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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區「少子女化」以及「高齡化」發生時間雖較晚，可是速度快了許多，
且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 2012 年之 74.2%最高峰後，預期持續下降至 2060
年之 50.7%，勢必減低臺灣的生產力，影響國家發展甚鉅，政府與企業須予以適
切因應。
本計畫以英國、韓國、新加坡發展經驗為師，並以便利抽樣訪談 11 家企業
與協會，國內外銀髮勞動力發展與青年失業競合關係不明顯，建議我國銀髪勞動
力政策未來發展重點反而需倡議世代融合：
(一) 法令規範方面：雖然部分國家倡議退休年齡延至 67 歲，但顧及我國青年失
業率高於平均失業率 3 倍以上，高於 OECD 國家的 2.5 倍，倡議世代間共生
與多世代員工管理似乎較為實際。惟就業服務法有關禁止年齡歧視之規範宜
更具體充實內涵。
(二) 措施作為方面：將代間工作分享/多世代員工管理列為施政主軸—具體做法
包括：
1、建立專屬網站；
2、編訂政府與企業作業手冊，政府手冊強調跨部會的作業；企業手冊強調多
世代員工管理模式與實例；
3、辦理高獎金的代間工作分享/多世代員工管理職務再設計模式競賽，並加強
宣導。
4、參考韓國雇主新增僱用 55 歲以上年長者至少一年，基於行業特性，超過了
的固定百分比，可以有不同的僱用獎助措施，如此設計可比現行措施更為精
緻。
5、國內並無有關為照顧親人，必須離開工作的統計資料，但高齡化社會確實
會有這般問題，宜未雨綢繆參考英國做法作跨部會了解。
(三) 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的可能方式有下列幾種模式：
1、銀髮主管讓位給青年員工；
2、實施導師(mentor)制度，由資深銀髮員工帶領新進員工；
3、退休之後再回聘，改成部分時間工作，對員工而言，一方面已有退休金保
障，工作也較無壓力；對雇主而言，減少薪資成本，又可有經驗的員工可協
助；
4、青銀共創：結合青年創意與活力與銀髮族經驗與需求共碰創業，銀髮族提
供經驗給青年作高齡產業創業參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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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問題背景與重點
從我國歷年人口結構觀察，高齡者(65 歲以上)比率逐年上升，幼年人口(0-14
歲)比率則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103 年 6 月底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計有
1,733 萬 6,479 人占總人口之 74.11％，65 歲以上者 274 萬 8,989 人占 11.75％，
0-14 歲者有 330 萬 6,568 人占 14.14％，依賴人口(0-14 歲及 65 歲以上者)對工作
年齡人口(15-64 歲者)之扶養比為 34.93％，較上年同期微幅上升 0.17 個百分點；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對 0-14 歲人口之老化指數為 83.14％，較上年同期增加 5.03
個百分點，續呈增加趨勢(詳如表一) (內政部統計處, 2014)。再與亞洲國家相比，
臺灣地區人口老化指數僅次於日本，比南韓、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都高。
另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達
7%，稱為「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 ；達 14%稱為 「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 ） ；達 20%稱為「超高齡社會」
（Super Aged Society）
。臺灣地區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 2014 年至 2061 年臺灣人口推計資
料顯示，預估於 2018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15 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將於 2015 年達最高峰，之後將持續下降。工作年齡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則由 2012 年之 74.2%最高峰，持續下降至 2060 年之 50.7%(如圖 1-1)。
若以三階段年齡組區分，2014 年以 25 至 44 歲青壯年齡組人數最多，至 2061 年
將延後為以 45 至 64 歲中高年齡組人數最多（如圖 1-2）
。比起西方國家，臺灣「少
子女化」以及「高齡化」發生時間雖較晚，可是速度快了許多！根據國發會推計，
臺灣地區老人人口於 1993 年從占總人口 7%（稱之為「高齡化社會」）成長至 14%
（稱之為「高齡社會」）
，只需要 25 年，但法國花了 115 年，美國大約需 73 年。
若從 14%成長至 20%（稱之為「超高齡社會」），臺灣將只需要 8 年，這個速度
恐怕是世界最快，屆時老人約有 474 萬，那個時間大約是 2025 年(薛承泰, 2013)。
人口少子女化及高齡化會導致年輕階層勞動力萎減、扶養負擔加重，且家庭結構
轉型成員數減少，老年人口的照顧及扶養，已難全然由家庭承擔，進而影響國家
經濟成長動力及加重社會安全經費之負擔。依照臺灣地區人口老化的速度，勞動
人口增加的速度似乎不足以解決高齡社會所帶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中高齡者的
人力再運用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日趨重要。爰此，臺灣地區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女
化，造成未來勞動力短缺，如何充分再運用中高齡者勞動力，以及如何強化事業
單位因應貿易自由化對中高齡在職勞工造成的衝擊，提前預防其裁減員工，並協
助中高齡在職勞工改善就業環境、減緩工作障礙，以及提升工作效能，協助適性
及穩定就業，亟需予以重視與採取適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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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地區人口結構

圖 1-1、臺灣地區未來人口結構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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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臺灣地區工作年齡人口（中推計結果）
空缺率及失業率向為解釋勞動市場變遷之指標，依最新的 2013 年事業人力
僱用狀況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各大行業中，若按空缺率觀察，2013 年 8 月
底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空缺率為 2.59％，其中工業部門空缺率為 2.71％，以非
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空缺率 4.29％為最高，服務業部門空缺率為 2.49％，排除不
明確的其他服務業，以住宿及餐飲業空缺率達 3.64％最高（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3）
。這些缺工行業不少是中高齡者可從事者，但 2013 年臺灣地區中高齡各年
齡層勞動力參與率也均低於韓、日、美、星、英等國，年齡愈高愈明顯 (如表 1-2)。
顯然有待努力開發與充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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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3 年世界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單位：％
中華
民國 韓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英國 新加坡
年齡別
45-49 歲 79.6 80.9 86.2 81.2 89.7 86.9 84.5
50-54 歲 68.3 77.6 85.1 78.3 86.9 84.7 80.0
55-59 歲 53.2 70.7 79.5 72.4 80.2 76.2 73.2
60-64 歲 33.4 58.5 61.4 55.0 53.3 48.2 59.7
65 歲以上 8.3
31.4 20.5 18.7 5.5
9.8
23.8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勞動部(2013a)資料表製作
職訓局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改組為勞動力發展署後，施政策略定位於勞動力
運用、勞動力提升，及勞動力開發。過去 30 餘年，職訓局在勞動力運用與勞動
力提升上已有亮麗績效，勞動力開發上除了外籍勞動力引進、女性勞參率提升及
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外，中高齡以上年齡者勞參率提高及加強渠等人力有效及充
分運用，無異是未來宜加強努力的重點。
本計畫依合約書規定：辦理「銀髮人才發展與就業服務整合計畫業務委外計
畫」專案資訊蒐集與分析，研究主題與重點內容如下：
一、研究主題：「銀髮勞動力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以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國
為例」。
二、對銀髮勞動力進行以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國為例之下述研究探討：
(一) 探討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法令規範。
(二) 研究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政策、措施與作為。(請特別針對韓國探討)
(三) 說明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就業服務與職訓措施或作為。
(四) 研析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適任產業、行業、與職業。
三、研究分析我國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與青年失業是否有競合關係。
四、綜合上述研究分析成果，比較我國銀髪勞動力運用與發展現況，同時提出具
體促進我國銀髪勞動力政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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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國銀髮勞動力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背景
英國社會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 - 都活得更久：預期壽命一直穩步增長超過
半世紀。 1951 年，65 歲的男人可以預期平均活到 77 歲，今天的時代，他可以
期望活到 86 歲，在 2050 年預期可活至 91 歲；今天，有 15,000 名 100 歲以上的
人。 英國到 2020 年，國家統計辦公室（ONS）預測，50 歲以上人群將包括基
本的工作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32％）
，幾乎一半（48％）的成年人口；到 2030
年，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將占半數，85 歲以上者為目前的雙倍，今(2014)年出生
的新生兒，將有 1/3 可以活過百歲。目前 55 歲至 64 歲就業率為 60%，許多國家
已有 70%，故尚有改善的空間。在未來 10 年內將有較少的 70 萬 16 至 49 歲的人，
但有較多的 370 萬 50 歲以上到法定退休年齡的人，退休生活中，人民日益活躍
的階段：有機會繼續工作的時間長或志願在他們的社區回饋社會，並藉由工作、
儲蓄和健康來增強個人福祉的責任。(DWP, 2014a)
英國百姓在可領取國家養老金的年齡(State Pension age)之前離開工作，是一
個顯著問題：在 50 歲 - 可領取國家養老金的年齡 1,020 萬人中，有 290 萬人（28
％）沒有工作；超過一半的人在他們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已經停止工作。
這既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並為政府的巨大挑戰，並會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
面。為了確保英國已經準備好了老齡化社會將帶來所面臨的挑戰，英國正在採取
有關就業、福利、養老金、健康和社會關懷照顧的行動。英國要盡可能保持良好
的人獨立生活長的時間和延長工作，以確保他們有一個健康的未來與有足夠的收
入退休。
政府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確保雇主再也不能強迫員工退休，只是因為他們達
到 65 歲。法定退休年齡的去除，意味著默認絕大多數人現在有關於何時退休可
隨心所欲選擇。這使英國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鼓勵負責任的退休計畫，並使人
們只要他們想要工作，就可繼續工作。
英國已比以往任何時候還有更多的 50 歲以上的就業人數。2014 年第一季最
新的勞動力市場數據顯示：超過 50 歲的 486 萬男性和 414 萬女性現在在工作，
分別較過去四年增加 465,000 人和 469,000 人。然而，人們在可領取國家養老金
年齡前離開工作，仍是一個顯著的問題。
平均而言，男性離開勞動力市場較早，現在他們比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
還早，通常這完全不是有計劃的提前退休，而是由於自己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被迫
6

失去工作。 290 萬 50 歲國家養老金的年齡沒有工作的人中，只有 70 萬人自認
為“退休”，但 170 萬人認為他們不可能會再工作；半數以上男性和女性，在他
們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都已經停止了的工作。其中有許多是病人或身心障礙
者，照顧親人，或者在失去工作後已經放棄找工作。這從勞動力市場提前退出，
對個人的收入、健康、幸福，有嚴重影響，也對可以和，是對整個經濟、企業和
社會有顯著成本。
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提高預期壽命是使這個問題更加尖銳，人們需要工作更長
來支應他們的退休基金。男性在退休後的平均餘命時間仍然在增加，從 1990 年
代後期的 20 年至目前的 22 年，女性則是從 25 年延至 26 年。
下面的圖 2-1 表生動顯示出，在未來十年中老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一個快
速增長的數量和比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的預測顯
示：將有 70 萬較少的 16-49 歲的人，但有 370 萬以上 50 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人，
所帶動英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圖 2-1、英國 2012-2022 人口變動預測
目前英國 55〜64 歲的人群就業率是 60％左右，而這已是過去 10-15 年的狀
況，與許多其他國家比較，最近一直較為溫和。一些國家已達到約 70％的就業
率，所以有顯著改進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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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措施
英國立法規定：在職場招聘和解僱上基於年齡理由直接或間接歧視是非法
的，除非它是客觀合理的。只有在某些情況下，它是可能的，雇主客觀地判斷退
休的年齡，但為了做到這一點，雇主需要證明他們採取行動，進一步推動企業的
合法目的和自己的行為，以實現這一目標是適當的和必要的。在法庭上如果遭挑
戰，雇主可能需要捍衛這些行動。
2013 年英國 65 歲以上就業人數破百萬，占總就業人口 9.05%；超過 50 歲的
員工，目前已占勞動力的 27%，到 2020 年將占三分之一。雇主需要盡力提高所
有員工的技能和生產力的貢獻，充分利用所擁有的人力資源；雇主並因作出適當
的反應而獲得在招聘及挽留生產員工方面顯著的競爭優勢。許多成功的雇主彙報
僱用年長員工為多世代勞動力(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的好處包括：更廣泛
的技能和經驗、用於指導新入、傳承勞動力技能、降低員工流失率、並改善了員
工的士氣。以麥當勞為例，僱用 60 歲以上的員工，使其績效高出 20%，並增加
顧客滿意度。(DWP, 2013)
英國工作與年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 DWP, 2014b )於 2014 年
6 月 13 日發表「更豐富的工作生活：一個行動框架(Fuller Working Lives: a
framework for action)，闡述如何延長工作可以受益於個人，企業，社會和經濟，
促使英國人民在 5、60 歲領了國家養老金，仍能持續工作。它列出了一些會幫助
人們更全面地有工作的新的行動。
延長工作可以對個人退休儲蓄也為整體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例如：
•薪資賺取者平均提早 10 年開始使用自己的儲蓄退休，可以看到他們的退
休金總額減少超過三成，愈早退休愈嚴重；
•如果人們在介乎 40 多歲和到國家退休金年齡 50 多歲者的就業水平的差異
共同分擔延長工作，則英國於 2013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可多 180 億英鎊；
•在未來 10 年內將有 16 至 49 歲 70 萬較少的人，但有 370 萬以上 50 歲到
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可運用。
2016 年開始，新的國家養老金制度，將確保退休可依個人狀況與意願彈性
選擇，提高國家養老金的年齡，最初 2020 年為 66 歲，2028 年為 67 歲，將有利
於維護工作者和退休人員的比例之間的持續平衡。 還刪除了默認的退休年齡，
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因為他們達到 65 歲，雇主再也不能強迫員工退休。
也正在幫助企業改善機會，如果他們願意，人們可工作到國家養老金的年齡以
後，已經公佈的指導方針和案例研究，支持老齡化勞動力的管理，以確保退休後
的所得，退休生活福祉，更有生產力的勞動市場，及增加經濟活力。
其具體的措施摘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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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回到工作的支持
裁員往往會導致中高齡者提早退出勞動力市場。大約四分之一 50 歲以上非
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是被裁員離開他們的最後工作。年紀大的人雖沒有顯著更有
可能比年輕的人被裁減，但他們失業後，就不太可能再找到工作。統計分析顯示，
失業的老年人有 47％的人已經失業一年以上。有效回到工作的支持是至關重要
的，以確保老年求職者能夠快速重新進入工作，避免成為長期失業。
加成就業中心(the Jobcentre Plus)已透過靈活的模式，提供回到工作的支持，
專注於個別化的支持；另也提供快速反應服務(the Rapid Response Service)，由就
業中心管理，提供受裁員或其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例如自願釋放計畫(voluntary
release schemes)，其服務宗旨，在與雇主合作，並提供及時和有針對性的支持，
成為他們的員工，以幫助人們快速移動到其他工作。這些措施包括：
•匹配面臨裁員已知職位空缺的人;
•幫助人們構建簡歷;
•幫助人們提高他們的職位搜索能力;
•幫助人們確定他們可轉移的技能和培訓需求;
•提供就業為重點的培訓，以幫助人們發展職業技能，並有助於滿足補助工
作所需的全部交通費用等。
靈活支持基金(he Flexible Support Fund)是一個本地管理的預算，允許本地就
業中心辦公室做出的支持，以滿足當地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類型和風格所作的決
定。這個本地方法和靈活性可以支持中高齡者的的例子包括：利用工作心理學
家，支持教練的工作，以找出中高齡者的工作障礙，提高面試技巧，獲得轉業課
程，以轉換過時或過時的資格融入現代認證，以發展他們的資訊科技和數字技能。
(二)工作計畫(The Work Programme)
一些失業的年長者需要透過工作計畫提供了更深入的支持。該工作方案提供
給那些可能成為長期失業者，由供應商自由地設計了一種基於個人和地方需要的
計畫，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2013 年，政府推出的工作方案“建構最佳實踐小
組” (Building Best Practice Group)，就是考慮解決年長員工的特殊需要。
(三)自行創業
自行創業可與老年人的需求匹配得很好。它允許靈活性，能適應周圍的其他
承諾及創業，可以使多年的經驗，或尚未開發的人才作適當結合。新企業津貼(The
New Enterprise Allowance)是支持希望通過提供業務指導和資金支持，脫離給付和
成為自僱一個成功的方案。自 2011 年 4 月開始至 2013 年 12 月底已有 9,260 個
50 歲及以上的人已經開始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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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持續透過一些試驗，幫助老年人重回工作，仍有以下一些新的方式：
•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以測試離開尋(求)職者津貼
(JSA)，並進入工作後，經長達半年顧問主導的工作支持(adviser-led in-work
support)，重回工作的效益。這是為了更多地了解支持這個群體重回工作的有效
性，因為這是顧問使他們回到工作的第一個步驟，是一個重要契機。
•監督職位搜索試驗(Supervised Job Search Pilots)，將測試申請人被授權接
受全日制規定在工作方案前後的影響變化。試驗的目的是探討在各年齡段的日常
考勤、監督和支持對職位搜索的影響。
•測試新的和定制提供了使用靈活支持基金(the Flexible Support Fund)給就
業中心年長的求職者。在英格蘭西部的韋斯頓學院(Weston College)將老年求職
者，提供了一個年齡正向課程(an Age Positive course)，這如果成功，可以推廣到
其他地區。
•DWP 也於 2014 年 6 月 9 日至 23 日雙週舉辦試驗活動，將注意力集中在
支持老年人找工作。這將包括一系列的內部和外部的交流活動，充分展示企業的
利益。
(四)技能和工作場所因素
減少老年人從事的工作為基礎的培訓(work-based training)，他們不太可能比
年輕自願轉行。這可以讓那些發現自己失去了工作處於劣勢。專注於培訓，發展
和活躍的職業生涯規劃是至關重要的，以確保年老員工在就業市場有能力保持競
爭力。
從採訪的求職者在透過就業中心尋找工作，有證據顯示，更多的 50 +申請人
表示，他們不相信自己的技能是最新的。此外，年長的求職者不太相信，雇主會
為他們提供接受面談，真實的或想像的年齡歧視在招聘過程中仍然是個問題。
工作場所因子已知是在退休決定非常重要。重組和技術衝擊能夠提供一種不
自主的“推”出來的就業和職業壓力，重複，枯燥的工作，缺乏自主性和缺乏靈
活性的條款和條件，都可以影響個人的決定，是離開還是繼續留勞動市楊。這些
可以是個人的健康狀況或家中的照顧責任尤其重要，而重要的是，顯著的工作場
所為基礎的障礙可得到解決。 即為國內俗稱的職務再設計。
英國政府已成立了一個簡化的技能系統。培訓機構有更大的自由度來定制培
訓當地社區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資金可用來幫助成人培訓或更新技能。專業和職業發展貸款(Professi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loans)延期由政府支持的償還銀行貸款，可幫助支付專業及職
業訓練課程，幫助成年人與他們的職業發展，或幫助他們進入工作。此外，個別
培訓機構，如倫敦城市行業協會 City & Guilds 還提供部分的助學金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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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一系列的免費和低成本的培訓。
政府資助的中年生涯審查計畫於 2012 年 7 月公佈，並已開展國立成人繼續
教育機構（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NIACE）
，與國家
就業服務及其他合作夥伴。它的一個目的是要防止提早離開勞動市場，以及儘早
考慮工作和退休規劃的問題。
申領尋(求)職者津貼 JSA 與適用於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支援津貼 ESA 的人，
能夠全額資助培訓，幫助他們投入到工作中。這種訓練可以達 2 級，從資歷和信
貸框架（he 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 QCF）
，即可有基本技能和就業能
力。
在 2011/12 年，21.1％的成人學習者是 45-59 歲及 8％為 60 歲及以上。2012/13
年從學徒開始學習者中有 12％是 45-59 歲和 0.6%是 60 歲及以上。
年紀大的人也同時參加政府資助的社區學習：2012/13 年 48％社區學習的學
習者 48％是 45 歲以上者，及超過 16%是 65 歲以上。
政府不能沒有雇主和企業網絡的幫助。雇主想了解的同類企業，他們所尊重
的網絡，是什麼在起作用。也正積極提供指導和案例研究，雇主和商業組織有關
僱用年長員工，採取靈活的方法促進商業利益。還繼續透過年齡行動聯盟的健康
工作場所集團與領先的商業和年齡的專家組織合作，制定切實可行的資源，幫助
雇主有效地管理老化勞動力的健康和生產力。2014 年 6 月 10 日政府即主辦引進
彈性工作給小企業的雇主與其員工的分享會議。
政府持續推展的行動尚包括：
•擴展要求靈活工作的所有員工的權利，並會與企業合作，以確保他們理解
一個靈活的工作環境所帶來的好處。 ACAS(Advisory,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組織將解釋簡單的步驟，雇主需要採取員工願意承擔靈活的工作做出回
應。
•新成立的老齡更好中心(Centre for Ageing Better)，高興在社區能與業務開
拓機會，以改變年老職工進入勞動市場的看法，並開發滿足老年人和業務需求的
解決方案。
•吸取中年生涯回顧計畫(the Mid-life career review pilots)的經驗和整合'50+
交付模式“(50+ delivery model)到現有合作夥伴的做法，以確保年長員工第一次
就可以深入探討職業生涯。
•制定宣傳戰略，更好地透過個人和雇主的理解，以確保更全面的工作生活
帶來的商業利益，並使用商業網絡和代表機構現有的良好實踐和新的工具擁有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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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民眾。
•與優秀老員工(the Older Workers’ Champion)合作，以同時確保工作的時間
更長與商業利益都在公眾的視線中，更具體地說讓企業均能眾所周知。
•舉辦全國性活動，本地企業合作夥伴（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 , LEPS）
的成功案例，地方行動為老年員工留任工作，英國和其他有興趣的 LEPS 西部發
展地方舉措，以支持老員工工作場所。
實例說明：一間酒吧公司 JD Wetherspoon，擁有超過 900 網點遍布英國，客
戶群是非常廣泛的，事實上，它是熱衷於反映其勞動力。該公司在 2006 年取消
了退休的年齡，這保證了它可以保留有價值的技能和經驗，並給予員工工作更長
的時間的選擇。
JD Wetherspoon 的經驗發現：它有利於透過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以吸引不
同的年齡層。這使得員工在工作和家庭或其他承諾和業務之間的平衡，以支付其
核心小時。舉例來說，午餐時間是一個特別繁忙的時期，為公司的網點，並已發
現一些老員工可能會尋找工作，一個星期幾個小時 - 在這個時候適應性強，快
樂地工作。老員工從事兼職酒吧工作管理職位，受各級企業的歡迎，酒吧就反應：
僱用年長員工特別穩定，低缺席，強烈的職業道德和業務的承諾，也可在各個層
次協助培訓新進員工，JD Wetherspoon 有一些老員工已經進展到經理級了。(DWP,
2014b)
一項由 Aviva 保險公司所作的研究建議：1/5 的英國人預計他們將不得不“工
作，直到累倒”，而有 3/10 非常希望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後仍有工作。政府已
經推出了一個“行動計畫”(action plan)，旨在支持老員工留在工作崗位上，其中
包括更好地解決和應對他們的健康需求和優先事項。該計畫將包括 2015 年發布
的新的國家戰略，為醫療保健行業，以幫助支持老年人保持積極的工作場所。
(Paton, Nic，2014)
(五)照顧責任的分擔
英國很多人有責任，有愛心，並能做到兼顧工作和照顧，但更密集的關懷，
成為更加困難。50 歲國家養老金年齡階段的人，有 12％從事非經濟活動，每週
20 個小時以上，正在照顧病人，身心障礙者或老年人，而只有 3％是勞動者。最
近進行的估算也顯示，未達國家養老金年齡的 315,000 個成年人，為照顧家人，
致都沒有工作。英國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對未來非正式照顧人員的需求可能會增
加的，所以這是不能忽視的問題。
有一系列行動可以幫助更多的照顧者持續就業，例如，確保照顧和支持服
務，以滿足照顧者的需要，確保照顧人員都留在工作的財務好處，和雇主重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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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照顧者的價值，並他們有靈活性工作安排需要。在諸如輔助技術領域的創新
也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政府已經做了什麼
我們理解並重視照顧人員在社會上的工作。毫無疑問，我們不能對照顧者承
擔的奉獻和辛勤工作沒有管理。認識到這一點，在照顧法(the Care Act)建立各地
民眾安樂、需求和目標系統。它規定了照顧者新的權利;強調必須防止和減少的
關懷和支持需求，並介紹了國家關心和支持的資格門檻。照顧的可靠性和服務質
量是至關重要的，以防止過早的勞動力市場退出。如果沒有提供給他們的親人的
關懷信任，人們不免要離開有薪工作，並自己做。這是第一次，就會有當地政府
有責任滿足照顧者的資格要求，其中包括他們的留在就業願望，以及發展關心和
支持市場的多樣性責任。
2010 年出版的“認可、重視和支持：為照顧者策略的接下來的步驟”
(Recognised, valued and supported: next steps for the Carers Strategy)，列明政府為
照顧者的支持，並確定所採取的行動，以確保最佳的可能結果，包括讓那些有照
顧職責履行教育和就業潛力。為國家照顧者的策略行動計畫(The Action Plan for
the National Carers Strategy)目前正在更新，不久將公佈。它會列出政府對照顧者
在未來幾年裡的承諾。
政府將推展的行動
•政府想了解更多有關成人照顧者，如何可以支持留在有償就業，與卓越社
會關懷協會(the Social Care Institute for Excellence)合作，將委託一個為期兩年的
計畫開發五個試辦計畫。試辦計畫將調查使用輔助技術基金(assistive technology
fund)，以支持在就業照顧者，並支持和鼓勵人們建立已存在家庭照顧和輔助服
務雛型的公司。這一辦法將支持自我資助者照顧市場的發展，需要傳統醫療服務
職權範圍外的支持服務。(DWP, 2014b)
三、年長者與年輕人就業機會競合關係
有一種很普遍的誤解，認為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阻礙對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然而，由英國財政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013 年的一份報告的結論
是“沒有證據顯示年齡較大的工人長期從勞動力市場排擠出年輕人( ‘no
evidence of long-term crowding-out of younger individuals from the labor market by
older workers’)；且國民保險申請 1%約不到 30 億英鎊，但多增加 1%名目國內
生產毛額，創造 180 億，即效益為 6 倍。大部分的年長員工僅願意延長工作一至
二年，並採漸近退休(phrased retirement)而不是一次驟然離開職場。英國 60%以
上 50 歲以上員工希望從事部分時間工作，40%留在原工作，但工作方式彈性化，
可協助處理企業世代接班問題，年長員工可以透過部分時間或彈性工作，以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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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教導、工作分享(training, mentoring, job-sharing)等方式，支持技能轉移給年
輕員工。(DWP, 2013)
蓬勃發展的企業，大大小小來自全國各地各個行業，報告採用年輕和年長工
人的好處：
•全英國麥當勞有 1,200 個據點，總員工 85,000 人，其中有千位以上員工超
過 60 歲，在那些同時僱用 60 歲以上的員工，以及年輕員工的業績與顧客滿意度
較一般分店有更高的 20％，因溫和友善，有耐性，跨世代工作安排，又可允許
家庭成員與朋友共事，增加親切感。
•南威爾士 Forgemasters 公司(註：生產汽車齒輪、軸、輪圈、集線器等)沒
有退休年齡 – 不但沒有減少年輕員工發展機會，銀髮員工經驗豐富，技術精湛
當訓練員對公司的學徒訓練計劃培養新員工的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可作
導師 mentor，與世代工作分享。
年長員工的就業顯著變化，在主要業務領域，因為傳統的方法來招聘和工作
實踐。在各行業的許多老工人提前退休，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彈性或兼職工作。幸
運的是很多雇主報告的有效管理勞動力老化明顯的商業利益 - 留住老工人的技
能，同時帶來的年輕工人。(DWP, 2014c)
四、OECD 的評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英國改善銀髮勞動市場展望，給予評估意見
包括：於 2006 年施行了反年齡歧視立法(anti-age 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持續
實施促進彈性工時、漸進退休(phrased retirement)、取消強制退休、發行多世代
就業管理手冊及企業實施模式案例、2011 年工作經驗計畫由僅針對青年擴充至
再就業之銀髮族，實施新企業津貼(the New Enterprise Allowance), 鼓勵創業等方
面，均有具體績效。(OECD, 2013a)
五、英國的發展特色
(一)立法具體規範禁止年齡歧視與取消強制退休年齡，臺灣就業服務法的禁止年
齡歧視較不具體，而勞工強制退休年齡延後或取消，社會上尚未達共識。
(二)中央主管機關英國工作與年金部(DWP)於 2014 年 6 月 13 日發表「更豐富的
工作生活：一個行動框架」(Fuller Working Lives: a framework for action)，闡
述如何延長工作可以受益於個人、企業、社會和經濟，促使英國人民在 5、
60 歲領了國家養老金，仍能持續工作。它並具體列出了一些會幫助人們更全
面地有工作的新的行動策略，包括促進健康計畫、身心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
計畫、年長者重回工作支持計畫、自行創業(新企業津貼)計畫、技能提升計
14

畫、工作環境與工作方式改善計畫、退休金保障與誘因設計等政府已做與未
來擬做的各種支持行動計畫，頗值得國內參考。
(三)加強宣導僱用多世代員工：工作與年金部(DWP)除了於 2013 年 2 月 8 日分別
印行 20 頁的「雇主僱用多世代員工指導手冊」(Employing older workers：An
employer’s guide to today’s 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與 60 頁的「雇主僱用
多世代員工個人研究」(Employer case studies：Employing older workers for an
effective 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計 11 個產業、34 個案例，分別在僱用、
訓練、彈性工作安排、績效創造、漸進式退休與接班人管理計畫上的討論外，
也辦理企業分享會，廣為宣導僱用年長員工，與青(年人)銀(髮族)共事之好
處。國內亦宜多方參考。
(四)推動數個試驗性的研發計畫，國內或許也可嘗試已領完失業給付的中高齡者
再就業計畫有專業諮詢顧問陪同半年後，再作如英國的實施前後的效益評
估，成效好即可考慮擴大推廣。
(五)訓練、創業輔導計畫與職務再設計的多元化，如結合民間與社區學習組織，
讓學習地點可更多元、彈性，以促進中高齡者學習的方便性與可近性。
(六) 英國工作與年金部(DWP)引用財政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013
年的一份報告的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年齡較大的工人長期從勞動力市場排
擠出年輕人( ‘no evidence of long-term crowding-out of younger individuals
from the labor market by older workers’)；且國民保險申請 1%約不到 30 億英
鎊，但多增加 1%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創造 180 億，即效益為 6 倍。明顯主張：
年長者與年輕人就業機會並無競合關係，且須強調企業的多世代員工的運用
與管理，可供國內參考。
(七) 英國 2010 年即出版“認可、重視和支持：為照顧者策略的接下來的步驟”
(Recognised, valued and supported: next steps for the Carers Strategy)，列明政府
為照顧者的支持，並確定所採取的行動，以確保最佳的可能結果，為國家照
顧者的策略行動計畫(The Action Plan for the National Carers Strategy)目前正在
更新，不久將公佈。它會列出政府對照顧者在未來幾年裡的承諾。國內並無
有關為照顧親人，必須離開工作的統計資料，但高齡化社會確實會有這般問
題，宜參考英國做法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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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韓國銀髮勞動力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背景
韓國由於其低出生率和預期壽命延長，是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韓國
在 2013 年，人口 65 歲以上佔總人口的 12.2％，略高於臺灣地區的 11.5%; 它呈
穩步上升趨勢，如下表。此外，韓國的黃金年齡人口（25-49 歲）
（2005 年 19.905
百萬，至 2010 年僅 19.538 百萬）為歷史上第一次下降，這表明人口老齡化正在
加快。
表 3-1、韓國人口結構預測

表 3-2、韓國銀髮族就業趨勢

韓國 2010 至 2060 人口預測的年齡結構如下：
○15 到 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將在 2016 年達到峰值（37.0 萬人）後呈下降
的趨勢，工作年齡人口將佔總人口 72.9％，在 2060 年，工作年齡人口將減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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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 萬人，這將僅佔總人口的 49.7％左右。
○2010 年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 545 萬人，這將在 2030 年由 2.3 倍上升到
1,269 萬人，並在 2060 年由 3 倍至 1,762 萬人。
○相對於 2010 年 798 萬（佔 16.1％的總人口）的 0-14 歲兒童人口，預計在
2016 年將下降超過 100 萬人，到 2060 年將進一步下降到 447 萬人，這相當於 2010
年水平的 56％。(Statistics Korea, 2011)
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調查統計，2014 年第二季，韓國人力資源市場上 60 歲
以上的老年求職者人數同比增加 5.6%(19.2 萬人)，達到 364.3 萬人。這一數字比
年齡為二三十歲的年輕求職者(361.4 萬人)多出 2.9 萬人。
據了解，今年第一季，韓國 50-59 歲求職者在人數上首次超過 30-39 歲中壯
年求職者。第一季 50-59 歲求職者為 568.4 萬人，同比增長 6.0%(32.3 萬人)。這
也造成韓國 50 歲以上的求職者在人數上首次超過二、三十歲的年輕求職者，將
人力資源市場帶入高齡化階段。
相反的，韓國二、三十歲的年輕求職者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據統計，1965
年至 2011 年，二、三十歲的年輕求職者比例從 50.33%降至 38.93%，今年第二
季度是下降至 36.19%。
為了協助韓國銀髮族應付晚年生活，韓國政府在 2006 年成立了一個獨立機
構，專門協助年長者尋找工作。此外，韓國地方政府也提供了不少由政府資助的
“銀髮族工作”，如加油站員工、民調人員，或是接送夜歸孩童回家等工作。
韓國政府還為僱用年長者的私人機構提供津貼，鼓勵他們到“銀髮族招聘
展”進行招聘。近幾年，這類“銀髮族招聘展”在韓國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年長者前去覓職。
韓國人口結構正朝老齡化急速變轉。2013 年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到
20.37%，首次越過 20%。2014 年第二季，60 歲以上的人口比例仍就最高。韓國
雇佣情報院方面表示：“人力資源市場受人口構造影響較大，特別是 50-59 歲的
求職者呈現遞增的趨勢。” (引自 Sina 全球新聞，2014)
二、現行措施
韓國支持銀髮就業就是韓國抗老政策，韓國 65 歲以上就業率高達 30.9％，
在 OECD 國家裡，名列第二，僅次於冰島。而台灣勞動部統計，台灣 65 歲以上
高齡者就業率才 8.3％，女性更低，才 4.4％。擴大銀髮就業、增加老人福利以及
推動健康促進，是韓國政府截斷社會快速老化的政策主軸。
2005 年 12 月，政府成立了由相關的政府官員和私人專家工作組，創造更長，
更好的就業與競爭力老年人的基礎。而在 2006 年 9 月，政府成立，並公佈了“第
一個基本計劃促進銀髮就業的五年（2007-2011 年）計畫，以實現有能力的老人
可以繼續在品質工作，而不管他們的年齡的社會。結果，在第一期計畫期間，老
17

人的就業率從 2006 年 59.3％上升了 3.8％，2012 年已 63.1％(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2014)。韓國 2007 年至 2011 年實施「第一期高齡者僱用
促進基本計畫(2007-2011)」期間，高齡者僱用率增加了 4.5%，而高齡者僱用促
進制度與改善基礎設施也有一定的成果。2008 年實施高齡者僱用延長補助津貼
制度，2009 年實施禁止僱用年齡歧視制度，並擴大辦理中高齡者再就業與協助
轉業等方案，大幅改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從調查資料顯示，韓國 300 人以上
的企業平均退休年齡為 57 歲，顯然仍不喜愛僱用高齡者，係為美中不足之處。
尤其 2010 年以後隨著嬰兒潮世代(55 歲至 63 歲，約 733 萬人)，大量退休後，韓
國政府除了加強宣導企業實施最高薪資制，善用延長僱用補貼，激發企業自動自
發延長僱用中高齡者，並利用優先選中職類與明日學習卡等，分階段推動在職、
轉業、失業高齡者之職業能力開發。此外依失業者之類型，擴大僱用服務範圍，
並強化中高齡者與年輕世代間工作分享，改善國民認知，創造融合型工作分享，
並予以擴散，以改善勞動市場。(蔡美華, 2014)
韓國勞動部為加強其就業政策管理功能，於 2010 年 7 月 5 日將勞動部（The
Ministry of Labor）改組為就業暨勞動部（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
其下分為三個辦公室，分別是規劃與協調辦公室（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fice）、就業政策辦公室（Employment Policy Office），及勞動關係政策辦公室
（Labor Relations Policy Office）
。共分 11 局，其中就業政策辦公室即下轄五局一
專案小組，分別是：
（1）勞動市場政策局—主管勞動市場政策、勞動市場分析、
就業政策協調；（2） 人力政策局—主管人力政策、社會企業、青年就業、外籍
勞動力政策；（3） 技能發展政策局—主管技能發展政策、技能發展評估、人力
資源發展；（4） 高齡社會人力資源政策局—主管高齡社會人力資源政策、婦女
就業政策、身心障礙者就業；（5） 就業服務政策局—主管就業服務政策、就業
保險規劃、就業協助與失業給付；以及職業世界專案小組（Job World Task
Force ） —主管就業博覽會等展示活動。之後，對於就業政策即不斷推陳出新。
韓國總統李明博於 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內閣會議中指出，韓國需要藉由「成
長、就業和福利」的良性循環方式，實現加入先進經濟體的行列，並希望繼續保
持在先進國家的平均就業率（目前大約是 63%，到 2020 年的目標是 70%），最
後並發布了「2020 年平衡成長、就業和福利的國家就業策略」（National
Employment Strategy 2020 for the Balance of Growth, Employment and Welfare）
。該
策略包括四個綱領和五個優先工作。四個綱領如下：
(1) 追求友善就業的經濟和產業政策，以確保經濟成長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2) 創造公平和動態的工作場所，以確保就業成長造成分配和福利的改善，並促
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活躍；
(3) 增加運用青年、婦女及中高齡者，擴大他們的工作技能的發展，使就業成長
可以是經濟成長之後的驅動力；
(4) 重塑社會安全網，邁入一個令人鼓舞的福利到工作的過渡（welfare-to-work
transition），更強化工作與福利之間的聯結，促進就業和更高水平的福利，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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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內消費和支持經濟成長。
五個優先工作為：
（1） 由地方和企業發起的創造就業機會；
（2） 建立一個
公平、活躍的勞動力市場；
（3） 擴大工作和家庭的協調；
（4） 促進戰後嬰兒潮
世代的職涯「雙獲」
（double-cropping）-- 50 歲以上中高齡就業者減少工時補助；
（5） 支持透過工作擺脫貧困陷阱。
韓國政府企圖創造一理想的職場環境，使想工作且仍有工作能力的高齡者，
能不受年齡的限制繼續工作，因此主張：（1） 延長職業年齡為 60 歲以上；（2）
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3） 提供高齡者多方面的就業機會；
（4） 創造一個高齡就
業的支持性環境等四項目標。從九零年代初期，各項政策與方案均往此目標邁進。
（一）、高齡就業促進法
1991 年韓國政府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修正法令退休年齡為 60 歲，
同時訂定高齡者標準僱用比率，規範對象為僱用 30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其中製
造業的高齡者僱用比率需達 2%；運輸業、不動產業及出租業為 6%；其他產業
為 3%。另外，政府部門、政府投資、公共採購等單位，則有優先僱用高齡者的
義務。不過早期的成效並不好，超過 300 位員工的大型企業經常不符合規定，反
而中小企業雇用高齡者的比率最高，而製造業的雇用比率也遠低於規定（周玟
琪，2007）。在創造高齡就業的支持環境面，主要有四個策略：
(1)
高齡者就業薪資補助措施：韓國政府針對大量僱用高齡者、新聘高齡
者、延後退休年齡或僱用退休者的雇主給予薪資的補助。但有學者分析指出在低
教育與低技術的中高齡勞動者，仍然不易獲得補助（Chang ,2003）。
(2) 鼓勵雇主改善適宜高齡者的工作環境，並提供資金貸款。從 2006 年起，如
果雇主有意安裝或改善其工作環境設施和設備，使其更能適宜高齡者的就業安全
與就業促進，政府可提供資金的貸款措施，例如：自動化的工作流程與設施可預
防肌肉骨骼的疾病。
(3) 高齡者工作媒合服務。成立中高齡人力銀行免費提供高齡者的工作媒合服務
與職業建議，包括基本職業教育、職場適應訓練、深入諮詢與輔導等方式。
(4) 高齡者工作技能發展。推行 ”New Start Program for the Aged” 主要培訓高
齡者新的工作技能，開闊其可找尋的工作領域，並促進勞動力短缺的中小企業聘
用高齡者人力進入職場。例如：護理照護培訓、殯葬業者等。此外，2010 年時
此政策進一步推動海外就業的培育課程，針對 40 歲以上有意從事海外工作者進
行語言課程、職業訓練與輔導等。
（二）、工時本位最高工資制度
韓國自 1991 年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後，相關的就業政策即不斷推
陳出新。2003 年開始導入「工時本位最高工資制度」（the work time-based wage
peak system），鼓勵企業在員工達一定年齡之後，以降低工時與工資來替代強制
退休，以提高中高齡者的勞動力參與率。2011 年更針對峰期生育人口所帶來的
退休潮，推出「雙獲」（double-cropping）方案，當年滿 55 歲者其工作時間少於
最高工時的一半時，政府將提供工資補貼，額度為「延遲退休最高工資」（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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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ed-retiring wage peak system）的 50%（每人每年 300 萬韓元）。
（三）、中高齡聘僱津貼
2012 年，韓國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增列：工作場所如果沒有退休的年齡限
制，且 60 歲以上的員工比例超過特定行業的標準率（三年的平均：製造業 2%，
商業設施的管理和業務支持服務業 14%，房地產和租賃業 23.2%，以及運輸業
5.7%）
，用人單位將可獲得每季 18 萬韓元補貼（即每月 60,000 韓元）
，但補助人
數不得超過一般企業僱用人數的 20%，大公司則不得超過 10%。此外，從事守
衛或間歇性的工作，如公寓保安員，應支付至少 90%的最低工資。2012 年實施
的第一年，政府預計支付 45 億韓元，可照顧超過 9000 名 60 歲以上的員工。
（四）、50 歲以上職場新人適應支持計畫
2012 年同時也推出「50 歲以上職場新人適應支持計畫」（The 50+ New
Workplace Adaptation Support Program）
，旨在幫助 50 歲以上的求職者在中小型企
業內透過在職培訓後工作，培訓不超過三個月。希望透過該方案，求職者可以在
中小企業工作經驗後得到直接的再就業機會，而中小企業可以聘請到經驗豐富的
優秀工人。參與資格為 50 歲以上、在老人工作中心或人才銀行（job centers and
talent banks for the aged）參與各項就業服務計畫或職業培訓工作、並保持 3 個月
以上的失業與就業服務機構登記者。實施方案的企業為政策支持的特定企業，如
員工人數 300 人以下的營造業或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下的製造業。參加計畫人數
2,000 人，每個參與者每月最多可獲得 40 萬韓元，最長 3 個月。
（五）、韓國第二期高齡者僱用促進基本計畫(2012-2016)
Basic Plan for Promoting Employment of the Aged
2010 年以來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優秀技術人才大量退休後，不僅技術斷層，降
低生育率的結果，也造成人口快速老化，預估 2017 年韓國將進入高齡社會。隨
著全球經濟狀況惡化，就業條件不佳情況下，維持高齡者工作及創造工作機會，
顯然更為困難，因此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及完備高齡者就業促進相關法令等，以利
高齡者就業環境，為此政府規劃並推動第二期高齡者僱用促進基本計畫。
2011 年 12 月 27 日由總統主持內閣會議，宣布「第二期高齡者僱用促進基本
計畫」，計畫期程為 2012 年至 2016 年，並宣布推動六大政策，其目的在於創造
更多的中高齡者工作更長久的條件與機會，該六大政策：包括 1.加強支持世代間
工作分享、2.擴大支持中高齡者繼續留在主要工作職務、3.加強退休準備和技能
開發等協助、4.擴大支持為提前再就業作準備、5.促進中高齡者對社會之貢獻及
技能分享、6 完善制度和基礎設施，以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其主要內容分述如
下：
＊加強支持代間工作分享
韓國預估未來十年間，中高齡者與青年之間的工作競爭難以避免，因此，政
府決定從 2012 年起利用經驗豐富及技術熟練的高齡層員工傳授年輕員工各項技
能，以促進二代間分享工作，形成社會和諧的氛圍。
1.促進經驗豐富、技術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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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練技術之傳承：政府為防止製造業熟練技術人力斷層，2012 年起加強利
用技術純熟中老年退休者作為新進員工之導師及教練，並補助 300 家中小企業利
用現場訓練方式培養企業內部講師、職務分析及研發訓練計畫等，每家企業最高
補助七百萬韓元，總經費約 21 億韓元。
(2)活用產業教師：2012 年起政府建置名匠、技能長、技能韓國人等產業現場
技術專家資料庫（2012 年建置 1,600 人名單）並以大學為主傳授專業知識及活用
產業現場教師，負責現場實習指導、師徒制訓練、短期授課及製作熟練技術手冊
等。
2.加強補助代間共生型工作
(1)代間工作分享：雇主以漸進方式縮短中高齡者工時，進用低收入技術不足
的人力，政府則補助人事費。如創業僱用補助計畫（一齊工作）係結合縮短工時、
教育訓練、按時休假等方案，增加聘用勞工，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720 萬韓元。同
時針對 50 歲以上縮短工時之勞工，培養其第二專長，並以漸進方式實施“有權
轉為時薪制勞工”(2012 年高齡者僱用促進法修正）。
(2)補助代間融合型創業：2012 年起運用技術熟練中高齡者之經驗與財力，結
合年輕人的構想，發展創業模型。針對年長者與年輕人融合型補助方案，每家企
業提供 500 萬韓元，2012 年計補助 50 家企業；並持續輔導年長者設置商業廣場
及個人創業工作室，2012 年輔導成立 10 家。
3.營造社會氛圍及加強勞資和諧
(1)改善國民認知：為創造中高齡者與青年彼此間分享代間工作經驗，2012 年
展開『2050 年一齊工作』宣傳活動，積極宣導青年與高齡者並非是競爭僱用關
係，而是融合、共生之僱用關係。另外，針對工作共生之模範企業，表揚進用高
齡者之優秀企業，除提供各種優惠外，同時也加強宣導企業與國民的認知。每年
預算約為 3 億韓元，利用電視、廣播、新聞媒體、海報等大肆報導“代間一齊工
作”等宣導活動。
(2)加強勞資和諧：2012 年起每年年初勞資雙方於簽訂薪資與團體協約時，探
討代間共生工作的可能方案。例如引進最高薪資制，藉由薪資與績效結合，改變
薪資結構等，同時利用減少僱用高齡者之人事費，進用年輕人。
(3)社會對話：針對解決青年與高齡者僱用問題，特設置“世代間共生委員
會”討論議題包括代間共生僱用制度與業務改善方案、開發增加僱用青年新模
式、確立代間共生僱用的勞資角色等。同時結合高齡者的財力、經驗及年輕人的
熱情，開發新模式，採用代間共生之可能薪資、改善勞動時間與進用等人事管理
系統方案等。
＊擴大支持中高齡者繼續留在主要工作職務
韓國中高齡者退出主要工作職務的時機約為 54 歲，依據 2010 年針對員工 300
人以上之企業所做的調查資料顯示，實施單一退休制的 1,829 家事業單位之平均
退休年齡為 57.3 歲，其中 55 歲退休者約佔 36%最高，60 歲以上退休者佔 22%。
因此藉由改善企業無效的年功等級體制，激勵企業自動自發延長僱用高齡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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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健全穩定的制度。
(一)改善企業高費用的薪資體制
1.營造以績效為導向的薪資制度：加強結合薪資改革、調查研究、教育訓練、
諮詢等現場支援。例如由自治團體、企業、地方大學、研究機關、民間諮詢機構
等業者，構築為資訊網，以達改革薪資制度。同時指定薪資改革示範機關等，由
公共部門作為推動先驅單位，以達改善民間單位的薪資。
2.加強支援職務薪資體制諮詢等，引導改變現狀：包括統合工時、薪資、僱
用改善等相關諮詢，加強套裝方案，並發布符合企業需求的改革薪資結構方案。
(二)加強補助自動自發延長僱用的企業
1.改善高齡者延長僱用補貼制度：為使雇主能自動自發延長僱用高齡者，2012
年修正僱用保險法，擴大補助延長僱用期間，並依年齡訂定不同的補助標準，其
中延長退休補貼年齡為 56 歲，退休後重新僱用補貼年齡為 57 歲，並分階段將補
助年齡上調為 60 歲。
2.實施最高薪資制補貼
(1)依據產業別、職業別、年齡結構等不同標準，並依企業特性，實施最高薪
資補貼。2011 年起先從老化嚴重的六個產業別(鋼鐵、造船業、汽車零件業、水
泥業、飲料與酒類業、醫藥與化妝品業)推動並訂定最高薪資標準。另，針對金
融機構等庶務職類，經由職務分析，運用高齡者之專業與經驗，開發符合高齡者
的職務；同時縮短公共機關之工時，引導實施最高薪資制度。
(2)擴大補助中小企業並加強限制高所得勞工之補助
2012 年修正僱用保險法時，針對實施最高薪資制的中小企業，放寬補助條
件，由原減薪 20%者，放寬為減薪 10%。原偏重補助大企業的政策及補助對象
之收入標準也同時下調(✽現行年收入為 6,800 萬韓元以上者，不予補助)。
依據韓國 2011 年 6 月「事業單位勞動力調查」針對 10,029 家 100 人以上之
事業單位所作的附加「實施最高薪資制」調查顯示，已實施的事業單位 1,232 家
(12.3%)，預計實施者 238 家，有意願實施者 1,552 家，總計約有 30.1%的事業單
位願意實施。
以 2008 年至 2011 年 11 月針對事業單位實施退休制度的統計，退休保障型佔
39.9%，延長退休型佔 33.5%，再僱用型佔 22.4%，縮短工時型約佔 4.2%。其中
申請政府補助的家數與金額以大企業居多，分別為 78.4%、83.5%、82.6%及
84.0%(詳如下附表)；補助金額以"延長退休型"佔 76.1%最高；"再僱用型"佔 15.1%
居次；再其次為"保障退休型"佔 8.8%。
表 3-3、韓國年度別支給補助金之實況
區分

2011

(單位:家數，%，名，千元)

企 業
企業家數
勞工人數
規模
企 業 比率 勞工
比率
家數

補助金額 比率

大 企

7,144,193 84.0

67

38.1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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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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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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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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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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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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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93

17.6

1,362,036 16.0

100.
0

2,807

100.0

8,506,229 100.0

35.4

1,536

82.2

6,490,523 82.6

64.6

333

17.8

1,369,980 17.4

100.
0

1,869

100.0

7,860,502 100.0

大 企
業

47

34.8

1,198

80.0

5,415,039 83.5

優 先
企業

88

65.2

299

20.0

1,073,525 16.5

100.
0

1,497

100.0

6,488,564 100.0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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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 年

61.9

大 企
業

28

28.6

791

79.4

2,377,289 78.4

優 先
企業

70

71.4

206

20.6

654,356

98

100.
0

997

100.0

3,031,646 100.0

小
計

21.6

3.合理整合高齡者的僱用補貼
現行制度依據補助對象的不同，區分為對雇主的"高齡者延長僱用補貼"-包括
退休延長補貼及退休後再僱用補貼；對勞工的"最高薪資制補貼"-包括"延長退休
最高薪資補貼"及"再僱用型最高薪資補貼"。這些補助內容與名稱大同小異，因
此，政府 2013 年依企業的規模與條件及實施成效等，綜合檢討後，重新整合推
動。
(三)改善退休制度
1.擴大調查退休實況及加強指導 60 歲退休：2012 年擴大調查實施退休制度的
範圍為 100 人以上，30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針對未滿 60 歲即退休之勞工，衡
量該業別的平均年齡，引導業者分階段實施延長退休。包括善加利用高齡者延長
僱用補貼及最高薪資補貼等政府補貼制度。
2.改善退休制度：結合政府各項補貼制度，要求企業分階段實施延長退休。
另考量未來勞動市場將進入高齡化的時代及青年僱用狀況，以漸進方式改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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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人力結構。
(四)營造適合高齡層工作的環境
1.加強產業安全保健技術與財政的支援：針對僱用多數高齡勞工的企業，加
強宣導安全保健相關知識，並針對安全保健不足的領域，提供技術支援。對於符
合高齡者工作環境所作的改善設施，優先提供補助，以開發適合高齡者的工作。
2.加強補助勞工有益身心健康之活動：針對僱用多數高齡者之事業單位或團
體，凡提供有關腦中風、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預防、或增進勞工有益身心健康
的精神紓壓活動，優先補助各項諮詢費用。
＊加強退休準備和技能開發等協助
政府考量低識字者創業失敗或就業困難的高齡者，對於退休無任何準備，
不僅難以成立自己的企業，重新被僱用的機會也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因此不僅加
強對退休準備和職業技能的開發，同時也改組職業能力開發體制，以利成功轉換
第二職業。
(一)加強退休準備教育及轉業支援服務
1.針對預定(潛在)退休人員加強企業的角色：政府規定大企業對於非自願離職
的中高齡者，應提供一定期間(如一個月)離職、退休或轉業的教育訓練，教育課
程包括就業媒合、求才資訊、創業資訊及老年因應對策等課程。對於協助辦理中
小企業員工轉業的支援機關，則提供補貼。
2.擴大轉業與再就業支援服務
(1)提供綜合服務：2012 年起針對預定(潛在)退休者，從轉業、退休訓練以致
就業媒合、生涯規劃等，提供綜合性服務，並重新改組支援機關(詳如下附件)。
同時輔導民間單位成立支援服務機構並指定名稱為〝希望永久工作中心〞，2012
年共輔導成立 26 家轉業輔導中心及 6 家仲介專業人力僱用支援中心。2013 年擴
大辦理，並提供再就業、生涯規劃等綜合服務。
表 3-4、韓國現行中高齡者僱用支援服務體系
服務對象
主管
機關 公共部門

僱用勞動部

保健福祉部

40-65 歲

65 歲以上的老人

−僱用支援中心
−高齡者人才銀行
−產業人力公團
(高齡者新星計畫)
−仲介專業人力僱用支
援中心
−中小企業廳(個人創業
商業中心、老人廣場)
−知識經濟部
(理工領域專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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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老人人力開發院
−大韓老人會就業支援
中心
−京畿道老年人力銀行
−全羅北道老人工作推
動本部
−慶尚南道老人工作創
業支援中心−老人俱樂部

民間部門

-勞資共同轉業支援
中心
-韓國總產業技術人力
競賽教練中心(2002)
-KORTA 輸出支援團
(2006)
- KORTA 退休專業人力
派遣(2009)

(2)連結中小企業：對製造業與基礎服務業的中小企業進用中高齡專業人
力，則提供獎勵金，補貼金額為每人每月 90 萬韓元，每家最高以 3 名為限。
(二)依經歷及個案的特性，支援能力開發
考量中高齡者的工作經歷，推動職業能力開發：包括加強就業認知的轉業訓
練(如轉職後與轉調單位同事及上司如何相處等適應性課程)、職業能力附加訓練
(開發符合中高齡層身心與能力的訓練方法)、一般職業能力訓練(提供相關企業體
驗、現場實習機會)。
(三)為促進就業，整頓職業訓練補助制度
1.加強補助適合僱用高齡者的產業：2013 年為加速僱用高齡者比率較低的產
業，集中規劃訓練課程，並針對參與同一職類訓練課程的中高齡者，考量其收入，
縮減自付訓練費。
2.補助適合中高齡者訓練的課程：2013 年為考量中高齡者的理解與學習能
力，調整課程的難易度與學習時數，以改善學習成效，並考量高齡者的學、經歷
與住所及收入等，選擇適合的訓練方式。
(四)以公共訓練機關作為先驅角色並引導民間機構的參與
1.公共部門：2013 年起利用技術專門學校、自治團體所設立的訓練設施及國
(公)立專科學校等基礎設施，開辦中高齡者容易再就業職類的訓練課程，並向民
間訓練機構廣為宣傳。
2.民間部門：2014 年引導民間單位開辦中高齡者訓練課程時，兼顧符合中高
齡者特性的授課技巧、訓練時數、訓練期間等；並對改善中高齡者各項訓練設施
與裝備等，提供優惠貸款。
(五)加強教育終身職業能力開發與宣導：2013 年加強宣導經由職業能力開
發，成功轉變人生第二春的案例及表現優異的訓練設施與訓練課程。以終身職業
能力開發的觀點，清楚區分人生每一階段，並於 2014 年依階段展開"終身訓練學習策略地圖"。
(六)加強勞工主要職務職業能力開發
1.實施勞工有給休假學習請求權：
政府規劃自 2016 年起對具有一定工作年資的中高齡者(如 40 歲以上工作 10
年以上者)，有權要求雇主給予一年以下"有給休假學習"；雇主除有特定事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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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拒絕，休假結束後轉調其他科室或回復原類似的職務。同時依職類別、地域別
建立代替人力資料庫，以免休假期間產生空缺的情形。
2.補助啟發型職場人(Saladent；Salaried man + Student)(2016 年)：針對無法利
用休假學習的勞工，善用"補助提升職務能力"或"明日學習卡"等計畫，參加訓
練，因應中高齡的職場生涯。對於優先補助企業勞工、一定規模自營作業者、非
典型勞工及 預定 離職等利用前述二計畫參訓者，提供補貼。
＊促進失業中高齡者能提前再就業
政府為確保失業或被迫退休的中高齡者可以儘快找到工作，除了擴大補助
外，針對就業困難者提供時薪制支援空缺工作，並連結退休專業人力的中小企
業，擴大海外就業等工作機會。
(一)加強低收入及就業困難階層，支援空缺工作
1.擴大醫院、流通業等進用時薪員工之機會
僱用時薪制員工擔任保健、醫療、福祉、流通販賣等正職工作，並以大行業
別為中心創造高齡者工作機會。如接待員、顧客諮詢服務人員、統計事務員等適
合高齡者時薪制的工作。同時也提供公共圖書館等單位周末、夜間服務等時薪制
工作機會。
2.加強補助就業困難的求職者
2012 年擴大提供失業高齡者諮詢、職業訓練、輔導就業三合一之"就業成功
套裝方案"服務，2012 年計有 7 萬名利用此方案，成功者約達 10%以上(約 7000
人)。完成第一階段職業訓練者補助 20 萬韓元，參訓期間補助訓練生活津貼每月
20 萬韓元，就業輔導成功津貼補助 100 萬韓元。另針對 50 歲以上中高齡者於"
就業成功套裝方案"服務結束後，仍無法就業者，提供中小企業現場研修，以促
進就業。參加中小企業研修三個月，研修期間每月津貼補助 40 萬韓元，2012 年
計提供 2 千名研修機會。此外，雇主也會參酌參加者的能力選用，重新獲得僱用
者，政府提供僱用促進津貼，一年最高補助 650 萬韓元；之後分析實施成效，再
擴大辦理高齡者(年長者)實習方案。
3 提供社會企業基礎工作機會
孕育社會企業提供高齡者適合的工作，並持續發掘具有意志與能力的老人參
與工作，2012 年全國 1 千家推動社會企業認證，2016 年預計增加為 2 千家。實
施以來，已有 3000 多個社會企業提供了 22 萬個中高齡者工作機會，2015 年預
計可提供 30 萬個工作機會。同時，積極開發課後或休假照顧服務等適合中高齡
女性工作的新職類，藉由"新工作中心"加強訓練與支援就業服務，2011 年計有
22 家符合計畫內容，2013 年計有 27 家，2016 年預計 33 家。
(二)擴大中小企業再利用退休專業人力的機會
1.推動中小企業與冒險企業再就業
指定優秀中小企業與冒險企業等協會為支援機關，進用年長者並實施"進用年
長者專業經理人"制度(指定冒險企業協會及大中小合作財團等 7 個機關)。同時利
用專業經理人結合自治團體，針對求職者辦理諮商輔導，求才機關辦理面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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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支援業務，2012 年計輔導 3 百名就業。
2.善用 HRD 諮詢委員等作為中小企業的指導教師
2012 年善用企業的 HRD 退休人員，彙整中小企業，透過 HRD 專家之診斷，
規劃適合的訓練課程並提供訓練機關名稱，統一訓練服務。同時利用退休專業人
力的之經驗與知識，提供中小企業與冒險企業及個人創業工作室有關企業管理、
技術領域，創業類型結業生，組成商業教師並提供企業名稱等適合的經營診斷與
諮詢服務等。
(三)實施 50、60 歲工作俱樂部(Job Club )制度
按照企業、職類、地域等類別區分不同的工作，支援提供 50-60 歲退休人力
相互抒發傾吐苦悶的場所，支援內容包括提供場所、提供創業工作資訊。2012
年起結合有關機關、經營示範業務，擴大全國推動，包括利用僱用中心、自治團
體、公共機關等公開場所及提供私人空間。
(四)與新興市場連結，謀求海外就業機會
針對有意願前往海外就業的製造業專業退休人力，協助申請僱用許可，並連
結具有支援海外就業經驗的經濟團體，提供就業機會。包括連結招募求職者、教
育、訓練；媒合海外求才單位及事後管理服務。2000 年至 2009 年經由貿易協會
經營的"貿易學院"協助 1,847 名貿易碩士前往海外就業。
(五)加強創業補助，協助希望從事農業及返回農村等服務
1.加強年長者創業補貼服務
設置年長者商業廣場，提供預定創業者處理庶務空間與會議室，商談及諮詢
等支援服務，2011 年輔導 7 家，2012 年輔導 10 家。同時考量退休者的特殊才能、
經歷及影響力等，辦理教育訓練，一年提供 2 千名額；教育修畢者，提供年長創
業專用資金貸款，每人最高 5 千萬韓元。
2 加強希望從事農業與返回農村之補貼
辦理都市居民農村體驗，提供空屋資訊與貸款資金資訊，藉由諮商輔導從事
農業、返回農村。2011 年計有 25 個市、郡辦理；2012 年起擴大為 30 個以上市、
郡辦理，該計畫實施 3 年以來，補助金額高達 5-6 億韓元。同時針對希望從事農
業及返回農村的對象，提供教育 3 周至 3 個月(每年 1200 名)及補助農業基本資
金。貸款年利率 3%，最高以 24 億韓元為限(包括購買農地、籌建住宅等)。
＊促進中高齡者對社會之貢獻及技能分享
為使有經驗之退休專家學者，可以分享他們知識、技能及經驗等，持續為社
會貢獻。因此，建構資訊網路，連結志願服務中心與中小企業，鼓勵退休專業人
力再進入勞動市場。
(一)擴大支援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及發掘、宣傳優秀案例
1.善用預定退休專業人力的知識、經驗與才能，促進社會企業與公共機關等，
持續提供工作機會。2011 年參與人數為 1,000 名，2013 年計有 2,000 名，2015
年預計達 5,000 名；並依地域與領域別積極發掘、宣導優秀案例，提高國民認知
與引導優秀專業人力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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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星期六、日開班的訓練教室，開放各行業的退休人力，利用退休專業
人力擔任"職業體驗日"一日教師，開放領域別包括科學技術(如指導教師、大學
講授、中小企業諮詢與輔導)；金融(如企業管理、財務輔導、負債輔導、諮商輔
導(市場行銷、會計)；其他(如翻譯、勞工心聲)等。
(二)加強與勞動市場的連結
為加強高齡專業人力退休者的社會企業競爭力，2011 年起活用支援人力，2011
年運用了 208 名；2012 年約運用了 400 名(每月補助 150 萬韓元，以一年為限)。
2012 年起推動中小企業與志願服中心連結，以利退休專業人力順利再進入勞動
市場。
(三)運用教育捐贈、退休公務員及加強連結海外派遣事業單位
1.2012 年以學校、教育廳為中心，整頓教育捐贈支援體系，開發線上「教育
捐贈名稱系統」，善用教育捐贈，有效地提供名稱系統。
2. 2010 年 6 月開辦"退休公務員專業資訊"，建置人力資料庫，並利用退休公
務員擔任考試管理官，糾正監控人員、時薪人員，文化教室講師等。
3.2012 年起加強連結海外服務團派遣業務，以及代間合作創業的工作(適合青
年與年長現場合作的工作或由年長者負責技術傳承)。例如:KOICA(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青年服務團業務-中長期諮詢團，退休專家業務
等。
(四)建構對社會貢獻工作的統合資訊網
1.為促使專業人力從事理想的工作領域，連結各部處實施或推動對社會有貢
獻的工作資訊，並善用行政安全部的退休公務員、教育部的教育捐贈事業，及外
交部的海外派遣業務等。
2.2013 年起依業務之不同將參加者、參加機關，建構統一的資訊網。
＊完善制度和基礎設施，以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
政府將強化基礎設施並建置完整體系，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包括改善退休年
金與僱用保險制度，有效地改組重疊的僱用服務體系。
(一)加強國民年金制度的勞動誘因
1.現行退休制度係依退休年齡之不同(減額基準為 60 歲減少 50%，61 歲減少
40%，62 歲減少 30%，63 歲減少 20%，64 歲減少 10%)，實施減額年金制度，
變更為依收入之差異，實施減額年金制度。
2.申請老年年金年齡為 60-64 歲，擴大老年年金受給權者；並將附加年金調
高，每一年增加 6%〜7.2%。
(二)活化退休金制度，加強老年收入之穩定
1.強化企業實施退休年金制度
2012 年起經由勞動福祉公團退休年金的公共服務，督促員工 30 人以下的中
小企業參加退休年金制度。藉由活化標準型 DC 制度(Defined Contribution-確定
提撥制)，簡化加保程序，籌組事業單位適用的另一種 DC 型的退休年金制度，
適合各種事業單位可加保的制度，以節省雇主手續費及製作規章的費用。同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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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已加保退休年金的勞工，加強退休相關因應教育(如公積金的穩定營運、年金
支付方式、生涯規劃等)。
2.退休年金營運規定的合理化
2012 年為防止過熱、不公正、競爭的退休年金，加強事業單位之職責，
並改善公積金營運之規定，提高投資收益率。例如修改監督規定，加強現場檢查，
提供事業單位特別收益，防止強迫締結契約行為等過當競爭，並擬修正勞工退休
金給付保障法，變更購買商品制度與總量之方式，限制 DC 型高風險資產比重不
得超過 40%。
3.就中長期而言，退休金轉化為年金時，給予適時鼓勵，並檢討退休金轉為
退休年金制度一元化。
(三)招募、進用禁止歧視年齡
為加強事業單位願意進用高齡者並符合求職者願意工作的職稱，修正高齡者
之年齡基準。如修正"-職業安定法施行規則"之求職申請書。
(四)修正僱用保險制度，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隨著時薪制及兼職勞工人數的擴增，2013 年檢討一般被保險人的管理方式，
以漸進方式轉換方案。例如：限制取得雙重保險資格(檢討取得二種以上被保險
資格)、保險費之繳納、部分失業給付方案。2015 年起針對失業給付的期間，給
付水準，加保期間與加保年齡等，從新檢討加以改善，以符合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五)調整老年年齡的基準
高齡者僱用促進法規定高齡者年齡為 55 歲，準高齡者年齡為 50 歲至 54 歲，
不僅名稱不符，也與一般國民的認知有落差。2010 年 6 月針對 20 歲至 70 歲一
千名民眾所做的調查，約有 65.7%之國民，不知高齡者及準高齡者之用語，且有
71.9%的民眾認為現行法令年齡基準不符合時宜。故一般民眾認為應修正高齡者
名稱與年齡的基準，以符合國民的認知。(蔡美華, 2014)
（六）、指導就業配額延遲退休
為了促進老年人就業，有 300 位以上正式員工的雇主，需聘用一定名額的老
年人、每年的就業和退休狀態也需報告。
2013 年 4 月對就業年齡歧視與就業促進老年禁止法進行了修訂，以強制規
定雇主設定最低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上，並相應地改革他們的工資制度。此更改
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在工作場所與員工 300 人以上及公共機構生效，以及 2017
年 1 月 1 日在工作場所少於 300 名員工，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開始適用。此種
的改變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是試圖搶先人口老齡化。
（七）、貸款用於為老年人改善就業環境
自 2006 年以來，政府一直在提供貸款的雇主打算安裝或升級的設施和設
備，以穩定和促進老年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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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業服務
就業和勞動的就業中心、54 家銀髮(耆英)人才銀行和 25 家招聘希望中心，
從事銀髮就業安置服務。
銀髮人才銀行提供給年長求職者的就業服務，以相對較低技能的就業機會。
為提高他們的就業服務的質量，政府提供職能增強教育，並推出了績效掛鉤的管
理制度，如他們根據業績爭取次年的營運經費，提供差異化的支持。
在 2013 年，現有的再就業服務中心(outplacement service centers)，由韓國勞
動基金會(the Korea Labor Foundation)，以及由商業協會(business associations)等
有經驗的專業人士運作的就業中心，被合併在一起，以創造為中年人和老年人服
務的就業為中心。
就業中心為中年人和老年人提供全面的再就業服務，包括再就業、創業和人
生規劃服務，讓 40 歲或以上（準）退休規劃自己的第二個職業生涯。2013 年的
成功求職就業率為 21.91%。
中高齡層再就業計畫方案等三方案，採一條龍的整合性服務，促進就業支援
措施則多著墨於獎勵企業維持雇用高齡勞工。(李慧珠, 2013)
（九）、支持有經驗員工的再就業服務
自 2013 年，韓國政府實施了“支持有經驗員工的再就業服務計畫”('program
to support re-employment of experienced workers')，以支持有經驗員工的再就業。
根據這項計畫，50 歲以上失業的人給予實習機會，並在公司將它們連接到固定
的工作。
如果雇主僱用一名失業的成熟年齡員工作為實習生，有補助工資的 50％，
最高一個月 80 萬韓元，補貼四個月的實習期。如果實習生轉換為正規就業，每
月額外支付 65 萬韓元，計六個月。2013 年被聘為實習生，已轉化為正規就業之
銀髮員工計占 35.32%。
（十）、支持社會公益工作(Support for social contribution jobs)
2011 年以來，政府已經實施了支持社會公益工作方案。該計畫的目的是用
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連接中年或年老退休人員，從而使
人們的社會服務和人口老齡化有效地應對。社會服務工作是一個新的工作模式相
結合的有償工作和志願活動。計劃參與者支付的實際費用（餐費，交通運輸等）
和參與津貼（每小時 2000 韓元）。(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2014)
因應高齡化問題，2013 年韓國政府拿出了兩套方案：第一就是延遲退休年
齡，第二就是回聘這批人，讓他們從事在時間和報酬上都比較有彈性的工作，除
從中獲得一定的報酬外，同時也可以保證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但令很多專家擔
憂的是，這種雇傭環境下，今後這批人成為臨時工、契約工的比例將會更大，這
種不穩定的就業結構，對家庭乃至社會的穩定都會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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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新政府 2013 年 6 月份公布的施政預算計畫中，投入的老人福利經費
達十八兆三千億元，為預算額度最大的項目。新政府除規劃提供 65 歲以上老人
每月最高二十萬韓幣的津貼，並擴增公共與民間單位的老人就業機會，每月給予
二十至四十萬韓幣薪資，預計每年創造五萬就業機會，以改善老人貧困問題。(賴
宛琳、楊虔豪，2013)
在韓國，挑戰各種技術證照的老人家愈來愈多。根據韓國產業人力公團統
計，65 歲以上老人考取證照從 2007 年的 260 人，到 2011 年 569 人，成長了一
倍。取得技術證照的老年人增加，主要是因為平均壽命延長，學歷愈來愈高，人
力工團證照動向分析組的高級研究員朴再賢分析，老年人對再就業與自我實現的
需求愈來愈高。尤其是（1955～1963）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在韓國高達 720 萬人，
更是工作熱情最高的世代，三星生命退休研究所「退休後對工作的認識與需求調
查」發現，高達 91％的受訪者都回答，希望繼續工作。(黃惠如，2013)
在地方上，韓國首都首爾市在 2010 年老年人口突破 100 萬時，市政府當時
提出「健康 100 歲，2020 高齡社會總規劃」
，人生二次收成支援中心便是當時的
規劃之一。首爾市市長朴元淳在施政日記指出，隨著平均壽命以及嬰兒潮的新老
人遽增，「我們不僅要改變對老年的認識，還要提出退休後新生活方式。」
人生二次收成支援中心位於恩平區碌蟠洞國家保健院舊址，非營利組織「希望
Do-re-mi」受首爾市政府委託經營，分成 4 個學院，提供長輩創業支援、退休規
劃、社會服務等課程(黃惠如，2013)。首爾市政府也提供廣泛的老人福利計畫，
以促進老年人再就業，開展社會貢獻就業項目分為三類：公共部門、看護工作和
教育工作。領基本養老保險的長者在公共部門，包括學校和地鐵從事部分時間工
作。在小學，老年人可在食堂或放學後在校門口從事交通導護。公共部門的工作
是老人最首選的工作，因為可用性和方便性；白天大部分家長工作，家長也歡迎
他們的援助。通常一個月工作約 36 至 42 小時，可收到來自政府每月工資 200,000
韓元。(Choi, Lee and Hunny, 2013) 而且首爾市提供新機會，讓每個人都可能東
山再起、擴展人生，人人都能二次收成。就如離開人生二次收成支援中心前，擁
有五張證照的咖啡師李今南對台灣說：「希望台灣老人後半生能遇到自己喜歡的
工作。」(黃惠如，2013)
三、OECD 的評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2 年對韓國改善銀髮勞動市場展望，給予評
估意見：於 2008 年修訂施行了反年齡歧視立法(The 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2011 年適用到僱
用 300 人以上企業，2012 年擴充至 100 人以上企業。2006 年開始以每年 11 月第
三周為銀髮就業周(Elderly Employment Week)，倡議「能力比年齡更重要」
(“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ge”)，表揚僱用銀髮員工績優廠商，2005 年改
31

革年資薪給制度，適用於僱用 100 人以上企業，2011 年以後薪資補助由 6 年延
長至 10 年，2008 年實施了就業獎助(in-work benefit)，鼓勵銀髮就業。(OECD，
2013b)
四、韓國的發展特色
韓國老人貧困率偏高，同樣也面臨家庭價值崩壞，許多子女不奉養父母，也
是韓國長輩積極工作的部份原因。
不過韓國經驗依舊告訴我們，一個人只要繼續工作，全職也好，兼職也好，
考證照也罷，足以改善跨越世代的經濟，老人家不只是被扶養人口而已。
社會上這群資歷最豐富、經驗最老到的人口，如果能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時間
延長，將會是龐大的人力新資源，銀髮也能帶來無窮希望。
韓國一項經驗研究證實：配對樣本 t 檢驗結果統計支持，完成職業相關訓練
課程後，中高齡者的自閉、抑鬱，以及社交網絡顯著變化。該研究結果是相對於
評估和與工作相關的培訓計畫發展為老年人進行討論。(Lee ＆ Choi, 2012)
綜括言之，韓國銀髮勞動力發展政策具備以下特色：
(一)韓國高齡化時程與臺灣差不多，但政府投入的資源卻比臺灣多出數倍，
包括組織、經費、工作項目等，尤其甚者：韓國第二期高齡者僱用促進基本計畫
(2012-2016)，更是詳盡多元，支持加強中高齡者與青年之間的代際雙贏工作（an
Intergenerational Win-Win）
，從 2012 年開始，在 300 家中小型企業，熟練的中老
年退休者，將作為年輕員工導師和教練（Mentors and Instructors），1,600 退休專
家，如工匠大師和工匠將促成「現場教授」（On-Site Professors）。另有工作分享
計畫（The Job-Sharing Program）
，該計畫每年提供 720 萬韓圓的補貼給雇主，作
為僱用青少年填補中高齡者工作時間較短，或受訓期間出現的空缺之經費。此
外，成立代際雙贏委員會（an Intergenerational Win-Win Committee）將根據經濟
和社會發展委員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
，討論如
何結合中高齡者的資產和經驗與年輕人的激情；實施年齡管理措施，包括工資、
工時及僱用系統，使代際雙贏(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Republic of
Korea，2012），而臺灣地區政府與企業似可參考辦理。
(二) 韓國勞動部為加強其就業政策管理功能，於 2010 年 7 月 5 日將勞動部
（The Ministry of Labor）改組為就業暨勞動部（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其下分為三個辦公室，分別是規劃與協調辦公室（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fice）
、就業政策辦公室（Employment Policy Office）
，及勞動關係
政策辦公室（Labor Relations Policy Office）
。共分 11 局，其中就業政策辦公室即
下轄五局，其中因應高齡化設有「高齡社會人力資源政策局」，臺灣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甫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改制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但銀髮就
業仍併在辦理一、二十種特定對象就業組中，無法反應高齡化下的組改特色，應
可參考韓國模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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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在營造中高齡者與青年之間的代際雙贏工作上，自 2012 年開始即
積極宣導青年與中高齡者僱用並非競爭關係而是融合、共生之關係；-針對工作
分級之模範企業除表揚優秀企業對高齡者之禮遇與宣導外，並加強遊說企業對國
民認知之改善；針對加強遊說項目之預算大手筆約為 3 億韓元(約折合新台幣
8,570 萬元)，利用電視、廣播、新聞媒體、海報等大肆宣導遊說“世代間一齊工
作”的好處及利多。臺灣做了多少呢？幾乎沒有。
(四)韓國為了促進老年人就業，有 300 位以上正式員工的雇主，需聘用一定
名額的老年人、每年的就業和退休狀態也需報告。2013 年 4 月對就業年齡歧視
與就業促進老年禁止法進行了修訂，以強制規定雇主設定最低退休年齡為 60 歲
以上，並相應地改革他們的工資制度。此更改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在工作場所
與員工 300 人以上及公共機構生效，以及 2017 年 1 月 1 日在工作場所少於 300
名員工，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開始適用。臺灣企業僱用中高齡者一直採取鼓勵
措施，但績效並不明顯，宜評估立法規範的可行性。
(五)韓國針對預定(潛在)退休人員加強企業的角色：政府規定大企業對於非
自願離職的中高齡者，應提供一定期間(如一個月)離職、退休或轉業的教育訓
練，教育課程包括就業媒合、求才資訊、創業資訊及老年因應對策等課程。對於
協助辦理中小企業員工轉業的支援機關，則提供補貼；同時輔導民間單位成立支
援服務機構並指定名稱為〝希望永久工作中心〞，2012 年共輔導成立 26 家轉業
輔導中心及 6 家仲介專業人力僱用支援中心。2013 年擴大辦理，並提供再就業、
生涯規劃等綜合服務。臺灣亦可提供政府與民間多元協助銀髮就業與再就業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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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加坡銀髮勞動力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背景
65 歲以上的新加坡人將快速增長，預估從 2014 年的 11.2%增長至 2030 年的
19%，到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將占 38%，為全球最年長國家之一. 新加坡是
全球 221 國家中人口預計壽命第四高的國家。但其人口出生率卻是全球最低之
一。因為老齡化所造成勞力急劇下降將使新加坡 GDP 增長從 2005 年的 6.9%下
降到 2030 年的 3.9%。
鑑於新加坡勞動力的逐漸老化，至關重要的是，企業仍適應這種發展的影
響。以下各節提供有關新加坡勞動力的一些關鍵統計數據：
多年來，新加坡經歷了低與下降的出生率。 2011 年，總和生育率（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為 1.201，比超過三十年前 2.1 的替代率要低得多。這個生育
率下降，再加上預期壽命在 1970 年的 66 歲增長至 2010 年為 82 歲，已導致新加
坡經歷了人口萎縮和老齡化。新加坡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目前為 42 歲，十年前為
39 歲。 如下圖 4-1。

圖 4-1、新加坡 2002 年與 2012 年勞動力平均年齡
2012 年的全部常住工作人口中，55 歲及以上的有 19.4％，離開勞動力的數
量目前為 123,000 人與 245,000 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預計在 2030 年只有 171,000
勞動力將進入勞動力市場，但預期有 258,000 人離開，導致 87,000 名員工短缺的
勞動力。如下圖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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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新加坡 2012 年進出工作年齡人口數

圖 4-3、新加坡 2030 年進出工作年齡人口數
新加坡的當前和未來工作年齡人口正因為如此變動，很重要的是公司開始規
劃和準備什麼樣的未來。而以往的做法專靠外國員工，在新加坡勞動力老齡化所
帶來的困難大潮中，這種做法不應再充當為解決方案。鑑於政府目前的努力，建
立一個更強大和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核心，外勞政策的最新立法變化導致了人力
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的決定：減少對外國勞工的引入。因此，公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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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其他替代方案。(SNEF, 2013)
從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亦得到證實，新加坡於 2000 年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
比例達到 10.6%，開始快速人口高齡化進程，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新加坡於 2020
年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上升至 26.5%，屆時將有超過四分之
一的人為老年人口；而到 2020 年將有三分之一的人為老年人口，高齡化水準達
到 35.6%；甚至 2050 年老年人口將達到 39.6%，成為世界上人口高齡化程度最
高的國家之一。根據統計截至 2011 年底止，新加坡共有 526 萬人口，其中定居
居民計有約 380 萬人，而非定居居民則計有約 146 萬人 ，而上開定居居民中，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為 9.3%。新加坡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約有 90 萬人，渠等從 2012
年起陸續進入 65 歲退休年齡，以目前千分之 1.2 的出生率來看，如果不引進移
民，新加坡的年齡中位數將從現在的 39 歲，大幅提高到 2030 年的 47 歲，現在
平均每 6 個勞動者扶養 1 位退休者，屆時將變成 2 個勞動者扶養 1 位退休者，對
勞動者的負擔可謂大幅提升。換言之，倘不能有效解決人口及勞動力加速高齡化
現象，照顧年長者的勞動者將會越來越少，新加坡將來不得不依靠移民來補足人
口數量。因為如果沒有引進移民，新加坡就會面臨勞動人口數量萎縮、經濟停滯
的局面。(引自職訓局，2012)
二、現行措施
*退休與重新僱用法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相信中高齡者能為社會繼續做
出經濟貢獻，是活躍老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新加坡政府鼓勵高齡人士
繼續留在勞動隊伍，除了能填補勞動隊伍的空缺外，所得的收入也能讓高齡人士
維持經濟獨立，減低對家庭、政府的依賴。
2012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與重新僱用法(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
RRA) 取代退休年齡法(Retirement Age Act, RAA) ，規定只要年長員工的健康狀
況良好，工作紀錄令人滿意，雇主就有責任繼續聘用他，直到員工滿 65 歲為止。
勞資政委員會目前著手把重新受僱年齡上限從 65 歲調高到 67 歲。重新僱用的精
神為僱傭雙方在職務範園和工作條件方面提供了靈活性。對雇主而言，重新僱用
政策不僅幫助公司保持成本競爭力，也繼續從年長員工的豐富經驗中受益。對員
工來說，可以繼續留守工作崗位或不同僱用條件下轉調其他職務。這為員工提供
持續就業的機會，賺取固定收入，增加退休儲蓄。退休與重新僱用原則如下(MOM,
2013) :
(一)確認即將屆滿 62 歲員工之健康狀況及工作表現。
(二)雇主應在員工退休前的 6 個月或更早之前就與員工展開有關重新僱用的
協商。
(三)雇主可考慮為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員工提供工作安排選擇，包括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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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職務(受僱條件或須調整)或轉調其他工作。僱傭雙方須就此達成協議。
(四)雇主應在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就向他提出
重新僱用建議，給予員工足夠時間考慮。無法獲得公司續聘的年長員工，
雇主應在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通知;有關決定，以便員工能做好退休
準備或另覓其他工作機會。
在新條例下，只要年長員工的健康情況良好以及工作紀錄令人滿意，雇主就
有責任繼續聘用他，直到其年滿 65 歲為止。另為協助企業實行重新僱用的必要
程序與措施，新加坡於年長員工受僱能力勞資政委員會 (The Tripartite Committee
on Employability of Older Workers, T r i C o m)的支援下，成立勞資政執行工作小
組，該小組於 2008 年 4 月提出重新僱用年長員工的建議指南，之後經蒐集和考
慮有關建議的意見和回饋後，於 2011 年 3 月公布更新後勞資政重新僱用年長員
工指導原則，有關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適用對象：
1.雇主應以重新僱用絕大部分年長員工為目標。原則上，所有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達到 62 歲法定退休年齡或契約指定退休年齡（視何者較高而定）
的本地員工（含兼職），一律受到法令的保護。再者，只要年長員工符合重新僱
用條件（指其健康情況良好 及工作紀錄令人滿意 ），雇主就有責任提供重新僱
用契約並繼續僱用，直到員工年滿 65 歲為止。
2.另於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達法定退休年齡的年長員工，法令雖無強制規
範雇主應重新僱用上開員工；惟仍建議雇主繼續僱用健康狀況良好且工作紀錄令
人滿意的上開員工。
（二） 年長員工退休前之輔導規劃：
1.重新僱用的協商：
（1）協商時機：雇主應在年長員工退休前的 6 個月或更早之前便和他們展
開有關重新僱用的協商。而隸屬工會組織的企業，也應當與有關工會進行磋商。
雇主及早與員工和工會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及協商，是確保重新僱用機制順利推
行的關鍵。
（2）協商內容：著重探討重新僱用的各種可能性、轉換職務所連帶的職能
要求與培訓，以及薪資與福利的調整。雇主應靈活處理年長員工的職務與薪資，
並實行以工作價值、員工表現及生產力為基礎的薪資制度。相對的，員工與雇主
商討有關重新僱用條件時，其亦應具備持續就業的正面心態，保持高度的靈活性
及適應性，欣然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維持受僱。
2.重新僱用的工作安排：
（1）靈活安排員工的工作，安排方式為：
①安排員工在重新受僱後從事同一性質的工作，並在必要時根據合理的情況
對員工的薪資及福利進行適當調整。
②對重新受僱員工的現有職務進行適度的調整，或調任其他職務，並重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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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僱用條件。
③安排員工在重新受僱後，從事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工作或職務。
（2）有鑑於員工的工作範圍恐有所改變或必須擔任其他職務，雇主應及早
通知員工，讓其能為工作上的轉變做好準備。另雇主應於有需要時，為員工提供
適當的職務培訓，協助其迅速融入新職務。
3.重新僱用的契約規範：
（1）雇主提供契約時機：
①雇主應於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向其提供重新
僱用契約，以便其有充裕的時間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該契約所訂條件。
②另雇主若沒有為年滿 62 歲（或契約指定退休年齡，視何者較高而定）的
員工提供任何重新僱用安排，卻讓員工以相同的受僱條件從事同樣的工作，雇主
可在較後時間為員工提供一份依據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的僱用條件及福利而擬定
的重新僱用契約。
（2）契約期限：
①只要員工符合重新僱用條件，雇主應該為其提供為期 3 年的重新僱用契
約，給予工作保障，直到其年滿 65 歲為止。
②另契約的有效期限在任何情況下，皆不應少於 1 年，爰雇主也可選擇提供
至少 1 年的定期契約，且該契約期滿前只要員工的健康狀況良好，就可更新及延
長契約，直到其年滿 65 歲為止。
（3）契約內容：
①薪資：
甲. 雇主在重新僱用年長員工時，應考量工作年資是否是決定提高薪資的主
要因素外，尚需包括重新僱用的工作安排方式不同，而有不同因素考量。
乙. 若讓員工留任原有職務，雇主可考慮將薪資下調至相當於一名具備一定
經驗及能力，從事同性質工作年輕員工的薪資水準，而以薪資幅度的中位數為參
考基準 ；另外尚需考慮到某些員工可能已在 60 歲時曾遭減薪，以及員工的生產
力、工作表現、職務責任與薪資制度等其他因素。
丙. 若採重新調整員工的職務，雇主在擬定新薪資時，應把有關職務的工作
價值、員工的相關經驗及特長一併考慮在內。
②醫療福利：有鑑於若年長員工的醫療費用過高，將對雇主造成不小的成本
負擔，所以雇主可考量支付方式為：
甲.與員工共同承擔醫療開支。
乙.為醫療福利索賠設定適合上限 。
丙.雇主為員工提供額外保健儲蓄存款，協助支付健保雙全的保費，以取代
為員工提供住院醫療福利。
③有薪年假及其他福利：
 甲.有鑑於年長員工已為企業效力多年，且保持良好的工作紀錄，即使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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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職務有所變動，雇主也不應強制要求其重新履行試用期，以及不應該規定其在
重新受僱 3 個月後，才有資格享有年假及病假等僱用福利。另雇主也要顧及其他
與重新受僱員工職務及條件相近的員工（包括新聘者）的員工福利，以公平對待
全體員工。
 乙.為提高年長員工的士氣，激勵他們取得更出色的表現，雇主也應在適
當情況下根據企業及個人的表現，透過不同形式如頒發表現獎金、長期服務利
益、收益分享獎勵或一次性獎金來獎勵年長員工。
（4）員工回應時機：員工應儘早將是否接受重新僱用契約的決定告知雇主，
理想做法是在收到重新僱用契約後的一個月內與雇主商討有關重新僱用的具體
條件及內容。這有助於雇主在知情後進行人事安排，並且幫助員工做好重新僱用
的準備（例如：在有需要時為員工提供培訓）；另雇主曾經對員工提出合理的重
新僱用建議，卻遭到拒絕，雇主就無須支付無法繼續僱用的就業扶助金
（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 EAP） 。
4.年長員工不獲重新僱用之協助措施：
（1）符合條件卻不獲重新僱用之協助措施：
①雇主若已盡其所能，仍無法在公司內為員工找到其他適合的職務，經年長
員工事先同意後，則可考慮幫助其向外尋職，轉調其他公司。若員工不願意接受
在其他公司任職的工作安排，雇主則有義務發放一筆相當員工 3 個月薪資的就業
輔助金 ，在經濟上提供援助，以幫助其在尋職期間的生活開支。
②除就業輔助金外，雇主也可考慮為符合條件卻無法繼續留任的員工提供轉
職協助，幫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工作。
（2）不符合重新僱用條件之協助措施：
①雇主應於不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就告知其
不獲續聘的決定，以便其能做好退休的準備或另尋其他工作機會。另雇主可為上
開員工提供其他方面的協助，其中包括轉換事業跑道的職業訓練或另找新工作的
轉職協助。
②至於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年長員工，若因為冗員（例如企業重組、改進業
務流程或流失重要客戶等因素）而不獲聘用至 65 歲，除非集體聘用契約或個人
僱用契約中具有明確指示或規定外，否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上開員工一般不享
有任何裁員福利。然而，為幫助上開員工應付成功尋職前的生活開支，雇主可按
勞資政三方指導原則的建議，決定就業輔助金的金額，幫助其渡過經濟難關。
③依據法令規定，員工在加入企業時若已達 55 歲，將不受退休年齡法令所
約束。儘管如此，雇主仍應該給予在企業服務滿 3 年，且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
62 歲以上員工重新受僱的機會。同樣的，雇主若無法讓員工在重新僱用條件下
繼續工作，則應考慮為員工發放就業輔助金。
④對於一些在 55 歲或以後才受公司聘用的員工，即便符合重新僱用條件，
也可能基於以下原因而不獲續聘：甲.渠等在未滿 62 歲前離職；乙.渠等在年滿
62 歲時尚未服務滿 3 年。針對上開員工，雇主可在考慮渠等的服務年資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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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給予一筆額外補償金。
（三） 糾紛調解：
1.為避免勞資糾紛，一方面雇主在擬定重新僱用契約時，參考勞資政三方指
導原則的建議。另一方面，年長員工與雇主進行有關重新僱用協商時，能清楚表
明個人的意願，以及對職務的偏好。
2.勞資雙方若在協商過程中發生爭議，如果年長員工認為雇主無理由否決其
被重新僱用的權利，或者認為雇主所提出的重新僱用條件或就業輔助金並不合
理，可向人力部提出申訴。此外，員工也可以透過所屬的工會組織，要求雇主給
予合理的待遇。
3.另勞資雙方可根據僱用契約履行一貫的辭職通知義務。重新受僱員工若有
感本身被無理由裁退，可向人力部提出申訴，要求企業撤銷辭退決定或索取賠償。
（四） 重新僱用援助計畫：
1.新加坡人力部勞動力發展署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與全
國職工總會及新加坡全國雇主聯合會，引入「協助提升就業能力」計畫
(Assistance at Hand to Enhance Employability )(ADVANTAGE﹗)，該計畫主要目的
是鼓勵企業僱用 40 歲以上勞工，或再招聘超過 62 歲的年長員工。這個計畫為每
個企業提供最高新加坡幣（以下同）40 萬元（若以新加坡幣：新臺幣＝1：24
換算，相當約新臺幣 960 萬元）的援助津貼，以資助雇主為僱用、留用及重新僱
用年長員工而推出各項應對措施。
2.雇主可選擇經由人力部勞動力發展局所發展的彈性工作計畫來尋找國內
兼職員工或彈性工作的員工。該計畫的目的是要把 35 歲或以上不活躍於工作的
民眾（如家庭主婦及年長員工）帶回勞動市場。該計畫亦提供每個企業最多 10
萬元的補助金，以協助企業推行兼職及彈性工作安排，例如：重新設計工作、顧
問開支、招聘、訓練、裝備及缺席者薪資等。
依新加坡研究歸納數個案後，有關雇主在實行重新僱用法令時，所採取的多
項有效措施如下：
--實行以個人表現為基礎的薪資制度，考量因素應包括工作價值、員工的能
力及表現。
--向員工清楚解釋重新僱用的意義，以及持續就業所帶來的利益。
 考慮在公司內部為年長員工重新設計工作。
--為重新受僱後調任他職的年長員工提供技能培訓機會。
--探討重新規劃工作場所的可行性，為年長員工打造一個無障礙的理想工作
環境。
--展開職場保健計畫，幫助年過 62 歲的年長員工維持強健體魄，提高受僱
能力。
--建立一種「高齡友善」的企業文化，勞資雙方互相尊重、彼此認同。
--安排不同資歷的員工組成一個工作團隊，彼此互相配合，從中建立默契。
--委任適合的資深年長員工擔任全職或兼職的培訓導師，負起提攜新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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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任。
--協助經理級與／或主管級的年輕員工，培養領導年長員工的管理能力。(職
訓局，2012)
*教育訓練
除了雇主需執行企業責任外，員工亦需要不斷地自我提升其基本的能力包括
健康的身體、工作技能，保持具生產及可受雇的狀況。為了達到這項目標，新加
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轄下單位勞動力發展署(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為強化國家勞動力的就業力和競爭力，使勞工皆能終
身學習並提升技能，推動繼續教育訓練方案(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T) ，服務專業人士、經理人及高階管理者與技師(PMETs)等專業工作者，也
協助老年人、低薪工作者的工作福利所得補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
及工作福利培訓補助(Workfare Training Support, WTS) ，以適應快速變動的經濟。
設立於勞動力發展署(WDA)下的成人學習中心(Institute for Adult Learning,
IAL)負責推動繼續教育訓練方案(CET) ，界定並發展全面性職能體系，以符合訓
練者的專業需求，提供成人受訓者職涯發展的訓練歷程，包含訓練評估的進階認
證(Advanced Certificate in Training and Assessment)到進階學位學程，如終身學習
的碩士學位等，例如產業診斷研討會、碩士課程及工作坊、技能移轉與研究、師
徒方案等。
WIS 與 WTS 鼓勵 35 歲或以上，而且月薪不超過 1,900 元新幣的新加坡公民
繼續工作，同時參加培訓，以經濟為誘因，鼓勵他們提高工作技能。受訓者可索
取 95%的課程學費津貼，課程包括所有受產業認定的勞動力技能資格(WSQ)課
程、受教育部批准的持續教育與培訓(CET)課程，以及所有新加坡勞動力發展署
(WDA)所認可或支持的技能培訓課程。沒有雇主支持下自行接受培訓的學員亦可
獲得每小時 4.5 新幣的培訓津貼。對於基本英語或計算課程則提供 100%的課程
津貼，每項語言或計算提升進展可獲得 200 新幣受訓勉勵獎。
符合資格者完成培訓者，除了擁有專業技能或證書，還可獲得每年高達 400
新幣的持續技能提升獎(TCA)現金獎勵，或擁有專業技能、證書、工藝教育學院
或理工學院文憑，獲得 1,200 新幣的持續教育與培訓資格獎(CQA)現金獎勵。整
體而言，新加坡政府十分鼓勵國民持續就業，並鼓勵中高齡者參加就業培訓，以
保持就業競爭力。(MOM, 2014)
*年齡管理入口網(Age Management portal)
經驗豐富，技術精湛成熟的員工在新加坡越來越多，新加坡政府呼籲企業應
該考慮將這些員工透過再就業，以保持領先的競爭優勢。
這個年齡管理入口網(Age Management portal)，是由人力部（MOM）、勞動
力發展局（WDA），全國職工總會（NTUC）和新加坡全國雇主聯合會（SNEF）
等勞資政三方共同努力聯合推出，在支持成熟員工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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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已經從以前的再就業入口網(re-employment portal)轉變，作為勞資雙
方的有用資源中心，為老齡化勞動力隊伍做好準備。雇主需要早做準備，以實現
對老年人友好的政策和制度，重新設計他們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場所，以更好地吸
引和利用老齡化勞動力隊伍的全部潛力。透過入口網站，希望能夠建立在新加坡
公司的能力，以更好地管理一個老齡化和多世代同堂的員工隊伍。
在這個網站，可以找到關於落實年齡管理辦法、研討會和活動、資助計畫，
以及其他援助計畫等有用信息，也可以找到實施了年齡友善僱傭措施雇主的案例
研究資料。
被譽為 WorkPro 一個新的計畫已經於 2013 年 4 月 1 日實施，幫助企業建立
自己的能力，以發展新加坡核心的員工隊伍，鼓勵招聘的創新方式，保留並重新
僱用年長員工。 WorkPro 的參數規範也可以在這個網站中找到。
這種新的門戶網站將支持繼續推進，幫助企業最大限度地提高老齡化勞動力
的潛力，並幫助他們進行重組，以保持競爭力和生產力。
*年齡管理工具包
對於這個工具包的目的，成熟的員工在新加坡通常是指員工超過 40 歲。當
地的勞動力隊伍是指聘請的非永久居民的勞動力。這包括契約工、兼職人員、自
由職業者、顧問、實習生和臨時工，包括替代勞動力由前罪犯，重回到工作的二
度就業婦女、身心障礙者和成熟的員工。為了應對新加坡的景況當前動態所帶來
的挑戰和機遇，透過年齡管理措施將需要管理多世代員工。
年齡管理涉及促進年齡層次多元化，改變態度，調整組織的基礎設施，創造
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工作場所，以滿足多世代員工的需求。
透過勞資政公平與良好雇傭聯盟(The Tripartite Alliance for Fair and
Progressive Employment Practices, TAFEP)2013 年 5 月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其實
成熟的員工，比較年輕的員工，所帶來的好處，包括更多經驗、更高的忠誠度與
承諾、更強的工作倫理、較低的缺席率、更好的教授與領導力、更佳的問題解決
能力、更了解顧客、較佳的組織溝通能力等，詳如下圖 4-4 所示：

42

圖 4-4、僱用成熟與年輕員工的利益比較
對多世代員工進行適當的管理，可以得到下面的好處：
•提高雇主品牌
•提高客戶滿意度
•增加創新，生產力和效率
•提高企業的應變能力
•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和工作滿意度
•提高吸引和留住人才
•提高人才選拔
人口結構逐步轉變，以及技術和全球化的到來，在新加坡的無國界的商業環
境運作的公司，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競爭的激烈程度也有所增加，公
司努力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與此同時，隨著企業不斷尋求在市場中保持
競爭優勢，需求和競爭的人才和資源也飆升。
“年齡管理”(Age Management)的定義是：裝備公司吸引、管理和留住成
熟員工的技能和知識的方法圍，以實現組織目標。具體而言，年齡管理指的是多
學科的方法，旨在幫助雇主管理和吸收成熟的員工和臨時工進入組織。它包括組
織內部各個方面，如招聘與選拔，職務再設計，多世代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
和福利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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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管理工具包旨在為雇主提供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以在工作場所促進採用
時代的管理實踐。該工具包將包括一系列的招聘、績效管理與意圖福利計劃的章
節，以一個全面的方法來提供指導。
包括在工具包中的七章(公平就業、再就業、職務再設計、彈性工作安排、
績效管理、員工福利計畫、多世代員工管理)已分為三大段：
1、招聘
本節介紹了在招聘和選拔過程所涉及的活動範圍，並為雇主提供分析上市公
司吸引成熟員工不同的方法。
2、管理
本節將深入探討雇主可以採用，以滿足持續的實踐成熟員工組織的需求。
3、投入
本節提供指引如何透過創建一個豐富和包容的工作環境，可採取同化成熟員
工的步驟。
以下選擇年齡管理工具包的關鍵項目作摘錄：
#職務再設計(Job Redesign)
要成功地管理多世代的員工，現有的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必須仔細重新評
估，以確保生產效率和組織效率的目標最大化。為了處理了多世代的勞動力的存
在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管理變革時，雇主應發揮靈活性。除了重新評估政策和流
程，工作範圍也應重新評估，重新設計，以適應雇主和受僱員工的需求。
引導雇主從重新設計的過程中，使組織內的就業成熟員工可發現自己在一個
安全與包容的工作環境。職務再設計，可進行其他員工，也可以用來提高員工的
績效和工作滿意度。讓雇主可採取有效的進行職務再設計的指導原則和方法。
進行職務再設計的主要目標是改變工作內容，使組織能夠達到最大產出。這
種“產出”可以定義幾種方法，比如增加員工參與度，提高效率和生產力，改善
質量和更高的組織品牌等，有了職務再設計的正確執行，企業可以獲得以下好處：
◦增進員工的績效和生產力
透過重新評估所需的工作要求，並改變員工的工作範圍，以調整員工的責
任，企業實際上是增加他們在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例如，當技術被引入，以取
代重複性的工作職能，員工能夠更好地花時間，需要更多的關注和重視責任。透
過這種方式，企業將見證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和業績水平。
◦激勵並提高員工的滿意度
透過重新設計工作，員工能夠完成的工作具更大的自主權。與減少重複任務
的數量，並增加了崗位職責，員工有機會成長，進行更多的工作。此外，成熟的
員工也將繼續因作為創建職務再設計的結果，對老年人友好的工作環境激勵。技
術的實例的執行，使得工作場所更容易和更安全的用於他們的工作中，這反過來
會導致增加員工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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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同業
用人單位進行職務再設計的組織採用新技術或服務交付模式的結果，也可以
在行業內被視為與創新實踐的領導者。透過創造性的思維方法，使內部工作職能
進行調整，以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公司其實都是設定脫穎而出，也為其他組織樹
立了典範。這樣做不僅有利於該行業內區分這些公司為“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s)，同時也增加組織的品牌。舉例來說，社會企業的 A-Changin Private
Limited，因其領先的就業實務，已經獲得 2012 年“年度社會企業獎”(“Social
Enterprise of the Year” award)，以及許多其他的榮譽，透過公平就業的做法，職
務再設計和彈性工作安排，A-Chang 提供有競爭力的市場薪資水準給員工，已經
同時成功地發展其業務。
#管理多世代員工(Managing A 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
管理多世代員工提出了一些個人和組織潛在的優勢和機會。多世代員工是指
一個組織內存在不同世代的員工。雇主在新加坡可能會發現自己管理的員工，可
能從十幾歲到接近退休年齡者等。此外，有效地管理多世代員工所面臨的更大挑
戰是，新加坡是個多元化和多種族的社會。不同的種族，宗教，價值體系，會影
響員工彼此互動的方式。隨著新加坡居民與勞動力的多種族組合，推動建立一個
具有包容性的工作環境，不應該被忽視或低估。由於不同的背景和每一代的特點
的結果，雇主需要這樣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組織文化和環境，需要慎重選擇自己的
方式，來創建管理其員工，。
旨在為雇主提供的每一代的特點有了更深的了解，這樣的方式和做法，可以
定制管理員工的時候，以適應個人。不同世代勞動力的有效管理，允許雇主透過
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場所的多樣性所帶來的好處。成功引進政策和做法的準則，
並實施確保不同世代的順利融入職場。
多世代員工可以為公司提供了許多好處。每一代所具有的不同的角度，知識
和技能，可以積極地利用，以確保它們為組織培養添加豐富性和色彩。但是有效
的管理是重要的，特別是組織在新加坡面對不斷變化的人口特徵和管理世界各地
人才的巨大差異。隨著多元化的員工隊伍，企業可以獲得以下好處：
◦引發創新和創造力
多樣化的技能，知識，經驗和每一代人的角度，為員工提供成長和相互學習
的機會。其實日常工作的互動形成了知識的平台，從而激發創新和創造力。工作
場所的多樣性，也增加了員工的士氣，使工作場所環境宜人，在一個公司裡，領
導的多樣性工作，也允許管理者帶來新的技術、風格和方法及其團隊內實現統一。
◦吸引和留住人才
多元化的員工隊伍的有效管理也導致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當雇主倡導公平就
業，反對歧視的做法，員工不太可能離開公司。員工忠誠度的增加也導致了較高
的留任率和節約成本，因為雇主花費更少的時間招聘工作。
◦增加適應性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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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多元化的員工隊伍，公司更配備和適應性，保持多樣化的客戶群。透過
了解和挖掘員工的不同背景，組織更適應市場和客戶的動態需求。多樣性的知
識，技能和經驗，如語言和文化的理解，可使企業能夠為全球客戶提供更好地服
務。
◦增加雇主品牌
透過提供再就業的機會，公司正在描繪一個良好的合作為首選雇主。在工作
場所採用公平就業實務及應用技術及能力成熟的員工，繼續增加企業的雇主品
牌，從而也增加了人才留任和忠誠度。
#靈活的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一個快速老齡化的勞動力，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面臨人才短缺。為了優化員
工隊伍，雇主必須透過設計創新靈活的解決方案，在人口結構所帶來的位移的變
化做好準備。在努力面對不降低生產效率和利潤這些挑戰，企業往往採取一些策
略，以更好地建構他們所做的工作。
靈活的工作安排（FWA）是指工作的員工提供靈活性，以更好地管理自己
的工作職責和個人承諾的安排。FWA 通常延伸到組織中的所有個體。代價通常
以個人可能需要臨時或長期這樣安排的個人或團體。其中的角色進行的職責可以
保持不變，但是，工作時間和位置也可以根據個別的需要而變化。專為成熟的員
工可能希望有一個不同的工作日程，這樣的安排讓雇主利用這些成熟的員工給組
織帶來的知識和專長。在今天的環境中，FWA 的角色，在增加提高生產效率的
結果上已有重大意義。在 2012 年，本地公司的 67％的報導生產率的提高是由於
靈活的工作實踐，和 66％彈性工作直接掛鉤增加收入。除此之外，最近的一篇
文章中列出靈活的工作安排是留住老員工的關鍵因素。
在為雇主提供的手段和方法，使企業能夠成功地引入 FWA 在工作場所的詳
細信息。預期的挑戰和問題將得到解決，以協助雇主確定可能發生的挑戰。
為雇主和員工提供 FWA 創造一個雙贏的方案。如果正確實施，雇主和員工
的需要，可以在不產生多少額外的費用。這些好處包括：
◦增加效率和生產力
隨著 FWA，員工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顧不上個人或其他事項。這可能有助於
維持或提高生產力水平的員工都能夠相應地安排他們的工作。此外，隨著全球工
作場所以迅猛的速度改變，在任何時候，公司都能夠滿足客戶的需求和要求。較
長的服務時間，由 FWA 促進因此也有助於提高組織的反應時間，這又導致在增
加效率。
◦增加人才選拔和留住人才
隨著勞動力市場收緊和熟練的勞動力資源萎縮，人才競爭已不再侷限於新加
坡境內。因此，雇主提供 FWA 將有競爭力吸引，留住和各年齡段的再僱用人才
時。此外，透過提供 FWA，雇主將能夠挖掘到有經驗的員工，可能不適用於傳
統的朝 9 晚 5 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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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成本
彈性工作選項可以幫助減少員工曠職、遲到和病假成本。此外，企業能夠提
供更長的工作時間，而不會產生額外的加班費用，即為 FWA 的結果。此外，企
業也能更好地為經濟形勢與靈活的工作實踐做出回應。例如，在經濟衰退期間，
雇主可考慮提供終止員工，這可能會損害員工士氣和生產力的兼職工作選擇來代
替資遣。
◦提高員工士氣和減少流失率
FWA 還為員工對他們的工作提供更大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使他們能夠取得
更大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和更高的生活質量。平衡工作與個人生活已成為許多企
業今天是一個挑戰。提供這樣的工作安排深受員工的重視。因此，公司提供 FWA
也注意到損耗率下降，並增加了員工的士氣。例如，樟宜綜合醫院在 2010 年成
功地保留了 80 名員工，即為實施彈性工作計畫的結果。
根據修訂後的計畫，公司將獲得在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the Work-Life
Grant )10,000 新元的現金激勵試點的安排，即使他們不收取費用，如果他們繼續
貫徹落實全公司範圍內，另外再加 1 萬新元。目前，他們只能已發生的費用後才
可得到補助。
此外，雇主在他們的公司實現彈性工作安排(flexi-work arrangements)達 20％
的使用率，將有資格獲得每年 25,000 元現金獎勵。目前，他們如已經實現了 30
％的利用率，可獲得高達 40,000 新元的補助。並於 2014 年 7 月生效。但這些獲
獎的代表反應：現金獎勵固然可以減少實施該計畫的成本，但如果透過辦理績效
良好者經驗分享與諮詢服務等，對企業會更有助益。(Philomin，2014)
#公平就業(Fair Employment)
本章包括公平就業的做法，招聘和選擇成熟的員工時，基於一組擇優標準
(merit-based criteria)，如技能，經驗或執行任務的能力，不考慮年齡。這可確保
候選人得到公平和客觀評估。為了創建一個招聘流程，評估考生的特性因素，如
年齡、性別、種族、宗教、婚姻或身心障礙狀況等，不應該影響決策過程。
本章規定採用公平就業實踐的指導方針，使公司可以進軍新加坡的勞動力隊
伍，並增強其現有的人力資源政策。本章的目的是鼓勵雇主於管理成熟的員工和
公司的多元化員工團隊，能有公平就業的做法。這些準則適用於永久和契約性職
務，包括兼職員工。
採用公平就業做法的公司，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時，具有提供了一個策略性的
優勢。隨著新加坡人口老齡化和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市場，以業績為基礎的，客觀
的招聘過程中的組織將能夠獲得以下好處：
◦得到一個更大的人才庫
基於一套客觀和擇優條件的招聘和選拔過程中，企業可以挖掘的潛在候選
人，是基於技能、經驗和資歷，而不是限制因素，如種族，宗教，婚姻狀況，性
別和年齡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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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生產力
採用公平就業的做法，使企業招聘人才的最佳配合，資歷和經驗的要求，從
而提高組織績效和生產率的位置。
◦增加適應性、創新和動力
在今天的全球市場上，公司具有多元化的員工隊伍，以公平就業實踐推動，
將能更好地應對業務挑戰和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不同文化，背景和經驗之間的
相互作用也創造知識共享的平台，從而促進創新和激勵員工。
◦增加留住人才和雇主品牌
公平的就業不僅吸引人才，在挽留優秀員工時，也是至關重要的。隨著人才
在當今全球化和無國界的就業市場需求量大，企業往往面臨著留住人才的問題。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企業建立自己的公平的雇主聲譽。公平就業的做法，這有助
於提高員工的士氣和忠誠度的培養，將反過來強化組織的品牌作為首選的雇主。
#退休後再就業(Re-employment)
本章提供了雇主招聘和選擇成熟員工的另一種替代選擇方式。再就業的做
法，雇主提供退休員工選擇繼續留位自己原有的工作，或在組織中其他部門工
作。雖然是這樣，它讓雇主認識到，重新就業的員工，可能被錄用為同一工作職
能或職位，也可以聘請至其他的空缺與不同的責任是很重要的。
本章規定對再就業行為的準則，使企業可以利用他們內部的人才庫，並提供
符合退休人員選擇繼續其任期或就業。此外，本章還提供了僱用再就業員工中涉
及的步驟，如確定合適的員工，並在必要時調整再就業契約條款的信息。
隨著再就業經驗豐富的退休員工，雇主其實是提高和最大化他們的人力資本
投資。雇主可以繼續利用從過程中與該組織在一些領域，所花費的時間提供給這
些成熟的員工的時間和培訓的好處如下所述：
◦以事半功倍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
隨著高營業額及對人才的需求，找到合適的經驗、技能和符合公司人才是不
容易的事。然而，雇主可以節省時間和精力用在再就業誰擁有的專業技術和知
識，有助於公司成熟的員工找到合適的新員工，並熟悉組織的同事，文化和工作
流程。
◦最大化專業知識和提高生產力
雖然成熟的員工不一定是再就業至同樣的工作職能或位置，這些退休員工的
經驗和專業知識水平，已經擁有可以轉化為生產力和高質量的高工作水平。另
外，為這些員工的學習曲線，他們應該被放置在新的角色，會比僱用新員工順利。
這意味著，雇主在準備這些員工為自己的新角色時，再次將能夠節省時間和精力。
◦增加人才保留和忠誠度
重新僱用成熟員工是灌輸組織的忠誠度的好方法，只是因為他們往往可同時
作為公司的大使和企業文化的載具(company ambassadors and company culture
carriers)。儘管已屆退休年齡有再就業的員工在公司樹立了榜樣給其他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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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員工，對延長一個人的事業成功更長遠的可能性。因此，員工更傾向於與公
司續留任和發展其職涯。
◦增加雇主品牌
透過提供再就業的機會，公司正可描繪一個作為首選雇主的良好光芒。在工
作場所採用公平就業實務及應用技術及能力的成熟員工，繼續增加企業的雇主品
牌，從而也增加了人才保留和忠誠度。
瞭解員工的人口結構，正是朝向年齡管理規範實施的重要一步。所有組織的
員工組成都是獨一無二的。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方式，制定這樣政策的時候，
設計和執行程序需要一定的創造性和靈活性。
領導者的支持或由高級管理人員計劃資助，是採取年齡管理實踐成功的關
鍵。從勞資政公平與良好雇傭聯盟(TAFEP)的承諾，能夠包容和尊重多樣性的組
織文化的發展。(SNEF, 2013)
*“優勢計畫”（Advantage!）與 WorkPro
2013 年新加坡將 ADVANTAGE! (ADD VALUE AND TAP ON AGE!)結合了
靈活的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FWAs)與改善工作-生活平衡
(promotes work-life harmony)等計畫，推出”WorkPro”的三年計畫，一站式方案
鼓勵企業僱用年長員工，除包括職務再設計補助(自動化設備、諮詢經費、採購
與執行年長員工本位人力資源政策與體系的經費、新進用年長員工職能評估費
用、僱用年長員工廣告費用等，每公司最高 30 萬星元)外，尚有倡議改善工作生活平衡靈活的工作安排補助(包括彈性時間、場所、部分時間工作等，每公司
最高 16 萬星元)、為協助管理多種年齡(中高齡者與青年)員工所需知識與技能之
補助(公平就業、再就業、績效管理、多世代員工管理、職務再設計、彈性工作
安排及員工福利等 7 議題，每公司最高 2 萬星元)、新進用年長員工留任 6 個月
與 12 個月獎勵金(每公司最高 5 萬星元)、在職訓練津貼(每公司最高 5 萬星元)、
協助新進員工一對一之導師津貼(mentorship allowance，每位 100 星元)等完整配
套。(Ministry of Manpower, 2013)
WORKPRO 概況介紹
WorkPro 是由人力部（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MOM）和新加坡勞動力發
展局（the Sin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以加強當地的人力
資源，促進進步的工作場所，並加強新加坡勞動力核心開發的方案。WorkPro 是
鞏固前三個方案，促進工作與生活的和諧，有助於企業挖掘本地人力資源，整合
了過去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與三方夥伴協商 - 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NTUC）和新加坡全國雇主聯合會（Singapore National Employers
Federation，SNEF），共同管理與執行，並從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計 3 年。政府將總共 S $ 1.7 億承諾公司在三年內計劃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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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ro 為雇主方面
WorkPro 旨在為雇主要達到兩個主要成果提供資金支持：幫助雇主改善他
們的工作場所實務，提升工作與生活的和諧，以吸引和留住回到工作的當地人，
以及成熟的員工。雇主將獲得廣泛的資金援助，以實現工作與生活的措施和重新
設計工作。雇主如招募並留住成熟的員工和回到當地工作，或把他們的員工彈性
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FWAs），將可獲得獎助。
WorkPro 為員工方面
WorkPro 將幫助員工在工作與生活實踐中獲益。它的目的在於提高成熟員
工的就業能力，回到工作的當地人和個人需是失業三個月以上。 WorkPro 將幫
助這些群體的人變得有更多的就業準備，並鼓勵他們回國工作，並通過保留獎金
和其他措施，如職場導師的支持繼續工作。
資格標準
一般來說，WorkPro 是開放給所有在新加坡註冊或成立的公司，社團和非營
利組織，不包括政府機構。用於補助金額的計算或符合資格的員工必須是新加坡
公民（Singapore Citizens，SCS）或新加坡永久居民（Singapore Permanent
Residents，SPRs），並在契約的持續時間至少 12 個月。

圖 4-5、提供 WORKPRO 資金的支持內容摘要架構圖
資料來源：Sin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2014), FACTSHEET ON
WORKPRO，Ver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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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ro 透過各種補貼和激勵措施，鼓勵雇主僱用和提供有利的工作環境。
如果員工正在參加或 WorkPro 下錄用，即可獲贈以下給付：
項

目

說明

工作準備支持 返回到工作的當地人可以參加免費的招聘工作準備工作坊 Job
Preparation Workshop，學習求職技巧，簡歷製作，面試技巧和
Job
儀容，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及其他有關權利與法令等有用的
Preparation
信息，像公積金和就業法。
Support
求職協助
Job Search
Assistance
交通津貼
Transport
Allowance
導師輔導

SNEF 和職總也有為工作準備研討會的參加者尋找工作

如果是來自低收入的家庭，可以收到 200 元的交通津貼。僅適
用於成熟的員工和沒有工作 3 個月以上者。低收入家庭是指家
庭月入 3,000 元以下，或人均收入低於 800 元者

如果是 WorkPro 計畫下新聘請回來地方工作的人，WorkPro 會
Guidance from 安排一個導師協助，導師將分配給您在工作的前三個月，導師
將幫助你調整和應對工作場所的新工作
Mentor
留任獎金
Retention
Bonus

如果是一個回到工作的地方，您可以接收超過 12 個月期間高
達 1200 元留任獎金。這是為了鼓勵回到工作的當地人喜歡自
己留在你的工作。僅適用於 30 歲以上回到地方工作，且沒工
作三個月以上，並獲得 WorkPro 雇主僱用月薪達 4500 元以上，
可獲得留任獎金。

資料來源：同圖 4-5
雇主僱用 WorkPro 下的員工必須是：
◾回來工作的當地人，在過去三個月以上沒有工作，30 歲以上
◾成熟的員工，即 40 歲以上。在過去三個月以上沒有工作，這些誰沒有工
作，在過去三個月或已考慮回來工作。
可以收到以下的資金支持：
（一） 改善工作環境和職務再設計補助 Workplace Improvement and
Job-Redesign Grants
補助項目
職務再設計
Job Redesign Grant

補助金額

說明

成熟的員工：15 萬元 支持重新設計工
上限
作，以幫助招募和留
住成熟的員工和回
回來工作的當地人： 來工作的當地人的
費用。
$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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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每家公司最高 30
萬元
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
金

每家公司最高 16 萬
元

支持實施和維持工
作與生活平衡的策
略，特別是靈活的工
作安排。

每家公司最高 2 萬元

幫助獲得年齡的管
理做法，如良好的再
就業的做法，管理與
年齡多元化的員工
隊伍和重新設計工
作所需的技能和知
識。

Work-Life Grant
年齡管理
Age Management
Grant

資料來源：同圖 4-5
（二）

招聘和挽留人才激勵措施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ncentives（已
實施上述 3 項措施任何一項的公司）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說明

在職培訓津貼

每新錄用回到當地
工作的可到 $ 2,000
元。

可以收到關於在職的
培訓津貼，以支付部分
新聘請回來到工作的
當地人的頭兩個月培
訓工資費用。新僱用的
員工，必須僱用至少
12 個月的長期全職或
兼職，或合約職位。他
們也必須被放置在一
個結構化的在職培訓
計畫 structured OJT
programme。

On-the-Job Training
Allowance

基於工資的 50 ％，
上限為每月 1,000
元，計 2 個月。
每公司最高$ 50,000
元

新員工留任獎勵
New Hire Retention
Incentive

每位符合標準新聘
請成熟的員工或回
到地方工作的，留任
獎勵可高達$ 2,000
元。基於工資的 50
％，留任超過 6 個
月，上限為 1,000
元；如留任再多 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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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僱用的員工，必須僱
用了長期全職或兼
職，或委託全職崗位至
少 12 個月，每月工資
總額不超過$ 4,500。這
些員工也應該通過
NTUC 或 SNEF 或者透
過就業促進的接觸

月，工資另支 50
點，包括
％，上限為 1,000 元。 E2I(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每公司最高$ 50,000 Institute) 、WDA 就業
元
輔導中心和
Caliberlink(由 WDA 成
立為專業人士提供職
業培訓、繼續教育和諮
詢的平台)被僱用。
導師津貼

每位導師 100 元

Mentorship Allowance

候選人轉介服務

必須指定一位導師為
每個新僱用回到地方
工作的。還必須提供至
少 100 元的導師津
貼，每個導師的指導者
停留在工作 3 個月
後。也鼓勵所有雇主，
在可能的情況，提供更
高的導師津貼。
雇主也可向 SNEF 或
職總為您的工作機會
免費轉介合適的人選
（成熟的員工或回到
工作的當地人）。

Candidate referral
service

資料來源：同圖 4-5
*宣導計畫
•政府已撥出 3,000 萬元推行資助公司進行全面的工作重新設計及工資制度改
革，為年長員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勞動力發展署(WDA)在主要報章刊登一系列四種語言的“年長員工”廣告，為
期 6 周，耗資 40 萬。為的是進一步提高年長員工的受雇能力。全島 200 多個巴
士站也展示英語廣告。
• “年長員工可以是工作場所的一大優勢，重要的是雇主是否懂得把握這種優
勢” － 就是勞動力發展署要向雇主、年長員工和公眾傳達的資訊。(吳偉, 2013)
*案例分享
新加坡於 1979 年開設了第一家麥當勞，目前在新加坡計有 110 家麥當勞餐
廳，約有 7,000 名員工，其中約 50％是 40 歲以上。麥當勞提供完整的和兼職的
就業機會和採用公平就業的做法。他們的員工來自不同的年齡和種族。此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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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還聘請身心障礙者。
麥當勞提供再就業機會給各行各業的人，只要申請人證明為身體健康即可。
麥當勞有一個評估系統來評估員工的績效。此外，他們還進行員工退休前的職業
生涯輔導。
麥當勞年齡友善的做法即為推出彈性工作時間和兼職工作安排，受益很多員
工，特別是對老員工來說，可更容易找到較少的工作時間和需兼顧對其他家庭成
員的照顧承諾。
麥當勞也透過加強科技改善工作場所，如安裝圖示銷售終端（pictorial Point
of Sales, POS）系統，這是非常人性化 ，尤其是對於成熟的員工在接受客戶訂單
以圖示點選。該系統在客戶訂單的同時，便直接連接到廚房，可在最快的時間內
通知廚房工作人員，該系統減少了成熟員工提供該訂單的信息給在廚房工作人員
的疲勞。
此外，成熟的員工常常由年輕的員工親切地稱呼為“叔叔”或“阿姨”。他
們也是知識和經驗的寶庫，他們很容易與他們年輕的同事分享。麥當勞面臨的是
不斷尋找創新的方法，以更好地吸引和激勵其成熟的員工再就業。
麥當勞保留和為再就業老員工提供一個家庭式的工作環境。公司的員工包括
不同年齡組的廣闊範圍，這使得老員工可與年輕的員工分享他們的生活經驗或技
能，例如，促使年輕的員工學會如何更加耐心地對待客戶。
三、新加坡的發展特色
新加坡雖還不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但在全球競爭力與人
力資本排行的表現亮麗。新加坡 2014 年高齡人口占總人口 11.2%，略低於臺灣
的 11.7%；2013 年平均每位婦女生育率 1.19，略高於臺灣的 1.07，但政府與企業
界等勞資政三方共同為高齡社會的積極準備，則讓臺灣瞠乎其後。
新加坡的發展經驗給我們的啟發是：勞資政三方全面性的跨世代人力資源管
理與發展，充實資訊年齡管理入口網站，包括職務再設計、倡議改善工作-生活
平衡、靈活的工作安排補助(包括彈性時間、場所、部分時間工作等)、跨世代人
力資源管理專長培訓、新進用年長員工留任不同期間獎勵金、資深員工帶領新進
員工導師津貼等制度，均值得臺灣玩味學習。
經由上開探討新加坡推動本法令的經驗，除讓我們瞭解唯有穩定和諧的勞資
關係，加上勞資政三方重視年長勞工的人力資源，才能讓新加坡擁有獨特的競爭
優勢外，高齡者彈性再就業方案對紓緩國家社會安全的財政壓力，以及未來可能
發生人力短缺的問題，具有一定建設性的貢獻。
綜上，讓健康有工作意願的高齡者都能工作到自己想退休的年齡，以便日後
能安享有尊嚴的老年生活，這不僅是政府責無旁貸的施政責任，同時也是企業的
社會責任，更是每一位高齡者本身應未雨綢繆及早規劃的「自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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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與青年失業競合關係探討
依據 2005 年 10 月 18 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高齡化和就業政策高層
級論壇(High-Level Forum on Ageing and Employment Policies)的結論稱：面對人口
高齡化，必須鼓勵延長工作生活，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如果什麼都不做，退休
人數將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顯著增加，而就業人員的數量就會停滯。在歐洲國家，
預計到 2050 年，這將會把養老金的風險和增加稅收的壓力，落在工作人口上。
此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繁榮將處於危險之中。儘管所有國家都面臨著
類似的挑戰，解決方案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具體情況。
50-64 歲的中高齡者改善就業前景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關鍵。如今，10 個中有
4 個以上的中高齡者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是失業或無工作意願，而 25-49 歲的
人則為近一倍的數字。這種情況是由於一些中高齡員工的就業障礙。
首先，年齡較大者的工作回報是不足夠的，因此，年紀較大的員工寧願退休或利
用其他提早退離勞動力市場的通路。在過去，提前退休被視為一種“為年輕的員
工騰出空間”(“make room for younger workers”)。但是，相反的，廣泛應用提
前退休的國家, 年輕員工的失業率仍然特別高。此外，也有在退休的法定年齡前
退休或通過其他方式退出勞動力市場，如傷殘撫卹金或與豁免尋找工作的要求相
結合的失業救濟金的激勵機制。結果一直是排斥了相當數量的中高齡員工，他們
當中的許多人可能會繼續工作。
與會部長們同意，需要停止這些做法，同時考慮到長期工作的職業或體能要
求很高的工作。不補貼提早退休，而是應採取相反的措施政策，以提高中高齡員
工的就業。
雇主往往不願意僱用和留住中高齡員工。同時，強制退休年紀較大的員工。
而一旦失業，年紀較大的員工在尋找新的工作往往有困難。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
是雇主對年紀較大的員工的負面態度。一些雇主錯誤地認為，年紀較大的員工是
不能夠適應技術變革和新的工作模式。但也有其他客觀因素，如年紀較大的員工
往往比年輕的員工花費更多的成本。在某些國家，依年齡或資歷工資趨於上升，
在其他國家，社會保障繳款和疾病保險保費隨著年齡上升。當然，這可以由工資
補貼或年紀較大的員工的生產力增加相抵銷，但其中很少從一些培訓措施中受
益。
工作條件往往不能很好地適應年紀較大的員工的需求。改善工作條件，幫助
年紀較大的員工保持健康，提高他們可以工作更久的前景。此外，更大的靈活性，
如兼職和自僱，可以促進一個從工作到退休漸進的過渡。在這方面，部長們認識
到，需要進行改革。然而，他們也呼籲社會夥伴，以幫助消除年紀較大的員工就
業面臨的障礙。更根本的是，雇主和中高齡員工自己的態度需要改變。年紀較大
的員工抗拒改變和革除其早日退出勞動力市場將對青年員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的迷思。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出色報告強調，需要改革退休制度和其他社會保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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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獎勵更長久的工作、生活和適應工作場所的做法，以為年紀較大的員工創造
更好的就業機會。這一策略將不僅滿足經濟的目標，也兼具社會的目標，因為這
將確保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尋求這方面的工作，後續的
成員國實施改革，以確定最佳實踐，將是有益的。本次論壇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
織的就業策略(the OECD Job Strategy)的重新評估提供了有用的建樹。
(OECD,2005)
Gruber, Milligan &Wise(2009)等研究全世界 12 國家(比利時、加拿大、丹麥、
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社會保障計畫
和退休與青年就業的關係，提供中高齡者參與勞動力和較年輕的人士在 12 個國
家和地區的勞動力參與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的結果。為什麼國家要規定，鼓勵中
高齡者離開勞動力市場，目前還不清楚。但該事實之後，現在經常聲稱，這些規
定可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即假設較少的中高齡者在勞動力市場，可為
年輕人開闢更多的就業機會。現在，同樣的道理經常被用來論證：在同一個國家，
以減少或消除中高齡者離開勞動力市場的激勵機制，則年紀大的人就業的增加，
隨之而來的將減少較年輕的人士就業。
該研究直接注意經常聲稱的主張，固有的社會保障制度誘因，促使中高齡者
退休的規定立即造成了青年失業。如果消除退休的獎勵，中高齡者留在勞動市場
更久，青年的就業機會將減少。研究發現，沒有證據支持這種盒裝的經濟命題
(boxed economy proposition)。沒有證據顯示，越來越多的中高齡者參與勞動市場
會減少青年人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反而有證據顯示，更多的中高齡者參與勞動，
會提高青年就業和減少青年失業。
研究也一起匯集所有的 12 個國家文件的數據作為估計的基礎，引用過去的
幾十年裡婦女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基本上與各個國家的男性勞動人口參
與微小的變化無關。
顧及是否可能不同的經濟世界會有不同的青年與中高齡員工的關係。研究提
出了 4 種不同的方法估計，結果有顯著的相似性，這些完全用不同的估計方法與
結果包括：首先，顯示稅務力道(the tax force)對中高齡者退出勞動力有非常強的
相關，但與青年失業僅稍微正相關，與青年的就業率稍呈負相關；第二，國家內
部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顯示，國家內部的改革和隨之而來的
變化，當中高齡者就業減少，會與青年就業減少、青年失業增加有關；第三，從
進行跨國比較顯示，在過去的 10 年或 15 年間，中高齡者的就業增幅最大的國家，
青年就業增幅也最大，且失業的跌幅也最大；第四，正式回歸分析的結果亦顯示，
當中高齡者的就業增加了，年輕人的就業也會增加、且失業的年輕人也會減少。
該研究強調在不同國家的豐富經驗，提供了相當大的政策變化，包括外源性變
化，未受青年高失業率的誘導，促使研究能夠建立中高齡者增加就業對青年就業
的因果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報告的結果，提供了強有力的國際比較合理的立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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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壓倒性的證據，以及用幾種不同的方法估算，該研究與盒裝的經濟主
張是相反的。研究發現，沒有證據顯示，增加中高齡者的就業，將減少青年就業
機會，也沒有證據顯示，增加中高齡者就業將增加青年的失業。
Munnell and Wu(2012)的研究顯示，以當前人口調查從 1977 年至 2011 年的
數據，探討了經常重複的要求，延遲退休的嬰兒潮世代將導致年輕人更高的失業
率，已贏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它探索了時間序列和跨州的變化，並使用國家級回
歸的工具變量模型，以確定在何種程度上，這種在美國“排擠效應”的存在
(“crowding out” exists)。估計沒有證據顯示，提高中高齡者的就業會減少較年
輕人士的就業機會或工資率。事實上，反有證據顯示，中高齡者更多的就業機會，
會導致更好的結果，如年輕人減少失業和更高的工資。男性和女性群體不同層次
的教育模式是一致的。中高齡年男性死亡率作為工具變量的估計也不會產生一致
的證據顯示，中高齡員工的就業率變化不利影響年輕的就業和工資率。如果有的
話，事實是相反的。最後，儘管勞動力市場持續低迷，伴隨著經濟大蕭條的事實，
是戰後最嚴重的經驗，中高齡者就業在勞動力市場上其他部分的影響，與典型的
景氣循環並無不同。
該研究可說服雇主及決策者，一次性的勞動價值理論(the lump-of-labor
theory)不成立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美國退休制度的情況和人們需要工作更
長的時間，才能有一個安全的退休保障。雇主已經有保留年紀較大的員工，因此
增加保留中高齡員工會傷害年輕人的錯誤爭論，可能會阻礙年紀較大的員工留在
勞動力的能力。因此，藉由讓一次性的勞動價值理論的休息可改善公共對話。一
次性的勞動價值理論看似有理，但經驗數據無法支持支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就業展望的研究(OECD,2013c)也指出：OECD 各國青年
與中高齡者就業狀況的長期研究顯示，較年長者在勞動市場上處境較佳並不是建
立在損害青年人利益的基礎上。各國政府以前試圖通過鼓勵年長者提前退休以幫
助青年人在就業市場站住腳的措施是一項昂貴的錯誤政策，這一結論再次得到印
證。令人欣慰的是各國政府迄今為止都頂住壓力未採用提前退休計畫來應對青年
失業率高的問題。相反的，他們追隨能改善青年及中高齡者就業前景的策略，包
括實施促進成長的結構性調整及有針對性的積極勞動市場措施，幫助這兩個群體
中有特殊困難的人找到或保住就業機會。
有一種很普遍的誤解，為老年人增加就業機會阻礙對年輕人的就業機會。然
而，由英國財政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於 2013 年的一份報告的結
論是：“沒有證據顯示年齡較大的勞工長期從勞動力市場排擠出年輕人 ‘no
evidence of long-term crowding-out of younger individuals from the labor market by
older workers’。 且國民保險申請 1%約不到 30 億英鎊，但多增加 1%名目國內
生產毛額，創造 180 億，即效益為 6 倍。大部分的年長員工僅願意延長工作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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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並採漸近退休(phrased retirement)而不是一次驟然離開職場。英國 60%以
上 50 歲以上員工希望從事部分時間工作，40%留在原工作，但工作方式彈性化，
可協助處理企業世代接班問題，年長員工可以透過部分時間或彈性工作，以訓
練、教導、工作分享(training, mentoring, job-sharing)等方式，支持技能轉移給年
輕員工。(DWP, 2013)
蓬勃發展的企業，大大小小來自全國各地各個行業，報告採用年輕和年長工
人的好處：
•全英國麥當勞有 1,200 個據點，總員工 85,000 人，其中有千位以上員工超過
60 歲，在那些同時僱用 60 歲以上的員工，以及年輕員工的業績與顧客滿意度較
一般分店有更高的 20％，因溫和友善，有耐性，跨世代工作安排，又可允許家
庭成員與朋友共事，增加親切感。
•南威爾士 Forgemasters 公司(註：生產汽車齒輪、軸、輪圈、集線器等)沒有退
休年齡 – 不但沒有減少年輕員工發展機會，銀髮員工經驗豐富，技術精湛當訓
練員對公司的學徒訓練計劃培養新員工的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可作導師
mentor，與世代工作分享。
年長員工的就業顯著變化，在主要業務領域，因為傳統的方法來招聘和工作
實踐。在各行業的許多老工人提前退休，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彈性或兼職工作。幸
運的是很多雇主報告的有效管理勞動力老化明顯的商業利益 - 留住老工人的技
能，同時帶來的年輕工人。(DWP, 2014c)
新加坡透過勞資政公平與良好雇傭聯盟(The Tripartite Alliance for Fair and
Progressive Employment Practices, TAFEP)於 2013 年 5 月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成熟的員工，比較年輕的員工，所帶來的好處，包括更多經驗、更高的忠誠度與
承諾、更強的工作倫理、較低的缺席率、更好的教授與領導力、更佳的問題解決
能力、更了解顧客、較佳的組織溝通能力等，對不同年齡層多世代員工進行適當
的管理，可以得到下面的好處：(SNEF, 2013)
•提高雇主品牌
•提高客戶滿意度
•增加創新，生產力和效率
•提高企業的應變能力
•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和工作滿意度
•提高吸引和留住人才
•提高人才選拔。
我國行政院研考會曾委託楊靜利等研究指出：臺灣地區 2000-2010 年來顯示
青年與中高齡者二者就業的相關係數為正相關高達 0.8211，與國際研究的情況一
樣，甚至於相關係數比其他國家更高，也直接顯示 45-64 歲的就業率變化沒有增
加 15-24 歲者的失業率，青年與中高齡在彼此就業機會上有職業隔離的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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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就業機會間競合的情形並不明顯，在就業促進資源使用上也有取向上差
異，惟有些行職業或工作職級上由於是固定有限的，則青年與中高齡相互間的排
擠將會發生競合的可能(楊靜利、翟本瑞、郭振昌，2013)。
由以上的研究文獻發現，勞動市場是開放性的，不是盒裝的經濟命題(boxed
economy proposition)；且一次性的勞動價值理論(the lump-of-labor theory)亦不合
理，因要讓退休後更具生活保障，即須各憑本事持續勞動，中高齡者與青年的就
業可設計互補搭配，而非競合。
或有認為：延後退休有職種限制，如果產業一直維持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狀態
下，畢業年輕人和年長勞工之間競爭性即無法避免，或者阻礙年輕員工晉升；因
此以創造新產業，或者為銀髮產業營造有利環境，以減少世代間的替代性，或許
是較延後退休更值得努力的方向。從本計畫前述英國與新加坡的多世代員工管理
模式與韓國代間工作分享模式經驗看，銀髮勞動力發展與青年失業不見得對立，
而是可以透過人力資源職務再設計，採世代融合與工作分享不同創意，一起共生
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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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我國企業與協會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方式訪問
本計畫 2014 年 9-10 月間分別在台北市、新北市便利抽樣親/電訪了 11 家不
同規模別與產業別的企業與協會，訪談大綱如附錄一，訪談紀錄如附錄二。歸納
對於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方式的模式摘要如下表：

訪談
方式
公司/單位
名稱

受訪
對象

公司
產業
別

主要
服務
國家/
地區

員工
人數/
銀髮
55 歲
以上
比率%

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
方式

醫療
保健
服務

台灣

32/19

在做到 60 歲以上則改為
非主管，改讓給年輕人去
做，只有院長、副院長才
可做到 65 歲退休年齡；
有社會工作督導制度帶
領新進員工

床墊
製造
業

台
灣、中 50/12
國

管理職為主；會帶領新進
員工

服務
業

年輕人不願做或做不
台
久，故一直中高齡者為
灣、中 700/70
主；由經理或課長帶領新
國
進員工

印刷
電路
版製
造業

680/1.
2

有經驗的員工會優先聘
用，提升製程能力以滿足
現今客戶多變的需求；領
班制度帶領新進員工

電訪
XX 醫院社
會服務室

社服
室主
任

XX 家俱公
司

人資
專員

XX 國際保
全公司

業務
部經
理

親訪

親訪

電訪
XX 股份有
限公司

行政
課長

台灣

電訪

XX 眼鏡公
司

人資
處長

XX 製藥公

人資

親訪

眼鏡
相關
商品
製造
與服
務業

台灣

400/3.
5

員工面臨退休時公司會
有規劃接班人計畫:外補
的有一成左右，像是親
友，內補的有九成，像是
員工直升上去替補該職
位；資深員工扮演指導員
的角色，對新進員工作經
驗的傳承

藥品

國際

680/8

對於員工只要表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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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副總

研發
製造
業

公司

好，年齡不是考慮因素；
讓資深與表現優良員工
和新進員工一同進行工
作，讓工作效率高

親訪

XX 實業公
司

洗滌
服務
業

廠務
經理

85/24(
內含
1/3 外
勞)

銀髮員工擁有十多年的
經驗，在廠房做事速度較
快，以及較能吃苦耐勞，
離職率相對也低，員工們
之間也有相對的默契，在
做清洗業務時，完成速率
高；資深員工會帶領新進
員工

台灣

1491/3

若為績效較優之營業員
會以先退休再回聘方式
任用，若為高階主管會視
情況轉任子公司；專業知
識與客戶人脈為其優勢
故可帶領新人

台灣

以「啟動青年創業之基
因，激勵銀髮再造之活
200/28 力；整合青年之動力和銀
髮之資源，共創台灣新經
.5(50
歲以
濟及社會福祉！」為主要
上)
宗旨，青銀碰創 party 是
有別以往舊有型態的創
業模式。

台灣

針對銀髮族也有工作輪
4500/0 調安排機制，以達師徒制
經驗有效傳承與無疆界
.4
職涯發展

台灣

親訪
XX 證券公
司

人資
部經
理

金融
服務
業

電訪

XX 協會

理事
長

XX 便利商
店

綜合
計劃
部長

知識
服務
業

親訪

零售
商品
服務
業

電訪

XX 科技公
司

人資
協理

技術
服務
業

台
灣、中 135/5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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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 25 年同仁，在 50
歲先做退休手續，然後公
司在做回聘的有 9 位，有
些銀髮員工從 2008 年開
始做技術專案技術顧
問，先聘用三年，再評估
其工作情況；由領班帶領
新進員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依以上訪問所得，業界對臺灣高齡化可能造成勞力短缺的情況，除了傳統勞
力密集製造業與服務業外，其餘感受尚不深，因工作年齡人口下降才剛開始，惟
逐漸進入高齡與超高齡社會後再來準備，會亂了分寸，仍能未雨綢繆較好。茲歸
納臺灣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的可能方式有下列幾種類型：
一、銀髮主管讓位給青年員工；
二、實施 mentor 制度，由資深銀髮員工帶領新進員工；
三、年輕人不願做或做不久，故一直銀髮員工為主，如：保全、勞力密集傳統高
溫高溼洗染業等；
四、退休之後再回聘，改成部分時間工作，對員工而言，一方面已有退休金保障，
工作也較無壓力；對雇主而言，減少薪資成本，又可有經驗的員工可協助；
五、青年與銀髮族共碰創業，銀髮族提供經驗給青年作高齡產業創業參考等。
以上就業模式除第三種是不得不的選擇外，其餘均值得產業界與政府參考推
動，臺灣已推動的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如能發揮創意，嘗試各種不同的方式，
全面擴大實施(郭振昌, 2013)，即能創出世代工作分享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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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英國、韓國、新加坡與我國銀髪勞動力運用與發展現況比較
國家

英國

韓國

新加坡

我國

65 歲以上 17.4
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

12.2

11.7

11.5

31.4

23.8

8.3

30.9

無資料

8.3

%
65 歲以上 9.8
人口勞動
力參與率
%
65 歲以上 9.5
人口就業
率%
婦女平均
生育率

1.94

1.17

1.19

1.07

高齡化社
會到達年

1929

1999

1999

1993

高齡社會
到達年

1976

2018

2021

2018

超高齡社
會到達年

2027

2026

2031

2025

工作年齡
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

73.0

72.9

71.6

74.2

3.3
政府採取
的第一個
行動是確
保雇主再
也不能強
迫員工退
休，只是
因為他們
達到 65

15.2
2013 年 4
月對就業
年齡歧視
與就業促
進老年禁
止法進行
修訂，以
強制規定
雇主設定

5.5
2012 年退休與重
新僱用法(RRA)，
規定只要年長員
工的健康狀況良
好，工作紀錄令人
滿意，雇主就有責
任繼續聘用他，直
到員工滿 65 歲為
止。勞資政委員會

15.6
2005 年實
施「勞工退
休金條
例」；2007
年修法明
定「年齡」
為「就業服
務法」第 5
條就業歧

%
扶老比
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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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
施與作為

歲。法定
退休年齡
的去除，
意味著默
認絕大多
數人現在
有關於何
時退休可
隨心所欲
選擇。在
職場招聘
和解僱上
基於年齡
理由直接
或間接歧
視是非法
的，除非
它是客觀
合理的。
只有在某
些情況
下，它是
可能的，
但雇主需
要證明企
業的合法
目的和自
己的行
為，以實
現這一目
標是適當
的和必要
的。

最低退休
年齡為 60
歲以上，
並相應地
改革他們
的工資制
度。此更
將於 2016
年1月1
日在工作
場所與員
工 300 人
以上及公
共機構生
效，以及
2017 年 1
月 1 日在
工作場所
少於 300
名員工，
並在中央
和地方政
府也開始
適用。

目前著手把重新
視之禁止
受僱年齡上限從
項目；2008
65 歲調高到 67 歲。 年修正「勞
動基準法」
第 54 條，
將強制退
休年齡延
長至 65
歲；2009
年日修正
「就業保
險法」第 16
條，將中高
齡者失業
給付請領
期間從最
長 6 個月延
長至 9 個
月。

2014 年發
表「更豐
富的工作
生活：一
個行動框

2007 年至
2011 年實
施「第一
期高齡者
僱用促進

2013 年人力部、勞
動力發展局，全國
職工總會和新加
坡全國雇主聯合
會等勞資政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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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
險促進就
業實施辦
法」之僱用
獎助措

就業服務
與職訓措
施或作為

架，闡述
如何延長
工作可以
受益於個
人、企
業、社會
和經濟，
促使英國
人民在
5、60 歲領
了國家養
老金，仍
能持續工
作。它列
出了一些
會幫助人
們更全面
地有工作
的新的行
動，包括
重回到工
作的支持
(含自行創
業)、技能
訓練和工
作場所調
整、退休
所得保障
與誘因等
已做與未
來要做的
具體行動
計畫。

基本計
畫」
，高齡
者僱用率
增加了
4.5%後，
續推出
「第二期
高齡者僱
用促進基
本計
畫」
，計畫
期程為
2012 年至
2016 年，
並宣布推
動六大政
策，以創
造更多的
中高齡者
工作更長
久的條件
與機會，
其中加強
支持世代
間工作分
享最為突
出。

同上

支持加強
中高齡者
與青年之
間的代際
雙贏工

共同努力聯合推
出年齡管理資源
入口網，由，在支
持成熟員工就
業；新加坡全國雇
主聯合會發行年
齡管理工具包，對
企業提供公平就
業、職務再設計、
多世代員工管理
具體作法與案
例。勞動力發展署
(WDA)在主要報
章刊登一系列四
種語言的“年長
員工”廣告，為期
6 周，耗資 40 萬。
全島 200 多個巴士
站也展示英語廣
告。

除推動繼續教
育訓練方案
(CET) ，服務
專業人士、經
理人及高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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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運用
「職場學
習及再適
應計畫」；
臨時工作
津貼；推動
「多元就
業開發方
案」；微型
創業鳳凰
貸款；因應
貿易自由
化就業協
助措施補
助要點；中
高齡者職
務再設
計；銀髮人
才就業資
源中心。

同上

作，從
2012 年開
始，在 300
家中小型
企業，熟
練的中老
年退休
者，將作
為年輕員
工導師和
教練，
1,600 退休
專家，如
工匠大師
和工匠將
促成「現
場教
授」
。另有
工作分享
計畫，該
計畫每年
提供 720
萬韓圓的
補貼給雇
主，作為
僱用青少
年填補中
高齡者工
作時間較
短，或受
訓期間出
現的空缺
之經費。
此外，成
立代際雙
贏委員會
將根據經
濟和社會

理者與技師
(PMETs)等專
業工作者，也
協助老年人、
低薪工作者的
工作福利所得
補助(WIS)及
工作福利培訓
補助(WTS) ，
以適應快速變
動的經濟。
2013 年將
ADVANTAGE!
結合了靈活的
工作安排與改
善工作-生活平
衡等計畫，推
出”
WorkPro”的
三年計畫，一
站式方案鼓勵
企業僱用年長
員工，除包括
職務再設計補
助外，尚有倡
議改善工作-生
活平衡靈活的
工作安排補
助、為協助管
理多種年齡員
工所需知識與
技能之補助、
新進用年長員
工留任獎勵
金、在職訓練
津貼、協助新
進員工一對一
之導師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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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
會，討論
如何結合
中高齡者
的資產和
經驗與年
輕人的激
情；實施
年齡管理
措施，包
括工資、
工時及僱
用系統，
使代際雙
贏。
適任產
業、行
業、與職
業

無資料

無資料

銀髮勞動
力發展與
青年失業
是否有競
合關係

由英國財 無資料
政研究所
於 2013 年
的一份報
告的結論
是：“沒
有證據顯
示年齡較
大的勞工
長期從勞
動力市場
排擠出年

完整配套。

無資料

2014 年
9-10 月部
分受訪者
認為：傳統
產業，較不
費眼力、體
力者、有彈
性工時、部
分時間工
作者較適
合。

新加坡全國雇主
聯盟(SNEF, 2013)
稱：對不同年齡層
多世代員工進行
適當的管理，可以
得到下面的好
處：•提高雇主品
牌；•提高客戶滿
意度；•增加創
新、生產力和效
率；
•提高企業的應變

前行政院
研考會曾
委託楊靜
利等(2013)
研究指
出：臺灣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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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
年來顯示
青年與中
高齡者二
者就業的

輕人。

能力；•提高員工
的積極性和工作
滿意度；
•提高吸引和留住
人才；
•提高人才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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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
為正相關
高達
0.8211，與
國際研究
的情況一
樣，甚至於
相關係數
比其他國
家更高，也
直接顯示
45-64 歲的
就業率變
化沒有增
加 15-24 歲
者的失業
率，青年與
中高齡在
彼此就業
機會上有
職業隔離
的情事，也
就是說就
業機會間
競合的情
形並不明
顯，在就業
促進資源
使用上也
有取向上
差異，惟有
些行職業
或工作職
級上由於
是固定有
限的，則青
年與中高
齡相互間

的排擠將
會發生競
合的可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具體促進我國銀髪勞動力政策之建議
綜合歸納英國、韓國、新加坡發展經驗及本計畫訪談所得，國內外銀髮勞動
力發展與青年失業競合關係不明顯，建議我國銀髪勞動力政策未來發展重點反而
需倡議世代融合：
(一) 法令規範方面：雖然部分國家倡議退休年齡延至 67 歲，為公共年金體系回
應平均壽命延長之人口發展的主要策略。首先，透過生產活動，銀髮勞動
者持續貢獻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稅收與各類社會安全方案的財務收入；其
次，透過就業，銀髮勞動者將獲致更多公、私年金方案的年金權；最後，
就業職涯的增長使得工作者退出勞動市場後，平均領取年金的時間縮短，
有助舒緩公共年金制度的財務壓力。但顧及我國青年失業率高於平均失業
率 3 倍以上，高於 OECD 國家的 2.5 倍，倡議世代間共生與多世代員工管
理似乎較為實際。惟就業服務法有關禁止年齡歧視之規範宜更具體充實內
涵。2013 年臺灣地區就業歧視案件中，年齡歧視仍高占第二位；45 歲以上
失業者没有信心找到合適工作之最主要原因，以「年齡因素」最多，占 58.34
％(行政院主計處, 2012)；2013 年 5 月中高齡失業者有 8 萬 6 千人，其中有
5 萬 6 千人未曾遇有工作機會，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以「年齡限制」占 52.04%
居多，年齡問題顯然是中高齡失業者尋職的最大障礙(勞動部，2013c)。顯
然建構年齡友善職場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須切實執行。也許該學著世界
衛生組織所推動的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原則，包含了管理政策、溝通與服務、
照護流程與物理環境，提供導入的架構，以協助各機構推動高齡友善的服
務。也同時可運用在企業的年齡友善系統。藉由創造對銀髮者友善的就業
服務與環境，提供跨領域資源整合，可滿足銀髮者的複雜性需求。經由高
齡友善的原則，企業組織可提供高品質、連續性與周全性的人力資源服務，
讓高齡長者能享受高品質、有尊嚴與有效率的銀髮友善服務。
(二) 措施作為方面：我們目前除了法令修正的層次之外，尚待許多的配套措施。
例如我們雖然立法延後強制退休年齡，並隨後同時放寬讓勞工符合一定條
件，可提前自請退休的機會，配套措施宜協助企業主如何透過職務再設計
(job redesign)與人力傳承讓高齡勞動力，能留在最適合的就業崗位，並讓高
齡勞動力的價值受到實質的肯定。故本計畫將代間工作分享/多世代員工管
理列為施政主軸—具體做法包括：
1、 參考新加坡結合勞資政三方，共同建立職場年齡管理專屬入口網站，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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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多世代員工管理的實作原則與成功案例，供企業參考；
2、 參考英國與新加坡分別編訂政府與企業作業手冊，政府手冊強調跨部會
的作業，如為促進社會上銀髮者工作與就業的品質，健康福祉為必要一
環，結合企業、社會團體、與中央、地方政府、衛生、勞工、社政等相
關部門合力，改善對於銀髮者友善之就業環境與條件，讓銀髮者能夠適
才適所，使其知識、能力、經驗得以充分發揮；企業手冊強調多世代員
工管理模式與實例；
3、 參考韓國辦理高獎金的代間工作分享與新加坡多世代員工管理等職務
再設計模式競賽；英國工作和年金部(DWP)運用名為年齡正向(Age
Positive)活動，提供信息，引導用人單位和其他組織在對待年齡層次多
元化發展的做法，作為一種資產而不是負債，並加強宣導。
4、 參考韓國雇主新增僱用 55 歲以上年長者至少一年，基於行業特性，超
過了的固定百分比，可以有不同的僱用獎助措施，如此設計可比現行措
施更為精緻。
5、 英國 2010 年即出版“認可、重視和支持：為照顧者策略的下個步驟”
(Recognised, valued and supported: next steps for the Carers Strategy)，列明
政府為照顧者的支持，並確定所採取的行動，以確保最佳的可能結果，
為國家照顧者的策略行動計畫(The Action Plan for the National Carers
Strategy)目前正在更新，不久將公佈。它會列出政府對照顧者在未來幾
年裡的承諾。國內並無有關為照顧親人，必須離開工作的統計資料，但
高齡化社會確實會有這般問題，宜參考英國做法未雨綢繆。
(三) 國內部分企業與協會已實施的銀髮/不同世代人才運用的可能方式有下列幾
種模式，其他企業與協會可參考運用：
1、避免失去競爭力，年長勞工不占位，讓年輕勞工有機會升遷發展，銀髮
主管讓位給青年員工，改為非主管，但以更高角度協助接班人業務推動；
2、實施導師(mentor)制度，由資深銀髮員工帶領新進員工，以達經驗傳承
目的；
3、退休之後再回聘，改成部分時間工作，對員工而言，一方面已有退休金
保障，工作也較無壓力；對雇主而言，減少薪資成本，又可有經驗的員工
可協助；
4、青銀共創：結合青年創意與活力與銀髮族經驗與需求共碰創業，銀髮族
提供經驗給青年作高齡產業創業參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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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1.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2.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
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
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3.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4.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員？
5.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成本效益如何評
估？優、缺點各為何？
6.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7.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2.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3.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4.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
面臨甚麼樣的困難和阻礙？

三、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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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紀錄
XX 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者：人事專員
時間：103 年 9 月 11 日 13：00-14：00
地點：新北市五股區

一、
1.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6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約 6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在公司生產床墊部分來說，技術員 55 歲以上 1 人，45 歲至 50 歲也有女
性工作員，20 幾歲年齡層也有，性質多為打工居多，也有外籍員工一起
搭配，有時工廠需要加班，年齡較高者比較沒有家庭的因素，如：要照
顧小孩，在工作上也容易上手。另外，每一位來的員工，都會不定期作
輪調，以熟悉各部門產業，銀髮員工和年輕員工也會做搭配，使其更快
熟悉工作。
在作業員 55 歲以上，作業員為 1 位，其他為管理階層。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銜
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再
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無。

5.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在工廠要加班時，配合度會較高，以及較能吃苦耐勞，離職率相對也低，
在工作上也有經驗，交代銀髮員工一份工作，做完此份工作時，他也會
再去幫忙其他部分的作業，工作效率上也較佳。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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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無。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重要

8.

成本效益如何估？優、缺點各為何？
公司生產床墊的品質穩定，因為作業員相對有多年的經驗，也無須花太
多時間做教導，在工作上可發揮個人的最大效能。當然，銀髮員工人力
少，因體力負擔大。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
務再設計、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有考慮，但求職者需有專科學校畢業，以及略懂電腦文書處理，以目前
台灣產業來說，投入車床墊的年輕人少，更需要銀髮人力投入，讓此產
業在台灣還可以保有。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受訪者本人有申請此補助。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否適用於貴公
司在年輕員工進入職場會讓銀髮員工一起合作，教導技能，工作同仁進入
狀況也快。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無特別提到。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樣的
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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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證券公司
受訪者：管理部人資經理
時間：103 年 9/23 14:00-15:00
地點：台北市松山區

一、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1.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149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約 50 人，占 3%。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
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再重新聘僱此類措
施？
無，但若為績效較優之營業員會以先退休再回聘方式任用，若為高階主
管會視情況轉任子公司。

4.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證券業基本上是以專業知識為核心，在時間與績效的兩大壓力下所進行
的服務行業。
專業知識與客戶人脈為其優勢。

5.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
知識服務的工作特別是知識白領工作。
投資理財諮詢或者投資理財教育工作

6.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目前優先衡量的是業務職與高階主管職。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基本上，所有同仁對公司而言都是重要的，但是基於 Follow 母公司的
人力政策，凡符合退休標準後就會依規定辦理退休，但對於退休同仁的
評估仍然以客戶人脈的延續或者專業知識的延續而進行退休後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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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業務職就以績效與客戶滿意度來評估
優點：可為自己 客戶與公司創造收益。
缺點：面臨壓力與生理老化健康管理成本墊高。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此部分尚未評估過，因為尚未到達緊急之狀態。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將視政府政策與必要性進行評估。

二、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否適用於
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資深者有專業知識與客戶人脈為其優勢，故可帶領新人。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帶人。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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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科技公司
受訪者：人資部協理
時間：103 年 9 月 19 日 13：00- 14：00
地點：電訪

一、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1.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135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有 7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無特別提到。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有此制度，有工作 25 年同仁，在 50 歲先做退休手續，然後公司在做回
聘的有 9 位，有些銀髮員工從 2008 年開始做技術專案技術顧問，先聘
用三年，再評估其工作情況。

5.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本公司是以自動化感測監控技術整合服務為產業核心，銀髮員工在此工
作，通常有較高穩定性，對工作也了解，對該產業有一定的了解，完成
效率高。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員？
無特別提到。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成本效益如何評
估？
無特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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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優、缺點各為何？
無特別提到。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無特別提到。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無。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無特別提到 。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否適用於
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無特別提到。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領班帶新進員工。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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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國際保全公司
受訪者：業務部經理
時間：103 年 9 月 2 日 14：00-15：00
地點：新北市新莊區
一、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1.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70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約公司的七成。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服務性質以保全業為主，公司給認真且積極有目標的員工相對給予的輔
導也較多，在大型博覽會上提供現場體驗，讓求職者有認知以及判斷。
在員工來面試時，都是經理由地下室帶到樓上，一層一層的介紹與講
解，給員工最充實的教育，相對的離職率也是最低的，將對的人擺在對
的位置上。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無特別提到

5.

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何？
有較多的時間來做配合，穩定性較高，同仁在該產業的離職率也低，較
容易上手，也希望他們有產業願景，專業的吸收另外資深 15 年以上員
工也佔有四成。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
工作性質及內容須不太繁瑣，這份工作也要較快上手，讓他們快速熟
悉，相對的離職率也會低，大多以保全、大樓主委為主。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無特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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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每個員工都是公司重要的人力資源以及成本，在每次大型職業博覽會中
徵才，讓銀髮員工了解此職業特性，因為在工作上在每一環節都是非常
重要的，在工作上讓銀髮、中年、青年在一起做結合，效力也會更大，
因此不僅限於銀髮員工，但也可作經驗的傳承。
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會有定期的考核，例如：員工訓練、敏感度問題察覺，讓公司掌握每一
位員工的情況，對於員工給予最直接的輔導，在經理聊過問題點所在進
而做改善。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公司對於銀髮一直是有在運用，比例也佔很高。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只運用就博會，其餘補助措施未用。

二、
1.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聽過此概念，但公司大多都是用經理和課長親自去帶新進員工，讓服
務品質更加良好。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對於此間公司以銀髮員工待的較為長久，而年輕員工所就業的時間較短
所以較少運用到。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無。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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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別的阻礙，在相互溝通方面，也可更熟悉這份工作的內容，相互學
習。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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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實業有限公司
受訪者：廠務經理
時間：103 年 9 月 15 日 14：00-15：00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一、
1.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85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約 15 至 20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目前工廠內多為中高年齡者，工作內容以作業員為主，如：洗毛巾、床
單、浴袍，工廠設備機器是半自動模式，所以員工大約從一進來到三個
月即可快速熟悉各項作業，也有外籍員工一起搭配，在書寫部分以本勞
為主，而年輕員工的運用多為司機，而在銀髮員工的離職率是偏低的，
因為工作內容不會過於複雜或難理解。隨著工作年分越久，坐等薪資調
漲，並且依個人專長，分配在適當的位置，或是讓資深員工去帶新進員
工，讓工作更順利。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無。

5.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服務業，銀髮員工擁有十多年的經驗，在廠房做事速度較快，以及較能
吃苦耐勞，離職率相對也低，員工們之間也有相對的默契，在做清洗業
務時，完成速率高，工廠內部的各業務也不用從頭教起，團隊默契良好。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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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作業員是滿需要的，雖然公司器材是半自動化，但是作業員此塊人
力也是不可或缺。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成本效益如何評
估？
重要

8.

優、缺點各為何？
公司大部分為本勞，也就是銀髮員工，但是因為年輕員工難找，即使登
報或是透過就業服務中心，成效還是有限，所以在外籍勞工有占工廠人
數約 1/3 左右。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
務再設計、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有考慮，因為工廠內作業員此塊是滿缺人的，銀髮員工要熟悉此項工
作，其實不難，訓練一下約三個月就可上手，工作也穩定，不會有太大
的變動。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未申請此補助。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1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讓資深員工和新進員工做搭配，如：教導使用電腦面板控制的
精密機器。
1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在運用清洗床單機器時，因為此項業務需要較複雜的操控，會讓資深員
工帶領新進員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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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
面臨甚麼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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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便利商店
受訪者：綜合計劃部部長
時間：103 年 9 月 19 日 16：00- 17：00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

一、
1.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目前正職人數 2500 人，PT2000 人，共計 450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正職 15 位，PT 3 位。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人力資源策略為人才人力分流。達到培養管理職能、奠定實務基礎、鞏
固商圈經營、穩定基礎人力。
在人才培育上採虛實整合的方式。
虛擬：採數位學習平台。
實體：企業大學、在職訓練以及專業證照培訓制度。
針對銀髮族也有工作輪調安排機制，以達師徒制經驗有效傳承與無疆界
職涯發展。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目前暫無退休回任計畫。

5.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本公司為服務業，與人的互動息息相關。
為了落實「全家就是你家」，第一線所提供服務都是以便利生活為主要
依歸。第一線的服務人員普遍年齡都較年輕，遇到人際上的衝突，往往
處理的不夠圓滑，年長者的生活智慧就是我們服務業的寶典，提供我們
同仁的危機處理教育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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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員？
零售服務受市場影響大較多為年輕員工。資深部分會以管理職及內勤為
主(財務人事..)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成本效益如何評
估？
門市服務最需要的是基礎人力提供，在台灣少子化趨勢逐年升高，平均
年齡不斷增加，退而不休的情形越來越普遍的前提下，針對資深或銀髮
員工需求更顯重要。

8.

優、缺點各為何？
目前依職位核薪，故不會因年齡差異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我們目前朝現場人力工作簡化的運用方式，輔具使用及系統建置，以大
幅減低現場工作者的勞務量，讓銀髮工作者也能在門市單位提供第一線
服務。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無。

二、
1.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未聽過此專案名稱，但就字面的理解與想像，其概念主軸應為
企業創造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共同學習成長的職場環境。銀髮
員工堅守經驗傳承的理念，年輕員工抱持熱情挑戰的。
鬥志，藉由工作分享/合作的契機，讓銀髮及年輕員工皆能充分
發揮其特長，進而提升組織人力的運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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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本公司屬於與人互動密切的服務業，服務對象為不分性別年齡
的普羅大眾，如何滿足各世代別的顧客需求，是我們永不停息
的課題與使命。此概念倡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
合作，符合本公司欲傳達給所有同仁「顧客滿意，共同成長」
之經營理念。年輕員工較懂得年輕世代消費者的喜好及流行趨
勢；銀髮員工則能切身洞察銀髮族群的消費需求。藉由跨世代
員工的工作分享與交流，讓彼此更了解不同世代消費者的需求，
進而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Mentor 制度包含：店舖實習、新人教育訓練、工作崗位 OJT、內部教育
訓練課程、企業大學(主管潛力人才培訓課程)、跨部門專案推動執行、
海外研修等等。所有人才培訓 Program 的規劃，皆是以資深同仁帶領指
導年輕員工的形式，達到經驗傳承與知識共享的用意，讓年輕員工對業
務能快速上手，充分發揮能力並創造工作成就感。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面臨甚麼樣的
困難和阻礙？
不同世代的員工，成長背景、人生價值觀、看事情的角度等各方面，難
免有世代差異，心態的不同亦可能影響其職場行為表現。在此大環境因
素之下，對於銀髮/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推動，企業體恐面臨
的阻礙包含：工作觀衝突、工作態度/原則相左、合作磁場不協調、年
輕員工表現與銀髮員工期待有落差、職場氣氛緊繃等等。這些都是企業
需要去敏銳洞察、並且快速調整應對的經營風險。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政府推動「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出發點良善，企業
可抱持樂觀態度支持。對於上述提及的困難與阻礙，除了企業體本身應事先
進行風險應對的規劃之外，亦盼政府發揮國家保母的角色，妥善制定計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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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關配套措施、經費補助、資源整合運用等各環節，根據不同企業情況
適時給予協助與鼓勵，以充分發揮該計畫的推動精神。參考國外如新加坡在
職務設定以調整人力資源分配等，如 40 歲以上不開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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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協會
受訪者：理事長
時間：103 年 9 月 20 日 13：00- 14：00
地點：電訪

一、
1.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20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公司以 50 歲以以上開始統計，有 57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本會以「啟動青年創業之基因，激勵銀髮再造之活力；整合青年之動力
和銀髮之資源，共創台灣新經濟及社會福祉！」為主要宗旨，期望能強
化臺灣創新創業精神，並放眼亞太地區，推動臺灣銀髮族相關產業之蓬
勃發展，促進各界商機之交流與互助建構青銀產業人力資源整合平台，
媒合銀髮族之業界經驗、資金及青年人之創新創業精神，協助青年人創
業、就業。
建構青銀產業資源整合平台，發現並推動可能的新商機或創新
經營模式。增進青年創業家與銀髮族群之相互瞭解與合作，有
助於瞭解銀髮族市場之需求與發展方向，促進銀髮族相關產業
之發展。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有三創一輔制度：創新、創業、創才、輔導，以銀髮族再造力為核心去
發展。
青銀碰創 party 是有別以往舊有型態的創業模式。
這是由年輕人和銀髮族，共
以更深入的了銀髮族
提出企業營運

同參與創業的發想討論。過程中年輕人可

需求面及供應面，在決定企業走向後，由年輕人

計畫包括執行面的細節，再由擁有多年豐富歷練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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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長輩參與討論，年輕人更深入了解創業所需要面臨的挑戰、還
有執行面的細節，進而能創造出一個雙贏且能永續經營的社會
其實，青銀碰創 party 的活動，本身就具備社會創新的意
開啟年輕人和長者，彼此瞭解的管道，進而更能互
包括供給年輕人創業和就業的平台也供給年
新注入社會的平台，並且更進一步消

企業。

義。它能夠

相滿足彼此的求：

長者，將其多年的經驗重

彌兩個族群之間的誤解及代

溝。因此青銀碰創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5.

貴公司的產業特性為何？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
何？
85%銀髮族是健康及亞健康的，願意回到社會以 PART-TII 方式繼續工
作以及願意接受再訓練，結合既有的專業經驗或人生歷練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
員？
電影，是多元化的，有產業鏈的結構，因此原有的專業仍然可利用、只
要加上電影知識的訓練。不會隔行如隔山，從頭訓練，容易激起熱情、
共群對身、心、靈有幫助的工作有成就感的產業印證了 MIT 的『AgeLab』
建議在【傳承】中的【創意媒體】產業有彈性、有創意、不侷限的工作。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成本效益如何評
估？重要

8.

優、缺點各為何？
電影等內容產業關鍵因素-故事銀髮族說故事,年輕人添創意提升電影品
質- 培訓好人才及引進好萊塢人才帶動周邊產業發 展。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

務再設

計、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創才－國際人才培育中心國際課程在此生根不論年紀之國際人才進修
交流的園地 AgeLab + 育成中心 +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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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銀髮人力？
無。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無特別提到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否適用於
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青銀碰創 party 本為協會的重點業務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無特別提到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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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者：行政課長
時間： 2013 年 9 月
地點：電訪
一、
1.

24 日 13：00- 14：00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員工有 68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55 歲以上 8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公司會安排高齡員工作電路印刷版，以及鍍銅鍍金，已有經
驗的員工會優先聘用，提升製程能力以滿足現今客戶多變
的需求，以及不同領域的產品。從單雙面、多層 HDI、軟 硬複合板、
HDI 軟硬複合板、超薄硬板，甚至如 Cavity、Embedded 及 Emboss 等特
殊技術產品皆有豐富的實作量產經驗能滿足客戶的多樣化設計需求。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無特別提到。

5.

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何？
因為銀髮員工在進入職場已有相關且多年相關的經驗，做事起來也有更
多的經驗及專業的知識，工作起來也會更得心應手，完成效率也相對提
高，一個人即可對公司有盡最大的貢獻力。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
作內容、工作特質說明之。
無特別提到。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無特別提到。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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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無特別提到。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
務再設計、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公司對於銀髮一直是有在運用，比例也佔很高，無特別考慮年齡。
暫時無考慮。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沒有特別提到。
二、
1.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可讓資深員工帶領新進員工，讓新人對於自己的職位更了解。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領班制度，未必是由中高齡者去帶領新進人員，也有幹部年齡約 40-50
歲的同仁來教導新進人員。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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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醫院
受訪者：社會服務室主任
時間： 103 年 9 月 17 日 13：00- 14：00
地點：電訪
一、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1.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服務室 32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55 歲以上 5-6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公司在 1980 年進來的員工，流動率低，故替換少，在做到 60 歲以上則
改為非主管，而在職位方面，改讓給年輕人去做，已經有 20-30 年，其
中，只有院長、副院長才可做到 65 歲退休年齡。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無特別提到。

5.

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何？
擁有多年的經驗可更快了解病人或是家屬所遭遇到的困難，並且立即給
予協助，也擁有豐富而多元的人生歷練，更可懂得問題的癥結，協助病
患突破盲點。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
因為銀髮就業族群擁有豐富的人生歷練，對於事物的點也會不同，所以
可從事的行業類別像社會服務，就是可考慮的工作之一，在服務的過程
因歷練多，應對事情更能給予妥善的解答。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公司對員工無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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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重要。

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無特別提到。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
務再設計、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公司對於銀髮一直是有在運用，比例也佔很高，無特別考慮年齡。在公
司招募義工中，對於 18-64 歲皆可以報名，並無年齡限制，只要是想服
務，有熱忱的民眾皆可以來服務，因為不是勞力的服務，所以年齡不是
影響太大的原因。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沒有特別提到。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可讓資深員工帶領新進員工了解社會服務室案件的運作流程，讓新人對
於自己的職位更了解。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制度依社會工作督導制度實施。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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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眼鏡公司
受訪者：人資處長
時間： 103 年 9 月
地點：電訪
一、
1.

29 日 13：00- 14：00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員工有 40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55 歲以上 14 人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無特別提到。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員工面臨退休時公司會有規劃接班人計畫:外補的有一成左右，像是親
友，但是占的比例少，內補的有九成 ，像是員工直升上去替補該職位，
占的比例多 。

5.

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何？
因為在製造眼鏡的技術需要多年的經驗以及技術，在製造過成中也需要
精密的接合技術，對機器的運用也較為熟悉。老師傅的手工品質相較年
輕人更有品質保證。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
無特別提到。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無特別提到。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重要。

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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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和年輕人相比經驗和知識都更加豐富。
缺點：因為銀髮員工在做眼鏡的組裝，在視力上較有顧慮，以及時間
的壓力。
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公司對於銀髮一直是有在運用，比例也佔很高，無特別考慮年齡。
暫時無考慮。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沒有特別提到。
二、
1.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
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可讓資深員工帶領新進員工了解運作流程，讓新人對於自己的職位更了
解。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資深員工扮演指導員的角色，對新進員工作經驗的傳承，帶領新進員工
熟識該工作，讓工作完成速率更好。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提到。

三、
1.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希望在中高齡相關的補助可以再多加宣導，讓更多企業更了解補助項目
及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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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至 65 歲，對眼鏡業較不適當，因銀髮人力視力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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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製藥廠
受訪者：人資副總
時間： 103 年 9 月 17 日 14：00- 15：00
地點：新北市淡水區
一、
1.

有關企業「銀髮」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現況
目前企業體的僱員有多少人？
680 人

2.

55 歲以上年齡分布狀況為何？
約公司的 8%

3.

目前（2014 年）的人力資源策略內容為何？
有高階、低階和生產線的作業員技術員都有中高齡員工，30 至 40 歲分
布最廣，29 歲以下約占兩成。以適才適所，能力取向，並無讓年齡所限
制。

4.

針對銀髮或屆齡退休員工是否有特別的輔導措施或在職訓練使其順利
銜接轉職或退休？例如：有些公司會請屆齡退休員工先辦理退休，然後
再重新聘僱此類措施？
若到退休年齡，也不會強迫退休，會先評估員工的身體狀況，若可以留
下會讓員工留下，依照員工自身評估，再來決定是否要退休。

5.

銀髮或資深員工的工作經驗在該產業優勢為何？
無特別提到。

6.

您覺得，銀髮以上的工作者適合什麼樣的工作？可從產業、工作內容、
工作特質說明之。
公司無特別在意員工年齡。
有沒有哪幾種職缺會特別優先考慮使用銀髮或資深人員？
公司對員工無年齡限制。

7.

您覺得，資深或銀髮員工的運用對貴公司是否重要？
無特別提到。

8.

成本效益如何評估？優、缺點各為何？
無特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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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覺得，未來貴公司是否有增加僱用銀髮的可能性（例如：職務再設計
兼職、安排體力需求較少的工作...等）？為什麼？
公司對於銀髮一直是有在運用，比例也佔很高，無特別考慮年齡。
公司在銀髮員工運用佔的比例高，對於員工只要表現良好，年齡不佔太
大影響。

10. 目前台灣有些促進銀髮就業的政策，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運用此類補助來
聘用銀髮人力？
無，但建議運用減免稅方式較有效。

二、

企業對於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理解與想像
1.

請問您有聽過「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嗎？
有。

2.

就您的理解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的概念是
否適用於貴公司及所屬之產業？
讓資深與表現優良員工和新進員工一同進行工作，讓工作效率高，更像
學長姊般去帶領新進員工。

3.

Mentor(導師賦予智慧和共享知識與經驗不足的同事)制度進行方式？
和年齡職務無關係，任何人皆可運用此制度，比較資深和表現良好，讓
他們進行帶領，協助新進同仁完成業務，讓同仁快速熟悉公司作業。

4.

您認為採銀髮員工與年輕員工世代工作分享/合作企業體將會面臨甚麼
樣的困難和阻礙？
無特別的阻礙，在相互溝通方面，也可更熟悉這份工作的內容，相互學
習。

三、

給政府和企業的綜合建議？
政府對於表現良好的企業給予獎勵和補助，在申請補助中可以減少繁複的過
程，簡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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