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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口老化的世界性趨勢，不僅導致勞動人口結構的改變；面對高齡化社會，
亦必須思索老年人口的價值以及繼續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所帶來的意義。本研究
著眼於非營利組織對於銀髮勞動力的人力運用可行性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政策
建議。
研究方法採用質量並行的方式，首先檢視國內外文獻了解 NPO 在銀髮人力的
運用現況、問題與未來發展潛力。在主要調查部分則包括問卷調查與非營利組織
的質性訪談。本次研究對象為會址位在北北基三城市之 NPO，並依據文獻選取就
業機會較多的學術文化、慈善、社會服務，以及醫療衛生為宗旨之 NPO 為調查母
體，包括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以及未登記為法人之社會團體。抽樣方法為根據
母體之組織級別、目的事業宗旨、主管機關而採取之分層抽樣法，抽出 1,330 個
樣本 (抽出率約為 16.34 ％)，並採郵寄問卷方式共計回收 211 份有效問卷，整體
回收率為 17.27％。質化訪談部分，則自本研究抽樣之各類別 NPO 中，訪談 7 家
實際僱用銀髮勞動力之代表性組織，了解並參考成功案例的做法，以作為政策建
議參考。本研究結果顯示：
1. 部分 NPO 組織仍存在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是否排擠青年就業機會的疑慮；
2. 中高齡者喜歡在地化社區工作；而社區服務是多數受訪 NPO 主要的業務活動，
也是銀髮人力聘僱較多的 NPO 的共同特點之一。
3. NPO 對銀髮勞動力的聘僱意願高並強調選才以職能考量為優先的社會責任。
4. NPO 表示對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的普遍需求；建議政策推動協助媒合專業銀髮
貴族投身 NPO 的經營。
5. NPO 職訓需求以人際關係與溝通以及工作態度與倫理等，認為應列為進用人
員必修課程規劃重點，建議列為求職銀髮族培力的基本職能課程。敬業熱忱與
網路文書能力亦被列為職能培力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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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清楚目標、方向、遠景與使命並積極向外擴展的 NPO，比較容易推動「新
聘僱模式」或比較往社會企業發展的組織，較有培訓與鼓舞銀髮族就業的潛力
與機會。
整體而言，針對社會變遷及勞動人口組成的改變，目前 NPO 分別嘗試朝向拓
展銀髮產業、協助職能培訓、尋找社企商機，及協力合作模式等不同方向，努力
尋求出路。因此，建議政府部門首要積極破除銀髮就業的刻板印象、推動銀髮勞
動力社會共識的凝聚；同時，在量的擴充上受理 NPO 經營管理之專業諮詢、輔導
或人才培訓，協助創造成功經營模式並鼓勵共同新創社會企業； 在能的提升上注
重人際關係與溝通以及工作態度與倫理方面的銀髮族培力基本職能， 透過觀念釐
清、法規修訂與部會資源整合，有效開創並擴大銀髮就業機會。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銀髮族、就業、培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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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人口老化是世界性趨勢，台灣也不例外。因此導致勞動人口結構的改變， 以
及面對高齡化社會，我們必須思索老年人口的價值以及繼續參與社會、貢獻社會
所帶來的意義。本研究主要著眼於非營利組織對於銀髮勞動力的人力運用可行性
及政策建議， 提出相關研究。以下分就研究背景、重要性及研究目的摘要敘述。

一、高齡者將是未來人口的主流族群
人口老化，是當今先進國家共同面臨的重要社會變遷。台灣從1993年老年人口比
率跨越7%的人口高齡化國家門檻，到2025年推估老年人口將突破20%的超高齡社
會，預估僅僅32年（行政院主計處，2013）；而根據國發會預估2060年，台灣65
歲以上人口將達全人口的(41)%，若以 60歲以上人口計算更高達50%（圖1）。 這
表示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有越來越快的趨勢，高齡者將是未來人口的主流族群，因
應人口老化的各項準備已刻不容緩。

圖1 高齡化時程－中推計

二、年輕的老年人口群將形成社會新生產力
競爭力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在2014年《遠見》雜誌主辦的訪台論壇指
出，近幾年來，台灣生產力成長速度趨緩，主因是人口增加率趨緩，勞動人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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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這是亟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在快速高齡化和少子化的雙重衝擊下，國發會
推估台灣15-64歲的勞動人口將於2016年達到最高峰（1,737萬），之後勞動人口
將開始逐年遞減，到了2061年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只剩下50.4%，而老年人
口則大幅增至43.2%。未來勞動力將會出現缺口，因此，年輕的老年人口群將形
成社會新生產力；台灣要維持國際競爭力，未來需要更多銀髮族投入就業。

三、我國高齡勞動參與率偏低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2006年的報告指出，如何因應高齡化的勞動市場與針對
高齡人力的善加利用，是國家重要人力資本發展政策，並建議各國要注意國家人
口政策與勞動力人口結構（population）的演化、提升勞動產值（production）與
提高更多高齡者及整體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participation）。
我國65歲以上年齡層的勞動參與率為8.3%，但鄰近的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
國，其高齡人口勞動參與率卻相當高，從20.5%到31.4%皆有（勞動部，2013）。
影響臺灣中高齡勞工工作能力之因素，值得予以深入探討。然而，我國以往為解
決高失業率，因而鼓勵中高齡者提早退休，以增加年輕勞動力的就業機會，或者
事業單位因應全球競爭，透過提早退休方案進行人力精簡，導致近年來中高齡者
之退休年齡普遍偏低，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形成勞動人口高齡化及退休年齡偏
低的反差。
以政府相關統計為例，102年我國受雇員工平均退休年齡為57.4 歲，若以退
休員工年齡組觀察，55至64歲退休者占58.1%最高，其次為45至54歲者占 27.8%，
再次為65歲以上者占12.1%。另外，根據銓敘部的統計（圖2），公務人員的自願
提早退休已成為常態，只有10%的人是屆齡退休，2011年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
已降至55.2歲，退休後平均餘命將近25年。中高齡以上各年齡層勞動力參與率均
低於韓、日、美、德、英、星等主要國家，年齡群組越高差距越顯著， 詳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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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3 年世界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勞動部 2013 國際勞動統計）

圖 2 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歲）
（資料來源：考試院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政策分析）
從以上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並存的時代，原本
應該充分運用的中高齡人力卻呈現提早退休的趨勢，職場出現「晚入早出」現象；
而勞動市場則有人才外流，大量基層勞力引進的「高出低進」的挑戰。

四、就業對高齡者的益處
從社會參與的角度來看，高齡者可以透過延緩退休或再就業的機會，繼續社
會參與。Schwingel, Niti, Tang, & Ng（2009）發現持續工作的長者，在生活滿足
感、幸福感等指標上皆顯著大於退休後無參與志工活動者，建議未來能積極發展
活躍老化，鼓勵長者即使退休後也能參與許多志工或是社交活動。
由Aday & Kehoe（2008）的研究指出，工作者認為透過增進社會網絡和具生
產力的生活型態，增加他們的自信心（賦能與自尊以及對日常生活的自我掌控感）
，
尤其對健康限制較小的人， 發現其生活滿意度、賦能均藉由工作經驗感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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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留在工作岡位更久。Gessa & Grundy（2014）也認為，參與工作者較不會
感到憂鬱或健康不良，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健康不良的可能性，工作參與有助於維
持晚年生活健康，人們應重視工作生活、工作保障、工作環境品質，都是影響參
與活動的重要因素。
2013年法國國家醫療衛生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searche
medicale;INSERM）針對約50萬名歐洲退休人員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勞動者愈晚
退休，失智風險愈低。這顯示延後退休或退而不休，就是延後老化的最好辦法
（Dufouil, Pereira, Chêne, Glymour, Alpérovitch, Saubusse, & Forette, 2014）。
Johnson, Sarkisian, & Williamson（2015）也指出，讓老年人繼續工作、保持活耀
的國家，老年人有壽命較長的傾向。Robroek, Schuring, Croezen, Stattin, & Burdorf
（2013）針對高齡工作者身體不好、不健康的行為及工作環境等面向，觀察高齡
失業或提前退休之因素，發現健康狀況不佳、缺乏身體活動和工作環境等皆是影
響離職的因素。
台灣過去研究採用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調查，指出社會參
與活動（排除掉休閒活動）對健康有助益，並歸納參與經濟安全或靈性福祉的活
動有助於延壽，而參與社會互動和智力激發類別的活動則有利於認知功能（Hsu,
2007）。
日本全國銀髮人才中心的調查研究報告指出：銀髮人才中心的會員平均每人
一年的診療費用約 22 萬日幣，老人俱樂部會員則為 38 萬；全國高齡者則有 64
萬日幣（周玟琪，2011）。
可見，就業與健康是相輔相成的，身體不好等於就業率下降，擁有良好的身
體健康是繼續就業的本錢，培養好的身心健康可以有助繼續就業。謝美娥（2012）
也指出，社會活動的參與可以讓老年人較為活耀，更可能減少其孤寂感。

五、高齡者就業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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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周玟琪（2008）所參與國科會高齡社會研究團隊進行之全國性調查結果
顯示，調查時已退休者，約有23.3% 想再就業從事有給職工作；仍在職者，亦有
10.0% 是實際辦理退休但又再就業者。已退休、但希望再找有薪工作者所期待的
工作型態分配，以兼職、不固定工作居多，共佔了43.6%。仍就業者但未來屆齡
退休想再就業者，希望有薪者的比率為92.1%，希望的工作型態為兼職者佔47.9%，
想創業者有20.8%，想繼續從事全時工作者有31.3%。如果未來退休金不足之時，
是否會考慮退休後再就業，結果有74.5% 會考慮；45歲以上就業者中，高達73.5%
的人認為老年人經濟需求最好的準備方式是靠自己。
上述該調查結果所反映出的重要意義為，我國人口老化之際，年長者想繼續
從事參與勞動市場貢獻社會的動機很高。再者，國人平均壽命逐年提高，102年兩
性平均壽命為80.02歲，其中男性76.91歲；女性83.36歲（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
102年簡易生命表）。尤其，隨著嬰兒潮世代後年長者的出現，其使用科技能力及
獨立自主能力不斷提升，大多數仍有相當好的勞動力。因此，隨著平均壽命的延
長，未來生命歷程將重新配置，邁入老年後接受再教育、再就業、延續更美好、
更豐富的人生將是未來許多年長者追求的生命歷程。

六、高齡者就業對社會的益處
根據日本全國銀髮人才中心的調查研究報告指出：銀髮人才中心的會員平均
每人一年的診療費用約22萬日幣，老人俱樂部會員則為38萬日幣；反觀日本全國
高齡者的每人每年平均診療費用則有64萬日幣（周玟琪，2011）。這個結果顯示，
銀髮族群參與勞動可以有效減輕社會對高齡者的醫療負擔。根據美國一份針對跨
國社會安全法案和退休的研究報告指出（Gruber, Milligan, & Wise, 2009）， 經由
他們使用不同研究方法切入， 發現下列重要結果：
(一) 老年人退休與該國社會安全法案或制度有強烈相關性。
(二) 改變服務計畫的提供， 對老年人就業或繼續參與社會有很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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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國家財政角度， 延長勞動力參與可以降低政府社會安全福利支出並增加政
府的稅收。
(四) 並無證據顯示增加老年人就業，會減低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同時也無證據顯
示，增加老年人的就業會增加年輕人的失業率。
綜合上述，因應年輕勞動力遞減，國人平均壽命延長等對我國未來人力資源
與勞動力結構的衝擊，最務實的就是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勞工生產力，銀髮人力再
運用將日趨重要。提供、創造長者合適的工作機會，不僅攸關長者的生命圓滿、
健康與自在，更能裨益社會的永續發展。因此，近年來我國政府已陸續推出多因
應措施，協助銀髮人力重回職場，提高勞參率。
以上文獻證據， 在在指出當今這個議題的時代背景與重要性。因此，本研究
目的著眼於非營利組織在社區的重要性，研究主題聚焦在「社區非營利組織對銀
髮人力再運用之探索性研究」，並由非營利組織角度出發針對銀髮勞動力進行下
述研究探討：
(一) 蒐集與整理社區非營利組織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國內、外文獻。
(二) 探討我國推動社區非營利組織銀髮勞動力發展的可行性。
(三) 研究推動社區非營利組織運用銀髮勞動力發展的相關政策。
(四) 研析推動社區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培力需求與就業服務型態。
綜合上述研究分析成果，提出具體促進我國銀髪勞動力政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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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次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以及量化與質化研究進行，
方法如下：

第一節 文獻回顧、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了解 NPO 在銀髮人力的運用現況、問題與未來發展潛力，本研究在文獻回
顧方面，著重於以下幾個重點：
一、 國內外人口老化與銀髮族就業之相關實證研究；
二、 國內外 NPO 與其就業機會之相關研究；
三、 國內外銀髮勞動力運用之相關政策與研究；
四、 台灣銀髮勞動力運用之政策與現況。

第二節 問卷調查
為了解 NPO 對銀髮人力的聘僱現況、未來潛在需求、聘僱銀髮人力的實務經
驗，與 NPO 對推動銀髮勞動力政策的觀點，以做為未來提出建議方向的參考依據。
因此，本計畫針對北北基 NPO 進行問卷抽樣調查：希望能從需求面了解銀髮人力
就業所面臨的困境，以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一、調查方法與步驟
本次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會址位在北北基三城市之 NPO 銀髮人力運用
的現況與未來潛力。NPO 主要包括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以及未登記為法人之人
民團體。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分為政治團體、職業
團體及社會團體等三種。就社會團體而言，根據台灣內政部統計資料（2014），
至 2014 年 6 月底止，經各級政府核准立（備）案之人民團體總數計 54,592 個，
其中以社會團體最多，占 79.4％（43,351 個），社會團體中又以社會服務慈善團
-9-

體 13,288 個最多，學術文化團體 7,536 個次多，經濟業務團體 5,283 個再次之，
其餘體育團體 5,623 個，國際團體 2,655 個，宗教團體 2,530 個，醫療衛生團體 1,385
個，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兩岸團體及其他等 5,411 個。「社會團體」
係指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
以公益為目的所組成之團體。
囿於時間與經費，本研究依據文獻（官有垣，2005）選取就業機會較多的學
術文化、慈善、社會服務，以及醫療衛生為宗旨目的之社會團體為調查母體（經
整理後約 5,582 個），抽樣後進行分析。此外，在財團法人基金會方面，教育部
與文化部主管的教育文化事業基金會共有 500 家，地方級的學術文化家基金會有
163 家；衛福部與地方政府主管的社會福利與慈善基金會約有 321 家，以及醫療
衛生基金會有 113 家，這些台灣現有的 NPO 中提供較多就業機會的財團法人基
金會（官有垣，2005），此部分亦為調查母體（合計 1,097 家）。因此，社會團
體與基金會母體共計 6,679 個，抽樣後進行分析（參見附錄一）。
二、抽樣與調查方法
本調查研究採取郵寄問卷方式，並輔以電話以及電子郵件訪問。母體為會址
登記在北北基三城市，以學術文化、慈善、社會服務，以及醫療衛生為宗旨目的
社會團體，以及教育部主管的教育事業基金會、社政單位主管的社會福利與慈善
基金會與醫療衛生基金會，共計 6,679 個。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本研究無法
進行全面性普查，故採取樣本調查，根據組織級別、目的事業宗旨、主管機關採
取分層抽樣法。調查時間自 2015 年 4 月至 5 月。
本調查的抽樣母體組織數是 6,679 家，總共抽出 1,330 個樣本，無法投寄退
件 9 件，實際寄出 1291 個樣本，抽出率約為 16.34 ％，其中地方級的教育文化
事業基金會、社福慈善基金會、醫療衛生基金會與位於基隆市的全國性這三類財
團法人由於個數太少，採取全部調查，對每個組織均發出問卷。最後我們總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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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211 份有效問卷(另有無效問卷，空白寄回 4 份，作答不完整 8 份，共 12 份)，
整體回收率平均約為 17.27％（參見附錄二）。
本次調查受限於經費與時間，採取郵寄問卷方式，並輔以電話以及電子郵件
追蹤訪問。由於涉及本次調查的問卷題目，以組織之支薪員工之年齡、職別、招
募困難，與未來人力潛在聘僱人數需求職別等各項分類數據，以及組織對推動銀
髮勞動力之意向等諸項與組織現況與發展問題，除困難度頗高，加上 NPO 人力來
源的多元性，不易填答、容易誤解之外，有些也涉及組織不願透露的相關資料，
再加上由於社會詐騙事件頻傳，個人資料外流嚴重，以及當時媒體對基金會財務
透明度與公信力議題的大肆報導，對社會信任帶來負面影響，使得機構對於本身
資料之填寫更加謹慎，甚至以未出具勞動部公文，加以協助問卷際回收 NPO 組織
知名度不夠，信任度不足等，諸多致使回收率低之原因，列舉如下。
1.

因無出具勞動部公文，加以 NPO 組織知名度不夠，信任度不足的問題所致。

2.

因無任何具體證明，團體多以為詐騙集團。

3.

不明白問巻內容和意義，以為寄送完就好。

4.

因非掛號回覆，部分電話詢問表示已寄出卻未收到(信件遺失)。

5.

樣本單位因陌生詢問故不願填寫。

6.

機構或協會停辦或沒人接，比率略高。

7.

55 歲以上聘僱人數太少，以致誤認為無須回覆。

8.

組織的上層單位參與意願不高。

9.

問卷問題本身困難度高，較有深度，且又須為負責人或人事聘僱主管填具資
料，故部分團體看到問卷即不考慮回填意願。

10. 有些協會為一人協會，並無實際運作行為，因若無人通報，社會局也就不會
撤掉該協會，故成為有名無實之協會。
11. 問卷內容有談及金額，部分協會擔心填具之後會因資料外流而遭受調查，故
無意願填寫，也不願意寄回空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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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可信度，本次調查回收問卷經初次審閱後，即以電話對該組織填答人
員進行追蹤訪問，進行確認或補充，針對遺漏值進行訪問，並澄清相關答案。其
主要目的有四：首先是提高資料的品質；第二是透過電話訪問澄清組織對於問題
的誤解，對組織而言也是一種機會教育；第三，對於願意填答問卷的組織表達肯
定與感謝，強化他們未來再度接到相關問卷的填答意願；第四，透過電話訪問，
了解組織的其他想法。整體而言，在問卷回收過程中相關困難均一一克服，亦十
分感謝委託單位委請培力計畫之相關 NPO 組織協力配合發放問卷與回收。訪談問
卷見附錄三。

第三節 個案訪談
為了瞭解 NPO 運用銀髮勞動力的現況、問題的實務經驗與觀感，以及對政府
推動銀髮勞動力的政策意向與建議，從本研究抽樣之各類別 NPO 中，實際僱用銀
髮勞動力之代表性組織（規劃 3-6 家，實際拜訪 7 家），了解並參考成功案例的
做法，以作為政策建議參考。各機構訪談逐字稿參見附錄五。
研究的限制與遭遇之問題
本研究面臨如下限制與問題：
（一） 我國對 NPO 的定義尚未一致明確，政府也未有專責機構，各種不同宗旨
的 NPO 分別向各業務相關機關與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登記，大多數人民
團體向內政部登記之外，另有法人則向法院登記，隸屬主管機關及其繁
複性，使得樣本名冊取得過程費力耗時。
（二） 各主管機關網站對 NPO 相關資訊的更新頻率不一，網站資訊錯誤比率偏
高，使得樣本寄送地址的確認與更新過程，儘管已經花費許多人力與時
間，仍無法完全掌握寄出樣本的正確性。
（三） NPO 的組成與組織性質非常多元，相較於政府與企業，其人力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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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具有很大的異質性與多樣性，致使問卷填答者可能因此出現填答誤
差。
（四） 取得有效樣本數不大，對於問卷結果之代表性仍需審慎解讀。且 NPO 在
組織規模和人員聘僱數量的分布更是紛歧，使得統計分析無法做較深入
的分析。
（五） 相較於其他年齡群組，銀髮族群的年齡組距大，異質性更高，以致在分
析討論時，解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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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非營利組織之意涵
隨著民主社會日趨多元的發展，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政府與市場機制不再
能滿足人們的需求。非營利組織自 1970 年代以來，逐漸在政府再造、經濟、教育、
環保、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等領域發起社會運動，並集結成足以喚醒公民意識的
社會力。全球各地類似的社會運動掀起結社風潮，使得各國非營利組織的規模與
數量顯著成長，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的第三勢力。全球化浪潮與社會多
元化發展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非營利組織深具社會影響力。以下就非營利組織的
範圍界定、分類、社會角色與功能、在提供就業上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的關係摘要說明。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範圍界定
所謂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為 NPO），指的是「不以營
利為目的之組織」。此名稱最早為 Peter Drucker 所引用，以與營利性組織能有所
區隔，強調公眾利益是組織存在與活動的目的，這並不表示它不能有營利活動，
只是盈餘必須用在組織的公益目的活動上，而不做私人的分配（余佩珊譯，1995）。

一、常見用詞
由於非營利組織迄今未有統一的定義，周威廷（1996）綜合各種說法，指出
非營利組織（或稱第三部門）常包含以下名稱：
（一） 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強調組織經費主要來自私人慈善捐助，
用於慈善用途。
（二） 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強調志願人力的投入，以凸顯組織志願行
動的特質。

-14-

（三） 免稅部門 （tax-exempt sector）：強調在美國稅法中，這些組織可以免
除國家所得稅與地方財產稅。
（四） 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強調此部門是獨立於政府和企業領域之
外的；然而事實上三者之間的相互依賴卻很深。
（五） 非政府部門（non-government sector）：這個名詞較常用於開發中國家，
因這些民間組織常有助於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六） 隱形部門（the invisible sector）：此部門夾於企業與政府二大部門之間
而長久未被重視。
（七） 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習慣稱之為社會部
門，以有別於政府和企業。

二、文獻常用定義
一般文獻常依據美國學者 Thomas Wolf（Wolf，1990） 所歸納的非營利組織
五項特質的觀點，定義非營利組織為必須具備有公共服務的使命，且在政府的法
律規範下立案，並接受政府法令的管理與監督。對組織本身而言，必須排除私人
利益或財務的獲得，其經營得享有免稅的優待及法律上的特別地位，且捐助或贊
助者的捐款得列入免（減）稅的範圍。

三、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界定
台灣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2 條：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公益：指不特定多
數人的利益。非營利團體：指非以營利為目的，從事第八條公益事業，依法立案
之民間團體。公益勸募條例第 8 條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以下列用途
為限：一、社會福利事業。二、教育文化事業。三、社會慈善事業。四、援外或
國際人道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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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所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係依據民法總則有關「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的規定，或依據其他關係
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依民法的規定，民法總則第二款社團、
第三款財團。
官有垣（2000）根據西方學者觀點，再綜合我國法律規範面分析，認為所謂
臺灣非營利組織，是指依民法、人民團體法、各種特別法規及相關宗教法規所設
立的「非營利社團法人」、「一般性財團法人基金會」、「依各種特別法規所設
立的財團法人」（不包括政府捐資成立的財團法人）、「宗教社團法人」，且向
法院辦理登記完成，享有稅法優惠的組織稱之，另外，也包括依據「寺廟監督條
例」規定登記為寺廟者。
此定義排除了政府組織、中間性社團法人、非法人社團、政黨、政府捐資成
立的財團法人、神壇、禪寺、地方教會等組織。意即廣義而言，臺灣非營利組織
包括財團法人基金會、社會團體、工會、商會、職業團體、寺廟、教堂等。不過，
官有垣（2000）也指出以上根據西方學者觀點而整理之定義，仍有不足之處；並
主張人民團體法中三大類的人民團體中，只有「社會團體」可泛稱為「非營利組
織」，職業團體與政治團體均不在非營利組織的界定範圍。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分類
非營利組織間的異質性相當大，學者們認為很難依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去描述
此部門的種種面貌。以下分別就國際和我國常見的分類方式摘要說明。

一、國際常見分類
美國最大的非營利組織聯合會（Independent Sector ;獨立部門）普查全美實際
運作中的非營利組織後，依其主要特質分為六大類型，依其數量多寡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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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療、保健類；
（二） 教育、研究類；
（三） 社會服務類；
（四） 會員組織或基金會類；
（五） 文化、娛樂及休閒類；
（六） 其他。
顧忠華（2000）認為：任何簡單的定義都無法涵攝「非營利組織」內在的異質
性和複雜性，即使經過十三個國家學者共同參與「約翰•霍普金斯非營利組織比
較研究計劃」後，在對非營利組織定義上，仍只達到一小部份的共識，但他們提
出了詳細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分類標準」（依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ICNPO-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認為共有十

二個大類別可納入非營利組織的範圍，包括：教育與學術研究、醫療、社會服務、
文化與休閒、工商團體和專業組織、住宅與開發、國際事務、公民倡議議題、環
保、慈善、宗教和其他，細目則更涵蓋一百多種組織分類，可謂包羅萬象（Salamon
& Anheier, 1997）。
Bittker 與 Rahdert（1976）就其非營利組織事業目的之不同，又可區分為兩大
類型：公益類（public benefit）組織和互益類（mutual benefit）組織。前者係以提
供公共服務為目的之非營利組織，包括慈善事業、教育文化機構、科技研究組織、
私立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宗教團體及政治團體；後者係以提供會員間互益目
的之非營利組織，包括社交俱樂部、消費合作社、互助會及類似組織、工會、商
會及職業團體。

二、 我國常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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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民法的分類（馮燕，2009）：因非營利組織的範圍包含非常廣泛，
國內之政策法規未經整合，各主管機關之規定不盡相同，致使國內非營利組織之
分類與界定模糊不清。多數學者依據民法，將非營利組織分成「社團法人」與「財
團法人」兩種類型。社團法人是指以人為主的社會組織，並經法院核可，具有法
人地位的組織，如各種協會、學會、促進會…等。財團法人是指以一筆財產為主，
具有法人地位的組織，如私立學校、研究機構、慈善團體、基金會、寺廟等。
進一步若將法人組織以其目的事業之性質為標準，區分法人為公益法人及營
利法人；公益法人以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主要以文化、學術、宗教、慈
善等為目的，縱因經營事業而有收益，或投資於營利事業，但未將其收益分配於
有關人員，與公益目的並無抵觸；營利法人（如公司）即是以謀社員經濟上的利
益或減少經濟上的不利益為目的，且利益分配給社員。
社團法人若以公益為目的，可依其服務對象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區分為互惠
性社團法人（Mutual Benefit Organization, MBO，如同鄉會、校友會、聯誼會等）
和公眾利益性社團法人（Public Benefit Organization, PBO，如協會、學會、權益
促進會等）兩種。不過，也有人主張互惠性（自利性）社團法人，不應歸屬於公
益團體，甚或非營利性組織（NPO）之列（馮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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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國民法傳統下非營利組織的規範法制圖 （資料來源 : 馮燕，2000 : 80）
若以組織的主要宗旨來分類，中央政府兩種法人管理法規和報告資料中的分
類如下：社團法人分為「學術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宗教團體」、
「體育團體」、「社會服務慈善團體」、「國際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宗
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和「其他」等十一類；財團法人分為「文
化教育」、「社會福利慈善」、「衛生醫療」、「工商經濟」、「財政金融」、
「環境保護」、「交通觀光」、「新聞傳播」、「農業事務」、「勞工服務」、
「文化藝術」、「法務事務」、「兩岸事務」、「外交事務」、「青年事務」、
「保防事務」等十六類（馮燕，2000）。
由喜馬拉雅基金會 1997 年開始出版的《基金會在台灣》，將調查後登錄的
1595 家基金會依組織性質作分類，大致分成「文化教育」、「社會慈善」、「環
境保護」、「醫療保健」、「經濟事務」和「其他」等六類。馮燕（2006）則依
組織宗旨和自我報告調查結果，將為數最多的全國性文教基金會歸整成：「學術
研究」、「文化藝術」、「休閒體育」、「科技教育」、「宗教哲理教育」、「國
際文化交流」、「衛生保健教育」、「環保教育」、「社會公利」和「其他」等
十類。
魏大統（2003）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界定，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界定歸納如下：
（一） 從學界的定義來看：組織之設立以從事非營利之目的事業，非在獲取財務
上的利潤，其淨盈餘不得分配予其成員或特定人，享有免稅優待，而具有
獨立、公益、民間性質之正式組織或團體，其運用大眾捐款、目的事業生
產所得，以及政府部門的補助經費，以謀求公眾利益之提昇，造福社會。
（二） 從法律規範面來看：所謂非營利組織係指依民法、人民團體法、各種特別
法規及相關宗教法規所設立的「非營利社團法人」、「一般性團法人基金
會」、「依各種特別法規所設立的 財團法人」（不包括政府捐資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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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宗教社團法人」，且向法院辦理登記完成，享有稅法優惠
的組織稱之，另外也包括依據「寺廟監督條例」規定登記為寺廟者。此定
義排除了政府組織、中間性社團法人、非法人社團、政黨、政府捐資成立
的財團法人、神壇、禪寺、地方教會等組織。
綜言之，非營利組織是指組織之設立不以私人利潤為目的，而以補充政府能力
之不足，增進公共服務效能，提昇民間團體參與力量，建立公民社會為理想之獨
立性、公益性的民間社團。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社會角色與功能
非營利組織常被稱為第三部門， 即在凸顯其並非如營利部門以利潤為導向，
也非如政府部門以控制為目的。它是由社會的公民所發起，經由理念與使命的傳
達和實際的行動，為社會的另一些公民服務，而其中並沒有金錢的利益，取而代
之的是人道的精神，而此即是第三部門的精神（陳定銘，2006）。以下就非營利
組織的社會角色、社會功能與影響摘要整理如下:

一、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角色
Peter Drucker 認為：「 非營利組織的出現，是為了要改變社會大眾。」，「使
命感應該算是非營利組織的力量泉源。」（余佩珊譯，1995）。Kramer（1987）
也認為在價值多元變遷急速的社會中，非營利組織之所以存在並展現獨特的功能，
實因其扮演以下各種積極的社會角色所致。
（一） 開拓與創新的角色功能：非營利組織因具有組織彈性、功能自發性、民主
代表性，能敏感的體驗社會需求，以組織多樣化的人才與彈性的特質，發
展具有創新的構想並規劃執行，從實際行動中驗證理想，嘗試出合宜的工
作方針與做法，適時地傳遞給政府，引領社會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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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與倡導的社會功能：非營利組織深入社會，洞察社會脈動之核心，並
運用服務經驗展開輿論和遊說，具體促成社會態度之改變，引發政策法規
的制定與修正，促成社會變遷並尋求政府的改善措施。
（三） 價值維護的角色功能：非營利組織透過實際運作系統，主動關懷弱勢團體，
激勵民眾對社會事務的關懷、參與，提供社會菁英和領袖的培植場所，觸
發一般民眾之人格提升與生活範疇，均有助於民主社會理念及各種正面價
值觀的維護。
（四） 服務提供的角色功能：當政府礙於資源與價值的優先順序規劃的限制，而
無法充分發揮其保護福利功能時，非營利組織種類多樣化的傳輸，恰能彌
補（gap-filling）這種差距。
Milofsky（1979）從各種社區組織與發展研究中，歸納出非營利組織的社會
角色，包括：
（一） 有助於界定社區「界限」（boundaries），以及發掘社區問題。
（二） 在社區運作中，可創造鄰里關係，促進社區居民的互動機會。
（三） 在封閉社會中，有助於階級間互動，提供社會流動的進階石。
（四） 藉由組織參與，伴隨而來的訓練、經驗、聲望，創造新社會領袖。
（五） 在互助型非營利組織形成時，將個人問題集合眾力，帶入公共層次的討論，
可緩和社會衝突的功能。
（六） 在多元社會中，同質性高的非營利組織，因小群體個別需求而產生；而異
質性高的組織，則可達成凝聚共識或整合效果。
蕭新煌（2000）則將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角色歸納成三類：

-21-

（一） 目的角色：包括濟世功業、公眾教育、服務提供、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
導、價值維護、整合與激勵七種，但多數組織可能兼有多重角色功能；或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策略性地轉換其角色定位。
（二） 手段角色：從事提醒、諮詢和監督的積極手段；展現制衡、挑戰和批判的
消極角色；為達成目的角色的服務提供；但三種角色並非互斥。
（三） 功能發揮的角色：帶動社會變遷方向與本質的影響力；提供多元化的社會
參與管道以擴大社會參與；願意為任一人口族群提供服務。

二、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功能與影響
非營利組織（或稱第三部門）扮演著整合公私部門的角色，一方面彌補政府
服務功能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民間組織的參與力量，共同為全民的公
共利益與社會改革而努力。
馮燕（2000）引述 Hall 以部門間的互動做界定，認為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的三
種功能為：
（一） 執行國家委派的公共任務；
（二） 提供國家和營利組織都不願提供的社會需求公共服務；
（三） 影響國家、營利組織或其他非營利組織的政策方向。
另外，Smith 歸納出志願部門對社會的重要影響可從下列各角度考量（馮燕，
2000）：
（一） 提供社會創新的實驗場域：所從事的社會理想試驗，提供政府制定政策、
市場選擇與制度化措施的參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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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道德補償性的社會定義：志願部門是意識型態與道德倫理的創新者，
對主流社會一些與人性與公平正義原則相背的既有價值觀、意識型態提出
挑戰，並企圖改變社會深層的共識。
（三） 提供遊戲、娛樂的要素：滿足人們情緒上的需要，也可反映社會本身在美
學、音樂上的新視野與創造力、想像力。
（四） 提高社會整合的水準：使得個人有重新被社會較大環境接納，也有自我表
達的機會，促進人群關係的和諧。
（五） 具有社會適應緩衝器的功能：將個人、團體、機構、制度與國家彼此聯繫
在一起，減少社會快速變遷所帶來的震撼。
（六） 處理志願主義之社會創新角色議題：提供新的社會理念，也保存舊有價值，
以傳遞給未來世代。
（七） 提供與允許個人能力與潛能充分發揮的機會：是一種想要脫離政治經濟阻
礙的最初手段，以便某些個人、團體能達成自我實現。
（八） 監督整體社會結構性發展：倡導新的理念與價值觀、態度和關係，也具有
矯正社會偏差，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功能。
（九） 對經濟體系的支持：各類專業團體在智能、技術、社會技巧方面提供相當
重要的突破性發展，以支持經濟體系的進步。
（十） 志願部門是社會潛在的儲備能量：各種不同宗旨、種類非營利組織的出現，
有助於攸關整體社會之各種目標的達成。
蕭新煌（1999）在非營利組織的文獻上，指出其有以下五種功能:
（一） 發現和創造新的領域：許多非營利組織提供慈善服務與救援工作給需要救
助的人或弱勢團體，充分展現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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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起與提倡新的改革：某些非營利組織超越了直接的慈善服務工作，針對
社會議題或人權問題，直接參與社會改革運動，希望創造更美好的台灣。
（三） 保護和維繫某些社會價值：有些較關心社會議題的新興非營利組織，成立
目的是為了回應社會之所需，也往往將自己視為社會代言人。
（四） 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個人與團體：有些非營利組織提供個人或團體直接支
援，或有「社會服務功能」，或有「倡導性角色」，或有「諮詢性功能」，
以對改革提出具體的建議。
（五） 擴大社會參與的方法與管道：各種新興、多元的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同的目
標、動機與策略，有助於擴大社會參與範圍。

三、非營利組織在社區的應用
社區組織學者 Milofsky（1988）強調非營利組織應與社區結合的概念，認為
與社區結合是瞭解非營利組織活動機制的最佳方式。許多協會、團體、基金會等
志願性的民間組織都緊緊鑲嵌在社區中，同時透過社會行動建構出社區。「社區」
既是非營利組織落腳的所在地，亦是社區非營利組織存在的結果。Milofsky（1988）
認為志願主義（voluntarism）和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是社區形成過程中
的兩大礎石，而志願性非營利組織的產生也是依循同樣路徑。
非營利組織的志願特質，有助於人民在參與社區事務的同時，將自利需求與
社區的公益目標作連結。透過非營利組織的操作，社區問題可以獲得紓解，社區
需求可以獲得滿足，而社區的行動力也適足以獲得展現，顯見非營利組織與社區
之間的連帶關係。社區中非營利組織對於社區活力的展現，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
總之，從角色功能來看，非營利組織因其融合政府與企業組織的特質，不僅
具有企業的活力，也能承擔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且無論面臨任何變動
或壓力，所有的決策可說都是以使命的實現為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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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髮勞動力運用的政策推動來看，無論是為改善社會大眾對銀髮勞動族群
的年齡歧視、建立職場新聘僱模式、或者是世代融合的就業型態等新觀念的建立，
都有賴非營利組織發揮其「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價值維護」、「服
務提供」、「擴大社會參與」等角色功能，以凝聚社會共識，與政府、企業協力
因應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新挑戰。而集結眾多銀髮族群的社區，則為非營利組織這
些角色功能的實現提供了極佳場域。

第四節 非營利組織在提供就業上的重要性
一、國外經驗
自 1980 年代全球掀起「全球結社革命運動」（Salamon, 1994），各國非營利
組織數量與活動大幅增長，使其在就業市場中的重要性逐漸被凸顯，對整體社會
的貢獻也日趨重要；Salonen, Arola, Nygard, Huhtala, & Koivisto（2003）對 35 國
第三部門的研究發現，在 1995-98 年間該部門的支出約占所有國家 GDP 總值的
5.1％，雇用了 2180 萬名全職員工、1260 萬名志工，約占經濟活動人口的 4.4％（官
有垣，2009）。
若僅就就業機會來說，以美國為例：在 1977-2001 年間，第三部門的就業人
數呈倍數成長，其就業機會的成長率（2.5%）亦高於政府（1.6%）與商業部門（1.8%），
在整體就業人口中，第三部門中的就業人數從 1977 年的 7.3% 躍升至 2001 年的
9.5%，使得該部門的就業人數達到 1,250 萬人（Independent Sector, 2005；官有垣，
2009）。
再者，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字，2001 年
全美的失業率是 5.8%，亦即大約有 800 萬人口失業。非農業部門（特別是製造
業）的就業率下跌了 0.6%，比較起來，在大多數屬於非營利部門的醫療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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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裡，其聘僱人員的比例卻不降反升。例如，美國醫院協會
報導指出，在 2001 年時，全部醫療院所的聘僱者中，有 66%是工作於非營利組
織屬性的醫療院所裡（Independent Sector, 2005；官有垣，2009）。
社會企業的概念於西方國家萌芽較早，如美加地區自 1970 年開始發展，迄今
約有幾十萬個具有社會企業精神的組織，並有 7%於美加以外之國家設點營運；
以社會企業發展已相當成熟的英國為例，根據 2013 年社會企業商會統計，英國約
有 7 萬家社會企業，對其經濟貢獻達 187 億英鎊，共僱用了將近 100 萬名員工；
社會企業的生產總值約 240 億英鎊，已在英國年度 GDP 中佔了 1.5%。而在亞洲
方面，由於經濟擴張快速，各國同樣面臨如城鄉差距、人口老化、環境汙染等社
會問題，目前在中國大陸、印度、孟加拉、泰國、新加坡、香港以及南韓等，皆
相當重視社會企業發展議題，期藉由創新的輔導措施及商業模式促使社會能與經
濟一同正向發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
在臺灣，非營利組織於解決社會問題向來扮演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而一般
營利事業重視並踐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亦已
行之有年，如何調和非營利組織的理想性與營利事業的經營模式，多年來為社會
普遍重視之課題。而近年來社會企業在全球蔚為風潮，也為組織光譜兩端的非營
利組織與營利事業尋得兼顧善意與利益的中間平衡點。雖然社會企業在國內已開
始受到各方重視，但是仍處於萌芽階段，其生態系統（Ecosystem） 需要社會大
眾、民間組織以及政府單位的支持，期許在產官學研及社會大眾共同努力下，得
以持續創新、成長並穩健發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
丁玉珍（2014）依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統計資料，在 1995-1997 年
間，非營利組織的就業規模，經過權重後，在歐盟(European Union,EU)平均為 10.3
％，其他已開發國家（包含澳洲、以色列、日本，及美國）平均為 9.4 ％，而全
球則平均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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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余佩珊譯，1994）早在此之前，已於其著作指出，由於社會的進步
與多元化，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或服務必須仰賴非營利組織提供，以彌補企業凡
事以利潤為考量，以及政府部門以照顧多數民眾為原則，所產生的偏差和不足。
因此，非營利組織可說是種「高成長的行業」。後來，Salonen 等人（2003）更將
第三部門視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成為現代社會一個新的就業途徑。

二、台灣現況
張德永（2005）認為我國非營利組織承續傳統慈善事業的社會關懷精神，融
入現代政府的社會福利與主動服務理念，更運用現代企業組織的管理與經營手法，
可說是開闢了「第三部門」的新興服務產業。
臺灣非營利組織之數量及服務範圍有顯著擴張的趨勢。以人民團體為例，臺
灣各種性質社會團體數量，2001 年底為 18695 個，至 2014 年 12 月底社會團體總
數已達 44293 個，較 2001 年成長了 237％。顯示，這些非營利組織直接或間接參
與了社福、慈善、文化、教育、醫療、環保等公共服務的提供，並在公共議題的
倡導上，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丁玉珍（2014）依據現行相關數據概略推估我國社會企業的就業人數，一種
以勞動部推動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推估:就業人口約為 3661 人；就業人口比例約為
0.033%。另以我國 2009 年非營利組織從業人數推估:就業人口約為 254,300 人；
就業人口比例約為 2.47%。
綜合上述，相較歐美非營利組織在提供就業上的貢獻，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
較晚、組織規模小，在就業機會提供上，顯然尚有極大發展潛力。尤其， Drucker
（余佩珊譯，1994）認為：「絕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員工不是為了生計才去工作，
而是為了一種理想，這是它很大的優點。」，此與許多銀髮勞動族群的就業動機
完全吻合，反映出非營利組織工作職缺是許多銀髮族群就業的適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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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
Drucker（鄧嘉玲譯，1998）強調：「要振興社會就需要一個社會部門來重建
社區。並且這個部門的成立是建立在個人努力和對社會的關懷之下，更重要的是
這個部門必須是非營利的組織」。
劉阿榮（2002）認為第三部門兼具雙重性質：一方面它代表公共福祉與社會
正義的追求，因為它不以市場利益為導向，而以社會公益為目標，彌補政府失靈
所造成的困擾；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減低政府部門「科層體制」的錯綜複雜，而以
較具自由彈性的民間組織，對某些事件或議題能較深入探索，也更有效率。此種
第三部門的存在，其實正扮演著政府、企業、社會大眾這三者間的樞紐（如下圖）。

圖 4 非營利部門扮演政府、企業、社會三者的樞紐（資料來源：蕭新煌主編，2000）
回顧過去，各國政府在面臨經濟衰退、財政困窘，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力有
未逮之際，有關政府如何透過與第三部門在政策議題與執行上合作，已成為世界
各國研究的焦點。Vigoda（2002）與陳定銘（2006）認為 21 世紀政府治理與公共
行政、民眾，以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將是邁向夥伴關係和三者發揮協同作用
（synergy），以共同解決社會問題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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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政府、公民與第三部門的夥伴關係：21 世紀觀點（資料來源：Vigoda，2002）
Gidron, Kramer & Salamon（1992）在探討第三部門與政府關係時，認為第三
部門參與公共政策，可以從兩個層面加以區分，一是服務經費的提供與授權，另
一是實際服務的輸送者，並發展出四種的關係模式（陳定銘，2006）：
一、政府主導模式：政府為經費與服務提供者，此為一般所謂的福利國家模式。
二、雙元模式：政府與第三部門各自提供福利服務的需求，兩者並無經費上的交
集，而平行競爭，同時由政府和第三部門提供資金與傳送服務，但是各有其明
確的範圍。
三、合作模式：典型的合作模式是由政府提供資金，第三部門負責實際的服務傳
送。但是相反的情形亦有可能，此種模型廣 布於美國。
四、第三部門主導模式：第三部門同時扮演資金提供與服務傳送的角色。
表2

政府與第三部門關係模式（資料來源：Gidron, Kramer, & Salamon, 1992:18）

從 Gidron 等人的模式顯示出第三部門和政府治理關係的密切性與重要性。
而政府與第三部門合作時，政府必須展現誠意（例如，創造有利的環境、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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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刺激的誘因、法制化，和資訊 透明化與公開化），以及拋開防弊與官僚本位
主義作祟的心態。如何營造一個對台灣第三部門發展有利的環境（包括：政策、
法律、管理等面向），是政府、企業與民間共同的目標所在。至於政府採取與第
三部門合作，不僅可以減輕政府因應繁雜事務處理所造成的過度負擔之現象，亦
可以將豐沛的民間社會力量，導入處理公共事務之中，形成雙贏的情況。
合作模式是 Gidron 等人提出政府與第三部門關係模型中，最為大家採用的，
即政府為經費提供者，而第三部門扮演服務提供者，雙方為公私協力關係。以我
國為例，行政院勞動部推動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以紓解國內失業問題，正是
政府與民間第三部門協力的典型案例。
由本章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界定與了解， 進一步可以有助於探索 NPO 對於銀
髮勞動力運用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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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獻探討：銀髮勞動力運用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銀髮勞動力的特質
一、銀髮勞動力的定義
基於對老年（Elders）族群的尊敬，國內外在稱謂上有銀髮族（Senior，Silver
peer）
、智者、有高齡群、長者、資深公民等。一般人所說的高齡者（Aged population），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發佈泛指年齡 65 歲以上
的年長者。我國「老人福利法」第二條中規定，老人的年齡標準；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者稱之為「老人」 （old person），內政部統計處與行政院主計處，也定義
65 歲以上即為老年人。
有學者則依年齡層加以區別，45-64 歲為中年、65 歲以上為老年，或是 46-64
歲為中高齡層、65 歲以上為高齡層，而將年齡較大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稱為銀髮
族。據此「銀髮勞動力」等同於「中高齡勞動力」。不過，「中高齡勞動力」的
用詞、涵蓋年齡，各國不盡相同，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將 45 歲及以上
工作者稱為 “aging workers”或 “older workers”;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的研究報告則將 50 歲及以上的工作者視為 “older workers”（Keese, 2006; WHO,
1993）。依日本高齡者僱用法制，高齡者指 55 歲以上者，中高齡者為 45-65 歲；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社団法人全国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事業
協会,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s, SHRC）會員資格為滿 60 歲者（賴樹立，2013）
。
美國最大退休人員組織 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會員
資格，則以 50 歲為界。
根據我國 1992 年通過之就業服務法的定義，「中高齡者」係指「年滿四十五
歲至六十五歲之國民」。2008 年修訂的勞動基準法，將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由原本
60 歲提高到 65 歲，2013 年工業及服務業因退休而離職員工平均退休年齡為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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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2014 年成立的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服務對象為 55 歲以上或已領取退休
金有就業需求者、有意聘用銀髮族的雇主及關注銀髮勞動力發展的民眾、機關或
團體。
綜合上述可知，對銀髮族的法定年齡，國內外並未有一致的明確定義，而從
生物學、醫學觀點、社會學與老人學等不同學門的角度來看，更有豐富多元的界
定。周玟琪（2007）認為幾歲開始屬於高齡，是一個相對與主觀的概念；因此，
在政策領域中建議宜參考本國人口與勞動力結構與發展趨勢而定。由於本研究為
勞動力發展署的委外計畫，因此，將「銀髮勞動力」定義為 55 歲以上之勞動人
口（意即涵蓋 55-64 歲的中高齡及 65 歲以上的高齡勞動人口），作為後續研究之
依據。

二、銀髮勞動力的特質
在勞動市場上，年輕勞動力向來是人類社會主要的勞動族群，銀髮勞動力則
會隨著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減少而增補或退出，通常被視為補充性勞動力。以下
分別從國際與國內針對銀髮勞動力正向與負向觀點的調查結果，摘述銀髮勞動力
的特質。
（一）國際調查結果
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的研究（Perrin, 2005），中高齡者具備以
知識資本為基礎的創造力、更強烈的成功動機、努力達成組織目標的承諾與意願、
較低的離職風險；而日本的經驗亦指出 55 歲以上工作者的職業能力中，包含年輕
人所無法擁有的執業經驗與專門知識（劉修慈譯，1990）；這些文獻都突顯了銀
髮勞動族群的價值所在。然而，企業對於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的意願卻普遍偏低，
企業對中高齡人力既存的態度與價值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Hal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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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雇主對銀髮勞動力同時懷抱著正向與負向的態度和認知。根據
Harper, Khan, Saxena, & Leeson（2006）的全球性研究指出，雇主對銀髮勞動族群
的正向態度包括忠心、值得信賴；同時指出勞動族群負向態度為工作動力較少、
工作彈性不佳、生產力低、學習速度慢、技術能力不足等，類似的結果也在其他
歐洲國家的研究中證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1998 年就企業運用中高
齡勞動力的研究報告，也提出幾項雇主的普遍疑慮，包含：基於年功薪制考量，
中高齡者的雇用成本高；健康問題或專業技能不足、落伍，生產力較少；不願或
不能學習新技能；即將要退休，待在公司時日亦不多，因此，似乎不值得再做人
力資本的投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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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指導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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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感與顧客滿意度。（轉引自郭振昌，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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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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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內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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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我國行政院勞委會（已改組為勞動部）職訓局的調查（曾敏傑、李
漢雄，1999）顯示，企業願意雇用中高齡者的原因包含：因經驗豐富而容易上手、
處事圓融、遵守規範、工作專心、經驗純熟不易犯錯、工作穩定不易跳槽；不願
意雇用的原因則是：認為這群人缺乏活力、觀念老舊不易溝通、健康狀況差、不
易輪調等等。黃同圳（2007）訪問臺灣各產業 787 位高階管理階層的研究中，發
現中高齡勞工的優點為：較不會辭職、不會遲到早退、不常請假、工作技能並沒
有較差、不見得會較易發生工作意外事故、對公司的向心力較高、較遵守公司的
規範，及工作經驗較豐富；缺點有：工作地點受限制、健康情形較差、較不願意
接受新知識，及追求創新的動機較低。
總之，銀髮勞動力在職場上有其因為年資、經驗、人生閱歷而產生的優點與
特質，也有因為年齡造成體能、技能或學習上稍嫌不足之處；而銀髮勞動族群的
就業、訓練、退休及之後的相關輔導，都有賴勞資雙方及國家政策的共同努力與
配合。

三、銀髮族就業動機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在 2003 年以全美為母體進行電話抽樣調查，訪
問 2001 位 50-70 歲的在職工作者，結果顯示這些中高齡者退休後仍要繼續工作的
原因，當可複選時，由高到低依序是：為了維持心理活動活躍（87％）、為了維
持生理活動活躍（85％）、為了保有生產力或工作能力（77％）、為了保有健康
照顧福利（66％）、為了生活需要必須工作賺錢（54％）；但若要求只能最一項
選擇時，依序是:為滿足經濟需求（22％）、可享有健康照顧福利（17％）、可保
持心理活動（15％）、為了繼續維持生產力與工作能力（14％）。
AARP 的調查結果也發現，工作讓銀髮族群感到樂在其中、能負擔照顧或財
務的家庭責任，更可提升其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滿意度（Hewitt, 2015）；另外，
退休後繼續工作也增加銀髮族群的社會網絡，使其生活具有生產力，進而增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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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控制感、賦能與自尊，這些改變除了提升銀髮族群對生活的滿意度，
也讓銀髮族群感到被需要與具備能力的價值感，且提升自信心（Aday & Kehoe,
2008）。
劉世南（2011）針對我國長者工作動機的社區研究指出，高齡者工作動機與
一般成人有所不同，包括：（1）高齡者較為注重運用結晶智能（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建立在過去教育經驗與知識的使用，與一般知識、語文理解的能
力有關）而非流動智能（fluid intelligence）（與工作記憶、抽象推理、注意力，
以及新奇訊息的處理有關，需要刻意地投入心智努力）；（2）對績效目的的選擇
偏好轉變為更多的社會動機或組織公民行為；（3）對薪水的重視不如更重視能運
用自己的能力與特長，以及更重視工作中體會到生命的智慧與自尊；（4）適應良
好的長者能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及優質的專業知能，成為在地社區最重要的資
產。

第二節 銀髮勞動力運用的國際趨勢
如何透過國家政策的介入、轉變對高齡勞動力的態度，提高高齡者就業，已
成為當前世界各國重要的政治議題。透過促進高齡者就業，一方面有助於活躍老
化的落實（active ageing）、高齡者的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對於高齡者
本身經濟能力的維護、國家財政負擔減輕、稅收來源、及未來高齡產業的消費能
力、及減少疾病與健康支出等，將有所助益，歐洲稱之為雙贏策略（周玟琪，2006）。

一、銀髮勞動力運用的國際趨勢
Productive Ageing 是國際社會自 1990 年代以降積極推動的新理念，此理念一
方面基於生命歷程的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認同「人終其一生都應享有
-35-

尊嚴與價值」的信念，另一方面則受到全球性的平均壽命延長以及健康高齡者人
數的持續攀升的推力，使得老人福利與服務領域的工作者，繼「健康老化」、「成
功老化」、「活躍老化」之後，發展出更具體運用老年人力資源，持續其對個人、
家庭、社區、國家與人類全體可能的貢獻，甚至在身心理狀況衰弱或退化的情況
之下，仍能不斷精進，朝向 Maslow 需求金字塔中更高層次的超越性需求
（Transcendence）來邁進（Yang, 2010）。
周玟琪（2011）則將 Productive Ageing 翻譯為「有生產力的老年」，並定義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透過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提高個人的生活品質與自立，
產生有形與無形的報酬；並同時對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產生貢獻與效益，促成個人
與社會整體的雙贏局面，奠定社會永續與銀色經濟的發展條件與基礎。同時也強
調「有生產力的老年」包含非常多元的內容與形式，例如就業、志工、照顧參與、
健康的促進、教育訓練的投入、社會與宗教活動的參與。可見，就業是延續高齡
者社會參與的重要手段之一。
1980 年的國際勞工會議，頒訂有關中高齡及高齡勞工公約，希望能達成的目
標有：保障勞工不因年齡差異而受不平等待遇，包括取得職訓與就業資訊，防止
中高齡及高齡勞工的就業歧視；根據個人技能、經驗與資歷，取得合適的工作機
會；取得訓練與再訓練的機會；提供就業安全。另外，也要保障不同年齡層都有
合宜的工作環境，對於中高齡及高齡勞工也能使其在合適的工作條件下，得以繼
續工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 2001 年歐盟會議達成在 2010 年將 54-64
歲的勞參率訂定為 50％以上；2002 年訂出在 2010 年將平均退休年齡延後 5 歲的
目標。（周玟琪，2006）。
OECD 於 2001 年要求各國彙整以 50-64 歲為主要討論範圍的改善中高齡及
高齡者就業的政策與具體措施報告。2005 年 OECD 再次強調，當人們平均餘命持
續延長之際，工作年齡有必要延長；積極提倡友善年齡的就業政策，希望能透過
有效的政策與方案，促成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減輕高齡社會對國家經濟及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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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也能使中高齡及高齡者的人力資源達到有效的發揮。也特別重視：政府
須投入資源，協助中高齡及高齡退休者找到新工作；雇主須避免年齡歧視，發展
多樣化的勞動力結構（age-diverse workforce），檢討強制退休的年齡限制，使中
高齡者能有更多空間，選擇何時退休；中高齡及高齡勞動者本身要調適工作態度，
以延長工作年齡，繼續取得新技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

二、各國促進高齡者就業之政策與措施
面臨高齡社會，各國從國家財政、退休準備、經濟安全、健康促進的角度，
關照如何運用並促進高齡者就業、善用高齡人力資源。
（一）英國
2000 年出版「贏得世代關係勝利：改善 50-65 歲在工作與社區活動的發展
機會」；在 2005 年所出版的高齡社會政策白皮書（Opportunity Age: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geing in the 21st Century），明確指出因應高齡社會的策略從促進就
業開始，而促進就業亦是英國政府因應人口高齡化的最重要支柱與策略（陳小紅，
2013）。因為透過工作讓人可累積未來生活的資源。降低非勞動力與提高勞動參
與，是彌補人口高齡化所帶來衝擊的最有效方法。（行政院勞委會，2008）
英國的白皮書中設定以下幾個具體努力目標，包括：1)將整體就業率提高至
80%，包括一百萬以上的高齡勞工；2)推動就業上年齡平等之立法；3)持續推動年
齡加分運動，以改變雇主態度； 4)在年金改革上提供誘因，鼓勵持續工作；5)提
供訓練或是生涯規劃、退休的充分資訊；6)對於照顧者提供新權利；7)提供持續
學習的機會，讓中高齡及高齡者繼續工作；8)改革失能津貼，鼓勵返回勞動市場；
9)協助失業者順利返回職場。（林沛瑾，2012）
發展特色：（郭振昌，2014）
1. 立法具體規範禁止年齡歧視與取消強制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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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中央主管機關工作與年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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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闡述延長工作可以如何受益於個人、企業、社會和經濟，促使英國人民在 5、
60 歲領了國家養老金後，仍能持續工作。具體列出多種政府已做與未來擬做
的各種支持行動計畫，包括年長者重回工作支持計畫、自行創業計畫、技能提
升計畫、工作環境與工作方式改善計畫、退休金保障與誘因設計等策略。
3. 加強宣導僱用多世代員工：工作與年金部（DWP）2013 年 2 月分別印行「雇
主僱用多世代員工指導手冊」與「雇主僱用多世代員工個人研究」，計 11 個
產業、34 個案例，分別討論僱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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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辦理企業分享會，廣為宣導僱用年長員工，以及青
（年人）銀（髮族）共事之好處。
職業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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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進中高齡者學習的方便性與可近性。
（二）美國
1967 年通過“就業年齡歧視法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DEA”，
鼓勵就業時需依據能力而非年齡，禁止對 40-65 歲勞工的 “年齡歧視”（主要是指
就業歧視）、訂立雇主提供退休金及福利的標準、及提供大眾瞭解中高齡及高齡
勞工的需求資訊。廣泛禁止年齡歧視，例如規定在求職廣告上對於年齡提出不合
理的要求、不提供中高齡及高齡勞工津貼及不得參加各項訓練方案等；不允許在
僱用、解僱、升遷、福利、工作調度及訓練等各方面因為年齡產生的歧視。此法
適用於 20 人以上的機構，包括了州及地方政府、就業服務機構、勞工組織及聯邦
政府。ADEA 法案在 1978 年修正，將保護的年齡提升至 70 歲，降低了強制退休
的限制；1986 修正，則廢止強制退休的規定，有效留住了 60 歲以上欲退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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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改善了年齡歧視的狀況（援引自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2008）
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針對 55 歲及以上的失業低收入者及就業
前景不良者，協助渠等參與以部分工時工作機會為主的社區服務工作中，促使這
些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無須依賴政府的社會福利資源，促使政府的資源分配
更公平且更有效能。（方俊德，2014）
（三）韓國（郭振昌，2014）
1. 政府投入在組織、經費、工作項目等資源之龐大，比臺灣多出數倍。第二期高
齡者僱用促進基本計畫（2012-2016），詳盡多元地支持加強中高齡者與青年
之間的代際雙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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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 1,600 退休專家（如工匠大師和工
匠）成為「現場教授」（ On-Site Professors）。另有工作分享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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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討論如何將中高齡者的資產、經
驗與年輕人的激情結合；實施年齡管理措施，包括工資、工時及僱用系統，促
使代際雙贏。
2. 於 2010 年在就業暨勞動部的一級單位「就業辦公室」下，新設「高齡社會人
力資源政策局」的專責機構。
3. 積極營造中高齡者與青年之間的代際雙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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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關係，針對工作分級之模範企
業除表揚與宣導優秀企業對高齡者之禮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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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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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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促進老年人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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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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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加坡（郭振昌，2014；林美娟，2013）
1.

修訂退休與重新僱用法，規定自 2012 年起，雇主就有責任繼續聘用健康狀況
良好、工作紀錄令人滿意的年長員工直到 65 歲為止，並著手調高重新受僱年
齡上限從 65 歲到 67 歲。

2.

提供多種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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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高齡職業訓練機會方案
人力部給年長者的職業訓練計畫，主要是提高建立必需的技能以有效增加職
場的市場價值，這些訓練計畫主要有基本技能訓練、勞工專業技能訓練、專
業領域之專業技能訓練三種類型。

4.

促進中高齡專業人才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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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5 年 3 月召開中高齡三方會議（Tripartite Committee on the Employability
of older workers），為提高中高齡僱用者的就業能力，及幫助他們能夠在職
場上可被較長久的僱用，該會議建議了以下 4 項要點：1）擴張中高齡僱用者
之工作機會（Exp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older employees）。2）加
強成本之競爭性（Enhance their cost competitiveness）。 3）提高中高齡僱用
者之技能及價值（Raise their skills and value）。4）塑造中高齡僱用者積極正
面的觀念（Shape positive perceptions towards older employees）。
5.

年齡管理入口網（Age Management portal），由人力部（MOM）、勞動力
發展局（WDA），全國職工總會（NTUC）和全國雇主聯合會（SNEF）等
勞資政三方共同努力聯合推出，在支持成熟員工就業。

6.

Work Pro
2013 年推出“Work P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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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靈活的工作安排補助（包
括彈性時間、場所、部分時間工作等）、為協助管理多年齡層員工所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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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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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配套。
（Ministry of Manpower, 2013）

7.

宣導計畫
勞動力發展署（WDA）為提高年長員工的受雇能力，在主要報章刊登為期 6
週，一系列四種語言的“高齡員工”廣告，全島 200 多個巴士站也展示英語
廣告，向雇主、年長員工和公眾傳達“年長員工可以是職場的一大優勢，重
要的是雇主是否懂得把握這種優勢”的資訊。

-41-

（五）日本
日本是世界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故日本政府自 1970 年代即發展促進中高齡
就業之政策至今。為確保高齡者的僱用，對策體系主要致力推動之措施有以下三
大重點：（張瑞雄，2010）
1.

提高退休年齡，穩定高齡者繼續就業
(1) 自 1990 年起，分段分次地推動高齡勞工的留用計畫。階段性的把退休年
齡從 60 歲延長至 65 歲，立法強制性的實施繼續僱用，以確保高齡者僱用。
(2) 提高退休年齡為 65 歲以上企業的比重：2010 年底時增加至 50%。
(3) 可延後退休，繼續工作至 70 歲的企業：2010 年底增加至 20%。

2.

階段性循序漸進積極有效的高齡者僱用政策
(1) 2013 年 85%的日本企業係採行 60 歲退休制度，這些企業有半數在員工
60 歲之後，以減少 40%以上的薪資繼續僱用，致使企業勞動成本下降。
(2) 強制禁止企業在招募聘僱時對年齡加以設限：2007 年《改正僱用對策
法》。
(3) 企業在招募聘僱時，對年齡加以設限時必須說明理由：2004 年《高齡者
僱用安定法》。

3.

促進高齡者各種就業和社會參與的機會。
為了增加高齡者受僱用的機會，重要的是加強高齡者的就業能力。所以
日本政府透過教育訓練服務法案，以推動中高齡勞工之自我訓練，積極推動
終身訓練（OECD），以減少因為年齡增長導致技術落伍，針對即將 60 歲員
工建構一套完善的制度。例如開發其能力等的教育訓練，透過銀髮族人才機
構以促進高齡者的就業機會。藉著強化「銀髮人力資源中心（Silver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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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Centres, SHRC）」的功能，提供 60 歲以上高齡勞工一些暫時、短
期的工作機會（楊靜利，2014）。
綜合上述，發現許多政府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法定退休年齡的延長甚至去除，
確保雇主再也不能只因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強迫員工退休，意味著默認受雇者可
以選擇何時退休，鼓勵負責任的退休計畫，使人們只要想要工作，就可繼續工作。
新加坡、韓國都投入大筆經費向雇主、年長員工和公眾傳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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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代融合聘僱
的好處。英國除廣為宣導僱用年長員工，以及青（年人）銀（髮族）共事之好處，
更提供具體執行的指導手冊。此外，各國在立法過程，花很多時間讓勞雇充分溝
通協調，形成共識後，隨著制度能逐漸普及的狀況下，才實施新的僱用規定。這
些都值得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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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高齡者本身更有及早規劃的責任。

第三節 國外非營利組織銀髮勞動力推動實務與案例
由於全球社會企業的蓬勃興起，而發展社會企業也是 NPO 創造就業機會的重
要途徑，歐美已有許多 NPO 透過社會企業的經營，為特定弱勢族群成功開創就業
機會的案例。Kerlin（2010）對全球社會企業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的社會企業
運動明顯出現搶占（抓住、把握）強勁市場的現象，有大量非營利組織利用各種
獲得收入的策略；近來，有些營利企業也具有社會目的；在西歐，國家透過資金
提供及策略發展規劃而強烈影響社會企業的發展。在日本，國家能力對於 NPO 發
展的介入與影響也較深，「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更是被譽為“連結高齡工作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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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最有效率的政府計畫”。本研究將分別以日本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英國 Age
UK，以及美國 AARP 為例，摘述其在推動銀髮勞動力的實務運作與成果。

一、日本的 NPO_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日本政府或民間團體都相當支持退休人力再就業。因此，也致力整合社會資
源，設立諸多組織與機構，以協助退休人力繼續發揮所長。其中最著名的是銀髮
人才資源中心，係由一群退休人員所組成與經營，由勞動省負責監督與管理。人
口超過十萬人的城市就設有一個銀髮人力中心，可直接提供彈性的工作給會員（許
瓊文、楊雅婷，2007）。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是為了支援高齡者的社會參與而設立的全國性的公
益社團法人組織，經由各地方政府的認可而獨立營運，是實踐日本高齡化社會對
策的重要組織。以下分別就其發展沿革、組織規模、組織運作模式，及就業服務
項目摘要敘述。
（一）發展沿革
日本「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源自 1973 年於東京都設置的研究單位。起初只
是個社區性有給薪的志工人力平台，提供的工作機會有別於一般勞動市場的職缺，
但在九十年代經濟蕭條的影響之下，兩者的界線也就逐漸模糊（楊靜利，2014）。
後來因獲得日本政府的重視予以補助，便於 1980 年設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主要運用現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空間的方式，結合民間資源，開始於全國各地設
置服務據點。
之後於 1982 年改制為「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在 1986 年更因
「高齡僱用安定法」制定，使其運作有了法源依據。為了協助其管轄下之高齡人
才資源中心事業發揮最大營運效果及發揮最好的效益，在 1996 年設立「銀髮人
才資源中心的聯合會」（賴樹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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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置銀髮人才中心的目的，主要希望能活用熟齡勞動力，並達到提供熟
齡者就業機會、地區活性化、滿足地區生活需求、讓熟齡者維持健康、提供長期
照護勞動力，改善熟齡婦女的雇用率等目的（賴樹立、王雅芬、蔡玉時，2009）。
（二）組織規模
各地方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雖受中央政府及中心聯合會的指導與補助，
但大體上，各中心都是獨立的營運個體，人事和行政由會員自行協調決定，提供
會員短期和臨時工作機會（戴琬真，2014）。會員資格為滿 60 歲、有就業意願者、
認同中心的宗旨，並依規定繳納會費者（賴樹立，2008），大部分會員為 70 歲以
上的退休者（林沛瑾，2011）。1980 年會員僅有 46,448 人，截至 2013 年，全國
會員已超過 96 萬人，整個日本，近十年來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平均年產值超過
3,000 億日幣（社団法人全国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事業協会）。
會員特性方面，在日本銀髮人才中心的會員資格為滿 60 歲、有就業意願且在
居住區域內者。以東京都新宿區銀髮人才中心為例，會員平均年齡為 71.4 歲，最
高年齡男性為 93 歲；女性為 91 歲，80 歲以上高達 170 位（賴樹立、王雅芬、蔡
玉時，2009）。
提供的工作機會方面，2005 年共提供 7,432,814 個工作職缺，其中一般性的
工作與行政工作各佔了 40.3%與 32.9%，兩類就佔了 73.2%（楊靜利，2014）。
（三）組織運作模式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工作派遣流程，在接受公家機關、家庭或企業的請
託後，從會員中派遣適合的人選到委託單位完成工作。工作合約履行完畢之後，
委託單位將酬勞付給「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然後再由中心依據其工作的內容及
成效，將一定比例的酬勞交付給被派遣的會員，稱之為「配分金」。高齡派遣者
不適用於一般的勞保，若有工作相關的事故發生，則由高齡者自身在「銀髮人才
資源中心」所投保的「銀髮族保險」支付（戴琬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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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服務項目
為因應各地方的需求，各地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發展出不同的服務項目。
總括來說可以分成以下四大項：派遣工作、高齡者工作規劃事業、企劃提案方式
事業和回收事業（戴琬真，2014）。
1. 派遣工作
委託方可根據地方各中心所提供的付費服務項目來進行委託。大部份的
中心對各種工作項目訂有收費價格，委託方只要填單申請，中心就會接續處
理。各中心因應人才能力的不同提供各自的服務項目。
2. 高齡者就業規劃事業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亦提供輔導高齡人士再就業的訓練。因為各地區
的勞動力需求不同，所以各中心各自發展不同特色的課程。針對不同的課程，
中心會規劃技能講習會，幫助想要再就業的人取得相關的專門知識。結業者
可以憑藉證書應徵兼職工作。
長野縣有阿公和阿嬤的保育員養成課程。另外，埼玉縣則有超市經理人
的培訓。「高齡者工作規劃事業」的範疇裡也非只有勞動的工作，例如，富
山縣就提供了可以培養團塊世代（嬰兒潮世代）的白領階級成為企業顧問的
課程訓練。
3. 企劃提案方式事業
此事業項與義工的性質相近。當各縣市政府進行中長期政策的規劃時，
可以會同當地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共同提出配合政策的方案，藉此瞭解
地方居民的聲音和需求，促進地方不同社團的共同參與，使政策可以有效推
行。「企劃提案方式事業」共分教育、育兒、介護（照護）和環境四個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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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護企劃為例，埼玉縣策劃了「傾聽義工」的活動，高齡義工們在接
受「傾聽義工養成培訓」的入門課程後，便可開始到當地的養老院、照護中
心、或是獨居老人家中去陪年長者說話。這項服務改善了高齡者的心理健康
及憂鬱症患者的身心狀況，義工也提升了自我能力的和自我認知。此外，銀
髮中心也持續提供聆聽技巧的研修課程，增進義工專業技能。
4. 回收事業
有些人才中心也販賣會員的手工藝品，或修復回收的自行車和傢具。
（五）小結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最大目標之一是幫助高齡者發展身心健康且有尊嚴的
退休生活，也強調學習新知，及專業知識技能的培育。銀髮族除了積極參與地方
事務，也藉此找到自我認同和生活目標。但「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所提供的打工
機會或是義工活動多是針對基本生活無慮的高齡者。因此並不保障參與者的收入
或獲利。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除提供各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服務外，並有退休準
備規劃的諮詢服務，協助銀髮族群進行退休前準備、退休後生涯規劃、職業能力
的維持與促進、短期及部分工時就業媒合，及向企業推廣漸進式或延長退休之觀
念（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
Weiss, Bass, Heimovitz, & Oka（2005）針對日本銀髮人才中心參與成員的幸
福感（well-being）進行研究，發現參與工作的男性會員比起沒有參與者有更高的
幸福感，女性卻不見此效果，但銀髮人力資源中心確實擔負起日本中高齡就業重
要的中介角色，在不久的將來，這裡應會成為全面性高齡者就業媒合中心（Masato
Oka, 2008）。

二、英國的 NPO _Ag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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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緣起與規模
英國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 Age UK，於 2009 年由 Helped the Aged 與 Age
Concern 兩個非營利組織合併組成。除了分布全英的 170 多個地區分布外，Age
UK 家族成員還包括威爾斯的 Age Cymru、蘇格蘭的 Age Scotland，及 Age
International 國際組織，在全球超過 40 個國家為弱勢老人提供支援。志工人數超
過 75000 人。該組織的目的是透過其資訊和建議、服務、活動、產品、訓練和研
究，以激勵並支持每個人晚年生活的改善。
Age UK 每年大約有 1.6 億（英鎊）的收入，包含 4700 萬的募款，和超過 520
個慈善商店的商業服務和 Age UK 企業的收入。其中 Age UK 企業提供的產品和
服務是用來解決市場失靈或提供產品以達成其目標，例如，提供沒有年齡上限的
保險產品。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其產品包括以下：旅行、家庭和汽車保險、天然
氣和電力、葬禮計劃、年金服務、股票發行，以及法律服務等等。
（二）組織運作模式
Age UK 整個官網設計以年長者的生活需求為核心，提供豐富多元的實用資
訊，就像一本年長者的生活手冊。根據 Age UK 官網所述，在英國有近 2 萬名獨
居長者，為了讓他們能獨立生活更久、過自己想要的晚年人生，Age UK 除了在
地方據點提供多項服務外，也販售改善住宅環境、讓居家環境友善長者的商品，
以彌補市場的不足。Age UK 與可信任的廠商合作，確保產品品質，並承諾價格
合理、維修服務周全；販售商品之利潤也會成為組織收入來源，繼續投入營運。
網站內容包括：金錢問題（Money matters）、健康與福祉（Health & wellbeing）、
家庭及護理（Home & care）、旅遊與生活型態（Travel & lifestyle）、工作與學習
（Work & learning）、產品（Products）、參與（Get involved）七大項等。
（三） 銀髮就業服務（工作與學習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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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 Age UK 官網提供與銀髮族就業相關的「工作與學習」這項內容摘要
敘述。在工作與學習（Work & learning）的分項內容中，包含以下六個子題，分
別為求職（Looking for work）、進修和培訓（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科
技與網路（Technology & internet）、歧視和權利（Discrimination & rights）、冗
員（Redundancy）、退休（retirement）。
1. 求職（Looking for work）
單就求職部分來看，內容又從求職協助（Help finding work）與特色（Features）
兩個面向，分別提供 7 個和 3 個子項的內容（如下表），摘述如下：
（1） 求職協助（Help finding work）


履歷更新（Updating your CV）:提供撰寫的 10 個技巧：從更新個人履歷來改
善個人職業觀點、PO 上網、針對求職工角色作履歷更新、諮詢管道。



自行創業（Be your own boss）：提供許多合宜的創業協助資訊，創業前的準
備建議與可用的資源，例如，PRIME 慈善團體。



政府計畫（Government schemes）：政府執行的多項幫助人們改善就業前景
的就業計劃。提供政府為改善高齡者就業前景和找工作的就業計劃，其他與
退休金有關的規定，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等，政府給予高齡者經濟安全相關權
益等資訊。



人才招募機構（Recruitment agencies）：協助尋求全職或兼職，臨時或長久
性的工作。建議使用免費的求職機構，還可直接連結專為高齡求職者服務的
網站（The Age and Employment Network, TAEN）該網站提供為 50 歲以上求
職者編寫的求職指南，以及許多成功求職應注意的實用技巧與案例說明。



志願服務（Volunteering）：假如你正想重新進入職場，志願服務是個獲取經
驗的好方法。提供志工服務種類，以及如何找尋志工機會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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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職（Changing careers）：你可能需要新的技能或證照來證明你現有的能力。
工會或職業諮詢網站。求職（Job hunting）：列出一些在各地可以尋找工作
機會的求職途徑（可信任的報紙、網站、就業中心等）、留在原工作的權益
（向原雇主要求轉換職位、彈性或部分工時）＿提供勞工權益與說服雇主的
利基）、就業機會等。

圖 5 Age UK 官網求職資訊路徑簡表
(研究者依官網資訊整理)
（2）特色（Features）
 高齡工作者經驗分享（Experiences of the older worker）
 高齡創業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older entrepreneur）：創業諮詢服務資訊，成
功創業者的故事分享。
 彈性工作的重要（Why flexible working matters）：這是高齡就業趨勢，並說明
為何這對高齡者可能是件好事。何謂彈性工時、對年長者的重要，成功案例分
享。
此外，在每個子項中，還有更多相關的細節資訊、指引檔案提供或網站連結，
內容涵蓋面極為廣泛，鉅細靡遺，滿足各種不同工作選擇的需求，方便實用。在
檔案下載部分，例如，兩個由歐盟（EUROPEAN UNION）的歐洲社會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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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Social Fund）所出版長達 68 頁的「高齡工作者自我技能評估工具」
（Skills Assessment “A Self Assessment Tool for Older Workers”），和 27 頁的「50
歲以上高齡者求職者指引」（50+ A Guide for Older Jobseekers）等實用資訊。
2. 進修培訓（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班別和課程內容（Classes and courses）：學習新知能的重要，開班授課的機構
資訊。
(2) 提升你的能力（Build up your skills）：10 個提升能力的小技巧（10 top tips for
updating skills）。
(3) 第三年齡層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U3A）：U3A 是一個為鼓勵不再
全職工作的高齡者在友善的環境下，分享他們知識技能的全國性學習網絡。
（U3Ais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learning groups aimed at encouraging older
people no longer in full-time employme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interests in a friendly environment.）網站提供 U3A 的簡介與入學資格等資訊。
(4) 電腦訓練課程（Computer training courses）：Age UK 提供使用通俗易懂術語
的電腦培訓網絡計畫，為年長者提供具彈性的個別化訓練課程。
3. 科技和網路（Technology & internet）
(1) 提供高齡者學會上網（Getting online）：例如，電腦訓練課程（Computer training
courses）、安全上網（Staying safe online）、充分利用網路（Making the most of
the internet）、線上術語表（Glossary of online terms）等資訊。
(2) 激勵數位化的故事（Inspiring digital stories）
：例如，數位冠軍（Digital Champion）、
我找回生活的樂趣（I got back my taste for life）、在家上網（Online at Home）
提供 A-Z 共 26 個充分利用電腦的使用指南，（Digital Champion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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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most of the internet、Staying safe online、Find a computer training
course、How the internet changed my life、Online at Home）。
4. 歧視與權利（Discrimination & rights）
：列出許多職場和招募的年齡歧視（What
is ageism?）的特徵，提供工作權益、我們的發聲（The Equality Act - what it means
for you：）保護你免於歧視、騷擾（Harassment）、加害（Victimisation）、維護
平等權利的公營機構、歧視和權利（Discrimination & rights）以及職場糾紛處理
（Dealing with disputes at work）等。
5. 被裁員者應享有的權利（Redundancy entitlements）
6. 退休計畫（Planning for retirement）：考量是否需要退休（Do I have to retire?）
常見的問題回應、財務管理（Money management）上提供 BBC Radio 4's Paul Lewis
的建議、彈性工作（Flexible working）
，以及年金給付說明（What about my pension?）
（四）小結
總之，Ａge UK 在位每一個人能享有更好的晚年生活上提供了極為完整、經
篩選而可信賴的實用的各種資訊、商品及服務，為高齡者提供多元的社會參與管
道，滿足各種不同生活與工作選擇的需求。尤其，成功經營的社會企業也日益擴
展，使得組織本身不但能將盈餘挹注組織的慈善服務，尚可提供國際援助，更為
會員提供越來越多的志願服務、職業訓練與就業機會，促成組織的永續發展。可
謂為 NPO 為銀髮族服務的一種成功典範。

三、美國的 NPO_退休人員協會（AARP）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是美國為老年人呼籲倡議最老和最大的 NPO。協會的座右
銘是"服務，而不是被服務"，工作目標是讓美國銀髮族能夠實現獨立、尊嚴和自
主。
（一）組織緣起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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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係非政府組織，前身是加州退休的教育工作者
Ethel Percy Andrus 博士，為了提高退休人員的形象和改善其狀態，於 1947 年創
立的美國退休教師協會。1955 年，協會為會員開闢人壽保險專案，很多退休教職
工感興趣。1958 年協會成立，協會成員超過了 3 千萬，分會超過了 4000 個。蓬
勃發展時期入會的會員每天達 6700 人。協會總部在首都華盛頓。會員平均年齡
65 歲，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會員仍在工作。協會資金主要來自年會員費。
根據美國出版發行稽核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ABC）發佈的雜誌
發行量可知，協會主辦的《AARP》雜誌全年發行量超過四千萬份，號稱是美國
和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雜誌，而訂閱者也具備會員資格。
（二）組織運作模式
任何人不論工作還是退休，只要年齡超過 50 歲，承認協會章程，每年繳納
10 美元會費，都可以成為會員。儘管協會是一個非政治組織，不參與政治候選人
的選舉，但它關注和監督會員感興趣的那些地方性的和全國性的立法。協會組織
一個名為"美國退休人員協會-選舉"的志願者專案，教育選民關心與高齡者有關的
問題。協會的長期目標包括高齡者經濟上有保障和能夠承受各種健康保健費用，
同時開展改進工作場所對銀髮族的態度、進行高齡人口需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協會運作廣泛的全國性志願者網路，旨在提高老年公民的自我價值和自力更
生。大約有 16 萬志願者參加協會活動。祖父母資訊中心提供資訊和支援教育孫子
女輩的銀髮族群。協會還為代表銀髮族和從事州免費老人法律熱線工作的律師提
供培訓。稅務服務專案每年為 150 萬名以上的高齡者説明繳稅準備的一切事宜。
協會的消費者事務專案不斷向高齡者傳遞各種商品和服務的資訊。協會的安德魯
斯基金會（Andrus Foundation）提供經費支援老年學、高齡化的科學研究。協會
為會員提供各種保險受益。比如有集體健康保險項目，提供較低的健康保險利率，
作為現已所覆蓋險種的補充；有協會的車輛、住房、人壽等保險專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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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銀髮就業服務（BACK TO WORK 50+）
AARP 主要關注領域包含：為穩定收入鋪路、讓人們重新與家庭和社區連結、
擁有安全適用的住房，並主動解決老年飢餓問題愈大領域，因此在 AARP 包羅萬
象的網站資訊，主要服務項目分成飢餓（Hunger）
、收入（Income）
、居住（Housing）、
隔絕（Isolation） 和法律宣導（Legal Advocacy）五個大面向，與銀髮就業服務
相關的在收入面向的「工作與求職」 （WORK & JOBS）內，該項中又分為求職
(Job Search)、50 歲以上重回職場(Back to Work 50+)、轉職( Career Change)、小
企業(Small Business)，以及失業(Unemployment)五個子項。網站提供的資訊來源為
匯集專業求職輔導人員、雇主和 50 歲以上成功就業者的建議。其對求職者提供的
詳細資訊與務實建議，以下就其中的求職和 50 歲以上重回職場兩個路徑的資訊，
摘要說明。。
1.求職部分
(1) 求職(Job Search)：提供 7 個務必要避免的提問、求職者常犯的錯誤、避免這些
求職失誤等具體的面試技巧與建議。
(2) 找工作(Finding a Job)：上網去找工作、7 個聰明求職策略、如何訂定求職計畫?
創造增加自己能見度的工具、與能夠幫你獲得技能與就業機會的人們和組織聯
繫等。
(3) 失業(Unemployment)：影響失業申請資格的 11 件事、是否該接受減薪工作、從
國家就業中心取得協助、AARP 技術教育中心、處理失業，以及克服失業。
(4) 應徵和面試(Applying and Interviewing)：如何處理薪資、問題求職者不要犯的
錯、履歷的價值、求職信和履歷、上網求職申請、面試技巧等。
(5) 兼職工作 Part-Time Jobs：50 歲以上的兼職工作、季節性的工作、兼職工作的
選擇等。
(6) 雇主承諾計畫 Employer Pledge Program
2. 50 歲以上重回職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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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內容指出，AARP 在全各地超過 20 個服務據點，為 50 歲以上的求職者
提供資訊、支持、培訓和受雇，使他們重新就業，並建立財務能力和彈性，以防
止他們生活陷入貧困，各分項內容摘述如下：
(1)

求職嗎?(Looking For a Job?)：提供 7 個求職策略，例如，找當地熱門工作為
目標，讓自己具備該職缺所需的技能；善用 Facebook、Tweeter、Email、連
結分享等工具，訂定行銷自己的計劃；透過從事志願服務、短期或兼職工作、
重回學校進修學習新技能，以及和協助求職的組織聯絡等方式；在等候受雇
機會期間，讓自己保持正向有活力的方法，讓自己保持做好面試的準備。

(2)

重回職場(BACK TO WORK 50+)：美國 50 歲以上求職者的困難；列舉一些政
府勞動部門和社區學院等協助求職單位的相關計畫；50 歲以上求職者網絡，
對弱勢求職者的補助；50 歲以上求職婦女的經濟穩定方案等。

(3)

合作夥伴網絡(Partner Network)：提供 22 個協助 50 歲以上求職者的單位名
稱與網連結，並建議去參與這些組織。

(4)

雇用銀髮員工優勢(Hire 50+ Workers)：列出企業認為銀髮族員工的五大優勢
有:1)專業水平、文字溝通技巧、分析與人際溝通技巧等能力；2)比年輕人積
極主動的敬業態度；3)比年輕人高的公司忠誠度和工作穩定性；4)嬰兒潮世
代職場銀髮族是新的老年常態，雇主不可忽視這群已超過他們聘僱專業員工
20%的銀髮人才；5)他們有強大的能力和意願去學習新的事務、流程和技術。

圖6

AARP 官網求職資訊路徑簡表(研究者依官網資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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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上除了提供豐富實用的求職資訊、各地服務據點外，還提供線上或電話
諮詢（call now）的服務，有多種途徑讓求職者尋求即時的協助。其中，比較特別
的是提供有虛擬人才招聘會現場的練習（AARP Virtual Career Fair），並且可在
線上詢問求職專家，以取得及時的求職諮詢，也可以與其他求職者交流。
另一特色為 AARP 自訂的「雇主承諾計畫書」（Employer Pledge Program），
承諾簽署的雇主已超過 290 位。等於公開同意以下內容，並列出這些單位名稱，
藉此宣傳理念並表揚典範，充分發揮其社會教育功能與實質影響力。


相信不分年齡的所有工作者都享有機會的平等



相信 50 歲以上的人應該有以自己的能力公平競爭，以獲得工作的環境



承認有經驗的工作者的價值



招募不同年齡組群的員工，並顧及所有申請人立足點的平等
總之，AARP 在銀髮族的就業服務上，充分展現以受雇者權益與思維為中心，

提供銀髮族周延的資訊與支持系統的協助，並以群體集結的力量，善用民主國家
體制，以積極倡議發揮集體的政治影響力，維護並爭取銀髮族群工作、生存及更
好晚年生活等相關權利。

第四節 銀髮勞動力運用的方式
周玟琪(2011)認為地方銀髮人才中心內之工作類型，主要可大致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社區就業機會開創與媒合型：即由社區中的家庭、企業、非營利組織
之就業機會提供，透過銀髮人才中心的就業媒合與安置，建立年長者與機會之社
會貢獻連結；第二類為：政府就業機會提供型：由地方與中央政府等政府單位，
釋出與調整既有人力配置，在以不影響其他年齡層就業機會或是將工作進行更合
適的配置安排為前提，提供合適就業機會給長者參與與貢獻；第三類為：社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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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產與創業型：社區內的長者可透過團體的方式，找出可自主生產甚至創業的
機制，例如西港人才實驗計畫。
此外，國內對專業銀髮貴族的調查研究發現，退休後第二春的工作選擇，會
偏好工作時間有彈性、且有成就感的工作性質，特別是能為國家、社會奉獻所長
的工作；若無法符合銀髮貴族的工作偏好，退休銀髮貴族仍會選擇繼續過著退休
悠閒的生活 （許瓊文、楊雅婷，2007）。文獻整理摘述如下：

一、彈性工時的運用
陳月里（2012）將彈性工時大致分為短工時、短期彈性工時、長期彈性工時
與個人工時帳戶制。短工時為週工時制，例如勞工之每週工作時間由 40 小時調整
為 30 小時。短期彈性工時則視經濟狀況做彈性的調整，例如自願性減少工作時間
（v-time: voluntary reduced work time），即勞工和雇主之間達成協議，雖然在該
期間，勞工的收入減少，但因勞工的受僱身分別不變，亦同時保有公司的福利制
度。
呂建德、葉秀珍、魏書娥（2010）研究指出，瑞典在高齡勞動者勞動參與率
或是就業率，向來高於 OECD 及歐盟國家的最主要原因是，瑞典薪資勞動者相對
較晚退出勞動市場，另外，部分工時體系與社會安全體系的配合，使得瑞典高齡
勞動者可以透過減少工時漸進式地退出勞動市場，而非一次性的完全退出勞動市
場。呂建德等人（2010）對高齡勞工職業安排的方式，建議透過公共就業的方式，
僱用退休人力於非營利組織部門，並且以部分工時的型態為主。楊靜利與林沛瑾
（2012）也指出可以彈性上班與部分工時的工作，較願意聘僱高齡勞工。
「臺中市政府 102 年度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發現，中高齡就業者、
中高齡待業者及事業單位三者共同認為：增加中高齡勞工之僱用最有效的方法為
「政府相關單位應獎勵/補助企業僱用中高齡勞工」，其次是「推動部分工時工作
讓中高齡勞工能有漸進退休機會」。由此可知，政府如能提供獎勵誘因、鼓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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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開發部分工時工作機會、工作分擔制或職務再設計，皆能增加高齡者僱用
機會，讓高齡者能考量個人因素並依個人意願選擇適合再就業的職業（廖文志，
2014）。

二、彈性職務的運用
日本財團法人企業活力研究所「銀髮人才資源的新活化」研究（2012）發現，
銀髮員工可以在年輕員工底下工作，但無法接受以前的部屬變成自己的上司。年
輕員工與銀髮員工皆認為彼此價值觀不合、想法不同。若有心留任退休銀髮員工，
可能僅一般內部職缺較多的大型企業較有因應能力，因此，協助退休銀髮族群轉
職或許是另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馬財專（2010）針對中高齡勞工再就業，則建議政府建構多樣化提升就業力
管道及透過公共工程就業機會或薪資補貼，促使中高齡勞工能重返職場，積極建
構社區機制，從社區單元鼓勵中高齡勞工的社區參與，仿效日本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提供與社區發展緊密結合的就業媒合服務。據此，轉往從事社區服務且長期需
要專業管理人才的 NPO 任職，將是專業銀髮貴族重新投入職場的好選擇。
工作內容的安排上，須就銀髮族的特性，進行工作再設計與規劃，呂建德等
人（2010）認為設計適合高齡勞動者工作時，須推廣彈性化與多元化的工作生涯
與職務設計，鼓勵雇主積極建設持續僱用體系或是再僱用體系，設計符合高齡勞
動者的職務以及工作生涯，並利用社區大學或是相關教育體系提供社區服務相關
的技能與知識訓練。丁玉珍（2009）針對政府與企業建議，短期內薪資補助以增
加企業僱用誘因仍有其必要性；長期而言，仍應大力倡導高齡化社會之議題、鼓
勵雇主實施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為開發中高齡者勞動力作準備。

三、協助銀髮族於銀髮產業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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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財團法人企業活力研究所 2012「銀髮人才資源的新活化」研究（引自廖
文志，2014）建議，導引銀髮人才於銀髮產業再就業的優點為，容易掌握銀髮族
的生活需求以及商品、服務的行銷企劃，並且對同屬銀髮族的顧客較有耐心，也
較能理解顧客需求，反而對高單價商品行銷較有利。

四、協助銀髮族創業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指出，在德國退休族群中就業人數增加之速度遠非
其他年齡層可比，2001 年年齡超過 65 歲之退休人士就業人數尚不過 40 萬人，10
年後，總數已幾乎倍增至近 80 萬人，據 DIW 就業市場專家 Karl Brenke 表示，未
來此一發展趨勢仍將增強，且該機構調查顯示在高齡族群中，獨立創業之人數遠
高過其他年齡層，但多數高齡創業者皆屬於單獨工作者。(引自廖文志，2014)
德國高齡創業者之收入更較高齡受薪員工高出三倍，其原因為，前者擔任之
職業多屬商人、企業諮詢、醫生或會計師等類工作，而後者則以辦公人員、卡車
司機、計程車司機、清潔工或銷售人員等居多。日本財團法人企業活力研究所「銀
髮人才資源的新活化」研究（引自廖文志，2014） 建議銀髮族創業可經營進入門
檻較低的民生/服務業，例如，媬姆、健康安全的、生活便利的、專門知識的、銀
髮關懷的服務業等。
「臺中市政府 102 年度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與需求調查」則指出，中高齡就業
者預計的平均退休年齡為 61.8 歲，且未來退休後 51％不想再就業，36％表示想再
就業，僅有 15％表示未來退休後有意願自行創業。不想再就業的中高齡者不想就
業的主要原因是「更想做別的事情」（23％），其次是「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可供
生活」（18％）。由此可知，退休後的銀髮族願意自行創業的比例相對偏低，從
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我國在鼓勵銀髮族創業上，留有許多發展空間。
綜合上述文獻整理，有助了解國外經驗及非營利組織成功案例，可進一步作
為台灣 NPO 組織銀髮勞動力運用相關措施與政策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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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獻探討：台灣銀髮勞動力運用之政策與現況
第一節 我國主要政策
儘管中高齡者因為本身經濟、社會參與、與促進健康等需求，是有就業意願
的，很多健康的年長者，也可成為補充勞動力的來源。然而，目前我國現況要提
升中高齡者的勞參率，實際存在重重障礙。尤其，資本主義市場對中高齡的勞動
力仍存在偏見，對年長者的就業年齡歧視為我國中高齡就業者求職的主要障礙（周
玟琪，2008）。以下先對台灣相關政策進行概述；接著，從文獻探討臺灣目前非
營利組織銀髮勞動力推動實務與案例。

一、政策概述
政府為考量高齡化社會趨勢，促進國人活躍老化之需求及促進銀髮人力再運
用，已於民國 91 年起陸續推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97 年訂定高齡化社會勞動政
策白皮書、98 年核定通過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99 年的培力就業計畫、103 年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104 年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等政策，以及其他多項
補助措施。基於本次研究目的考量，主要就其中與非營利組織相關的部分，簡要
說明如下：
(一) 內政部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
98 年 9 月 7 日行政院核定通過「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以「活躍老化」、
「友善老人」、「世代融合」為主軸，透過加強弱勢老人服務、推展老人健康促
進、鼓勵老人社會參與及健全友善老人環境等四大目標，整合各單位資源，希望
建構有利於老人健康、安全與活躍的友善社會。103 年推動第二期計畫友善關懷
老人服務方案，檢視我國未來老年人口特色及需求，企圖解決高齡化社會帶來的
問題。第二期計畫規劃五大目標如下：
1.

提倡預防保健，促進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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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友善環境，促進在地老化

3.

引進民間投入，促進智慧老化

4.

推動社會參與，促進活力老化

5.

鼓勵終身學習，促進樂學老化

在推動社會參與，促進活力老化中，透過成立「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促
進高齡者人力再運用，幫助想繼續工作之高齡者辦理就業促進研習及雇主座談會
進行宣導，促進高齡者及雇主雙方就業及僱用意願。召募退休人士培訓樂齡學習
種子師資，提升高齡教育師資素質。另外，成立全國「志工人力銀行」，運用志
願服務推廣中心，協助老人參與志願服務，整合及善用志工服務人力，關懷社區
照顧據點志工培訓，藉由完善的高齡社會參與制度，鼓勵老人善用社會資源，持
續參與社區活動。
（二）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
1.基本立場
提升身體健康硬朗的中高齡與高齡者勞動力素質進而提高生產力，結合有競
爭力的經濟發展政策與確保就業機會與工作品質的就業政策，有助於技術傳承、
健康促進、社會參與。提升女性、青年、中高齡者就業率，作為補足台灣當今勞
動力缺口的優先措施。
結合台灣產業結構變遷，朝向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充分運用中高齡及高齡
者的專業與管理人才，應是主要方向，但是對於非專業與管理的中高齡者，政府
宜開發其他合適的就業機會與管道；中高齡、中低教育程度女性，很明顯有進入
的障礙，開創其他進入障礙較低的就業機會，如「地區生活創業產業」及「照顧
服務產業」，結合村里中高齡人力資源，推動社區化照顧制度等將有助於增加就
業機會，也同時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2007，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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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政府在銀髮勞動政策上，已意識到不同層級高齡勞動者就業需求的差
異，應提出不同的因應方針才能有效提升銀髮人才的勞動參與率。
2.重點計畫摘述
依據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中「制度環境改革」、「雇主誘因與勞動需
求滿足」、「政府與民間合作服務」、「勞工生涯與就業需求滿足」四項策略，
訂定十一項計畫，摘要簡述其中七項如下：
(1) 消除年齡歧視，創造友善年齡的職場環境。推動制定工作平等法或反歧視專法
為長期目標。
(2) 建立鼓勵勞工繼續就業之誘因機制
(3) 助雇主提高僱用中高齡及高齡勞工之意願
(4) 提供多元的職業訓練管道，提升中高齡及高齡勞動者的工作能力
(5) 鼓勵現有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發多元有效的媒合、輔導機制
整合各項對於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就業與創業服務，形成單一窗口的服務；補
助民間團體或合作計畫或是結合相關民間團體，推動高齡者人才運用中心，
以加速人才媒合，增強對於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就業服務，形成好的公私夥伴
關係，讓民眾享有更便利、更有效率的就業服務。
(6) 創造彈性多元的工作機會，以符合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生活形態與需求
對於既有工作機會，可透過重新區隔與分配，讓不同年齡層擔任其合適的工
作類型。例如，收費員的工作是否優先保留給中高齡及高齡者；不同時段的
速食店工作，亦可能出現年輕人與中高齡及高齡者分工的機會。工作機會的
區隔，尚待社會對話、協調、討論，有更好的社會共識後才加以實施。
(7) 設置便利與普及的銀髮人才運用中心，整合相關資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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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齡者就業機會、地區活性化、滿足地區生活需求、讓高齡者維持健康、
推動資深公民從事志工等。評估「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有否可能轉型成有
組織、常設性的地區人才運用中心，以更加發揮符合在地需求與地區發展的
特性。
（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91 年 6 月，勞委會（勞動力發展署前身）為解決國內嚴重失業問題，延續「永
續就業希望工程」推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鼓勵地方非營利組織以創新實驗
手法、合作精神，結合政府和其它民間資源，研提具地方特色及創意之經濟型計
畫，或增進社會公益之社會型計畫，且具有產業發展前景，與就業促進效益之臨
時性工作機會，協力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促進地方發展。
透過政府給予補助的方式（包括進用人員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 800 元～1,000
元，每月最高以工作 22 天為原則，最長 12 個月），同時引導中高齡者在參與計
畫過程中，重建工作自信心，培養再就業能力（勞動力發展創新中心，2013）。
依據勞動部官網發布統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推動至 103 年 12 月底止，已結合政
府部門與民間團體資源共同推動 8 千餘項計畫，協助逾 12 萬名失業者就業（勞動
力發展創新中心，2013）。
以勞動部 102 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 597 家 NPO 為分析對象，可概分
為社區經濟、合作經濟與工作整合等三大模式 ，此三類中以社區經濟模式最多，
家數為 502 家 （比例為 82.7%），組織型態包括公協會、農漁會、社區發展協
會等；其次為工作整合模式，組織類型包含社福團體（機構）與身障團體，家數
約為 80 家 （13.4%）；最後則為合作經濟模式，組織型態以合作社為主，家數
約 15 家 （2.27%）（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P.3）。
我國政府為發展社會企業，如果以「組織之型態」區分，發展途徑大致可區
分為二途逕：以非營利組織為出發及以營利組織為出發點：目前組織型態屬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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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者，依據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司名稱中包含「社會企業」者，目前尚有
42 家公司屬於營運狀態；此外，依據日前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統計，以解
決社會問題為公司主要目的者，目前約有 200 家公司；如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公司
重要目的之一者，目前約有 1,000 家公司（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
民間團體透過計畫累積經營管理能力，提升服務深度與廣度，而勞動部亦不
斷修正補助模式，以符合當時就業環境的需要，並適時提供民間團體必要之協助，
引導其發展。如建立諮詢輔導機制、辦理專案經理人實務課程訓練提昇產業管理
能量、帶入社會企業經營觀念、引導企業成為民間團體組織發展之永久夥伴關係，
以供借鏡等。
（四）培力就業計畫
「培力就業計畫」由勞動部於 99 年訂定，經 101 與 103 年兩次修訂，結合民
間團體及政府部門之人力與資源，納入產業轉型或創新、社會性事業創業、特定
族群之創業或就業支持系統，及區域再生發展或促成服務、產業之垂直或水平整
合計畫，提供職業訓練、輔導及長期陪伴資源，並作為發展社會企業育成平臺。
每年預算編列五百個工作機會的經費補助，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企業及強化
組織管理效能。102 年至 103 年計與民間團體推動 58 項就業計畫，102 年至 103
年 2 月底止，計協助 899 名失業者就業。
「培力就業計畫」之提案單位是透過不同的區域之組織產生聯盟的合作型態。
由一個非營利組織來主導，搭配數個不同的組織進行上述計畫案之執行。例如，
雙福基金會與六個協會一起承辦「銀髮閃閃 Re-Start 培力就業計畫」專案。我們
透過訪視問卷、倡議宣導、資料統計分析及試辦等作為，發展銀髮人力再運用之
契機。盧嗣仁（2014）研究指出，由於結盟各個不同的非營利組織，直接考驗主
導組織的營運能力，政府部門扮演主要的輔導角色，而非營利組織在政府部門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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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過程中，認同其輔導理念，改變了該組織發展策略。政府部門藉此積極介入非
營利組織朝向社會企業發展。
（五）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乃由經濟部於 2014 年 9 月提出。所謂「社會企業」是指解
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創新企業組織，透過一般商業營運而非捐贈的模式
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其不僅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亦可達到社會公益的目的，
以平衡社會發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P.2）
在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地方企業受到貿易自由化與金融海嘯之衝擊，營運
狀況不盡理想，加上各國政府財政惡化，因此，各國政府紛紛試圖要透過政策引
導來鼓勵非營利組織從過去依賴政府經費補助，轉為尋求自償性的經營方式，或
讓一般企業在追求獲利之外亦能兼顧社會價值，朝向社會企業的思潮前進（社會
企業行動方案，2014，P.2）。
在臺灣，非營利組織於解決社會問題向來扮演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其類型
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傳統課題，亦包含老人照護、社區營造、環境保護等新世代
課題，另為因應社會企業發展需求，尚有周邊支援服務性質的社會企業，如諮詢
服務、社企創投、策展講座、行銷通路、ICT（資訊通訊技術）專業服務等（社
會企業行動方案，2014，P.3）。
從 1990 年末迄今，政府部門為紓緩失業率帶給社會的衝擊，因而陸續推出
「福利產業化」政策、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服務方案」、以及經建會、衛生署與
社政單位推動的「照顧服務產業」等，許多非營利組織開始在例行性營運計劃加
入營利的商業行為，基本上即類似歐陸國家推動的「社會經濟」或「社會企業」
的類似作法。
臺灣透過多元就業方案等公共政策的導引之下，實際推動社會企業的組織載
體，除以非營利組織為主，包括基金會、協會、社會服務機構之外，亦包括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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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組織類型的社會合作社形態在內。林怡君（2008）將台灣社會企業區分
為工作整合型、地方社區發展型、販售服務或產品型與社員協力合作社四種類型。
其中，社區經濟模式專指社區發展協會等在地非營利組織，或是基於共同目
的而自發組成的在地組織；合作經濟模式則是以合作社型態協助當地人在地就業；
工作整合模式目前以庇護工場最常見。顯見政府單位已開始思考師法歐洲社會經
濟發展的未來性（邱連枝，201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 100 年 12 月成立「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希望能將
過往專注於民間團體之合作業務，納入企業之參與。期待企業能師法民間團體以
人為本、互助參與、重視環境之優點，而民間團體也能師法企業經營專長，增進
獨立營運能力。調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補助模式，並逐漸加強推動補助類
型及條件限制均大幅放寬之「培力就業計畫」，引導民間團體成長，擴大企業參
與，培育此領域所需相關人才，建構適合社會企業發展的基礎環境（勞動力發展
創新中心，2013）。
非營利組織要經營社會企業，除了在經費上能夠獲得外界的奧援，相關專業
知識技術之引進、專業人力的維繫與產品品質的堅持，以及管理能力的養成，皆
是社會企業成功的重要因素。社會企業與非政府機構及慈善組織的區別在於，前
者通過運用商業手段，實現自給自足、永續發展，後者主要依賴社會捐助。然而，
目前台灣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企業的經營上，依舊仰賴政府經費與資源的補
助。
（六）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
勞動部職訓局於 101 年 8 月訂定「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以因
應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競爭力較為弱勢，經由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期能協
助事業單位建構一個人性化、友善及安全的職場環境，並有效協助中高齡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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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及心理上之限制，獲得適性及穩定的工作，發揮中高齡者在職場上之優勢，
以達人力資源充分運用。實施期程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102 年中期計畫實施策略：包括提供職務再設計專業諮詢服務、提供職務再
設計補助及獎勵措施、培訓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專業人員、規劃編製職務再設計
參考及資源手冊、透過多元通路廣為宣導，推廣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觀念、結合
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共同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104 年 6 月 17 日勞動部接續訂定之「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宗旨
「為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協助排除中高齡及高齡者因老化過程所致身體與心智能
力下降之工作障礙，增進其工作效能，開拓其就業機會」；將「職務再設計」定
義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就業，所進行改
善工作設備及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需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且非屬職業
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法定責任部分。」實施對象為 45 歲以上勞工。補助範圍包括改
善下列各項所需費用：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
整工作方法（依勞工特性，分派適當工作，調整工作流程、工作方法）、改善職
場工作環境。雇主提出每一申請案，依雇主將進用或已僱用之中高齡及高齡勞工，
每人每年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提供諮詢及服務：提供職務再設
計申請案之訪視、規劃、設計之專業協助及指導工作。
根據曾敏傑與李漢雄（1999）調查結果顯示，在職務再設計方面，員工期待
與企業執行間的落差最大的前十項中，有六項與工作時間有關，分別是減少工作
時間、上班時間彈性化、配合身心機能調整生產線作業速度、實施部分工時制度、
限制持續工作時間、允許二人等共同分擔同一份工作，顯見中高齡員工因體能退
化，以致在工作時間上需要更多彈性設計。
我國以中小型事業單位為主體，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推廣尚未普及，因此
至今似仍無法回應中高齡勞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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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相關措施（甄國清，2013）
優先保留公共服務就業機會
辦理「擴大公部門進用就業弱勢者計畫」，加強宣導各部會開放工作機會，優先
進用中高齡者。（甄國清，2013）
結合民間資源
運用「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直接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就業促進
相關事項，共同協助中高齡者就業。（甄國清，2013）
臨時工作津貼
由政府機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透過臨時性工作，提供中高齡者緊急
性就業安置機會。於擔任臨時工作人員期間，輔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之推
介就業服務，並給予每週 4 至 8 小時之有給求職假，以協助儘速回歸一般職場。
津貼發給標準為每小時新臺幣 100 元，每月最高發給 176 小時，最長以 6 個月為
限。
目前政府所推動各項中高齡促進就業措施，包括提供僱用獎助、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臨時工作機會、職場體驗等，均以 45-64 歲為對象，並不包括 65 歲以
上之高齡者。然而，周玟琪（2008）全國性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屆齡退休民眾中，
仍有一半希望退休後仍能繼續工作。
（八）行政院政策方向
基於人口老化的社會趨勢，媒體亦十分關心並積極報導相關國家政策。依據
媒體報導， 103 年 12 月行政院毛院長聽取勞動部「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之運
用與推廣」報告後表示，我國人口在高齡化及少子女化趨勢下，除長期照護或照
顧的議題外，也要討論銀髮人才的腦力或生產力，透過適當的職務再設計，發揮
銀髮勞動者職場的優勢。為活用銀髮人力資源，提升勞動參與率，毛院長請馮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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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委員督導相關部會通力合作及整合資源，並指示勞動部持續推動中高齡和高
齡者勞動參與的相關措施，適時檢討調整勞動法制；亦請經濟部積極開發銀髮產
業，創造適合高齡者再就業之產業。請教育部運用各類學習管道，倡導推展銀髮
人力運用觀念，提高社會共識度；並請衛生福利部擴大民間服務及社會企業多元
參與老人照顧，積極促進老人健康生活與社會參與，共同打造老有所為的社會。
至此，可見中央政府面對中高齡就業需求的積極因應與政策方向。

二、政策回應
根據德國於 2000 年公布「高齡化社會下的創新力」報告顯示，人的生產力與
創新力主要非僅由生物年紀決定，而是視其個別生活、就業及職業過程中所處環
境是否可以促進這些能力的發展。亦即高齡人士的反應速度與身體勞動負荷力雖
有降低，但其所累積的社會與專業知識能力，可透過環境塑造有機會去持續擴增
其知識與經驗，而可以平衡未來可能發生的生產力減少及因人口結構老化造成的
GDP 下降負面影響（王寶苑、傅清萍，2014）。
如上所述，我國政府為促進中高齡就業，已訂定許多因應措施，也有些成果，
以下謹就文獻探討，整理提出對此議題的政策回應。
（一）社會對銀髮人力運用的觀念，亟待加強
多數人對高齡勞動力仍持負面觀感，還是認定為高齡者在市場上屬於「弱勢
者」，即便是現有的一些政策主張，也是將高齡勞動力視同有如身障與殘疾人力
般。從星、韓等國的經驗發現，政府在銀髮人力再運用的實務政策推動之前，為
凝聚社會共識，除了不斷與雇主溝通外，同時也都先投入大量資源，透過各種傳
播管道，向全民大力宣導「銀髮人力運用與世代融合」等職場新觀念的重要性與
利益所在，以利政策推動（郭振昌，2014）。相較之下，我國在倡導推展銀髮人
力運用觀念，提高社會共識的作為上值得再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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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居多，長期增能培力仍有待補強
就業政策上缺乏積極的勞動力市場（ALMP,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我國目前仍僅停留在就業獎助或是僱用補助，或是訓練補助等方案，並無積極提
供中高齡勞動者的技能提升、年齡管理、終生學習、個案諮詢服務與職涯發展等
措施，使得高齡者的勞參率不高（謝青雲，2014）。
（三）分配在銀髮族群的就業協助資源仍然偏低
從周玟琪（2011）針對「銀髮人才與世代合作中心實驗計畫」參與者所做「希望
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的調查結果，前六項依序是提供社區性工作機會、提供部
分工時工作機會、在各地設置銀髮人才運用中心、提供長者創業的機會與管道、
提供就業服務與媒合、提供容易取得的就業資訊。顯示銀髮族群對政府就業服務
的高度期待。然而，公立就業服務部門偏重在青年及失業者的就業協助，相對投
入中高齡勞動力之就業協助、提升職能與就業力之資源仍偏低，未來應將資源重
新配置，有效開發中高齡人力資源（謝青雲，2014）。
（四）對於專業銀髮人力的運用，尚待更積極作為。
政府其實已意識到台灣的退休者，已呈現階層化的趨勢。因此，在「高齡化
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的基本立場上，雖已表明「結合台灣產業結構變遷，朝向
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充分運用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專業與管理人才，應是主要方
向」，然而，在善用健康有活力且具有專業才能的退休者方面，似乎有待更積極
作為。
NPO 主要經營者的專業背景，對 NPO 業務推展的方向有極大影響。例如，
企業管理背景的經營者，較具擴展服務範圍，與產業化經營的能力，傾向朝財源
自主的方向努力；社福體系專業背景者，經營觀念相對較為保守，較仰賴勸募與
補助，兩者間的經營理念，往往大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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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現況：銀髮族勞動力發展現況、銀髮族職能與培力需求
一、銀髮勞動族群面臨之職場問題
依據勞委會職訓局 101 年 8 月公布的「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中，
引述調查報告指出，中高齡者在職場上面臨之問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
規劃研究報告第 15 輯，2013）如下：
（一） 事業單位抱持刻板印象
雇主對中高齡勞工有負面刻板印象，包括薪資高、成本高、生產力不如年輕
勞工、缺乏競爭力等，已屆退休對其訓練投資不划算，能貢獻的時日不多。
（二） 法令制度因素
現行社會福利的老年年金、失能、失業給付等制度的財務反誘因，鼓勵中高
齡勞工在法定退休年齡前提早離開職場，對於超過 65 歲以上仍繼續工作者，也未
提供財政上的誘因；另年齡限制一直是阻礙中高齡就業主要因素，雖法令有明文
禁止，但實務上年齡歧視常因舉證不易而無法成案。
（三） 中高齡者身心因素
中高齡者個人層面， 認為因年齡增加而產生的身心理改變，包括視力退化、
工作上易產生工作壓力、體力及記憶力變差、新的資訊難以記住等。
（四） 事業單位對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觀念有待強化
國內學者研究，提升中高齡者就業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職務再設計，根據
職訓局 96 年委外研究結果顯示，事業單位為中高齡者之工作量進行調整占 10.6%；
轉任合適的職位，並進行工作量調整占 12.1%；縮短勞動時間或將工作時間

彈

性化占 7.4%；進行職務再設計與職務的開發僅占 3.2%。至於，為中高齡者

提

供教育訓練占 8.1%。此外，更有高達 37%的事業單位則完全沒有提供上開措施。
由此可知，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推廣尚未普及，無法滿足中高齡勞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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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國相關勞動法令將年齡列入禁止歧視範圍，且將中高齡列為促進就業
之特定對象，但政策上仍須找出誘因，以擴大僱用中高齡勞工之經濟與社會效益，
並提高中高齡勞工延長職業生涯之意願。

二、銀髮族職能與培力需求
（一）職能培力的重要
關於職能的定義有多種論點，Mirabile（1997）指出，「職能」是與高績效工
作表現相關的知識、技術、能力和特質，像是領導能力、系統性思考或是問題解
決能力。Parry（1996）尚將職能區分為軟性（soft）和硬性（hard）的職能，硬性
職能指的是特定工作的能力，像是與工作相關的知識技能；而軟性職能指的是個
體的人格特質、價值和風格。簡言之，職能包括工作表現所需的知能與個體內在
的特質。
中高齡勞工就業阻礙，除包含有雇主僱用意願，及法令制度修改的問題，亦
伴隨著中高齡勞工本身在技能、體能及觀念的多元問題。提高勞動參與率之作法，
也應透過終身與持續性的教育訓練，維持高齡者的就業力，以強化高齡者留在職
場的意願與能力，並藉由企業組織與工作再設計，降低持續工作之障礙（馬財專、
劉黃麗娟，2014）。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用人員依「公法救助」關係，委由非營利組織進行人
力運用，進用人員明顯以中高齡勞工居多，除了對社團有臨時性人力補充之助益
外，需責成非營利組織負起進用人員培力之責任，扮演類似小型「就業服務站」
及「職業訓練單位」的角色。若能順利轉型為社會企業，更能擴大人員僱用。盧
嗣仁（2014）研究也指出，進用人員之能力提升是非營利組織發展成「社會企業」
方案成功與否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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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黃坤祥（2014）就非營利組織承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施行教育訓練
課程的研究指出，目前遭遇問題， 包括：社團進行教育訓練意願不高、進用人員
在社團中未必能獲得感興趣的教育訓練、各社團教育訓練規劃缺乏橫向聯繫、相
關師資聘用困難、進用人員對參加教育訓練規劃意願不高等。
張谷銘（2011）對雲嘉南區「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成功協助勞工再就業的因
素及潛藏問題研究發現：（一）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確實提升就業技能程
度，惟其先天就業障礙、培訓之就業技能與現今職場需求仍存有落差；（二）組
織積極執行方案，發揮機構附加價值與資源連結能力，有利勞工再就業心態的成
長，然而組織的能否繼續經營與管理效能問題，會形成人員順利再就業的隱憂；
（三）推動執行方案的管理人員角色與作法，對勞工能否成功再就業，重要性實
屬舉足輕重。由此可見，非營利組織領導人乃對進用人員培力與組織業務推展的
關鍵角色。
（二）培力需求
以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的中高齡進用人員教育訓練規劃為例，開辦的
培力課程中，必修課程有：區域勞動市場分析、勞動相關法令簡介、履歷表書寫
與面試、資訊應用概論、工作態度與倫理、就業服務相關法令簡介、人際關係與
溝通、情緒管理等共通職能課程；選修課程有：照顧服務、餐飲、休閒觀光、文
化創意、經營管理、家事服務、安親課後照顧、社區營造與志願服務、農藝園藝
等課程。
黃坤祥（2014）以此作調查統計顯示，必修課程中以「人際關係與溝通」與
「工作態度與倫理」兩門課程所獲得的認可最高。其中進用人員較多人選擇「人
際關係與溝通」；專家、社團工作人員與專管等人員均偏好「工作態度與倫理」
課程。顯示此兩課程應該是進用人員必修課程規劃的重點。選修課程部分，依統
計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專家與社團工作人員選擇「照顧服務」課程較多，專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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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經理人選擇「照顧服務」和「文化創意」較高，進用人員較多人選擇「文化
創意」，其次是「照顧服務」和「休閒觀光」。顯示「照顧服務」類的課程較為
高屏澎東區各類型參與多元方案者之青睞。
日本「銀髮人才資源的新活化」研究（2012），對於活化銀髮員工（50歲以
上）也建議應積極培養其人際關係技能與適應變革技能，而非專門技能，因為任
何職務都需要具備人際關係技能與適應變革技能，當銀髮員工具有此兩項技能時，
不論是企業內職務轉換或其他企業再就業，皆能繼續對組織有貢獻，如此，銀髮
員工才會積極做職涯規劃（廖文志，2014）。
黃坤祥（2014）並對此課程規劃研究結果建議，除既有的學習規劃外，更希
望依興趣選擇專業性、特殊性及技能性職能增進課程，培養個人多項專業能力。
結合多方訓練資源，為中高齡進用人員建構更適性之學習規劃，以提高進用人員
之職能，以利於提升進用人員多元專業能力，滿足個體就業或創業之需求。此外，
由於各社團單獨實施教育訓練之成本過高，建議在選修課程部分，培力社團施行
教育訓練時可擴大服務鄰近地區進用人員，分享教育訓練成果；其次，相對僱用
人力較充裕之經濟型方案亦應進行課程分享，以嘉惠各地區之進用人員。

第三節 臺灣非營利組織銀髮勞動力推動實務與案例
一、非營利組織銀髮勞動力推動實務
依據辦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推動培力就業計畫，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103
年評核報告，103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協助4,382人就業，進用弱勢者為優先推介
對象（中高齡者占64.03％，原住民占19.1％，身心障礙者占7.6％及其他特定對象
占9.27％）；培力就業計畫協助1,127人就業，（中高齡者占40％，原住民占26％），
共計協助5,509人就業。103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推動641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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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5,509人就業，包括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協助4,382人就業，及103年培力就業
計畫計協助1,127人就業。
為協助民間團體未來朝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發展，將「社會企業」列為諮詢
輔導重點之一，並執行「社會企業」相關知識宣導及訓練，逐步調整單位計畫執
行方向，輔以各式輔導模組協助單位產品開發、創新等，經輔導與評估民間團體
意願及發展潛能，103年辦理116場校園講座、國際分享及交流活動、假日市集及
11月社會企業月，計7萬9,344參與人次，推動民間團體計畫導入諮詢輔導資源，
並重點輔導育成41家社會企業（行政院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網，2014）。
（一）非營利組織的特質與就業機會的創造
由於非營利組織以社會公益為目標，一方面代表公共福祉與社會正義的追求，
而彌補政府失靈所造成的困擾；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減低公部門「科層體制」的錯
綜複雜，而以較具自由彈性的民間組織型態，對某些事件或議題能較深入探索，
且掌握更有效率的原則。因此，政府嘗試透過與非營利組織協力解決失業問題，
例如，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元就業方案、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等措施的推動。
魏大統（2003）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組織特質及使命，有助於藉由社
會的新需求而產生不同的新服務與產品，進而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並進一步排
除弱勢族群的「就業障礙」及提升其「就業能力」。例如，愛爾蘭的Roscommon
Home Service 組織所提供之家庭服務就業方案，便是透過提供育嬰、老年失能照
顧服務，排除已婚婦女家庭照顧的就業障礙，以促進其積極地重新回到勞動市場。
（Campbell, 2000）。
從歐盟的經驗中發現，非營利組織所擁有的特質及就業潛力，可以對就業相
關議題有重要貢獻，不僅可直接或間接地創造就業機會，也可以透過社會凝聚、
就業市場整合、地方發展等方式，來促進及滿足社會中萌芽的新需求。另從歐盟
第三部門就業方案sport & employment計畫的成功經驗發現，非營利組織要開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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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就業機會的潛能，除了非營利組織本質要健全外，還必須與政府組織及其他
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有良好的互動及合作關係（Campbell, 2000）。
（二）非營利組織推動銀髮勞動力的問題
依據文獻，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為了開發適合失業者之就業機會，並
輔導失業者進入常態職場，必須透過職業訓練的方式，培養失業者第二專長以返
回常態職場。不過，在實際核定通過的就業方案中則以補助用人費用為居多，職
訓補助偏低，顯示就業方案普遍仍仰賴政府用人經費之資助，對於職業訓練機制
的建立，培養失業者第二專長之概念仍有待加強（魏大統，2003）。
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本身在執行具有財務獨立性，及永續經營可能性的就業
方案上，能力有限，因此，執行就業方案時，非常依賴政府經費的補助，以致在
服務提供時受到政府的控制。魏大統（2003）建議，組織本身要有服務提供的自
主性，與財務機制的高度獨立性，政府部門亦要降低經費的提供及控制能力，但
是兩部門之間仍要保持親密的溝通及互動往來。
蕭新煌（1999）指出台灣許多非營利組織缺乏專業人才來管理組織的運作與
規劃未來的發展，人力資源不穩定也缺乏制度用以提升管理人員的素質；財政來
源也不穩定。長期以來，非營利組織財政來源多為社會大眾既不穩定也不足夠的
捐贈或企業的捐款，只有極少數來自於政府的補貼。
官有垣、杜承嶸（2005）對非營利組織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財務困難是目
前台灣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共同困境，而人力不足的窘境，則是具體反應在會員
流失、會務推動的專兼職與志工人力缺乏、專業人才的欠缺等層面。諶玫玲（2012）
整理非營利組織專職人員激勵管理問題的相關論述發現：組織規模小，分工不明，
無晉升機會，待遇偏低，工作量大，流動率高，經驗不易傳承，資深人員多為年
長退休人士，年齡分配不均，組織整體效率降低；年輕人因生活壓力難以久留，
士氣低落，生產力不高，影響工作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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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專職人員問題的研究（張培新，2001；吳培儷、陸宛蘋，2002）也
發現：專業人才、管理人才召募不易、專職人員流動率高、工作視野和生涯期待
的衝突、工作傳承的問題、教育訓練投資少生涯沒發展性等問題；而志工管理的
問題則包括：工時無法配合、品質難以控制、自我意識強、流動率高及專業不足
等。
（三）小結
非營利組織內「人」是最重要的資產，所有的服務都需透過人傳遞出去，因
此人員運用是工作成敗的關鍵。然而，我國非營利組織在面臨諸多營運困境上，
亟待具經營管理專長，又富有服務熱忱與使命感的專業人才投入，以健全組織管
理，有效發揮組織功能。儘管勞動部將許多資源用在經營人力培訓，只是經營管
理專業人才培養不易。令人振奮的是工作成就感、使命感正是高齡者再投入職場
的重要因素，且大部分的銀髮貴族在退休後會選擇投入公益事業，而會選擇退休
後繼續工作的銀髮貴族，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於該工作擁有成就感、使命感。因
此，具經營管理專業的退休族群，既沒有經濟負擔又富有使命感，極為切合非營
利組織的人力需求，有賴加以吸納媒合，為非營利組織挹注人力與活力。

二、案例
由於國內非營利組織對銀髮勞動力的推動，猶在起步階段，因此，以下本研
究依據文獻整理，所列舉非營利組織促進就業之成功案例中，雖然僅有一例以促
進銀髮就業為宗旨，但期能從中探索值得借鏡之處。
（一）「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成功案例
政府與民間團體經十餘年的共同努力並累積經驗，許多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
案單位，比如說財團法人育成社會褔利基金會，逐漸開始獨立運作而不需依靠政
府或外界的援助也能達到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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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一開始成立「集賢庇護工場」，教導中、輕度心智障礙的孩子製作天
然食品，學習自立。因庇護性員工之技術與產能不足，97 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為育成集賢庇護工場帶來機會，以提升庇護性就業者工作職能與直接進入市場建
立通路的策略，進軍 HOLA 賣場與大型生機產品門市，甚至有單月締造經銷通路
135 萬銷售紀錄，同時也將他們的原創品牌 Love Nature、Love Joy 商品推廣到全
國。
因為對健康的堅持與品質的要求，獲得蕃薯藤連鎖餐廳的技術轉移，102 年
成立育成蕃薯藤－臺北市忠孝庇護工場與永和自然食堂兩家有機商品與餐飲的複
合門市，提供農場直送有機蔬果、有機窯烤麵包糕點、有機手工豆腐、有機環保
雜貨等多項服務。讓這個原本由政府協助輔導到與企業合作的民間團體所開設的
餐廳提供高規格的生鮮、餐飲服務。
基金會藉由「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拓展通路並累積行銷經驗，還有針對臺灣
百大企業的年節採購需求，推出客製化產品服務、以及發展觀光工場，邀請企業
團體至庇護工場體驗，開創後續企業合作行銷業務等等，為庇護性工場學員取得
更高的所得、提升專業技能。現在庇護工場已逐漸財務自立，除了持續提供和協
助身心障礙者工作之外，也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長才！讓庇護性員工或是基金會
本身都有了更廣大的舞台。（洪玉陵、丁昌文，2013）
（二）「培力就業計畫」成功案例
勞動部透過「培力就業計畫」，協助兼具經濟價值與社會使命之非營利組織
發展為社會企業，計畫補助的重點要素為是否能運用創新經營手法，產業能否在
地永續發展等。雖然經費的補助項目仍然以工作津貼補助為主，然而在「解除障
礙」的政策思維下，此計畫補助取消以往保護弱勢族群就業的限制，讓非營利組
織自由聘用所需之人才，為地方注入新血以創造創新發展的契機與能量。於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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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志於回饋家鄉或社區，卻苦無工作機會的青年，得以找到一份可以同時有經
濟保障、可發揮長才而有益於社會的工作。
以台南市新化區社區營造協會為例。該協會即透過培力計畫，招納許多過去
在大都市打拚的新化新生代青年返鄉，為新化打造在地深度旅遊與文創產業，其
三年計劃目標為建立可自主永續發展的社會企業。目前階段正致力於將老街短暫
停留的觀光人潮，引導參與社區文史導覽與新興的特色市集（社會經濟入口網網
站）。
(三) 政府委辦社會福利服務－轉型為複合模式營運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非常多元，從以公司形式營運如光原社會企業、公協會
如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合作社如主婦聯盟，到基金會如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各種型態都有。此外仍有許多社會企業經營團隊，為了有效擴大商
業模式與社會影響力，採取結合不同組織形式投入解決同一社會問題的方式，一
般稱之為複合模式（hybrid model）。例如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及沙連墩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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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複合模式組織範例
（四）催生世代合作模式－西港人才實驗計畫
台南市西港區的老年人口已接近百分之十五，遠高於全國平均值。為活絡地
方產業，透過創業提供高齡者二度就業機會，通過地方政府公益彩券 141 萬 4 千
元補助、委由學者推動的「西港銀髮人才與世代合作中心實驗計畫」，在 2011
年運用在地農會閒置的穀倉，與多位社區熱心成員一同草創西港穀倉餐廳，誕生
「穀倉餐廳」，基本上屬於政府協助的創業類型，但由於其本身生產機制與社會
企業精神，故將逐年降低對於政府補助的申請(周玟琪，2012)。
2010 年 8 月至 12 月，創造 40 位年滿 55 歲以上的方案參與者，平均年齡 65.2
歲，最長者為 77 歲。實驗計畫共推出四項工作項目，包括：穀倉餐廳、麻油手工
肥皂、在地特色皮雕及文史工作紀錄與傳承導覽等。所有收入都成立專戶，盈餘
可回饋社區。如果試辦成功，未來計畫增設其他據點，讓更多銀髮族可以加入。
另以「西港鄉麻油香：穀倉特色餐廳營運計畫」向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申請三年期「多元就業方案」經濟型計畫的補助，希望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來協助在地 45-65 歲失業的中高齡者，逐步朝向在地自主營運的方向努力。而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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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餐廳所在的區域，亦在當地西港區長與農會總幹事等核心人物的共同推動下，
目前逐步朝向西港麻油文化觀光休閒與福利綜合園區的願景邁進。
對於那些希望就業而未能在既有勞動市場獲得協助的中高齡與高齡勞工，政
府有義務滿足其需求，除了可透過就業，作為脫貧策略；另可透過就業，促進社
會參與，並促進健康，降低醫療費用支出。另外透過長者的經驗與技術傳承，希
望亦有助於社區年輕志工對於長者世代的瞭解與學習(周玟琪，2012)。
本計畫以創造結合產業特色的就業機會，能使老化的農村有社區再生與人力
活化發展的機會，而社區的長者、婦女與年輕人亦才能有貢獻與連結鄉里發展的
機會。
結語
以上非營利組織案例分享，可以了解 NPO 的屬性與發展實際上相對是貼近銀
髮族勞動力的需求。為增加高齡者繼續就業，政府未來應加速檢討現行相關就業
法令，以政策導向高齡者勞動力參與率的提升，促進高齡者就業之機會，不但可
達到高齡者活躍老化的目標，亦可提高整體經濟產值。人口老化的趨勢下，政府
亦可以透過推行相關政策，提供社會不同創新的產業及商業模式，創造不同商機
及就業市場，高齡化社會非僅僅只有造成政府財政負擔及社會壓力等負面觀點，
應共同以樂觀積極的態度提升高齡社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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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調查與訪談結果
第一節 量化分析結果
為了解 NPO 銀髮人力運用的現況與潛在可能，首先，我們針對 211 份 NPO
回收問卷的基本資料，包括組織層級、組織類別、組織屬性、成立時間、是否有
附設機構等面向進行了解；接著我們分析其聘僱 55 歲以上銀髮支薪人力的現況與
未來需求，包括：目前有聘僱的 NPO 家數、未來三年內的聘僱意願、目前與未來
聘僱的職別需求，以及人力培訓的現況與協助需求等；最後，了解 NPO 對銀髮勞
動力推動政策的意向，包括：可提供的協助與政策建議等。

一、NPO 的基本資料
（一）組織分布
本次調查的所有 211 個 NPO，依其立案政府層級來分，「全國性」與「地方
性」的數量相近，各占 49.8%和 50.2%，這個比例分布與樣本的母體分布大致相
符；而地方層級的 NPO 中，向台北市政府立案的 NPO，約占全部樣本的 26.0%，
向新北市與基隆市政府登記者，各占 16.1%和 8.1%（表 3）。
就回收問卷樣本的組織類別分布來看，以財團法人的數量最多，占 53.6%，
社團法人與未登記為法人的社會團體分別占 22.7%和 23.7%。再從組織屬性分布
來看，以社福慈善類的數量居多，占 50.7%，學術文化類居次，占 43.1%，醫藥
衛生類最少，占 6.2%。
（二）組織規模
絕大多數的 NPO 都是單一機構，未有附設機構的高達 94.3%。以財團法人為
例，基金規模在 1000 萬以下者，占 44.3%，若以 3000 萬為分界點，則將近七成
（68.6%） NPO 基金規模在 3000 萬以內。就社會團體與社團法人來看，組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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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數在 100 人以下者，也超過七成（70.8%）。本研究調查數據顯示，NPO 的
規模大多偏小，此結果與過去文獻相符，這也是台灣 NPO 的特色之一。
（三）成立年數
以成立年數分析，最小的剛成立滿一年，最久的已有 63 年歷史，中位數為
14 年，平均年數則為 15 年；成立未滿 10 年的有 81 家，占 38.4%，10-19 年的有
66 家，占 31.3%，20-29 年的 46 家，占 21.8%，30 年以上有 18 家，占 8.5%。可
見，相較歐美各國，台灣 NPO 發展的起步較晚，仍具相當發展潛力。
表 3 本研究調查 NPO 基本資料
調查項目

類別

團體數

％

1.組織層級

全國性

105

49.8

地方性

106

50.2

社會團體 a

50

23.7

社團法人

48

22.7

財團法人

113

53.6

學術文化

91

43.1

社福慈善

107

50.7

醫藥衛生

13

6.2

無

199

94.3

有

12

5.7

9 年以下

81

38.4

10~19 年

66

31.3

20~29 年

46

21.8

30 年以上

18

8.5

2.組織類別

3.組織屬性

4.附設機構

5.成立年數

說明：1. NPO 總數為 211。2. a 指「未登記為法人」的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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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薪銀髮人力的聘僱現況與未來需求
本研究從組織類別與組織屬性兩個層面，分析 NPO 聘雇支薪銀髮人力的現況
與未來需求。以下分別就 NPO 在目前與未來三年內，對支薪銀髮人力的聘僱意願、
職別需求，在其組織類別與組織屬性的分布情形，就調查結果，摘要敘述如下。
（一）聘僱意願
在 211 個有效樣本中，目前共有 129 家的 NPO 有聘僱支薪人力，占 61.1%，
而在 129 家有聘僱的 NPO 中，約八成八有聘僱 55 歲以上支薪銀髮人力，共 114
家（88.4%）。若以總樣本數來看，亦即超過半數（54.0%）的 NPO 目前有銀髮
支薪人力的聘僱。
進一步分析其在組織類別的分布，本研究樣本目前有聘用銀髮支薪人力的
114 家 NPO 中，以財團法人的數量最多，共 66 家，占 57.9%；社團法人和社會
團體，則分別有 27 家（23.7%）和 21 家（18.4%）。再從組織屬性分析，以社福
慈善組織數量最多，共 55 家，占 48.2%；其次，是學術文化組織，共 52 家，占
45.6%；數量最少的是醫藥衛生組織，有 7 家，僅占 6.1%（表 4）。
另外，未來三年內願意聘僱支薪銀髮人力的 NPO，共有 72 家，占 211 個有
效樣本的 34.1%。其中，依據組織類別的差異分析，以財團法人的數量最多，共
38 家，占 52.8%；社團法人和社會團體，則分別有 25 家（34.7%）和 9 家（12.5%）。
以組織屬性的分布來看，以社福慈善組織數量最多，共 35 家，占 48.6%；其次，
是學術文化組織，共 30 家，占 41.7%；數量較少的是醫藥衛生組織， 有 7 家，
占 9.7%（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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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目前聘僱與未來願意聘僱 55 歲以上支薪人力的 NPO（單位：家）
組織類別

組織屬性

調查

合計

社會

社團

財團

學術

社福

醫藥

項目

N(%)

團體

法人

法人

文化

慈善

衛生

n(%)

n(%)

n(%)

n(%)

n(%)

n(%)

目前聘僱
銀髮人力

114(100.0) 21(18.4) 27(23.7) 66(57.9) 52(45.6) 55(48.2) 7(6.1)

未來三年
願意聘僱

72(100.0)

9(12.5)

25(34.7) 38(52.8) 30(41.7) 35(48.6) 7(9.7)

因此，由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組織屬性為財團法人與組織類別為社福慈善
的這兩類 NPO，無論是在目前已聘僱銀髮支薪人力或未來的聘僱意願上，在數
量或比率上都比其他兩類高；其次，是組織屬性為社團法人與組織類別為學術文
化這兩類；社會團體與醫藥衛生這兩類的最少。
（二）職別需求
從目前有聘用銀髮支薪人員的 114 家 NPO 中，就其聘僱的專職與兼職人員
的職別(工作型態?)分布，進行分析。有聘僱專職人員有 83 家，有聘僱兼職人員
的 66 家。
在專職人員聘僱方面，依據組織類別的差異來看，以財團法人的數量最多，
共 49 家；社團法人和社會團體，則分別有 22 家和 12 家。以組織屬性的分布而
言，以社福慈善組織數量最多，共 42 家；其次，是學術文化組織，共 37 家；數
量最少的是醫藥衛生組織，有 4 家 （表 5）。
在 66 家有兼職人員聘僱的 NPO 中，依據組織類別的差異來看，則以財團法
人的數量最多，共 34 家；社團法人和社會團體，則分別有 17 家和 15 家。以組
織屬性的分布而言，以社福慈善組織數量最多，共 33 家；其次，是學術文化組
織，共 28 家；數量最少的是醫藥衛生組織，有 5 家（表 5）。
再從專職與兼職的人員聘僱比例進行分析，財團法人（59.0%）與社團法人
組織（56.4%）、學術文化（56.9%）與社福慈善（56.0%）組織在專職人員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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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比例較高；社會團體（55.6%）和醫藥衛生（55.6%）則在兼職人員的聘僱比
例較高。其中，以財團法人在專職和兼職人員之間的聘僱比例差距最大（18.0%）。
接著，從未來三年內願意聘僱銀髮支薪人員的 72 家 NPO 中，分析其在主
管人員、專職人員、事務人員、服務人員四類職別的需求分布，進行分析。從表
5 提供的職別分析，可見 NPO 未來三年對專業人員的需求比率 28.7%最高，其
次是主管人員的 24.1%，事務人員和服務人員，分別占 21.3%和 20.4%。
就各類組織在對四類職別中的需求比例分析，在主管人員需求上，以社福慈
善（41.0%）和社會團體（40.0%）的需求比例最高，其次，是學術文化（23.1%）
和財團法人（24.0%），社團法人（18.6%）和醫藥衛生（11.1%）最少。在專業
人員需求上，以社福慈善（41.0%）和社團法人（34.9%）的需求比例最高，其
次，是社會團體（33.3%）、醫藥衛生（33.3%）和學術文化（30.8%），財團法
人（22.0%）最少。在事務人員的需求上，以學術文化（25.6%）和財團法人（24.0%）
的需求比例較高，其餘各類組織的需求比例皆在 20.0±2%間。在服務人員的需求
上，以醫藥衛生（33.3%）和社團法人（27.9%）的需求比例最高，其次，是社
福慈善（26.7%）和財團法人（18.0%），學術文化（7.7%）和社會團體（6.7%）
最少（表 5）。
依據組織類別的差異來看，在主管人員、和事務人員部分，都以財團法人提
供的數量最多，都各有 12 個家次，社團法人也各有 8 個家次，社會團體，則各
有 6 個和 3 個家次。在專業人員、和服務人員部分，都以社團法人提供的數量最
多，各有 15 個和 12 個家次；財團法人也各有 11 個和 9 個家次，社會團體，則
各有 5 個和 1 個家次（表 5）。
以組織屬性的分布而言，無論是主管人員、事務人員、專業人員、或服務人
員，全都以社福慈善組織聘僱的數量最多，提供職缺的家次，分別有 16 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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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11 個和 16 個個家次；其次，是學術文化組織，各有 9 個、12 個、10 個和 3
個個家次；醫藥衛生組織，則各有 1 個、3 個、2 個、和 3 個家次（表 5）。
因此，由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整體來看，各類 NPO 組織對專業人員與主
管人員的需求比例，普遍較高。若以提供聘僱職缺的家次分析，則以在組織屬性
為財團法人與組織類別為社福慈善的這兩類 NPO，都比其他兩類高；其次，是
組織屬性為社團法人與組織類別為學術文化這兩類；社會團體與醫藥衛生最少。
表 5 調查結果之所需人員職稱有 : 1）主管人員有董監事、顧問、執行長、
專督、行政主管、總幹事、專案經理、秘書長、社工主任、行銷部門主管等；2）
專業人員有執行秘書、專業經理人、會計、資訊人員、專員、培訓人員、專職管
理人才、救難隊員、企劃人員、節目企劃、研發倡議或研究人員、導覽員、營養
師、護理師、社工；3）事務人員有電訪員、企劃助理、行政人員、品管人員；4）
服務人員有青少年事工執行人員、保育員；5）其他人員：指有酬志工、因應組
織規模及需求決定。
另外，由本研究調查顯示，有人力聘僱需求的 NPO，在招募上最感到困難
的職別中，以「專業人員」最高有 44 家次，其次是「主管人員」，有 23 家次。
顯示，專業人員與主管人員是 NPO 最需要協助招募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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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NPO 聘僱 55 歲以上支薪人力的職別分布（單位：家）
組織類別

調查項目

目前

專職

聘僱

人員

人員

兼職

職別

人員

( 可

合計

複選)

家次

組織屬性

社會

社團

財團

學術

社福

醫藥

團體

法人

法人

文化

慈善

衛生

N(%)

N(%)

N(%)

N(%)

N(%)

N(%)

83(55.7)

12(44.4)

22(56.4)

49(59.0)

37(56.9)

42(56.0)

4(44.4)

66(44.3)

15(55.6)

17(43.6)

34(41.0)

28(43.1)

33(44.0)

5(55.6)

149(100.0)

27(100.0)

39(100.0)

83(100.0)

65(100.0)

75(100.0)

9(100.0)

26(24.1)

6(40.0)

8(18.6)

12(24.0)

9(23.1)

16(41.0)

1(11.1)

31(28.7)

5(33.3)

15(34.9)

11(22.0)

12(30.8)

16(41.0)

3(33.3)

23(21.3)

3(20.0)

8(18.6)

12(24.0)

10(25.6)

11(18.3)

2(22.2)

22(20.4)

1(6.7)

12(27.9)

9(18.0)

3(7.7)

16(26.7)

3(33.3)

6(5.5)

0

0

6(12.0)

5(20.5)

1(1.7)

108(100.0)

15(100.0)

43(100.0)

50(100.0)

39(100.0)

合計

主管
人員
專業
未來

人員

聘僱

事務

人員

人員

職別

服務

( 可

人員

複選)

其他
人員

0

合計
家次

60(100.0)

9(100.0)

說明 : 其他人員是指有辦活動才聘僱的臨時人員、有支領車馬費之的志工。

（三）未來三年願意聘僱銀髮族的原因
由表 6 顯示，72 家在未來三年內願意聘僱支薪銀髮人力的 NPO，其願意聘
僱的原因中，主要原因是「希望運用高齡者經驗與能力」，共 52 家次；其次是
「高齡者勤奮、努力、珍惜工作機會」、「高齡者忠誠、流動率低」分別有 36、
38 家次；但也有 32 家次是因為「有適合工作，無關年齡」；而有 24 家次基於
「僱用高齡者為社會責任」；因為「配合政府雇用政策」、「政府有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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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別有 16 和 12 家次；因為「人事成本低」的只有 8 家次；另有 5 家次則選「其
他」原因為「解決高齡化問題」、「聘任社工不限年齡」、「以具備本會需要之
專業知能為優先考量」、「工作為兼職之督導」、「熱忱有時間」等（表 6）。
表6

NPO 未來三年願意聘僱銀髮族的原因（複選）單位：家次

未來三年願意聘雇銀髮族原因 （複選）

次數

％

1.希望運用高齡者經驗與能力

52

23.3

2.高齡者勤奮、努力、珍惜工作機會

38

17.0

3.高齡者忠誠、流動率低

36

16.1

4.僱用高齡者為社會責任

24

10.8

5.有適合工作，無關年齡

32

14.3

6.人事成本低

8

3.6

7.配合政府雇用政策

16

7.2

8.政府有獎勵措施

12

5.4

9.其他

5

2.2

223

100

合計

說明：1.其他 : 熱忱有時間、工作為兼職之督導。2.本題作答 NPO 數為「未來
三年願意聘僱之 72 家 NPO」。
整體來看，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願意聘僱銀髮人力的 NPO 其主要是基於
高齡者本身經驗能力、敬業與專業知能等銀髮族的職業優勢表現，可見受訪 NPO
對銀髮人力聘僱的正向看待。
至於，139 家不願意聘僱銀髮人力的可複選原因中，其主要因素為無合適工
作（74 家次） ，而因為無預算、無職缺、無新的需求、皆為志工這四項共 65
家次，顯然只因組織本身沒有人力需求而與年齡無關；其餘為體力健康問題（16
家次）、僱用成本較高（10 家次）、溝通不易（9 家次）、專業知能限制（7 家
次）、組織面臨高齡化（6 家次）。僅少數問卷（3 家次）於其他欄提及：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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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配合活動辦理，年輕主管恐有溝通倫理上疑慮、年輕人應徵踴躍且較具創新力，
會優先給予機會、過去聘僱經驗會倚老賣老等負向因素。

三、NPO 對銀髮人力培訓的現況與需求
以下分別從 NPO 對銀髮人力進行培訓的比率，與對政府提供就業服務或職
業訓練的需求，進行調查結果分析，以了解其人員培訓現況與需求。
(一) 培訓現況
由表 7 顯示，在 211 個有效樣本中，對銀髮人員進行培訓的 NPO 有 37 家，
僅占 17.5%。統計顯示未提供培訓的 174 家 NPO 在可複選的原因中，主要是因
為並無聘僱 55 歲以上新進人員，共 88 家次。其次，因為「目前無此規劃」有
65 家次，而「沒有辦訓需求」的有 23 家次，其他 6 家次則大多是欠缺經費，或
會員均為義工（不需要培訓）。
分析其在組織類別的差異，有培訓銀髮支薪人力的 NPO 中，財團法人 16
家，占 43.2%；社團法人和社會團體，則分別有 11 家（29.7%）和 10 家（27.1%）。
從組織屬性分析，以社福慈善組織最多，共 22 家，占 59.5%；其次，是學術文
化組織，共 11 家，占 29.7%；醫藥衛生組織最少，有 4 家，占 10.8%（表 7）。
（二）培訓需求
在培訓需求方面，依據組織類別的差異來看，財團法人有 6 家需要政府就業
服務，社團法人和社會團體，則分別有 5 家和 4 家。至於，需要職業訓練協助的
則以社團法人的 5 家最多，社會團體有 3 家，財團法人僅有 2 家。以組織屬性的
分布而言，無論是就業服務協助或職業訓練協助，都以社福慈善組織的 10 家和
8 家最多，學術文化組織的兩項協助需求，各有 3 家和 2 家，而醫藥衛生組織僅
2 家需要政府的就業服務協助。另有兩家社福慈善類社團法人在就業服務與職業
訓練兩方面都需要協助（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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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NPO 對銀髮人力培訓相關資訊（單位：家）
組織類別

組織屬性

調查

合計

社會

社團

財團

學術

社福

醫藥

項目

N(%)

團體

法人

法人

文化

慈善

衛生

n(%)

n(%)

n(%)

n(%)

n(%)

n(%)

37(100.0)

10(27.1)

11(29.7)

16(43.2)

11(29.7)

22(59.5)

4(10.8)

15(55.6)

4(57.1)

5(41.7)

6(75.0)

3(60.0)

10(50.0)

2(100.0)

10(37.0)

3(42.9)

5(41.7)

2(25.0)

2(40.0)

8(40.0)

0

2(7.4)

0

2(16.7)

0

0

2(20.0)

0

27(100.0)

7(100.0)

12(100.0)

8(100.0)

5(100.0)

20(100.0)

2(100.0)

有培訓新進銀
髮人員的 NPO
就業
服務
NPO

職業

需要

訓練

協助

就服

事項

職訓
合計
家數

整體來看，本研究有 27 家 NPO 回填需協助事項。由統計結果顯示， NPO
在培力方面的協助需求，以提供就業服務的 15 家（55.6%）最多，其次，是職
業訓練有 10 家（37.0%），另有 2 家（7.4%）則兩種都需要協助。

四、NPO 對推動銀髮勞動力政策的意向
從 NPO 協助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意願，能夠提供哪些具體協助，以及對
政府的政策期待，本研究試圖了解 NPO 需要的協助與政策建議。
(一) 可提供的協助
在 62 家 NPO 願意協助推動銀髮勞動力的作為中（表 8），以「協助宣傳促
進銀髮就業概念（彈性工時、無年齡歧視）」最多，有 37 家次（27.4%），其次
是「建立地區性的銀髮勞動力的資料庫」、「提供銀髮族教育訓練資源（師資場
地）與媒合服務」，各有 23 家次（17.0%）、「拓展新的服務業務，提供銀髮族
工作機會」有 22 家次（16.3%）、「進行職務再設計，發展創新高齡者就業機會」
有 12 家次
（8.9%）
、
「活用網際網路蒐集銀髮勞動力的就業情報」有 10 家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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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求職求才網之改善與充實」有 8 家次（5.9%）。表
8 其餘細項顯示，不同組織類別與組織屬性對推動銀髮勞動力可提供的協助。可
見，在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上，在促進銀髮就業概念（彈性工時、無年齡歧視）
的宣傳上，是最多 NPO 表示能夠做的貢獻。
表8

NPO 對推動銀髮人力發展可提供的協助（單位：家次）

組織類別
NPO 可提供的協助

合計

(可複選)

N(%)

組織屬性

社會

社團

財團

學術

社福

醫藥

團體

法人

法人

文化

慈善

衛生

n(%)

n(%)

n(%)

n(%)

n(%)

n(%)

建立地區性銀髮勞動力的資
料庫

23(17.0)

6(15.4)

10(17.9)

7(17.5)

4(13.8)

16(18.2)

3(16.7)

提供銀髮族教育訓練資源與
媒合服務

23(17.0)

6(15.4)

9(16.1)

8 (20.0)

4(13.8)

14(15.9)

5(21.7)

活用網際網路蒐集銀髮勞動
力的就業情報

10(7.4)

3(7.7)

5(8.9)

2 (5.0)

1(3.4)

7(8.0)

2(11.1)

協助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求職
求才網之改善與充實

8(5.9)

4(10.3)

2(3.6)

2 (5.0)

2(6.9)

5(5.9)

1(5.6)

拓展新服務業務，提供銀髮
族工作機會

22(16.3)

6(15.4)

9(16.1)

7(17.5)

4(13.8)

13(14.8)

5(27.8)

進行職務再設計發展創新高
齡者就業機會

12(8.9)

3(7.7)

7(12.5)

2(5.0)

4(13.8)

7(8.0)

1(5.6)

協助宣傳促進銀髮就業概念
（彈性工時無年齡歧視）

37(27.4)

11(28.2)

14(25.0)

12(30.0)

10(34.5)

26(29.5)

1(5.6)

合計家次

135(100.0)

39(100.0)

56(100.0)

40(100.0)

29(100.0)

88(100.0)

18(100.0)

說明: N=62 家 NPO 願意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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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議
在 211 個有效樣本中，有 61 家表示無需求或沒意見，而對政府推動銀髮人
力發展提供建議的 150 家 NPO 中，以建議「獎勵/補助組織僱用銀髮族人才」者
最多，有 90 家次（32%），其次是「推動部分工時工作，讓銀髮族有漸進退休
機會」，有 60 家次，「建立銀髮族人才資料庫」和「提供銀髮族人才的教育訓
練」各有 45 家次、「協助組織進行職務再設計與改善工作環境」有 32 家次、「協
助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求職求才網之改善與充實」有 8 家次（表 9）。另有 7
個家次在「其他」選項中表示: 「本會無營利行為」、「本單位人員均為義務職」、
「無資金可僱用用人員」、「參考新加坡銀髮族工時設計」等（表 9）。故以建
議總次數來看，本研究以提供政府建議的 NPO 家次統計顯示，以社福慈善組織
的 159 家次和財團法人的 139 家次最多 （表 9）。
表9

NPO 對推動銀髮人力發展的政府措施建議（單位：次）
組織類別

組織屬性

建議措施

合計

社會

社團

財團

學術

社福

醫藥

(可複選)

N(%)

團體

法人

法人

文化

慈善

衛生

n(%)

n(%)

n(%)

n(%)

n(%)

n(%)

45(16.1)

6(12.5)

8(8.5)

31(22.3)

16(17.0)

24(15.1)

5(19.2)

45(16.1)

4(8.3)

15(16.0)

26(18.7)

13(13.8)

26(16.3)

6(23.1)

90(32.3)

23(47.9)

31(33.0)

36(25.9)

35(37.2)

48(30.2)

7(26.9)

32(11.5)

2(4.2)

15(16.0)

15(10.8)

8(8.5)

22(13.8)

2(7.7)

60(21.5)

10(20.8)

20(21.3)

30(21.6)

19(20.2)

36(22.6)

5(19.2)

其他

7(2.5)

1(2.1)

5(5.3)

1(0.7)

3(3.2)

3(1.9)

1(3.8)

建議總次數

279(100.0)

46(100.0)

94(100.0)

139(100.0)

94(100.0)

159(100.0)

26(100.0)

建立銀髮族人才
資料庫
提供銀髮族人才
的教育訓練
獎勵/補助組織
僱用銀髮族人才
協助組織進行職
務再設計與改善
工作環境
推動部分工時工
作讓銀髮族有漸
進退休機會

說明 : N=150 家 NPO 有勾選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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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質化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問卷抽樣調查之後，進一步從納入調查對象的各類別 NPO 中，選
取七家進行個案訪談，藉由各 NPO 運用銀髮人力的實務經驗，深入了解其對推
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觀點與建議，並嘗試從中探索其推動銀髮勞動力的發展模
式。
NPO 個案訪談大綱（參見附錄四）共有七道問題，此外，針對受訪個案中
三家承接勞動部銀髮人才培力計畫的 NPO，再加一道與培力計畫相關的問題，
共八道問題。以下將依據訪談大綱的問題順序，將各 NPO（分別以 A-G 七個代
號表示），對各個問題的相關回應，進行條列式的摘要整理。

一、人力運用的現況為何？ 例如：常見的員工離職原因是？穩定留
任的有酬員工的特質為何？
(一) 人力運用的現況
(A) 原有全職員工 2 人，培力計畫新進全職人員 12 人，僅 1 人未滿 55 歲，共
14 位員工，12 人為銀髮族。
(B) 原有全職員工以社會服務或慈善需要的社工或照顧服務人員為主；共 49 人，
55 歲以上者僅 6 人（其中有 3 名主管），銀髮培力計畫進用了 75 人中，
有 67 位銀髮族 （專管 6 人，部分工時者 60 人、）， 其餘皆為 55 歲以下。
(C) 銀髮培力計畫共錄用 45 人，目前留任的 30 人，含部份工時、兼職和全職
者都有，另有志工 35 人。
(D) 專職 16 人，兼職 5 人，其中有 15 位是 54 歲以下的專職人員。年資超過十
年的員工約有三分之一。129 位志工中， 55 歲以上有 104 位，45 至 54 歲
有 15 位，44 歲以下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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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專職 18 人，兼職 3 人，其中有 14 位是 34 歲以下的專職人員。55 歲以上
者，專、兼職各 1 人。沒有志工。
(F) 專職人員 299 人，55 歲以上有 142 人；兼職 4 人，55 歲以上有 2 人。志工
54 人，55 歲以上有 49 人。2
(G) 專職人員共 17 人，企劃、美編還有一個研究專員，會計、執行長，平均年
齡未滿 40 歲，無 55 歲以上者，也未有兼職人員。志工二十多位，都是 55
歲以上。
(二) 常見的員工離職原因
(A) 有一個因為 paper work 太多，很鬱卒弄得很累辭職。
(B) 通常是個人因素（如：健康、照顧家人、生涯期待）或薪資福利或組織氛圍。
(C) 第一個是因為壓力太大，也有的是因為時間要被綁著。
(D) 通常離職的是服務時間比較短的，可能有進修計畫、出國，或是覺得 NPO
的工作性質跟他預期中的有一點落差，或者是有挫折感。
(E) 目前尚無離職員工。
(F) 我們流動率不高。離職原因可能是身體不好，有些疾病、年齡到了 65 歲說
要退休、

或是子女要求他回去不要再做了，或者幫忙帶孫子、或找到其

他收入多一點的工作，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沒有辦法滿足他。
(G) 因為我們很新，所以是零流動。
(三) 穩定留任的有酬員工的特質
(B) 穩定留任的有酬員工的特質多為著重尋求安定、單純的工作環境。
(C) 他們的特質都是有公益的心態，他走出來出發點是來社區服務的。

-95-

(D) 可能覺得工作讓他有舞台，或是覺得有成就感，熱忱也很重要。
(F) 他對這份工作很喜歡，可能從工作裡看到他的價值。另外一個就是他需要
錢。為了賺錢就忍耐，剛開始啦。可是一段時間後他看到自己對老人的重
要性，所以那時候的感覺又不一樣了，不是只是為了賺錢。還有對機構的
認同。
(G) 第一個就是他先認同本會理念的人。這些人都蠻有想法的人，我必須說也
要快樂工作，如果今天好像覺得做社福業的人就必須要賣命，所以他不應
該要有很好的報酬，但我覺得這是錯誤的。不能低，因為他自己不快樂服
務別人怎麼會快樂？薪資要合理的。自己的「自癒力」要先顧好，我覺得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要做事的人，他必須要真的是來做事的人，不是來混的!要有心啦。
他要願意學習，願意學習運動、營養知識，不同領域的學習。

二、銀髮人力（指：55 歲以上勞動力）運用的優勢、劣勢？
(一) 優勢
(A) 優勢比年輕人多得多，年輕人要經驗、挫折歷練，銀髮族要做馬上可以上手。
(B) 經驗豐富、（想工作且有意願者）工作穩定性高、韌性高。
(C) 忠誠度高，只要他認同他都聽你的，有成就感的事不吃飯不休息也沒關係。
(D) 他們（在專業上）的經驗是很重要的資產。
(E) 經驗豐富，去談事情的時候非常快速能夠進入到社區裡面；五十歲以後的
人都會有一些夢想、理念想要實踐；他的專業跟人脈資源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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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跟年輕人比較起來，中高齡者，比較懂得怎麼保護自己，在安全上我們比
較放心。跟現在年輕人比較起來他們是比較會吃苦耐勞的。留任率、穩定
性比較高。在這邊有同儕，彼此有歸屬感，彼此感情不錯的話。
(G) 我只能說有心都很好做事，不管甚麼年齡都是很棒的。
(二) 劣勢
(A) 對工作的速度要求有些會覺得跟不上，有些會閒話。
(B) 可能會體力不濟、應變力較弱、記憶力較差、容易固執、學習力也較慢。
(C) 中高齡進用最困難的是一直講以前，離職已經十年了，但還是存在著他以
前的觀念；你同時交待三件事情，他只會記住一件。
(D) 有一些比較資深的志工他們不會使用電腦。
(E) 我覺得這不是問題，而是看你怎麼培訓他。
(F) 劣勢就是體力的問題。年紀大，或多或少會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壓疾病影
響他的體能，然後還有就是對於一些新事務的學習能力，譬如操作電腦的
概念，他們會覺得頭很痛，就是操作上他們比較害怕這種接觸一些新的東
西，很害怕他們學不會。人年紀大或多或少都有固執面，比較執著，有時
要跟他溝通做些改變是比較困難的。你要灌輸他我們是一個服務的行業，
用一些服務的理念比較難，他們比較辛苦。接受新觀念的部分是比較困難
一點點的。
(G) 他們都已經四、五十年了，要改一個人的個性是很難的，你只能試著看怎
樣適合放在一起，如果有一些磨擦，到現在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三、在銀髮人力管理或跨世代人力資源管理的經驗？是否有培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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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經驗
(C) 中高齡朋友他們覺得喜歡在社區工作；你不能傷了他們的自尊，要有溝通
技巧；沒辦法融入到第三次請辭我們才讓他離開。發掘並運用他的一些優
勢，然後公開讚美他。銀髮族會忘記，我們很嚴謹用企業的管理模式在管
理我們的團隊。每個禮拜一有行動計劃、要寫報表，要求他們每個禮拜要
寫工作進度。
我們碰到很多志工運用的困難，他心情好就來，聽到一句話，他不爽就不
來。所以，志工隊雖沒有人力成本但也容易做一半；要再多花二、三倍的
時間去處理所有的善後收尾。因為我們有使命感、有願景來支撐，要花很
多時間跟他們相處，去了解他們的個性、喜好、興趣，安排他喜歡的工作。
(D) 我們有一個志工表格（教育、興趣、經歷等）讓他們勾選希望做的工作，再
去與他的專長媒合。志工年齡偏高，應是退休後比較有時間做公益服務。在
組織裡一定要有些比較資深、年紀比較大一點，事情的決策思考會更面面俱
到；年輕人有時候文字表達或溝通技巧落差，或許真的還是需要有一些社會
經歷的人來做一些引導，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E) 銀髮族是社區的群組，比較算是文化服務志工概念的人力資源運用。怎麼樣
可以讓他提出符合他的專業、經歷、人脈網絡的貢獻，然後給予適當的資源
跟時間上面的彈性，他比較不是專職的人力。
(F) 管理這個部分我比較強調尊重，因為他畢竟年長，尤其我們服務對象也是長
輩，所以每個人其實都需要被看重、被尊重，所以就是要很尊重他們。
我們很重視（在職訓練），因為你要不斷去學習，才能讓自己成長，觀念才
有可能做一些轉換。還會有多一點的關懷跟瞭解，瞭解不是只有他個人還包
括他的家庭，我要知道家裡面有沒有一些事情讓他一直擔心，沒有辦法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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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沒有辦法幫他解決問題，但我們知道他有這方面的問題，經常關心他，
問問他現在狀況怎麼樣。
我們要很清楚地告訴他這個行業的規範，要非常清楚甚至要舉一些例子，讓
他們很清楚地收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在跟他溝通時就要有一點技巧，因為畢竟他年長，只能說比較婉轉的告
訴他，這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我們應該要有的態度。
(G) 要改一個人的個性是很難的，你只能試著看怎樣適合放在一起，有一些磨擦，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團體合作協調的部分要有一些引導，所以每個月都有團督，來瞭解他們的困
難或是給他們一些新東西。
(二) 培力需求
(A) 我缺一位秘書長。
(B) 主要是強化科技運用、增長老人心理學方面的知識與技能。
(C) 第一批（進用人員）規定要會網路，要 EXCEL，POWERPOINT， WORD，
這 3 項。
(D) 有些投入 NGO 的人是有熱忱，但是管理過程中一定要自己再去學習，或是
有人來指導經營管理，這非常重要。
(E) 銀髮族很難變成人力資源，除非你要培養的是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中的人力，
支持他讓他去帶這個組織永續發展，比較像是文化服務的志工。
(F) 早期因為我們個案量也不多，服務人力也不多，所以我們從一些發生的事情
去累積經驗。後段因為我們人數增加，所以很突顯了管理的需要。
(G) 每個月都有團督，來瞭解他們的困難或是給他們一些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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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了增加銀髮族群的就業機會，貴單位的具體作法是？
(A) 第一，銀髮族不是負債，是一大塊資產。臥虎藏龍在哪裡？要先把這個找出
來，整合之後還要有出路，我們組織就收集更多讓銀髮族活絡起來的出路。
第二，我就鎖定 long stay 和 mini long stay 二大塊，明年就要推這個。
第三，要開一些座談會、論壇，我從地方性、區域性慢慢擴大。涵蓋很多銀
髮族關心的議題，做倡議、招商…。
以創造就業模式的角度來講，long stay 去創造就業除了那些接待的人、親善
大使，也要很多工作人員。
(B) 我們的做法是：
1.倡議銀髮勞動力再運用之必然趨勢，提供專管時薪人力。
2.提升社區銀髮在地需求的能見度，培力銀髮需求所須具備之專業知識技
能。
3.強化銀髮族群面對老年化社會之省思與覺醒。
4.發展滿足需求之工作模式及 SOP。
5.聯結社區組織團體運用銀髮族群之機會。
我們跟合作銀髮培力計畫的六個協會，分別各做各的一些試辦項目。在過
程裡，試著找出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將來慢慢發展成社會企業。
(E) 衛福部希望在台灣每一個鄉鎮都能夠推出日間托老或者長照中心，我就運用
外部的人力，比較算是外部連結合作的模式，以協力伙伴的方式去和中高年
齡合作，而不是放在組織內。因為中高年齡他們更需要工作時間的彈性，他
不想要被綁在一個組織，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要不就是專案合作，要不就
是自己創一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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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針對我們服務品質提升這一塊，如果有一些優秀的退休督導員他可以回來，
我們有新進人員的時候他就從頭開始帶新人，把他以前做好的那種經驗能傳
承下去，或者是引導他們怎麼看待我們的職務。我們對求職者向來沒有年齡
限制。
(G) 「自癒力」種子講師，如果我們培訓長者當講師，他們為什麼不可以收領取
鐘點費？你現在去社區辦這麼多的活動，他們同儕跟同儕之間講，效果反而
更好。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體驗、自己的改變，自己講出來，舉例可能更實際
一點，一千也好、八百也好應該都是可行的。

五、具有那些特性的非營利組織會比較容易推動「新聘僱模式」？
或比較有就業機會的潛力？
(B) 非營利組織除了因量的增加需增加人手外，組織必須是一個有清楚願景與使
命的外展型的組織，才有推動所謂「新聘僱模式」或提供就業之機會；而外
展型的組織多半也是學習型的組織。（依 Peter Senge 所言，所謂學習型的
組織具有五特性：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
統思考。）
(C) 有目標、有方向、有遠景的 NPO。
發展協會比較有可能，你不要找社區關懷據點，不要找銀髮俱樂部，因為社
會局馬上伸手說你不可以出來做生意。
（社區 NPO 可能有潛力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地經濟，我們發現在宅老化是我們的生意。
(E) 比較是要往那個社會企業發展的組織。
我覺得是社福型的，因為社福型的服務對象通常規模都很大，所以他們面臨
的永續經營需要的資源更大，以前可能靠的都是政府的資源，或是社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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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的服務對象越多的時，政府給你的資源會越來越少。小額捐款也常是
變動的，企業捐款更不穩定。他勢必是要做社會企業的。
(F) 有業務拓展潛力的。
(G) 要可以有培訓跟鼓舞銀髮族的能力。因為我個人是蠻相信個人的潛能開發，
所以回到有心。要比較不是傳統式的，我覺得要比較有 facilitate 這樣的概念
來推動，他會比較讓人動起來，心一動要做什麼事都不難。
新聘僱模式就是我們培訓的「自癒力」教室種子講師，他是可以一個小時八
百、一千我覺得他都是要可行的。必須要有一個場域或是一個單位，他要創
造出這樣的品牌，讓人家來，所以他就會付 50 塊、30 塊的講師費，我覺得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的幼兒園服務模式就可以回歸到市場面，如果不加在幼兒園的車馬費，
那就回到家長的學費上，有可能是家長付一點，幼兒園付一點，我覺得也有
可能。

六、哪些職業與職位會比較適合銀髮族群呢？ 比較需要補強的能力
或教育訓練需求？
(一) 職業與職位
(A) long stay 親善大使，銀髮族言之有物，有內涵，你要聘都聘不到。
很多博物館、美術館，解說員，用銀髮族更好！就是要他們講得有聲有色、
有內容、有內涵，味道完全不同。
國外很多地方的特產，這些售貨員就是銀髮族，他穿當地的服裝，可以講
故事，不是賣你東西就好了，銀髮族他做得很高興。
日本很多觀光地區要坐纜車，那些服務人員都是銀髮族。

-102-

(B) 曾擔任中高階管理者較適合擔任顧問、教練或導師；如財力充裕者可擔任
創業天使基金之成員。
以發展解決銀髮族群（年齡特性）所需之工作為主，如發展陪伴（包括陪
伴就醫）業務型態。
(C) 一些高階的主管，或許可以當顧問。
(D) 這些在各個領域上有專長跟經驗，會是比較屬於指導性或督導性的角色居
多，他或許不是 fulltime 的人。
(E) 年輕人他好用是因為體力好、可塑性強，而且他有最新的現在面對市場的
能力跟應變的能力，可是他缺少人脈、關係、經驗、經歷。一個非營利組
織裡面中高年齡人力的運用，你要協助的是他怎麼樣去貢獻一個組織和帶
領年輕人。
(F) 送餐服務、居家服務我覺得這是他們可以做的。如果是用 part-time 的話，
我覺得送餐服務。不過也是很辛苦，因為他們有時間，所以我們就是中午
跟傍晚能夠幫忙送，大概一個人一次出去送十五個便當。
(G) 幼兒園我覺得很適合，「自癒力」中心講師我覺得也很適合，因為幼兒園
小朋友沒有心機，所以你也不用防範什麼，你也可以很自然地表現你自己
的樣貌，所以你不會那麼緊張壓力。有一群人他對健康很有熱衷，他願意
分享健康。很多人有特殊技能，他可以回職場去當顧問。
(二) 需補強能力或教育訓練
(A) 我現在在栽培銀髮族生態、文史等方面的知能。
(B) 主要在於觀念的釋放。要有「世易則時移，時移則備變」的觀念， 不要陷
入自己經驗的迷宮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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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一個人員基礎能力要會網路，基本的網路文書，會上台做簡報、會說明、
會表達。
要培養的是社區發展協會中的人力，你支持他讓他（銀髮族）去帶這個組
織永續發展。其實像這樣比較像是文化的服務志工。
很多的非營利組織他在幫助這些弱勢的孩童裡面都是用志工，可是透過我
們的資源整合時，他現在幾年下來可以聘到五十一位社區的全職的人力。
你在那邊點一把火的時候，那時候火已經開始，然後每一個人就開始運用
這種方式在整合或是在找他永續的出路。
(E) 如果說你提供的是照顧工作，那當然是照顧知識跟技術。然後我覺得很重
要的一個是溝通的技巧，尤其因為我們對人工作，所以那個溝通很重要。
(F) 還是引導，我覺得這是台灣傳統教育的問題。你的引導模式是蠻重要的關鍵。

七、對促進銀髮人力運用的建議：分別給政府、銀髮求職者、企業的
建言
(一) 政府
(A) 我才知道，跟政府報帳這麼麻煩。
這麼多審查委員審查我的計畫，既然通過就授權讓我做，雖然可以了解為
什麼要有這麼多規定和程序，但就花費很多時間。因為（核銷）一層又一
層。最好是我整個計畫是這樣，我要做到這樣，你到時候一個月，三個月
或一季，跟我檢核成果。
推動 long stay 需要的資源協助，最快的要有民間的投入，政府一定要有政
策的配合，因為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 long stay，跟一般旅遊不一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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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馬上可以做的第一個，公家很多工作不一定要年輕做的，譬如國外很多
博物館、美術館解說員，銀髮族更好！所以這些公家的博物館就可以釋出。
(B) 每件事情都變成為了規範而規範，他的彈性就變小，要切割，就是有專法。
核銷也有問題，以前說核銷是沒有自籌的概念，現在要求都自籌。
政府真的是很有心做事，我很承認，而且我也看到這些北分署的年輕孩子
們，也很用心，很感動！可是他們被制度綁住了。訂這個制度怕圖利他人。
政府就是要圖利他人，你就要圖利老百姓，每個人啊！對企業來講，你要
給他誘因，那它就可以延緩你的退休，你還可以繼續做，在我的企業裡面
我可以安排什麼樣的工作。那人家會問說：那你不是排擠年輕人嗎？那這
個就是大問題了。我覺得 convince 企業應該是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用銀髮
人力對我來講有什麼好處。
(C) 我們發現中高齡朋友真的是喜歡到社區工作。有沒有辦法在社區給知識工
作者找工作機會？他們願意留在社區，這就是勞動部和我們國家努力的方
向。在社會行政的概念，我們碰到困難，他覺得你這裡不能賣東西，因為
你這是社區關懷據點。所以不能經營社會企業，所以社會局對社會企業的
概念非常模糊，這是我們很大的挑戰。要來教育 NPO，讓關懷據點學習如
何經營社會企業。政府主管機關能不能跨部門整合，不是勞動部做自己的，
社家署做自己的。
健康老人很可憐，因為募不到錢，政府幫助是失能會插管的，洗腎健保就
花了 350 億，但是他卻沒看到健康的老人要讓他延緩老化才是根本。有教
授講說，北歐國家是把社會福利用社會企業在經營，我們台灣是把社區服
務用社會福利在經營。所以國家的錢一直在燒，你看到的是一直在減少，
但是大家還沒覺醒，當事者還一直在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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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們雖然是非營利但是我們整個資金要妥善運用。因為管理也是需要人有
經驗的，NPO 的管理真的是一門學問，我真的是需要管理專業的人才。
建議勞動部做一個人力資源的媒合平台，尤其是銀髮族，五十五歲以上的
勞動力，一種人力資源的媒合平台，讓這些退休之後還有意願貢獻自己專
業的人，把專長放在上面，那需要的人也可以很明確看到，甚至也可以中
間有一個媒合的資源（NGO、NPO）在那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才不浪費很好的人力資源。
(E) 政府各個部會看待高齡社會發展的時候，要定義清楚這一群的中高齡的角
色，他到底是一個使用者、還是受惠者、還是參與者？如果沒有定義清楚，
很難知道怎麼樣去運用這些中高齡。否則勞動部他要花很多的資源去創造
這樣的就業，可是其實是排擠掉青年的就業。
我覺得政府要想想辦法整合青年和中高齡這兩族群的人才。銀髮人力的再
運用就是要在地化，因為他就是在地的社區發展人才，或者他留在當地發
展的退休人員，你就要協助提供他發展組織的能力，給予適當的資源。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的，比如說像日間托老計畫，衛福部之前很少提供完
整的人力。你要先支持一個創業家，然後支持他去組成團隊。一般的非營
利組織要去符合勞動部的規定，管得相當相當的繁瑣。
(F) 我覺得就整個勞動署來講，現在是勞動部。我是覺得他本身在這方面好像沒
有一個很好的全盤規劃，就是譬如說我們國人的就業狀況，你年輕人現在都
說他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可是你現在又要引進外勞，現在又要發展銀髮的，
那你到底是要什麼？到底應該幫助的是誰？
(G) 我們要去談這樣的方案（付給培訓的銀髮講師進行「社區健康講座」的鐘點
費），跟政府談就很慢，非常慢。我們的「自癒力」教室活動，做這些人力
運用也好，志工培訓也好，是需要非常系統性跟結構性去一直持續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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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不是我做三個月，計畫沒了我就掰掰了，明年換人了就停了。就是要
有一定的信念確認，就是要一直堅持做這件事情，堅持做的過程必須要有一
定的檢討流程，所有事情還是出在細節裡，我們每一次活動都會檢討，每一
場兩個小時的活動完，一定會討論今天要改善什麼，所以你的教綱是不斷地
修，對那些銀髮族不管要運用、培訓他們，要不斷地微調跟修正。
(二) 企業
(A) 國外很多地方的特產，像日本地下街很多賣特產，他穿當地服裝，可以講
故事，不是跟你賣東西，銀髮族做得很高興。日本很多觀光地區要坐纜車，
那些服務人員都是銀髮族。
(B) 我覺得假如大企業要推動銀髮勞動力，他有基金會，自己就可以做。他們
有好的經營 know how、有錢，假設有盈餘的話，可以把這個投資支持在一
些 NPO 組織，創造雙贏。另外，工時觀念，譬如六十五歲或者是不到六十
五歲，你發現他真的沒有辦法在他現在的位置上達到預期的生產效能時，
可不可以找他一個能夠做的事，或是工作時間不一定要那麼長，可以兩個
人做一件事，但是基本上你的 SOP 或者你的經驗是可以夠 cover 的。企業
要有一個觀念的自覺，包含『人不會因為工作不同而價值不同』。這個很
難，在台灣太難了。
(F)

勇於接納並尊重銀髮勞動力。

(三) 銀髮族
(B) 我深深覺得銀髮人才第一個要自覺，就是「你要讓人家覺得我老可能是年紀
大一點，我體力可能不如你，但是其他都未必」，有這種自覺才有機會學習
新東西，能夠學習新東西，才有機會再有不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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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是因為在 NPO 組織我可以接受。我要是沒有離開企業，我怎麼能接
受我一個部門的主管被降調去做一個副理或者是協理的工作，然後跟另外
老的兩個人做一個事，薪水打六折。根本是侮辱嘛！
(D) 在跟年輕人互動的時候，要自我提醒「他們的生活經驗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
我們這種銀髮年長的人自己要有個調適的空間。
(F)

健康開放的心態、不計酬勞、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八、參與培力計畫的動機，以及參與計畫對貴單位的影響與建議
(一) 動機
(A) 我想說它（AARP）的會員怎麼會那麼多？一定有什麼誘因讓那麼多人參加，
我去參加了解原因。慢慢從中間得到一些啟示，也許 AARP 可以做一個很
好的 model，把它應用在台灣，這就是我的動機。
(B)

尋求銀髮族就業之機會，提供銀髮族收入來源，解決經濟需求。

(C) 我們的發起人和理監事都有社區服務的概念，也有職業服務的概念。社區
銀髮人力非常充沛，在地有很多年輕的老人非常能幹，大概百分之八十是
知識工作者，百分之二十是從軍公教退下來的。除了志工服務外，以中長
期來講，協會的永續經營是不是還可以有些更有經濟價值的事情跑出來？
發現我們社區的中高齡朋友很喜歡我們的健康資訊活動，開始想「是不是
可以把這樣的模式複製到其他的社區？」，開始有拓點的概念。
(二) 影響
(A) 這個計畫，幫我一個很大的忙。就像一夕之間就轉大人。我做銀髮族就是
想跨出去，自身都難保要怎麼辦？還好因為這個計畫，我把餅做大，最主
要是我可以用人，能夠製造產能。我有一些 idea 還沒 carry out，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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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在有 12 個，就是因為培力計畫。例如，現在有請一個人建立網站，
網路的力量很大，號召力很強。這不是一筆小錢，現在至少看到一點光。
(B) 本基金會成立已 13 年，參加這個計畫有助於本會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嘗試，
從中重新思考本基金會之定位。
(C) 要複製我們社區經營成功經驗的時候，想要慢慢來，剛好勞動部的計劃進
來了，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個計劃對我們的益處非常大，太棒了。
我們現在人員會上台作簡報、會說明、會表達，已經學會怎麼樣去找名單、
列名單、要怎麼打電話、預約、去約訪、怎麼到現場去做倡議宣導。這個
培力計劃幫助據點能力的提昇，原本想說三三計劃（志工管理辦法）要做
三到五年，用這個計劃以後，我一年就完成了。不過， 有些志工覺得我做
事情都沒錢領，讓有領錢的人去做，志工就不動了。需要去化解有酬職工
和無酬志工間的衝突。

九、訪談結果與發現
以下將訪談的結果與訪談發現加以彙整。
(一) NPO 對促進銀髮人力運用的具體建言
1.

政府部分

(1) 法規修訂
I.

以專法規範的 NPO 承接政府計畫的帳務核銷
政府法規的防弊設計，對於人力精簡的 NPO 而言，深感負擔的沉重，建議
以訂定專法來鬆綁。

II.

對 NPO 拓展商業模式的政策配合、輔導與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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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long stay 的資源整合、NPO 商業經營的法源依據；方案補助（例如
銀髮講師的鐘點費給付）等。
III. 銀髮人力聘僱補助
本研究問卷調查中，NPO 對政府最期待的銀髮人力的政策是「獎勵/補助組
織僱用銀髮族人才」。
(2) 觀念釐清
I.

推動銀髮就業必須有系統性、結構性、持續性。建議確認社會價值與信念，
作好完整與全盤規劃，且在執行過程中不斷檢討與修正。

II.

提出數據釐清青銀共創世代融合的社會如何善用銀髮人力， 排除社會對銀
髮就業政策的疑慮。

III. 借鏡北歐國家用社會企業在經營社會福利，調整我國現行以社會福利來經營
社區服務的思維。
IV. 增加各種讓健康老人延緩老化的政策補助，例如，參與社會或再度就業等。
(3) 部會整合
社政單位對社會企業的概念，是 NPO 發展社企很大的挑戰；建議政府教育
NPO 學習如何經營社會企業。
(4) 執行建議
I.

協助 NPO 導入經營管理專業人才
建議勞動部針對銀髮勞動力，為 NPO 建置管理專業人才的供需媒合平台。

II. 以“用銀髮人力對企業經營有哪些好處”來說服企業進用。
III. 給予適當的資源，推動 NPO 在地化發展組織的能力及銀髮人力的再運用，
整合青年和銀髮族這兩族群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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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透過政策及輔導支持銀髮族創業家，組成團隊開創自己的事業。
2.

企業部分

(1) 開創運用銀髮人力或銀髮產業的創新思維與商機，促進銀髮就業。
(2) 大企業可以投資支持一些 NPO 組織，創造青銀雙贏。
(3) 企業需有彈性工時觀念與工作設計，勇於接納並尊重銀髮勞動力。
3.

銀髮族部分

(1) 銀髮族群要自覺可以持續參與社會與再就業的潛能及益處，才有機會學習新
事物，積極思維與發展。
(2) 隨著時代變遷，青銀互動時要正視世代差異並學習調適。
(3) 用健康開放的心態面對晚年生活與就業機會，尋求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二) NPO 促進銀髮族就業機會的實務運作
依據訪談內容，將各 NPO 在促進銀髮族就業機會的作為，簡要摘述如下:
(A) 由協會銀髮族幹部前往國外招攬銀髮族群來台旅居，開創新商機引進國外銀
髮族來台 long stay 或 mini stay，媒合銀髮族擔任在地嚮導與文化親善大使。
(B) 藉由計畫經費聘僱大量短期人力，嘗試多方探索 NPO 發展社會企業的業務，
以永續聘僱銀髮人力。
(C) 從 NPO 的社區服務業務，擴展社區在地工作機會，並將發展模式推展至其
他社區，延展社區資源集結結盟。從社區關懷據點發展銀髮族共同消費商
品經銷，結合社會企業以培訓社區商業經營人才，資助居家服務員的培訓
以發展居家服務業務。
(D) 具專業服務的醫藥衛生類 NPO，在政府大力宣導社會企業後，開始思考從
事與 NPO 本身專業相關的商業活動經營的可能。
(E) 輔導陪伴協助社區永續發展。導入社區聘用人力的創新策略，協助社區找
到自己發展的特色（文化活動生態導覽、文創商品、深度旅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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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吸引年輕人返鄉工作，或是把工作交由社會企業的
青年去服務，或是創造中年就業機會（尤其偏鄉社區老化相當嚴重須立即
倡議及提出解決方案）。
(F) 由幾位企業家創立非宗教性的地方慈善組織，主要是以承辦政府居家服務、
日間照護、送餐等老人服務工作，以及兒童照顧等社區福利服務為組織業
務內容，因長期經營成果屢受肯定，逐步擴大服務範圍而持續增聘人力。
其中，人力聘僱數最大的為居家服務員，其中，又以 55 歲以上銀髮族所占
比率也最高。其低階主管與居服員之間年齡存有世代落差，可貢獻其跨世
代的經營管理經驗，與社區其他公益團體從聯誼到結盟合作，定期集會，
相互支援，發揮集體力量推動社區服務，且結盟範圍亦持續擴增。能連結
多家 NPO，進行資源整合為其經營之一大特色。
(G) 由幾位中小企業家創辦，以推動銀髮族自我健康管理課程為核心，成立僅
2 年的慈善組織，組織經費主要由董事會成員的企業捐款負擔。目前培訓
幼兒園志工也由組織發放車馬費，以推展其核心概念為宗旨，尚未有商業
收費模式，但其內部人員訓練與組織的經營管理，頗具效率，活動內容亦
具有商業模式發展潛力。

(三) 訪談發現整理
1.

NPO 主要經營者的專業背景，對 NPO 業務推展的方向有極大影響
企業管理背景的 NPO 經營者，較具擴展服務範圍與商業化經營的能力，傾
向朝財源自主的方向努力；社福體系專業背景者，經營理念相對較為保守。

2.

較有就業機會潛力的 NPO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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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楚目標、方向、遠景與使命的外展型 NPO，比較是往社會企業發展的
組織，例如，社福型 NPO 的服務對象通常規模較大，面臨永續經營需要較
多的資源；要可以有培訓跟鼓舞銀髮族的能力。
3.

比較適合銀髮族群的職業與職位
職業: 服務或銷售人員，例如，long stay 親善大使、博物館解說員、地方特
產銷售員、售票員、服務員、送餐服務、陪伴就醫，幼兒園服務等。
職位:兼職的、督導或顧問、教練或導師、創業天使、可貢獻人脈、經驗、
帶領年輕人、以及銀髮族群產業相關工作等。

4.

比較需要補強的能力或教育訓練需求
社區經營，基本的網路、文書、簡報表達，生態文史，居家照顧的知識技術，溝通
技巧等方面的知能。顯示有些銀髮族執著於既有經驗與觀念的溝通方式，是職場運
用銀髮人力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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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討論
本研究針對我國非營利組織進行量化抽樣問卷調查以及質化訪談，希望了
解針對當前高齡化社會 NPO 組織對中高齡就業的看法與執行面，進而匯整對政
策面之相關建議。本章分為討論以及結論與建議兩部分，分述如下：
一、 「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排擠青年就業機會」的疑慮
本研究訪談的七位 NPO 負責人中，有三位直接表達此疑慮，其實，這也是
許多國家在推動銀髮勞動力過程中都曾面臨過的質疑。從文獻顯示，過去幾年，
美國、英國、韓國與我國都曾就這個議題進行過大規模的研究（Minton, Pickett, &
Dorling, 2012; Gruber et al., 2009; 楊靜利、林沛瑾，2012）。這些依據大量經濟
數據所做統計研究的結果顯示，這個疑慮並不成立。例如，國內外就此相關議題
的研究結果顯示：
(一) 推動銀髮勞動力的緣起，是基於國家整體勞動力供給不足（經建會，2005）、
彌補缺口的考量，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對策，並非爭奪青年就業機會。
(二) 青年就業機會的多寡，主要受整體社會經濟景氣影響，看不出其與增加銀髮
勞動參與率之間的相關性（Minton et al., 2012）。
(三) 銀髮與青年族群在職業選擇上，呈現世代差異，世代間在職場上的相互替代
性低，僅少數職缺會有競爭（楊靜利、林沛瑾，2012）。
(四) 美國針對跨國社會安全法案和退休的研究報告指出（Gruber et al., 2009），
並無證據顯示增加老年人就業，會減低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同時也無證據顯
示，增加老年人的就業會增加年輕人的失業率。
總之，透過促進高齡者就業，對於高齡者本身經濟能力的維護、國家財政負
擔減輕、稅收來源、及未來高齡產業的消費能力、及減少疾病與健康支出等，將
有所助益，歐洲稱之為雙贏策略（周玟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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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年齡歧視也是各國銀髮族群普遍面臨的主要求職障礙。若是只從立法
限制職場年齡歧視，成效極為有限。實務經驗顯示，不同年齡族群各有其生理功
能與社會角色的優勢，尤其，每個個體本來就有差異，而銀髮族個別的異質性更
高，因此，學者主張採行先進國家作法，以能力為選才條件而不以年齡為限，或
許是化解年齡歧視的有效作為（周玟琪，2011）。世代融合的職場聘僱模式，更
是各國努力的方向。
英國、新加坡與韓國等更是花費大筆經費，密集向全國民眾廣為宣導銀髮勞
動力的優勢，青年與銀髮族群代際人力融合運用的方式、優點與成功案例，印發
「雇主僱用多世代員工指導手冊」，以凝聚社會共識。本研究認為，以當前我國
社會仍對推動銀髮就業政策充滿疑慮的社會氛圍來看，這些破除社會疑慮以建立
共識的各種具體作為，益顯重要，建議政府列為優先執行工作。
面對高齡社會的發展，建議政府先界定清楚銀髮人力在勞動市場的角色，做
好全盤規劃，並提出數據釐清青銀共創世代融合的社會如何去運用這些銀髮人力，
排除社會對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將排擠青年就業機會的疑慮。

二、NPO 對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的普遍需求
過去有關 NPO 相關文獻指出（蕭新煌，1999；官有垣、杜承嶸，2005），
財務短缺與人才難求是許多 NPO 經營普遍面臨的兩大挑戰。經營者大多不具管
理專業背景，僅能從實務中摸索以累積經驗，隨著 NPO 組織規模的擴充、業務
量的增加，或尋求社會企業的轉型經營，NPO 對專業經營管理人才的需求，益
發迫切。此外，張谷銘（2011）對雲嘉南區「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研究也指出，
NPO 領導人乃扮演對進用人員培力與組織業務推展，能否成功協助勞工再就業
的關鍵角色。
可喜的是，文獻（許瓊文、楊雅婷，2007）也顯示專業銀髮貴族，退休後沒
有經濟壓力，喜歡投入能為國家、社會奉獻所長、有成就感具工作彈性的工作，
-115-

這些都與 NPO 的人才需求高度契合。然而，多年來，退休銀髮貴族僅局限於既
有人脈資源去獲得再就業機會，由此，本研究建議儘快為專業銀髮貴族與 NPO
之間建構專屬的人力媒合平台，以有效促進銀髮人才的運用， 裨益 NPO 的永
續經營，甚至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三、NPO 對銀髮人力的需求與運用的優勢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NPO 對銀髮勞動力的聘僱意願高。其中，財團
法人與社福慈善類別的 NPO，在目前已聘僱或未來的聘僱意願與需求數量都較
高，而未來三年有新聘意願的 NPO 中，社團法人可能是增聘幅度最大的 NPO。
這可能與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社團法人承辦了衛福部老人照護的相關業務，以致
對居家服務與社區照護等相關人力需求的大量增加有關，這或許反應出政府政策
對於 NPO 人力聘僱的重要影響，以及銀髮照護產業的未來就業潛力。尤其，這
部份的人力供給主要來自社區婦女，因此，協助 NPO 致力於社區照護服務，將
可有效提升我國銀髮女性勞動參與率。
在聘僱支薪銀髮人力的職別方面，整體來看，未來三年的聘僱需求與人才招
募困難，都以專業人員最多，主管人員居次。這可能是因為長期以來 NPO 的薪
資水準普遍低於政府與企業，且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認同 NPO 服務理念、富
有學習熱忱，進而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滿足，是 NPO 留任人員重要特質，這些條
件的限縮，可能使其在專業與主管人員的聘僱與留用上，更加困難。
然而，根據經建會（2005）人力發展計畫統計，預估人力需求在 2005-2015
年平均每年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短缺 4 萬 5 千人，基層人力不足達 33 萬人，而
中級人力趨於平衡，亦即基層人力與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都出現嚴重短缺現象。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在 NPO 組織普遍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是主管與專業人力。不過，
隨著社會對居家服務員整體需求量的增加，而居服員卻長期存在留任比例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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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當未來對於服務人員的需求量出現明顯增幅時，NPO 是否也將出現基層
人力的短缺或招募困難，值得關注與準備。
願意聘僱銀髮勞動力的 NPO 主要是基於希望運用高齡者經驗與能力，以及
勤奮、努力、珍惜工作機會、忠誠、流動率低等對於銀髮勞動力的諸多正向觀感，
由此，也意味著建構社會大眾對銀髮勞動力正面意象，對推展銀髮勞動力的重要
影響。此外，受訪的 NPO 也認為銀髮勞動力有經驗豐富馬上可以上手、專業、
人脈資源、想要實踐夢想或理念、決策思考更面面俱到、比較會吃苦耐勞、工作
穩定性高、韌性高、忠誠度高等優勢條件。這與過去國內外對事業單位的調查
（OECD, 1998; Harper et al., 2006; 黃同圳，2007；曾敏傑、李漢雄，1999）結果
大致相符。其中，需要時間積累的專業經驗與人脈資源，年輕世代較難以取代，
這應是銀髮族群在職場的一大優勢。

四、NPO 對銀髮族再就業能力或教育訓練的看法
NPO 不願意聘僱原因，主要是 NPO 目前沒有人力需求或經費短缺，另有體
力健康問題外，少數幾家反應「年輕主管恐有溝通倫理上疑慮」、「溝通不易」、
「過去聘僱經驗會倚老賣老」的負向觀感，也有本研究受訪的 NPO 認為有些銀
髮族執著於既有經驗與觀念的溝通方式，是職場運用銀髮人力的疑慮。而黃坤祥
（2014）對銀髮族培力課程分析也顯示，必修課程中以「人際關係與溝通」與「工
作態度與倫理」兩門課程所獲得的認可最高，應該列為進用人員必修課程規劃的
重點，建議列為求職銀髮族培力的基本職能課程。
日本「銀髮人才資源的新活化」研究（2012），對於活化銀髮員工（50 歲
以上）也建議應積極培養其人際關係技能與適應變革技能，而非專門技能，因為
任何職務都需要具備人際關係技能與適應變革技能，當銀髮員工具有此兩項技能
時，不論是企業內職務轉換或其他企業再就業，皆能繼續對組織有貢獻，如此，
銀髮員工才會積極做職涯規劃（廖文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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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受訪 NPO 希望銀髮勞動力應培力的職能，包括社區經
營，基本的網路、文書、簡報表達，生態文史，居家照顧等知識與技能；問卷調
查中則有多家 NPO 反映求職者(新進人員)最欠缺且須培育的職能為敬業熱忱的
工作態度。再者，NPO 主管人員希望能夠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增長老人心理學
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強化資訊科技運用、培養帶領社區組織永續發展等能力。顯
示，NPO 領導階層對於組織經營管理與不同世代人力管理的培力需求。這與文
獻指出，高階銀髮人力聘僱以專業能力為重，低階銀髮人力則較重視工作態度的
結果相符。

五、NPO 對銀髮族工作設計與新聘僱模式的看法
(一) 職業與職位方面
從臺中市政府勞工局（2013）調查指出，有僱用中高齡者的事業單位中，僱
用的職業類別最高為主管及經理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次之。顯示，國內銀
髮族就業集中在需藉助專業與經驗的「管理人才」，與以低門檻勞力取勝的「作
業人力」的兩端。
本研究受訪 NPO 認為，銀髮族適合擔任顧問、教練或導師、創業天使、指
導性或督導性的、兼職的、可貢獻人脈關係、經驗經歷的、帶領年輕人的、以解
決銀髮族群(年齡特性)所需之工作，還有幼兒園服務，例如，long stay 親善大使、
博物館解說員、地方特產銷售員、售票員、服務員、送餐服務、陪伴就醫等職業。
這與上述國內文獻調查銀髮人力出現兩極化現象的結果相符(許瓊文、楊雅婷，
2007)。
(二) 新聘僱模式方面
比較容易推動「新聘僱模式」或較有就業機會潛力的 NPO 的特性，包含具
有清楚目標、方向、遠景與使命並向外擴展，有培訓跟鼓舞銀髮族的能力，以及
比較往社會企業發展的組織，例如，社福型 NPO 的服務對象通常規模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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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永續經營需要的資源更大；要有業務的推展加上適合銀髮族參與的彈性工作
方式。本研究問卷調查也發現社福型 NPO 的人力聘僱數量最多，結果與過去調
查研究（官有垣，2005）相符。
為增加銀髮族群的就業機會，受訪 NPO 的具體作法有:找出並整合龐大的銀
髮人才資產，拓展銀髮產業(如，long stay 和 mini long stay)倡議並培力銀髮族群
之專業職能；提供時薪人力，發展滿足需求之工作模式及 SOP；聯結社區組織運
用銀髮族群之機會，運用外部連結與銀髮族群建立協力伙伴的合作模式；聘請優
秀退休督導員回來帶領新人；人員進用沒有年齡限制；培訓長者當種子講師；另
有 NPO 注意挖掘適宜的專業銀髮族，鼓勵並協助其創業等各種方式。
可見，各 NPO 分別從嘗試朝拓展銀髮產業、協助職能培訓、尋找社企商機，
及協力合作模式等不同方向，各自摸索以努力尋求出路。因此，建議政府部門能
否比照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免費輔導企業經營之模式，受理 NPO 經營管理之專業
諮詢、輔導或人才培訓，協助創造成功經營模式，以有效開創並擴大銀髮就業機
會。
此外，發展社會企業固然是 NPO 永續經營的一種選擇，卻也將承擔經營虧
損等風險，尤其，NPO 經營者大多不具管理專業，組織經費又多仰賴捐款，因
此，發展社會企業對 NPO 而言，既是機會更是挑戰（官有垣、王仕圖，2013），
還需要更多資源的挹注與專業的輔導協助。研究者認為這有賴勞動部與經濟部的
資源整合，協同合作，以共同有效開拓青年與銀髮族群就業。

六、中高齡者喜歡在地化社區工作
Milofsky（1988）認為「社區」是非營利組織落腳的所在地，非營利組織的
志願特質，有助於人民自利需求與社區的公益目標的連結。對此，從 NPO 的訪
談回應中得到驗證。因為，社區服務是多數受訪 NPO 主要的業務活動，也是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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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人力聘僱較多的 NPO 的共同特點之一。受訪 NPO 也發現社區潛藏有豐沛的退
休銀髮人力資源，建議政府設法加以善用。
受訪 NPO 認為，銀髮族比較有時間喜歡在社區做公益服務，決策思考更面
面俱到，經營者要設法讓銀髮族能夠提出符合他的專業、經歷、人脈網絡的貢獻，
給予適當資源跟時間彈性，安排與他專長興趣媒合的工作，可引導組織年輕人的
文字表達或溝通技巧，團體合作協調要有一些引導。這個結果與許瓊文、楊雅婷
（2007）對國內銀髮貴族再就業選擇的調查研究發現相符，意即銀髮貴族第二春
的工作會偏好工作時間有彈性、且有成就感的工作性質，特別是能為國家、社會
奉獻所長的工作。由此可見，協助媒合專業銀髮貴族投身 NPO 的經營，是共創
三贏的可行之道。

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本節提出之研究結論與建議，將依據前述本研究計畫之目的，逐項說明如
下。

一、結論部分
(一) NPO 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文獻探討結果
1.

觀念與前提

(1) 促進銀髮勞動力運用是國際趨勢-各國多從國家財政、退休準備、經濟安全、
健康促進的角度，關照如何運用並促進銀髮族就業、善用銀髮人力資源。
(2) 推廣選才以能力為條件而不以年齡為限的觀念-年齡歧視是我國銀髮族就業
的主要障礙，推廣以能力為選才條件而不以年齡為限的觀念，配合法規的修
訂與社會教育，是化解年齡歧視的可行作為。
2.

NPO 是發展銀髮勞動力的適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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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銀髮勞動力運用的政策推動來看，包括改善社會大眾對銀髮勞動族群的年
齡歧視、建立職場新聘僱模式、及世代融合的就業型態等觀念的建立，NPO
都可發揮其角色功能，有助於凝聚社會共識，與政府、企業協力因應高齡化
社會帶來的新挑戰。
(2) NPO 長期的專業人力需求與組織的公益性質，相當符合專業銀髮貴族再就
業的選擇考量。
隨著人口高齡化及政府在社區健康促進與照護服務的拓展，NPO 對服務人
員的人力需求也將增加，具有為社區銀髮族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潛力。可
見，NPO 對高階與低階的銀髮人力都有需求，是發展銀髮勞動力的適宜場
域。
3.

NPO 在提供就業上的重要性

(1) NPO 是種「高成長的行業」
從歐美 NPO 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NPO 是種「高成長的行業」。有學者更
將第三部門視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為現代社會提供一個新的就業途徑。相
較歐美，我國 NPO 發展較晚、組織規模小，在就業機會提供上，顯然尚有
極大發展潛力。
(2) NPO 工作職缺是許多銀髮族群就業的適宜選擇
大多數 NPO 員工是懷抱理想而投入工作或公益事業，此與許多銀髮勞動族
群的就業動機吻合，反映出 NPO 工作職缺是許多銀髮族群就業的適宜選
擇。
4.

國外推動銀髮勞動力之 NPO 成功案例
發展社會企業是 NPO 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歐美已有許多 NPO 透過
社會企業的經營，為特定弱勢族群成功開創就業機會的案例。在日本，則
由國家介入 NPO 發展與影響較深，其「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擔負起日本銀
髮就業重要的中介角色，被譽為“連結高齡工作者和雇主最有效率的政府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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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NPO 促進銀髮勞動力的發展碩果，讓我們對 NPO 推動銀髮勞動力的
潛在可能更具信心。
5.

政府與 NPO 協力合作，共創雙贏
政府與第三部門合作，不僅可以減輕政府因應繁雜事務處理所造成的過度
負擔之現象，亦可以將豐沛的民間社會力量，導入處理公共事務之中，共
創雙贏。如何營造一個對台灣第三部門發展有利的環境（包括：政策、法
律、管理等面向），是政府、企業與民間共同的目標所在。

(二) 我國 NPO 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的可行性
1.

銀髮勞動力是社區重要資產
由過去文獻及本研究發現均得知，適應良好的長者能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
及優質的專業知能，成為在地社區的重要資產。不過，在職場上也有因為
年齡造成體能、技能或學習上稍嫌不足之處。因此，銀髮勞動族群的就業、
訓練、退休及之後的相關輔導，都有賴勞資雙方及國家政策的共同努力與
配合。

2.

國外推動銀髮勞動力經驗之借鏡
經由政策回顧，各國有各自的相關政策。基於國情及當今銀髮人力推動現
況，由國外文獻得到值得我國借鏡之政策與措施至少應包含下列幾項：

(1) 政府首先應思考延長甚至去除法定退休年齡，使人們只要想要工作，就可繼
續工作。
(2) 向雇主和公眾傳達年長員工工作優勢及世代融合聘僱的好處。
(3) 英國除廣為宣導外，更編印具體執行的指導手冊，供企業銀髮人力聘僱時之
參酌使用。
(4) 各國在立法過程，花費很多時間讓勞雇充分溝通協調，形成共識，制度逐漸
普及後才實施新的僱用規定。
(5) 非營利組織的努力與投入，例如美國暨全球最大的退休人員組織 AARP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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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方式提供銀髮族資訊與服務。
可見，透過公私部門間的伙伴關係，可共創銀髮勞動力的多贏局面。
3.

推動「新聘僱模式」或較有就業機會潛力的 NPO 特性

(1)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的 NPO 已經有銀髮勞動力的聘僱。其中，屬
性為「社團法人」與類別為「社福慈善」的 NPO，較具聘用銀髮族潛力，
同時，本研究結果也反應出政府對於 NPO 人力聘僱的重要影響。
(2) 本研究發現，NPO 主要經營者的專業背景，對 NPO 業務推展的方向有極大
影響。企業管理背景的 NPO 經營者，較具擴展服務範圍與商業化經營的能
力，傾向朝財源自主的方向努力；社福體系專業背景者，經營理念相對較為
保守。
(3) 有清楚目標、方向、遠景與使命的外展型 NPO，比較是往社會企業發展的
組織，例如，社福型 NPO 的服務對象通常規模較大，面臨永續經營需要的
資源較多。
(4) 有培訓跟鼓舞銀髮族能力的 NPO。
4.

銀髮人力運用的優勢與劣勢
專業經驗與人脈資源需要時間的積累，有其形成的客觀條件，通常年輕世
代難以取代，是銀髮族群在職場的一大優勢。
老化可能使得學習或工作速度變得較為緩慢；但在理解、分析、統整等能
力卻不受年齡老化影響，甚至還會持續積累、提升。

5.

銀髮勞動力之運用方式

(1) 利用社區大學或是相關教育體系，提供銀髮族群社區服務相關的技能與知識
訓練。
(2) 透過社區就業機會開創與媒合、政府就業機會提供、社區自主生產與創業等
方式，善用地方銀髮人才。
(3) 為專業銀髮貴族建構人才資料庫，協助媒合適合其專長、喜好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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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如提供獎勵誘因、鼓勵事業單位開發部分工時工作機會、工作分擔制或
職務再設計，導引銀髮人才於銀髮產業再就業，皆能增加銀髮族僱用機會。
(5) 從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我國退休後的銀髮族願意自行創業的比例相對
偏低，顯示:在鼓勵銀髮族創業上，留有許多發展空間。
6.

比較適合銀髮族群的職業與職位
專業人員: 兼職的、督導或顧問、創業天使、可貢獻人脈或經驗、帶領年輕
人的教練或導師、文化服務，以及社區營造等工作。
服務或事務人員: 例如，觀光導覽、博物館解說員、地方特產銷售員、服務
員、送餐服務、陪伴就醫，幼兒園服務等工作。

總之，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組織特質及使命，有助於藉由社會的新需求而產生不同
的新服務與產品，進而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並進一步排除弱勢族群的「就業障
礙」及提升其「就業能力」。
(三) 對我國推動 NPO 運用銀髮勞動力發展相關政策之見解
1.

社會對銀髮人力運用的觀念，亟待加強： 我國在銀髮人力再運用的實務政
策推動之前，向全民大力宣導「銀髮人力運用與世代融合」等職場新觀念的
重要性與利益所在，以凝聚社會共識的倡議作為上，值得再積極投入。

2.

現階段以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居多，長期增能培力仍有待補強： 宜加強提供
銀髮勞動者的技能提升、終生學習、個案諮詢服務與職涯發展等積極措施。

3.

分配在銀髮族群的就業協助資源仍然偏低： 相對於青年及失業者，公立就
業服務部門投入銀髮勞動力之就業協助等相關資源仍偏低，建議將資源重新
配置，有效開發銀髮人力資源。

4.

對於專業銀髮人力的運用，尚待更積極作為。
政府雖已表明充分運用銀髮族群專業與管理人才的基本立場，然而，在善用
健康有活力且具有專業才能的退休者方面，似乎有待更積極的具體作為。

(四) 推動社區 NPO 銀髮勞動力發展的培力需求與就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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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髮人力或跨世代人力資源管理

(1) 經驗部分
銀髮族比較有時間且喜歡在社區從事公益服務，建議經營者要設法讓銀髮族
能夠提出符合他的專業、經歷、人脈網絡的貢獻，給予適當的資源跟時間上
的彈性，安排與專長興趣媒合的工作。銀髮族亦可協助引導年輕人的文字表
達、溝通技巧與團體合作。
(2) 培力需求部分
I.

高階銀髮人力聘僱以專業能力為重，低階銀髮人力則較重視工作態度。「人
際關係與溝通」與「工作態度與倫理」課程應該是進用銀髮人員必修課程規
劃的重點；「照顧服務」類的選修課程則較受青睞。

II.

NPO 領導階層對於組織經營管理與不同世代人力管理的培力需求。本研究
受訪 NPO 主管人員希望能夠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增長老人心理學方面的知
識與技能，強化資訊科技運用、培養帶領社區組織永續發展等能力。

III. 問卷調查中則有多家 NPO 反映新進人員最欠缺且須培育的職能為敬業熱忱
的工作態度。另有社區經營，基本的網路與文書處理、簡報表達、生態文史，
以及居家照顧等知識與技能的培力。
IV. 建議政府結合多方訓練資源，為進用的銀髮人員建構更適性之學習規劃，以
提升進用人員多元專業能力，滿足個體就業或創業之需求。
2.

就業服務模式
我國非營利組織可配合銀髮人力的特性，針對銀髮人才需求提供彈性工時、
職務再設計、彈性職務運用、提供與社區發展緊密結合的就業媒合服務等方
式，以及輔導銀髮人才於銀髮產業再就業或創業方面加以發展，以充分運用
社區銀髮人力資源，不僅切合非營利組織的人力需求，為非營利組織挹注人
力與活力；更是再創銀髮人力價值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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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部分-促進我國銀髮勞動力之政策建議
(一) 前提-凝聚推動銀髮勞動力的社會共識
1.

推動銀髮人力運用的社會共識，亟待加強
相較於國外為凝聚社會共識投入的資源與努力，我國在倡導推展銀髮人力運
用觀念，提高社會共識的作為上，值得再積極投入。

2.

政府部會之間資源的協同聯繫，有待整合
銀髮勞動力的推展過程，有賴勞動部與其他多個部會的資源整合，尤其是經
濟部的銀髮產業與社會企業，以及衛福部老人福利等相關的發展計劃。

3.

推廣「選才以能力為條件，而不以年齡為限」的觀念
年齡歧視是現代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也是我國銀髮族就業的主
要障礙。因此，推廣以能力為選才條件而不以年齡為限的觀念，配合法規的
修訂與社會教育，是化解年齡歧視的可行作為。

(二) 量的擴充
1.

重點輔導較具發展潛力的 NPO，建立典範，以供推展
針對近年來已穩定進用銀髮人力，或具增聘潛力的 NPO，積極提供經營專
業的個案輔導、協助，藉由成功案例的積累，以建立多元的銀髮勞動力運用
模式，作為其他 NPO 學習典範，或可激勵企業的聘僱意願。

2.

協助 NPO 媒合退休專業管理人才
在人力資源平台上，為 NPO 與專業銀髮貴族，分別建構專屬的需求與供給
入口，提供兼職、彈性工時等職缺，以協助 NPO 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的媒合。

3.

鼓勵與輔導銀髮貴族共同新創社會企業
本研究各受訪 NPO 分別嘗試朝拓展銀髮產業、協助職能培訓、尋找社企商
機，及協力合作模式等不同方向尋求出路。建議政府一方面可提供各 NPO
專業經營管理的諮詢、輔導或人才，協助創造成功經營模式，有效開創並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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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髮就業機會。另外，訂定政策鼓勵與輔導銀髮貴族共同新創社會企業，
提升銀髮族人力價值對社會的貢獻。
(三) 能的提升
1.

將「人際關係與溝通」與「工作態度與倫理」列為求職銀髮族培力必修的基
本職能課程。

2.

分級思考促進銀髮族群就業導向的培訓課程

(1) 提供 NPO 經營者與主管人員組織經營管理與不同世代人力管理的職能培訓
課程。
(2) 結合多方訓練資源，為銀髮族群建構更適性之學習規劃，以提高進用人員之
職能，以利於提升進用人員多元專業能力，滿足個體就業或創業之需求。

綜上所述，人口老化與壽命延長，所帶來的高齡化社會現象是必然的趨勢。
因此而形成的勞動力的短缺、組成的改變；以及由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的角度，
銀髮族群繼續就業的趨勢均不容忽視。在觀念上，吾人必須隨著社會趨勢有所順
應與轉變，並在各方文獻與國家借鏡之下深刻體現銀髮族群繼續就業對個人以及
社會的益處。在積極作為上，建議由政府帶領及民間參與，而其中 NPO 組織正
可扮演連結與示範的角色，開創並展現銀髮族人力價值從社區基層到社會整體的
貢獻，共創青銀雙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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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NPO 母體與抽樣統計表
單

位

T 台北市

N 新北市

K 基隆市 抽樣(母體)累計

抽樣率

抽樣數

1 學術
文化
S

73(489)

3(20)

162(1087)

14.84%

162

61(413)

68(461)

3(20)

132(894)

14.84%

132

19(125)

20(137)

1(7)

40(269)

14.84%

40

166

161

7

a164(379)

a16(36)

+b33(76)

+b4(9)

=197(455)

= 20(45)

59(135)

13(31)

1(2)

43(100)

1(1)

0(0)

2 社福

社會

慈善

團體

3 醫藥
衛生

A

86(578)

小計

全
國

1a 學術

性

1b 文化
C
財團
法人

334

334

a180(415)
0(0)

+b 37(85)

43.43%

217

73 (168)

43.43%

73

44 (101)

43.43%

44

334

43.43％

334

668(3019)

22.13%

668

88(880)

10.02%

88

10.02%

238

10.02%

8

= 217(500)

2 社福
慈善
3 醫藥
衛生
小計

299

合計

34
465

1
195

8

1 學術
文化
S

慈善

團體

3 醫藥
衛生
小計

地

163(1624)

22(221)

5(51)

2(17)

96

1(10)

206

32

334

+b17

+b4

+b1

= 116

= 42

=5

104

44

0

小計
合計

1b 文化

238(2374)

8(78)

a4

性

法人

53(529)

a38

1a 學術

財團

9(89)

a98

方

C

41(415)

2 社福

社會

B

38(376)

334

163

100%

163

5

153

100%

153

12

0

12

100%

12

220

98

10

328

316

304

42

662(3660)

18.09%

662

6679

19.91%

1330

2 社福
慈善
3 醫藥
衛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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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說明】
(一) 各括弧內的數字為該樣本的子母體數。
(二) 各類母體資料來源如下：
1. 全國性社會團體
(1)社會團體(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
http://cois.moi.gov.tw/MOIWEB/Web/frmAnnounce.aspx?FunID=585c70f2b39fa14
2. 全國性財團法人
(1)教育部財團法人名冊（檢索日：2015/01/18）
http://140.111.1.44/result.php
(2)文化部財團法人名冊（檢索日：2015/01/18）
http://cloud.culture.tw/frontsite/opendata/openCms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Detail&co
ntentId=4779&menuId=10
(3)醫藥衛生類財團法人由衛福部醫事司業務承辦人員提供（2015/02/02）。
3.地方性財團法人
(1)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檢索日：20150203）(183 個）。
http://www.dosw2.taipei.gov.tw/i/i0400.asp?l1_code=08&code=082808&Sort=&Desc_Asc=
(2)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財團法人網（檢索日：20150203）（361 個）。
http://tpefweb.tp.edu.tw/dispPageBox/tpefCPW.aspx?ddsPageID=TPEFHPB&DepID=EDTP
(3)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檢索日：20150203）（112 個）。
http://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foundation/foundationAction.do?method=doFindFoun
dationbyPK&iscancel=true&foundationId=121&sub
(4)新北市教育局終身教育資源網（檢索日：20150203）（254 個）。
http://163.20.154.252/fundation/
(5)新北市社福基金會（檢索日：20150203）（57 個）
http://www.sw.ntpc.gov.tw/web66/_file/1588/upload/sa/NameList/Social_Allowance_Private
_Fundation_NameList.pdf
(6)基隆市政府由教育局、文化局基金會業務承辦人員提供（2015/02/03）。
4.地方性社會團體
(1)台北市政府人民團體名冊查詢（檢索日：2015/02/03)
http://www.dosw2.taipei.gov.tw/i/i0400.asp?l1_code=08&code=085502&Sort=&Desc_Asc=
(2)新北市政府人民團體名冊（檢索日：2015/02/03）
取自 http://www.sw.ntpc.gov.tw/_file/1588/SG/24745/D.html
(3)基隆市政府人民團體名冊（檢索日：2015/02/03）
http://www.klcg.gov.tw/social/home.jsp?menudata=SocialMenu&mserno=200709080004&se
rno=200709080019&contlink=ap/downfile_view.jsp&pagesize=15&dataserno=20150121000
1

-145-

附錄二、非營利組織問卷回收統計表
單

位

性

K 基隆市

回收

回收率

回收

寄出

回收

寄出

回收

寄出

累計

(％)

1 學術文化

10

77

16

71

1

3

27

17.89

社

2 社福慈善

6

48

10

68

2

3

18

15.13

會

3 醫藥衛生

4

18

1

20

0

1

5

12.82

小計

20

143

27

159

3

7

50

16.18

0

0

43

19.72

體

全
國

N 新北市

S

團
A

T 台北市

C

1a 學術

財

1b 文化

團

2 社福慈善

7

58

4

13

0

1

11

15.28

法

3 醫藥衛生

2

43

1

1

0

0

3

6.82

人

小計

45

299

12

34

0

1

57

17.07

65

65

442

39

193

3

8

107

合計

36

165
33

7

16
4

S

1 學術文化

2

43

3

42

3

8

8

8.60

社

2 社福慈善

9

53

10

162

9

21

28

11.86

會

3 醫藥衛生

2

5

0

2

3

1

2

25.00

小計

13

101

13

206

12

30

38

11.28

14

8.92

B

團

地

體

方

C

1a 學術

性

財

1b 文化

團

2 社福慈善

34

102

14

36

1

4

49

34.51

法

3 醫藥衛生

0

0

3

12

0

0

3

25.00

人

小計

39

217

22

85

5

9

66

21.22

52

52

318

35

291

17

39

104

117

760

117

760

74

484

20

47

合計
總 計

98
5

17

33
5

4

4
4

1

【說明】
編碼說明：第一層 A 全國性、 B 地方性、第二層 S 社會團體 C 財團法人、1 學術文化
1a 教育、1b 文化、2 社福慈善、3 醫藥衛生；第三層 T 台北市、N 新北市、K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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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NPO 訪談問卷
非營利組織運用銀髮人力調查問卷
編碼:□□□□□,序號:□□□
敬愛的執事先生：您好！
高齡社會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組織對銀髮勞動力議題的看法。有鑑於非營利
組織具有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等重要社會使命的理想性，本研究為瞭解
非營利組織運用銀髮人力的現況與潛在可能，懇請貴單位負責人或人力聘僱
主管能撥冗 10 分鐘協助填答。
您的參與是本研究能否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您寶貴的意見可作未來擬定
勞動力開發、提升與運用等相關政策之依據，整體調查結果僅供研究統計參
考，個別資料絕對保密，敬請安心填寫，並煩請您將問卷於收到後十日內以
回函信封寄回。若您對本問卷有任何問題與建議，竭誠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誠摯感謝您的全力支持，敬請

鈞安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承接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 劉立凡教授
聯絡人員：研究助理林秀鳳(hsiufeng06@gmail.com)或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李君惠 02-77308878#104

第一部份 銀髮勞動力運用的可行性與就業服務
Q1.請問，貴單位目前支薪員工中，55歲以上的人數與比例？
□ (1)專職人員有

人(若無請填 0)；比例:

%

□ (2)兼職人員有

人(若無請填 0)；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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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請問，目前貴單位針對55歲以上員工特別重視的能力？
較重視的能力(請勾選，可複選)

55歲以上
員工人數
職業別
(若無，請寫0)
專職

兼職

主管人員

人

人

專業人員

人

人

事務人員

人

人

服務人員

人

人

專業

語言

知能

能力

體力

敬業

人際

團隊

其他

態度

關係

合作

(請說明)

Q3.請問，貴單位未來三年內僱用人才之條件與需求人數？
職務名稱
需求人數

人

人

人

□ (1)專職

□ (1)專職

□ (1)專職

□ (2)兼職

□ (2)兼職

□ (2)兼職

□ (1)不拘

□ (1)不拘

□ (1)不拘

□ (2)國中

□ (2)國中

□ (2)國中

□ (3)高中

□ (3)高中

□ (3)高中

□ (4)大學(專)

□ (4)大學(專)

□ (4)大學(專)

□ (5)碩士以上

□ (5)碩士以上

□ (5)碩士以上

□ 不拘

□ 不拘

□ 不拘

職位屬性

學歷要求

經歷要求

□ 具

年以上

□ 具

相關工作經驗

證照要求

薪資

年以上

□ 具

相關工作經驗

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 否

□ 否

□ 否

□ 是，證照名稱：

□ 是，證照名稱：

□ 是，證照名稱：

□ 時薪:

□ 時薪:

□ 時薪: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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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

□ 日薪:

元

□ 日薪:

元

□ 日薪:

元

□ 月薪:

元

□ 月薪:

元

□ 月薪:

元

□ 日班

□ 日班

□ 日班

□ 晚班

□ 晚班

□ 晚班

□ 輪班

□ 輪班

□ 輪班

□ 其他

□ 其他

□ 其他

主要

1.

1.

1.

工作內容
（至多三項）

2.

2.

2.

3.

3.

3.

1.

1.

1.

2.

2.

2.

3.

3.

3.

1.

1.

1.

2.

2.

2.

3.

3.

3.

1.

1.

1.

2.

2.

2.

3.

3.

3.

工作時段

職務所需知識
（至多三項）

職務所需技能
（至多三項）

職務所需態度
（至多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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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請問，基於上述職能的考量，貴單位未來三年內是否會僱用 55 歲以上人才？
4A.□不願意，原因（複選）：

4B.□願意，原因（複選）：

(填完，請跳答 Q6)

□(1)希望運用高齡者的經驗與能力；

□(1)沒有合適的工作；

□(2)高齡者勤奮、努力、珍惜工作機會；

□(2)專業知能的限制；

□(3)高齡者忠誠、流動率較低；

□(3)溝通不易；

□(4)僱用高齡者是社會責任；

□(4)體力問題/健康狀況會影響工作；

□(5)有適合高齡者的工作，與年齡無關；

□(5)僱用成本較高；

□(6)人事成本較低；

□(6)組織面臨高齡化的問題；

□(7)配合政府的僱用政策；

□(7)其他；請說明

□(8)政府有獎勵僱用措施；
。

□(9)其他；請說明

。

Q5.貴單位若未來有意願促進 55 歲以上人才的僱用，請問您提供的職業類別為？
□(1)主管人員，職稱：

；□(2)專業人員，職稱：

；

□(3)事務人員，職稱：

；□(4)服務人員，職稱：

；

□(5)其他人員，請說明：

。

Q6.請問，貴單位對 55 歲以上志工的人力需求情形為何?
□(1)無需求。
□(2)有需求，人數約

人；工作內容：

Q7.請問，貴單位未來三年是否有意願考量職務再設計，將55歲以上志工的職務
轉為有酬職位？
□(1)本單位未進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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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否；請說明原因：

。

□(3)是；請說明原因：

。

第二部分 培力需求
Q8.(對應 Q3)請問，貴單位的需求人才中，最不易招募的職務為何？
□(1)主管人員，職稱：

；□(2)專業人員，職稱：

；

□(3)事務人員，職稱：

；□(4)服務人員，職稱：

；

□(5)其他人員，請說明：

。

Q9.請問，您認為該職務求職者(新進人員)最欠缺且須培育的職能為何？
（請您對應Q3.中所提之知識、技能與態度填答，謝謝!）
。
Q10.請問，貴單位是否有提供求職者(新進人員)相關的訓練？
□(1)否(請跳答Q12 )

□(2)是

Q11.請問，貴單位提供給求職者(新進人員)主要訓練的方式為何？(單選)
□(1)自行辦理內部訓練

□(2)委外辦理

□(3)員工自費參加

□(4)補助員工參加

□(5)其他，請說明

。

Q12.請問，貴單位是否有提供給55歲以上求職者(新進人員)相關的訓練？
□(1)否

□(2)是(請跳答Q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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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請問，貴單位沒有提供給55歲以上求職者(新進人員)相關訓練的原因？(可複選)
□(1)無55歲以上新進人員

□(2)辦訓人力不足

□(3)目前無此規劃

□(4)沒有辦訓需求

□(5)其他，請說明

。

Q14.請問，貴單位是否需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針對55歲以上人員提供就業服務
或職業訓練之協助？
□(1)不需要。
□(2)需要就業服務協助。
□(3)需要職業訓練協助。

第三部份 配合銀髮勞動力政策之實務
Q15.請問，貴單位在協助推動銀髮勞動力發展時可扮演的角色為何？
□ 1.無
□ 2.是(可扮演的角色或提供的協助)
□(1) 建立地區性的銀髮勞動力的資料庫
□(2) 提供銀髮族教育訓練資源（如，師資、場地）與媒合服務
□(3) 活用網際網路蒐集銀髮勞動力的就業情報□(4) 協助「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求職求才網之改善與充實
□(5) 拓展新的服務業務，提供銀髮族工作機會
□(6) 進行職務再設計，發展創新高齡者就業機會
Q16.請問您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採取何種措施，可增進貴單位僱用銀髮人才的意願？
□(7) 協助宣傳促進銀髮就業概念（如，彈性工時、無年齡歧視）
□ (1)建立銀髮族人才資料庫
□(8) 其他；請說明：
□ (2)提供銀髮族人才的教育訓練

。

□ (3)獎勵/補助組織僱用銀髮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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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協助組織進行職務再設計與改善工作環境
□ (5)推動部分工時工作，讓銀髮族有漸進退休機會
□ (6)其他；請說明

。

第四部份 組織基本資料
Q17.請問，貴單位立案的政府級別為?
□(1)中央政府

□(2)台北市政府

□(3)新北市政府

□(4)基隆市政府

Q18.請問，貴單位的組織屬性為?
□(1)學術文化

□(2)社福慈善

□(3)醫藥衛生

Q19.請問，貴單位的組織類別為?
□(1)財團法人

□(2)社會團體(是否為社團法人? □(1)是 □(2)否)

Q20.請您依據貴單位屬性填答(財團法人請填答 20A.；社會團體請填答 20B.)
20A.請問，貴單位目前基金規模有為多少金額?
□(1)1000萬元

□(2)1001~3000萬元

□(4)5001萬~1億元

□(5)1億元以上

□(3)3001~5000萬元

20B.請問，貴單位目前會員人數有多少人?
□(1)100(含)人以下
□(4)600~1000人

□(2)101~300人

□(3)301~600人

□(5)1001人以上

Q21.請問，貴單位目前聘用的支薪人力種類及規模，含：(若無請填0)
□(1)董事/理監事

人；□(2)專職人員

人；

□(3)兼職人員

人；□(4)其他人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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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請問，貴單位是否隸屬於其他機構?
□(1)本組織為單一機構
□(2)本組織是「總會」，有地方隸屬或分支機構
□(3)本組織是「地方隸屬或分支機構」，上有總會或母會

Q23.請問，貴單位是否有附設機構?
□（1）否
□（2）是，數量：

個；附設機構屬性：

。

（例如，日間照顧中心、庇護工場/商店、幼兒園等）
年?

Q24.請問，貴單位成立迄今已有
Q25.填答者資料
姓

組織名稱

名
職

e-mail

稱
電

傳真

話

為確認您已寄回問卷，煩請您留下貴單位名稱，避免您受到研究者為催收問卷所可能
進行的第二次叨擾。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

衷心感謝您的熱忱協助，敬祝您 平安、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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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NPO 訪談大綱

請教貴單位:
1. 人力運用的現況為何? 例如:常見的員工離職原因是？穩定留任的有酬員工
的特質為何？

2. 銀髮人力(指:55 歲以上勞動力)運用的優勢、劣勢？

3. 在銀髮人力管理或跨世代人力資源管理的經驗？有培力需求嗎？

4. 為了增加銀髮族群的就業機會，貴單位的具體作法是？

5. 具有那些特性的非營利組織會比較容易推動「新聘僱模式」？
或比較有就業機會的潛力？

6. 哪些職業與職位會比較適合銀髮族群呢？ 比較需要補強的能力或教育訓練
需求?

7. 對促進銀髮人力運用的建議：分別給政府、銀髮求職者、企業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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