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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近幾年來日本青年就業相關議題的焦點主要是在以非正規勞工身分就業的比例增

加。在日本，正規 (永久 )員工的就業通常被視為是直接雇用的全職就業，而且沒有

定期的勞動合約。同時非正規 (非永久性 )員工不只包含臨時工，也包含兼職勞工 (不

過實際上大多數的兼職勞工都是臨時工 )。派遣工也被歸類為非正規勞工。換言之，

「正規職務」已被視為是代表日本平常就業實務中的長期就業。  

不過日本年輕人受雇為非正規勞工的比例從 1990 年代中期便急劇上升。1994 年

在年滿 15 到 24 歲的年輕人 (不含在學生 )當中，有 8.0%的男性與 13.0%的女性是非

正規勞工。到了 2005 年，這兩個數字已經增加到男性 28.9%以及女性 39.8%1。正規

與非正規職務的許多層面都發現有一些差距，包括就業穩定性與條件，以及有無技

能發展機會與社會保險。  

青年在獲得可以讓他們取得財務獨立性之穩定與有利的就業機會上越來越困難的

這種情況不僅在日本非常普遍，而且在歐洲與其他許多工業化國家也是如此。面對

這種財務獨立性較高的挑戰，一般會假設許多國家會採取相同的方向和目標，也就

是採取一些政策措施去改善年輕人的就業能力並輔導他們進入勞動市場。  

在本報告中，我們將會檢討日本政府相關方案的現況與議題。不過因此就有需要

先去了解日本國內從學校轉換至勞動市場之機制特性與改變。就是在這樣了解的基

礎下，目前在日本所實施之措施的重要性與相關議題變得相當明顯。此外，這將有

助於不同背景因素之國家以及從學校轉換至就業之機制之間相互的了解，並且讓我

們能夠相互學習。因此，本報告的第 2 章將會進一步說明日本從學校到就業的轉換

機制，而這項機制也已獲得日本青年獲得正規職務機會以及已經發生的改變所支

持。在此日本的轉換機制方面，我們將會在第 3 章探討日本中學與中學後教育發展

的特性。在此認知的基礎之下，本報告將繼續在第 4 章討論一個議題，就是青年非

                                                  
11994 年的數據來自於日本總務省統計局所公布之「勞動力調查之特別調查  – 2 月份調查結

果」，2005 年的數據來自於「勞動力調查  – 1 至 3 月資料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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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職務增加  – 許多工業化國家也出現這種現象  – 正在日本發生並且造成尼特族

(NEET)之相關情況，而這個時間點對這族羣人口要進入勞動市場而言是艱困的時

機。最後第 5 章將討論目前所採取要解決這些問題與相關議題之措施的發展方向。  

 

2. 學校至就業之轉換機制  

(從學校轉換至就業之趨勢 ) 

一直到 1990 年代中期，一般大眾仍然將學校到就業順利的轉換視為是理所當然。

不管是中學或是大專院校畢業後，如果畢業生有這樣的想法，則大多數的學生都可

以在畢業之前找到一個全職的永久性就業機會當一個正規員工。日本從學校至就業

轉換機制的順利程度一直都為國際間各種研究工作中所讚賞 (OECD 1999, 2000; 

Ryan 2001, etc.)。  

請先讓我們看一些資料說明最近幾年所出現的一些改變。每年在中學與大專院校

所作的抽樣調查中都可對畢業後即成為正規員工之學生數量作充分的掌握。這些調

查可根據畢業後即找到工作之畢業生出生年份來了解他們的人數，而其結果數據可

用於計算畢業即就業人口與相關年份出生人口之間的比例。圖 1 所示即為這些結

果。以 1950 與 60 年代為例，畢業即就業人口的比例大約是 80%。不過在出生於 1970

年左右的人口當中，這個數字開始出現下滑，最低點出現在 1980 年出生的族群，這

個比例下滑至 60%左右。這個世代大約是在 1990 年代末期與 2000 年代初期完成學

業，而當時日本正好碰上經濟衰退。因此一般認為這個下降的主要因素是畢業當時

就業機會不足。經濟狀況從 2000 年代中期開始轉好，因此最近幾個世代就可以看出

這個數字呈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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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校至就業的順利轉換：剛畢業人口之就業比例 (依教育程度排列 ) 

  

 
 
 
 
 
 
 
 
 
 
 
 
 
 
 
 
 
 
 
 

 

註  *1：出生年度人口是根據中學畢業生人數計算。  

 *2：職業學校畢業生是從 1958 年以後出生者開始表列。  

資料來源：作者依照日本文部科學省「學校基本調查」提供之數據做成。估算是根

據中學畢業後在下列年數當中找到工作的比例完成：中學畢業為 3 年；

專門學校、短大以及技術學院畢業為 5 年；大學畢業為 7 年；碩士畢業

為 9 年；取得博士學位者為 12 年。  

 

研究所畢業  

大學畢業  

專科、短期大學、

高專畢業  

高中畢業  

中學畢業  

出生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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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學校至就業的順利轉換機制並未瓦解，不過近幾年無法藉由此機制找到

就業的人數卻有增加的趨勢。  

同時，1950 與 60 年代出生之畢業生當中約有 20%並沒有轉換成就業新鮮人的勞

動力。由於這個數字所根據的統計資料可以顯示所有學生在其預定畢業時間所採取

之就業途徑，因此這 20%左右沒有成為就業新鮮人的畢業生也包含中輟生。不過請

注意即使在一個畢業即可找到工作被視為理所當然的年代，還是有一些年輕人落到

這個機制之外。  

圖 1 也可以看出當青年進入勞動市場時畢業學校的種類。1960 年代以前出生人口

大多數都具備中學 (含 )以下的教育程度。這種就業新鮮人的比例逐漸下降，而到了

1980 年代中期以後出生的人口中，大約有 3/4 擁有高等教育學歷。這部分的背景來

自於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因此，近年從學校至就業轉換中特別重要關鍵已由從哪

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畢業轉變到學生的畢業時間。  

 

(日本企業招聘方式之特色 ) 

第一個讓年輕人從學校順利轉換至職場的因素就是日本企業的招募作業。即使到

今天，絕大多數的企業與公家單位都會在學生從中學與大學畢業時 (學年是在 3 月底

結束 )大量招聘員工。此外也有一些中小企業也希望以這種方式聘請員工。這種方式

也同樣常見於生產場所藍領工人的招聘中。招聘的特點在於並不是針對特定的工作

在找人，而是一般性質的工作 (例如事務或技術工作 )進行大量招聘。這就是造成員

工在就業之後被指派到各種職務上以及人員定期輪調的原因 (Yano 1993)。就業新鮮

人招聘是行之有年的招聘方式也是日式就業的要件之一。 2 

                                                  
2有關就業年輕人招聘是日本就業的主要元素之一的爭論，請參考 Hirohide Tanaka (1980)與
Kunio Odaka (1984)的研究。一般的觀點是這種常見作業方式的建立出現在二次大戰後經濟快速

發展的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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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公司並不會只招聘就業新鮮人。依照需要聘請員工  – 以轉職者的型式並

且以填補職務空缺為目的  – 也同樣常見。年輕人也同樣是這種招聘方式的目標。不

過這兩者 (就業新鮮人與轉職者 )的定位卻不相同。  

我們先看最近針對過去一年當中有聘請年輕人 (15-34 歲之間 )之公司所做的調查  

(表 1-a)，以及不同招聘型式的比例。從聘請就業新鮮人或轉職者作為正規員工之公

司的比例，我們可以看到在所有規模的公司當中，聘請轉職者的公司比例上比聘請

就業新鮮人的公司高。不過看到以公司規模排列的數據時，我們發現員工人數 99

人以下的公司聘請轉職者的比例要比聘請就業新鮮人的公司高。員工人數超過一百

人的企業有比較高的比例會招聘就業新鮮人。同時員工人數一千人以上的企業有九

成以上會進行就業新鮮人的招募作業。  

 

表 1. 年輕人 (15-34 歲之間 )招聘與訓練，依公司規模與招聘方式排列  

a. 過去 1 年中年輕人的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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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透過長期教育訓練等方式訓練員工之政策的企業比例 (企業中各類別年輕員工之

比例 ) 

 

 

 

 

 

 

c. 採用職外訓練與職務輪調作為年輕員工訓練方法之公司比例 (企業中各類別年輕

員工之比例 ) 

 

 

 

 

 

 

資料來源：厚生勞動省統計情報部 (2010)，「2009 年青年就業總調查」  

 

比較過訓練政策 (表 1-b)與年輕員工訓練方法 (表 1-c)之後，我們可以看出依照聘

雇的方式 (就業新鮮人或轉職者 )而定，公司內部年輕員工受訓的定位各有不同。換

言之，利用職外訓練與職務輪調方式提供年輕員工長期教育訓練的公司比針對轉職

者提供相同機會的公司多。這裡可以再次看出依照公司的大小，而且不論招聘方式

雇用為正式員工  雇用為非正

式員工  應屆畢業生  雇用轉職人員  
事業單位規模   小計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應屆畢業生  雇用轉職人員  
事業單位規模   小計  

實施職外訓練 (Off-JT) 實施工作輪調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應屆畢業生  雇用轉職人員  應屆畢業生  雇用轉職人員  
事業單位規模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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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都有明顯的差異，大型的企業會進行更長更多的訓練。大型企業傾向於進行更

多就業新鮮人的招聘作業，而且錄取的就業新鮮人數量也比較多。 3 

下列表 2 可以看出花在教育訓練上的時間長短，其中顯示新進員工 (本調查中之定

義為受雇 3 年以內之員工 )每年花在預定在職訓練與職外訓練上所花的平均時間。這

裡再次可以顯示出就企業規模來看有明顯的不同。不過在員工人數超過 5 千人以上

的企業中，我們可以看出每年花在在職與職外訓練的時間總共有 1,200 小時，幾乎

是一整年都在受訓。  

許多公司都認為他們錄取為正規員工的年輕人就是這種訓練的對象。然而，特別

常雇用就業新鮮人所以比例較高的大型企業會以長期的觀點來訓練這些員工。就業

新鮮人員工會被定位成這種特別需要關注的訓練對象。  

 

表 2. 新進員工 (就職 3 年以內 )接受預訂在職與職外訓練之執行現況 (依企業規模排

列 )。  

                                                  
3在一年之內獲得正規職務機會的年輕員工 (15-24 歲 )當中，從學校畢業之後同一年內被一千名員

工以上大公司所雇用得年輕員工比例高達 68%。當企業規模越小，這個比例也隨之變小，下滑

到 5-29 名員工企業的 32%(厚生勞動省 2010)。大型企業不僅傾向於進行就業新鮮人的招募工

作，且其聘僱員工當中就業新鮮人的比例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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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厚生勞動省「人力資源開發基本調查」 (2008) 

 

表 1 也可以看出針對以非正規員工身分雇用之年輕人的訓練政策與方法。這部分

明顯與受雇為正規員工之年輕人完全不同，非正規員工幾乎沒有長期訓練或者透過

職外訓練或職務輪調計畫訓練的情形。就企業的規模來看，這裡的差異也幾乎很小。 

以就業新鮮人為長期受訓對象的招聘方式仍舊廣為採用，主要是在大型企業中。

同時非正規員工 (不列為長期訓練對象 )的增加也正在造成社會問題。  

 

3. 就業新鮮人就業媒合系統與高中 /大學教育特色  

(學校教育與就業媒合系統 ) 

在就業新鮮人招聘作業中，其機制的運作是學校多方參與為求職人媒合工作。  

幫高中畢業生推薦工作的流程是由日本政府、高中學校與主要經濟組織透過就業

安全法 (Employment Security Act)所控制。換言之，打算雇用高中畢業生的公司首先

必須向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 (Public Employment Security Office)繳交工作機會表確

認就業機會的條件等，該辦公室再將工作機會表轉給這些公司想要雇用員工的學

已實施的在職

訓練 (OJT)(%) 
計 劃 性 的 在 職

訓練 (OJT)的平

均時間（小時）

已實施職外

訓 練

(Off-JT) 

職 外 訓 練

(Off-JT) 的 平

均時間（小時） 

事業單位規模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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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校會向學生公告這些就業機會，並向各公司推薦提出工作申請的畢業生。這

些步驟的時間表會事先公布，就業測驗會在畢業前 6 個月舉行。在進行推薦的過程

中，學校會經常做調整以盡可能讓更多學生提出申請。同時學校也會提供輔導來幫

助學生找出適當的工作以確保他們被錄取的機會。  

同時，勞工行政單位會確認工作機會表並管理整體的時間表。在此過程中，當局

會掌握工作機會與求職資訊，而且如有需要時會作出市場調整，方法包括培養新的

工作機會以免出現粥少僧多的情形。近年來，這些單位扮演更直接的角色。除了某

個工作機會只能限定特定學校的情況以外，這部分包括資訊數位化以及提供許多就

業資訊給所有學校 4。  

 

圖 2. 希望就業之高中生的職業介紹制度  

                                                  
42003 年針對高中學生提供的就業機會數量出現下滑，當時有許多改革作業都在推動，例如工作

資訊數位化與公司參訪的推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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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 1990 年代中期就業機會的減少，無法透過這種組織性職業介紹制度找到

工作，於是畢業即失業或屈就於非正規工作的高中畢業生數量逐漸增加。 5 

根據最近一項訪查學校畢業後之就業狀況的調查顯示，在東京的高中畢業生當

中，找到正規工作的畢業生人數以及只能找到非正規工作或者失業的人數大約相同

6(表 3)。一般認為一直到 1980 年代還可以支持學校順利轉換至就業的高中畢業生之

就輔制度並沒有像過去一樣有效發揮功能。  

 

                                                  
5勞工行政單位會發布持續尋求學校與勞工行政單位媒介工作機會之學生的統計數據。根據最新

的統計資料顯示，有 95%的學生在畢業時即找到工作。而另一方面，放棄學校推薦並不再表示

希望透過職業介紹找工作的學生並沒有包括在統計數據內。因此，這些數據並不能完全代表畢

業後沒有找到工作或者決定繼續就學的學生。  
6不過這個比例依地區不同而有變化。例如在製造業興盛的長野縣諏訪 /岡谷地區所做的一項調查

顯示，在高中學歷的人口當中，在畢業後立即成為正規員工的比例超過 7 成，而非正規員工或

失業的比例維持在 20%左右 (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a)。  

提出徵才表  

寄回  
企業  

申請徵才  

推薦  就業考試  

內定通知  
學校

公開求才  

諮詢、指導  

決定考場  

監護人  
諮詢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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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城市中 20 多歲年輕人在離開學校之後的就業狀況  

 

 

 

 

 

 

 

 

資料來源：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12a) 

從 1990 年代開始，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就業新鮮人身分受雇的重點轉移到大

學生。在過去，企業也會傾向於直接去大學提出招聘員工的申請。不過在 1970 年代，

向學生大量傳達就業資訊的私人仲介單位開始發展，而且也出現一種方式，就是不

經過大學組織直接打電話給申請人並雇用有潛力的畢業生。這種方式與透過大學組

織媒介的方法同時存在。  

在招聘的時程方面，學校與企業組織之間會達成一定協定。不過這只是君子協定，

而事實上雙方不一定會遵守協定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無論如何，大學在媒介就業機會上的角色並不容小覷。雖然調查資料有些老舊，

但當您注意到在比較日本與歐洲就業新鮮人就業媒介流程的一項調查 7中有關日本

就業媒介流程特色時 (表 4)，很明顯可以看出與歐洲大學畢業生相比，日本的大學畢

業生會利用大學組織與老師的協助進行求職活動。雖然並不像高中制度那樣的制度

                                                  
7「日歐國際高等教育與就業之比較性研究」，這是一項在 1998 與 1999 年間所進行的一項調查，

對象是日本與 11 個歐洲國家的相同架構下從高等教育機構畢業 3-4 年的畢業生。日本方面的調

查是由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所進行，而歐洲方面是由高等教育研究者協會 (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代表人：德國凱索大學 [University of Kassel]Ulrich Teichler 教授 )
所執行。日本與歐洲所收集到的有效問卷數量總共是 36,697 份 (其中有 3,421 份是日本的 )。日方

的報告是由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負責撰寫 (2001)。   

正式雇用  非正式雇用  從 事 自 營

業、家業  
失 業 、

無業  
其他、無

作答  
合計  

男性小計  
高中畢業  
專科、短期大學、高專畢業  
大學、研究所畢業  
中學畢業、高中肄業  
高等教育肄業  

高中畢業  
專科、短期大學、高專畢業  
大學、研究所畢業  
中學畢業、高中肄業  
高等教育肄業  

女性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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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日本大學所扮演的角色與歐洲國家相比確實比較吃重。其中一項因素是招聘

就業新鮮人在日本是很平常的作法，所以學生在學校時就會進行求職活動並且在畢

業之前便收到非正式的工作，然後一畢業就開始就業。  

 

表 4 大學畢業生第一次找工作所進行之求職活動 (MA) 

 
看 徵 才 表 、 徵 才 資 訊

誌、求才廣告應徵  
不知有無徵才的情況

下接觸公司  

自己發佈求職廣告  

應徵公司主動徵才  

利用職業介紹所或學

生就職中心  

利用民間職業介紹所  

利用大學就業部或就業

資訊室  

向大學教授諮詢  

因邊就學邊工作的關

係而被錄取  

利用其他個人關係（親

朋好友等）  

自行創業／自營業  

其他  

有效作答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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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研究機構 (代表人 :Ulrich Teichler 教授 ;凱索大學 ,德國 )在日本和歐洲收集到的

有效樣本 36,697 件‧ (其中 3,421 件來自日本 )日方報告是由日本勞動研究機構提供 (2001) 。資

料來源：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1) 

 

不過無法成功利用學校所提供之組織性協助的學生人數出現增加的趨勢。最近一

項針對大學負責這種就業媒介支援的部門所做的調查 8顯示雖然一方面學生利用網

路所找到的工作職缺資訊來進行求職活動的趨勢日漸明顯，但另一方面透過大學所

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在減少中 (表 4)。今天一般的大學生會在私人機構建立的線上求職

網站中登錄來進行求職活動。學生會在這些網站中找到職缺資訊並且發出個別申

請。由於一方面不透過大學所設置有關求職協助之機制而自行進行求職活動的學生

數量逐漸增加，我們無法確定學生是否充分了解勞工行政單位也有就業媒介機構，

而且這種機構的使用率也不高。就業新鮮人求職的組織性協助雖然是日本的一項特

色，但這種方式即使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媒合上面也開始出現下滑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在其求職活動中變得孤立，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心理壓力逐

漸擴大，而放棄尋找正式工作並退出求職行列的學生人數增加，這些都變成問題。

在此衰退的背景下，在畢業之前找到非正式工作的壓力就變得非常高。由於就業新

鮮人招聘的目標是雇用有潛力的畢業生，有不少公司將前幾年畢業的學生排除在招

聘的對象之外。從去年開始，日本政府開始鼓勵企業將就業新鮮人就業申請的名額

開放給畢業 3 年之內的年輕人，不過目前還不知道這些努力的效果如何。  

 

                                                  
8
這是由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在 2010 年所進行的一項郵件 (有部分是電子郵件 )調查，主要對

象是全日本 4 年制大學工作媒介部門與職業生涯中心 (614 所大學，不含專門大學，例如醫學、

牙醫、護理與宗教研究大學以及 2005 年新成立的大學 )。調查回覆率為 80.1%。  



15 
 

表 5 大學職業生涯中心所見之學生於雷曼兄弟風暴之後求職活動的改變  

 

 

 

 

 

 

 

 

 

 

 

註：  回覆「非常同意」與「有些同意」的大學比例。根據未就業的比例來看，下

列的 p 值水準有明顯的差異：+p<0.1, *p<0.05, **p<0.01,***p<0.001. 

資料來源：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12b) 

 

由大學所提供的組織性協助有多有效？根據 Hori (2007)的資料顯示，其效果依照

大學的錄取條件而有所不同。在日本，各大學會舉辦入學考試來徵選學生。因此，

人們會根據入學考試的難度將各大學作出排名，而許多公司也對這種排名產生興

趣。換言之，錄取條件較高之大學所錄取的學生通常會得到各公司較高的評價。此

外，由於近幾年大學升學率的提升，錄取條件較低的大學會錄取一些在校成績較差

而且用以前的標準來看無法進入大學就讀的學生。9這種學生品質的改變也讓學生更

難找到正規職務的機會。Hori 指出這種情況的大學越多，大學也就越可能變成工作

                                                  
9由於日本有將近 80%的大學是私立大學，因此招收學生是非常重要的管理議題。有許多學校並

沒有嚴格審核申請人的在校成績就直接錄取。  

其中選拔性在中等級以下的私立
按未就業率別  

未 滿

20％  
20～30％  

具有強烈心理負擔的學生續增  
求職活動的展開情況因人而異  
學生盡早展開求職活動  
學生諮詢續增  
可透過就業中心（就職部）仲介的徵才數變少
具有強烈經濟負擔的學生續增  
學生過度仰賴網路訊息  
大學主辦支援就業活動的出席率變高  
中途停止就業活動的學生續增  
學生的就業目標集中於知名企業  
學生不再進行 OB/OG 拜訪  
已無法掌握學生就業活動的情況  
學生的課堂出席率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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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的資訊來源。當學校扮演指導者的角色時，則學生就有可能有效進行其求職活

動，進而提升找到非正式就業機會的可能性。  

回到表 5，表的右邊將目標限制在中到低等錄取條件的私立學校。這些學校根據

無法找到學校所提供之正規職務之學生比例區分成幾種模式，而同意各項說明之受

訪人數比例依模式區分成表中所列者。無法找到正規職務之比例高 (超過 30%)與低

(低於 20%)的大學之間的明顯差別是無法找到正規職務之學生比例低的學校中有許

多在由學校所舉辦的就業協助活動出席率上是比較高的。同時，無法找到正規職務

之學生比例高的學校中會有學生在學期中就停止找工作或者無法掌握學生求職活動

的狀況。這種情形表示當大學組織性協助傳達到學生時，就有降低無法找到正規職

務之學生比例的效應。我們假設在就業新鮮人招聘已成為行之有年的作法的日本來

說，組織性協助非常有效。  

 

(職業教育之下降趨勢與發展低落 ) 

日本高中與大學雖然在就業媒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他們在提供職業教育上

卻微不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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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中期中學的升學率超過 90%，而且近幾年已經進一步提升到 98%。然而

進入職業學校的升學率卻低到只有 20%左右，而且這個比例多年來一直在下降中。

此外，雖然將近 15%的高中生一畢業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比例在職校畢業生

只有一半左右。大約有 7%的高中畢業生沒有找到正規的就業，而職校畢業生則為

12%左右。高中技職教育整體而言都在下降。同時，即使單看進入勞動市場的畢業

生身上，我們也不能說這種教育是充分執行。  

另外高中技職教育也有許多相關的問題。四年制大學在傳統上是高等教育機構，

而目前也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中心。目前高中畢業生大約有一半會進入四年制大學就

讀。不過這些學校有許多並沒有提供技職方面的教育。進入四年制大學的高中畢業

生大約有一半是選擇就讀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科系，而且大多數這樣的畢業生都從事

一些辦事員或銷售相關的工作 10。這些科系的課程與學生畢業後所從事的工作形式

之間幾乎都沒有關聯。圖 3 是取自表 4 中在歐洲所進行的同一項調查結果。日本大

學畢業生在大學所學之知識與技能數量與歐洲的大學畢業生相比少很多。此外，圖

4 當中可以看到日本方面依照大學科系區分的調查結果。在日本，人文與社會科學

是一半以上大學畢業生的主修科系，因此特別明顯可以看出大學所學知識與技能應

用比例很低。  

再者，日本大學的另一項特點就是幾乎所有學生都是一從高中畢業就進入大學就

讀，而且都是如期畢業。進入勞動市場之後再回到大學就讀或者半工半讀的年輕人

非常稀少。學生從學校轉換到就業的常見過程就是從早期的兒童教育一路不間斷地

念到大學畢業，而且畢業後開始成為全職正規雇員之後就不再回學校念書。  

日本大學這些特性的形成與日本公司的歷史有關，因為這些公司在進行員工管理

時都將重點放在公司內部的人力開發。近幾年來，日本文部科學省已經將教育內容

                                                  
10
在一個已開發的內部勞動市場當中，辦事員與銷售相關工作在日本公司都是以後晉升到管理階

層的入門級工作。在日本，聘請就業新鮮人擔任管理工作的公司可以說並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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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就業之間的聯結不良視為一項問題。雖然政府正在推動各種措施 11，不過日本大

學長久以來所發展出的特性一時之間並不容易改變。  

 

圖 3. 大學所學知識與技能應用水準  

 

                                                  
11例如在中央教育委員會在 2008 年的「加強大學教育」報告中提到「學士的能力」或者透過學

士學位得到的能力。報告中包含有擔任業務職員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並且說明委員會了解到透

過學士學位為業務職員打下基礎的需要。此外從 2010 開始將會執行一項計畫來支援產業界與學

界等各界之間的合作計畫來發展大學學生的就業能力。  

日本、男性  

日本、女性  

歐洲、男性  

歐洲、女性  

常使用  
使用頻度高  
有時會使用  
鮮少使用  
完全不使用  
目前的工作與高等教育的學習內容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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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1) 

 

圖 4 依照畢業學系區分之大學所學知識與技能應用水準 (日本 ) 

(「經常應用」+「大量應用」的比例 ) 

 

 

 

 

 

 

 

 

 

資料來源：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1) 

專門訓練學院制度是在 1970 年代所成立，這是與四年制大學不同的高中後教育機

構。這種學校的重點是技職教育，目前有大約 15%的高中畢業生進入這種學校就讀。

專門訓練學院主要是針對護理人員、美容師與汽車機械技師等需要職業資格才能進

入之專業訓練人才與半專業人才以及工作人員。這些學校並不像四年制大學一樣廣

為企業所接受。  

4. 與青年就業相關議題之現況  

(青年非正規職務之大幅上升 ) 

在這樣的情況下，年輕人屈就非正規職務的比例從 1990 年代中期到 2000 年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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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現迅速增加，而且在同一個時期青年的失業率也逐漸上升 (圖 4)。其背景之企業

行為出現以下變化：首先，因為經濟不見好轉，公司減少雇用新人，而在日本的情

況就是公司開始減少雇用就業新鮮人。第二，由於全球化不斷擴大，經濟的起伏也

越來越頻繁與劇烈，因此公司減少雇用正規員工 (亦即永久性員工 )，並轉而雇用非

正規員工。12此外，另一項因素是勞工派遣法 (Worker Dispatching Act)的修訂，這項

修法讓勞工派遣適用於更大範圍的工業與職業項目。  

日本最常見的非正規職務形式是稱為「parto」 (兼職 )13勞工。這種勞工大多數都

是中年以上的已婚婦女。在日本一直到 1980 年代為止，許多兼職勞工都是中老年婦

女，而且有一定數量的學生會擔任稱為「arubaito」(arbeit 或者臨時工或散工 [casual 

worker])的臨時工作。從 1990 年代開始，大量在畢業後仍舊在非正規職務市場中持

續就業的單身男女成為 arubaito 臨時工。此時出現一個新名詞「飛特族 (freeter)」，

係指既不是學生也不是正規職務受僱者的年輕人。飛特族 14的數量開始納入年度白

皮書中，在 2003 年出現最大數量 218 萬人。  

 

圖 5.年齡 15-24 歲以及 25-34 歲人口當中非正規職務率與失業率變化  

 

                                                  
12根據厚生勞動省的「多樣性就業總調查 (2010)」顯示，也有很多公司採取「勞工成本刪減」以

及「反映業績波動」為由雇用非正規員工，而且不限於年輕人。  
13「Parto」基本上是兼職員工的代名詞。不過在實際上，有許多案例的工作時數幾乎都與正規

員工的工作時數相差無幾。大多數都是定期合約的工作，而且工作類別也都侷限於公司內的某

些工作項目。一般大眾認為兼職勞工都是一些主要角色是擔任家庭主婦與養育子女的中老年婦

女。這個名詞帶有一些性別角色的態度。  
14統計上「飛特族」的定義如下：年齡 15 至 34 歲之間、學校畢業的男性以及未婚女性，而且是

(1)被稱為「臨時工」或「兼職工」； (2)屬於尋找臨時工作或兼職工作的完全失業；或者 (3)屬於

想要擔任臨時工或兼職工並且不希望職業是家管、不打算上學或者沒有非正式工作機會的人

口。請注意「臨時工」一詞也是根據工作場所使用的一個名詞所定義，這個名詞在過去指的是

擔任臨時員工的學生，不過最近泛指所有年輕的臨時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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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年齡 15-24 歲之非正規職務率並不包含仍舊在學的學生。  

資料來源：非正規職務率：2001 年以前各年資料取自日本總務省統計局「勞動力調

查之特別調查」二月份調查結果；自 2002 年起之資料取自日本總務省統計局「勞動

力調查詳表」之 1-3 月份調查結果 (不過請注意 2011 年資料不含東北地區的 3 個縣 )。

整體失業率資料均取自上述勞動力調查。  

 

(青年非正規職務相關議題 ) 

有哪些議題與接受非正規職務青年人數增加有關？  

許多經驗研究中都指出非正規職務青年的薪資水準都比同年齡的正規職務青年

低，工作性質不穩定且經常成為勞工調整的對象，而且很少有機會接受職業技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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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例如，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的「就業狀況調查」(2009b)的詳表就顯示

出 a) 全職正規員工以及臨時 /兼職勞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以性別、年齡與學歷來區

分，就年收入與時薪來看差距都很大，b)正規員工方面有學歷越高收入越高的傾向，

而且隨著年紀增長 (亦即年資越久 )，他們的收入也會增加；不過在臨時 /兼職勞工方

面，不同學歷與年齡之間的收入並無明顯差異。分析中顯示非正規員工的年齡越大

學歷越高，他們與正規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大 (圖 6)15。  

 

圖 6. 正規員工與臨時 /兼職勞工之間的年收入與時薪比較 (依性別與學歷區分 ) 

                                                  
15
不過如同 Sato ed. (2010)所強調的，這些只是平均水準的比較。因此確實有一些非正規員工所

獲得的待遇比正規勞工要好，而且有一些正規員工所獲得的訓練機會比非正規勞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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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 

 

此外，從「就業狀況調查」的同一個詳表也可以明顯看出在臨時 /兼職勞工當中，

參加由雇用公司所提供之公司內部教育訓練的比例大約是正規員工參加比例的 1/3 

(表 6)。由厚生勞動省針對一些企業所作的調查可以看出接受由公司所提供之教育訓

練機會會依照就業狀態而有所不同。針對非正規員工進行人資發展的企業數量大約

是針對正規員工進行人資發展之企業的一半 16。在能力開發的機會上，非正規與正

規職務之間的差異很大。  

 

                                                  
16
根據厚生勞動省「人力資源發展基本調查」 (2010)顯示，執行預定在職訓練的企業有 57.8%會

針對正規員工進行，而在非正規員工面這個比例只有 27.7%。以工作外訓練來看，有 67.1%會為

正規員工提供工作外訓練，但在非正規員工面這個比例只有 31.4%。  

個人年收（高中畢業） 平均時薪（高中畢業） 

萬日圓  

萬日圓  
個人年收（大學畢業）

平均時薪（大學畢業）  

日圓

日圓

男、正式員工  
女、正式員工  
男、兼職  
女、兼職  

男、正式員工  
女、正式員工  
男、兼職  
女、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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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去年 15-34 歲人口參加教育訓練之狀況 (不含在學學生 )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 

 

如前所述，日本高中與大學在職業訓練上所扮演的角色侷限在青年職業技能的發

展，而雇用的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比較吃重。姑且不論這一點，如果就業模式為非正

規時，很少有人會得到公司所提供的人力資源開發機會。年輕人在這個階段缺少重

要的技能發展機會對個人與社會來說都很可惜。  

工作條件與職業技能發展機會大差距背後的原因是以前是非正規職務重點的「兼

職」工作被眾人視為是中老年已婚婦女的就業型態。曾經有明顯的傾向將這項差異

距是為是與家務分工相重疊。當然有很多人表示要探討這個現象 17，不過也有女性

將家庭高於工作上，而且社會大眾也有一些看法認為非正規勞工都是一些責任感不

高的人。  

                                                  
17
「兼職」勞工固定在低薪狀況補償趨勢背後的原因之一是在考慮到「同工同酬」原則應用的同

時，對於日本工作場所工作職責的了解在許多領域當中都是很模糊的。因此很難對「同工」的

定義達成共識。在反應這個現實的同時，「兼職勞工之就業管理改善法案(Act on Improvement etc. 
of Employment Management for Part-Time Workers)」 (1993 年立法、2008 與 2011 年修訂 )將重點

著眼於在保持「工作內容」、「人力資源運用之機制與運作」以及「勞動契約是否沒有固定期限」

等方面中獲得確認之實際工作條件上的平衡處理。  

已 由 服 務 的
公 司 實 施 訓
練  

自我啟發  
未 實 施 任
何訓練  

正式職員、從業人員  
兼職  
臨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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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還有一個歷史背景就是稅務與社會安全制度的設計都會假設身為正規員工

的丈夫是其扶養家庭中的主要收入來源。在這種制度下，對妻子而言比較實際的作

法是選擇一個可以讓她維持被扶養人身分的工作，因為這樣她的收入就不會課稅，

也不需要負擔額外的社會保險費用。  

需要財務獨立的單身男女成為這種非正規勞工之人數快速增加  – 再加上上述的

一些特性  – 的這種現象被視為是會影響社會保險制度根本的情況。作為該制度檢討

的一部份，目前已經在進行一些修改，好將參與社會保險制度的對象擴大到工作時

數更少以及期間較短的勞工 18。  

然而，現今非正規的年輕勞工有一部份可能會脫離社會保險制度之外。作為一個

基本原則，在正規員工方面，年金與健保保費的支付形式是由雇主負擔一部份，個

人負擔一部份，而且個人負擔部分是由其薪資直接扣除。成為正規員工的就業新鮮

人通常都在不知情的狀況加入社會保險制度。非正規勞工通常不是如此，而且他們

必須主動參加國民年金與健保制度 (National Pension a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並支付保費，而原本這部分是針對自雇者所設計。表 7 所示為最近針對東京 20 多歲

居民所做的調查。許多身分是臨時或兼職勞工的受訪者被問到他們是否有加入年金

保險時都回答「沒有」或「不知道」。我們假設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並未支付保費，因

為他們並不知道個人負擔的部分或者因為他們付不起。  

 

                                                  
18
就業保險制度的應用範圍在 2010 年擴大到「預期會受雇達 31 天以上」者，此外也有人在討論

將退休年金保險與健康保險的適用範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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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9 多歲東京居民 (不含全職家庭主婦與學生 )對參加年金保險之瞭解程度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12a) 

 

此外，年輕人無法獲得可以讓他們財務獨立之收入的現象也會造成生育率加速下

滑，這也是日本目前所面臨的眾多問題之一。如圖 7 所示，失業、擔任非正規員工

或者年收入不到 200 萬日圓之 30 歲出頭男性結婚比例都很低 19。不敢組成家庭可以

說是與非正規職務年輕人相關的另一項問題。  

 

圖 7 依照就業與年收入排列之 30-34 歲男性結婚比例  

                                                  
19日本非婚生子女的數量非常少，而且為了要阻止生育率下滑，重點是首先要排除造成結婚比例

低落的因素。  

國民年金  福利年金、
互助組織  未加入  不知道  合計  

男性    正式員工  
       工讀生、兼職人員  
女性    正式員工  
       工讀生、兼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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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 

 

(從非正規職務中發展職業生涯之障礙 ) 

如果非正規職務只是一個人在其年輕歲月的經驗，而且這個人也在數年之後成為

正規員工時，經歷過這樣的就業狀況只不過表示轉換期比一般要長，而且也不需要

視為是重大議題。不過，日本的問題並不只是有一些與非正規職務相關的議題而已，

還有就是從非正規職務轉換到正規職務的過程進展也不容易。  

非正規職務年輕人的相關議題正逐漸擴散到 30-40 歲的族群。這可不是在家中另

外一個主要經濟來源的妻子接受非正規職務的情況這麼簡單。這情況反而是一些必

須要養活自己的男女維持非正規勞工身分的人數出現增加。目前的問題正轉變成「年

紀大」的飛特族。  

日本經濟在 2003 年到 2008 年之間逐漸改善。在這幾年裡，飛特族的人數減少，

不過飛特族人數主要是在 25 歲以下族群中減少。因為日本公司維持他們雇用與培育

就業新鮮人的習慣，而在這段期間從學校畢業的這些學生從這段經濟復甦當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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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不需要變成飛特族。另一方面，已經進入勞動市場但又沒有正規職務經驗的

年輕人 (也就是飛特族 )很難成為原本是針對就業新鮮人之就業機會的對象。換句話

說，雇用就業新鮮人的習慣變成一項阻礙，讓年輕人無法從非正規職務轉換到正規

員工。  

目前有許多正在進行的實務研究在探討從非正規到正規職務之間的轉換，目前國

內所面臨問題，認知的基礎是需準備一條由非正規轉換到正規職務的途徑，這方面

的研究已經獲得下列的發現。  

厚生勞動省 (2006)正在其年度勞動力調查的基礎上檢討近幾年轉換到正規職務之

頻率上的變化。根據這項檢討，年滿 15 至 34 歲 (不含學生 )、並在過去 12 個月當中

從非正規職務轉換成正規員工的人數比例在 1992 年達到 27.0%的高峰，然後開始下

滑，最低曾經滑落到 2003 年的 16.7%。自此之後，這個比例又再度攀升，不過幅度

緩慢，2005 年時只有 19.0%。此外，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進行就業

狀況調查 (日本總務省統計局 )的特別列表工作，同樣也計算了過去一年從非正規職

務離開並在調查期間成為正規員工 (年滿 15-44 歲 )的人數比例，然後將 2002 年與

2007 年的結果做一比較。根據這些表格，變成正規員工的比例在 2002 年是 14.2%，

但在 2007 年上升到 16.1%。這些比例上的變化可以對應到經濟的起伏，而且也顯示

出人力需求增加與促進正規員工轉換之間的關係。  

但是從這些統計數據中所了解的正規員工轉換僅僅與公司之間的轉換有關。換言

之，這並不能解釋一個員工在同一家公司內部從非正規勞工轉換到正規員工的「升

遷」，因此需要另外做調查。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6)針對在東京居住的

年輕人 (年滿 18-29 歲 )做了一項目前職業生涯規劃的調查。20這項調查顯示，曾經有

                                                  
20
「第二次青年工作型態調查」。2006 年 2 月所作的這次面談(同時採用置入法)問卷調查是針對

2,000 名年滿 18至 29歲、居住在東京，並以等比例機率抽樣法(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PPS)
作區域取樣的年輕人 (不含全職家庭主婦與學生 )所作的。在區域取樣當中，先設定一個受訪對象

人數，然後從可以顯示出戶口數量之各行政區基本居民登記(Basic Resident Register)中挑選一些

任意的調查點。調查中利用這些資料作為起點，依照特定時間隔時間進行逐戶訪談，直到完成

該調查點的對象人數為止，然後在到下一個調查點重複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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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特族經驗但後來轉換成正規員工的受訪者 (男性 29.7%；女性 19.4%)當中，大約有

20%透過內部升遷成為正規員工。此外，Kosugi (2010)的研究中也指出，全國年滿

25 至 44 歲受雇勞工之過去職業生涯詳細調查，以及各會計年度開始時為非正規勞

工並在該會計年度結束時成為正規勞工之比例的結果 21顯示，大約有 20%的人是在

公司內部升遷的。從這些結果可以推論，除了伴隨著公司之間轉換的正規員工轉換

之外，另外也有透過內部升遷的轉換。不過這種轉換的人數明顯比伴隨著公司之間

轉換的正規員工轉換人數少很多。  

從非典型就業轉換到正規職務的人之間有何差別？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用「就業狀況調查」的資料檢討在過去一年當中非典型職離職者的正規職務

轉換率，其數據顯示出男性的正規職務轉換率是女性的兩倍，而且 20 幾歲的人比例

較高，尤其接近 30 歲的男性比例特別高 (表 8)。而且，在男性方面，這項比例在已

婚男性身上比較高，而在女性方面則是未婚女性的比例比較高。再看與婚姻狀況的

數字，我們可以推測有一部份的轉換是因為根據他們對性別角色的看法所做出的選

擇。 22 

 

                                                  
21
「工作與學習調查」。調查時間是 2008 年 10 月到 12 月，這項面談(同時採用置入法)問卷調查

是針對 25 至 44 歲，並以等比例機率抽樣法作區域取樣的年輕人所作的。有效樣本數為 4,024 人。 
22 Kosugi ed. (2002)的研究指出婚姻有可能成為男性在非正規轉正規職務過程中的推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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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過去一年當中非典型職離職者之屬性與正規職務轉換率 (年齡 15-44 歲；不含

學生 ) 

 

 

 

 

 

 

 

 

 

 

資料來源：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 

 

有一個受到注意但與屬性 (屬性很難改變 )無關，而是可以連結到政策的因素是先

前的非正規工作或者是剛從學校畢業就找到的第一個工作。也就是說，在轉換成正

規員工的人當中，目前的工作與前一個工作之間有工作類別上 (尤其是在技術性事務

性以及生產製程類別上 )或者產業別 (尤其是醫療與福利以及製造業 )的一致性 (日本

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此外，將這些因素作控制的定量分析也顯示出先

前非正規工作方面的人力資源經驗對於轉換而言很有效，因此如果在前一個工作當

中接受過職外訓練時就會有比較好的正規職務轉換 (Kosugi 2010)，而且所接受之職

外訓練天數越多，轉換到正規職務的機會也就越大 (Hara 2011)。Hotta (2010)回顧了

與第一份工作之間的關係，並指出前三年當中豐富的人力資源發展是有效的，此外

Yamamoto (2011)在徹底檢討第一個工作場所的品質之後指出如果畢業 (或中輟 )之後

花了很久的時間才找到第一個工作時，轉換到正規職務就會有困難，而且對於以後

正規職務轉換有利的因素包括有將來工作方面輔導的機會、資深員工可以教導後進

非 典 型

職、離職者

小計（人）

正式員工轉移率  
男女小計

非典型雇用離職者小計  
年齡階段  

未婚  
有配偶  
生離死別  

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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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以及可以促進期待轉換的機制 23。  

從這種實務研究中可以推導出即使在日本這個依照工作類別區分之跨公司勞動市

場並未充分開發的國家中，我們也可以在從非正規轉換到正規職務的人身上看到個

人雇用方面他們在先前工作當中所累積的職業能力。再者，先前或者第一份工作提

供的不只是接受訓練的機會，還有可以傳達在考慮個人未來的前提之下提升個人職

業能力的職業生涯輔導功能。雇用就業新鮮人之公司所提供的初始訓練通常就包含

這樣的輔導。日本是一個當個人在接受學校教育時與職業生涯發展的連結非常薄弱

的國家，一般人會認為個人第一個工作場所當中的這種訓練所產生的衝擊是很強烈

的。即使第一工作場所是非正規職務，在工作場所中這種教育與輔導的存在可能會

促使個人去建立足夠的職業能力，以便其在下一個工作場所中受雇成為正規員工。  

那轉換到正規員工的另一個途徑  – 也就是在同一家公司內部升遷成為正式員

工  – 是怎麼回事？根據「人力資源開發基本調查」  (厚生勞動省職業能力開發局

2010)的資料顯示，大約有 26%的企業會將非正規的勞工升等成為正規員工。根據日

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8)的資料顯示，企業採用這種方式的目的是要提升

非正規勞工的士氣與留職率，並且讓訓練好的非正規勞工留在公司裡當成公司填補

正規員工離職後空缺的人才庫，因此這是一個值得各大企業採用的制度。此外，

Kosugi (2010)指出內部升遷成為正規員工比較常見於年齡較大的人身上。我們可以

說這是在日本這個內部勞動市場已開發完成的國家中的一種負責任的機制。  

 

                                                  
23另外也有一些矛盾的發現，例如正規職務轉換的機率會隨著在非正規職務上持續服務的年資而

增加 (Genda 2008)，或者相反地，作過好幾個工作有有助於工作轉換 (Hotta 2010)，以及待在非正

規工作的時間越短，正規職務轉換率就越高 (Uenishi 2002; Hori 2012)等等。一般認為這方面需

要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例如個人的年齡以及非正規職務是否是個人的第一個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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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 NEET 之定義與其特性 ) 

日本在 2000 年代中期開始出現尼特族 (NEET)方面的辯論。2003 年是青年失業率

最高的一年，日本政府在這一年研擬了「青年獨立性與挑戰計畫」，這是第一項針對

年輕人就業的綜合性措施，總計有四個中央部會提出合作性措施。由於相關措施的

對象是前往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登記求職的年輕人，因此就出現應該要考慮年輕人

特性  – 也就是年輕人不願意留在勞動市場中成為求職者而寧願在勞工與非勞工之

間徘徊  – 的爭論。此時正是「尼特族」一詞開始出現在日本社會中，這是日本從英

國所採取得一些措施中所學來的。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日本人對尼特族的定義變成

僅針對最不活躍的人口而言  – 也就是說，尼特族並不包含積極尋找工作的人。此

外，日本在這個時間點附近針對年輕人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將目標訂在進入 30 歲的青

年。當「未就業、未受教育、未接受訓練或未尋找工作」的定義冠在這些進入 30

歲的青年身上時，這裡面就包含許多家庭主婦。當局決定比較合適的作法是從青年

就業措施的對象當中排除家庭主婦，因此主要從事家務操持的人也就排除在定義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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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就是用來在年度勞動力調查當中估算尼特族人數的定義，而這個數字也公

布在一份白皮書中。這份白皮書的資料顯示，一般而言符合日本尼特族定義 (須年滿

15 至 34 歲 )的人數都維持在 60 萬人左右。  

圖 8 所示為年滿 15 至 24 歲以及 25 至 34 歲人口中符合尼特族國際定義的人數。

符合國際定義之數據的計算方式是將失業者與操持家務者的數量加到日本尼特族定

義的人數當中。同時，表 9 所示為年滿 15 至 24 歲人口當中符合國際與日本定義，

且年滿 15 至 24 歲的尼特族百分比。  

當我們從全球的觀點來看，日本的尼特族比例並不高。不過，我們卻從中重新發

現一群失業中但又沒有積極求職的人口，這些人一直到現在才被注意到。這些人是

目前關切的重點，因為他們被孤立而且沒有社交關係。  

 

圖 8. 日本與國際定義下之尼特族人數趨勢  

(1) 年滿 15 至 24 歲  (2) 年滿 25 至 3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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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The 年滿 15 至 24 歲人口失業率以及尼特族與人口比例  

 

 

 

 

 

 

 

 

 

「就業狀況調查」中的一項分析顯示日本型尼特族的特徵包括：有很多人教育程

度不高而且是低收入戶，而且雖然這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想要找工作，可是他們卻

以「生病或受傷」、「有找過，但是沒找到」以及「沒甚麼信心」等理由而沒有進行

任何求職的活動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9b)。此外，一些支援組織所做的

調查也顯示出這裡面有很多人都是從學校休學、在校期間受人霸凌或者過去有社會

退縮的歷史 (厚生勞動省職業能力開發局 2007)。  

萬人  
萬人  

15～24 歲 /無業（家管）  25～34 歲 /無業（家管） 

15～24 歲 /非就學、非就業、

非求職、非家管  
25～ 34 歲 /非就學、非就
業、非求職、非家管  

15~24 歲 /失業  25~34 歲 /失業  

失業率  NEET 率 日本型 NEET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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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取措施之方向與相關議題  

在以非正規職務問題為重點的情況下，本人已經大略介紹過日本青年轉換到就業

的現況以及職業生涯發展相關的議題。在此基礎上，本人希望能夠順著本研討會的

兩個次主題總結一些與日本青年就業方面的支援措施。  

 

(就業協助以及從學校至就業的順利轉換 ) 

與第一個次主題有關的日本勞工政策所採取的方向是維持到目前為止都能夠在日

本支持從學校到就業轉換之就業新鮮人聘雇制度，並且在這項功能下滑方面要盡可

能減少該制度無法照顧的年輕人數量。  

如前所述，制度化的組織支援是在高中階段，而大學階段的系統性支援 (雖然沒有

制度化 )在日本已經在學校到就業轉換方面產生功效，並且與公司大量雇用就業新鮮

人與其提供之各種訓練之間產生出互補的關係。  

一項旨在利用這項制度優點的措施就是補充學校就業媒介功能的措施。仔細來

說，就是派遣專家人員負責為中學、大學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提供個別協助

等，並且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所擁有的工作職缺資訊。此外，

在高等教育機構有前景，而且在校外積極進行求職活動的畢業生方面，公共就業安

全辦公室就是為了學生 (包含已經畢業者 )所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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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機構有前景的畢業生方面，學生利用網際網路上提供的各式求職廣告

作為其主要資訊來源去進行求職活動已經成為常見的作法。目前已知與這種求職活

動有關的議題是學生的申請都集中在大型公司，而投到中小企業的申請案比較少。

再者，也有一些學生在求職活動進行到一半時失去信心，因而不再送出求職信。由

於雇用就業新鮮人這種既定的作法之故，學生會在學校期間就積極進行求職活動。

如果能夠系統性地掌握所有工作職缺以及所有求職者  – 就像高中生這樣  – 那麼學

生求職媒介作業就可以更有效率。不過高等教育機構有前景的畢業生都是成人，因

此比較不嚴格並且比較開放式的媒介方式會比較適合。為了要這種情況下加強學生

求職媒介的效率，讓學校與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來提供輔導與諮詢服務，並同時鼓

勵人力需求方面進行就業機會的開發會是有效的方式。  

現在的問題是支援是否可以精確提供給需要協助的人。這是因為學生對於公共就

業安全辦公室並不熟悉。雖然參加就業保險的人在失業時會向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

聯絡，不過學生並沒有參加就業保險方案，因此就算學生畢業時沒有工作，他們也

通常不會去這種機構尋求協助。去年已經制度化的一套提供求職者協助的系統可以

讓沒有參加就業保險的人參加職業訓練。但是我們還是認為學生並不了解這套系

統。即使在高中生當中，現在實際的情況是有不少學生並沒有包含在學校所提供的

就業媒介制度中。目前政府正在嘗試要透過學校推廣這項支援系統，不過這項資訊

通常都傳不到學生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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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正在推行一些措施打算要減少就業新鮮人制度的缺點。如果學生在經濟狀

況不好的年度畢業且工作機會不多時，那麼畢業即失業的學生人數就會增加。現在

正在推動一項措施，來提供補助給一些公司的社會新鮮人職缺，但有雇用過去幾年

就畢業之學生的公司，以及在三個月短期職務結束之後正式雇用這些人的公司。雖

然措施的對象是最近三年畢業的學生，不過有人點出一項問題，就是前幾年畢業的

學生在經過這三年之後，他們被錄取成為正規員工的機會可能會減少。對公司來說，

雇用一個就業新鮮人是一個長期人力資源管理的開始，而且會在這個人成為正規員

工之後一直持續下去。這項措施會改變多少企業行為仍舊有待觀察。我們可以說現

在的問題是要如何去評量包括與上述各問題點有關的各種措施的有效性。  

中學與大學職業教育升級與擴大方面的措施也可以視為是有助於學校至工作順利

轉換的措施。雖然這些措施都是以教育行政單位為中心，不過勞工行政單位也可以

採取一些措施來促進工作體驗與實習以及工作禮儀的學習。業界已經開始配合或參

與這一類的措施，派遣一些講師到學校演講，並且提供學習工作禮儀方面的教材。  

實習是在 1990 年代後期開始引進作為職業生涯教育的一部份以及行政措施。實習

引進時是一種與職業教育中已經存在的在職學徒制度不同的方法，並且定位成大學

主修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生以及高中及各級中學學生之學校教育的一部份。企業協會

也同意實習制度的引進，並且也在促進各公司對實習生的接受程度。這套制度下的

實習生是沒有勞工身分的學生 (包括中學與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 )，因此基本上並不

支薪。根據公司制度的不同，實習生可以支領交通費或者相當於午餐費用的津貼。

不過毫無疑問的是，實習制度也可以是公司選擇想要聘雇之人選的有效方法，因此

實習制度是依照公司利益來執行非政府的措施，並且也逐漸增加到一定的數量。可

是仍有批評擔心實習制度最後可能就變成提供廉價勞工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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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年一項促進已從學校畢業的學生實習的措施已經整合成適合中小企業的措

施。這也是一項針對過去三年畢業的學生所設立的措施，而且是為時 6 個月以內的

計畫。這項措施會提供補助給接受沒有聘雇關係之「受訓學員」的公司以及「受訓

學員」本身。利用私人人力資源業者作為協調者，一般預期可以達成適合工作場所

要求的彈性計畫。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擔心這些「受訓學員」並不算勞工，而且

受訓的結果並不必然形成正式資格等的取得。  

另外一項措施就是提供協助來整合一開始被排除在就業新鮮人雇用制度的人  – 

也就是說中輟生以及一些無法融入學校文化的人。這項支援措施主要的作法是將專

案委託給非營利組織等來提供協助。提供的協助包括有輔導中輟生參訪就業協助組

織，在學校創造諮詢機會好讓學生可以面對並思考自己未來的職業生涯。其目的是

要從源頭避免學生離開學校。之所以會引進這類措施是因為 (日本型 )不活躍尼特族

的產生通常都是在個人的學生時代種下的起因。不過，這裡的問題在於需要花時間

去取得學校的理解，而且這些專案的進展似乎停滯不前。此外現在的問題也可以說

是需要在教育行政與勞工行政單位之間在工作層級上進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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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青年職業生涯技能發展 ) 

即使在過去也一直都有年輕人沒有受到就業新鮮人聘雇制度的照顧。此外在考慮

經濟全球化等環境變遷之下，以後也將可能有相當可觀的年輕人人數無法從就業新

鮮人雇員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再者，就算他們是以就業新鮮人的身分受雇，其中

也會有許多人沒有足夠的機會在公司內部進行人力資源發展，而如果他們提早離開

工作崗位，他們自然就沒辦法接受公司內部的訓練。日本的挑戰在於系統性準備一

個社會機制來提供有效職業訓練機會給無法進行公司內部訓練的年輕人。  

政府提供的公辦職業訓練是針對各種對象作制度化，包括失業者 (請領失業保險金

的人 )、受雇者以及年輕人，包括即將要從高中畢業的學生。此外，一項可以提供正

在尋找工作卻又沒有參加就業保險的人一些訓練機會作為協助方式的制度即將要開

始推行。  

工作卡 (Job-Card)制度是從 2008 年開始推動的措施，其目標是要協助非正規到正

規職務的轉換。這套制度在某些部分與前面幾種制度 /系統重疊。在工作卡制度中，

無法得到機會來發展職業技能的個人  – 例如年輕非正規員工  – 可以得到訓練，其

中包含以在公司以外有效之職業能力評估標準為基礎之在職訓練。工作卡上會註明

持有人完成訓練的狀況、職業歷史等等，並且是在與專家進行職業生涯諮詢時所建

立的，而這張卡可以用在求職活動中。這項制度的大綱是：(1)包含在職訓練以及教

育與訓練機構等所提供之課堂課程 (職外訓練 )等之職業技能發展計畫； (2)可以讓訓

練結果在特定公司以外保持效力之一般目的訓練；以及 (3)進行計畫前後的職業生涯

諮詢服務 (工作卡是在諮詢的時候所建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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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訓練包括由公司所主導的訓練 (其中訓練學員是以定期就業契約聘雇並

接受訓練 )以及由職業技能發展機構 (由國家單位或政府所委託的私人機構 )所主導

的訓練 (其中包含計畫中的在職訓練 )。再者，從今年開始，工作卡將也可用於公辦

職業訓練以及支持求職者的訓練。  

在工作卡制度當中，由公司所主導的訓練直接對應到公司的人力資源需求，因此

受訓學員在完成訓練之後受聘為正規員工的機會比較高。同時，由於訓練計畫與特

定公司以外的職業能力評估標準相符，因此也具有可以用於針對其他公司所舉辦之

求職活動方面的優點。在日本這樣沒有以工作種類區分的明確就業市場之國家當

中，希望此機制能夠透過提供個人職業技能證明的方式來促成公司之間轉職活動順

利進行，包括非正規轉正規職務在內。  

有問題的部分主要是大家還不是很清楚這套制度，而且因為只有少數公司採行這

種制度，因此還沒有達到讓公司間轉職活動順利進行的效應。此外，各公司需要作

大量的準備工作才能讓訓練計畫符合職業技能評估標準，也因此需要許多時間與心

力。一些執行相關訓練工作的公司都對這套制度有很高的評價，不過主要的問題就

是採用這套制度之下訓練作業的公司數量並沒有增加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

構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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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套以 (日本型 )尼特族為對象的相關措施可作為年輕人的職業技能發展，因為

這些人就業的能力相當低。這項計畫可以協助沒有進行任何求職活動之失業者提升

其職業獨立性。在地方政府的建議之下，這項計畫由日本政府委託給積極參與提供

青年支援方面之各地區的一些非營利組織以及其他私人組織來執行。這項計畫可提

供綜合性的支援，而且不只包含與工作所需知識與技能相關的訓練，還包括與職業

意識相關的教育，例如找回工作方面的自信  – 這部分會在獲得知識與技能之前進

行  – 以及促進社會的調整推動。由於尼特族是一群沒有這種綜合性支援就很難獲得

獨立性的族群，因此在一個地區建立相關各方 (地方政府、公共就業安全辦公室、衛

生福利組織、教育機構等等 )的網路也是這項計畫的一部份。前面所提的中輟生協助

計畫也是這項計畫的一部份。   

這項計畫相關的議題是計畫對象中有些人在有能力取得獨立性之前需要一段很長

的時間，而且有不少案例無法透過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所提供之就業協助的計畫來處

理。資源網路的建立還不夠。有人指出雖然會花不少時間在發展技能上面，不過社

會參與實踐上還是需要一套類似社會創業家計畫的機制 (日本勞動政策研究‧研修

機構 2010b,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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