及金額趨勢上為逐步上升，與失

業給付申請人數增加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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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保局全球資訊網 

 

(二)、本市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失業給付申請人數及比例 

本市失業給付申請者中，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人數自 105 年起多

未達 3 成，顯示多數失業勞工仍是選擇先領完失業給付，而未進入

就業市場，難以達到使失業民眾盡速就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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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保局全球資訊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四、 本市就業促進政策與作為 

(一) 運用中央政策工具，提升就業機會：勞工局運用勞動部相關就業政策

工具，如「缺工就業獎勵」、「臨時工作津貼」等；以及因應新冠疫

情所推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安穩雇用 2.0 計畫」等計畫或方

案，協助弱勢民眾順利就業。 

(二) 辦理現場徵才活動，促進勞雇媒合：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持續辦理實

體及線上徵才活動，疫情期間媒合不中斷。另本府轄下計有 6 個就業

服務站及 28 個就業服務台，透過優質的服務網絡，提供近便性的就業

服務。 

(三) 安排職業訓練課程，協助增強技能：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依本市經貿

情勢、區域特色及政策進行需求分析，規劃辦理多元職業訓練課程。

另配合本市產業發展，就經發局規劃之策略性及重點產業，加強技術

人才培育，協助民眾提升技能。 

(四) 深耕校園就業服務，促進青年就業：與本市 24 所高中職暨大專校院合

作辦理校園就業博覽會及宣導活動，進駐本市 4 所校園設立「校園就

業服務台」，提供學生職涯、職訓、就業諮詢等相關服務。另辦理

「青年就業大贏家」、「青年職場任我行計畫」等就業促進方案，協

助青年順利就業。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上，透過上述資料彙整本市狀況略述如下： 

(一) 失業率：本市失業率自從 85 年突破 3%以後，受景氣影響 91 年

達到 5.5%，一路多維持在 4-4.5%，受金融風暴影響 98 年達到

5.8% 。在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改制後，失業率呈現漸進式下降

的趨勢，從 99 年的 5.2%，109 年已降至 3.8%，連續 3 年低於全

國失業率。 

(二) 資遣通報：由本市資遣通報數據來看，自 102 年起本市不論是資



13 
 

遣通報人數或廠商家數皆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推測係因雇主經勞

工局積極宣導已能落實通報所致；而資遣通報事由中與雇主經營

不佳相關的事業單位因歇業或轉讓、虧損或業務緊縮與勞工本身

不能勝任職務兩者比例皆為 4成左右。 

(三) 失業給付：另由本市失業給付申請人分析資料來看，性別以女性

居多，年齡以 35 歲-44 歲的中壯年族群為主，約占總人口的 3 成

左右，惟此年齡層失業勞工是現行勞動部各項就業促進工具所較

少照顧到的族群，也是勞動市場主力工作者，協助渠等勞工盡早

進入就業市場除維持個人或家庭經濟安全外，對於整體經濟環境

降低失業率亦有助益。最後以性別及年齡交叉分析來看，以 35-

39 歲及 40-44 歲女性居前二名，惟因資料取得之限制，建議未來

可再進一步進行性別主題式研究，探索勞動市場中性別化過程。 

(四)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為鼓勵失業勞工盡早投入勞動市場，失業給

付申請人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就

業保險滿三個月以上者，可領取「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本市申

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人數與失業給付申請人數皆為緩慢上升趨勢，

惟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人數僅失業給付申請人數之 3 成以下，

推測因失業給付每月領取金額均一而非階梯式設計之發放機制，

使受領者在權衡考量下較不易在領取期間積極尋職，長期下來，

一旦開始申請失業給付後，若未能提高誘因，除了進入職場意願

降低，若碰上經濟風暴、國際情勢變化、肺炎疫情等原因影響勞

動市場，亦造成其落入長期失業之循環或出現怯志工作之現象。 

二、 政策規劃建議 

(一) 調整失業給付領取機制： 

考量現有失業給付領取機制為按月均一給付制，較無積極鼓勵失

業民眾盡早就業之效果，若能調整領取金額為階梯式給付，給付

總額不變但給付金額隨領取期間遞減，再搭配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越早就業領取之金額越多，在這設計下應可提升民眾積極並盡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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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勞動力市場之意願。 

(二) 加碼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另為提升民眾盡早就業之意願，本府亦可考慮加碼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考量市府財政限制，故建議政策之目標群體針對失業給付

申請者中 30-44 歲之失業給付申請者，此族群為現今勞動部相關就

業促進政策工具較無涵蓋的人口，卻又於失業給付申請人中佔多

數，也可能多是家庭中的主要經濟支柱，實有其資源發放之必要

性。而制度設計建議可採階梯式發放，符合失業給付領取資格者，

於請領第 2 次或第 4 次失業給付前即就業，由本府進行階梯式加

碼補助。 

以上建議目的皆為鼓勵失業民眾可透過就業服務站提供專屬就業

服務及給付加碼的誘因下積極尋職，上工就業後不僅家庭得以維

持經濟安全，勞動市場供需之間也能獲得平衡，進而降低本市失

業率，增進總體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