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nsumer Action Guide
應對 COVID-19（新冠肺炎）

個人如何進行工作或職業轉變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的廣泛失業潮使

數百萬美國人重新考慮他們該如何謀生。由
於有些行業幾乎關閉，而另一些行業卻經歷
意想不到的繁榮，目前可能是重新評估你的
工作和職業選擇的時機了。
這本指南將幫助你確認一些工作機會，權衡
你的個人教育和培訓選項，做出明智的選
擇，並知道從何處可以得到更多相關訊息。

當今職業趨勢

了解目前有哪些行業以及在國內哪些地區正
在招聘可以將會有助與你作職業和教育選
擇。請上網 (https://www.moneytalksnews.com/slideshows/10places-to-find-career-opportunities-in-the-covid-19-recession/?all) 參
閱網頁“在COVID-19 經濟衰退中尋找就業機
會的 10 個地方 (10 Places to Find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COVID-19 Recession)”

美國勞工統計局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按職業預測就業增長(或下降)的情況，
(https://www.bls.gov/ooh/home.htm) 並發佈“增長最快
的職業”列表(https://www.bls.gov/ooh/fastest-growing.htm)。
平衡職業 (The Balance Careers) 網站也提供

類似的最快增長職業列表 (https://www.

thebalancecareers.com/fastest-growing-us-job-industries-4134730),

以及其他與工作或職業相關的資料。

職業生涯站 (CareerOneStop) 是工作趨勢資訊
的另一個來源 (https://www.careeronestop.org/ExploreCareers/
Learn/whats-hot.aspx), 同時它也提供評估工具讓個
人去找出哪些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和職業 (https://
www.careeronestop.org/ExploreCareers/explore-careers.aspx)。
上網搜尋這些關鍵字如“job hunting during
COVID”，“COVID career transition”或
是“pandemic-proof jobs”（或類似的字詞）,不
僅能及時得到最新相關專題報導，也可以幫
你找到最具前景的職業選擇。

發展工作技能

當你一旦認定了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或行業，
請至各個徵人佈告上查尋那份工作或行業所
列出的應徵條件、必備技能和教育程度等各
項要求。
你所擁有的技能很可能會在下一份工作中派
上用場，這些技能稱為可轉移技能 (https://www.
thebalancecareers.com/transferable-skills-list-525490)；如此一
來你就可以專注於發展其他所需的技能。福

布斯發表“在新冠疫情後幫你取得成功的8種
工作技能”一文可以協助你集中精力於提高自
己的工作技能（https://www.forbes.com/sites/
bernardmarr/2020/04/17/8-job-skills-to-succeed-in-a-post-coronavirusworld/#3cefbe632096 ）。

以下是一些免費或低收費的方法來發展新工
作技能：

免費/低收費網絡課程：根據想學什麼技能，
你可以參加可能免費或低收費的獨立課程
（而不是證書或學位課程的一部份；請參閱
下文“證書及學位”）。

你可藉由 The Muse 推薦的14個最佳網站尋找
選擇課程(https://www.themuse.com/advice/14-best-sites-fortaking-online-classes-thatll-boost-your-skills-and-get-you-ahead)。
或通過使用“free online classes”或“low-cost”
或“affordable”等字詞在網上搜尋你想找的課
程或技能以及查尋其他相關資訊。
查看對各類課程的評論。PCMag.com (https://
www.pcmag.com/reviews) 是針對技術和非技術課程的
專家評論網之一。你可在搜尋欄中，輸入課
程提供者的名稱和單字“review”，例
如“Codecademy review”。
即使你並沒打算創業, 小型企業發展中心
(SBDCs) (https://americassbdc.org/resources/elearning/) 或小
型企業管理 (SBA) (https://www.sba.gov/learning-center)
可能有免費的網上課程會對你的下一個工作
有所幫助(例如社交網推銷或會計)。
社區學院：這些公立學校提供普通教育和技
能為重點的教育，以及職業和工作培訓計
劃。他們通常具備開放式入學政策，收取低
廉學費（或免費），並提供夜間和周末課
程，這讓全職或兼職的人更容易參加。所以
在考慮更昂貴的學習選項之前，請與你本地
的社區學院聯繫，以查看它是否有提供你所
需的教育課程：https://www.careeronestop.org/LocalHelp/
CommunityServices/find-community-colleges.aspx

學徒制度：工作培訓允許你在賺取薪金的同
時為日後的工作或職業做好準備。目前學徒
制度最集中的是建築和製造行業 (https://www.
indeed.com/q-Trades-Apprentice-jobs.html)—而鋼鐵工人、
電工、太陽能電池板安裝工，以及水管工
等—在許多領域都有機會 (https://www.apprenticeship.
gov/apprenticeship-industries)。

如果你擅長數學和具有邏輯/判斷思維，目前
有一個新學習計劃 Apprenti，它可能會引導
你找到一份科技工作 (https://apprenticareers.org/apply/)。
退伍軍人和那些現役衛隊或預備隊的人員可
通過GI法案獲得工作培訓和學徒機會；請至
Military.com (https://www.military.com/education/gi-bill/
veteran-gi-bill-apprenticeship-and-ojt-program.html) 和
Apprenticeship.gov (https://www.apprenticeship.gov/
service-members-and-veterans) 獲得更多訊息。

工作培訓計劃：這些計劃是由州和地方政
府、政府機構、非牟利組織（例如 Goodwill:
https://www.goodwill.org/jobs-training/），工商行業/雇主
和其他團體共同提供：(https://www.careeronestop.org/
LocalHelp/EmploymentAndTraining/employment-and-training.aspx)。

美國就業中心 (American Job Center) 能夠協
助你找尋本地的工作機會; 可致電：877-US2JOBS 或按郵政編碼查尋：(https://www.careeronestop.
org/LocalHelp/AmericanJobCenters/american-job-centers.aspx)。
USA.gov 提供查尋退伍軍人的許多職業培訓
計劃和就業機會清單：(https://www.usa.gov/veteranemployment)。

志願服務：某些類型的志願工作可以幫助你
發展或練習新的工作技能 (https://www.monster.com/
career-advice/article/five-ways-volunteering-can-help-you-get-a-jobhot-jobs)。(做志願工所附帶的好處是，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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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結交到新朋友而獲得新工作。) 請上網查
尋有助於你找到合適的志願者服務機會之網
站：(https://www.makeuseof.com/tag/websites-find-volunteerwork/)。

證書和學位

儘管某些專業工作需要傳統四年制大學的學
士學位，二年制大專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是學科證書也經常可以提供更好的
收入潛能 (https://www.geteducated.com/careers/highest-payingassociate-degree-jobs/) 如果你選擇高薪及高度需求的
工作領域 (https://feed.georgetown.edu/access-affordability/
associates-degrees-certificates-may-be-more-valuable-than-you-thinksays-georgetown-study/)。在選擇一條求職之道前，

請先查明各種職業的薪資中位數和基本教育
程度要求：(https://www.bls.gov/ooh/)。

Associate degree (二年制大專學位) 課程包括
普通教育課程和職業準備課程。通常需要修
讀相當於兩年的全天制課程才可獲得此學
位。社區（或初級）學院 (https://www.careeronestop.
org/LocalHelp/CommunityServices/find-community-colleges.aspx), 專
科學院、以及一些四年制學院和大學提供這
種二年制學位。
證書課程則專門提供以職業為主導方向的教
育，也就是說你所參加的課程與你正在準備
進入的工作範維是直接相關的 (https://www.

thebalancecareers.com/certificate-programs-that-lead-to-high-payingjobs-4171913)。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修讀證

書可以在一年或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各種職
業學院（也稱為商務學校、職業學院或技術
學院）以及許多社區學院提供證書課程。

你應該提防那些收費昂貴的營利性職業學院
和證書課程，他們往往讓你背起負擔不了的
學生貸款，卻又無法提供被認可或受尊崇的
證書/學位來幫助你找到工作(https://www.consumeraction.org/english/articles/job_training_schools)。你還需要提
防一些劣質或欺詐性的網上學校(https://www.

usnews.com/education/online-education/articles/2015/06/09/7-warning-signs-an-online-degree-is-a-scam)。在你選擇學校或課

程之前，應先與招聘你想要的工作類型的公
司聯繫, 並查證你從那些學校所獲得的證書或
學位會讓你有資格被錄用。
請瀏覽以下網站：教育部大學計分卡 (De-

partment of Education’s(ED)College Scorecard) (https://collegescorecard.ed.gov/)，以及大學導航
(College Navigator) (https://nces.ed.gov/collegenavigator/)
去評估各學校（收費、認證、畢業率，以及
學生貸款違約率等）。也可使用 喬治敦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網上工具查證4,500
所學校的投資回報率（將你的教育價值所得
和你付出的教育花費做比較）(https://cew.georgetown.edu/cew-reports/collegeroi/)。
你應確保所選擇的任何學校都經過認證（符
合某些指定之標準）。認證機構應已獲得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https://www.chea.org/directories) 或是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ttps://ope.ed.gov/dapip/#/home) 的
認證許可。雇主通常只僱用具有認證計劃的
學位或證書的求職者，並且學生只能在由聯
邦教育部許可的機構認證學校使用聯邦學生
資助金。
如果你需要錢來接受教育，可以尋求經濟援
助和其他選項（例如退伍軍人的 GI Bill 法案)
(https://www.military.com/education)，而在貸款前，應先
查閱(https://www.consumer-action.org/modules/articles/job_training_schools#pay)。如果你必須申請學生貸款，則
應申請聯邦（非私人）貸款，你也應該知道
日後無論畢業與否，你都必需償還貸款(https://
www.consumer-action.org/english/articles/student_loan_and_education_resource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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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資源

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 之“Dealing with Job Loss
(處理失業問題)” 提供相關資源及求職要訣
(https://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402-dealing-job-loss)。該
機構還提醒消費者有關求職騙局：(https://www.
consumer.ftc.gov/articles/job-scams), 包括那些在“就業培
訓”之前要求求職者付費。
工作掃描“考慮改變職業” (JobScan’s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 的網頁 (https://www.
jobscan.co/career-change) 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導 (有些
JobScan 服務是收費的 ， 但是其他部份，以
及一般資訊服務則免費)

美國教育部成人基礎教育計劃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Adult Basic Education program) 能夠免費協助你發展個人基
本工作技能、準備高中同等學歷（GED) 資格
測驗，以及學習第二語言英文等(https://www.
careeronestop.org/FindTraining/Types/adult-basic-education.aspx)。

勞工部老年人社區服務就業計劃 (Department of Labor’s 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 為低收入或失業老年
人提供就業補助或培訓計劃：(https://www.

careeronestop.org/LocalHelp/EmploymentAndTraining/find-older-workerprograms.aspx)。

北美建築工會 (NABTU) (https://nabtu.org/) 在許多
州贊助學徒準備計劃 (apprenticeship-readiness
programs)。查訊 NABTU 課程手冊有關 120小
時免費多工藝核心課程 (MC3)(英文版: https://

nabtu.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NABTU_ApprenticeshipPrograms.pdf)(西班牙文版：https://nabtu.org/wp-content/
uploads/2019/10/NABTU_Apprenticeship-Spanish.pdf)。查尋MC3
培訓中心(https://www.sheetmetal-iti.org/find-a-mc3.asp)。

Helmets to Hardhats (https://helmetstohardhats.org/) 將
國民自衛隊、預備隊、和退役或轉任現役軍
人與建築業的技能培訓相連接。

AARP 網頁“這些工作計劃可以幫助你在疫
情期間找到工作” “These Job Programs Can
Help You Find 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向老年
人提供求職要訣以及各項資源：(https://www.aarp.
org/work/job-search/info-2020/training-programs.html)。

關於消費者行動
www.consumer-action.org

消費者行動通過多語消費教育資料、社區
外展服務和焦點問題代言，維護全國弱勢
社群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權益，並協助
他們提升經濟能力。

消費者建議和轉介熱線：消費者可至我們
的網站提繳投訴表 https://complaints.consumer-action.
org/forms/english-form 或致電415-777-9635（我們
用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免費提供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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