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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職場 VR —
國人赴陸工作意願變遷
與臺商因應
文《邱建業》
大陸缺工問題已不是新聞，但在新冠肺炎疫
情陰影籠罩下的 2020 年，筆者觀察到缺工範圍
從大陸員工延伸到臺幹族群。現今臺商面臨的臺
幹人才荒有兩個層次：其一是「量縮」，即整體
國人赴陸工作意願減退，導致臺商能接觸並招募
的人選稀少；其中有意願赴陸的求職者又多非臺
商欲招募的目標族群，進而產生了第二層次，也
就是「斷層」問題，即臺商偏好 30 至 39 歲適合
培養為接班梯隊的人選外派意願更低，導致臺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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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青黃不接日益嚴峻。

《 聯 合 報 》 的 調 查 中 有 一 項 關 於 2010 年
至 2020 年國人赴大陸就業意願的長期民調。在
2020 年 的 調 查 中， 有 26 ％ 願 到 大 陸 工 作， 較
2019 年降低 10％，連兩年下滑，為近 11 年來
次低（僅高於 2014 年）。分年齡層觀察，職涯
尚在起步階段的 20 至 29 歲族群願意赴陸工作比
率為 33％，為各年齡層最高，但亦連兩年下滑，
且較 2019 年降低 10％。臺商最中意的 30 至 39

造成 2020 年國人赴陸意願銳減的首要因素
是新冠肺炎疫情，但這種突發性的公衛事件可能
只是延後國人赴陸工作意願，而非永久消除。在
此種短期因素背後，有更重要的經濟及非經濟因
素持續地影響國人赴陸意願，且早已開始醞釀，
並在近 3 年出現實質影響。亦即，這波臺幹人才
荒並不會隨疫情走緩。筆者從過去為企業招募過
程中和求職者的互動經驗，佐以相關數據提供以
下解讀及建議。

國內景氣影響赴陸意願
臺灣的經濟發展愈好，國人赴陸工作意願理
論上就會降低。從數據觀察，自 2008 年底金融海
嘯後，臺灣經濟緩步復甦，至 2014 年經濟成長率
達到 4.71％，為近 10 年高峰。依前文引用的《聯
合報》調查，2014 年國人赴陸工作意願也降至低
點，只有 25％願意赴陸，比例比今年還低。2015
至 2018 年，經濟成長減緩，平均成長率在 1.47％
至 3.31％之間，國人赴陸意願又逐步走高，在
2018 年達高峰，43％國人願赴陸，可見國人赴陸
意願和國內經濟榮枯略呈現反向關係。

外派地點趨多元

大陸漸失首選地位

目前臺商海外投資仍以大陸地區為大宗，其
次是東南亞國家。臺商在大陸以電子零組件及組裝
產業為主，在東南亞以成衣、紡織、製鞋、基本金
屬等傳統製造業提供較多的臺幹工作機會。基於產
業及獲利能力的差異，也影響臺幹薪酬。總體而
言，大陸臺幹薪資及就業機會仍領先東南亞。

在生活面上，在大陸生活沒有語言隔閡，其
城市基礎建設和商業、服務業活動快速發展。相
對於東南亞，首次外派的國人較易適應。所以若
以機會較多、薪水較高、便利性與適應性等標準
來看，外派的優先選擇往往是大陸。
但是美中貿易戰及後續歐美電子品牌廠有意
分散供應鏈布局的催化下，電子相關產業正大舉
赴東南亞設廠並引進臺幹，當地工業區生活條件
也隨之提升，對東南亞的外派市場帶來量變和質

變。這意味，國人選擇派赴地點將更為多元，不
再將外派大陸視為首選。

工作生活失衡

阻中堅族群赴陸

很多臺商質疑為何給予高薪、提供食宿、返
臺機票及休假、眷屬安置及子女就學補助，國人
還是不願意到大陸工作。

投資經驗

歲職場中堅，赴陸工作意願居各年齡層最末，僅
有 20％，更較 2019 年降低了 17％，連 3 年下滑。
可以發現，臺灣人赴陸工作意願在近 3 年開始降
溫，在 2020 年更幾乎面臨懸崖式的銳減。

心理學家馬斯洛（A. H. Maslow）提出知名
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將人類
的需求分為幾個層級，包括最基本的「生理需
求」，往上有「安全需求」，再上一層為「愛與
歸屬需求」。從馬斯洛的理論思考，或許是臺商
忽略了員工在經濟、安全以外，有更高層次的需
求，這些需求往往是非經濟性的。

當有一定經濟條件後，員工會希望在下班
後和家人、朋友建立更優質的關係，或是從事個
人興趣有關的活動。然而目前仍有不少製造業臺
商在大陸的工廠實施一週上班 6 天制，平日固定
工作 10 小時以上也相當常見，工時較臺灣多出
40％至 50％。以目前外派月薪約為臺灣的 1.5
倍計算，薪資相對而言其實並未加值，反而犧牲
了與家人、朋友的相處機會。
儘管多數員工希望薪水愈高愈好，但當薪資
超過一定水準後，犧牲個人生活、追求更高薪資
的動力開始降低。30 至 39 歲族群在臺灣為市場
勞動力中堅，條件不錯的員工雖然在臺灣可能還
買不起房子，但其收入運用在家庭及個人開銷尚
且有餘。從這點便能解釋為何該年齡層赴陸就業
意願低落。

當然還是有些員工認為多付出一點時間，多
賺一點錢總是好的，但隨著「斜杠」概念（Slash；
指多重事業者）在新世代普及，吸引愈來愈多人
思考在下班後投入其他具收益性工作，而不是把
自己的時間都「賣」給同一家公司。

Y、Z 世代不只向錢看

國人在政治、文化、情感上對大陸的感受及
認同，也會影響赴陸的意願。這類因素往往以較
隱晦的方式作用，對求職者決策卻影響深遠。年
長的國人可能會認為賺錢歸賺錢、認同歸認同，
但年輕世代卻經常將認同作為後續是否要到大陸
就業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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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稱 Y 世代是 1981 至 1996 出生，目
前 24 至 39 歲之族群，Z 世代指 1995 年至 2005
年代出生，現今 15 到 25 歲族群。這兩個世代成
長過程中的教育及政治氛圍和先前世代有相當大
的差異。Y、Z 世代歷經民主化與多元化的過程，
民主、自由、人權如呼吸空氣般自然且必要。他
們不像其父母輩被勸戒遠離政治，反而外在環境
更鼓勵政治參與。隨著網路的普及，只要有意願，
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議論或組織運動影響政策。
據陸委會定期執行的「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
之看法」民調，其中「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人
民）不友善態度」自 2018 年 3 月起持續上升，且
在 2020 年 3 月達近 10 年新高，這項調查結果和
同期國人赴陸工作意願剛好呈反向關係，亦即主
觀認知大陸對我人民不友善比率愈高，赴陸工作
意願愈低。我們從《聯合報》的數據也看到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及 2019 香港反送中抗爭，這兩年相
對於事發前一年國人赴陸意願都明顯下滑。

明天過後企業如何因應
預期在疫情緩和，檢疫管制放鬆之時，臺幹
赴陸的意願可能會小幅回升。但依目前臺商回臺
投資及東南亞布局之積極、臺灣景氣緩步回溫、
職場年輕世代對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視，以及當前
兩岸關係情勢，國人赴陸工作的意願能夠回復多
少不容樂觀，大陸臺商對臺幹招募及留用都應提
早因應。大陸臺商除了增加誘因、減低工時、提
供更完善的外派人員家庭安置措施，亦可增聘當
前較有意赴陸的 20 至 29 歲族群及建構更完善的
回任機制。

增加聘僱儲備幹部並加強培養
一般臺商希望外派幹部有「即戰力」，也就
是員工入職後能馬上投入工作帶來貢獻。部分企
業主認為 20 幾歲員工需耗時培養，且職涯不穩
定，學會很可能就離職。基於這類印象，讓僱主
對招募年輕儲備幹部興趣缺缺。

但從員工的角度來看，年輕員工在大陸工作
不穩定，不少肇因公司缺乏對員工完整的教育培
訓及職涯規劃。

現今年輕族群希望在工作中持續增進專業和
自我成長（包括薪資及職務提升），他們不像年
長一輩認同「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在面對
多變的環境，年輕族群想法更類似打遊戲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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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概念，如果電動「卡關」，索性換另一款遊
戲（另謀他就）。企業若能建立年輕臺幹職涯導
師制度，協助其職涯規劃，並明確晉升途徑及標
準，配合職涯各階段管理及專業訓練，將有助該
族群穩定留任。這類輔導工作也不只限於員工入
職初期，而應視為長期工作，依員工的情況適時
調整。

企業還可透過提供海外實習、寒暑期短期研
習等方式，在學生畢業前安排到大陸子公司體驗
當地生活狀況及工作氛圍，增近對大陸的認識，
提高他們到大陸任職的可能性及生活適應性。

建構更完善的回任制度
過去外派大陸多是「單行道」，員工到大
陸後就很難回臺灣母公司，這將影響赴陸工作意
願。建議企業建立完善的回任機制，例如以 4 至
5 年為一個階段，讓派駐員工選擇是否續留大陸
或是回到臺灣母公司，讓人力的派任成為雙向通
道，吸引不想長期在大陸工作的員工赴陸。而公
司兩岸據點間的人才流動亦將有助於企業持續灌
注活力及創新，促進員工及企業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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