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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111 年月 4 份 

求職求才統計資料分析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強，國內病例及中重症個案持續爆增，衛

生福利部預估 5 月中下旬將達高峰，惟近期 99.75%感染者都是輕症

或無症狀，現階段的防疫重點，在於確保醫療量能及維持緊急醫療體

系順暢運作，政院已加強「輕重症分流」、「擴大篩檢網絡」、「檢疫/隔

離措施調整」、「完善自主回報系統及相關配套」之工作推動，以力求

在防疫、經濟和正常生活間取得平衡。 

就業市場方面，因疫情陡升衝擊就業市場，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就業服務資料庫統計，111 年 4 月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

職人數總計 5 萬 5,082 人次，較 3 月減少 4,831 人次（降幅 8.06%），

較上年同月亦減少 1,966 人次（降幅 3.45%）；而廠商新登記求才人數

為 9 萬 6,885 人次，較 3 月減少 1 萬 6,301 人次（降幅 14.4%），較上

年同月亦減少 9,011 人次（降幅 8.51%）；換算每人平均有 1.76 個工

作機會，較 3 月減少 0.13 個機會，較上年同月亦減少 0.10 個機會。 

受 COVID-19 變種病毒、俄烏戰事衝突，以及中國封城等不確定

因素干擾，促使製造業廠商人力需求放緩，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4 萬

805 人，較上月減少 8,978 人（減幅 18.03%），較上年同月亦減少 7,405

人（減幅 15.36%）。另外，國內疫情再升溫，服務業新登記求才人數

為 5 萬 1,319 人，較上月減少 7,467 人（減幅 12.70%），較上年同月

亦減少 458 人（減幅 0.88%）。 

本土疫情雖再次衝擊內需服務業，惟國內經歷去年三級警戒情

況，民眾消費模式變得更加多元，業者的應變能力也已提升，加上因

清明連假及母親節檔期展開，住宿及餐飲業新登記求才人數達 1 萬

4,600 人次，創近 6 年新高，較上年同月增加 1,025 人（增幅 7.55%）。

其中，餐飲業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1 萬 2,096 人次，較上年同月亦增加

1,186 人（增幅 10.87%）。進一步從職業類觀察，「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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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才雇主第 1 熱門職缺，廠商釋出 7,648 個職缺，但希望從事該職

類工作之求職者卻只有 2,196 人，超額需求達 5,452 人，平均每人有

3.48 個工作機會。 

想要找工作、參加職訓課程或想創業的民眾，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提供多元化的求職管道、資訊與諮詢服務以及職業訓練課程，有需

求的民眾可上台灣就業通網站（https://www.taiwanjobs.gov.tw）或透過

約 1 萬多處超商門市觸控服務系統之服務通路查詢，亦可撥打免付費

客服專線 0800－777888，將有專業人員提供服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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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據求供差距排序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圖 1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供資料差距人數（工作地點） 

 
 

 

 

 

 

 

 

 

 

 

 
註：依據求供差距排序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圖 2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供資料差距人數（職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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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據求供差距排序。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圖 3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供資料差距人數（行業別） 

 

 

 
註：依據求才人數排序。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圖 4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供資料差距人數（製造業中業別） 



 5 

附表 1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職求才資料變化彙整（工作地點別） 

縣市 

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新北市 11,868  -1,031  -7.99  -1,057  -8.18  7,078  -561  -7.34  -310  -4.20  1.68  -0.01  -0.07  

臺北市 14,411  -2,418  -14.37  348  2.47  7,224  -485  -6.29  -930  -11.41  1.99  -0.19  0.27  

基隆市 798  -364  -31.33  -188  -19.07  756  -116  -13.30  65  9.41  1.06  -0.28  -0.37  

宜蘭縣 1,431  -223  -13.48  -115  -7.44  995  -176  -15.03  -2  -0.20  1.44  0.03  -0.11  

花蓮縣 975  -106  -9.81  1  0.10  657  -335  -33.77  105  19.02  1.48  0.39  -0.28  

金門縣 170  -111  -39.50  -82  -32.54  179  -14  -7.25  46  34.59  0.95  -0.51  -0.95  

連江縣 13  -44  -77.19  -41  -75.93  6  -8  -57.14  -8  -57.14  2.17  -1.90  -1.69  

北基宜花金
馬區 

29,666  -4,297  -12.65  -1,134  -3.68  16,895  -1,695  -9.12  -1,034  -5.77  1.76  -0.07  0.04  

桃園市 10,958  1,579  16.84  -578  -5.01  3,916  -531  -11.94  -1,132  -22.42  2.80  0.69  0.51  

新竹縣 3,859  414  12.02  -711  -15.56  1,103  -239  -17.81  -216  -16.38  3.50  0.93  0.03  

新竹市 2,307  -2,666  -53.61  -899  -28.04  1,413  -177  -11.13  36  2.61  1.63  -1.49  -0.70  

苗栗縣 1,218  -616  -33.59  -787  -39.25  1,046  -282  -21.23  -159  -13.20  1.16  -0.22  -0.50  

桃竹苗區 18,342  -1,289  -6.57  -2,975  -13.96  7,478  -1,229  -14.12  -1,471  -16.44  2.45  0.20  0.07  

臺中市 10,723  -3,320  -23.64  -561  -4.97  6,509  -398  -5.76  196  3.10  1.65  -0.39  -0.14  

彰化縣 5,289  -1,635  -23.61  -699  -11.67  2,783  -302  -9.79  -252  -8.30  1.90  -0.34  -0.07  

南投縣 1,411  -383  -21.35  -256  -15.36  1,277  -156  -10.89  -32  -2.44  1.10  -0.15  -0.17  

中彰投區 17,423  -5,338  -23.45  -1,516  -8.00  10,569  -856  -7.49  -88  -0.83  1.65  -0.3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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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雲林縣 2,653  -596  -18.34  -492  -15.64  2,024  -132  -6.12  153  8.18  1.31  -0.20  -0.37  

嘉義縣 2,452  -1,834  -42.79  107  4.56  1,457  -167  -10.28  -17  -1.15  1.68  -0.96  0.09  

嘉義市 918  -135  -12.82  18  2.00  1,020  -67  -6.16  44  4.51  0.90  -0.07  -0.02  

臺南市 9,787  -1,753  -15.19  -407  -3.99  5,849  -132  -2.21  211  3.74  1.67  -0.26  -0.13  

雲嘉南區 15,810  -4,318  -21.45  -774  -4.67  10,350  -498  -4.59  391  3.93  1.53  -0.33  -0.14  

高雄市 11,204  -750  -6.27  -2,236  -16.64  5,521  -307  -5.27  169  3.16  2.03  -0.02  -0.48  

屏東縣 3,285  -74  -2.20  -153  -4.45  2,988  -160  -5.08  33  1.12  1.10  0.03  -0.06  

澎湖縣 410  -22  -5.09  -27  -6.18  321  -43  -11.81  -10  -3.02  1.28  0.09  -0.04  

臺東縣 745  -213  -22.23  -193  -20.58  960  -43  -4.29  53  5.84  0.78  -0.18  -0.26  

高屏澎東區 15,644  -1,059  -6.34  -2,609  -14.29  9,790  -553  -5.35  245  2.57  1.60  -0.02  -0.31  

其他 ─ ─ ─ -3  -100.00  ─ ─ ─ -9  -100.00  ─ ─ ─ 

總計 96,885  -16,301  -14.40  -9,011  -8.51  55,082  -4,831  -8.06  -1,966  -3.45  1.76  -0.13  -0.10  

註 1：表中縣市按五分署排列，本資料係以工作地點分析。 

註 2：因若干求職、求才資料無法歸類於各縣市別，另以「其他」標示。 

註 3：本表格中「─」符號係指無數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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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職求才資料變化彙整（職業別） 

職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613  -394  -19.63  242  17.65  1,515  -129  -7.85  14  0.93  1.06 -0.16  0.15  

專業人員 8,562  -3,330  -28.00  -684  -7.40  7,535  -177  -2.30  -374  -4.73  1.14 -0.41  -0.0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8,198  -3,247  -15.14  -2,630  -12.63  6,770  -589  -8.00  -307  -4.34  2.69 -0.23  -0.26  

事務支援人員 11,241  -1,333  -10.60  1,345  13.59  12,114  -1,557  -11.39  321  2.72  0.93 0.01  0.0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2,608  -1,943  -7.91  -1,220  -5.12  8,848  -31  -0.35  -25  -0.28  2.56 -0.21  -0.1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642  133  26.13  22  3.55  371  -67  -15.30  -27  -6.78  1.73 0.57  0.1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7,878  -1,117  -12.42  -798  -9.20  2,085  -332  -13.74  -364  -14.86  3.78 0.06  0.2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5,500  -4,260  -21.56  -4,643  -23.05  6,532  -744  -10.23  48  0.74  2.37 -0.34  -0.7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及其他 10,643  -810  -7.07  -645  -5.71  9,312  -1,205  -11.46  -1,252  -11.85  1.14 0.05  0.07  

總計 96,885  -16,301  -14.40  -9,011  -8.51  55,082  -4,831  -8.06  -1,966  -3.45  1.76 -0.13  -0.10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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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求職求才資料變化彙整（行業別） 

職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農、林、漁、牧業 613  51  9.07  31  5.33  593  -55  -8.49  67  12.74  1.03  0.17  -0.0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5  15  50.00  -42  -48.28  21  -6  -22.22  1  5.00  2.14  1.03  -2.21  

製造業 40,805  -8,978  -18.03  -7,405  -15.36  20,522  -1,787  -8.01  -1,122  -5.18  1.99  -0.24  -0.2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59  -88  -35.63  ─ ─ 78  -17  -17.89  -2  -2.50  2.04  -0.56  0.0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35  -77  -10.81  -18  -2.76  85  -10  -10.53  -4  -4.49  7.47  -0.02  0.13  

營建工程業 3,309  243  7.93  -1,087  -24.73  923  -133  -12.59  -128  -12.18  3.59  0.68  -0.60  

批發及零售業 11,788  -1,642  -12.23  -637  -5.13  3,049  -388  -11.29  43  1.43  3.87  -0.04  -0.27  

運輸及倉儲業 2,500  -74  -2.87  -1,111  -30.77  893  -26  -2.83  -1  -0.11  2.80  0.00  -1.24  

住宿及餐飲業 14,600  -932  -6.00  1,025  7.55  3,946  -123  -3.02  -200  -4.82  3.70  -0.12  0.4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623  271  20.04  -238  -12.79  1,575  -163  -9.38  -129  -7.57  1.03  0.25  -0.06  

金融及保險業 239  -272  -53.23  -165  -40.84  613  -115  -15.80  55  9.86  0.39  -0.31  -0.33  

不動產業 512  -104  -16.88  71  16.10  129  7  5.74  29  29.00  3.97  -1.08  -0.4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843  -1,426  -43.62  437  31.08  1,463  -139  -8.68  216  17.32  1.26  -0.78  0.13  

支援服務業 4,653  -1,314  -22.02  -927  -16.61  3,205  -340  -9.59  -68  -2.08  1.45  -0.23  -0.2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697  220  8.88  1,354  100.82  1,390  -166  -10.67  529  61.44  1.94  0.35  0.38  

教育業 1,649  -316  -16.08  26  1.60  1,084  -163  -13.07  50  4.84  1.52  -0.05  -0.0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6,818  -964  -12.39  232  3.52  3,289  103  3.23  387  13.34  2.07  -0.37  -0.2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50  -580  -35.58  -239  -18.54  964  -107  -9.99  317  49.00  1.09  -0.43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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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其他服務業 1,347  -334  -19.87  -286  -17.51  11,219  -1,198  -9.65  -782  -6.52  0.12  -0.02  -0.02  

未歸類 ─ ─ ─ -32  -100.00  41  -5  -10.87  -1,224  -96.76  ─ ─ -0.03  

總計 96,885  -16,301  -14.40  -9,011  -8.51  55,082  -4,831  -8.06  -1,966  -3.45  1.76  -0.13  -0.10  

註：本表格中「─」符號係指無數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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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廠商求職求才資料變化彙整（製造業中業別） 

行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民生工業 8,565  -1,471  -14.66  -1,136  -11.71  13,701  -1,038  -7.04  -689  -4.79  0.63  -0.06  -0.05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4,366  -852  -16.33  -191  -4.19  968  33  3.53  91  10.38  4.51  -1.07  -0.69  

飲料製造業 408  325  391.57  -11  -2.63  46  6  15.00  3  6.98  8.87  6.79  -0.87  

紡織業 920  -427  -31.70  -468  -33.72  120  -39  -24.53  -12  -9.09  7.67  -0.81  -2.85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229  43  23.12  79  52.67  100  -41  -29.08  -10  -9.09  2.29  0.97  0.93  

木竹製品製造業 225  64  39.75  60  36.36  33  -4  -10.81  2  6.45  6.82  2.47  1.5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952  -461  -32.63  4  0.42  143  -5  -3.38  -28  -16.37  6.66  -2.89  1.11  

家具製造業 355  41  13.06  -106  -22.99  36  -10  -21.74  0  0.00  9.86  3.04  -2.94  

其他製造業 1,110  -204  -15.53  -503  -31.18  12,255  -978  -7.39  -735  -5.66  0.09  -0.01  -0.03  

化學工業 5,237  -1,795  -25.53  -700  -11.79  979  -136  -12.20  -33  -3.26  5.35  -0.96  -0.52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46  -152  -51.01  18  14.06  31  -9  -22.50  2  6.90  4.71  -2.74  0.30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597  -76  -11.29  -153  -20.40  66  -29  -30.53  -25  -27.47  9.05  1.96  0.8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241  -59  -19.67  -9  -3.60  76  -6  -7.32  2  2.70  3.17  -0.49  -0.21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6  2  8.33  -26  -50.00  10  -2  -16.67  -2  -16.67  2.60  0.60  -1.73  

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621  -234  -27.37  -98  -13.63  138  15  12.20  29  26.61  4.50  -2.45  -2.1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726  -123  -14.49  -11  -1.49  99  -140  -58.58  5  5.32  7.33  3.78  -0.51  

藥品製造業 341  -61  -15.17  -30  -8.09  187  41  28.08  12  6.86  1.82  -0.93  -0.30  

橡膠製品製造業 502  -236  -31.98  -204  -28.90  65  -6  -8.45  -3  -4.41  7.72  -2.67  -2.66  

塑膠製品製造業 2,037  -856  -29.59  -187  -8.41  307  0  0.00  -53  -14.72  6.64  -2.7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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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金屬機械工業 12,123  -3,478  -22.29  -3,621  -23.00  1,741  -240  -12.12  -130  -6.95  6.96  -0.91  -1.45  

基本金屬製造業 1,273  -213  -14.33  -211  -14.22  283  -11  -3.74  -42  -12.92  4.50  -0.56  -0.07  

金屬製品製造業 5,266  -1,341  -20.30  -1,735  -24.78  419  -38  -8.32  13  3.20  12.57  -1.89  -4.68  

機械設備製造業 3,399  -1,357  -28.53  -1,152  -25.31  762  -115  -13.11  -36  -4.51  4.46  -0.96  -1.24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832  -241  -22.46  -335  -28.71  131  -36  -21.56  -21  -13.82  6.35  -0.07  -1.33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099  -151  -12.08  -106  -8.80  80  -2  -2.44  -2  -2.44  13.74  -1.51  -0.96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254  -175  -40.79  -82  -24.40  66  -38  -36.54  -42  -38.89  3.85  -0.28  0.74  

資訊電子工業 14,880  -2,231  -13.04  -1,940  -11.53  4,094  -375  -8.39  -275  -6.29  3.63  -0.19  -0.2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1,143  -1,478  -11.71  -1,661  -12.97  3,026  -323  -9.64  -345  -10.23  3.68  -0.09  -0.12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573  -554  -17.72  423  19.67  845  -33  -3.76  93  12.37  3.04  -0.52  0.19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1,164  -199  -14.60  -702  -37.62  223  -19  -7.85  -23  -9.35  5.22  -0.41  -2.37  

製造業 40,805  -8,975  -18.03  -7,397  -15.35  20,515  -1,789  -8.02  -1,127  -5.21  1.99  -0.24  -0.24  

註 1：製造業四大行業依據經濟部定義之行業範圍如下：1.民生工業：包括食品、飲料、菸草、紡織、成衣及服飾品、木竹製品、非金屬礦物製品、家具及其他製造業。2.化學工

業：包括皮革、毛皮及其製品；紙漿、紙及紙製品；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石油及煤製品；化學材料；化學製品；藥品；橡膠製品；塑膠製品製造業。3.金屬機械工業：

包括基本金屬、金屬製品、機械設備、汽車及其零件、其他運輸工具、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4.資訊電子工業：包括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

力設備製造業。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942814492071.pdf。 

註 2：本表不包含菸草製造業(求才人數上年同月 8 人、上月 3 人、本月 0 人；求職人數上年同月 2 人、上月 5 人、本月 7 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9428144920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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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111 年 4 月份新登記廠商求職求才資料變化彙整（批發、零售、住宿及餐飲中業別） 

行業名稱 
求才人數/變動 求職人數/變動 求供倍數/增減（倍） 

求才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職 

人數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求供 

倍數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

月增減 (人) (%) (人) (%) (人) (%) (人) (%) 

批發及零售業 11,788  -1,642  -12.23  -637  -5.13  3,049  -388  -11.29  43  1.43  3.87  -0.04  -0.27  

批發業 4,032  -1,467  -26.68  93  2.36  1,070  -175  -14.06  -8  -0.74  3.77  -0.65  0.11  

零售業 7,756  -175  -2.21  -730  -8.60  1,979  -213  -9.72  51  2.65  3.92  0.30  -0.48  

住宿及餐飲業 14,600  -932  -6.00  1,025  7.55  3,946  -123  -3.02  -200  -4.82  3.70  -0.12  0.43  

住宿業 2,504  -1,012  -28.78  -161  -6.04  707  -71  -9.13  113  19.02  3.54  -0.98  -0.94  

餐飲業 12,096  80  0.67  1,186  10.87  3,239  -52  -1.58  -313  -8.81  3.73  0.08  0.6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