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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四：首先是蒐集與探討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參與情形、中高齡就業
政策與模式，以及中高齡勞動者就業成功案例；其次是調查並分析我國中高齡就業者
之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職能重要性與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現況；第
三是探討我國中高齡之勞動市場現況以及未來發展趨勢；最後則是根據上述各項研究
結果，研擬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勞動參與模式與政策建議。
中高齡者就業模式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本研究發現較適我國中高齡者的就業模
式為非典型僱用與彈性工作設計；工作地點以住家附近、移動難度低，且安全性高為
佳；以及鼓勵代間融合，青銀共創的人際互動方式。簡言之，我國應該解構傳統全職
全時的就業模式，加速致力於打造老有所用的友善職場環境，開發符合中高齡者生活
方式的職務，創造新職稱、新職種，讓中高齡就業方式與內容有無限可能。
在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建議部分，首先以「中高齡人力價值創新與再造」做為政
策願景，其核心為以「活躍服務」翻轉老化觀念，透過不斷學習、再工作、再奉獻，
建立中高齡者自主尊嚴的角色定位。此外藉由工作與學習，延伸出人力「價值」、「創
新」與「再造」等概念。
有關政策目標建議為「建立系統性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方案，以提升人力價值」，
實施計畫分別有：檢討現有法令制度、評估政策方案成效、規劃終身就業力開發策略、
倡議友善就業意識等四項。目標二為「型塑友善職場環境，以引領工作創新」，實施
計畫分別有：開發新職類與職種、研發與推廣職務再設計、規劃與落實非典型就業方
案、輔導與協助退休後創業、促進職場代間學習與合作、表揚與鼓勵標竿友善職場等
六項。目標三為「強化職涯發展知能與訓練機制，開發符合中高齡新職能」，實施策
略分別有：推動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辦理就服人員職涯發展知能專業訓練、建
構「訓、用、輔、訓」就業訓練機制、實施中高齡就轉業培訓等四項。

關鍵詞：中高齡就業者、勞動力、就業促進、友善職場、年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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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 distinctive goal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Firstly, employment situations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major countries were analyzed, related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atterns were investigated, and successful employment cases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employees were elaborated.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the nature of work,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and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in Taiwan were discussed. Thirdly, the current workforce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aiwan were described.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appropriat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ere provided.
This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Taiwa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for Taiwanese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should be part-time, non-standard and
contingent in nature, as well as close to home, slower-paced and highly safe, and encourages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n brief,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a stable, full-time employment
should be destructed to boost the formation of a new one with emphasis on building
productive and age-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s.
With regards to suggestions for employment policies, a vision was built on “innovating
and regenerating the labor value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with a core concept of
“active employment” to turn around the idea of aging. Dignity and self-esteem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ould be built 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 returning to job field,
and devoting oneself to work. Furthermore, by working and learning, the concepts of
“value,” “inno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manpower c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respect to suggestions for policy objectives, the first would be to “build a
systematic employment promotion scheme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to increase their
value.” To implement this, four pla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reviewing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struments,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lifelong employment strategies, and proposing friendly employment practices. The second
goal would be to “construct friendly workplaces for work innov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plans to implement: creating new job categories and job types, redesigning jobs,
implementing atypical employment schemes, supporting business after retirement,
promoting workplace coope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and awarding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who provide friendly workplace environments. The third goal would be to
“enhance the competenc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training programs,”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implementation stages: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retirement, offer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career develop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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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service providers, constructing a mechanism with a full cycle of “training,
employing, counseling, and training,” and finally providing job change training programs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Key Words: Middle-aged and older employee, Workforce, Employment promotion, Friendly
workplace, Age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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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由於受到低生育率的影響，全球許多國家均面臨少子女化、人口高齡化及
勞動力減少的發展，造成人口依賴負擔過重問題，過去各國均試圖透過生育率政
策解決，惟在成效有限下，已開始另闢途徑尋求其他替代策略，其中一個可行的
政策發展方向，是從改變不同人口世代群體的生產依賴關係著手。各國紛紛轉求
婦女、弱勢種族、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等替代性人力族群，以舒緩勞動力短缺
的困境（Flynn, 1997; van Dalen, Henkens & Schippers, 2009；林孟儀、黃漢華，
2007）[1] [2] [3]，但即便面臨勞動力短缺，各國提早退休之氛圍瀰漫，造成勞工
提早退休以致勞動力長久閒置的情形，因此如何延長勞工工作年數、延後強制退
休年齡、維持活躍的經濟生活、修改公共年金給付條件、推行中高齡者與高齡者
職務再設計、加強中高齡者與高齡者職業訓練等等，已成為各國執政者、雇主所
欲探討、回應的重點議題之一（Buck & Dworschak, 2003; Dutton, Flynn & McNair,
2007; Flynn, 2010; Piktialis & Morgan,2003）[4] [5] [6]。台灣也不例外，人口老化
致使年輕勞動力不足，需要中高齡勞動力的投入。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2 條，「中高齡者」定義為年滿 45-65 歲者。該法
第 24 條述明：「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
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一、獨力負擔家計者。二、中高齡者。三、
身心障礙者。四、原住民。五、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六、長期失業者。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效。第
一項津貼或補助金之申請資格、金額、期間、經費來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款即規範政府需針對中高齡者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就業
與定期檢討與落實成效。然而我國勞動市場中之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增加幅度並
不大，2001 年至 2013 年間，我國 45-64 歲者勞動參與率只由 59.1%增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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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7]。若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而言，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率亦較他國為低：以
2013 年為例，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率為 60.7%，但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
等國，均有超過七成的中高齡者仍在工作[7]。究竟有哪些主客觀因素造成我國
中高齡者不願意留在職場，是工作性質或是環境，是主動離開或被迫退出，抑或
是退休福利與年金制度之影響，均值得深入討論。
少子化的發展意味本國總人口出現負成長趨勢；高齡化，則連動影響國家
勞動力的組成與競爭力。如何維持國家足夠的勞動力並促進中高齡者保持經濟性
生產，已成為現代化國家需要關切的議題。據此，在經濟環境快速變遷及人口結
構急速高齡化下，如何有效提昇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及改善中高齡就業環境，對
於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之影響。

一、人口變遷衝擊全球勞動力結構
我國經歷經濟產業快速發展、家庭計畫推展與義務教育普及，大幅提升女
性地位及就業率，促成生育年齡延後。再加上生醫科技進步、推行全民健保降低
民眾醫療負擔，使得台灣面臨嚴峻的少子化與人口快速老化情形；至 2015 年 10
月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達全國總人口數的 12.39%。由於少子女化因素的影
響，出生人數將不斷減少：預估到 2017 年，出生人數將少於死亡人數，進一步
對我國的人口數量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衝擊；2060 年 65 歲以上的老人，更將
達人口數目的 41%[7]。老化速度之快，勢必對社會結構與政策帶來嚴峻考驗。
在快速高齡化、低出生率等重大人口變遷背景下，國家如何維持足夠的勞
動力、中年與高齡者就業問題等，已是全球注目的重要經濟與社會議題。高齡人
力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實是高齡社會亟待重視的課題。

二、各國積極推動活躍老化
促進勞動力與就業機會媒合以達成充分就業的狀態是各國執政者努力的目
標[8]。充分就業與否通常會受到人口結構與產業型態兩大主要因素影響，其中
勞動市場的人口結構係指提供勞動力的供給面，及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面。當人口
2

結構改變，產業型態因勢利導，可創造充分就業的契機，反之則帶來嚴重的失業
問題。
面對勞動力老化與勞動力短缺的情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歐
洲聯盟（EU）建議會員國，積極推動活躍老化觀念，希望透過新的人力運用策
略，促進中高齡就業者延長工作生涯，藉以減少國家因支應退休金所造成的龐大
財政壓力。以德國為例，該國 2009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面對勞動力結構老化的
不可逆勢，提出五大行動主軸[9]：
(一)形塑就業機會（如「IT 50 plus」方案協助資深員工發展資訊專業能力
或獲得證照；
(二)鼓勵高齡人口創業；
(三)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四)鼓勵參與志工活動；
(五)強化高齡人口健康照護。
鄰近的日、韓等國也面臨少子高齡化的衝擊。日本極力推動企業再雇用方
案，於 2006 年制定「改正高齡者僱用安定法」，以法律規定企業階段性延長退
休年齡至 65 歲[10]。韓國於 2013 年提出延長退休年齡，與再僱用方案，以促進
高齡者再就業、開展社會貢獻[11]。我國中高齡就業者的強制退休年齡自 2008
年修法後，已獲得基本的保障至 65 歲。

三、有必要重新檢視中高齡就業現況，並以全新觀點提出調整建議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調查中高齡者平均失業週數，2011 年中高齡者平
均為 30.1 週，高於青少年 19.8 週及中壯年 29.9 週，是三者年齡群組中最高[12]。
中高齡失業不僅對本身生活造成衝擊，也對家庭帶來不小影響。2002 年起推動
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是政府諸多促進中高齡就業政策中的重要實施策略，
目的在協助中高齡者、失業者與弱勢經濟族群能在短暫的求職過渡期中自我充
電，並透過參與地方社區與協會提出的類企業工作環境計畫，協助就業者維持就
3

業動機與提升就業技能；該方案著重進用到留用的職務設計，並在留用階段建議
設計領導、管理與業務拓展等不同職務，以提升工作就業能力（梁煥煒，2012）。
梁煥煒（2012）[13]指出，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中高齡留用人員多擔任
司機、導覽解說、活動企劃、環教宣導、行政管理、業務開發、餐飲烹飪、手工
藝、培育新進、物流及服務管理、企劃展售、農特產品研發、行程規劃、環境及
景點維護、二手衣物再造與銷售等職務，並以配合當地文化發展觀光導覽、烘焙
與餐飲服務、手工藝與農特產品行銷為主要工作內容。在此人力運用基礎之下，
若能系統性進行中高齡就業研究，依據工作型態作職務分析與設計、研發模組化
工作內容，或可成為政府與民間單位之組織學習範例。
對人口結構急遽變化的中華民國而言，瞭解中高齡者就業情形、就業職場
中的工作環境、職能落差等現況，刻不容緩。此外更需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以
及參酌國內專家學者、產業與勞工代表的意見，以期對我國中高齡勞動力議題有
深入探討。有鑑於此，本計畫藉由比較研究、問卷調查、焦點座談等研究方法，
了解目前我國中高齡就業者之勞動力現況，並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結合學者專
家的意見，建立中高齡勞動力就業模式，據以建議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相關因
應措施與政策。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調查我國中高齡勞動力就業者之特質與工作內容，分析與歸納
適合中高齡者的工作環境或模式，進而提出我國中高齡勞動力開發與運用之相關
措施與施政建議，以期促使企業能提供中高齡者更多的工作機會，使其能發揮自
己的能力、參與社會。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及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一、 蒐集並探討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情形、中高齡就業政策與模式，以及
中高齡就業者就業成功案例；
二、 調查並分析我國中高齡就業者之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職
能重要性與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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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我國中高齡之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四、 根據上述各項研究結果，歸納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就業模式，並研擬
短中長期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
本研究計畫整體架構如圖 1 所示。
台灣中高齡勞動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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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
1. 彙整問卷調查及焦點座談資料
2. 歸納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就業模式
3. 研擬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

圖 1 本研究整體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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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計畫研究目的以及整體計畫架構圖，本研究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
部份「進行文件資料分析」、第二部份「實施中高齡者工作現況與職能調查」、
第三部份「探討中高齡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以及第四部份「研擬短
中長期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
首先，進行文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作為後續問卷調查與焦點座談的基礎
與參考資料來源；第二階段實施中高齡者工作現況與職能的調查，瞭解目前中高
齡就業者的現況；第三階段，則邀請政府、企業、中高齡就業者、學術等專家學
者進行四場次焦點座談，深入了解他們對於中高齡者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
勢，以補文件分析與問卷調查之不足；最後階段則歸納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就業
模式及研擬短中長期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中高齡者
《就業服務法》第 2 條將「中高齡者」定義為年滿 45-65 歲之國民。然而
近年來受到少子高齡化的衝擊，各國希望延後退休年齡，再加上部份行業（如農
林漁牧業）並沒有明顯退休年齡，因此本研究之中高齡者係指我國年滿 45 歲以
上的中高齡者。

二、中高齡勞動力
根據勞動部定義，勞動力「係指 15 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
者及失業者」。另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2 條，「中高齡者」定義為年滿 45-64
歲之國民。本研究將「中高齡勞動力」定義為 45 歲以上中高齡就業者及失業者。

三、工作性質
工作是指個人為謀生而履行的活動與責任，也是個人對其自認為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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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所作的有系統的追求過程；工作的功能包含經濟性功能，從工作中獲得金錢
或實務報酬，維持生活；社會性功能，個人從工作獲得身份地位，產生被愛與歸
屬感；心理性功能，個人透過工作可以獲得控制環境、實現理想以及貢獻社會；
以及生理性功能，個人若有工作可以獲得生理性的滿足，避免不滿情緒而造成某
種意外或導致一些生理疾病。工作性質是指該工作職位所需要的知識、技能，以
及工作的難易程度 [14]。
綜合上述對於工作的內涵、工作的功能與工作的性質等，本研究以瞭解目
前中高齡就業者他們在「工作年資」、「工時」、「工作型態」、「聘僱狀況」、
「薪資」、「行業別」、「職業別」等七個面向的工作概況。

四、工作環境
McFarland(1974)指出，任何一個組織的環境可以分為「外在環境」
（External
environment）與「內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兩種，前者乃組織的所有
外在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科技等系統；後者則是組織的心理環境，即
組織中成員對組織結構、工作特性或人際關係的態度、信念和感受所構成的社會
心理系統[15]。此外，許順旺、吳慧瑛（2009）指出「工作環境分為實體環境與
心理環境兩方面。實體環境是指實質的工作空間、外在看得見的物質與擺設、設
備等；心理環境則是指人際關係、教育訓練制度、薪酬制度等內在因素」[16]。
本研究工作環境研究內涵，包含「工作安全因素」、「職場穩定因素」、
「訓輔人事因素」、「工作質量因素」、「薪酬保障因素」等五個層面。

五、職能
職能（competency）是指個人在工作中之所以能夠產生傑出績效的一些基
本特質，這些特質可能是外顯的，也可能是內隱的[17]。本研究對於中高齡就業
者的職能內涵包含二個層面 14 個題項：內隱層面，如工作態度、穩定度與抗壓
性、團隊合作、職業倫理、持續學習能力；外顯層面，如：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
能力、經驗傳承、創新能力、領導與管理能力、表達與溝通能力、發掘與解決問
題能力、基礎電腦應用能力與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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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業典範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解釋，「典範」的釋義為「學習的榜樣」。本研究
指稱的「就業典範」，係為因其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成效卓著，經公證單位評選獲
獎而足為他人學習榜樣之單位。

七、就業模式
就業模式概稱就業參與的方式與內容。本研究根據「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
業狀況調查」結果、焦點座談的產/官/學界及勞工代表意見、我國中高齡就業者
優劣勢分析成果，以及國外企業的就業典範案例，歸納就業模式的內涵，包括工
作型態、職場選擇、工作類型、人際關係等四層面。
因此，本研究將就業模式定義為「工作型態、職場選擇、工作類型、人際關
係等四個概念的集合，以完整涵蓋就業參與的方式與內容」。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根據本計畫研究目的以及整體計畫架構圖，本研究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
部份「進行文件資料分析」、第二部份「實施中高齡者工作現況與職能調查」、
第三部份「探討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以及第四部份「研擬短中長期
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四個部份之間關聯性，如圖 2 所示。
第一部份
進行文件資料分
析
第二部份
實施中高齡者工
作現況與職能調
查

第三部份
探討中高齡勞動
市場現況及未來
發展趨勢

第四部份
研擬短中長期提
升中高齡勞動參
與之政策建議
圖 2

本研究各項內容之關聯性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與架構，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設計，共包含文件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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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卷調查，以及焦點座談等四個部份；以下分別述之。

一、文件分析、比較研究法
有關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力與就業政策之評析，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
以及「比較研究法」進行，透過閱讀重要國際組織及國家的官方資料，蒐集並探
討中高齡者勞動參與情形、中高齡就業政策、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與案例等，內
容如下：
(一) 瞭解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與勞動參與情形；
(二) 獲致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之內涵；
(三) 分析與比較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與案例。
所謂「文件分析法」，是利用文件或檔案資料來了解人類思想、活動和社
會現象的一種方法。文件和檔案資料的應用，可使研究的範圍突破時空的限制
[18]。本研究文件分析內容的主要文本資料來源為主要國家之政府機關的官方報
告、統計資料，以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檔案等。此外在國家的選擇上，首先參酌
OECD 國家中，其 55-64 歲族群的勞動參與率超過 60%的國家，包含日本
（68.6%）、德國（65.5%）、美國（61.3%）、英國（61%）；其次考慮國家區
域的分布，如鄰近國家韓國，雖未加入 OECD 組織，但因其 55-64 歲族群的勞動
參與率高達 65.6%，因而納入。北歐瑞典，也因其勞動參與率達到 74%（OECD，
2014），故一併加入討論分析。因此，本研究所討論的國家包含日本、韓國、英
國、美國、德國、瑞典，以及中華民國，同時也探討歐盟、OECD、國際勞工組
織等國際組織。
「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是社會科學經常運用研究方法。比較
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知、區別和確定事物異同關係的常用方法。本研究
參考美國貝瑞岱（George Bereday, 1920-）的操作模式，將比較研究法分成描述、
解釋、併排、與比較等四個階段進行[19]；以下分別說明。
(一) 描述（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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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首先進行研究事物描述，目的是為了有系統地陳述所探討
事物或研究目標的資訊，以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有正確而客觀的了
解。為了詳細敘述，研究者需要進行廣泛而完整的資料蒐集，資料大
致可分為三類：一手資料、次級資料、與輔助資料。
在此階段，本研究蒐集中華民國及主要國家（包含日本、韓國、英國、
美國、德國、瑞典）的勞動力參與現況，以及國際組織（國際勞工組
織、OECD、歐盟）揭示的中高齡就業政策之重點。
(二) 詮釋（interpretation）
其次，研究者進行研究事物的解釋，以對描述事物內容中各種現
象產生的原因、代表的意義和影響有進一步的了解。研究者需掌握事
物的歷史發展，從中進行分析與解釋。解釋的正確、客觀與否，與研
究者採用的解釋觀點及對問題背景認識詳盡度均有關連。
此階段本研究從活躍老化、生產力老化、職涯發展等理論觀點，分析
探討我國及其他主要國家的中高齡就業政策內涵。
(三) 併排（juxtaposition）
研究者第三階段是將前二階段的描述與解釋所收集的資料進行
併排與製作圖表。為避免錯誤比較，必需強調依據共同的事實及問
題，以同一觀點分析和判斷。本步驟目的有三：
1. 使各國資料的基本事實一目瞭然；
2. 檢視所蒐集的資料是否有比較的可能性；
3. 透過這些併排資料的初步印象，建立暫時性的結論或假設，以供下
一步驟「比較」驗證。
此階段，本研究彙整和併排各國的中高齡就業政策重點，以做為
下一階段的比較基礎等。
(四) 比較（comparison）
比較又稱「同時比較」，指對各國的資料詳加反覆研究比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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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獲得明確的結論，亦即證實或推翻由「併排」階段所獲得的假設。
比較又可有兩種方式：對稱比較及說明比較。「對稱比較」係對各國
的資料作對稱的反覆比較，每當提及某一國家的某類資料時，也必須
提到其餘國家的同類資料。「說明比較」係將各國相關資料隨時穿插
引入，以說明所要比較的要點，而不顧及其對稱與否的比較方式。當
蒐集到的各國資料不對稱時，不能進行對稱比較，而須採「說明比較」
。
本研究以「對稱比較」比較的方式進行，針對各國有關中高齡就業政
策相關議題進行比較與分析。

二、問卷調查法
第二部份之研究為「中高齡者工作現況與職能調查」，透過「問卷調查」
的方式，瞭解我國目前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職能重
要性與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等。其目的如下：
(一) 瞭解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工作性質」、「工作環境」、
「職能重要性」、「職能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等現況；
(二) 分析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與「工作性質」之差異情形，如
「性別」在「工作職場環境」中的差異情形；
(三) 分析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與「工作環境」之差異情形，如
「性別」在「職務」上的差異情形；
(四) 分析中、高齡就業者的「職能的重要性」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
以瞭解中高齡者擁有專業能力的「職能差異」情形；
(五) 分析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情形；
(六) 分析中、高齡就業者的「社經背景」與「職涯發展」之差異情形。
以下分別從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料處理等五個
部份進行說明。
(一) 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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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並綜合相關文獻與分析，發展
各研究變項及其定義，進而設計「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
問卷（附錄 一）。本研究涵蓋之變項為「社經背景」、「工作性質」、
「工作現況」、「職能內涵」，以及「職涯發展」等，其各項定義簡
要說明如下：
1. 社經背景：此為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出生年」、「居
住地」、「婚姻狀況」、「子女人數」、「教育程度」、「目前
經濟負擔狀況」等題項。
2. 工作性質：包含「工作年資」、「工時」、「工作型態」、「聘
僱狀況」、「薪資」、「行業別」、「職業別」等題項。
3. 工作環境：包含「工作品質因素」、「訓輔人事因素」、「工作
安全因素」、「職場穩定因素」、「薪資保障因素」等五個層面。
4. 職能內涵：包含工作態度、合作能力、職涯規劃、學習進取、專
業知識運用能力等題項。
5. 職涯發展：包含「教育訓練」、「轉換工作」、「繼續工作原因」、
「失業危機感」、「退休年齡」、「退休後再就業」等題項。
(二)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為中、高齡勞動力人口。依據《就業服務法》
第 2 條，「中高齡者」之定義為年滿 45-65 歲之國民；然而近年來受
到少子高齡化的衝擊，許多國家推動延後退休制度，加上部份行業（如
農林漁牧業）並無明顯退休年齡，因此，本研究之調查母群對象為我
國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就業者。
1. 預試對象
進行正式調查研究前，本研究先執行問卷預試。預試樣本數
量依據吳明隆（2010）[20]之建議，以問卷中最多題項之「分量
表」的 3-5 倍人數為原則；對象選取則是採取「便利抽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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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45 歲以上中、高齡就業者。研究團隊考慮統計方法對樣本數
之要求、問卷回收率及廢卷等因素，發放至少 100 份預試問卷，
以進行量表之內容分析與修正，與考驗量表信度。
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方式進行預試抽樣，施測時間為 103 年
12 月 13 起至 103 年 12 月 18 日止，計 6 日。共發出問卷 200 份，
回收 192 份，扣除嚴重漏答與年齡未達 45 歲之無效樣本後，有效
預試樣本計有 179（93.23%）份。
2. 正式研究對象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4）指出，截至 2014 年 9 月底統計，
全國計有 23,410,280 人，其中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計 9,619,765 人，
占全國總人口數 41.09%。另外，根據勞動部（2014）統計資料指
出，至 2014 年 9 月止，15 歲以上勞動力人數為 1,158.3 萬人，45
歲以上中、高齡勞動人口合計 442.9 萬人（45-64 歲為 418.9 萬人；
65 歲以上為 240 萬人），占所有中、高齡者人口數 46%。本研究
主要是瞭解中、高齡勞動力現況，故問卷調查母群為 45 歲以上的
勞動力人口，計有 442.9 萬人。
正式問卷樣本對象選取採「配額抽樣」方式進行，以有效樣本 1,000
份為目標，抽樣分配樣本數如表 1 所示。首先依行政區區域分成
20 縣市；其次調查各縣市內 45 歲以上的勞動力人口數（本研究
以 2013 年各縣市 45 歲以上中高齡勞動力平均人口數為依準）；
第三，依照 4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占調查區域勞動力總人數，以及
依照年齡「45-64 歲」和「65 歲以上」兩個族群之比率，分配各
縣市應該選取之樣本人口數，例如臺北市「45-64 歲」需選取 115
人、「65 歲以上」需選取 5 人等。此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
[21]調查，2013 年的中高齡就業者在性別比例男性占六成、女性
占四成，因此研究團隊在發放問卷時，也一併考慮性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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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問卷的發放上，研究團隊則是先採取配額抽樣確定問卷填
寫對象必須是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就業者（包含雇主、自營作業
者、受私人雇用者、政府雇用者、無酬家屬工作者皆屬之），再
透過居住各縣市的人際網絡協助發放問卷給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
就業者。
表 1
序
號

縣市別

各縣市 45 歲以上中、高齡勞動人口比例及樣本分配數
就業總人
數(千人)

1

臺北市

1243

2

新北市

1910

3

基隆市

175

4

連江縣

3

5

金門縣

20

6

桃園市

955

7

新竹縣市

436

8

苗栗縣

261

9

台中市

1276

10

彰化縣

619

11

南投縣

254

12

雲林縣

333

13

嘉義縣市

376

年齡別

就業人數

人口比

(千人)

例(%)

45-64 歲

樣本分配

實際回

數 1000

收數量

份

479.43

0.12

115

20.51

0.09

5

663.92

0.17

159

65 歲以上

17.19

0.08

4

45-64 歲

68.64

0.02

16

65 歲以上

2.40

0.01

1

45-64 歲

1.52

0.00

2

65 歲以上

0.12

0.00

0

45-64 歲

8.80

0.00

2

65 歲以上

0.51

0.00

0

324.51

0.08

78

6.69

0.03

2

141.48

0.02

33

5.94

0.01

2

91.25

0.02

22

5.72

0.03

1

444.81

0.11

106

19.52

0.09

5

215.47

0.05

52

19.00

0.09

5

100.43

0.03

24

9.37

0.04

2

126.21

0.03

30

65 歲以上

14.09

0.06

3

45-64 歲

144.4

0.03

35

65 歲以上
45-64 歲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14

124

166
23

2
2

80
37

28
111

57
44

33
48

6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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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924

15

高雄市

1293

16

屏東縣

401

17

澎湖縣

42

18

宜蘭縣

216

19

花蓮縣

148

20

台東縣

104

總計

10989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45-64 歲
65 歲以上

16.48

0.07

3

339.48

0.09

81

31.60

0.14

8

467.94

0.12

112

25.73

0.12

6

157.83

0.04

38

9.66

0.04

2

15.08

0.00

4

0.84

0.00

0

77.50

0.02

19

7.02

0.03

2

54.86

0.01

13

3.45

0.02

1

40.10

0.01

10

3.90

0.02

1

3963.65

100.00

1004

102
126

41
5

21
14

11
1075

219.73

註：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取自：
http://kcgdg.kcg.gov.tw/KCGSTAT/Page/TopicPage1.aspx?Uid=22。

2. 此表格統計數字為民國 102 年中、高齡就業人口數的平均。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量化實證方式進行研究，發展「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
狀況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目前的工作狀況」、
「工作環境」、「職能的重要情形」、「職能表現情形」、「職涯發
展」，以及「基本資料」等六個部份，正式問卷如附錄 一。
正式問卷形成之前，研究團隊先進行問卷的預試，以瞭解問卷的信度
和問卷題項是否合適等。本研究預試共發出問卷 200 份，回收 192 份，
扣除嚴重漏答與年齡未達 45 歲之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共計有 179
（93.23%）份。經過問卷預試後，研究團隊根據其結果以及填答者的
建議，發展成正式問卷。
(四) 實施程序
為達研究目的，首先蒐集中高齡就業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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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整理及分析探討，以做為本研究變項設定及調查研究問卷設計之
理論基礎。問卷設計完成後，接續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及修訂，隨
後實施問卷預試。經預試結果分析篩除不合適的選項與修正內容後，
完成正式問卷編製，正式進行問卷調查。
施測期間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止，總計發送問
卷 2,200 份，回收 1,769 份，扣除嚴重漏答與年齡未達 45 歲之無效樣
本後，有效樣本共計 1,07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77.06%。在信賴度
為 95%情況下，抽樣誤差為±2.99%。
(五) 資料處理
本研究主要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平均數比較分析等策略進行問
卷分析；其中平均數比較分析包括：獨立樣本 t 檢定、相依樣本 t 檢
定、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等。各項研究分析策略說明如下：
1. 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基本描述性統計分析瞭解樣本在每個題項的表現情形，以描
述各變項的次數分佈狀況及其百分比。
2. 平均數比較分析
以平均數比較分析瞭解不同樣本在各變項之得分平均數是否
有明顯的差異，例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探
討不同性別、年齡、教育、行業別之中高齡就業者對於工作環境的
滿意程度之得分差異情形。本分析法另運用於「工作環境」、「職
能的重要情形」、「職能的具備情況」的分析。另外，若要分析中
高齡就業者在職能重要情形與職能具備程度的差異程度，則採用相
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3. 卡方適合度考驗
適合度考驗即在檢定某一變項的實際觀察次數分配與期望理
論次數分配間是否符合，若是二者符合，表示樣本在某一變項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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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勾選的次數大致相同，樣本在變項的次數分配與母群體理論相同
[22]。本研究並依照期中審查委員意見，另進行性別、年齡、行業
別，以及職業別的適合度考驗。表 2 為四個變項在觀察個數、期
望個數及殘差之檢定值。
適合度檢定結果（表 3）顯示，性別與年齡層兩個變項之漸進
顯著性的 p 值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性別與年齡層的次數分配與
母群體理論一致。而行業別與職類別則小於.05 達到顯著水準，表
示行業別與職業別的次數分配與母群體並不一致；主要是因為某個
類別的人數較多，因此進行推論時，研究團隊特別注意類別之間的
差異。
表 2 性別、年齡、行業別以及職業別等變項在觀察個數、期望個數
及殘差之檢定值
變項
性別

年齡

行業別

職業別

檢定變項
女
男
總和

觀察個數
457
618
1075

期望個數
435.2
639.8

679
336
60
1075
23
202
823
27
1075
167
279
106
150
181
18
174
1075

685.4
333.1
56.4

-6.4
2.9
3.6

82.7
368.2
624.1
.1

-59.7
-166.2
198.9
26.9

64.4
84.3
175.9
88.7
212.9
75.1
373.8

102.6
194.7
-69.9
61.3
-31.8
-57.1
-199.8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總和
第一類農林漁牧
第二類工業
第三類服務業
其他
總和
1主管級人員或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類
5服務、銷售類
6農、林、漁、牧生產類
7生產操作及勞工類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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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差
21.8
-21.8

表 3 四個變項之檢定統計量
性別

年齡

行業別

職業別

卡方(a)

1.842

.310

6909.628

838.525

自由度

1

2

3

6

.175

.857

.000

.000

漸近顯著性

三、焦點座談法
焦點座談法，係由研究團隊邀集 4-8 位具備某些特定特質的人們，在非壓
力的環境中就特定主題以合作探索的方式進行集體性討論[23]，其目的是要聽取
意見與蒐集資訊。焦點座談不僅有助瞭解人們對於一個特定的議題、產品或服務
項目的感受與意見，更可以協助參與者探索與釐清觀點，引領研究方向[23]。焦
點座談之進行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準備階段、執行階段，以及分析與詮釋階
段等。
(一) 準備階段
在準備階段過程中，包含：
1. 形成明確的研究問題，例如：需有清楚的、明確的研究問題引導焦
點團體的訪談方向；一般而言，研究者會從研究問題中，發展出三
到四個問題，作為討論議題設計之基礎。
2. 篩選團體的參與成員，篩選成員時應考慮
(1) 同質或異質，以評估參與者對團體討論的議題，是否可以提供
豐富的說明與訊息；
(2) 相容或不相容，以評估團體互動過程會不會導致成員彼此之間
的不適，或是參與者是否能融入焦點團體與主持人產生互動；
(3) 團體大小，團體成員數目一般設定在 6-12 人。
(4)

訪談時間需要持續一至二小時：少於 30 分鐘，可能無法讓參
與成員深入討論研究；超過 2 小時，對於參與成員或主持人都
可能因時間過久，造成精神疲乏而無法集中注意力。

3. 安排團體討論的情境，可以準備茶點，製造輕鬆的氣氛，幫助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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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有輕鬆的暖身互動，進而積極參與團體座談討論。
(二) 執行階段
1. 主持人的特質：
(1) 有傾聽意願，不會一直表達自己的觀點；
(2) 坦承自己的觀點可能有偏見，同時富有高度幽默感；
(3) 能了解討論的議題，並清楚引導討論；
(4) 能掌握團體討論的議題，並有效地引導討論或控制團體互動的
情境；
(5) 能運用參與成員熟悉的語言討論議題，並適時地輔以圖形、圖
畫，或投影片，來加強團體成員的討論；
(6) 熟悉團體互動的技巧與動力關係。
2. 引導團體討論應注意事項：
主持人在焦點團體互動與討論過程中，對現場狀況要能適時處
理與反應：
(1) 開始階段或遇到冷場時，有技巧地催化討論，或對受壓抑成員
適時鼓勵，並轉化為對團體的支持或讚許。
(2) 團體成員的個性與社會地位可能會有不同，容易造成團體中
「領導者效應」(leader effect)，使少數人容易占據發言空間。
(3) 透過催化技巧的運用，鼓勵沒說話的團體成員發言，並觀察其
行為和語言上的線索，以免造成勉強與尷尬等場面。
3. 焦點座談之討論原則：
(1) 簡單的自我介紹暖身，使參與者都能相互認識（介紹時可省略
彼此的頭銜）；
(2) 主持人應先界定討論過程中出現的術語，使參與者有共同知識
基礎；
(3) 以開放的方式，由輕鬆簡單的話題開始，再導入較為困難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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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當大家都感到比較自在之後進而詢問個人意見；
在大家都充分討論後，主持人必須綜合參與者的意見與看法

(4)

以為結語。
(三) 分析與詮釋階段
焦點座談的資料分析與詮釋，必須從參與團體成員的觀點出發，
深入瞭解團體成員對議題的看法與意見。資料分析不能剔除脈絡情境
的內涵，必須將團體情境中的社會心理互動狀況，融入資料分析過程。
資料分析與詮釋的原則如下：
1. 資料分析的單元是以每一次的焦點團體為主，而不是團員中的個
人；
2. 確保資料的可信性與可靠性，並避免個人偏見影響；
3. 詮釋過程與資料收集同時進行。
針對不同類型議題的資料分析與詮釋原則：
1. 當焦點團體成員與情境相似時，研究者可以對所收集資料，做某種
程度的推論；
2. 運用訪談大綱，提供研究者作為資料分析時的最初類型或結構之參
考。
資料分析方法之考量原則：
1. 摘要式分析；
2. 系統登錄式分析。系統登錄式分析可以直接引用團體參與成員的言
詞：
(1) 資料選擇需要先詳細檢視一、兩個團體的轉錄資料，反覆檢視
資料的同時進一步發展「比較」架構，並挑選最終的論點；
(2) 據此發展假設和分類架構；
(3) 最後在從冗長的轉錄資料中根據分類架構，選取合適的引用
句；選取引用句時，最好能呈現出挑選的對話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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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上述焦點座談的原理與步驟辦理四場焦點座談，分別邀請對於
中高齡就業議題學有專精的學者、實務工作者、產業界，以及中高齡就業者等四
種不同類型的人員出席，共同討論未來臺灣中高齡就業政策的議題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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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參與現況、
政策與案例
面對我國人口結構急遽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勞動市場將面臨勞動力短
缺與老化的問題。與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比較，我國中高齡者的勞動參
與率明顯偏低[12]。面對我國未來工作年齡人口的改變，規劃彌補未來勞動力及
生產力可能產生的缺口，已屬刻不容緩。
本章首先藉由文件分析法，透過蒐集、閱讀並整理重要的國際組織及主要
先進國家的官方資料，以瞭解各國的中高齡者勞動參與情形以及就業政策內涵。
其次，運用貝瑞德（George Bereday）所提出的比較研究方法，經描述、詮釋、
併排、及比較等四步驟，進行上述資料之比較與分析，以歸納討論國際中高齡就
業政策與實務案例之特色內涵。
第一節首先依據比較研究法的「描述」原則，說明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參
與現況及政策；在「詮釋」部份，則是從活躍老化、生產力老化、以及職涯發展
等理論觀點評析各國的中高齡政策之特色。第二節討論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
策，先透過「併排」的原則，將各國中高齡就業政策進行歸納，再對各政策與實
施策略進行「比較」。

第一節 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現況及政策
首先，參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際勞工組織（ILO）以及各國
勞動統計年刊、政府網站資料，以瞭解中華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勞動情勢變動
情形；其次，分別說明國際組織以及主要國家在中高齡就業政策之重點內涵；最
後，則從活躍老化、生產力老化、以及職涯發展等理論觀點評析各國的中高齡就
業政策之特色。
以下分別先就先進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現況、國際組織中高齡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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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重點、以及理論觀點評析等四個部份，分別論述。

一、先進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現況
中高齡勞動力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齡在 45-64 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
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12]。以下先論述我國中高齡勞動力狀況，之後再與其他
國家進行比較說明。
(一) 我國中高齡（45-64 歲）勞動力狀況
1. 中高齡勞動力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2014）[24]
指出，103 年中高齡勞動力為 417 萬人，較上年增加 12 萬人或
3.09%，如表 4 所示。依性別分，男性為 249 萬 5 千人，較上年增
加 4 萬 3 千人或 1.75%；女性為 167 萬 5 千人，較上年增加 8 萬 2
千人或 5.15%。隨著醫療技術進步、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以及戰後嬰
兒潮世代的自然成長，使得中高齡勞動力逐年增加，近 10 年增加
約 120 萬 2 千人或 40.5%，男性在人數上增加 57 萬 4 千人；女性
在人數上增加 62 萬 9 千人，女性增幅為 60.13%，遠高於男性
29.88%。
2. 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2014）
[24]，103 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61.65%，
較上年增加 0.92 個百分點，與 10 年前比較則增加 1.69 個百分點。
以下分別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摘述其變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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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民間
人口
4,950
6,133
6,352
6,523
6,660
6,764

合計
2,968
3,699
3,834
3,945
4,045
4,170

1.56%
36.65%

年別
93
99
100
101
102
103
103 年較 102
增減%
103 年較 93
年增減%

中高齡人力資源狀況單位：千人、%
男
1,921
2,283
2,366
2,423
2,452
2,495

勞動力
女
1,046
1,416
1,468
1,523
1,593
1,675

就業者
2,873
3,573
3,732
3,854
3,954
4,083

失業者
95
125
101
91
91
87

3.09%

1.75%

5.15%

3.26%

-4.40%

-0.80%

40.50%

29.88%

60.13%

42.12%

-8.42%

30.88%

非勞動力
1,982
2,434
2,518
2,578
2,615
2,59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103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電子書[24]
表 5

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單位：千人、%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59.96
60.31
60.36
60.48
60.73
61.65

78.10
75.36
75.54
75.39
74.82
75.06

42.03
45.61
45.59
46.01
47.08
48.69

74.32
77.20
77.84
78.70
79.56
80.21

64.31
65.93
67.14
67.73
68.27
69.63

48.63
50.67
51.66
52.52
53.21
54.41

33.49
32.20
32.01
32.56
33.42
35.61

國中
及以
下
46.39
41.62
41.18
41.25
41.5
40.57

0.92

0.24

1.61

0.65

1.36

1.2

2.19

-0.93

-0.02

0.26

1.69

-3.04

6.66

5.89

5.32

5.78

2.12

-5.82

-1.61

2.28

年別

總計

93
99
100
101
102
103
103 年較 102
增減%
103 年較 93
年增減%

高中
(職)

大專及
以上

63.41
62.25
62.36
62.30
61.82
61.8

65.75
68.43
68.23
68.00
67.77
68.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103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電子書[24]
(1) 性別
103 年男、女姓勞參率分別為 75.06%、48.69%，相差 26.37
個百分點，兩性差距較 93 年之 35.07 個百分點明顯減少。
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10 年來由於女性教育程度和就業意願均
提高，勞參率由 93 年 42.03%大幅上升 6.66 個百分點；同期間
男性則降低 3.04 個百分點。兩性中高齡勞參率呈反向變動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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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別
中高齡勞參率隨著年齡層之增加而遞減，103 年 45-49 歲者
為 80.21%、50-54 歲 69.63%、55-59 歲 54.41%，60-64 歲降至
35.61%。
觀察近 10 年來中高齡勞參率變化，除 45-49 歲年齡組一直
保持逐年遞增，50-54 歲、55-59 歲年齡組在 93 年至 98 年勞參
率變動不大，但 98 年之後勞參率逐年上升。60-64 歲年齡組則
於 98 年降至 31.75%的低點之後，近年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只是增加趨勢並不穩定且速度遠不及其他 3 個年齡組；可能是
因部份事業單位優退、優離而提前退休，或高齡轉業困難（待
遇、體力、技能難以符合事業單位的要求）而最終選擇退出勞
動市場[25]。

圖 3

近 10 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變動趨勢--按年齡別[25]

(3) 教育程度別
中高齡勞動率隨著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加，103 年國中及以
下、高中（職）、大專及以上分別為 40.57%、61.80%、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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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 10 年來的變化，以國中及以下者減少 5.82 個百分點降
幅較大，高中（職）減少 1.61 個百分點次之，大專及以上則增
加 2.28 個百分點。顯示近年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有增高趨
勢。
(二) 先進國家中高齡勞動力狀況
根 據 勞 動部 國 際勞 動力 統 計 報告 （ 2013）[26] ，聯 合 國推 估
2000~2050 年主要國家人口平均年成長率將呈現下降趨勢，全世界總
人口平均年成長率也從 2000~2005 年之 1.2%降至 2025~2050 年之
0.7%。值得注意的是，該份報告指出，2025~2050 年主要國家人口平
均年成長率下降幅度加快，甚至呈現負成長，分別為加拿大 0.6%、
美國 0.5%、新加坡 0.4%、法國 0.3%、韓國-0.04%、中國大陸 -0.2%、
德國-0.4%及日本-0.5%。我國人口在 2025 年之前仍維持正成長，但與
國際人口負成長之發展趨勢相同，人口成長率預計將於 2025~2050 年
間轉為-0.5%。
由老年人口數觀之，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2014）[27]，預
計 2050 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 753 萬人，占總人口之 36.9%。另聯合國
推計，至 2050 年全世界老年人口比重達 15.6%，主要國家高齡人口比
率分別為日本 36.6%、韓國 34.9%、義大利 33.0%、德國 32.7%、新
加坡 28.9%、法國 25.5%、加拿大 24.9%、中國大陸 23.9%、美國
21.4%，顯示 2050 年之後世界主要國家平均每 3 至 5 人即有 1 位是
老年人；我國亦在超高齡社會之林[26]。
進一步分析主要國家中高齡者的勞動情形，根據圖 4，2013 年各國
45~64 歲中高齡勞參率，以德國 79.0%、日本 77.2%、加拿大 75.9%、
新加坡 75.5%及英國 75.5%較高；我國為 60.7%，較各主要國家為低。
而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勞參率各國差異亦大，以法國 2.3%為最低，韓
國 31.4%為最高，美國為 18.7%，鄰近的新加坡為 23.8%及日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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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我國為 8.3%，與香港 8.0%相當，與亞洲國家相較，勞動參
與比率較低[26]。

圖 4

2013 年主要國家 45-64 歲和 6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26]
另外，根據 OECD（2014）[28]調查指出，2014 年 55-64 歲勞動

參與率超過 60%的國家（如圖 5）包含，冰島 83.6%、紐西蘭 76.2%、
瑞典 74%，而英國、美國也超過 60%。

圖 5

OECD 國家 55-64 歲勞動參與率[28]

二、國際組織中高齡就業政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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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論述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及歐盟
（EU）等三個國際組織所揭示之中高齡勞動力開發政策內涵。
(一) 國際勞工組織（ILO）
1. 國際勞工組織簡介
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隸屬於
聯合國，是聯合國負責處理勞工事務的專門機構，且為聯合國體系
中唯一具有三方結構（tripartite structure）機制的國際組織。三方結
構的特點在於其主要單位都由會員國的政府、工人、雇主三方代表
所組成，三方代表享有平等的地位，各自獨立地發表意見，獨立地
進行投票。1969 年國際勞工組織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截至 2015 年
1 月止，共有 186 個會員國[29]。
ILO 的工作範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 年）為分野：
1919 年-1945 年，著重消極性的勞工保護立法；1945 年以後迄今，
則轉向積極性的實質技術援助與管理發展工作。目前 ILO 的主要工
作，大致可以區分為四類：
(1) 國際勞工公約與建議書的研議、訂定；
(2) 為男性與女性勞工創造就業與收入的機會；
(3) 加強勞工的社會保險與保障的有效性；
(4) 加強各會國政府、勞工、資方團體的對話。
2. ILO 與中高齡勞工相關之公約與建議書1
國際勞工組織對於中高齡勞工議題的注意，始於 1930 年代，
在當時即要求各會員國必須提供失能、老人及遺屬保險。到 1960 年
代，特別重視中高齡勞工的訓練與安置計畫；1970 年代，由於各
國採行自動化與各項科技發展，國際勞開始重視保障中高齡勞工的
1依據國際勞工標準（Labour Standards），ILO 採用公約（Convention）與建議書（Recommendation）
的形式。國際勞工公約是國際性條約，須經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批准；建議書則不具法律約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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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權。1980 年於第 66 屆國際勞工會議中，頒訂第 162 號中高齡
勞工建議書【R162 - Older Workers Recommendation, 1980 (No.
162)】，希望能促成以下目標的達成[30]。
(1) 保障勞工不因年齡的差異而經歷不平等待遇，對於中高齡及高
齡勞工的就業歧視，更要加以防止；
(2) 根據個人的技能、經驗與資歷，取得合適的工作機會；
(3) 取得訓練與再訓練的機會；
(4) 提供就業安全。
另外，該建議書也要保障同年齡層都有一個合宜的工作環境，
尤其讓中高齡及高齡勞工也能在合適的工作條件下，得以繼續工
作。國際勞工組織第 162 號建議書也有以下建議：
(1) 從工作到退休宜採用漸進的方式；
(2) 退休宜採用自願的原則；
(3) 年金領取之年齡宜符合彈性的原則。
此外，ILO 亦有老年勞工保障相關公約，包含：
(1) 第三十五號公約－老年保險（手工與非手工工人，包括工業、
商業、自由專業工人、學徒、室外工作者與家庭幫傭）【C35
(Shelved) Old-Age Insurance (Industry, etc.) Convention,
1933】：此為較早期的老年保障相關公約，公約中提出國家
法律及政策應建立勞工老年保險制度，保障公約所規定相關
行業勞工的老年保險權益。此時的勞工定義範圍，是以傳統
觀念中工商業受僱者為主，保障因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急遽
發展而最直接且顯著受到衝擊的勞動者。公約中確立政府應
提供老年保險計畫，規定參與保險人之資格、受僱勞工與雇
主的保險費繳納責任、保險金領取資格最高以年齡六十五歲
為限、老年年金給付原則等。
29

(2) 第三十六號公約－老年保險（農業所雇用之手工與非手工工
人，包括學徒及家庭幫傭）【C35 (Shelved) Old-Age Insurance
(Agriculture) Convention, 1933】：此公約規定農業企業受僱勞
工的老年保險權益。本公約以第三十五號公約內容為原則，
對參與保險人之資格作擴大解釋。因為農業生產結構轉變以
及企業化經營的發展，農業已不像傳統個人化的小規模自營
生產，而是發展出越來越多企業經營型態，也增加了受僱於
農業部門的勞動者。
(3) 第四十八號公約－保障外國移民退休金權利【C48 (Shelved)
Maintenance of Migrants' Pension Rights, 1935】：本公約要求
各公約批准會員國針對外國移民的退休金權利，制訂立法保
障，其中包含了殘障、老年、孤寡等對象之相關保險權益。
(4) 第七十一號公約－海上船員退休金【C71 Seafarers' Pensions
Convention, 1946】：本公約要求各公約批准會員國針對海上
船員的退休金權利，制訂立法保障。本公約將老年保障的範
圍擴大至受僱的海上船員，且因考量海上工作的特殊工作環
境與型態，將老年保險制度規定的年金領取資格從一般的六
十五歲規定，下降至五十五歲或六十歲。
(5) 第一○二號公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C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第一○二號公約中
涵蓋了醫療、疾病、失業、老年、職災、家庭、生育、殘障、
遺屬等領域的最低給付基準。
(6) 第一二八號公約－殘障、老年、遺屬權利【C128 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7】：第一二八
號公約，則進一步對第三十五號公約與第三十六號公約之老
年保險、第三十七號公約與第三十八號公約之殘障保險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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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整合殘障、老年、遺屬權利的保障，於本公約做出更
詳細的規範。
(7) 第一三一號建議書－殘障、老年、遺屬權利【R131 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Recommendation, 1967】：第
一三一號建議書針對第一二八號公約內容的不足，做出相關
補充。另於建議書提出保險年金的領取資格，強調保費的繳
納應由受保障者或其雇主承擔。
(8) 第一五七號公約－社會安全權利維持【C157 Mainte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Convention, 1982】：第一五七號公約是
以 1962 年平等對待（社會安全）公約、1952 年社會安全最低
基準公約之原則與規範為核心，對社會安全保障的維持做更
進一步的探討。
綜上所述，ILO 提出了公約及建議書，顯見其組織自 1933 年來
積極著手推動老年保險給付，從工、商業受僱者開始，逐步擴張到
農業部門、外國勞工、海上船員等。1952 年提出重要的第一○二號
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擴大保險給付領域。1967 年的公約及建
議書則進一步詳細規定對殘障、老年、遺屬之權利保障。
(二)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1.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簡介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成立於 1961 年，係根據 1948 年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而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演變而來。OECD 向來致
力於各會員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截至 2015 年 1 月止，共有 34 個
會員國。
相較於其他國際組織，要成為 OECD 的會員國，並非是一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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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申請的過程，而是由該組織的理事會決定邀請哪個國家成為會員
國，且其須符合相關條件。整體言之，OECD 的會員國必須是個開
放市場經濟（open market economy）、民主多元化以及尊重人權的
國家，且會員國必須要能夠願意以及具有能力履行組織的主要原
則、法令以及政策責任[28]。
2. 2006 年研提「活得越長、工作越久」（Live Longer, Work Longer）
政策報告書
OECD 的「就業、勞 動暨社會事務委員 會 」（ The OECD
Directorate for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DELSA），於
2006 年 1 月 17 日研提「活得越長、工作越久」（Live Longer, Work
Longer）的政策報告書，期許各國制定政策，鼓勵中高齡就業者持
續就業。報告中指出，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來臨，各國除應盡力推
動社會安全制度外，也應延後退休年齡並促進中高齡就業；「活得
越長、工作越久」政策報告書所提之主要對策包括：減少提早退休
之反誘因、去除雇主不合宜態度、採取多元就業方式，以及提升中
高齡者就業能力。
該報告書指出，中高齡就業者面臨之三個主要就業障礙為財政
的不利誘因、雇主雇用的障礙，以及缺乏就業能力，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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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的不利誘因
公共退休金制度
正式和非正式的提早退休方
案
缺乏退休階段性之選擇

缺乏就業能力
過時的技術

雇主僱用之障礙
消極的態度

提早退出
勞動市場

高勞動成本
不適當的工作保護規則

圖 6

缺乏協助中高齡就業者
的就業媒合
不合適的工作條件

中高齡就業者提早退出勞動市場的障礙

資料來源：OECD, DELSA Newsletter, 2006[28]
(1) 財政的不利誘因（Financial disincentives）
政府社會保障系統（social-protection systems）制度，如
老年年金、殘障和失業給付等，往往鼓勵人們在法定退休年
齡前離開工作，對於超過 65 歲以上仍繼續工作者，並未提供
財務上的補償。更甚者，由於政府往往建立錯誤的認知，提
倡以提早退休來持續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換言之，希望透
過高齡就業者之退休，以鼓勵公司提供青年人更多的就業機
會。
然而事實上，此一作法往往構成提早退休的惡性循環。提
早退休造成老年給付成本提高，相對地亦提升勞動雇用的成
本，而導致創造更少的工作機會、卻更多的提早退休。
(2) 雇主僱用之障礙（Employer barriers）
社會普遍存在對中高齡就業者的歧視態度，明顯反應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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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的偏差雇用、資遣；雇主往往喜歡僱用成本低、生產力
高的年輕就業者，以代替成本高、生產性低的中高齡就業者。
此外，有些雇主並未針對中高齡就業者提供在職訓練，導致
他們的技能過時而無法應付目前的工作。有些雇主相信中高
齡就業者較難以調適和抗拒改變。同時，在公共促進就業政
策中，相對於年輕就業者而言，許多國家傾向將中高齡工作
排除在積極勞動市場之外。
(3) 缺乏就業能力（Weak employability）
職場工作條件往往不適合高齡就業者的需求與能力，且不
具彈性的工作形式也常使許多中高齡就業者被迫面臨全職就
業或完全退休的二選一之僵硬選擇。中高齡就業者不論是在
薪資或非薪資勞動成本上（如疾病或健康保險），時常高於
年輕就業者；因此在過度嚴苛的就業保護規則下，雇主透過
公共財政支付的福利制度，鼓勵中高齡就業者提早離開職場。
針對上述三種障礙，OECD 國家正積極採取下列相關因應對策：
(1) 減少相關政策的不利誘因
政府在減少財政不利誘因與限制提早退休的管道上扮演
關鍵性的角色，如透過延後退休給付年齡、對中高齡就業者
予以增額年金補償，以及允許結合工作和年金之彈性給付，
以利中高齡就業者之老年生活保障。
(2) 去除雇主僱用之障礙
去除雇主障礙以維持中高齡就業者的雇用，需要透過政府
和社會共同來努力。有些國家尋求透過反年齡歧視之立法來
處理雇主的歧視態度；有些國家則傾向依賴公共資訊的呼籲
和宣導。然而，兩種策略皆要採行，不但須在降低雇用中高
齡就業者之成本和提升生產力之間作良好的結合，同時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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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中高齡就業者和增強勞動流動之間達到平衡。
(3) 提升就業能力
針對缺乏就業能力方面需要從三個方面努力：技術提升、
工作媒合以及較佳的工作條件。對中高齡就業者而言，透過
訓練以促進工作技術提升，所得到的回饋是低於青年就業
者。在工作生涯中，終身學習政策在鼓勵持續提升工作技巧
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為了讓上述策略更為有效，必須針對中高齡者的需求設計就
業媒合機制，在公共就業服務方面提供更多的資源。此外，促進各
年齡層就業者的在職健康和職場安全，也將延長未來的中高齡工作
世代留在職場的時間。
(三) 歐洲聯盟（EU）
1. 歐盟簡介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是根據 1993 年生效的《馬
斯垂克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條約》）所建立的政治經濟聯盟，
現擁有 28 個成員國，正式官方語言有 24 種。規範歐盟的條約經過
多次修訂，目前歐盟的運作方式依照《里斯本條約》。歐盟的宗旨
為「促進和平，追求公民富裕生活，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確
保基本價值觀，加強國際合作」[31]。
歐盟地區為減緩人口老化對經濟的衝擊，2000 年歐洲委員會
（The European Commission）首度針對促進高齡者就業問題正式提
出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
；2001 年哥爾摩歐洲會議（Stockholm
European Council）達成將在 2010 年將高齡者就業率提升到 50%以
上；2002 年巴賽隆納歐洲會議更進一步提出，延後平均退休年齡 5
歲的共同目標。2004 年歐洲委員會推出「活躍老化」政策報告，
要求歐盟國家拿出更積極作為，鼓勵高齡者繼續工作或再次投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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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市場，並列各國優先措施，其對策為[32]。
(1) 提供適當延後退休的給付誘因；
(2) 強化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3) 調整工作型態彈性化；
(4) 持續訓練；
(5) 推動積極的勞動政策等措施。
2. 2012 年推動「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
歐盟將 2012 年訂定為「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
（European
Year for Active Ageing and Solidarity between Generations），目的為
鼓勵各國在活躍老化的研究及世代間連結的問題上，進行社會對
話，期望透過世代對話及因應政策的討論，改變公眾對高齡化的刻
板印象，也儘可能讓高齡者在有生之年除了對自己生命負責外，也
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基此確保社會的創造力、包容力及凝聚力，創
造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均能共享的歐洲，讓各國在人口結構轉變趨
勢下，仍能維持經濟社會的繁榮及穩定發展。
歐盟「2012 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於 2012 年 12 月 10
在塞普勒斯首都尼克西亞舉辦的閉幕活動中畫下句點，並於閉幕式
從「就業、社會參與及獨立自主生活」等三個層面，通過 19 項後
續推動執行的指導原則，提供歐盟各國政府視國情進一步參採，讓
2012 年活躍老化年的精神能持續在歐盟國家發展，以因應人口結
構轉變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茲臚列 19 項指導原則如下：
(1)就業層面
a. 持續職業教育及訓練：無論性別及年齡均提供可近性（普及）、
可參與的教育、訓練及技能發展，允許他們可進入（或再進入）
勞動市場，參與有品質的工作。
b. 健全工作條件：提升工作條件及工作環境，維護中高齡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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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及福祉，以確保就業者的終身就業能力。
c. 年齡管理策略：配合就業者的年齡，調整其職務及工作條件，
以避免提早退休情形。
d. 提供高齡就業者就業服務：對於想要留在勞動市場的高齡就業
者，提供諮商、安置及重新融入的支持。
e. 防止年齡歧視：確保高齡就業者於勞動市場中的平等權，避免
以年齡作為評估就業者是否適任的標準，在工作場所應避免以
負面的年齡相關舊習及歧視態度對待高齡就業者，且應凸顯高
齡就業者的貢獻。
f. 友善的稅制及福利制度：檢視對高齡者的稅制和福利制度，以
保障高齡者的工作薪資，同時保有足夠的福利水準。
g. 經驗的傳承：透過「師徒制」及「混齡團隊」，讓高齡就業者
的知識和技術成為資產。
h. 工作與照護的協調：提供不分性別都適用的工作條件及假期安
排制度，允許他們可以在需要時帶職返家擔任非正式照護者，
再返回職場。
(2) 社會參與層面
a. 經濟安全：建立一個讓民眾在高齡時仍可以有足夠收入的制
度，以維護高齡者財政自主權，確保能有尊嚴地生活。
b. 社會包容：提供高齡者公平參與文化、政治及社會相關活動的
機會，避免社會排斥或隔離高齡者。
c. 資深志工：創造友善高齡者的志工活動環境，排除現有的障
礙，使高齡者能以其自身的能力、技術及經驗，持續對社會有
所貢獻。
d. 終身學習：提供高齡者學習的機會，特別是在資訊通訊技術
（ICT）、自我保健及個人理財方面，使他們能夠積極參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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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e. 參與決策過程：讓高齡者不分性別都能參與公共決策制定過
程，特別是那些會直接影響他們權益的議題討論。
f. 支持非正式的照顧者：讓非正式的照顧者（家人親友）也能得
到專業的支持及訓練；也應讓照護者獲得「喘息服務」(respite
care)。
(3) 獨立自主生活層面
a. 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採取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相關措施，
提供適合高齡者提升身心健康能力的活動，使高齡者在健康狀
態下延年益壽。
b. 合宜的居住環境及服務：適合的居住環境及服務，使身體已逐
漸老化的高齡者也能有最大自主程度的生活。
c. 近便且負擔得起的交通運輸系統：提供方便、可負擔、安全且
能讓高齡者安心搭乘的交通運輸系統，使其保持自主並積極參
與社會。
d. 年齡友善的環境、商品及服務：應用新科技與通用設計原則發
展適合各年齡層的民眾使用的商品及服務，減低年齡歧視。
e. 在受長期照護時仍能有最大自主權：提供長期需要被照護的老
年人最大程度的保障，確保其自主權和參與權的最大化，並以
尊重及同理心對待他們。
此外，歐盟更進一步針對歐洲地區提出活躍高齡勞動力的積
極政策（Employ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Active Ageing, 2012），包
括：
(1)國家年金改革計畫
歐盟在 2012 年發表「Adequate, safe and sustainable pension」
政策白皮書，倡導就業者要有工作越長才能有適足年金保障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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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政策包括：延後領取「足額年金保險」之法定年齡、對於
提早退休者予以減額年金支付、已達退休法定年齡後繼續就業者
給與增額年金、調整提早退休後再就業者之年金給付及退休給付
所得替代率，或提供一次性的在退休給與。
(2)配合失業給付改革，減少給付金額與領取期限，避免高齡勞工以
此做為退休轉銜跳板，同時輔以積極回歸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服務
措施。
(3)鼓勵第二層的職業年金開辦，由企業給與員工的職業年金，補充
退休時可有較高之所得替代率。
(4)嚴格審查失能給付與失能年金給付之給付條件，並給予必要之職
能重建服務或訓練，強調回歸就業市場的重要性。
(5)修改公平就業或年齡歧視禁止法令，避免因高齡或性別因素導致
的就業障礙。
(6)配 合 稅 制 修 正 ， 給 與 高 齡 就 業 者 較 高 之 所 得 稅 減 免 額
（tax-benefit），鼓勵繼續工作；或提供雇主以部分工時僱用高
齡勞工時，可以在社會保險負擔上得到減免。
(7)政府提供獎補助措施，鼓勵企業僱用與訓練中高齡勞動力。
(8)其他政策工具：包括維持一個健康的高齡勞動力策略、彈性化的
工作環境安排與勞動契約、推動終身學習以維持就業力、在職訓
練及技能提升、透過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合宜工作機會，以及教育
大眾對高齡勞動力的接受。
(四) 小結
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及歐盟
（EU）等三個國際組織，皆因應人口結構的轉型，而開始注重中高齡
就業者的發展；其中最早是在 1980 年國際勞工組織（ILO）提出 162
號中高齡勞工建議書【R162 - Older Workers Recommendati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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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62)】，其目的為保障同年齡層都有一個合宜的工作環境，讓中
高齡及高齡勞工在合適的職場條件下，得以繼續工作；而在 2000 年，
歐盟（EU）地區為減緩人口老化對經濟的衝擊，也逐年提出各種鼓勵
中高齡者繼續工作或再次投入勞動職場的措施；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為提升中高齡者就業能力，於 2006 年研提「活得越長、工
作越久」（Live Longer, Work Longer）政策報告書。
綜合以上三個國際組織所提出的政策與措施走向，可歸納出影響
中高齡就業者的主要因素有：就業職場、經濟生活、自身因素三方面。
就業職場因素可執行的有：
1. 改善雇主對中高齡就業者的態度；
2. 防止職場年齡歧視；
3. 營造中高齡就業者經驗傳承平台等。
經濟生活因素可以：
1. 鼓勵政府訂定較適宜的退休及年金福利制度，如：延後退休給付年
齡、彈性年金之給付；
2. 制定保障中高齡就業者持續就業的政策，使想要留在勞動市場中高
齡就業者，享有諮商、安置、重新融入的管道。
而在自身因素影響部分可著力於提升中高齡就業者的就業能力，
使其能夠持續工作並擁有職場所需之能力，如：技術提升、工作媒合；
總括上述，在促進中高齡就業的各項策略中，其共同點在於營造對中
高齡友善的就業職場，使中高齡就業者能夠繼續就業。

三、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重點
為因應中高齡人口增長及人口平均餘命的延長，讓中高齡就業者成為就業
市場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國陸續針對中高齡就業者分別訂定相關就業政策。
本研究主要國家之選擇，首先參酌 OECD 國家中，其 55-64 歲族群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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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率超過 60%的國家，包含日本 68.6%、韓國 65.5%、美國 61.4%、英國 61%；
其次，考慮國家區域的分布，如鄰近國家韓國，雖未加入 OECD 組織，但其 55-64
歲族群的勞動參與率達 65.6%；而北歐國家中的瑞典，其勞動參與率也達 74%
（OECD，2014），故一併加入討論分析。因此，本研究所討論的國家包含日本、
韓國、英國、美國、德國、瑞典，以及中華民國等國家。
以下就中華民國、日本、韓國、美國、英國、德國及瑞典等各主要國家，
分別陳述。
(一) 中華民國
我國中高齡就業政策內容架構最完善的是民國 88 年的「促進中高
齡者就業措施」，主要是協助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中高齡者就業
能力再開發、轉業，及退休後再就業，並排除其就業障礙。同時配合
經濟發展之需要，充分運用我國人力資源。「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措施」
之主要措施分為工作機會之維持、就業能力之培養、就業服務之提供
等三大類。
就業促進津貼辦法於 91 年頒訂，其措施包含臨時工作津貼、求職
交通補助金、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是為協助特
定對象失業者與非自願離職在就業的重要措施。其適用對象包含非自
願離職者、與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包含獨力負擔
家計者、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
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外籍配偶及大
陸地區配偶、受家庭暴力及受性侵害被害人)，對於中高齡者於再就業
的過渡期間，有相當之助益。91 年當年度 45-64 歲中高齡者的勞動參
與率為 59.02%。
96 年發佈的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適用個案包含雇用年滿四十歲
至六十五歲失業者的用人單位。補助用人單位管理訓練津貼每人每月
5,000 元，及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每人每月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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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基本工資核給，最長 3 個月，協助長期失業且弱勢之中高齡者就
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進而協助其重返職場。96 年 45-64 歲中高齡者的
勞動參與率為 60.55%。
爾後行政院於民國 97 年公告「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此
政策白皮書揭示以「有活力的老年」與「有生產力的老年」作為兩個
政策理想：以追求「有活力、能自主、有機會、可參與、得尊嚴」為
個人面向的五大發展願景；以「促成社會參與、提高社會品質、縮小
貧富與城鄉差距、追求永續發展、落實世代正義」作為五大社會面向
發展願景。為達成上述願景與理想的實現，「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
皮書」提出四項策略及十一項重點計畫，期待透過策略運用及計畫實
施，達到建構勞動市場「友善職場」及「多元選擇」的目標。四項策
略包括：
1. 制度環境改革策略
包含四項計畫，推動新增與修訂相關法令，並進行研究，以提供具
體的推動依據；檢討現有退休制度，建立漸進退休與延後退休制
度；檢討現行相關年金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消除年齡歧視，創造
友善年齡的職場環境。
2. 雇主誘因與勞動需求滿足策略
包含二項計畫，建立鼓勵勞工繼續就業之誘因機制、協助雇主提高
僱用中高齡及高齡勞工之意願。
3. 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服務策略
包含二項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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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的職業訓練管道，提升中高齡及高齡就
業者的工作能力。
4. 勞工生涯與就業需求滿足策略
包含三項計畫，創造彈性多元的工作機會，以符合中高齡及高齡者
42

勞動；依生活形態與需求，設置便利與普及的銀髮人才運用中心，
整合相關資訊管道；推動終身學習、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之教育。
98 年開始推行微型創業鳳凰計畫，其目的是提昇我國婦女及中高
齡國民勞動參與率，建構創業友善環境，協助女性及中高齡國民發展
微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本計畫協助 20-65 歲婦女及 45-65 歲中高齡者取得低利免擔保的創業
貸款，貸款金額最高新臺幣 100 萬元，貸款期限最長 7 年，提供免保
人、免擔保品且前 2 年免息的措施，並推動全方位的創業諮詢輔導陪
伴服務計畫，包含一系列免費創業研習課程，及完善的免費創業顧問
諮詢陪伴機制。98 年度之 45-64 歲中高齡勞動參與率為 60.26%。
另於 99 年頒佈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提供雇用獎勵措施以
提升企業競爭力，降低人事成本，有僱用就業服務中心推介之失業者
的雇主，每個月可獲得政府獎助；同時，也提升弱勢失業者就業率及
穩定就業，達到勞雇雙贏之目標。此措施所針對的對象為民營事業單
位、團體或私立學校身分之雇主，雇主如僱用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
介之中高齡者，依僱用人數每人每月發給雇主新臺幣 1 萬 2,000 元或
每人每小時 65 元，最長以 12 個月為限，增加雇主僱用之誘因，協助
中高齡者（年滿 45 歲至 65 歲）順利就業。99 年之 45-64 歲中高齡者
的勞動參與率為 60.28%。
中華民國政府於 100 年公布缺工獎勵計畫，辦理鼓勵失業勞工受
僱特定行業的津貼補助，其目的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從事工
作，舒緩特定行業缺工情形，並兼顧穩定失業勞工就業以及降低國內
聘僱外籍勞工之目的。該計畫針對的對象包含：待業期間達 30 天以
上的失業者、經就業服務機構評估為有需要之失業者、受僱從事機構
照顧服務工作且受過專業訓練並取得證明之勞工。將依工作期程補助
金額每月 5,000~8,000 元。於 100 年該年度 45-64 歲中高齡者的勞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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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率為 60.39%。
102 年推出的跨域就業津貼之目的為增加失業者到外地就業的機
會，減少因距離所導致的就業障礙，盼能積極協助跨域就業意願低的
弱勢失業者重回勞動市場就業。其補助內容包含搬遷津貼、租屋津貼
與異地就業交通津貼。該方案之受惠對象為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
上的失業者、與非自願性離職之失業被保險人，並且該就業地點與原
日常居住處所需距離達 30 公里以上。100 年該年度 45-64 歲中高齡者
的勞動參與率為 60.39%。
同樣於 102 年啟動的明師高徒計畫，其計畫目的雖是培訓且年滿
十五歲以上二十九歲以下，非在學之未就業青年，但透過師徒制的訓
練方式，也達到了代間經驗交流與知識融合。其運用訓練自主化、彈
性化、個別化及長期訓練機制等特色，將隱藏於民間之師徒教導學習
管道予以制度化，並跳脫正規教育方式，透過嚴謹之適訓評估，提供
客制化之訓練，由師徒間自主議定訓練內容，做為技術與經驗傳承之
訓練管道，並促進青年就業。
此外再於民國 104 年訂定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其理念是為
了因應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競爭力較為弱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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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以協助中高齡者突破生理
及心理上之限制，獲得適性及穩定的工作，以發揮中高齡者的職場優
勢。該方案的適用對象是經濟部依「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認定加強輔導型產業、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或受貿易自由
化影響產業事業單位之年滿 45 歲至 65 歲中高齡在職勞工，與其他在
職勞工經評估後，認定需要協助者。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將提供
事業單位專業的職務再設計諮詢服務、給予補助及獎勵措施，也會培
訓專業的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人員，以提供須協助者穩定的服務。104
年該年度 45-64 歲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為 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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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為目前我國中高齡勞動力發展的
重要政策依據，上述各項實施策略則會透過勞動部、教育部、退輔會、
新聞局、經濟部、人事局，以及各縣市政府共同推動跟執行。此白皮
書的提出期望政府與雇主能提供適合中高齡友善的職場環境，也能提
供多元的就業機會給中高齡者。
除此之外，目前實行的多項就業促進措施，例如：就業促進津貼
實施辦法、雇用獎勵津貼、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中高齡職務再設計
計畫、微型創業鳳凰計畫等，皆明訂中高齡就業者亦為適用對象。雖
然缺工獎勵計畫、跨域就業津貼與明師高徒計畫，並非針對中高齡者
設計，但也有助於協助中高齡者克服就業障礙、或是促進職場的代間
交流。
(二) 日本
日本於 1970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於達 7.1%，1985 年超過
10%，1994 年達 14%，在 2005 年達到了 20%。依據 The World Factbook
（2015）指出，2014 年底日本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數達到 3274 萬人，
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25.8%。雖然人口快速老化的趨勢是在近三十
年才發生，但日本勞動省在該國 1970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之前，即開
始研擬高齡人力僱用對策。
勞動省於 1959 年始，日本各地政府就「關於促進中高年齡層的
雇用」，邀集企業雇主共同商討中高齡員工之僱用對策，並於 1967 年
修訂「雇用安定法」中關於中高齡者失業勞工促進就業的規定；該次
修法為日本首度以法律明訂中高齡者勞工就業相關議題[33]。同時，
為因應中高齡就業人力及年金改革，1967 年修正之「雇用安定法」採
取兩個方向，一是「延長退休年齡」，將退休年齡階段提升從 55 歲
至 65 歲；另一則為「延長僱用」以繼續僱用、再僱用、勤務延長等
方式導入，確保及促進高齡者及退休人員之僱用與福祉[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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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後 1971 年 制 定 《 高 齡 者 雇 用 安 定 法 （ Law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Older Persons）》，透過全面性的作法
確保中高齡者的就業安定，並明訂提高退休年齡、推動持續僱用，以
確保即將達退休者有繼續工作的機會，提升年長者的福祉並促成經濟
與社會的發展。該法亦以鼓勵雇用 45 歲及以上的勞工持續於原服務
公司之分行或周邊企業工作。1976 年進一步頒布「中高年齡者等雇用
促進特別措置法」，設定「雇用 55 歲以上高齡者之比率要達全從業
員之 6%以上」之雇用率目標，以落實僱用高齡者政策。1986 年則再
大幅度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將退休年齡延至 60 歲，使得該
法有「60 歲定年制法案（Age 60 Teinen Act）」的稱號；該次修法達
到促進高齡者再就業、確保退休後再就業等立法，並規定多項獎勵辦
法（Oka, 2008；成台生，2006）。從 1971 年鼓勵進用 45 歲以上的勞
工到 1986 年修法延後退休年齡至 60 歲，15 年間的政策與法令調整，
展現日本因應高齡化勞動市場變動的積極做為。
1990 年再度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制定「高年齡者等職業
安定對策基本方針」，要求雇主應盡力僱用屆齡退休但仍有工作意願
的員工至 65 歲。1994 年則再次修訂該法，其要點包含強制規定企業
之定年年齡不得低於 60 歲；若員工有意願工作至 65 歲，企業須依
厚生勞動省的指導，發展相關因應制度與規劃。2000 年修正《高齡者
雇用安定法》，政府要求企業延後強制退休年齡至 65 歲，並提出「持
續雇用(continued employment)」，要求雇主必須保證勞工可以工作到
65 歲。在 2006 年 4 月立法實施《改正高年齡者雇用安定》，其修正
內涵分為確保勞工可工作至 65 歲、協助高齡者再就業與確保多元化
的就業機會等三個層次。雇主須針對下列三項措施擇一辦理，分別
為：「提高退休年齡至 65 歲」－為配合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之延後計
劃，要提升退休年齡至 65 歲；「引進定年後繼續雇用制度」－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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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僱用之高齡員工如有意願，可於退休後繼續僱用；以及「廢除定年
制度」－廢除退休年齡制度[36]。從 1986 年首次修訂高齡者雇用安定
法後的 20 年間，經歷數次修法，其內容均重在延後退休年齡，以及
鼓勵自願式之退休後持續僱用。
最近一次高齡雇用安定法之修正於 2012 年 8 月 24 日經國會審
查通過，2013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正兩大重點，首先為
刪除原事業單位需透過勞資協商訂定之高齡繼續僱用基準之作法。其
次為擴大企業集團繼續僱用制度，並公布未善盡推動高齡僱用保障措
施之企業名單及厚生年金給付年齡之配套措施[37]；其中「公布未善
盡推動高齡雇用保障措施之企業名單」之做法，對企業僱用中高齡者
之政策落實，更有強制約束作用。此外，修正後的《高齡者雇用安定
法》為了確保企業能穩定僱用高齡者，特訂定「確保高齡者僱用措施
之實施辦法與準則｣，提供企業落實推動該法之方針。其中，該準則
之第 2 項第 4 點明訂薪資與職務安排，鼓勵企業為繼續就業之高齡
者，修訂其薪資與職務安排制度，來提升高齡者繼續就業之意願，以
確保高齡者雇用措施可有效實施[38]，畢竟薪資與工作安排是影響高
齡者繼續就業之重要關鍵因素。
綜合上述，日本早於 1970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
數 7%），1994 年進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數 14%），更於
200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數 20%以上）。日本勞動
省於 1959 年起，開始關注中高齡者的僱用，透過頒布及修正《高齡
者雇用安定法》，逐漸確立中高齡就業人力及年金改革的方向為「延
長退休年齡並持續雇用」及「促進退休後重新雇用」。
(三) 韓國
依據 The World Factbook（2015）指出，2014 年底韓國 65 歲以上
高齡人口數有 620 萬人，占總人口比率 12.7%。而在中高齡勞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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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韓國在 2013 年 45~64 歲中高齡勞動參與率為 73.7%，65 歲以
上勞動參與率則高達 31.4%[26]。因此韓國政府企圖創造一理想的職
場環境，使想工作且仍有工作能力的高齡者，能不受年齡的限制繼續
工作，因此主張：
1. 延長職業年齡為 60 歲以上；
2. 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3. 提供高齡者多方面的就業機會；
4. 創造一個高齡就業的支持性環境等四項目標。
從 1990 年代初期，各項政策與方案均往此目標邁進[39]。
1991 年韓國政府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修正法令退休年齡為
60 歲，同時訂定高齡者標準僱用比率，規範對象為僱用 300 人以上的
事業單位。其中製造業的高齡者僱用比率需達 2%；運輸業、不動產
業及出租業為 6%；其他產業為 3%。另外，該法規定政府部門、政
府投資、公共採購等單位，則有優先僱用高齡者的義務。不過早期「高
齡者就業促進法」的政策成效不彰，超過 300 位員工的大型企業經
常不符合規定，反而中小企業雇用高齡者的比率最高，而製造業的雇
用比率也遠低於規定[40]。
為了彰顯其反就業年齡的歧視，韓國政府在 2008 年將「高齡就業
促進法」的名稱一併修訂為「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法案」
(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此法的主要精神在於保障高齡者就業安全，
以促進整體經濟發展。該法明確規範了所有涉及年齡歧視的規定，包
括薪資、福利、退休、解雇、升遷、教育和訓練等，並藉由此法支持
與促進高齡者的就業，持續發揮與貢獻其能力。「禁止老年就業歧視
及促進老年就業法案」在 2013 年 4 月修法通過後，強制規定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300 人以上的私人或公家單位，員工的退休年齡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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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0 歲及以上，並據此調整薪資結構；而 300 人以下的單位則是從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本次修法這是韓國政府對於人口高齡化的
勞動環境所做的回應。目前此法為韓國政府制定與推動禁止就業環境
中年齡歧視相關政策的法源依據。此外，若雇主無正當理由卻未符合
規定，依法都將視為違反法律規定，雇主將受到懲罰[41] [42] [43]。
除了立法與法令修正，韓國政府亦推動有助高齡者就業之促進方
案。為了提升中高齡人口的就業競爭力，以及提升中高齡就業市場的
環境，韓國於 2006 年 9 月由政府部門以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研
擬並提出「第一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1st basic plan to
promote employment of the aged)，計畫期程為 2007 年至 2011 年，透
過辦理就業培訓、擴大工資高峰制度、提供僱用新進高齡勞工者金額
補貼等具體措施[43]，促進中高齡就業。依據韓國就業勞動部（2013）
[42]報告，老年人的就業率因此從 59.3%上升至 63.1%。
由於第一階段的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獲得具體成效，韓國在
2011 年 12 月 27 日由總統主持內閣會議，宣布執行「第 2 階段促
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計畫期程為 2012 年至 2016 年。此計畫
決定深入開展六大政策任務，旨在創造條件使更多的中高齡者工作更
長的時間。六大政策任務包括：
1. 加強支持代間工作分享（intergenerational job-sharing）；
2. 擴大支持老年人繼續留在他們的主要職務；
3. 加強對退休準備和技能發展的支持；
4. 為早日重新就業做準備；
5. 促進中高齡者對社會的貢獻和辦理人才交流活動；
6. 建立完善制度和基礎設施，以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 [42] [39]。
此外，韓國就業勞動部 2014 年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該年度之促進
中高齡就業的方針以「幫助中高齡者保持活躍，並延長工作年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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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並提出三個實施策略：
1. 確保 60 歲為最低退休年限；
2. 幫助退休者找尋第二職業；
3. 確保退休後的生活保障與鼓勵社會貢獻。
韓國總統朴槿惠在 2015 年 8 月 6 日於青瓦台發表談話，進一步提
出勞動改革的願景：「我們將變成一個有希望的社會」，強調為實現
經濟起飛，需大力推動勞動改革、公共部門改革、教育改革和金融改
革等「四大改革」。其中在勞動改革部份，針對五個族群提出策略方
案[44]：
1. 青年：幫助他們有自信的走出第一步，讓他們找到合適的工作職務；
2. 中高齡：是安定社會的力量，讓這些中高齡族群能勤勞務實的工作
到 60 歲；
3. 弱勢族群：協助弱勢族群也有工作的機會；
4. 女性：協助需要照顧小孩的女性，讓他們無後顧之憂，能夠在職場
上勝任；
5. 派遣人員：協助他們有機會從非正式員工轉成正職員工、提供失業
補助，以及減少每週的工作時數，讓他們能夠在六點準時下班。
此外，總統朴槿惠擬在年內推行公部門「薪資高峰制度」，公務
員在到達一定年資後薪水將逐年遞減，但保障其能做到屆齡退休，另
外輔以新制薪資體系，評定公務員能力水準。
綜合上述，韓國政府中高齡就業政策可分為兩大策略，第一為「避
免職場年齡歧視」，禁止雇用者因年齡產生就業歧視，並保障高齡者
僱用比率；第二為「延後退休年齡」，將退休年齡延長至 60 歲及其
以上，明訂薪資、福利、退休、解雇、升遷、教育和訓練等，以支持
中高齡持續或再度就業。
(四)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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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調查，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為止，美國境內 45 歲至 64 歲的人口達 8 千 4 百萬人，占
總人口的 26.15%，而 65 歲以上的人口達 4 千 7 百萬人，占總人口的
14.88%(U.S. Census Bureau, 2014)。由此數據可知美國境內中高齡人口
所占比例將近 40%，在人口結構中有相當比重。為了保障這些中高齡
人口的就業權力，以及積極擴大中高齡人力資源的運用，美國透過立
法程序，保障中高齡就業者的權益。
在美國，禁止任意年齡歧視之努力最早始自 1950 年代，但當時尚
未有明確的立法規範，直到 1965 年 6 月之「美國高齡勞工：就業之
年齡歧視」報告（The Older American Worker: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公告，才有明確宣示。該報告指出年齡歧視的確存在於
職場之中，年齡歧視不是單純取決於雇主偏好或缺乏包容
（intolerance），最主要係起因於不正確之刻板印象；因此該報告建
議應將年齡歧視之禁止納入立法，方得全面禁絕職場上年齡歧視之情
形。
1967 年 1 月 23 日，當時總統 Lyndon B. Johnson 發表一段關於中
高齡勞工失業之談話，建議國會通過就業年齡歧視之立法，公平對待
每個在職場上皆有能力應付其工作之勞工，避免以年齡作為職場中不
公平之區分因素。隨即，美國勞工部在國會提出「1967 年就業年齡歧
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ADEA）」，同
年 12 月 15 日被總統簽署通過[45] [46]，成為美國境內保障中高齡勞
工權益的主要法源依據。
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之立法目的在於：「促進中高齡者基於其能
力而非其年齡的就業狀況，禁止獨斷之職場年齡歧視行為，以及協助
雇主與勞動者解決其所面對之勞動者年齡在職場上所引起之衝擊」
（29 U.S.C §621, Congressional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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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顯見 ADEA 的主要精神在於認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應與其年
齡無關，雇主不得以年齡做為強迫受雇者退休之手段，以保障中高齡
者的就業權益。
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歷經 6 次的修訂，逐步充實相關內容。目前
之規範範圍包括 [45] [47]：
1. 個人適用資格
歷經多次修正，取消了保護年齡的上限，故 40 歲及以上的個
人皆受本法之保障；
2. 適用機構單位
適用於僱用 20 名以上雇員的事業單位、教育機構、公私立
就服機構、勞工組織、學徒計畫、政府機關及聯邦政府；
3. 就業年齡歧視例外情形
目前除了消防人員、執法人員（警察）得明列年齡設限，及
依據其他聯邦法律規範有提供載客服務的機長必須在 65 歲退休
之例外規定外，美國法令並未訂定全國性強制退休年齡；因此
ADEA 規定雇主不得採用任何年資或福利計畫來強制 40 歲以上
的受雇者退休。
在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的保障下，與就業相關的任何歧視都是非
法的，包括僱用、解僱、薪資、工作分配、調動、升遷、復職、退休
或其他就業條件。但根據此法，若雇主能提出舉證抗辯，則得因求職
者的年齡而在僱用決定或相關措施上有差別待遇，其中雇主可提出的
幾種抗辯理由包括：
1. 年齡為一種真實的職業資格：雇主必須舉證年齡的區隔對於特定行
業的營運是必要的；
2. 年齡以外的合理因素：雇主須說明採取的差別待遇措施，是基於非
年齡之外的其他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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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當理由：雇主係因正當理由而施以解僱或懲戒措施。此外，ADEA
亦規範，若雇主對於提出控告或參與控告歧視調查者進行報復，也
屬於非法行為；即使在提出控告、年齡歧視案件不成立之情形下，
若該控告者提出遭受到報復行為，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亦將就此展
開調查。
綜合上述，美國中高齡就業政策最重要之核心概念為「避免年齡
歧視」，並於 1967 年通過「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ADEA）」以保障 40 歲及以上之就業者。
根據該法，除受其他法令規範的特定工作與職業之外，美國聯邦法令
沒有工作年齡的上限，亦沒有強制退休年齡。
(五) 英國
英國在 1929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即達 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
但直至 1976 年才攀至 14%，踏入高齡社會，期間歷時約 47 年。而根
據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簡稱 ONS）的推估，英國約於 2020 年
達到超高齡社會的標準。英國少子化與高齡化之人口結構的轉變，也
改變了勞動參與的形式[48]。此外，英國為所有工業化國家中最早意
識中高齡就業議題的國家，其因應措施層面廣泛，包含年金改革、就
業方案、藉社會教育喚醒就業意識以及立法等等[49]，政府也致力於
延後退休時程。
英國中高齡就業政策歷經多次改革。首先於 1950 年代因經濟繁
榮，政府鼓勵中高齡者繼續投入勞動工作；但由於 1975 年至 1980 年
間國內經濟衰退、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職業工會及企業欲保
障青年工作機會，前勞工行政組織於 1977 年提出「職位讓出計劃（Job
Release Scheme, JRS）」，提供提早退休的津貼誘因，促使人們主動
縮短工作壽命以釋出職缺。
其後因應 1980 年代青年勞動資源漸減，1990 年代起政府再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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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中高齡者的智慧與經驗。1990 年提出「50 歲上工津貼（the 50 Plus
Job Start Allowance Scheme）」，協助長年失業的中高齡者先以兼職
工作的身分返回勞動市場，再轉成全職工作型態。不過由於 1990 年
代初期經濟衰退使然，使得這群「重（新）裝上陣」的中高齡者英雄
無用武之地，該津貼方案後因使用率過低，於 1991 年終止[8]。
為了降低年齡歧視對中高齡者就業之影響，英國政府於原有的「就
業及年金部（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and Pensions）」注入「捍
衛中高齡者權益」的使命，於 2001 年成立工作與年金部門（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專責處理中高齡議題。2000 年，英國
前首相布萊爾上任不久後，即針對人口老化所帶來的問題與解決方
向，由內閣辦公室績效與創新小組出版 “Winning the generation game:
Improving opportunity for people aged 50-65 in work and community
activity”（Cabinet Offic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2000），此
為英國官方關於中高齡就業之首要研究報告書[49]。隨後首相布萊爾
於 2003 年提出「年金綠皮報告書（Pensions Green Paper）」，表明
對中高齡就業者的看法，亦是英國正視拓展工作生涯、支持失能者重
回勞動市場、強調年金給付之外的工作收入對於中高齡者的重要性、
研議漸進式退休等社會需求的證明[50]。其後於 2004 年財政法案
（Finance Act 2004）中允許雇主續用已屆正式退休年齡之員工，並予
以累積年金的資格。
此外，2005 年 4 月起適用之年金法案（Pensions Act 2004）則延
遲領取老年給付的年齡，提供延遲領取老年給付者更優渥的報酬，藉
以 鼓 勵 高 齡 者 持 續 工 作 。 工 作 與 年 金 部 門 （ DWP ） 同 年 出
版 ”Opportunity age: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geing in the 21st
century”，明確指出英國政府因應人口高齡化的最重要支柱與策略就
是 促 進 就 業 ， 並 設定 幾 個 具 體 努 力 目 標 (Dutton, Flynn& Mc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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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DWP, 2005)，包括：提供重返職場的技能訓練或生涯規劃、退
休的充分資訊；改革失能津貼，鼓勵返回勞動市場；提高整體就業率
至 80%，包括一百萬以上的中高齡勞工。該出版品亦將強制退休年齡
提高至 65 歲，並要求雇主需依各自企業的條件（business case），對
退休者 65 歲之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5] [51]；此為 2006 年頒佈之
「就業（年齡）平等條列（Employment Equality (Age) Regulation）」
的重要基礎。英國由工作與年金部門（DWP）主導，持續推動「年齡
加值運動」（Age Positive Campaign）」，鼓勵職場勞工年齡應多樣
化，以改變雇主態度，減少年齡歧視；倡議雇主應提供中高齡者持續
學習的機會以累積就業能力，進而繼續工作[8] [34]。
英國在 2006 年頒布「就業（年齡）平等條列」，明文將強制退休
年齡提高至 65 歲，亦要求雇主須就各自企業的條件（business case），
對退休者 65 歲之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2010 年修改「機會均等法
（Equality Act）」，禁止年齡及高齡就業的歧視[52]。另一重大政策
改革是規定雇主從 2011 年起，不得以法定預設退休年齡（default
retirement age, DRA）做為依據，強制滿 65 歲的員工退休；也就是考
慮到英國人口老年化以及退休金可能不足支付等問題，取消強制退休
年齡的規定[53]。
綜合上述，英國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面臨勞動力老化，最重要的
是成立專責單位「工作與年金部門」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處理中高齡議題。其中高齡就業政策核心概念為「延後退休
年齡，延遲領取年金年齡、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及鼓勵回歸就業市場」，
包括減少年齡歧視，改變雇主的態度並鼓勵職場勞工年齡應多樣化，
讓中高齡者可以擁有友善的職場環境，持續學習的機會，以累積並增
進職場就業能力並提供重返職場的技能訓練或生涯規劃。同時，亦要
求企業應對中高齡持續工作與重返工作的就業者，予以積極的回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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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調整。
(六) 德國
依據德國 2014 年 6 月份之統計資料，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人口佔
總人口的 20.9%，已進入超高齡社會；德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為 80.44
歲（男性 78.15 歲；女性 82.58 歲）；總和生育率為每名婦女生育 1.43
名子女（The World Factbook, 2014）。德國自 2008 年到 2010 年間人
口減少 50 萬人，人口總數減少 0.6%，淨人口數有逐年減少之趨勢；
但同時期中高齡之人口數，55~59 歲及 60~64 歲卻分別增加 1%。依
此人口趨勢發展，現有的 5,000 萬勞動人口數，到了 2030 年將減少到
4,200 到 4,300 萬人之間，2030 年代中期之後老人的依賴比更是將急
遽上升。
為因應上述人口推估，德國政策上採取年金改革以及勞動市場從
被動措施轉變為更積極的中高齡勞動就業市場之政策制定，其關注重
點之一是「如何維持中高齡人口繼續留在就業市場」[52]。以下分別
說明政策措施重點 [52]：
1. 公共年金的改革
德國自 2007 年修正了領取公共年金的退休法定年齡，從 2012
年 1 月起至 2029 年，男女中高齡就業者的退休年齡將從現有的 65
歲逐步調整到 67 歲，始得領取公共年金。德國政府不排除將視未
來人口發展結構，再度延後領取公共老年年金年齡到 69 歲。
2. 職業年金提早退休計畫的改革
德國自 1990 年代起決定調整職業年金的機制，到 2000 年後
已經對於提早退休的情形提出更多的限制。2001 年起參加職業年
金的勞工者，退休年齡由 63 歲調整為 65 歲，如果要提早退休，每
月將減額 0.3%年金給付。
職業年金在 2012 年再次調整。參加職業年金年資達 45 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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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照顧小孩及育嬰留職停薪仍參加保險）者，可以在 65 歲退休，
且不減少給付金額；參加年資達 35 年以上者，則可在 63 歲後退休，
但越早退者年金減額就越多；而從 2012 年起，在 67 歲以前退休者，
每年減額 3.6%，但對於 67 歲以後仍然繼續就業者，每滿一年則增
給 6%的職業退休年金。之前頒訂之鼓勵提早退休的方案在 2012 年
後幾乎都取消了，足見德國政府想把高齡的勞動力留在就業市場之
決心。
3. 提早退休與失能給付的互動改革
德國目前 20~64 歲領取失能給付之勞動力僅占全體 4%，是歐
洲第三低的國家，但其身障者的勞參率仍高達 50%，顯示德國對身
障職能重建的用心，積極讓領取失能給付的勞工儘快回歸一般勞動
市場。德國勞工提早退休的原因之一是身體功能不佳，且以無法領
取失能給付者為多。
4. 對於高齡就業者的失業給付改革
德國勞工常利用失業給付做為銜接領取退休金的前奏機制，
所以德國政府將優渥的失業給付縮減，以除弊端。首先在 2005 年
推動 Benefit II（整合失業給付與社會救助給付制度），要求領取失
業給付者要先經過資產調查（Mean-test），合格者才可領取失業給
付，並將原本失業給付 Benefit I 可以領取的期程，從最長 32 個月
縮短為 18 個月，以催促高齡失業者積極尋職的行動意願，提高其
接受定期契約工作或到擔任工作人力的意願。
另一個失業給付改革的對象是年滿 58 歲的失業勞工。以往社會法
典有所謂「58 條款」，亦即年滿 58 歲的失業者，無須強制接受就業
服務機構的職業介紹與登記失業尋職，即可以領取失業給付到直到領
取職業年金。但 2008 年後因 Benefit II 再度修正規定，符合 58 歲門檻
者只要失業達 1 年以上、沒有再找到工作，就必須到就業服務機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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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失業登記，期間一旦符合領取年金資格，不管是足額或減額年金，
就會被迫中止領取失業給付。
綜合上述，德國致力於維持中高齡人口繼續留在就業市場，透過
公共年金的改革，延後年金領取年齡；職業年金提早退休計畫的改
革，對於就業者有意提早退休的情形提出更多的限制。並在 2012 年
後取消提早退休方案，另提出提早退休與失能給付的互動改革，降低
部分勞工將失能給付作為提早退休的銜接手段的可能性，積極讓領取
失能給付的勞工儘快回歸勞動市場。對於高齡就業者的失業給付改
革，則要求領取失業給付者要先經過資產調查，縮短失業給付領取期
限，以提高高齡失業者尋職與就職的意願。
(七) 瑞典
瑞典在 1887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即達 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
並於 1972 年左右攀至 14%，歷時約 85 年踏入高齡社會。依據 The
World Factbook（2015）指出，2014 年底瑞典的高齡人口數達 192 萬
人，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約 19.8%，即將邁入高齡社會。受到良好
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醫療制度保障，目前瑞典是世界唯一一個 80 歲
人口超過全國 5%的國家（全球平均是 1%）。
瑞典在 1887 年步入高齡化社會後，1913 年通過國民年金法案，
這是世界第一個包含全國公民的年金制度，使瑞典成為第一個建議普
及性（universal）且強制性（compulsory）年金制度國家。瑞典年金制
度被簡稱 AFP，即定額的基本年金給付（flat-rate basic pension），所
有瑞典公民都被含括在老年年金制度下，而且領取資格無關乎工作成
就地位。到了 1984 年瑞典各界凝聚共識改革公共年金制度，將年金
制度改為確定提撥制（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目前瑞
典年金的發給是立基於「終生所得原則」，每一個人得享領的「年金
權」將以個人全部工作生涯薪資的 18.5％為基礎；個人可領之年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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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所繳納的年金保險費相關，民眾在其工作期間所繳納的所有保險
費用，都可在其成為老年年金領受者時領回。
影響中高齡就業者留在職場最重要的措施是 1976 年 7 月開始實施
的部分年金體系。此種體系讓老年勞工可以逐漸減少其工時，並且能
夠領取部分年金。部分年金的工作通常是指兼職工作，適用對象年齡
必須符合工作繳費年資在 10 年以上，年齡 61-64 歲之間，每週工時
在 5-17 小時之間等條件；若工時降低，則所得不能超過基本數額的
7.5 倍，年金的所得替代率是「損失薪資」的 65%。
瑞典落實職場中的禁止年齡歧視不餘遺力，首先於 1982 年制定
「就業保護法(EPA)」將「後進先出」的企業裁員慣例納入法制，以
保護年資較深的高齡勞工。再者於 2009 年制定新的「反歧視法」，
禁止針對年齡、性別、民族、性傾向、宗教信仰等歧視。此後瑞典退
休金審議委員會（Ppensions Review Committee）於 2014 年決議提高
退休年齡至 69 歲，雇主應讓勞工工作到 69 歲以後才可強制其退休；
同時同意雇主可以在勞工 69 歲以後改為定期契約僱用，使身體健康
且有技術之高齡勞工得以繼續工作。
瑞典的薪資勞動者較晚退出勞動市場，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瑞典
積極鼓勵就業，社會政策和勞動市場政策也是立基於工作原則（work
principle）
。從 30 年代開始瑞典就相當支持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ALMP），並以此作為其勞動主要政策之一；此
原則亦反映於瑞典政府對高齡勞動者或是退休人力之重視，而提出活
動保障方案體系、學習支持系統體系和公共就業方案等。尤其在 2000
年之後，瑞典針對高齡失業者提出一些 ALMP 制度，包括活動保障方
案體系（The Swedish Activity Guarantee），勞動市場訓練方案、工作
實務教育、職涯發展保障教育等之學習支持系統（The Swedish study
support system），以及創業展店輔導方案（New Start Job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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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瑞典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期間為 85 年，從高齡
社會步入超高齡社會為 43 年；相較其他國家，瑞典有充分的時間面
對高齡社會的勞動問題。瑞典政府透過年金改革、就業保護法及反歧
視法等，保障中高齡就業及避免年齡歧視；其次透過活動保障方案體
系、學習支持系統體系和公共就業等方案，對高齡者提供訓練方案、
工作實務教育，以及職涯發展服務等機會，以延長就業。
(八) 綜合討論
以下分析世界主要國家面對高齡社會來臨，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市
場的轉變，所揭示之中高齡就業政策要點。從 1950 年代起，老年人
口比例較高之國家便逐漸重視中高齡就業政策與促進方案。各個國家
最重要亦最主要之政策，為立法保障中高齡就業權益，並且避免年齡
歧視：例如日本的「高齡者雇用安定法」、韓國的「禁止老年就業歧
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法案」、英國的「就業（年齡）平等條列」、美國
的「就業年齡歧視法」、瑞典的「反歧視法」等。由此可知「避免職
場年齡歧視」是促進中高齡就業政策的重要基石，各國均藉由立法保
障中高齡者，避免其因年齡因素而失去工作權益。
其次，主要國家透過「延長退休年齡」及「年金改革」之策略，
促進中高齡持續就業與退休後再就業。包括日本、韓國、英國、德國
及瑞典等國，均將退休年齡自 55~60 歲提高至 65~69 歲不等，而美國
除特定中高齡就業者外，更是沒有退休年齡之限制。
有些國家也在執行彈性工作的政策方案，例如：英國提出「50 歲
上工津貼」，協助中高齡者先以兼職工作的身份返回勞動市場，在轉
成全職工作的型態。在日本的「僱用安定法規」、美國的「老人社區
服務就業計畫」、韓國的「工作分享計畫」等，是透過彈性工作的設
計，讓中高齡就業者依照其體能狀態以及勞力負擔程度進行工作的調
整，讓他們有更多自主運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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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先進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最核心概念為立法保障中高
齡就業者之工作權益，避免因年齡歧視而受到解雇及不予聘雇之情
形。而在促進中高齡就業策略方面則以持續聘雇、延後其退休年齡、
鼓勵退休後再就業、制定彈性工作契約、持續參與專業技能學習、就
業媒合與服務等實施策略，進而促進中高齡持續就業，藉以因應高齡
社會所帶來勞動力結構之改變。
由上述陳列之各國經驗觀之，當代世界促進中高齡就業政策之發
展方向是「避免年齡歧視」以保障中高齡就業權益，以及利用「延長
退休年齡」與「年金改革」的策略，推動中高齡持續就業與提高退休
後再就業的意願。我國的就業促進措施所著重的要點是為協助有工作
能力與工作意願的中高齡就業者能力再開發、轉業及退休後再就業，
但對職場年齡歧視的現況較無直接相應的措施來克服。相較於日本、
韓國、英國、美國、瑞典，皆有禁止歧視、或反歧視的相關法案，有
利於改善中高齡者的就業環境。我國相關措施偏向為給予雇主獎勵，
以提高雇主雇用中高齡就業者的意願、或是盼雇主能利用補助給予中
高齡勞工更專業的訓練，使其留任職場。
在延長退休年齡的部分，日本、韓國、英國、德國及瑞典，皆將
退休年齡提高，並且配合年金制度的改革，盼能促進中高齡持續就業
與再就業的意願。而我國在退休年齡的制訂上，勞動部已將勞基法上
的強制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長到 65 歲，但年金的部分仍在持續調整
中，盼能成為提高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的助力。
先進國家執行彈性工作的政策方案所在多有。我國的職務再設計
計畫，也如同日本的「雇用安定法規」、美國的「老人社區服務就業
計畫」、韓國的「工作分享計畫」，皆強調依據中高齡者體能或其他
條件進行工作或職場上的調整。
另外，我國的「微型創業鳳凰計畫」提供輔導與貸款服務，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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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自行創業，是相較於上述先進國家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措施中
較為少見的類型。自計畫推動至 104 年 7 月止，「微型創業鳳凰計
畫」接受顧問諮詢輔導計 3 萬 1,411 人次，計協助 1 萬 2,214 人
創業，核准 4,662 人貸款，創造 3 萬 3,505 個就業機會，成效可觀，
對於中高齡就業來說，是可繼續著力之要角。
然而，若觀察勞動參與率之成長情形，我國從 1999 年至 2015 年，
僅成長 1.53%，相較於其他國家（例如英國於 1990~2013 期間，增加
6.8%；瑞典 1982~2009 期間，增加 8.1%），中高齡就業者之勞動參
與率的成長速度最為緩慢。
彙整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重點，如表 6 及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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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彙整
國家
1.
2.
3.
4.
中華
民國

日本

韓國

美國

英國

德國
瑞典

5.
6.
7.
8.
9.
1.
2.
3.
4.
5.
1.
2.
3.
4.
5.
6.
1.
2.
1.
2.
3.
4.
5.
6.
1.
2.
3.
1.

政策重點
1999 年的「促進中高齡就業措施」，主要內涵為：工作機會之維持、就業能力之培養、就業服務之提供等。
2002 年「就業促進津貼辦法」，其措施包含臨時工作津貼、求職交通補助金、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
2007 年「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補助雇用中高齡勞工的用人單位訓練津貼。
2008 年，提出「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其中提出四項策略及十一項重點計畫，盼透過策略及計畫，能建構勞動市場「友善職場」及「多元選擇」的目標。四
項策略包括：一、制度環境改革策略；二、雇主誘因與勞動需求滿足策略；三、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服務策略；四、勞工生涯與就業需求滿足策略。
2009 年「微型創業鳳凰計畫」，提供輔導機制與貸款服務，鼓勵中高齡者與婦女創業
2010 年「雇用獎助措施」，提供獎助津貼，以鼓勵企業雇用由就業服務中心推介之中高齡失業者
2011 年「缺工獎勵計畫」，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從事工作，舒緩特定行業缺工情形，並兼顧穩定失業勞工就業之目的
2013 年「跨領域就業津貼」，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失業者至外地就業之機會。而「明師高徒計畫」鼓勵青年向中高齡師傅學習技術。
2015 年「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計畫」，將調整職務內容，以協助中高齡者突破生理與心理的阻礙，以能在友善安全的職場就業。
1967 年修訂《僱用安定法》中關於中高齡者失業勞工促進就業的規定。為首次以法律明訂中高齡者勞工就業議題。
1971 年制訂《高齡者僱用安定》，透過全面性的作法確保中高齡者的就業安定。
1976 年頒佈「中高年齡者等雇用促進特別措置法」，設定 55 歲以上的雇用比率。
1990 年修正《日本高齡者雇用安定法》，逐漸確立中高齡就業人力及年金改革的方向為「延長退休年齡並持續雇用」及「促進退休後重新雇用」兩大方向。
2012 年再次修正《日本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刪除高齡繼續僱用基準之作法；擴大企業集團繼續僱用制度。
1991 年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包括：加強支持代間工作分享；支持擴大老年人繼續留在他們的主要職務；加強對退休準備合計能發展的支持；為早日重新就業
做準備；促進中高齡者對社會的貢獻和人才的流動；完善制度和基礎設施。
2006 年提出「第一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期程為 2007 年至 2011 年，老年就業率從 59.3%上升至 63.1%。
2008 年提出「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方案」，其精神在於保障高齡者就業安全，以促進整體經濟發展。
2011 年執行「第二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期程為 2012 年至 2016 年，包含六大政策任務。
2014 年促進中高齡就業方針以「幫助中高齡者保持活躍，並延長工作年限」為主軸。
2015 年南韓總統朴槿惠在青瓦台發表談話，提出勞動改革的願景：「我們將變成一個有希望的社會」。提出勞動、公共部門、教育和金融等四大改革。
1965 年提出「美國高齡勞工：就業之年齡歧視」報告書。
1967 年提出《就業年齡歧視法》，促進中高齡者基於其能力而非其年齡的就業狀況，禁止獨斷之職場年齡歧視行為。隨後，經歷多次的修正。
1990 年提出「50 歲上工津貼」，協助長年失業的中高齡者就業。
2001 年成立工作與年金部門，專責處理中高齡議題。
2003 年提出「年金綠皮報告書」，表明對中高齡就業者的看法。
2006 年頒佈「就業（年齡）平等條例」。
2010 年修訂《機會均等法》，禁止年齡及高齡就業歧視。
2011 年不得以法定預設退休年齡（default retirement age, DRA）做為依據，強制滿 65 歲的員工退休。
1990 年代起調整職業年金的機制。
2007 年修正了領取公共年金的退休法定年齡。
2005 年推動「整合失業給付與社會救助給付制度」。
1913 年通過《國民年金法》。1982 年制訂《就業保護法》。1984 年改革公共年金制度。2009 年制訂《反歧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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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年代

中華民國

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年表（括弧內數字為該年度之 45-64 歲就業人口比例。資料來源：OECD Data）
日本

韓國

美國

英國

德國

提出「就業之年齡歧視」報
告書(59.95%)
制訂《就業年齡歧視法》
(60.86%)

1965
修訂《雇用安定法》

1967

制訂《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63.57%)
頒佈「中高年齡者等雇用促進特
別措置法」(62.21%)

1971
1976

制訂《就業保護法》(67.1%)
改革公共年金制度(66.0%)

1982
1984
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63.19%)

1990

促進中高齡就業措施
(60.35%)
修訂《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62.82%)

2000
2002

「50 歲上工津貼」方案(53.0%)
訂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61.6%)

1991
1999

就業促進津貼辦法
(59.02%)
提出「年金綠皮報告書」
(55.35%)

2003

整合失業給付與社會救
助給付制度(45.48%)

2005
實施《改定高年齡雇用安定》
(64.83%)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瑞典
通過《國民年金法》

1913

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
(60.55%)
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
書(60.83%)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60.26%)
雇用獎助措施
(60.28%)

2011

缺工就業獎勵
(60.39%)

2013

跨域就業津貼、明師高徒
計畫
(60.74%)

2015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
(61.88%)

「第一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
基礎計畫」(59.26%)

頒佈「就業（年齡）平等條例」
(57.30%)
修正《職業年齡年金法》
(53.75%)

《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
老年就業法案》(60.63%)
制訂《反歧視法》(75.2%)
修訂《機會均等法》(57.15%)
不得以法定預設退休年齡做
為依據，強制滿 65 歲的員工
退休(59.8%)

「第二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
基礎計畫」(62.12%)
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66.87%)
提出勞動改革願景與策略；針
對青年、中高齡、弱勢、女性
與派遣等族群提出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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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論觀點分析
前面分別論述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現況、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中高
齡就業政策重點，接著以活躍老化、生產力老化，及職涯發展等理論觀點評析上
述之政策內涵。
(一) 活躍老化
聯合國於 1999 年國際老人年時提出「活躍老化」的口號。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延續此一概念，
將活躍老化定義為以促使老年人延長健康壽命及提升晚年生活品質
為目標，有效提供維持健康、社會參與及生活安全之最適機會的一種
過程[54]。徐慧娟、張明正（2004）[55]認為，活躍老化是指身體健康、
無憂鬱狀態、良好社會支持、積極投入生產力活動，並指出若以成功
老化指標做為基礎的健康指標，活躍老化則是進階的健康指標。
Davey（2002）[56]認為個體如果要活躍老化，則應包括以下五
個要素：延長工作壽命、延後退休、在退休後仍然持續工作、持續從
事健康維護的活動，及儘可能地讓自己能獨立生活並融入人群當中，
而透過對老人的再教育工作將有助於提升活躍老化。Clarke 和 Warren
（2007）[57]針對老人所做的研究發現，老人對於未來的害怕跟恐懼
是必然會存在，但對老人而言，活躍老化的目的並不是希望其在將來
的日子裡延緩退化或失能，而是活在眼前當下（living for now），努
力地享受晚年的時光，雖然身體器官的衰退為必然的結果，但仍要積
極的過生活。因而要達到活躍老化的目標，就應正視老人在日常生活
上的需求，提供資源、機會和關懷，讓老人活得舒適而自在，這樣老
年生活才有活躍的可能性。
WHO 依據老年人的認知及權利使用的角度，從八個面向提出協
助活躍老化的策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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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橫斷面上：包括性別與文化
(1) 文化的價值與傳統：能以任何形式影響社會觀點以及老化的過
程；
(2) 性別：讓政策制定者可以從社會地位、飲食行為、教育程度及
不同性別在工作及健康照護服務的角色，規劃兼顧兩性觀點的
福利政策。
2. 縱貫面上：包括健康及社會福利、日常行為、個人因素、生活環境、
社會環境及經濟等因素
(1) 在健康及社會福利面向：可以從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行為、醫
療服務、長期照護及心理健康服務之使用來判別老化情形；
(2) 在日常行為面向：適度的運動、健康飲食、不抽菸、不飲酒、
不藥物濫用，可以預防疾病及功能的衰退，並且延長壽命、提
升生活品質；
(3) 個人因素：指受基因、智力及認知功能的影響；
(4) 生活環境面向：自然環境、居家安全、清潔的水、乾淨的空氣、
安全的食物及老年人跌倒的問題；
(5) 社會環境面向：包含社會支持、暴力傷害、教育及識字能力；
(6) 經濟因素：關心老年人的收入、安全保護及工作條件。
簡言之，活躍老化的概念是以促進高齡者延長健康壽命及提升晚
年生活品質為目標，有效提供維持健康、社會參與及生活安全重要的
一種過程。前述之 OECD、歐盟、及多數主要國家均在這個架構下，
提出相對應的中高齡的就業政策方案。 OECD 在 2006 年提出「活得
越長、工作越久」政策報告白皮書。報告書中指出為因應高齡化社會
之來臨，各國應盡力推動社會安全制度，在職場上建構一個適合中高
齡就業者的友善環境，並且協助中高齡就業者教育訓練的機會，以提
升中高齡就業能力。歐盟在 2012 年推動「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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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也在期望透過世代對話，改變公眾對高齡化的刻板印象，盡可
能讓高齡者對社會有所貢獻。各國在中高齡就業政策，也符應活躍老
化的概念，例如提出反年齡歧視、高齡者僱用安定法、友善職場環境
等措施，以保障中高齡就業者。因此，無論國際組織或國家，相關政
策均具備從就業層面、社會參與層面、獨立自主層面協助中高齡者參
與勞動就業市場。
(二) 生產力老化
生產力老化最早是由 Helen Kerschner 於 1980 年提出，其對老年
人口有以下五個不同於以往的看法（Kerschner & Pegues,1998）：
1. 機會大於危機；
2. 問題的解決大於問題的製造；
3. 資產大於負擔；
4. 資源的累積大於資源的消耗；
5. 對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貢獻多於消費。Caro、Bass 和 Chen（1993）
[58]認為，生產力老化是指個人身體與心理的成功老化，再加上積
極的參與經濟與社會的生活，讓這些長者在社會上可以扮演貢獻者
的角色。
Bass 和 Czso（2001）指出，影響個體的生產力老化包含四個部
份：
1. 環境層面（environment variable），例如：國家的總體經濟環境、
政治發展、文化規範、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
2. 情境層面（situational variable），包含個人的教育程度、社會經濟
地位、社會環境等因素；
3. 個人層面（individual variable），是各種研究成果會討論到的，例
如：個人的創造力、能力傾向、習慣、性別、民族、種族、身體特
徵和遺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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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政策層面（social policy），包括了政府和雇主的政策，退休金
政策、稅收法規等因素。
Kerschner 和 Pegues（1998）[59]認為生產力老化可藉由從事有
酬的工作、志願服務、教育、運動、休閒旅遊、政治參與或倡導活動
來達成。周玟琪、林萬億（2008）[60]亦指出，生產力老化乃是因應
人口老化的結果，透過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質與
自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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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雙贏局面，奠定社會永續與銀髮
經濟的發展條件與基礎。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生產力老化的觀點認為人口老化伴隨著
延後退休並促成自主之現象，對社會所帶來的是機會（opportunities）、
轉機（turning point）與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生產力老化可
以透過就業、志工、照顧參與、健康促進、教育訓練投入、社會與宗
教活動的參與，提高老化的個人價值並創造正面的貢獻。
中高齡者對於社會是有所貢獻的，然而這需要政府以及雇主提供
友善職場環境。例如韓國政府企圖創造理想的職場環境，使想就業者
且仍有工作能力的高齡者，能不受年齡的限制繼續工作，故主張延長
就業年齡、促進高齡者再就業、提供適合中高齡者的就業機會、營造
高齡就業的支持性環境等目標。英國也提出「50 歲上工津貼」方案，
協助長年失業的中高齡者以兼職工作身份返回勞動市場，再轉成全職
工作型態。瑞典針對中高齡者提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包括活動方
案保障體系、職涯發展保障教育等學習支持系統以及創業展店輔導方
案等。
從生產力老化的觀點來看，上述國家的政策提供的輔導、教育訓
練、友善職場環境等，協助中高齡者能發揮所長，貢獻自己的能力。
若從薪資觀點來說，中高齡者有了收入，對於生活也比較有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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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改善生活品質。
(三) 職涯發展
Koike（1978）[61]將職涯定義為個人在組織內部的連續發展流
程，需依靠在職訓練行之。Schein (1978)將之區分為內部職涯（Internal
Career）與外部職涯（External Career）。內部職涯包含個人自我認定
的價值、心態、需求、才能、興趣、動機，對職涯選擇與方向有極深
的影響，屬於心理層面上對工作的主觀認知，例如工作的穩定與安全
感來自於個人，而非組織的保證；外部職涯則牽涉到組織結構中明確
定義的工作層級、角色[62]。
Schein（1978）認為職涯發展包含員工職涯規劃（Career Planning）
及組織職涯管理（Career Management），組織與個人相互磨合以滿足
雙方之責任與需求。對多數人來說，職涯規劃與發展是一個終身不斷
選擇職業的過程，而且職業生涯與人生重大事件也會交互影響（郭宗
賢，2010）[62]，對於中高齡者而言，面臨了生、心理的變化，也面
臨退休的抉擇，何時退休？退休後做什麼？是否繼續再就業？可以再
繼續從事哪些工作等問題。
因此，各國政府設置中高齡者就業輔導機構，協助他們的職涯發
展規劃。例如我國提出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服務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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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職業訓
練管道，提升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能力。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也
提出中高齡者僱用獎勵措施，協助他們在面對職涯轉換時提供協助。
綜上所述，就老化的觀點而言，活躍老化和生產力老化其實就是一種身、
心、靈和諧的狀態，讓中高齡者可以在個人、家庭和社會當中適應良好，並且受
到尊重、獲得尊嚴。而職涯發展則是讓選擇留在職場的中高齡者更有尊嚴、機會
及專業能力，貢獻所長。藉由上述資料分析，對於我國未來中高齡就業政策之規
劃，有下三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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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中高齡者社會參與以活躍老化
由於目前社會普遍對老人存在著活動力較弱、參與意願較低的刻
板印象，因而對許多社會事務的參與常被排除或忽視。但已有諸多研
究顯示老人其實是可以很積極的參加社會上各項活動，若讓他們有多
元參與社會的機會，相信多數的中高齡者會比現在更活躍，發現自己
存在的價值。
(二) 善用中高齡人力以促進生產力老化
由於高齡社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未來職場上的中高齡者會越來
越多，因此政府應該有更完整的政策措施，讓中高齡者有能發揮自身
能力與傳承經驗的舞臺。中高齡者的知識、經驗和技術都是難能可貴
的資源，如何善用這些中高齡者，端賴於社會大眾有多元的尊重與包
容。例如：透過師徒制的作法讓經驗傳承給下一代，或是制定彈性工
作時間以配合高齡者生活狀況等，都可以善用並提升中高齡的生產能
力。
(三) 加強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涯發展
科技不斷進步，技術也持續不斷更新，因此中高齡就業者透過不
斷的學習參與，加強自己的專業能力。應協助中高齡的就業以及鼓勵
再創業，讓他們更能活躍老化、參與社會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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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國家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及成功案例
本節彙整主要國家之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及案例。經資料併排、統整與分
析，將各國策略與案例之特色內含歸納為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倡議中高齡就業
意識，以及提供中高齡就業訓練及工作媒合等三個政策方向。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
職場勞工可能因不同的身分或特徵而遭受歧視，包括：族群、國籍、性別、
年齡、外貌或是體重等。友善職場（Friendly Workplace）係指無歧視、重平等的
工作環境，且員工與雇主間能彼此尊重、合作，共同打造一個平權的就業場所，
藉此全面照顧員工的需求，避免失去優秀人才，也可提升企業形象。以下就主要
國家對於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的策略與方案，分別從提供中高齡就業者的薪資保
障、延後退休年齡、鼓勵就業者世代間交流、設計彈性工作內容、高齡員工的健
康管理等五個部份進行說明。
(一) 提供中高齡就業者的薪資保障
1. 日本：山得利公司、Daikin 空調公司
日本企業透過評估中高齡員工的生產力、工作能力進行薪資
的調整，以取代裁員與退休，此種策略除了提高了中高齡員工的工
作保障，同時，企業可以花費較少的人事成本保留精熟工作技能的
資深員工，並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日本在 2000 年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政府立法要求企
業延後強制退休年齡，並提出「持續雇用(continued employment)」，
要求雇主必須保證勞工可以工作到 65 歲。為了配合此一政策，不
少企業也開始以薪資調整策略取代裁員與退休，除了降低人事成
本，也可保障中高齡的工作權益。
71

(1) 山得利公司（Suntory Holdings Limited）
自 2013 年 4 月起實施 65 歲定年制度，該制度已與工會
達成協議，適用對象約 5,000 名正職員工，採維持年滿 60 歲
前薪資水準不變，60 至 65 歲的薪資則參考當事者的能力或經
驗，按 60 歲時薪資的 6 或 7 成給薪。同時退休金於 60 歲時
算訂其額度並於 65 歲時開始支給，企業年金則從 65 歲開始支
給，惟其預定利率則由年 3%調降至 2%。
(2) Daikin 空調公司
日本空調製造商大金（Daikin）意識到，它需要從年齡或
經驗角度，重新考慮其人力資源政策，以培養和留住人才。這
種新方法包括：
a. 從資歷為基礎的體系，轉變為以業績為基礎的系統；
b. 個人願意接受挑戰的機會；
c. 提供獎勵津貼，以鼓勵員工完成工作並自我挑戰；
d. 允許失敗的「不怪」(no blame) 政策，其目的是鼓勵員工承擔
風險。
表 8 為 Daikin 工業所提出的員工退休後至 65 歲的再雇用
薪資制度。在 Daikin 工業 60 歲退休的員工，若想繼續在原公
司上班，不論 60 歲退休前的薪資與職務都可依據其年收入設
定的基準計算其薪資，也就是所謂的「全員全額｣；不分高階
或低階員工，均可依照自己時間規劃，從 4 種上班型態中選擇
工作時間的長短、型態，再依上班型態決定收入多寡，滿足高
齡者想選擇多樣性就業環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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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Daikin 工業員工退休後至 65 歲的再雇用薪資

上班型態(上班時間)

年收入設定的基準

全天制
(7.75H/日)

在本企業服務時 51~55 歲的年收（包含基本薪資、年終、
補助金等）的 70%

全天短時工制
(6.5H/日)

在本企業服務時 51~55 歲的年收（包含基本薪資、年終、
各式補助金等）的 60%

隔天上班制
(5 日/2 週，7.75H/日)

在本企業服務時 51~55 歲的年收（包含基本薪資、年終、
補助金等）的 50%

登錄上班制
(自訂可上班時間)

依據申請職務型態的薪資，以及年資長短由人事單位決
定工時（1 小時時薪為 750~3,000 日幣）

資料來源：2014年Daikin工業高齡者雇用薪資組合

執行上述策略後，該公司銷售和利潤增長都十分可觀，中
高齡就業者亦會持續工作；2010 年度起有超過或近 9 成的 60
歲退休員工仍被聘用（表 9 )，人數亦逐年成長。2011 年，大
金成為第一家日本公司贏得了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獎「超過 50
歲 工 作 者 的 最 佳 雇 主 」 (Best Employers for Workers Over
50)(WEF, 2014)。
表 9

2007 年至 2013 年 Daikin 工業員工退休後的再雇用人數與再雇用率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再雇用數

492 名

465 名

484 名

500 名

612 名

652 名

655 名

再雇用率

81.9%

84.1%

83.4%

90.6%

92.1%

88.1%

88.6%

資料來源：：2014年Daikin工業高齡者雇用人數及比率

2. 韓國
(1) 「擴大薪資高峰」制度（Wage peak system）：以 LG 集團為
例
韓國為了實現勞資雙方雙贏的願景，從 2003 年開始，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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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信用擔保基金（Korea Credit Guarantee Fund, KCGF）與韓國
的部分銀行、公共事業以及大型公司開始採用「擴大薪資高峰」
制度（Wage peak system），意指當員工達到一定年齡之後可
以選擇退休，或是選擇降低薪資以繼續留在職場工作，以提供
中高齡員工之就業安全保障。
韓國 LG 集團於 2007 年時，配合韓國「第一階段促進中
高齡就業計劃」，施行擴大薪資高峰制度，透過鼓勵員工以繼
續就業取代退休，使這些具有優秀工作能力的中高齡員工能持
續留在職場，進而維持就業的穩定並保持集團的競爭力。LG
集團實施擴大薪資高峰制度的特點在於延後員工退休年齡（從
55 歲延後到 58 歲），選擇參與此方案的員工，仍能持續留在
職場，但其薪資將以每年 10%的幅度減縮，直至 58 歲退休。
同時，LG 集團也會再雇用 58 歲以上但保有能力與競爭力的員
工，擴大中高齡人力資源的使用[63]。此一措施不僅能持續保
持集團的競爭力與就業穩定，同時也能有效的幫助企業減少退
休金的支出，降低人事成本。
(2) 「雙獲」（double-cropping）方案
「雙獲」（double-cropping）方案，針對年滿 55 歲者，
當其工作時間少於最高工時的一半時，政府將提供工資補貼，
額度為「延遲退休最高工資」（the delayed-retiring wage peak
system）的 50%（每人每年 300 萬韓元，約新台幣 8 萬 6 千
元）。
3. 美國：勞工貿易調整協助方案新選項
美 國 提 供 50 歲 以 上 勞 工 貿 易 調 整 協 助 方 案 新 選 項
（Alternative TAA，ATAA），針對未具備易轉換技能之 50 歲以
上失業勞工再就業。若其新受僱工作薪資所得低於 5 萬美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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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 26 週與原有工作薪資差額 50% 的補貼，2 年內最高補助
額不得超過 1 萬美元。此政策目的在於保障中高齡就業者的薪資
水準，提出給予中高齡者再就業時，新、舊工作間薪資落差的補貼。
4. 德國：職業年金的改革
德國自 1990 年代起決定要調整職業年金的機制，到 2000 年
後已經對於提早退休的情形提出更多的限制。女性退休者自 2000
年到 2004 年，年齡在 60 到 65 歲者都不會減少其職業年金給與。
2001 年起一般長期參加職業年金的勞工，退休年齡由 63 歲調整為
65 歲，如果要提早退休，每月將減額 0.3%年金給付。另外 2004 年
推出提繳年金的投保薪資級距制度，並非依實際勞工薪資所得提
繳，因此雇主提存金額與勞工薪資有所脫節，除減少雇主負擔外，
也相對減少勞工未來的職業年金總額，因此有助勞工想留在就業市
場以便有足夠的第二層退休年金。 另外德國亦逐步廢除退休計畫
的補助方案，特別是部分工時工作的薪資補貼[52]。
職業年金在 2012 年再次調整。參加職業年金年資達 45 年（包括照
顧小孩及育嬰留職停薪仍參加保險）者，仍可以在 65 歲退休，不
減少給付金額。另外參加年資達 35 年以上者也可以在 63 歲後退
休，但越早退者年金減額就越多：從 2012 年起在 67 歲以前退休者，
每年減額 3.6%，但在 67 歲以後仍然繼續就業者，每滿一年增給 6%
的職業退休年金。之前一些提早退休方案在 2012 年後幾乎都取消
了，可見德國政府想把高齡勞動力盡量留在就業市場。
(二) 延後退休年齡
1. 日本：確保勞工可工作至 65 歲，退休後持續雇用
1990 年修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制定「高年齡者等職業
安定對策基本方針」，要求雇主應盡力僱用屆齡退休但仍有工作意
願的員工至 65 歲。1994 年則再次修訂該法要點包含強制規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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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年年齡不得低於 60 歲，若員工有意願工作至 65 歲，企業須
依厚生勞動省的指導，發展相關的因應制度與規劃。2000 年修正
《高齡者雇用安定法》，政府要求企業延後強制退休年齡至 60 歲，
並提出「持續雇用(continued employment)」，要求雇主必須保證勞
工可以工作到 65 歲。在 2006 年 4 月立法實施《改正高年齡者雇用
安定》，其修正內涵分為三個層次，確保勞工可工作至 65 歲、協
助高齡者再就業，與確保多元化的就業機會。雇主須針對下列三項
措施擇一辦理，分別為：「提高退休年齡至 65 歲」：為配合年金
給付開始年齡之延後計劃，要提升為 65 歲退休年齡；「引進定年
後繼續雇用制度」：指目前僱用之高齡員工，如有意願，於退休後
繼續僱用之制度，及「廢除定年制度」：廢除退休年齡制度（甄國
清等，2013）。
2. 韓國：退休年齡定為 60 歲及其以上
韓國政府促使業界採用最低退休年限為 60 歲之標準，並進行
工資制度的調整。根據韓國「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法
案」之規範，強制規定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300 人以上的私人
或公家單位，員工的退休年齡應定為 60 歲及其以上，並根據此調
整其薪資結構；而 300 人以下的單位則是從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
生效。這也是韓國政府對於人口高齡化的勞動環境下所做出的回
應。
3. 英國：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
英國於 2006 年頒布「就業（年齡）平等條例（Employment
Equality (Age) Regulations）」，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亦
要求雇主須就各自企業的條件（business case），對退休者 65 歲之
後的就業意願積極回應。
4. 德國：退休年齡逐步調整到 6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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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方面，德國自 2007 年修正了領取公共年金的退休法定
年齡，並自 2012 年 1 月起生效，男女就業者的退休年齡都從現有
的 65 歲逐步調整到 2029 年的 67 歲才可以領取公共年金，且不排
除將視未來人口發展結構，再調整領取公共老年年金年齡到 69 歲。
5. 瑞典：提高退休年齡至 69 歲
2014 年瑞典退休金審議委員會（Pensions Review Committee）
決議提高退休年齡至 69 歲，雇主應讓其勞工可以工作到 69 歲以後
才可以強制其退休。並且同意雇主可以在勞工 69 歲以後改為定期
契約僱用，使身體健康且有技術之高齡勞工可以繼續工作。
(三) 鼓勵就業者世代間的交流
1. 日本：發展適用組織文化的師徒制
日本企業的因應之道，除了延後退休年齡之外，還將企業內
部的技術傳承加以制度化，積極培育技術人才。為了能讓退休後的
員工持續發展員工的能力，須要設計一套適合他們的職務與工作內
容。多數日本企業再度雇用技術出身的退休「職人｣（高階技術者），
讓他們從在現場作業的職人轉型為種子教官的角色，將豐富的技術
與知識傳承下去。
以 KiMPO MELTECH 有限公司（株式会社キンポーメルテッ
ク）為例。KiMPO 是一間鈑金開發製造公司，一間在 2014 年時只
有 46 名員工的中小型工場，但卻擁有與國際競爭的鈑金加工技
術，更在 2010 年日本精密機械工業會所主辦的比賽中榮獲最優秀
獎。該公司 60 歲以上的從業員佔總員工人數的 16.3%，為了能讓
「職人｣（高階技術者）的熟練鈑金加工技術，不間斷地傳承，KiMPO
除了於 2011 年將退休年齡延到 70 歲，並導入多樣性的就業時間來
滿足高齡者的選擇需求之外，也採用「師徒制」策略，希望藉由這
些資深「職人｣（高階技術者）的豐富經驗，幫助年輕員工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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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化傳承職人的技術。
但是，「師徒制」中高齡職人與年輕新進員工的配對組合，
常出現因年齡差距過大所造成的價值觀、溝通上的代溝。因此
KiMPO 公司重新設計適合自己公司的「師徒」制度，不採用傳統
一位年老資深員工對一位年輕員工的組合，改成兩階層「師徒制」，
也就是一位年老資深員工與 40 歲左右的中年技術者配對，中年技
術者再與年輕員工配對，讓傳承職人的技術不會因為年齡的問題，
產生青、老員工之間無形的隔閡。從日本 KiMPO 公司經驗來看，
設計與開發適合高齡者的職務內容，藉由好的接班制度，得以持續
讓高齡員工發揮其能力與價值。
2. 韓國：代間職場教學、世代融合型創業
隨著高齡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鼓勵中高齡者延後
退休，但也使得青年與中高齡就業者競合的情況越來越明顯。韓國
預計在未來十年，青年和中高齡者之間的工作競爭在所難免，因此
政府決定加強代間雙贏（an

intergenerational win-win）工作的促

進。從 2012 年開始，在 300 家中小型企業中，讓熟練的中老年
退休者作為年輕員工導師和教練（mentors and instructors）
，1600 位
退休專家如工匠大師和工匠，擔任「現場教授」
（on-site professors）
。
除此之外，韓國政府亦補助世代融合型創業，鼓勵不同世代
的合作創業，運用中高齡者熟練的技術與豐富的經驗，結合年輕人
的想法與創意，發揮展現創業模型之效用。2012 年補助 50 家企
業、每家企業 500 萬韓元，以不同世代間的合作取代競爭。
3. 英國：麥當勞的家人和朋友合同
而在英國，麥當勞公司為了解決中高齡就業者與青年就業的
競爭問題，鼓勵職場內世代間的交流合作，開創「家人和朋友合同」
（Family and Friends Contract），它讓家人和朋友在同一個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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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工作，互相分享與分擔彼此的突發情況（而無需另行通知）。
這個合同的目的是為了幫助麥當勞的員工可以「多元化地兼顧他們
的工作與個人生活」，而這些員工更願意繼續工作，也能擴大集團
的員工數，從員工和資方的角度都能從這個計畫中獲益。因此許多
麥當勞餐廳員工是三個世代在一起工作。
4. 英國：Queen Alexandra College 高齡者擔任導師任務
王后亞歷山德拉學院（Queen Alexandra College）是一個獨立
的餐飲專業學院，它為 16 歲以上的視覺障礙及其他障礙者提供餐
飲教育。學院大約有 200 名員工，年齡介於 21 和 73 之間，目前約
有 10％的工作人員超過 65 歲以上。高齡員工的聘用有助於保持及
滿足該組織的專業技能需求。
另一個持續聘用高齡者的原因是透過「技能轉移」讓高齡就
業者幫助大學生培養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基礎。高齡者藉由指導
學院學生，不僅能發揮自己的工作角色，也擔任「導師」或「教練」
的角色，培育新進工作人員取得語言治療的教育資格證書，以確保
該學院的服務品質及連貫性（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1）。
5. 美國：以 Tim Hortons 甜甜圈專賣公司為例
在美國，中高齡就業者豐富的經驗與成熟的工作技能是公司
中重要的人力資源。部份的企業採用「師徒制」的策略，希望藉由
這些資深員工的豐富經驗，幫助新進員工能快速的融入工作環境。
例如：Tim Hortons 是 TDL 集團下的一間甜甜圈專賣公司，同時也
是北美甜甜圈產品界的龍頭。由於他們每日顧客量都非常龐大，因
此員工都是處在一個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下，即便如此，它們仍發現
這些中高齡的員工依舊能適應這種工作環境，同時也依賴這些資深
員工填補了多項的工作職缺。在其遍佈加拿大與北美的 300 多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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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他們請這些資深的員工擔任新進員工的導師，獲得很好的成
效。
Tim Hotons 的人事總監 Nan Oldroyd 表示：我們新進的與年輕
的員工，透過與這些資深的員工一起工作，可以幫助他們提高他們
的人際交往能力；而這些新進員工所帶來的青春、熱情與活力也感
染到了這群資深員工上（Hcareers, 2014）。Tim Hortons 透過以中
高齡資深員工做為年輕員工的導師的師徒制，讓兩個不同世代的員
工能夠透過彼此的交流，交換工作的經驗，促進團隊間的合作，更
能發揮中高齡員工的價值。
(四) 設計彈性工作內容
設計彈性的工作內容，有助於中高齡工作依照其體能狀態以及勞
力負擔程度進行工作的調整，也讓他們有更多可以自主運用的時間，
以提升其持續留在勞動市場的意願。部份先進國家採用彈性工時或職
務再設計，以開發與持續運用中高齡勞動資源。
1.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媒合之工作以彈性工時類為
主
依據日本 2000 年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規定中所指出，為了因應
年長勞工勞力負擔及健康因素，應有多樣化的就業機會，如短時間
的工作、隔日工作、半日工作等彈性工時制度的規範。由民間所成
立的「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 SHRC）」接受雇主所提供的工作機會媒合項目可分為主要
七種類別：
(1) 管理類：停車場管理或依管理者制度所進行的設施管理等；
(2) 外務類：宣傳單等的發送、抄電表或催收帳款等；
(3) 專門技術類：補習班或家教老師、翻譯或會計事務等；
(4)

技術性類：拉門及屏風修補、木工、油漆工或裁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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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務類：文書管理事務、收件人抄寫或櫃台人員等；

(6) 清潔類：公園清掃、樹木消毒或除草割草等；
(7) 服務類：家事援助、安親支援、看護服務或觀光導覽等。當地
服務中心因地區特性亦發展出不同工作內容，主要是以配合高
齡者生活型態，以短時間且彈性工時之工作類型為主。
此外，隨著環境、醫療、與科技等的進步，多半高齡者，都
能保持良好的身體與精狀況，但不免身體各器官的機能有了變化或
開始衰退。尤其是運動機能衰退，顯得變得虛弱，這是高齡化的很
大特徵。老年症候群包含許多症狀，較常見的症狀，在日常生活中
有的老年人感覺做每一樣事情都不能得心應手，容易忘記事情，走
路容易絆倒或跌倒，甚至上廁所都感覺困難。如何提供安全、衛生、
友善年齡的工作職場，以吸引、留住並提高中高齡者的工作績效是
企業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2. 日本：工作環境安全與職務再設計
(1) 山本金屬製作公司
山本金屬製作是一間 98 名員工，擁有 10 名 60 歲以上高
齡者的金屬製造工廠。該工廠為了讓所有員工，尤其是高齡者
能安全且有效率工作，由 4~5 人組成一班，負責檢視工廠內部
的軟硬體設備，找出問題並徵詢高齡員工的意見，以開會方式
尋求解決之道。目前已經採取的措施，如產品製造時將量測方
式設定為機器自動化操作，可讓高齡者減輕體力的耗損、眼睛
的負擔；高齡者的操作機台的腳踏墊改用特殊材質踏墊，可減
輕高齡員工長時間站立時的腳部疲倦感，而且止滑功能也可降
低高齡員工的滑倒風險等。這些檢視工廠內部對高齡員工的作
業環境與提出改善措施行動，確實在減輕高齡員工的工作負擔
上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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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東商事有限公司
日東商事有限公司是間從事大樓管理、清掃管理、駐衛警
派遣等公司，目前的員工人數高達 483 名（正式員工 102 名、
兼任員工 381 名），其中 60 歲以上的高齡員工有 162 名，佔
總員工數的 33.5%。對於擁有三成以上的高齡員工的日東商事
有限公司來說，讓高齡員工能夠勝任耗費體力的大樓清掃、管
理工作，需有健全的制度，除了在職務設計上不斷地改良與吸
取高齡員工的意見來編排職務內容、調整工作時數。
為了避免高齡員工於工作時所產生之職業傷害，每一年還舉辦
安全講座，並依據各職務訂定安全守則。一年出刊 4 次的公司
刊物中，刊登職災事故的案例、危險預防知識等，來喚起高齡
員工的安全意識。
(3) 白根運送株式会社
白根運送株式会社從事貨物與郵件運送的公司，57 位員
工中 60 歲以上者有 9 位。要讓長期為公司奉獻的高齡員工能
安心、無顧慮繼續在公司服務，白根運送強調「高齡員工活躍
的身影｣的職務重新安排與設計，企圖營造高齡員在工作上友
善氛圍。例如：70 歲的 A 先生退休前的工作內容以搬運冷凍
倉庫的貨物為主，退休後選擇繼續在原公司工作；公司考量 A
先生的體力無法再負荷舊職，便轉調至業務出口部門，公司業
務繁忙時支援貨車駕駛職務，但平常的工作內容則以張貼出貨
商品的貼紙、綑綁包裝出貨商品等為中心。76 歲的 B 女士在此
公司退休後，因為想要繼續從事退休前的事務工作，經由協調
後將 B 女士轉至公司分部，讓她可以依照自己的期望，從事自
己熟悉的工作內容。從 A 先生與 B 女士的案例來看，白根運送
株式会社為了讓高齡員工不會因為自己的年齡否定自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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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在職務設計上除了配合高齡者的期望與體力之外，更
希望其他的年輕員工能夠提早先想像自己退休後的工作情
景，特地將高齡員工的職務安置在所有員工都可看得到的地
方，透過「高齡員工活躍的身影｣營造高齡者工作的友善氛圍，
並進而提昇公司的凝聚力、歸屬感。
3. 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
美國政府在「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中，提供中高齡失業
者就業機會，並且透過彈性工作時間的方式，幫助 55 歲以上的失
業者、低收入者，以及就業前景不良者，讓這些人在經濟上能自給
自足，以擴展中高齡勞動力的運用。
4. 韓國：工作分享計畫
韓國政府為漸進縮短中高齡者工作時間，提出工作分享計畫
（the Job-sharing Program)，對於僱用青少年來填補中高齡者縮短的
工時之雇主，每年提供雇主 720 萬韓元的補助，以補貼進用技術
不足新進人力之人事費。
5. 英國：麥當勞實施彈性工時
英國的麥當勞開創了「家人和朋友合同」計畫，解決了中高
齡就業者與青年就業的競爭問題。其中針對中高齡者實施彈性工時
的方式，讓中高齡者有機會在最後一分鐘改變自己的行程，讓他們
有更多時間來陪伴子孫、配偶和朋友。
根據蘭卡斯特大學管理學院調查 400 多位 60 歲以上的高齡員
工的工作情形，研究顯示在餐廳僱用 60 歲以上員工的混合年齡勞
動力餐廳，客戶滿意度平均高了 20%；其背後原因是超過 66%以上
的顧客認為高齡員工更能同理顧客，並與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且
有超過 50%的顧客認為高齡員工會更加倍努力，以提供顧客最好的
服務（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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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國：Queen Alexandra College 彈性工作制度
王后亞歷山德拉學院（Queen Alexandra College）是一個獨立
的餐飲專業學院，它為 16 歲以上的視覺障礙及其他障礙者提供餐
飲教育。學院大約有 200 名員工，年齡介於 21 和 73 之間，目前約
有 10％的工作人員超過 65 歲以上。高齡員工的聘用有助於保持及
滿足該組織的專業技能需求。
該學院用透過「彈性工作和階段性退休」方式讓高齡員工可以持續
工作，因為彈性工作可以涵蓋不同類型的工作模式，以滿足學習者
的學習需求；其次，學院提供一系列的工作方案，不僅滿足組織的
需求，也能提供願意繼續工作的高齡員工逐步退休模式。而該學院
有高比例的兼職員工，靈活的工作安排可以確保高齡者的能力得以
維持，並能讓高齡者妥善安排兼職工作，減少工作時數。
(五) 實施高齡員工健康管理
由於中高齡者因老化的關係，身體特別需要關心，因此職場的健
康管理就顯得特別重要，這也是打造高齡友善職場的策略之一。
日本：高齡員工的健康管理：
日東商事有限公司是間從事大樓管理、清掃管理、駐衛警派遣等
公司，目前的員工人數高達 483 名（正式員工 102 名、兼任員工 381
名），其中 60 歲以上的高齡員工有 162 名，佔總員工數的 33.5%。對
於擁有三成以上的高齡員工的日東商事有限公司來說，讓高齡員工能
夠勝任耗費體力的大樓清掃、管理工作，需有健全的制度，因此公司
對於高齡員工的健康管理也是相當重視。公司的管理階層人員需要定
期巡迴各職務現場，確認高齡者的身體狀況，不定期進行面談，落實
高齡員工的健康管理。為了避免高齡員工於工作時所產生之職業傷
害，每一年還舉辦安全講座，並依據各職務訂定安全守則。一年出刊
4 次的公司刊物中，刊登職災事故的案例、危險預防知識等，來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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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員工的安全意識。
(六) 小結
為了保障中高齡者在勞動職場的就業權益，日、韓、英、美、德、
瑞典等國皆透過保障中高齡的薪資水準及職業年金改革、鼓勵延後退
休、創造世代交流的工作環境，設計彈性工作內容、高齡員工的健康
管理等策略，期望打造對中高齡友善的工作環境。
在保障中高齡的薪資水準方面，本研究發現，日、韓兩國採取調
整高齡就業者薪資結構的策略，讓已達退休年齡的員工自行選擇降低
自己薪資並繼續留在原公司工作以取代退休，除了幫助企業精簡人事
成本，也能鼓勵中高齡員工留在職場，持續貢獻他們所擁有的寶貴與
資深的工作經驗與技能。此外，美國與韓國亦提供中高齡就業者在轉
換職業時，新舊工作間薪資落差的補貼，以維持中高齡就業者的薪資
水準。
在鼓勵中高齡者延後退休部分，美國在「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ADEA）」的保障下，沒有
工作年齡的上限，亦沒有強制退休的年齡；而日、韓、英、德、瑞典
等國皆透過立法明文規定退休年齡，以及推動年金給付制度改革，期
望達成延後退休的目標。目前韓國是延後至 60 歲；日本與英國的強
制退休年齡已延後至 65 歲；德國男女中高齡就業者的退休年齡都從
現有的 65 歲逐步調整到 2029 年的 67 歲，才可以領取公共年金，且
不排除將視未來人口發展結構，再度調整。瑞典退休金審議委員會
（Ppensions Review Committee）在 2014 年決議提高退休年齡至 69
歲，雇主應讓其勞工可以工作到 69 歲以後才可以強制其退休。
在創造世代交流的工作環境上，研究發現韓國、美國與英國皆有
採取「師徒制」的方式打造有助促進世代互動的工作環境，以資深員
工帶領年輕員工，傳承其豐富的經驗與工作技能。在此精神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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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建立以世代間的合作取代世代間的競爭之工作環境。
在設計彈性工作內容上，主要是透過提供中高齡者兼職工作的媒
合服務，例如：日本的「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提供配合
高齡者生活型態，短時間且彈性工時之工作為主要兼職工作媒合項
目；此外，韓國政府則是訂立辦法補助以漸進方式縮短中高齡者工作
時間，補貼進用技術不足新進人力之人事費，期望調整中高齡就業者
的工作時間。
員工是企業的人力資本，因此企業組織也開始重視員工的生、心
理健康，進行健康管理制度，定期為員工健行健康檢查與心理輔導等
工作，並且為了避免職業傷害，加強工作環境的安全，並依據各職務
訂定安全工作守則等。

二、倡議中高齡就業意識
從德國俾斯麥設定退休金領取年齡以來，主要國家也紛紛制定退休年齡及
退休金保障制度[64]。面對人口高齡化及醫療科技的發展，退休後的族群多半還
有健康的身體及活躍的行動力；另因出生率降低，勞動力市場的勞動替代率不
足，先進國家逐漸思考延後中高齡就業者的退休年齡、鼓勵中高齡者持續就業及
退休後再就業等，以因應勞動市場結構變化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如何提倡與鼓勵中高齡就業者就業，潛在影響因素即為喚醒中高齡者的就
業意識。主要國家採用三種方式，其一為設立專責組織與機構以宣導中高齡持續
就業概念；其次禁止徵才之年齡限制，避免年齡歧視，進而提升中高齡者更多且
更公平的就業機會；第三為為表揚中高齡就業標竿與楷模。以下分別陳述。
(一) 宣導中高齡就業
主要國家之中高齡就業宣導策略，多透過設立專責機構辦理就業
意識普及啟發活動，或透過刊物出版、研究、報章雜誌、活動或獎勵
措施，鼓勵雇主不因年齡而影響其招募、訓練及續用中高齡員工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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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促進雇主對於中高齡勞動的重視與進用意願，亦對雇主進行宣
導以及提供相關的教育課程，期望改變傳統將中高齡者標籤化為不適
任勞動力的認知，進而提升中高齡者就業者的就業安全與參與率。
1.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日 本 「 社 團 法 人 全 國 銀 髮 人 才 資 源 中 心 （ 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 SHRC）」源自 1974 年於東京成立之「銀髮族自
治事業團」，1975 年再於東京部江戶川區設置「銀髮族事業團」，
後來因獲得日本政府的重視予以補助，1980 年設立「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此後開始於全國各地設置服務據點，藉此加速各中心間
資訊與經驗的交流。後於 1982 年改制為社團法人，1986 年因制定
「高齡雇用安定法」，使其運作有了法源依據，這也顯示高齡者透
過該中心能夠活用自身之知識、經驗及能力，參與社會活動的構想
獲得了認同。
SHRC 設立目的在建立銀髮族綜合就業協助單一窗口（One
Stop Service Center），除了使服務普及化外，也積極招募高齡退休
者入會及開拓白領階級退休後就業機會，希冀藉由該中心的成立，
能活用高齡勞動力，達到提供高齡者就業機會、活化地區、滿足地
區生活需求、讓高齡者維持健康、提供長期照護勞動力、充實高齡
者生活樂趣及提高其社會參與率等目的。
在中高齡就業意識宣導方面，銀髮人才資源中心辦理就業意
識普及啟發活動，以提高日本高齡者對於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參與
率，並於每年的敬老日（每年 9 月第三週的星期一）在各地的銀髮
人才資源中心舉辦就業博覽會與各種志工活動。
2.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年長者、障礙者僱用支援機構
日本 2003 年更名設立「獨立行政法人年長者、障礙者僱用支
援機構（Japan Organization for Employment of Elderly and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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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isabilities, 簡稱 JEED）」，旨在實現「營造終身雇用的社會」
（society with lifelong employment），強調「無論什麼年齡，都能
在企業裡正常工作」。該機構支持與促進老年人就業，提供就業者
的技術諮詢顧問，提高及確保高齡者就業機會。JEED 透過宣導和
舉辦有關企業如何營造全年齡工作環境的活動與研討會，增進僱主
對終身僱用的瞭解，以提升業界人事管理系統、工作環境等。JEED
還安排顧問協助企業進行終身僱用概念的培訓，以及提供雇主專業
化及實務工作的輔導和支持。
實務工作上，JEED 開發提高和解決企業在實施高齡就業者就
業保障措施的問題，並努力營造終身僱用的工作場所。也把實務作
法集結成易於理解的手冊，發送給企業人事管理人員及中高齡就業
者，並利用顧問提供培訓、輔導與支持活動，以提高就業者的知識
與諮詢能力；手冊內容有時亦包含報紙和雜誌上的評論。同時 JEED
改善與開發高齡者就業以及不同工作領域的工作方案，於每年 10
月舉辦高齡就業者就業發展論壇，表揚優秀企業。另外也透過網
路、雜誌及其他形式的大眾媒體，廣泛地提供訊息給一般民眾，介
紹企業解決高齡化社會的措施和實際因應高齡就業問題的良好做
法，以達到終身僱用的社會目標。
JEED 每年都會和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共同攜手合作，舉辦「高
齡者雇用開發徵文活動」，秉持高齡者在漫長的工作人生中所培育
的專業知識與職場經驗，應該要永續傳承的信念，徵求各企業在打
造高齡者友善職場中所推行的各項措施。
3. 白根運送株式会社：高齡員工活躍的身影
白根運送株式会社從事貨物與郵件運送的公司，57 位員工中
60 歲以上者有 9 位。要讓長期為公司奉獻的高齡員工能安心、無
顧慮繼續在公司服務，白根運送強調「高齡員工活躍的身影｣的職
88

務重新安排與設計，企圖營造高齡員在工作上友善氛圍。白根運送
株式会社為了讓高齡員工不會因為自己的年齡否定自己的工作能
力，在職務設計上除了配合高齡者的期望與體力之外，更希望其他
的年輕員工能夠提早先想像自己退休後的工作情景，特地將高齡員
工的職務安置在所有員工都可看得到的地方，透過「高齡員工活躍
的身影｣營造高齡者工作的友善氛圍，並進而提昇公司的凝聚力、
歸屬感。
4. 韓國：中高齡求職資訊中心、高齡人力銀行、中年專業人士求職服
務中心
韓國政府透過中高齡求職資訊中心（Employment information
center for the aged）、高齡人力銀行（Talent bank for the aged）及
中 年 專 業 人 士 求 職 服 務 中 心 （ Employment service center for
middle-aged professionals）執行「高齡就業基礎計畫」，利用電視
廣告宣傳、巡迴講座等宣傳方式，以宣導鼓勵運用高齡人力的政
策，提升韓國中高齡者對於延長就業與再就業之意識。
5. 英國：年齡加值運動（Age Positive Campaign）
英國政府工作與年金部門（DWP）於 2005 年所出版之「機會
年齡：面對 21 世紀老化的挑戰」（Opportunity age: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geing in the 21st century）指出，英國政府因應人口高
齡化的最重要支柱與策略就是促進就業
DWP 推行「年齡加值運動（Age Positive Campaign）」，透
過刊物出版、研究、報章雜誌、活動或獎勵措施，以鼓勵雇主不因
年齡而影響其招募、訓練及續用中高齡員工的行為。
6. 美國：老年勞工倡議
美國勞動部老年勞工倡議（Aging Worker Initiative, AWI）旨
在強化中高齡勞動力對經濟是具有重要性的，也需要提供能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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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未來的新工作或職業所做的準備策略（Social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es, 2013）。因此，為促進雇主對於中高齡勞動的重視，老
年勞工倡議提供雇主相關宣導以及教育課程，期望促進雇主對於中
高齡勞動力的重視與認知，進而提升中高齡就業者的就業安全與參
與率。
綜合上述可知，為達成促進中高齡就業之目標，主要國家致力喚
醒中高齡就業意識，透過成立專責單位進行宣導活動、出版有關刊
物、提供相關教育課程，打造中高齡友善就業的社會氛圍，提升中高
齡者及雇主對於中高齡就業議題的重視。
(二) 立法禁止年齡限制
主要國家均立法避免年齡歧視，其中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及
瑞典等國家更是明定禁止徵才之年齡歧視，但對職務上較受年齡限制
之工作（例如消防員或搬運工等體力負擔較重之工作），仍保留規範
彈性。主要國家禁止年齡限制的做法分述如下：
1. 日本：高齡者雇用安定法、改正高年齡者雇用安定
日本 2000 年《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規定徵才時禁止年齡限制，
規範在招募與僱用時，應儘量避免年齡上的限制，但對於職務有年
齡限制（體力負擔較重之工作，如消防員或搬運工等）之內容，應
該依法對求職者說明理由。
後於 2006 年 4 月立法實施《改正高年齡者雇用安定》，進一
步避免高齡失業者求職時遭受年齡歧視，並協助高齡者再就業。首
先，要求招募特定年齡員工的雇主需陳述理由；雇主因其理由（例
如歇業、業務緊縮等）而需解雇 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高齡員工
時，應聽取員工意見，完成員工職務經歷、職業能力等記錄或提出
再就職援助措施報告，離職時交付員工[65]。中高齡勞工若有再就
業之意願，雇主需盡一切可能協助其就業[66]。其次，政府提供「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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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數高齡者褒獎金」以增加雇用中高齡勞工，並透過「再就職準
備計畫」及「高齡者職業諮詢室」，協助中高齡再就業[65]。
2. 韓國：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法案
韓國政府在 2008 年為了彰顯其反就業年齡的歧視，將「中高
齡就業促進法」的名稱一併修訂為「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
就業法案」(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以保障高齡者就業安全，並促
進整體經濟發展。該法明確規範了所有涉及年齡歧視的規定，包括
薪資、福利、退休、解雇、升遷、教育和訓練等，目前此法為韓國
政府制定與推動禁止就業環境中年齡歧視相關政策的法源依據。
3. 英國之機會均等法
英國方面，從 2001 年工黨競選連任的政見中，可以窺見其在
社會與經濟政策中以中高齡就業議題為核心的意圖，包含：提升中
高齡就業率至 70%、因應年齡歧視議題發展「新政（New Deal）
（或
稱 the New Deal 50 Plus）」，並將適用年齡範圍擴增至 50 歲以上
者，規劃尋求兼職工作間之職業年金的合計方式，以求彈性退休路
徑等，被視為是對「2001 年歐洲就業指導原則（the 2001 European
Employment Guidelines）」中之「發展活力老化政策（Developing a
Policy for Active Ageing）」所做的回應[67]。
後於 2010 年修改「機會均等法（Equality Act）」，禁止年齡
及高齡就業的歧視，以及過了領取公共老人年金的年齡要強制勞工
退休的合理化理由敘明等[52]。因此，英國政府認為避免年齡歧視
有助於中高齡勞工創造多樣化年齡的勞動市場，考量未來的整體工
作生活不僅只有退休，應確認中高齡者職業培訓與轉移技能就業的
重要性，並且彈性化地設計工作規範（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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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
美國於 1967 年制定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ADEA），成為美國境內保障中高齡勞工
權益的主要法源依據；歷經 6 次修正，該法保障就業年齡無上限，
且就業任何方面的歧視都是非法的，包括僱用、解僱、薪資、工作
分配、調動、升遷、復職、退休或其他就業條件。
5. 瑞典：就業保護法、反歧視法
瑞典在落實禁止職場年齡歧視不餘遺力。1982 年制定就業保
護法（EPA），將「後進先出」的企業裁員慣例納入法制，以保護
年資較深的高齡勞工。2009 年制定一個新的反歧視法，禁止針對
年齡、性別、民族、性傾向、宗教信仰等歧視。2014 年，退休金
審議委員會（Pensions Review Committee）決議提高退休年齡至 69
歲，雇主應讓其勞工可以工作到 69 歲以後才可以強制退休；並且
同意雇主可以在勞工 69 歲以後改為定期契約僱用，使身體健康且
有技術之高齡勞工可以繼續工作。
(三) 表揚中高齡就業標竿與楷模
由於大部份的企業都沒有意願聘用中高齡者，政府應鼓勵對於聘
僱中高齡員工應給予表揚並經過挑選，可以成為其他企業組織的標竿
與楷模。
例如：日本的白根運送株式会社透過「高齡員工活躍的身影｣營
造高齡者工作的友善氛圍，並進而提昇公司的凝聚力、歸屬感，另外
像山得利公司、Daikin 空調公司。韓國的 LG 集團、現代信用卡公司。
英國的麥當勞公司的家人和朋友合同、彈性工時。美國的甜甜圈公司
的師徒制度、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等。
像這些公司或者是非營利組織等，努力在推動中高齡就業方案，
政府應給予獎勵，並且讓他們成為其他企業的標竿與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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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主要國家喚醒中高齡就業意識的作法，首先為提倡與鼓勵中高齡就業
者就業，透過中高齡持續就業的宣導活動、出版文宣品、研討會、促進就業的方
案及設立專責組織與機構等，提供雇主及中高齡者就業可近性；其次，為立法保
障其工作權益，禁止徵才之年齡限制以避免年齡歧視，進而提升中高齡者能不因
年齡失去工作，具有公平的就業機會。此外，政府應該鼓勵企業組織聘用中高齡
者，並且讓企業組織成為其他公司的標竿與楷模，作為聘用中高齡者的典範。

三、提供中高齡就業訓練及工作媒合
先進國家醫療、科技進步，許多高齡者雖然已達退休年齡，但仍具備持續
工作的生理與心理條件，再加上他們豐富的工作經驗，將能成為公司內重要的人
力資源。因此如何幫助中高齡者退休後仍能持續參與勞動市場，是高齡化國家中
高齡人力資源發展的重要關鍵。為了提升中高齡勞動力的發展，日、韓、美、英、
德以及瑞典等國均提供中高齡者失業或退休後再就業所需的職業訓練與工作媒
合服務。以下就日、韓、美、英、德以及瑞典等國之「促進中高齡失業者再就業」
以及「鼓勵退休後再就業」促進策略進行說明。
(一) 促進中高齡失業者再就業
各國對於中高齡的就業安全與權益也多有保護，例如日本要求招
募一定年齡員工的雇主必須陳述理由，且遭解雇的 45 歲至 64 歲員工
若有再就業意願，雇主需盡一切可能協助。而美國的中高齡就業者在
僱用、解僱、薪資、工作分配、調動、升遷、復職、退休或其他就業
條件，都受就業年齡歧視法（ADEA）的保障。對於中高齡失業者，
各國政府也提出相關政策以協助他們能盡快找到適合的工作，其做法
主要可歸納成二個方向，分別為提供失業者免費的訓練課程、提供求
職媒合服務。
1. 提供教育訓練課程
(1)韓國「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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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於 2012 年至 2016 年推動第二階段的「促進中高
齡就業基礎計畫」，加強對退休準備和技能發展的支持，而早日
為重新就業作準備即為重大任務之一。此任務的重點在於強化中
高齡勞工對於退休生活的準備，持續發展與學習工作所需之技
能，以利其在退休後能再次投入職場。高齡者若無對退休後的生
活預做準備，或是沒有提早參與退休後再就業的相關訓練課程，
將會使得他們在退休後難以找到再就業的機會。因此，韓國政府
在「第二階段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畫」當中就強制規定大公司
必須在非自願離職之中高齡員工離職前一段時間（例如一個月
前），提供員工退休前準備以及再就業準備課程。
(2)韓國「支持雇主雇用再就業人員方案」
而為了幫助中高齡失業者能在訓練後順利與就業環境接
軌，韓國政府提出支持雇主雇用再就業人員方案，鼓勵雇主給予
50 歲以上的失業人員進入職場實習，於工作場域中進行培訓，
並在實習之後有轉為正職的機會。雇主需提供 4 個月實習期，每
雇用一位此類人員，政府另提供每個月工資的 50%的經費補助
（上限 80 萬韓元）；若實習生順利轉為正職，將另外給予雇主
6 個月（每個月 65 萬韓元）的經費補助。
(3)美國「老年勞工倡議」
美國提出老年勞工倡議（Aging Worker Initiative, AWI），
提供 55 歲以上中高齡者職業訓練以及相關服務，提昇就業與升
遷的機會。其中一項方案內容之主要服務對象為有就業障礙的中
高齡者；根據此計畫，提供中高齡失業者職前培訓，包括尋找職
業技巧、面試技巧、溝通能力以及職場行為等課程內容。
(4)瑞典學習支持系統
在 2000 年起，瑞典針對高齡失業者提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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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ALMP），其中包括了勞動市場訓練方案、工作實務教育、
職 涯 發 展 保 障 教 育 等 之 學 習 支 持 系 統 （ The Swedish Study
Support System）。學習支持系統是為了讓中高齡者可以透過此
方案，增強學習誘因與持續地提升技術等級，以延長職涯或是重
新回到職場。終生學習相關方案由國家教育與社會伙伴共同合作
提供，故雇主與勞工都需負擔部份的費用。且此方案所提供的課
程是根據個人需求來規劃或是評估，確切切合個人需要與能力後
再予以實施。
2. 提供職業媒合服務
(1)韓國「50 歲以上職場新人適應支持計畫」
韓國政府提出「50 歲以上職場新人適應支持計畫」，將曾
參與老人工作中心或人才銀行（job centers and talent banks for the
aged）提供之各項就業服務計畫或職業培訓、並達 3 個月以上
的失業者與就業服務機構登記的求職者，媒合至中小企業；這些
人將在中小型企業內接受最多三個月的培訓，再轉為正職。透過
該方案媒合，50 歲以上的求職者可能可以先在中小企業有短暫
工作經驗之後，得到直接再就業機會，且中小企業可以聘僱到有
工作經驗的人力。
此方案之適用對象為政策支持的特定企業，如員工人數 300 人
以下的營造業或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下的製造業。參加計畫人數
2,000 人，參與者每人每月最多可獲得 40 萬韓元（約新台幣 1
萬 1 千元）的參與津貼，最長可支領 3 個月。
(2)英國「特別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 Offer）」
英 國 於 2002 年 成 立 「 特 別 就 業 中 心 （ Jobcentre Plus
Offer）」，透過彈性的模式，著重成果和個人化的協助，以提
供中高齡者重返工作的支持。快速回應服務（The Rapid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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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則是透過就業服務中心（Jobcentre Plus）管理，提供
被裁員或其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支持，例如自願釋放計劃。該
服務旨在與雇主合作，並提供及時的和有針對性的支持，他們和
他們的員工，以幫助人們快速轉換到其他工作。
(3)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
美國的「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提供中高齡者就業媒合
與諮詢服務，以解決中高齡失業問題。該計畫提供 55 歲及以上
的失業者、低收入或就業前景不良者部分工時的社區服務工作機
會，促使這些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 [47]。承辦「老人社區服
務就業計畫」的服務中心將提供失業的中高齡者老人社區服務就
業計畫的相關資訊，並協助訂定及重新評估參與此計畫中高齡者
失業者的「個人就業計畫」（Individual Employment Plan, IEP），
且之後一年內重新評估次數不可低於兩次，透過持續提供就業諮
詢服務，以協助達成 IEP 目標。此外，協助求職者參加職業訓練，
並於參與者安置入無補助就業2的前六個月進行追蹤調查，以確
定參與者是否仍有受雇。
(4)瑞典「就業補助方案」
瑞典 ALMP（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方案中做得最成功的是薪資貼補長期失業的高齡勞工方
案，這也是將高齡者留在就業市場的重要措施。這項特定的就業
補助方案於 2001 年 11 月開始實施，主要是為了協助 57 歲以
上且失業兩年以上的中高齡者找到合適工作。這項方案一方面協
助高齡勞動者找尋工作與媒合職業訊息及提供職業訓練，另一方
面也對雇用高齡就業者雇主提供薪資補貼。
2係指參與者在未使用美國老人法經費或其他聯邦政府或洲政府就業補助計畫經費之情況下，經
由參與者收入的薪資報表或其他方法量度的方式，在就業 90 天內，於公營或私營領域擔任全職
或部份工時工作達 30 天（丁玉珍、黃巧婷、賀端藩，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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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鼓勵退休後再就業
為了開發中高齡勞動力資源，許多國家鼓勵中高齡者退休後再就
業，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也提供各式的退休後再就業的培訓與職業媒
合服務。各國的實施方式大致如下：
1. 日本
(1)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SHRC）
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是基於「自主、自立、合
作、互助」之理念，透過會員自發性參與活動，並共同選出幹部，
參與中心之營運與規劃所成立的會員組織。其設立目的在建立銀
髮族綜合就業協助單一窗口（One Stop Service Center），使其所
提供之服務普及化，並積極促進高齡退休者入會，及開拓白領階
級退休後就業機會，希冀藉由該中心的成立，能活用高齡勞動
力，達到提供高齡者就業機會、活化地區、滿足地區生活需求、
讓高齡者維持健康、提供長期照護勞動力、充實高齡者生活樂趣
及提高其社會參與率等目的。SHRC 在全國各行政區均有據點，
截至 2013 年會員數約 729,000 名[68]。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功能為提供 60 歲以上高齡就業者一
些暫時、短期的工作機會。設有「高階人才銀行」，負責提供具
有管理性與專門性知識技能的中高齡者職業諮詢、職業介紹以及
僱用諮詢等服務；也設立「高齡者僱用促進員」，主動蒐集待退
或年屆退休中高齡專業人才資訊，解決企業對於中高齡專業人才
來源取得不易的困擾[8] [34] [65]。
有意提供高齡者工作機會之雇主，可以透過銀髮人才求職
網或電話、傳真等向當地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提出申請，經該中心
評估並向發案雇主確認工作內容後，再依據雙方洽談及報價之結
果簽訂合約；如發案內容屬為不適合高齡者從事之危險性作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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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該中心可不予承接。一旦中心與發案雇主簽訂適合高齡者
的勞務承攬或委任合約後，中心將依循該合約內容負責委派人員
完成工作，並由發案雇主支付委託費用。
「銀髮人力資源中心」接案內容，需配合高齡者生活型態，
以短時間且彈性工時之工作為主，可分為七大類別：
a. 管理類：停車場管理或依管理者制度所進行的設施管理等；
b. 外務類：宣傳單發送、抄電表或催收帳款等；
c. 專門技術類：補習班或家教老師、翻譯或會計事務等；
d. 技術性類：拉門及屏風修補、木工、油漆工或裁縫等；
e. 事務類：文書管理事務、收件人抄寫或櫃台人員等；
f. 清潔類：公園清掃、樹木消毒或除草割草等；
g. 服務類：家事援助、安親支援、看護服務或觀光導覽等。
當地服務中心因地區特性亦發展出不同工作內容。雖然無
法保證工作天數與固定收入，但可以依據個人希望與能力自由選
擇從事與否。而委派會員所得之工作報酬（在日本不稱為工資或
薪資），是以外包費或委託費之形式進行支付；高齡者在工作結
束後，當地服務中心依據其工作的內容及成效，從發案者支付的
委託費用中分配一定比例的金額當作該銀髮族之報酬，稱之「配
分金」。日本全國一年銀髮人才中心的產值將近 3,000 億日幣
[68]。
此外為提供地方居民創業，也鼓勵各中心建置具有工作、
學習或會議等功能之「工作廣場」（Work Plaza），編列工作廣
場獎勵金方案，同時透過銀髮族綜合就業協助單一窗口，提供有
意創業之高齡者必要之指導與建議。
(2)日本 ORIX 金融和物業公司
在 2008 年雷曼兄弟金融衝擊後，ORIX 意識到勞動力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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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力資本問題，了解必須改變工作要求和期望，以解決經理
和業務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對此，人力資源部門設計了一個新的
職業生涯計劃。
首先，於 2011 年辦理職業設計工作坊（ career design
workshop），為 50 歲以上工作者提供服務。然後，啟動員工和
任務媒合機制，讓想要持續發展專業知識的工作者進入一個能開
放登入的系統（open entry system）自己登錄個人技能、經驗、
現職工作以及未來希望從事的工作類型，或是利用一個免費的媒
合系統，由公司後續提供職業輔導。在 220 位 50 歲以上的工作
者中，有超過 50 位參與職業設計工作坊；77 位登入系統的會員
中有 28 位轉換工作，另有 20 位成員透過免費媒合系統轉換工作
[69]。
2. 韓國
韓國「禁止老年就業歧視及促進老年就業法案」中提出，為
了提升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未來政府將強化對於中高齡勞動力就
業資訊的整合，並建置中高齡人力銀行，進行就業媒合的工作。依
此法案所設立的相關機構包括：
(1)中高齡求職資訊中心（Employment Information Center for the
Aged）
中高齡求職資訊中心的任務在於提供就業指導與就業安置
等服務給需要的中高齡求職者。該單位的具體業務有：中高齡求
職者資料登錄與就業安置、職業訓練課程辦理，及技術與教育諮
詢提供等。
(2)高齡人力銀行（Talent Bank for the Aged）
韓國勞動部指定資格符合的機構（例如具有專業人力，或
能提供必要就業指導、就業安置服務、職業發展訓練課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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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高齡人力銀行。具體的工作項目包括有：登錄中高齡求職、
徵才資訊；提供中高齡者求職指導與就業安置服務；提供中高齡
求職或退休後再就業之諮詢服務；中高齡職業訓練課程等。
(3)中高齡者求職服務中心（Job Centers for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韓國勞動部選定符合提供高齡者就業服務資格之非營利組
織或是公開組織設立中高齡者求職服務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已
退休或是已達退休資格之高齡者，提供他們就業諮詢或是就業安
置的服務。
2013 年韓國勞動基金會的再就業服務中心與一些專為企業界
尋找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力的求職中心共同合作，打造「中高齡者
求職中心」（Job Centers for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此
中心提供求職者多面向的就業服務，包括再就業服務、創業和人
生規劃服務、協助 40 歲以上人員規劃職業發展第二春等。截至
2013 年底，共有 82,608 人申請服務，其中約二成者（18,098 人）
成功找到工作。
(4)中高齡就職學院（Job Academy for Middle-aged People）
為了鼓勵與促進退休人員再就業，韓國政府提供免費訓練
課程給即將從中小企業離職或退休的員工，讓他們可以在退休前
就先為未來再就業進行準備。為此，韓國政府成立「中高齡就職
學院」（Job Academy for Middle-aged People），此學院專門以
中高齡者為對象，提供與求職、就業有關之訓練課程，並依照求
職者不同的需求，設計與提供為期 2、6 與 12 個月時間不等的課
程。在 2013 年有 500 人次參與，2014 年成長到 1,000 人次，預
計 2015 年將會有 2,500 人參與。
(5)中年專業人士求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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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專業人士求職服務中心針對符合韓國勞動部對該職業
就業年齡規範的中高齡退休者，提供求職和徵才資訊的登錄、工
作諮詢、就業安置等服務，或是協助他們成為企業中的管理顧問
或志工（例如到中小企業服務）。
(6)現代卡（Hyundai Card）公司出錢讓中高齡者創業
《金融時報》報導年近半百的韓國中年大叔常遭逢事業「七
年之癢」，反倒是企業出錢讓他們停職領全薪去創業。現年 44
歲的金恆建因為不想「在公司耗光精力」
，向雇主現代卡（Hyundai
Card）公司提出辭呈。這家韓國最大信用卡商出於回饋老員工的
責任感，不僅提供他停職半年的全薪假，還從旁幫助他實現開設
義大利餐廳的老闆夢。金恆建說現代卡先送他到香港與日本觀
摩，並安排自家集團內部餐飲事業單位的主廚協助規劃、製作菜
單，而且指派團隊設計、裝潢店面，並出動旗下金融部門提供低
利貸款。最後他的餐廳就在首爾的新興潮區開張了[70]。
3. 美國老年勞工倡議
美國老年勞工倡議（Aging Worker Initiative, AWI）主張中高
齡勞動力對經濟具有重要性，也需要協助中高齡就業者發展能夠幫
助他們為未來的新工作或職業做準備的策略[71]。因此 AWI 先提高
對勞動投資市場的了解，進而發展有助促進中高齡就業的模式。
美國老年勞工倡議的服務對象涵括已經退休且想再重新就業
的民眾，提供其就職準備訓練；此訓練課程主要重點是為職前培
訓，包括求職技巧、面試技巧、溝通能力以及職場行為等。此外，
也提供基本電腦能力訓練、職業技能培訓、成人基本教育、在職訓
練以及創業培訓等課程，採用 1 對 1、小組工作坊、課程講座的教
學方式，結合當地的社區學院、成人教育機構、醫院等合作辦理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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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有就業需求者在經過培訓之後，能夠獲得就業的機
會，此計畫的培訓課程辦理機構也必須提供求職與就業諮詢服務，
而為了擴大服務範圍，沒有參與培訓的人員亦可申請相關諮詢服
務。最普遍的就業服務是由合作補助單位提供 1 對 1 的個案就業服
務；另外亦有些合作單位是將其轉介至當地的就業服務中心，以尋
求就業協助。在印第安納、馬里蘭、賓州以及華盛頓州的合作單位
則是利用工作坊的形式針對 5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進行求職與就業
的相關主題、技能培訓之設計。
4. 德國中小企業低技術及高齡勞工之訓練計畫
2006 年德國公共就業服務部門針對中小企業提供 WeGebAU
（中小企業低技術及高齡勞工之訓練）計畫，給予 45 歲以上之中
高齡勞工或低技能之高齡勞工提升能力的訓練機會，透過員工教育
訓練經費補助或是外訓薪資補貼等作法，提高訓練參與意願。實行
結果是中大型企業有較高參與意願，但小型企業以無須加強技能與
人力調配困難為由，未踴躍參加。
(三) 小結
從上述各國的資料中可以發現，為了解決中高齡者失業問題，各
國政府積極提供求職訓練課程。例如韓國的促進中高齡就業基礎計
畫，明文規定韓國政府有責任免費提供中高齡失業者免費的教育訓練
課程；以及提供失業者失業補助津貼、提供企業界雇用中高齡失業人
員的人事費用補貼，並提供職業媒合服務，以解決中高齡者的失業問
題。
而對於退休後希望再就業的中高齡者，各國政府也有專為退休後
就/轉業而設計的教育課程，以及多元的職業媒合服務。例如在瑞典的
終身學習支持系統，即是為了讓中高齡者可以透過此方案，增強其學
習誘因與持續的提升技術等級，延長職涯或是重新回到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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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高齡化的趨勢，日、韓、英、美、德、瑞典等國無不開始重視
中高齡的人力資源，且皆認為提供中高齡者持續工作以及轉業所需知
識與技能的職業訓練課程，能幫助中高齡者持續在勞動市場中貢獻自
己的能力。此外，各國政府也透過補助企業雇用中高齡就業者所需的
費用以及補助中高齡者求職津貼，以促進與鼓勵中高齡者繼續留在職
場。最後，從各國的的職業訓練與媒合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若職業訓
練課程與職業媒合服務可合併由同一單位統籌辦理與提供，有助於訓
練與媒合之間的聯繫，並能有效追蹤與確保中高齡者在經過訓練課程
之後，能有效的媒合至合適的單位。例如美國推動的老年勞工倡議中
就規定，為了確保有就業需求者在經過培訓之後能夠獲得就業的機
會，此計畫中的培訓課程辦理機構也必須提供求職與就業諮詢服務；
而韓國的「高齡人力銀行」以及「中高齡求職資訊中心」也是採取此
種訓練與媒合合一的運作方式。此種模式可做為我國規畫職訓與職業
媒合時之參考。
綜上以上討論，表 10 匯整日、韓、英、美、德、瑞典等國對於
中高齡就業促進的政策、發展方向、實施策略以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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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政策發
展方向

實施策略

1.提供中高齡就業者薪資保障

2. 延後退休年齡
打造中
高齡友
善職場

3.鼓勵工作者世代間的交流

4.設計彈性工作內容
5. 高齡員工的健康管理

倡議中
高齡就
業意識

主要先進國家中高齡就業政策與案例比較表

日本

韓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山得利公司
Daikin 空調公司

LG 集團
「雙獲」方案

勞工貿易調整協助
方案

職業年金改革

65 歲以上

60 歲以上

65 歲

師徒制
KiMPO 公司

代間職場教學、
世代融合創業

麥當勞的家人和朋友
合同
高齡者擔任導師任務

甜甜圈公司的

媒合彈性工時
工作環境安全與職
務再設計

工作分享計畫

麥當勞的彈性工時
皇后亞歷山得拉學院

老人社區服務就業
計畫

67 歲

69 歲

日東商事公司

1.中高齡就業宣導

銀髮人才中心
年長者障礙者僱用
支援機構

高齡人力銀行

年齡加值運動

老年勞工倡議

2. 禁止徵才之年齡歧視

高齡者僱用安定法

老年歧視及促進老
年就業法案

機會均等法

就業年齡歧視法

白根運送株式會
社、Daikin

LG 集團、現代信用
卡公司

麥當勞

甜甜圈公司

就業特別中心

老年勞工倡議

3.表揚中高齡就業標竿與楷模

瑞典

就業保護法

促進中高齡就業基
礎計畫；
提供中
高齡就
業訓練
及工作
媒合

1.促進中高齡失業者再就業：
提供教育訓練課程
提供職業媒合服務

ORIX 金融和物業公
司

支持雇主僱用再就
業人員方案

就業補助方案

公司出錢讓中高齡
創業
2.鼓勵退休後再就業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中高齡求職中心

老年勞工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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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勞工訓練計畫

學習支持系統

第三章

中高齡者工作現況與職能調查分析

本章調查並分析我國中高齡者就業者之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職能重
要性與具備情形、職涯發展，並進一步討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行業別等，在上
述各變項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而正式問卷樣本採「配額抽樣」方式選取。施測期
間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止，總計發送問卷 2,200 份，回收 1,769
份，扣除嚴重漏答與年齡未達 45 歲之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共計 1,075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達 60.76%。在信賴度為 95%情況下，抽樣誤差為±2.99%。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中高齡就業者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二節為中高齡就業
者的個人背景（性別、年齡與行業別）對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
分析；第三節為中高齡就業者職涯發展對個人背景變項之差異分析；第四節則為研究
發現。

第一節 中高齡就業者描述性統計分析
中高齡就業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包含了中高齡就業者基本資料分析、目前的工
作性質、工作環境、職能的重要性與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等五個部份；以下分別
論述之。

一、中高齡就業者基本資料分析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分析包含個人背景（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背
景（婚姻狀況、子女人數、經濟負擔狀況）等兩個部份，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個人背景
本研究之個人背景要素包含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
其資料分析摘要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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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變項

研究對象之個人背景要素分析摘要表
類別

次數

女
男
總和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總和
國小及以下
國中/初中
高中/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總和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百分比
457
618
1075
679
336
60
1075
37
84
313
242
260
139
1075

42.5
57.5
100.0
63.2
31.3
5.6
100.0
3.4
7.8
29.1
22.5
24.2
12.9
100.0

中高齡就業者在性別方面，男性有 618 人（佔 57.5%）；女性有 457
人（佔 42.5%）。就長期資料觀察[72]，近 10 年來由於女性教育程度和就業
意願均提高，勞參率由 92 年 41.31%大幅上升 5.77 個百分點；同期間男性則
降低 2.33 個百分點，兩性勞參率成反向變動趨勢。
中高齡就業者年齡方面，分佈在 45-76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53.33 歲。
本研究進一步將年齡區隔為三等分，其一為以 45-54 歲比例最高，共計 679
人（佔 63.2%），其次為 55-64 歲，共計 336 人（佔 31.3%），而 65 歲以上
共計有 60 人（佔 5.6%）。
中高齡就業者教育程度別，以「高中職」學歷為最多數，共計 313 人
（佔 29.1%）
，其次依序為大學（24.2%）
、專科（22.5%）
、研究所以上（12.9%）
、
國初中（7.8%），以及國小及以下（3.4%）。
(二) 家庭背景
本研究之家庭背景要素包含中高齡就業者的婚姻狀況、子女人數、主
要經濟負擔等，資料分析摘要如表 12 所示。
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的 89%為最多；子女數以「2 位子女」佔
45.9%為主；在經濟負擔方面，仍有 70%的中高齡就業者必須負擔家庭的經
濟狀況，而主要是在負擔子女的教養費用（29.5%）
、償還房屋貸款（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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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生活費用（20.7%）等三種情況。
換言之，隨婚育年齡延後與人口高齡化趨勢，45 歲以上就業者面臨需
同時照顧「子女」與「（配偶）父母」，並肩負生活費情形（三明治族），
若該族群一旦失去工作，將影響家庭生活甚鉅。
表 12
變項
婚姻
狀況

子女
人數

最主要
經濟負擔情形

研究對象之家庭背景要素分析摘要表

類別
從未結過婚
已婚
其他
總和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以上
總和
0沒有
1有經濟負擔
房屋貸款
父母生活照顧費用
子女教養費用
家人生活費用
其他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98
957
20
1075
131
174
493
227
40
10
1075
322
753
185
67
222
156
123
1075

9.1
89.0
1.9
100.0
12.2
16.2
45.9
21.1
3.7
.9
100.0
30.0
70.0
24.6
8.9
29.5
20.7
16.3
100.0

綜上所述，本研究調查結果，中高齡者就業者以男性居多；年齡則以 45-54 歲佔
多數；教育程度則是以高中（職）為主。在家庭背景方面，為已婚居多，子女為兩人；
需要負擔家庭經濟者，其最主要的經濟負擔對象以「子女」為主。

二、中高齡就業者目前工作性質之分析
中高齡就業者目前工作性質分析，包含工作年資及時數、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
況、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工作行業別與職類別等四個部份。
(一) 工作年資及時數
本研究調查結果，中高齡就業者「從開始工作到現在」為止，工作年
資最長達 57 年，平均工作年資為 27.24 年。
另外，詢問「目前這份工作」的工作年資，結果指出平均工作年資超
過 16.14 年。換言之，中高齡就業者待在單一工作職場的時間，平均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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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顯示對於企業組織的忠誠度頗高。
中高齡就業者的平均每週經常性工時（包含經常性加班）以「40-49 小
時」的 46.6%最多，如表 13 所示。
表 13
變項

平均每週工時

中高齡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未滿20小時

114

10.6

20~29小時

66

6.1

30~39小時

137

12.7

40~49小時

501

46.6

50~59小時

156

14.5

60小時以上
總和

101

9.4

1075

100.0

(二) 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
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型態，全職與兼職工作的比率約為 8:2；工作聘僱
方面，以受私人雇用者的 41.4%為最多，其次為受政府雇用者的 30.3%，而
以無酬家屬工作者的 2.1%為最少，如表 14 所示。
表 14 中高齡就業者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摘要表
變項

工作型態

工作聘僱狀況

類別

次數

全職工作
兼職工作
其他
總和
雇主
自營作業者
受私人雇用者
受政府雇用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總和

百分比%
946
128
1
1075
91
136
499
326
23
1075

88.0
11.9
.1
100.0
8.5
12.7
46.4
30.3
2.1
100.0

(三) 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
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調查結果如表 15 所示。以薪資
層面來看，在工作薪資的計算方式上，「月薪制」為最多，佔 70.6%，而以
「日薪制」最少，僅佔 4.3%；而在工作平均月薪方面，以「2 萬至 4 萬之間」
為最多佔 37.9%；其次是「4 萬至 6 萬之間」佔 27.7%；第三則是「6 萬以
上」佔 25.9%，最後「2 萬以下」則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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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行業別與職類別
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行業別與職類別調查結果如

109

表 16 所示。本研究的中高齡就業者工作行業別，以「第三類服務業」
為主（佔 76.6%），其次則是第二類工業（18.8%），最後是第一類農林漁
牧業（2.1%）。換言之，目前中高齡就業者的行業以服務業居多。
表 15
變項

工作薪資計算方式

平均月薪

中高齡就業者工作薪資計算方式與平均月薪摘要表

類別
無酬家屬工作者
月薪制
日薪制
時薪制
按件計酬
底薪加業績獎金
其他
總和
1元~20,000元
20,001元~30,000元
30,001元~40,000元
40,001元~50,000元
50,001元~60,000元
60,001元~70,000元
70,001元~80,000元
80,001元~90,000元
90,001元以上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15
759
46
86
61
82
26
1075
92
207
200
148
149
110
70
43
56
1075

110

1.4
70.6
4.3
8.0
5.7
7.6
2.4
100.0
8.6
19.3
18.6
13.8
13.9
10.2
6.5
4.0
5.2
100.0

表 16
變項

工作行業別

工作職類別

中高齡就業者工作行業別與職類別摘要表

類別
第一類農林漁牧
第二類工業
第三類服務業
其他
總和
主管級人員或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類
服務、銷售類
農、林、漁、牧生產類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23
202
823
27
1075
167
279
106
150
181
18
174
1075

2.1
18.8
76.6
2.5
100.0
15.5
26.0
9.9
14.0
16.8
1.7
16.2
100.0

另外，就職業類別來看，本研究調查結果以「專業人員」的 26%最多，
其次分別為「服務、銷售類」的 16.8%、「生產操作及勞力工」的 16.2%、
「事務支援類」的 14%、「主管級人事或經理人員」的 15.5%；此五種職業
別皆超過 10%，且合計已超過八成五。
綜上所述中高齡就業者之工作性質，本研究發現其工作平均年資為 27.24 年，每
週平均工作時數為 40-49 小時，以全職工作為主，工作聘僱以受私人雇用者居多，工
作薪資計算方式以月薪為主，平均月薪則 2 萬至 4 萬佔較多數，工作行業別以服務業
居多，職業別則是以專業人員佔較多數。

三、中高齡就業者工作環境之分析
(一) 工作環境層面因素分析
我國中高齡者的在職場工作環境，主要可分為下列 25 項指標[73]，分
別有：B01 服務單位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B02 服務單位制訂明確的作業程
序與指示，B03 工作場所中有注意安全相關標示，B04 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完
成我的工作，B05 服務單位會限制員工持續工作的時間，B06 服務單位依照
員工的身心狀況安排工作內容，B07 服務單位重視性別平等，B08 服務單位
會重視資深員工的權益，B09 我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問題，B10 服務單位主管
會關切與照顧員工的生活，B11 我與同事相處融洽，B12 同事在我有需要時
會協助我完成工作，B13 服務單位提供員工技能學習的機會，B14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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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準備退休員工再就業的輔導，B15 服務單位會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
B16 服務單位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制，B17 服務單位有完善的勞工
職災補償制度，B18 服務單位有暢通的申訴管道，B19 服務單位有公正的人
事考核升遷制度，B20 我目前的工作時數符合我的薪資基準，B21 服務單位
所提供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B22 服務單位有完善的分紅、津貼、退休金等
制度，B23 服務單位會實施工作輪調，B24 服務單位的上班時間具有彈性，
B25 服務單位實施部份工時制度。
就上述 25 項工作環境狀況，經因素分析檢驗可以再萃取出 5 個主要因
素構面（整體 Cronbach’sα=0.942>0.8；25 題指標共通性萃取值，累積解釋
變異量為 57.686%；KMO=0.941>0.9；Bartlett’s test =16391.991，p<0.05，故
整體而言該 25 項指標適合被萃取出以下五類因素），分別為（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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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中高齡者「工作環境」之因素構面分析

工作環境指標題項

因素構面
工作品質

訓輔人事

工作安全

職場穩定

薪資保障

B10主管會關切與照顧員工的生活

.655

.279

.184

.230

.202

B12當我需要時，同事會協助我完成工作

.644

.194

.215

.121

.098

B11我與同事相處融洽

.632

.105

.248

.067

.145

B08重視資深員工的權益

.530

.304

.287

.238

.186

B09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問題

.514

.147

.111

.207

.253

B06依照員工的身心狀況安排工作內容

.478

.158

.289

.397

.125

B16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制

.244

.658

.190

.423

.095

B18有暢通的申訴管道

.276

.611

.270

.262

.295

B19有公正的人事考核升遷制度

.249

.605

.268

.210

.373

B17有完善的勞工職災補償制度

.198

.593

.297

.166

.314

B13提供員工技能學習的機會

.392

.475

.301

.212

.128

B02制訂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

.217

.213

.818

.086

.128

B03有「注意安全」相關標示

.204

.214

.743

.093

.157

B01安全的工作場所

.235

.179

.665

.064

.164

B07重視性別平等

.412

.251

.502

.128

.157

B04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

.358

-.044

.412

.269

.172

B25實施部份工時制度

.075

.166

.133

.660

.143

B15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

.225

.501

.054

.641

.003

B14提供準備退休員工再就業的輔導

.239

.496

.078

.612

.096

B24上班時間具有彈性

.231

.053

.004

.551

.181

B23實施工作輪調

.056

.354

.206

.403

.276

B05限制員工持續工作的時間

.133

.159

.287

.323

.087

B21提供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

.267

.175

.169

.204

.792

B20目前的工作時數符合我的薪資基準

.275

.188

.214

.176

.729

B22有完善的分紅、津貼、退休金等制度

.177

.450

.257

.164

.589

註、萃取方法採主軸因子，旋轉方法採最大變異法，轉軸收斂於 8 個疊代。

1. 工作品質因素：可由 B06、B08、B09、B10、B11、B12 等六題指標作為
主要代表，個別 Cronbach’sα=0.848>0.7；
2. 訓輔人事因素：可由 B13、B16、B17、B18、B19 等五題指標作為主要代
表，個別 Cronbach’sα=0.8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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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安全因素：可由 B01、B02、B03、B04、B07 等五題指標作為主要代
表，個別 Cronbach’sα=0.848>0.7；
4. 職場穩定因素：可由 B05、B14、B15、B23、B24、B25 等六題指標作為
主要代表，個別 Cronbach’sα=0.808>0.7；
5. 薪資保障因素：可由 B20、B21、B22 等三題指標作為主要代表，個別
Cronbach’sα=0.870>0.7。
(二) 工作環境描述性分析
根據上述因素分析結果，可將工作安全環境變項分類為五個構面，分
別為「工作品質」、「訓輔人事」、「工作安全」、「職場穩定」、「薪資
保障」等。進一步分析這五個構面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其結果如表 18 所示。
在工作安全環境構面中，以「工作安全」的環境的平均分數較高，為
4.08；其次依序為「工作品質」（3.86）、「薪資保障」（3.57）、「訓輔
人事」（3.40），最低則是「職場穩定」（3.15）。推測其原因，在工作安
全方面，可能近年來勞動部一直強調工作安全的重要性，雇主與中高齡就業
者也特別注意工作的安全，避免職業災害。而職場穩定因素會較低，可能原
因是雇主對於中高齡就業者比較不重視，例如沒有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
準備退休員工的輔導、工作彈性安排與規劃等因素，而造成中高齡就業者必
須離開職場。
表 18

工作環境各構面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構面名稱

題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品質

6

2

5

3.86

.680

訓輔人事

5

1

5

3.40

.871

工作安全

5

1

5

4.08

.657

職場穩定

6

1

5

3.15

.787

薪資保障

3

工作環境

25

1
1

5
5

3.57
3.61

.907
.646

四、中高齡就業者職能差異分析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各項職業能力上，經由表 19 所列之 14 項職業能力中，就「認
知重要性程度」與「具備能力」，除了「經驗傳承的能力」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在
認知與具備的程度上都具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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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顯著差異的職業能力中，「認知重要性」相對較高，而實務職場中對於自己
認為「具備能力」相較不足，其中又以「外語的能力」、「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
「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等三項的差距相對最大。換言之，目前職場上認為重要的「外
語的能力」、「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以及「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等職能也是中高
齡就業者目前最缺乏的能力。
表 19 各項職業能力之「認知重要性程度」與「具備能力」差異之成對樣本 t 檢定表
各項職業能力

性質

平均
數

標準差

1.認知程度

4.48

.639

2.具備程度

4.41

.652

02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 1.認知程度

4.38

.663

力

2.具備程度

4.27

.686

1.認知程度

4.30

.757

2.具備程度

4.24

.715

04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 1.認知程度

4.25

.753

的能力

2.具備程度

4.30

.692

1.認知程度

4.20

.839

2.具備程度

4.15

.784

06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 1.認知程度

3.98

.835

的能力

2.具備程度

3.92

.801

1.認知程度

4.04

.849

2.具備程度

4.01

.792

1.認知程度

3.91

.952

2.具備程度

3.77

.882

1.認知程度

3.96

.956

2.具備程度

3.82

.911

1.認知程度

4.23

.798

2.具備程度

4.01

.819

11發掘與解決問題的能 1.認知程度

4.17

.818

力

2.具備程度

3.98

.794

12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 1.認知程度

4.16

.833

力

2.具備程度

3.98

.799

1.認知程度

3.78

1.070

2.具備程度

3.53

1.100

1.認知程度

3.19

1.124

2.具備程度

2.86

1.172

01良好工作態度

03團隊合作的能力

05持續學習的能力

07經驗傳承的能力
08創新的能力
09領導與管理的能力
10表達與溝通的能力

13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
14外語的能力

115

1認知–2具備差異
平均數

標準誤

df

t-test

0.072

0.019

1074

3.680 ***

0.112

0.021

1074

5.372 ***

0.056

0.022

1074

2.528 *

-0.048

0.022

1074

-2.178 **

0.055

0.025

1074

2.201 *

0.062

0.024

1074

2.617 *

0.031

0.025

1074

1.223

0.147

0.027

1074

5.519 ***

0.137

0.027

1074

5.141 ***

0.219

0.025

1074

8.672 ***

0.194

0.025

1074

7.860 ***

0.183

0.024

1074

7.535 ***

0.249

0.027

1074

9.280 ***

0.332

0.031

1074

10.737 ***

註、*:p<0.05, **:p<0.01, ***:p<0.001

五、中高齡就業者職涯發展之描述性分析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職涯發展之描述性分析，主要是從教育訓練、轉換工作、失
業危機、退休再就業等四個部份進行說明。
(一) 教育訓練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職涯發展上，約有 54.8%於去年參加過教育訓練
相關課程（表 20），而沒有參加教育訓練者佔 45.2%。進一步分析，沒有
參加教育訓練最主要的原因為「事業單位未提供教育訓練機會（佔 24.9%），
其次為「工作太忙」（佔 22.8%），第三則是「沒有適合的訓練課程」（佔
21.8%）。
表 20
變項

中高齡就業者教育訓練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類別

去年是否參加
過教育訓練及
其原因

有參與教育訓練
沒有參與教育訓練
事業單位未提供訓練的機會
不知道有哪些單位提供訓練
沒有適合的訓練課程
工作太忙
參與訓練對升遷或轉職沒有幫助
家庭因素
其他原因
總和

次數
589
486
121
48
106
111
32
44
24
1075

百分比%
54.8
45.2
24.9
9.9
21.8
22.8
6.6
9.1
4.9
100

(二) 轉換工作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轉換工作上，約有 92.5%於調查年度暫無更換工
作的打算，僅 7.5%打算更換目前工作；顯示中高齡就業者在職場上仍維持
就業的穩定性（表 21）。
進一步分析，目前仍繼續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維持家庭經濟」
（30.8%），其次依序為「未到退休年齡」（20.9%）與「實現自我」（13.3%）
等因素。
(三) 失業危機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有無失業危機」方面，分析結果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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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8.3%於調查年度暫時沒有感覺到失業危機，21.7%感到有失業危機。
進一步分析失業危機感的主要原因，第一為「工作場所精簡人力」（佔
16.3%），其次依序是「公司希望雇用年輕人」（佔 15.9%）、「體力狀況
不佳」（佔 14.6%），以及「公司營運狀況不佳」（佔 13.3%）等因素。
表 21 中高齡就業者轉換工作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變項

目前有無轉換工作
的打算及其原因

類別
有打算轉換工作
沒有打算轉換工作（原因如下）
工作待遇佳
維持家庭經濟
工作環境佳
與同事或主管的感情深厚
工作內容輕鬆
親朋好友拜託
未到退休年齡
健康情形良好
維持正常作息
實現自我
其他
總和

次數
81
994

百分比%
7.5
92.5

66
306
34
29
19
10
208
21
96
132
73
1075

6.6
30.8
3.4
2.9
1.9
1.0
20.9
2.1
9.7
13.3
7.3
100.0

表 22 中高齡就業者失業危機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變項

類別

目前有無失業危機感
及其原因

無失業危機感
有失業危機感（原因如下）
公司營運狀況不佳
工作技能過時
工作場所精簡人力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工作技能不足
工作產業結構改變
公司希望雇用年輕人
體力狀況不佳
公司打算外移
其他
總和

次數
842
233
31
8
38
29
15
22
37
34
2
17
1075

百分比%
78.3
21.7
13.3
3.4
16.3
12.4
6.4
9.4
15.9
14.6
0.9
7.3

(四) 退休再就業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退休後有無再就業之意願上，分析結果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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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中 36.1%表示具有再就業的意願，63.9%暫無此意願。進一步分析，
沒有再就業意願的最主要原因為「已有規劃更想做的事情」（佔 45.3%），
其次依序為「已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可供生活」（佔 18.6%）、「需照顧家庭」
（佔 8.9%）、「健康不良」（佔 8.4%）等因素。
表 23
變項

中高齡就業者退休再就業意願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類別

退休後有無再就業意
願及其原因

有再就業意願
沒有再就業意願（原因如下）
須照顧家庭
擔心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我會的技術已經過時
擔心工作時遭到年齡歧視
健康不良
不知道要到哪裡找工作
已有規劃更想做的事情
已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可供生活
其他
總和

次數
388
687
61
46
12
21
58
27
311
128
23
1075

百分比%
36.1
63.9
8.9
6.7
1.7
3.1
8.4
3.9
45.3
18.6
3.3

另外，退休後若想再就業，最想從事的工作型態以「兼職工作為主」
（佔 68.9%），其次則是「全職工作」（佔 23.2%）（表 24）。而最想接
受的教育訓練內容為「與未來工作專業相關課程」（41.4%），其次依序為
「電腦相關課程」（13.5%）、「農牧經營訓練課程」（12.5%）、「銷售
與顧客服務訓練」（11.3%）等（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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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變項

想再就業，最想從事哪
種工作

想再就業，最想接受何
種職業訓練

退休後再就業從事工作型態及最想接受訓練之課程
類別
全職的工作
兼職的工作
每週15小時以上的無酬家屬工作
其他
總計
與未來工作專業相關課程
電腦相關課程
外語相關課程
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
一般行政事務訓練
農牧經營訓練
其他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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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116
345
24
16
501
212
69
46
58
34
64
29
512

百分比%
23.2
68.9
4.8
3.2
41.4
13.5
9.0
11.3
6.6
12.5
5.7

第二節 中高齡就業者性別對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與
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是探討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差異分析，分別從工作性質、工作環境滿意
度，以及職能具備情形等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中高齡就業者性別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
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比較，工作性質內涵包含工作年資、
平均每週工時、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行業別與職類別等
五類。
(一) 全部與目前工作年資之性別差異分析
從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角度進行交叉分析可發現，無論「全部工作年
資」（t=-2.331，p>0.05）或是「目前工作平均年資（t=0.059，p>0.05）」，
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年資並不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二) 平均每週工時之性別差異分析
在「平均每週工時」上，中高齡就業者在性別上具有明顯差異
（χ(5)2=23.634，p<0.05，參閱表 3-2-2），主要差異在於每週工時 30-39 小
時者女性多於男性；而高於 40 小時者，則男性相對較多於女性（如圖 7 所
示）。

圖 7 男性與女性在平均每週工時分佈圖
(三) 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之性別差異分析
在「工作型態」方面，中高齡就業者者在性別上未具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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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1)2=5.569，p>0.05）；而在「工作聘僱狀況」上，男女性皆以受私人雇
用者最多，而在受政府雇用者以女性相對較多（如圖 8）。

圖 8 男性與女性在工作聘僱狀況分佈圖
(四) 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之性別差異分析
就薪資方面來看，於「工作薪資計算方式」上，整體而言中高齡就業
者皆以月薪制較多（圖 9；在「工作平均月薪」方面，整體而言中高齡就業
者在性別上具有明顯差異（χ(8)2=36.144，p<0.05，），女性以平均月薪 2
至 3 萬元間較多，男性主要以平均月薪 3 至 4 萬較多。

圖 9

男性與女性在工作薪資計算方式分佈圖

(五) 行業別與職類別之性別差異分析
由職業別與行業別來看，在「工作行業別」方面，兩性皆以第三類服
務業較多，次為工業；另在「工作職類別」方面，整體而言中高齡就業者在
性別上具有明顯差異，其主要差異在於事務支援類以女性相對較多，而其他
8 項職類別則是以男性相對較多（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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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男性與女性在工作職類別分佈圖

二、中高齡就業者性別在工作環境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在工作環境狀況指標共計有 26 項，進一步針對「性別（女、男）」進行
平均數差異比較可以得知，B01、B02、B03、B04、B06、B07、B08、B13、B16、B19、
B20、B21、B22、B24 等 14 項指標具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只有「上班時間具
有彈性」1 項指標為男性大於女性；其餘指標項目內容均為女性大於男性；顯示女性對
於這些指標內涵的平均認同程度高於男性。

三、中高齡就業者性別在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
就性別角度分析各項職業能力「具備程度」之差異：女性顯著高於男性的指標有
四項，分別是良好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的能力、理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以及持
續學習能力等指標。
14 項職能指標中，最具備的前四項則依序為：良好工作態度、瞭解並遵守職業倫
理的能力、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等四項。而最低的能力為外語能
力，顯示國人外語能力相較於其他能力，具備程度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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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高齡就業者個人背景對工作性質、工作環境
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中高齡就業者的年齡與行業別等個人背景變項，在其工作性質、工
作環境滿意度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中高齡就業者年齡之差異分析
茲將中高齡就業者的年齡分成三個層面，45-54 歲、55-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
年齡的差異分析，分別從工作性質、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職能具備情形等三個面向
進行說明。
(一) 中高齡就業者年齡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
中高齡就業者的年齡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比較，其工作性質內涵包
含全部與目前的工作年資、平均每週工時、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工作
薪資與平均月薪、行業別與職類別等五類。
1. 全部工作年資與目前工作年資之年齡差異分析
由年齡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中高齡就業者的「全部工作平均年資
（F=144.826，p<0.05）」具有顯著差異，且採事後兩兩比較考驗可以驗
證出，年齡層越高所累積的工作年資就會越多。
2. 平均每週工時之年齡差異分析
在「平均每週工時」上，整體而言中高齡就業者之平均每週工時以
40~49 小時相對最多（如圖 11）。

123

圖 11 不同年齡層在每週平均工時分佈圖
3. 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之年齡差異分析
「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上，皆以全職且受私人雇用者相
對最多（如圖 12）。

圖 12

不同年齡層在工作聘僱狀況分佈圖

4. 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之年齡差異分析
整體而言不同年齡的中高齡就業者在「工作薪資計算方式」上皆以
月薪制相對最多（如圖 13）。在「工作平均月薪」方面，整體而言中高
齡就業者有年齡差異（χ(16)2=61.541，p<0.05，表 3-3-4）， 45-54 歲者之
平均月薪以三萬到四萬元間相對最多。55-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則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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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至三萬元間較多。

圖 13

不同年齡層在工作薪資計算方式分佈圖

5. 行業別與職類別之年齡差異分析
在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行業別」方面，整體而言皆以從事第三類
服務業較多。另在「工作職類別」方面，整體而言主要以擔任專業人員
的相對最多（如圖 14 所示）。

圖 14

不同年齡層在工作職類別分佈圖

(二) 中高齡就業者年齡在工作環境滿意情形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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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狀況之 26 項指標，亦針對不同年齡（45-54 歲、55-64 歲、65
歲以上）」進行平均數差異比較，可以得知，指標 B14、B15、B24、B25
在整體年齡層上具有顯著差異（p<0.05）。進一步將這 4 項指標進行後續兩
兩比較後，發現如下：
1. B14 提供準備退休員工再就業的輔導：65 歲以上高於 45-54 歲；
2. B15 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65 歲以上高於 45-54 歲；65 歲以上高於 55-64
歲；
3. B24 上班時間具有彈性：65 歲以上高於 45-54 歲；
4. B25 實施部份工時制度：65 歲以上高於 45-54 歲；
於上述具顯著差異的工作環境指標中可以發現，都是年長者明顯高於年輕
者；顯示年齡越高的就業者，對於工作環境有相對較高的認同與重視程度。
(三) 不同年齡的中高齡就業者在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
從各項職業能力之「具備程度」而言，指標 D01、D13 在整體年齡層
上具有顯著差異（p<0.05），兩兩詳細比較後發現：
1. D01 良好工作態度：暫無明顯的細部差異，但就平均數而言，年齡層較
大者，工作態度較好；
2. D13 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45-54 歲者能力優於 65 歲以上者，55-64 歲者
高於 65 歲以上者。
上述具顯著差異的指標顯示，在職能的具備程度上，年長者較年輕者
更具備「良好工作態度」；而年輕者之「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明顯優於年
長者。

二、中高齡就業者行業別之差異分析
有關中高齡就業者的行業別之差異分析，則分別從工作性質、工作環境滿意度，
以及職能具備情形等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 中高齡就業者行業別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
中高齡就業者的行業別在工作性質之差異分析比較，其工作性質內涵
包含工作年資、平均每週工時、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工作薪資與平均
月薪、行業別等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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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年資之行業別差異分析
由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可發現，中高齡就業者「目前工作平均年資
（F=6.588，p<0.05）」在行業別上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可以驗證出
第二類工業別所累積的工作年資顯著高於第三類服務業。
2. 平均每週工時之行業別差異分析
在「平均每週工時」上，中高齡就業者在行業別上具有明顯差異
（χ(10)2=19.337，p<0.05），以第二類工業別於 40-49 小時相對最多。
3. 工作型態與工作聘僱狀況之行業別差異分析
「工作型態」方面，中高齡就業者在行業別上未有明顯差異
（χ(4)2=8.829，p>0.05）；而在「工作聘僱狀況」上，整體而言中高齡就
業者在行業別有明顯差異（χ(8)2=143.700，p<0.05），以第三類服務業於
受私人雇用者相對最多（如圖 15）。

圖 15

不同行業別在工作聘僱狀況分佈圖

4. 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之行業別差異分析
「工作薪資計算方式」上，中高齡就業者在行業別上有顯著差異
（χ(12)2=161.004，p<0.05），以第三類服務業的月薪制相對最多（如圖
16）；而在「工作平均月薪」方面，中高齡就業者在行業別上顯著差異
（χ(16)2=36.19，p<0.05），以第三類服務業的三萬到四萬元間相對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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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不同行業別在工作薪資計算方式分佈圖

5. 職類別之行業別差異分析
由職業別來看，中高齡就業者在行業別上具有明顯差異
（χ(16)2=770.260，p<0.05），以第三類服務業在專業人員相對最多。
(二) 中高齡就業者行業別在工作環境滿意情形之差異分析
就工作環境 26 個指標，針對「工作行業別（第一類農林漁牧業、第二
類工業、第三類服務業）」進行平均數差異比較可以得知，指標 B01、B02、
B03、B05、B07、B09、B11、B12、B16、B17、B18、B19、B20、B21、
B24、B26 在整體工作行業別上有顯著差異（p<0.05），而針對這 16 項指標
經事後比較發現如下：
1. B01 安全的工作場所：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2. B02 制訂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第三類高於第一類
3. B03 有注意安全相關標示：第三類高於第一類
4. B05 限制員工持續工作的時間：第二類最高，第一類最低
5. B07 重視性別平等：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6. B09 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問題：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7. B11 我與同事相處融洽：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8. B12 當我需要時，同事會協助我完成工作：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9. B16 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制：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10.B17 有完善的勞工職災補償制度：第三類高於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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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8 有暢通的申訴管道：第三類高於第一類
12.B19 有公正的人事考核升遷制度：（沒有明顯顯著差異）
13.B20 目前的工作時數符合我的薪資基準：第二、三類高於第一類
14.B21 提供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第二、三類高於第一類
15.B24 上班時間具有彈性：第一、三類高於第二類
16.B26 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目前的工作環境：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於上述具顯著的工作環境指標當中可以發現，除了「上班時間具有彈
性」為農林漁牧業、服務業顯著高於工業外，其餘均工業或服務業會顯著高
於農林漁牧業，這顯示傳統產業（第一類）的雇主對於工作環境的建置相對
較於不足。
(三) 中高齡就業者行業別在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
從各項職業能力之「具備程度」而言，指標 D02、D03、D04、D05、
D07、D10、D11、D12、D13、D14 在整體工作行業上有顯著差異（p<0.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如下：
1. D02 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2. D03 團隊合作的能力：（暫無明顯的細部差異）
3. D04 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一類
4. D05 持續學習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5. D07 經驗傳承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6. D10 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7. D11 發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8. D12 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9. D13 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第三類最高，第一類最低
10.D14 外語的能力：第三類高於第二類
上述顯著差異的指標中可以發現，就職能的具備在整體上，服務業者
比從事於工業者傾向更為擁有以下這 9 項職能：
「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
「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持續學習的能力」、「經驗傳承的能力」、
「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發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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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外語的能力」。
綜上所述，中高齡就業者的不同的行業別在工作性質、工作環境，以
及職能具備情形等三個面向，部份指標達到顯著差異性，如表 25 所示。
表 25 不同的行業別在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與職能具備情形之差異分析表
農林漁牧
安全的工作場所
制訂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
限制員工持續工作的時間
重視性別平等
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問題
我與同事相處融洽
當我需要時，同事會協助我完成
工作
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機制
有完善的勞工職災補償制度
有暢通的申訴管道
目前的工作時數符合我的薪資基
準
提供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
上班時間具有彈性
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
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
持續學習的能力
經驗傳承的能力
表達與溝通的能力
發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
基礎電腦應用能力
外語的能力

工業

服務業
高於工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農林漁牧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高於其他兩類
高於工業

高於工業

第四節 中高齡就業者職涯發展對個人背景變項之差異分析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職涯發展的個人背景（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別、行業別）
差異分析，主要是從教育訓練、轉換工作、失業危機感、退休再就業等四個部份進行
說明。

一、教育訓練
(一) 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在教育訓練之差異分析
針對性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是否參加過教育訓練的比例於性別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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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顯著（χ(1)2=7.930，p<0.05）。而針對「有參與者」在此 10 項訓練課程
亦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參加領導與管理（χ(1)2=4.568，p<0.05）、銷售或顧
客服務訓練（χ(1)2=9.330，p<0.05）
、參加職業安全訓練（χ(1)2=6.348，p<0.05），
與研發及創新能力訓練（χ(1)2=5.532，p<0.05）等四項具有顯著的差異，主
要均是以男性有參與者相對較多，而女性參與者則相對較少，顯示出男性相
對較重視或有領導管理與職業安全訓練的需求。
(二) 中高齡就業者的年齡別在教育訓練之差異分析
針對年齡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是否參加過教育訓練的比例於年齡別
上具有顯著差異（χ(2)2=7.224，p<0.05），主要是 45-54 歲的參與者會相對較
多，而 65 歲以上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少。而針對「有參與者」在此 10 項訓練
課程亦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只有「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之訓練」
（χ(2)2=11.338，p<0.05）課程在年齡層上有達到顯著差異，主要是 45-54 歲
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多，而 65 歲以上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少，其他 9 類課程在
年齡別上全部無顯著差異。
(三) 中高齡就業者的教育程度別在教育訓練之差異分析
針對教育程度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是否參加過教育訓練的比例於教
育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χ(5)2=142.430，p<0.05），主要是大學學歷的參與
者會相對較多，而國中小的教育程度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少。而針對「有參與
者」在此 10 項訓練課程亦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只有「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
之訓練」
（χ(5)2=42.417，p<0.05）
、
「電腦與資訊應用」
（χ(5)2=11.335，p<0.05）、
「領導與管理」（χ(5)2=12.328，p<0.05）等課程在教育程度別上有達到顯著
差異，主要是教育程度較高者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多。
(四) 中高齡就業者的行業別在教育訓練之差異分析
再針對工作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是否參加過教育訓練的比例於
三大產業行業別上具有顯著差異（χ(2)2=43.253，p<0.05），主要是第三類
服務業的參與者會相對較多，而農林漁牧、工業的參與者均相對較少。而針
對「有參與者」在此 10 項訓練課程亦進行交叉分析發現，主要是參加專業
技術訓練（χ(2)2=15.847，p<0.05）、職業安全訓練（χ(2)2=13.52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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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兩項具有顯著的差異；其中在「參加專業技術訓練」與「參加職業安全訓
練」上，以服務業有參與者相對較多，農林漁牧業與工業則相對較少。

二、轉換工作
中高齡就業者在「轉換工作」變項中，其個人背景在性別、年齡別、教育程度、
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目前有無轉換工作的打算在性別、教育程度別與行業別均
不顯著（性別 χ(1)2=2.027，教育程度別 χ(5)2=2.452，工作行業別 χ(2)2=4.848，p 均
>0.05），每個變項都是呈現出無更換工作的打算者的人次相對較多，有更換工作的打
算者的人次相對較少。只有年齡別（χ(2)2=6.887，p<0.05）有達到顯著差異，45-54 歲
的年齡層打算轉換工作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

三、失業危機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有無失業危機感方面，在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別、工作
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失業危機的比例於性別、年齡層、行業別等未達顯著差異
（性別 χ(1)2=2.071，年齡層 χ(2)2=0.910，行業別 χ(2)2=5.214，p 均>0.05），每個變項
都是呈現出無失業危機的人次相對較多，有失業危機的人次相對較少；然而在教育程
度別具有顯著差異（χ(5)2=11.631，p<0.05），主要是以高中職、專科與大學學歷等具
有失業危機感的人數相對較多。

四、退休再就業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退休後有無再就業意願上，其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別、
工作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再就業意願的比例於性別與工作行業別上未達顯著差
異（性別 χ(1)2=0.000，工作行業別 χ(2)2=3.426，p 均>0.05，每個變項都是呈現出暫無再
就業意願的人次相對較多，有再就業意願的人次相對較少；然在年齡層具有顯著差異
（χ(2)2=10.932，p<0.05，表 3-4-14），主要是以 45-54 歲有再就業意願的人數會相對較
多。另外，在教育程度別方面，也具有顯著差異（χ(5)2=14.837，p<0.05），主要是教育
程度較高者退休後再就業意願顯著高於教育程度低者。
此外，本研究透過 Logistic 迴歸，探討中高齡就業者的基本屬性、職能具備情形，
以及工作環境滿意情形，對於退休後再就業意願的瞭解。在中高齡者的基本屬性上，
其年齡愈大、現任工作年資愈長、中等薪資（4 萬-8 萬）者，其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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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較低；而教育程度較高者（大學、研究所以上）者，其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
較高。
在專業職能具備情形上，若中高齡就業者在電腦能力與外語能力較佳者，其未來
退休後的就業意願較高，換言之，電腦資訊能力與外語能力是目前工作的基本能力。
在工作環境方面，中高齡就業者對於訓輔人事方面有比較高的期待，換言之企業
組織可以在訓輔人事能夠給予員工好的福利，如：完整的輔導機制、公正的人事考核、
職災補償制度、教育訓練機會等福利措施，中高齡就業者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較
高。

第五節 研究發現
綜合上述的統計分析結果，其研究結果整理如下，包含中高齡就業者之基本屬
性、中高齡就業者之工作性質、中高齡就業者之工作環境、中高齡就業者職能認知與
具備情形，以及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涯發展等五個部份。

一、中高齡就業者之基本屬性
(一) 個人背景方面，性別則以男性中高齡者 57.5%為多數；年齡則以 45-54 歲
63.2%為最多數；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29.1%為最多數。
(二) 家庭背景方面，婚姻狀況以已婚的 89%佔絕大多數，子女人數方面以 2 位子
女佔 45.9%為主；
(三) 經濟負擔方面仍有 70%的中高齡就業者，仍必須負擔家庭的經濟狀況，主要
是負擔子女教育費用（佔 29.5%）、償還房屋貸款（佔 24.6%）、家人生活
費用（佔 20.7%）。

二、中高齡就業者之工作性質
(一) 基本資料分析
1. 年資最長達 57.0 年，平均數為 27.24 年，而目前工作年資在平均數上也
超過 16.14 年，於平均每週工時以 40~49 小時的 46.6%最多；
2. 工作型態方面，全職工作與兼職工作的比率為 88.0%：11.9%，工作聘雇
方面以受私人雇用者的 46.4%最多，而無酬家屬工作者的 2.1%為最少；
3. 薪資方面以月薪制佔 70.6%為最多，平均月薪以 2 萬至 3 萬元居多（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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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4. 行業別方面以第三類服務業佔 76.6%為主；工作職類方面以專業人員佔
26%最多，其次依序尚有服務與銷售類、事務支援類、主管/經理人員等
四種行業，合計超過 70%。
(二) 年齡差異分析
1. 工作年資在年齡方面，年齡層次越高所累積的工作年資會越多。
2. 平均每週工時方面，皆以 40-49 小時相對最多。
3. 工作型態方面，皆以全職工作相對較多；在工作聘僱狀況皆以受私人聘
僱者相對較多。
4. 在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方面， 45-54 歲者之平均月薪以三萬到四萬元間
相對最多。55-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則以二萬至三萬元間較多。
5. 在行業別與職類別方面，以 45-54 歲從事服務業為居多，而職類別則是以
專業人員為居多。
(三) 行業別差異分析
1. 工作年資方面，以第二類工業別所累積的工作年資顯著高於第三類服務
業。
2. 平均每週工時，以第二類工業別在 40-49 小時相對較多。
3. 工作聘僱狀況方面，以第三類服務業於受私人僱用者相對較多。
4. 工作薪資與平均月薪方面，以第三類服務業於月薪制相對較多，平均月
薪則是在 3-4 萬元間居多。
5. 在職類別方面，主要差異在於以第三類服務業在專業人員相對較多。

三、中高齡者之工作環境
(一) 我國中高齡者在職場工作環境上所面臨到的 25 項環境狀況主要可以分成五
大類，工作品質、訓輔人事、工作安全、職場穩定、薪資保障等。
(二) 針對性別而言，男性在「上班時間具有彈性」題項顯著高於女性；而「安全
的工作場所」、「訂定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有注意安全相關標示」、
「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重視資深員工的權益」、「提供員工技
能學習的機會」、「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制」、「有公正的人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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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升遷制度」、「目前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有完善的分紅、津貼、退
休金等制度」等 10 個題項，是女性顯著高於男性。
(三) 在年齡方面，65 歲以上的中高齡就業者在「提供準備退休員工再就業的輔
導」、「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上班時間具有彈性」、「實施部份工
時制度」等 4 個題項，是顯著高於其他年齡。
(四) 在行業別方面，除了「上班時間具有彈性」為農林漁牧業、服務業顯著高於
工業外，其餘均工業或服務業會顯著高於農林漁牧業，這顯示傳統產業（第
一類）的雇主對於工作環境的建置相對較於不足。

四、中高齡就業者之職能差異與影響
(一) 14 項職能指標中，最具備的前五項依序為：良好工作態度、穩定度與抗壓
性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表達與溝通能力
等五項，而最低的為外語能力，相較於其他能力而言，具備程度最為不足；
(二) 14 項職能指標中，認知最重要的前五項，依序為良好工作態度、瞭解並遵
守職業倫理的能力、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持續學習的
能力等五項，而認知最不重要的亦為外語能力，顯示國人仍會認定就勞動職
場而言，其它職能相較於外語能力來的重要或較能掌控。
(三) 就各項職業能力在「認知重要性程度」與「具備能力」具有相對較大顯著差
異者依序為：外語的能力、基礎電腦應用的能力、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發掘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
(四) 職業能力「認知重要性」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女性中高齡就業者在「領導與
管理能力」、「基礎電腦應用能力」等題項之認知重要性顯著高於男性。
(五) 職業能力「具備程度」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女性在「良好工作態度」、「團
隊合作能力」、「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以及「持續學習的能力」等指標
方面高於男性。
(六) 在良好工作態度、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瞭解並遵守職
業倫理的能力此四項指標中，均認為最重要也最具備；而在外語能力此項指
標中，均相對認為最不重要也最不具備，此種一致性似乎顯示出對於該指標
的認同程度或其自信程度。
135

(七) 就各項職業能力之具備程度而言，整體年齡層別上在「基礎電腦應用能力」
是有顯著差異，其 45-54 歲族群其電腦能力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
(八) 在行業別方面，就職能的具備在整體上，工業與服務業者傾向更為擁有以下
這 8 項職能：「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力」、「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
「持續學習的能力」、「經驗傳承的能力」、「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發
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基礎電腦應用的能
力」、「外語的能力」。

五、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在職涯發展的差異
(一) 教育訓練方面
1. 54.8%於調查當年度參加過教育訓練。
2. 在未參與教育訓練者當中，主要以事業單位未提供訓練機會為最主要的
原因佔 24.9%，其次尚有工作太忙佔 22.8%，以及沒有適合的訓練課程佔
21.8%等兩項因素。
3. 在性別方面，男性在參與「領導與管理」、「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
「職業安全訓練」、「研發創新能力訓練」等課程顯著高於女性。
4. 在年齡方面，主要以 45-54 歲參與「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訓練」課程顯著
高於其他年齡層。
5.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參與「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訓
練」、「電腦與資訊應用」、「領導與管理」等課程顯著高於教育程度
低者。
6. 在行業別方面，第三類服務業在參與「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訓練」、「職
業安全訓練」等課程顯著高於第一、二類別。
(二) 轉換工作
1. 92.5%於調查年度暫無更換工作的意願，僅 7.5%有打算更換目前工作，顯
示中高齡就業者在職場上仍維持高度的穩定性。
2. 目前仍繼續工作的主要原因為維持家庭經濟，其次依序為尚未到退休年
齡與實現自我。
3. 中高齡就業者的性別、教育程度與行業別方面，在轉換工作意願上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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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只有在年齡有達到顯著差異，以 45-54 歲的年齡層打算轉
換工作的意願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
(三) 失業危機感
1. 有 78.3%於調查年度暫時沒有感覺到失業危機感，僅有 21.7%有感到失業
危機，顯示超過七成五的中高齡就業者仍保有穩定的工作。
2. 失業危機的主要原因為工作場所精簡人力（佔 16.3%），其次依序為公司
希望雇用年輕人（佔 15.9%）、體力狀況不佳（佔 14.6%）、公司營運狀
況不佳（佔 13.3%）、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佔 12.4%）等。
3. 中高齡就業者對於失業危機感方面，其在性別、年齡層與行業別等均未
達顯著差異；只有在教育程度上有達到顯著差異，以高中職、專科與大
學學歷等具有較多的失業危機感。
(四) 退休再就業
1. 36.1%表示具有退休後再就業的意願，63.9%暫無再就業意願。
2. 沒有再就業的主要原因為已有規劃更想做的事情（佔 45.3%），其次依序
為已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可供生活（佔 18.6%）、須照顧家庭（佔 8.9%）
等。
3. 最想從事哪種工作主要是以兼職工作（佔 68.9%）為主，其次是全職工作
（佔 23.2%）。
4. 想再就業者所最想接受的職業訓練以與未來工作專業相關課程（佔
41.4%）為主，其次依序為電腦相關課程（佔 13.5%）、農牧經營訓練（佔
12.5%），以及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佔 11.3%）。
5. 中高齡就業者在退休後有無再就業意願上，其性別與工作行業別上未達
顯著差異；然而在年齡層具有顯著差異，主要是以 45-54 歲有再就業意
願的人數會相對較多。另外，在教育程度別方面，也具有顯著差異，主
要是教育程度較高者退休後再就業意願顯著高於教育程度低者。
6. 本研究透過 Logistic 迴歸，探討中高齡就業者的基本屬性、職能具備情
形，以及工作環境滿意情形，對於退休後再就業意願的瞭解。在中高齡
者的基本屬性上，其年齡愈大、現任工作年資愈長、中等薪資（4 萬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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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者，其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較低；而教育程度較高者（大學、
研究所以上）者，其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較高。
7. 在專業職能具備情形上，若中高齡就業者在電腦能力與外語能力較佳
者，其未來退休後的就業意願較高，換言之電腦資訊能力與外語能力是
目前工作的基本能力。
8. 在工作環境方面，中高齡就業者對於訓輔人事有較高的滿意度時，未來
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較高。換言之，企業組織可以在訓輔人事方面，提
供中高齡就業者較好的福利，如：完整的輔導機制、公正的人事考核、
職災補償制度、教育訓練機會等福利措施，以吸引中高齡就業者持續就
業。

六、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和職能認知與具備情形之性別差異分析
(一) 工作性質方面
1.

平均每週工時上，皆以高於 40 小時者相對較多，主要差異在於每週工時
30-39 小時者女性多於男性；

2.

在工作聘僱狀況上，男女性皆以受私人雇用者最多，在受政府雇用者以
女性相對較多

3.

工作薪資計算方式上，皆以月薪制較多；

4.

工作平均月薪上，男性平均月薪皆高於女性；

5.

工作行業別方面，兩性皆以第三類服務業較多，次為工業；

6.

工作職類別方面，女性以事務支援類相對多於男性，其餘職業類別則是
男性多於女性。

(二) 工作環境方面
1.

針對性別而言，男性在「上班時間具有彈性」題項顯著高於女性。

2.

而「安全的工作場所」、「訂定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有注意安
全相關標示」、「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重視資深員工的權
益」、「提供員工技能學習的機會」、「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
制」、「有公正的人事考核升遷制度」、「目前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
「有完善的分紅、津貼、退休金等制度」等 10 個題項，是女性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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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三) 職能認知與具備情形
1.

職業能力「認知重要性」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女性中高齡就業者在「領
導與管理能力」、「基礎電腦應用能力」等題項之認知重要性顯著高於
男性。

2.

職業能力「具備程度」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女性在「良好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能力」、「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以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等指標方面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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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中高齡勞動現況及未來趨勢

本章為瞭解並探討我國中高齡之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透過焦點座談進
行各方專家意見的蒐集。召開焦點座談會議前，彙整國內、外中高齡勞動力發展與就
業促進之官方文件與研究論文，以發展焦點座談討論題綱，如附錄 二。討論內容包含
職場年齡歧視現象、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之作法、促進中高齡人力延長運用之措施、
中高齡在職訓練之運作情形、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發展與方案實施之建議等五項議題。
焦點座談共計四場，每場座談時間約 2 小時，分別邀請 8 位長期關心中高齡勞動
力發展的公部門、學界、產業界及勞工等代表出席與談，讓他們就前述議題進行討論。
焦點座談進行過程中，主持人根據實際狀況對討論問題作彈性調整，讓與談者能暢所
欲言。焦點座談資料之分析則是依照資料屬性與特質加以編碼與命名，逐步統整、歸
類，最後形成研究發現。
本章主要根據焦點座談內容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第一節以「中高齡勞動參與阻
礙」為題，回應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現況；第二節為「中高齡勞動就業促進策略」，揭
示未來促進中高齡就業之策略發展趨勢。第三節為「我國中高齡勞動力特質」，根據
問卷調查與焦點座談結果，綜合描述中高齡勞動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第一節 中高齡勞動參與阻礙
各國對於中高齡就業促進的政策內涵，可分為「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倡議
中高齡就業意識」以及「提供中高齡就業訓練及工作媒合」等三個層面；貫穿其中的
精神為「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美國就業年齡歧視法保障就業年齡無上限，且規範就
業過程中任何歧視都是非法的，包括僱用、解僱、薪資、工作分配、調動、升遷、復
職、退休或其他就業條件等。基此，本研究之焦點座談討論題綱以年齡歧視做為討論
起點，以了解我國中高齡者勞動參與過程中所面臨的阻礙。
本節彙整焦點座談內容，歸納七項阻礙中高齡勞動參與之因素，分別為生理退
化、職能不足、就業輔導機制須補強、雇主聘僱意願低、退休政策限制、對中高齡的
負面刻版印象、個人工作心態不佳。以下首先說明各項阻礙因素內涵，再提出阻礙因
素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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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礙內容
「年齡」概念不存在，便無法定義何謂中高齡者，就業年齡歧視法也可能失去獨
立存在之必要。此外，任何中高齡者勞動參與阻礙因素均與年齡有關，故下述之阻礙
內容，將避免從年齡視角進行討論。
(一) 生理退化
伴隨年紀增長所產生的生理退化情形，是中高齡者求職或就業時所面
臨的最大阻礙。雖然這是不可逆的狀況，但是當老化造成的體能、認知與學
習能力退步變成進行式，無疑已對工作參與造成影響。
1. 體能限制
身體機能的退步使得中高齡者逐漸無法再勝任耗費體力的工作內
容，工作速度也變慢，即便個人再努力想要克服，改善空間仍是有限。
2. 認知能力與學習成長限制
除了身體機能退化，老化也會影響認知能力，像是思考、創意、理解
等反應會較為緩慢。有與談者認為，中高齡者對某些學習內容的吸收力較
為不足，無異是種成長限制。
(二) 職能不足
雖然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發現，有九成的中高齡就業者之學歷為高中以
上，但面對近一二十年的知識經濟快速發展與科技進步，越高齡者越易面臨
新型態職業能力具備不足的情形。職能不足意謂個人未能具備特定工作崗位
所需之基本能力，在此條件下，自然在求職或工作過程中難以與他人競爭。
焦點座談與談者表示，許多中高齡者僅能勝任基層、簡易的任務，若再加上
資訊能力不佳，工作機會就更為有限。此種職能不足的情形雖與年齡無關，
但也已成為中高齡之就業阻礙。
能力不足除了影響工作機會的獲得，也可能造成職涯發展受限。當訓
練資源優先分配給被認為有能力學習、或是因無家庭責任而便於移地參與學
習的員工時，往往是中高齡者失去提升職能的訓練機會，以致個人成長有
限，難以在職場向上發展。
(三) 就業輔導機制須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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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各區域都設有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內設中高齡就業服
務專區；許多中高齡求職者都將就服中心視為首要諮詢資源。然而在焦點座
談過程中，與談者對就業輔導機制多所期許，甚至認為實質成效有限或剝奪
中高齡者受訓權益。以下分述就業輔導機制建議補強處。
1. 就服員專業素養與能力不足
有幾位與談者分享親身經驗，質疑就業輔導或服務員之專業性。他們
認為有些工作人員專業素養不足，社會經驗不夠，無法感同身受中高齡求
職者的困難，難以提供中高齡者所需之就業服務。
2. 輔導過程易流於表面
任何輔導資源和方案都有其實施方式，然而過度機械化地以時間長
度、次數做為規範，易使輔導過程流於表面，也可能上完訓練課程卻在工
作上無發揮機會。有與談者指出就業輔導應該是長期的，有系統連貫性的，
甚至需要專業團隊協助，才能發揮真正的輔導與學習效果。
3. 媒合效果不彰
政府提供許多的教育訓練與創業輔導課程給有意就業或創業的中高
齡者參與，然而這些中高齡者在培訓後還需政府挹注資源再做後續的輔
導，方能促成就業媒合。有與談者以“就服員的常客”形容參加就業輔導活
動的成員，可見一次就媒合成功的機率有限。
4. 就業率做為職訓單位績效認定基準，造成職訓師排斥中高齡者
媒合成功率不高的狀況，也讓職業訓練現場產生不利中高齡者就業的
弔詭現象。由於職業訓練實施績效的判定來自受訓後之就業率，因此就業
機會相對弱勢的中高齡者便受到排斥，陷入有訓練需求者卻不見得能獲得
訓練機會的惡性循環。
(四) 雇主聘僱意願低
部份與談者提到目前的企業還是偏好雇用年輕人，即便年輕人與中高
齡者具備的實質性條件相同，甚至中高齡者擁有更好的勞動力條件，雇主還
是有可能因為年齡原因而拒絕或解雇中高齡者。可見雇主的聘僱意願對中高
齡者是否能順利就業有絕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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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焦點座談與談者的發言內容可發現，雇主聘僱中高齡者意願低之
主要原因來自成本考量。中高齡者意謂距離退休年限較短、年資較高，因此
一旦聘僱中高齡員工，雇主面臨立即性的財務負擔。再者，實施職務再設計
也會提高企業成本，雇主並非願意做此投資。
(五) 退休政策限制
優渥的年金制度，被許多人視為是離開職場的最大誘因；換言之，年
金制度已成為將優秀人才續留職場的一大阻礙。雖然退休選擇是國民基本權
益，但如何權衡合理的年金制度與勞動力資源，是一大挑戰。尤其新舊制之
間的差異，無形間也造成不同世代的對立。另一方面，也有與談者提出工作
年齡限制有時也是阻礙，因而建議政府不要有工作年齡限制，但需考量因老
化所產生的工作能力變化，並隨之調整，以利中高齡者持續留在職場。
(六) 對中高齡的負面刻版印象
不可諱言，社會上還是普遍存在著對中高齡者的負面刻版印象，輕易
地把“老”跟固執、不易溝通、負擔、動作慢、不好看畫上等號。雇主如此，
消費者也是如此。因此，這些負面心態讓人在尚未了解當事人真正的個人特
質與工作能力之前，就先認定中高齡者在職場不適配。
1. 雇主擔心中高齡者難管理
年輕主管更易存在中高齡者難以管理的疑慮，他們擔心經歷與年齡上
的差異會讓自己難以扮演好主管角色。
2. 消費者偏見
而消費者對中高齡員工的偏見，也難免影響雇主在遴聘工作人員時的
判斷，甚至變成顧客抱怨的原因。
(七) 個人工作心態不佳
雖然中高齡者在勞動參與時所面臨的阻礙多元、複雜、甚至互為因果，
但絕非都是外在阻礙。焦點座談與談者提到，中高齡者個人的工作心態，也
有絕對地影響；倘若存有負面態度或倚老賣老，即便回到職場也會一直抱
怨，也比較容易受到排擠。

二、阻礙因素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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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羅列影響中高齡者就業之阻礙因素，然而這些阻礙的背後有更多細節需要再
反思。
(一) 年齡限制不見得是年齡歧視
出席本研究焦點座談的與談者提醒，不可將年齡歧視與年齡限制混為
一談。雇主單純以年齡太大做為不錄用理由屬於年齡歧視，但因生理退化而
造成的勞動力供給面選擇現實，是種年齡限制，可以做為勞動市場區隔的考
量，發展適合的工作機會。
(二) 阻礙具產業及職位之差異性
中高齡勞動參與阻礙並非常態，如同與談專家所言“勞動市場會依屬性
區隔出適合它的年齡來”，因此不同的產業和職位對勞動參與阻礙有不同見
解，不應有一視同仁的解讀。
1. 產業差異
依據與談者的觀察，傳統產業、文教業、觀光業、社會企業等產業對
中高齡就業者較為友善，然變動快速的科技業與製造業、部分注重門面形
象的服務業則較不友善。
2. 職別差異
即便是同一企業，中高齡者也會因為職別、位階的不同，面臨不同程
度的就業阻礙或歧視。
(三) 代間融合或區隔
不同組織採用不同方式因應組織內部之青年人與中高齡者的競合關
係。有些單位以代間融合的方式讓不同世代的員工有所交流，促進經驗傳
承；但也有單位採用區隔管理的方式，針對不同世代設計不同的薪資計算與
績效評估基準，以避免代間衝突。

三、綜合討論
從上述的焦點座談中，我國對於中高齡勞動參與阻礙因素，主要表現在生理退
化、職能不足、就業輔導機制須補強、雇主聘僱意願低、退休政策限制、對中高齡的
負面刻版印象、個人工作心態不佳等因素；另一方面，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
瞭解我國 45 歲以上且目前仍就業之中高齡者的工作環境與職涯發展概況，調查發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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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中高齡就業者每週平均工時超過 40 小時、二成有失業危機感。以下針對焦點座談、
問卷調查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資料進行彙整與探討，分為中高齡就業者本身的就業困
境、工作職場環境與教育訓練等三個困境或阻礙進行討論，以探究我國中高齡者勞動
參與現況。
(一) 中高齡就業者的就業困境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指出我國目前許多中高齡就業者在經濟負擔方
面，約有七成的中高齡就業者有家庭的經濟負擔，例如子女的教育費用、房
屋貸款、家人生活費用等；在每週工作時數與薪資方面，約有七成每週平均
工時超過 40 小時；而四成五的平均月薪四萬元以下。
在焦點座談中，與會者也提到中高齡就業者的就業困境，例如以科技
業而言，大部份的雇主較偏愛僱用年輕人而不願僱用中高齡者；此外企業雇
主因為法律制度、企業的利潤或是個人的傳統偏見，也容易對中高齡者產生
就業歧視。
(二) 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職場環境的阻礙
在本次的問卷調查中有關「工作環境」的調查結果指出，「工作安全」
最受重視，其次依序為「工作品質」、「薪資保障」、「訓輔人事」，最末
者為「職場穩定」。其中「職場穩定」因素偏低之可能原因除大環境景氣不
佳外，也透露出雇主較不重視中高齡者之第二專長的培養、退休再就業輔
導、工作彈性安排與規劃等。此外，近兩成的中高齡者因為工作場所精簡人
力、公司希望僱用年輕人、體力狀況不佳等因素，而存在失業危機感。
若從行業別與工作環境來分析，可以發現相較於第二級或第一級產
業，第三級服務業對於工作環境的認知較為正向；換言之，服務產業會比較
重視就業者的工作職場環境。
在焦點座談中，與會者也提到工作職場中的中高齡者對於工作職場中
存在許多不友善環境，包括企業組織不願意培訓中高齡者，或是透過不同的
方法讓他們離開公司、不願意發放退休金等情形。
(三) 中高齡就業者的教育訓練阻礙
科技不斷的進步，需要透過訓練增加工作者的專業職能。然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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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主會認為中高齡者不需要再學習，而不願提供機會讓他們再進修。本研
究之問卷調查指出，只有近六成中高齡就業者過去一年曾參加過教育訓練，
而沒有參加訓練之主要原因為事業單位為提供訓練機會、沒有適合的訓練課
程、工作太忙等因素。
在焦點座談中，與會者也提到用人單位基於中老年人的學習能力及家
庭等考量，往往願意把訓練機會留給年輕人，中高齡就業者獲得訓練機會普
遍比較少。此外，部份中高齡者因為自己本身的不當心態，例如個人好面子，
雖技能不足也不願意充實自己的能力等，也會造成求職上的困難。
在問卷調查中指出，中高齡就業者認為電腦資訊能力與外語能力是目
前職場最需要的專業職能，然而這也是他目前最缺乏的專業能力。雖然 45-54
歲年齡層的就業者的能力高於其他年齡層，但是隨著社會科技不斷的進步，
這些中高齡就業者也要不斷的繼續學習，加強自己的專業能力。
上述中高齡者就業現況所常存的三項阻礙，也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於 2006
年提出「活得越長、工作越久」政策報告書，有相似的發現。該報告書指出，中高齡
就業者面臨雇主僱用的障礙，如消極的態度、高勞動成本、不適當的工作保護規則等；
以及缺乏就業能力，如過時的技術、缺乏協助中高齡就業者的就業媒合、不合適的工
作條件等因素。顯然就業阻礙，在當今促進中高齡者就業的趨勢下，必須正視並解決
的議題。

第二節 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
本節彙整焦點訪談內容，歸納出五大層面的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一促進中高齡人
力運用方案、加強教育訓練、實施就業服務員專業培訓、完備政府就業政策與法令、
倡議就業意識等。以下分別說明。

一、規劃中高齡人力運用方案
焦點座談與談者提出公私單位可以推動的實務做法，以促進中高齡就業；內容包
含非典型僱用、退休後再僱用、職務再設計、發展社會企業或創業、社區經營、代間
區隔管理等。
(一) 非典型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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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僱用方式可以為臨時工、短期或定期契約工、外包、家內勞
動者、部分時間員工及派遣勞工等。企業雇主可以針對工作型態與內容聘用
合適的中高齡者從事相關工作，跳脫傳統的全時、全職契約框架，創造適合
中高齡者之工作機會。
(二) 退休後再僱用
中高齡就業者在原工作職場上的年資越高，對企業而言是一種成本負
擔。因此，很多企業希望屆齡員工可以先辦理退休，再重新僱用，工作年資
和薪水也可以重新計算。
(三) 職務再設計
職務再設計是指為了讓工作者能夠適才而用，因此重新規劃工作流
程、重新設計工作環境、提供科技輔具等，改善工作者的不便，使其能夠發
揮本身潛能與能力
1. 透過流程簡化、職務拆解，讓中高齡者有適合的工作機會
企業組織可以透過水平或垂直的方式將工作職務重新拆解，讓中高齡
有機會續留或再進入職場。水平部份包含不同行職業別也有類似的工作類
型；垂直部份則是工作流程的解構，將一項工作拆成好幾個等分。
2. 企業推動職務再設計的實際困難
與談者提到政府補助資源有限，例如只有一年十萬元的補助，造成企
業部門不願意花時間、金錢來重新規劃工作流程。若未釋出足夠資源給有
志重新設計工作流程的企業，企業配合意願有限。
(四) 發展社會企業或創業
由於中高齡者就業困難，因此與談者建議可以協助擁有專業知識背景
的中高齡者往社會企業方向求職，或是自行創業，以找到新的出路。
(五) 社區經營
退休者的活動範圍多半在家裡或社區，因此與談者建議雇主可以採取
社區經營的模式就近聘用當地的中高齡或是二度就業者。況且這些人有高忠
誠度、穩定性、配合度，對於政府或企業而言都是可以經營的方向。
(六) 代間區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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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組織對於組織內部之青年人與中高齡者的競合關係有不同的態
度。有些單位以代間融合的方式讓不同世代的員工有所交流，促進經驗傳
承；但也有單位採用區隔管理的方式，針對不同世代設計不同的薪資計算與
績效評估基準，以避免代間衝突。

二、加強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的提供可以提升個人職能，但若要成功促進就業，還有賴完備的訓練課
程規劃及配套措施。焦點座談與談者針對以下三點分別提出如何加強教育訓練，以厚
植人力，進而促進中高齡者勞動參與：規劃用人導向職訓課程與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提供退休前教育協助職涯轉換；進行就業服務員的專業培訓與輔導。
(一) 規劃用人導向職訓課程與建立訓用合一制度
與談學者專家建議職訓單位採用「用人導向」的課程規劃以及建立「訓
用合一」的制度，以加強教育訓練成效。由用人單位先行盤點人力與職能需
求，再規劃訓練內容，以使有意就業者在培訓結束後可以直接上工，達到訓
練與任用合一。
(二) 提供退休前教育協助職涯轉換
政府與企業單位可以針對屆退者進行退休前教育，協助退休後的職涯
轉換。若有意願再繼續工作，可以透過再訓練協助轉換工作；若沒有意願再
工作，也有助退休後生涯規劃。
(三) 實施就業服務員專業培訓
勞動部為了協助國民的就業與輔導，在全國設置就業服務站，並聘請
就業服務員協助處理相關業務。然而，與談者提到部份就業服務員是採用人
力派遣或是約聘制度，加上年齡相對年輕、經驗略顯不足，他們是否具備足
夠專業能力與社會歷練來協助中高齡者就業，有待商榷。因此完備紮實的就
業服務員專業培訓制度更顯得重要。就業輔導員若有相關經歷與經驗，且能
以同理心協助中高齡者，可以有效協助中高齡者求職。

三、完備政府促進就業政策與法令
中高齡就業促進能否在職場上受到重視，政府政策與方案相當重要，畢竟公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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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實務推動原則仍須以國家政策與法令為依歸。與談者從實務中觀察，對於政府政
策之制定方式與缺口，提出積極明確的建議，包含：長期且系統性地調查與研討以規
劃系統性法令制度與政策、全面盤點與評估既行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方案、同步規劃就
業促進配套措施、修訂退休與年金制度、建置中高齡人才資料庫。
(一) 長期且系統性地調查與研討以規劃系統性法令制度與政策
需針對中高齡的就業需求進行長期且系統性的調查與研討，進而規劃
出系統性的政策方案以及法令制度。
1. 進行持續且分年齡層的就業需求資料調查
持續且系統性的進行調查以瞭解不同年齡層的就業需求，做為政府擬
定整合性就業政策的基礎。
2. 整合跨部會意見制訂系統性就業法令與政策
政府依據完整的資料調查結果，整合跨部會意見，制訂系統性的就業
政策與法令制度，釐清不同就業對象的差異，讓雇主有所依循。
(二) 定期盤點與評估既行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方案之成效
全面檢視目前所推行的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方案的執行成效，例如：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僱用獎勵津貼、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中高齡職務
再設計計畫、微型創業鳳凰計畫、多元就業開發計畫案、名師高徒計畫等。
定期透過確實的成效評估，瞭解執行成效，並兼採滾動式的修正，讓就業促
進政策與方案更加完善。
(三) 同步規劃就業促進配套措施
雖然焦點座談與會學者與實務專家對現有就業促進政策多所肯定，仍
一語道出光靠單方面的政策擬訂與推動是無法成事之現實。要減輕中高齡就
業阻礙，在政策發展之時亦須同步規劃配套措施，與企業雇主協力，方能形
成政策推動的槓桿作用。
(四) 修訂退休與年金制度
我國即將邁入高齡社會，中高齡人口越來越多。如同前面所討論的，
退休制度也是一種影響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的阻礙，因此政府應將阻礙轉型為
誘因，參酌國內外勞動力現況與發展趨勢，修訂更合時宜之退休與年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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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例如延後退休、漸進式退休，與退休年金改革。
(五) 建置中高齡人才資料庫
與談者提到中高齡就業者其實擁有豐富的職場工作經驗，可以透過全
國性或企業內部的人才資料庫建立他們的聯絡方式及專長。未來若有需要他
們協助之處，即邀請他們回到職場，避免人力的浪費。此外人才資料庫也可
做為職業媒合的平台，讓雇主與求職者之資訊得以交流。

四、倡議就業意識
社會大眾對於中高齡者還是存在著刻板印象，企業雇主更是如此，看到中高齡者
前來應徵，可能僱用意願就不高。因此，與談者呼籲政府應運用各種方式，對社會（包
含中高齡者、雇主）倡議中高齡就業意識，了解中高齡勞動力對社會的重要性和持續
工作的價值，以破除對中高齡不友善的刻版印象，讓有志持續就業者都能在尊嚴、友
善的職場環境獲得工作機會。
(一) 向企業雇主與人資主管宣導倡議，消除對中高齡者的刻板印象
為了消除對中高齡就業者的刻板印象，政府應向有招募決策權之企業
雇主與人資主管宣導與倡議，以建立中高齡勞動參與價值之新觀念，提高型
塑高齡友善職場的意願。
(二) 導入職場代間學習活動，消弭組織內部之世代對立或衝突
職場代間學習係指在工作職場上，藉由年輕人與中高齡者互動與學
習，彼此間可以學習新的技能及促進相互理解，以拉近世代距離。
(三)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進行觀念宣導，營造高齡友善的社會環境
與談者一再強調促進中高齡就業，觀念建立與社會環境營造很重要。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進行社會宣導，以讓大眾瞭解中高齡者工作與角色價值，
有其必要。

五、綜合討論
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國際組織與各國紛紛提出相關政策與報告書，以促進
中高齡勞動參與。例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提出應減少政策的不利誘因，並改
革退休金制度，增加階段性退休制度之選擇等，以利中高齡者就業，活化人力。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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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2 年推動「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在就業層面上提出持續職業教育及訓練、
健全工作條件、年齡管理策略、提供高齡就業者就業服務、防止年齡歧視、友善的稅
制及福利制度、經驗的傳承，以及工作與照護的協調等策略方案，以保障中高齡者的
就業權益。
本研究彙整主要國家之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歸納出三個政策方向，分別為「打
造中高齡友善職場」、「喚醒中高齡就業意識」與「提供中高齡就業訓練及工作媒合」。
在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的政策方向上，其實施策略有「中高齡工作的的薪資保障」、
「退休年齡延後」、「鼓勵工作者世代間的交流」與「彈性工作時間」等。其次在喚
醒中高齡就業意識方面，其實施策略有「中高齡就業宣導」以及「禁止徵才之年齡歧
視」。第三則是提供中高齡就業訓練及工作媒合政策，其實施策略包含「中高齡失業
者再就業」與「退休後再就業」等政策方案。
透過辦理四場、計 32 位專家學者出席之焦點座談，本研究歸納五種中高齡就業
促進作法：規劃中高齡人力運用方案、加強教育訓練、實施就業服務員專業培訓、完
備政府就業政策與法令，以及倡議就業意識。整合上述各項研究結果，本研究從三個
面向揭示適合我國實施之中高齡就業促進策略及勞動市場發展趨勢：
(一) 政策法令制度層面
政府對於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方案，可以參考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的
作法，檢視並研擬適合的制度，例如退休（金）制度、就業促進方案、退休
階段性的選擇策略、年齡歧視法案，薪資保障制度等，以協助企業建立友善
的工作職場環境。
例如在保障中高齡的薪資水準方面，日、韓兩國讓已達退休年齡的員
工，選擇降低自己薪資並繼續留在原公司工作以取代退休；除了幫助企業精
簡人事成本，也能鼓勵中高齡員工留在職場，持續貢獻他們所擁有的寶貴與
資深的工作經驗與技能。此外，美國與韓國亦提供中高齡就業者在轉換職業
時，酌予補貼新舊工作間薪資落差，以維持中高齡就業者的薪資水準。
另外為保障中高齡者工作權益，立法禁止徵才之年齡限制以避免年齡
歧視，進而提升中高齡者不會因年齡而失去工作，保有公平的就業機會。至
於喚醒中高齡就業意識部分，為提倡與鼓勵中高齡就業者就業，透過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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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活動、出版文宣品、研討會、促進就業的方案分享等，建立工作尊嚴與
持續就業認知。並且在各地設立專責組織與機構，建置人才資料庫和媒合機
制，提供雇主及中高齡者就業可近性。
(二) 企業組織層面
企業雇主與人力資源部門主管需要改變對中高齡者消極與負面的態
度，重新領悟中高齡者在職場還是有其貢獻與價值。尤其，依問卷調查結果
發現，中高齡者最好的二項職能為：良好工作態度及穩定度與抗壓性的能
力，此可做為年輕就業者之學習與仿效的能力。
再者，問卷調查亦發現，在工作環境方面，中高齡就業者對於訓輔人
事有較高的滿意度時，未來退休後的再就業意願較高。換言之，企業組織可
以在訓輔人事方面，提供中高齡者較好的福利，如：完整的輔導機制、公正
的人事考核、職災補償制度、教育訓練機會等福利措施，並透過職務再設計、
非典型僱用方式、退休後再僱用、職場代間學習等策略，讓中高齡者工作方
式更有彈性及尊嚴，並拉近代間距離，以協助有志繼續工作者得以留在職場。
(三) 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方面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發現，中高齡者的各項職業能力（計 14 項）在「認
知重要性程度」與「具備能力」具有顯著差異者依序為「外語能力」、「基
礎電腦應用的能力」、「表達與溝通的能力」、「發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能力」等。換言之，以上能力普遍被中高齡就業者認為
是重要的，然而卻也是他們目前最缺乏的能力。因此政府與企業組織應該提
供相關的教育訓練給中高齡者就業者，以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與職場競爭
力。
中高齡就業者未來退休後想再就業，則希望以兼職工作為主（佔
68.9%）；最想接受的職業訓練內容為與未來工作專業相關之課程，其次是
電腦相關課程、農牧經營訓練，以及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此外，中高齡者
本身應該也要積極參與相關的專業培訓，放低自己的姿態，重新學習新的專
業技能，以延長在職場工作的機會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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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中高齡勞動力特質
本節為論述我國中高齡勞動力的特質，綜合描述中高齡勞動市場現況與發展趨
勢。以下共分成三個部份進行說明，首先是探討我國中高齡勞動市場現況，其次是透
過 SWOT 之掌握優勢、降低劣勢、把握機會及克服威脅等原則，綜合分析我國中高齡
就業者之優劣勢，最後則是說明我國中高齡勞動市場未來發展趨勢。

一、我國中高齡勞動市場現況
以下由中高齡就業者的勞動參與概況以及勞動市場人力供需情形呈現我國中高
齡勞動市場現況。
(一) 中高齡就業者勞動參與概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報告（2015）[74]指
出，103 年 10 月中高齡就業者（45-64 歲）為 411 萬 7 千人，勞動參與率為
45.61%；65 歲以上高齡就業者為 24 萬 3 千人，勞動參與率為 8.79%。就性
別而言，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57.98%，女性參與率為 35.77%。進一步分析 45
歲以上就業者之特性結構比，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中及以下者占 35.91%
居多，其次分別為高中（職）佔 33.67%、大專及以上 30.42%；在行業別方
面，依序為服務業、工業及農業，分別占 58.09%、32.56%與 9.36%；在職
類別方面，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居多占 33.79%，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與技術人員，分別占 20.31%與 15.55%。
簡言之，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指出，我國目前中高齡就業者
的人力概況，主要是男性居多，教育程度以國中（含）以下為主，從事工作
以服務業占較多數，職類別方面則是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為主。
(二) 我國勞動市場人力供需情形
近年受全球化影響，國內社經環境快速變遷，勞動市場人力結構及供
需狀況逐漸改變，以致企業廠商僱用受僱員工之型態亦隨之轉變。勞動投入
為企業經營過程之主要項目之一，若能長期觀察勞動需求並掌握實際缺工之
行業或職類等資訊，將有助了解勞動市場之變動趨勢。以下臚列行政院主計
處「104 年 2 月企業空缺統計」（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b）調查結果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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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1. 民國 104 年因景氣穩健復甦，工業及服務業廠商空缺人數 24 萬多人，廠商
僱用人力需求增加。
2. 製造業之分類行業中，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空缺人數 2 萬多人為最多。
3. 各職類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需求最高。
4. 各職類短缺人員皆以 24-44 歲者為主要考慮僱用年齡，比率達 9 成以上；
45 歲以上者僅有五成之職缺考慮僱用。此外，有些職類重視工作經驗，因
此考慮僱用 45 歲以上為主管及監督人員與專業人員之比率分別為 70.2%、
58.2%；對於技術性較低且長期短缺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考慮僱用 45
歲以上年齡者亦逾 6 成。
5. 就工業及服務業缺工廠商而言，各職缺均不考慮僱用 45 歲以上年齡者之主
要原因為「體力、反應較差」，占 60.6%最多；其次為「不符所需職類技
能」占 32.5%，再次為「不易溝通管理」占 28.0%，「學習事務較慢」亦
占 26.0%。
根據上述調查報告，我國企業廠商於 104 年仍有相當高的人力需求，
其中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的需求最高。就僱用的
年齡層而言，願意僱用 45 歲以上的企業組織也有五成多，其職類別以重視
工作經驗之主管及監督人員與專業人員，以及長期缺工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
工為多。
企業不願意僱用中高齡者的主要原因是「體力、反應較差」、「不符所需職類技
能」、「不易溝通管理」、「學習事務較慢」等，然而後三者皆可以透過規畫良好的
就業培訓課程以及熟悉成人教學技巧的講師，讓有意願進入職場的中高齡者建立良好
心態與提升職能。此外中高齡就業者所面臨的「體力、反應較差」之限制，亦可透過
企業的人力需求與工作分析，重新規劃工作內容與流程，發展適宜中高齡者從事之新
職種、新職稱。

二、我國中高齡就業者之優劣勢分析
前述說明我國目前中高齡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概況。以下彙整相關文獻、問
卷調查以及焦點座談的結果，運用 SWOT 分析法（又稱為優劣分析法），分析中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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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者 內 部 的 優 勢 （ Strengths ） 與 劣 勢 （ Weaknesses ） ， 以 及 外 在 環 境 的 機 會
（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以了解其競爭優勢定位。中高齡就業者的 SWOT
分析結果，如表 26 所示。
(一) 優勢（Strengths）
1. 工作意願及穩定度較高
中高齡者為維持家庭經濟、實現自我、健康條件良好情況下，大多有意
願繼續從事工作。此外對於工作的穩定度比較高，不易時常轉換工作。
2. 專業能力及工作經驗佳
中高齡者在職場經過多年磨練，較青年在工作領域擁有較多工作經驗。
3. 健康狀況較上一代佳
隨著衛生條件改善、醫療水準提升，中高齡者的健康狀況較上一代佳。
4. 工作態度較為良好
中高齡就業者有較好的團隊合作能力，並能遵守職業倫理觀念。
(二) 劣勢（Weaknesses）
1. 中高齡者因為身心老化的關係，在生理與心理狀態較青壯年差。
2. 由於新的科技不斷的更新，中高齡者新的技術職能較不足，容易遭淘汰。
3. 中高齡者因反應及動作較慢，在產能方面普遍較低。
4. 中高齡者豐富的工作資歷可能造成管理壓力與困難。
5. 中高齡者常需承擔多重的家庭責任，對外派、加班等制度配合度較低。
(三) 機會（Opportunities）
1. 臺灣因少子化的關係，未來面臨人力缺口，中高齡者將成為職場的主力軍。
2. 政府開始重視中高齡人力運用議題，推動相關方案與津貼，鼓勵中高齡者
重返社會或職場，貢獻所長。
3. 非典型僱用與職務再設計的思維開始受到重視，呼籲僱主提供友善工作環
境，以順應中高齡者身心變化。
4. 近年興起社會企業或創業趨勢，對中高齡者較為友善，可讓有意願重返職
場但無法受到聘用者受益。
5. 強化中高齡者的電腦資訊或外語能力，可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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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脅（Threats）
1. 受限於高齡者的體能狀況，可以從事的工作機會相對而言也相對較少。
2. 雇主或社會大眾對於中高齡者存有年齡歧視或刻板印象，讓他們難以續留
或重返職場。
3. 政府與企業較不重視中高齡者之就業需求，求職管道有限，輔導與媒合機
制效果不彰。
4. 優渥的退休福利成為中高齡就業者續留職場的反誘因。
5. 社會普遍較重視青壯年齡者之就業需求，形成世代衝突或對立。
6. 政府推動的中高齡就業促進方案執行期程往往過於短暫，對中高齡者長遠
的實質助益有限。
表 26

我國中高齡就業者的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1.
2.
3.
4.

工作意願及穩定度較高
專業能力及工作經驗佳
健康狀況較上一代佳
工作態度較為良好

劣勢（Weaknesses）
1.
2.
3.
4.
5.

機會（Opportunities）

1.
2.
3.
4.
5.

1.
2.

少子化造成人力缺口的需求
政府重視中高齡人力運用議題
3.
非典型僱用與職務再設計思維
發展社會企業或創業模式
4.
強化電腦或外語能力，可增加就業
5.
機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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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與心理狀態較青壯年差
對於新的技術職能較不足
反應及動作較慢，產能較低
工作資歷造成管理壓力與困難
多重家庭責任，外派、加班等制度
配合度較低
威脅（Threats）
體能受限，工作機會較少
雇主或社會大眾對於中高齡者存
有年齡歧視或刻板印象
政府與企業較不重視中高齡者之
就業需求
退休福利為續留職場的反誘因
社會較重視青壯年齡者就業需求
政府推動的方案執行期程過於短
暫，對長遠的助益有限

三、我國中高齡勞動市場未來發展趨勢
透過前述的 SWOT 分析後，可以瞭解中高齡就業者的競爭優勢定位。以下分別從
供給面與需求面說明我國中高齡勞動市場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做為促進中高齡者更
容易進入職場之策略規劃參考。
(一) 供給面：
供給面係指從中高齡就業者的角度說明未來勞動市場發展趨勢，如下
說明：
1. 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必定增加中高齡就業者之人力供給。
2. 醫療技術進步與教育普及，中高齡就業者之身心狀況與教育程度較上一代
為佳，因此整體中高齡人力資源之量與質亦會有所提升。
3.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交叉影響，造成中高齡就業者多半需承擔較多家庭照
護責任與經濟壓力，故就業需求高，但同時也需要更多工作彈性。
(二) 需求面
需求面則從僱用者角度探討發展趨勢，強調規劃友善職場環境，讓中
高齡就業者得以進入或續留職場。
1. 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必定持續增加中高齡就業者之人力需求與依賴。
2. 重視職務再設計的創新與推廣，排除中高齡者的就業障礙。
3. 修訂退休制度與推動年金改革，扭轉晚進早出的現象。
4. 以部分工時及低體力工作的方式聘用中高齡者，降低僱用人力成本。
5. 中高階主管型的職位較有意願聘僱中高齡者。
6. 培養中高齡就業者網路工作能力，以從事低勞力工作型態。
7. 社會企業或社區型組織對中高齡者有較大工作吸引力。
8. 中高齡者透過自行創業或設置個人工作室等方式，開創第二事業。
綜上所述，因少子女化的發展以及平均餘命延長，中高齡者將成為勞動市場的主
力之一。從需求面而言，未來中高齡者之就業需求高，且整體中高齡人力資源之量與
質將較以往提升。為了讓中高齡就業者能夠順利在職場工作，因此從需求面觀之，僱
用者需持續研發創新的非典型聘僱方式與就業模式，重視職務再設計的創新與推廣，
並配合退休制度修訂與年金改革，排除中高齡者的就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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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中高齡就業模式及勞動參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比較研究、問卷調查 1,075 位中高齡就業者，以及辦理四
場焦點座談。本計畫研究目的有四：首先是蒐集並探討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情形、中
高齡就業政策與模式，以及中高齡勞動者就業成功案例；第二是調查並分析我國中高
齡就業者之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工作環境、職能重要性與具備情形，以及職涯發展；
第三則是探討我國中高齡之勞動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最後於本章綜合調查資料
分析與焦點訪談質化資料分析結果，歸納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就業模式及研擬提升中
高齡者勞動參與之政策建議。本章分為三節，先描述適合我國中高齡者之就業模式，
再研擬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之短中長期政策建議。

第一節 我國中高齡者就業模式
本節主要是論述我國中高齡者就業模式。首先介紹獲獎企業為中高齡就業典範，
其次說明適合我國中高齡者的就業模式，做為我國未來推動企業僱用中高齡之參考。

一、就業典範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解釋，「典範」的釋義為「學習的榜樣」；因此本研究所
指稱的「就業典範」，係為因其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成效卓著，經公證單位評選獲獎而
足以為他人學習榜樣之單位。以下分別介紹日本的 Daikin 空調公司以及 KiMPO
MELTECH 公司的作法。
(一) Daikin 空調公司
日本的 Daikin（大金）空調公司，於 2011 年成為第一家日本公司贏的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獎「超過 50 歲工作者的最佳雇主」(Best Employers for
Workers Over 50)（Daikin, 2011）。其獲獎的原因有繼續教育與培訓、彈性
的就業條件、衛生福利及推廣機會、人力資源的多樣性，以及招聘實務等五
項，說明如下。
1. 實施繼續教育與培訓
大金透過個別面談與目標管理來判斷員工能力，並依據員工在管理、
工程或技術上的專長，提供公司內部訓練與海外學習的機會，使員工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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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個人能力。
2. 彈性的就業條件
提供育嬰假給有一歲以下小孩的員工、最多長達一年的家庭照顧假、
以及讓到達法定退休年齡後再就業的員工可選擇全職、兼職或分配責任制
的彈性工時方式，以致於這部分的回聘率超過 80%。
3. 提供有利員工身心健康的服務
利用部分的自動化操作來減少員工的身心負擔，此外還建立了 24 小
時的心理健康管理熱線諮商服務，以建立對中高齡者友善的工作環境。
4. 人力資源的多樣性
多元化管理，使女性及高齡員工為發揮積極角色的關鍵人才。
5. 持續招聘
從 1980 年以來，透過各種彈性的僱用，包括職業媒合、中期職涯的
招聘，增加人力資源的多樣性，使公司內各種不同專業與能力的人才皆能
被充分利用。
(二) KiMPO MELTECH 公司
KiMPO MELTECH 有限公司（株式会社キンポーメルテック）是一間
鈑金開發製造公司，在 2010 年日本精密機械工業會所主辦的比賽中榮獲最
優秀獎。除了精密機械的製造外，就業領域的傑出表現如下：
1. 高齡者彈性工作時間：
將退休年齡延至 70 歲，對於高齡員工採取較彈性的工時，可以根據
自己的身體狀況上下班，也可以是短時間的工時。
2. 雇用人員技術傳承：
高齡員工較不會與年輕員工直接接觸，為了減少年齡代溝，會將高齡
員工與中高齡員工分配在一組，使員工扮演技術指導的角色。
3. 工作環境的改善
金屬切斷、熔接作業等都是需要用到腰的工作。為了顧及高齡者腰部
健康，因此每個作業台都配有可以支撐腰部的輔助儀器。
綜合上述兩個企業公司對於中高齡就業促進的作法，主要是認為中高齡者是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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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與經驗豐富的人才，而不是造成企業的負擔。因此透過培訓持續提升中高齡員工
專業能力，並且也讓他們帶領年輕工作者，以達到經驗之傳承。此外，為顧及他們的
身體與心理的健康，特別設置 24 小時熱線服務專線以及改善工作環境。更重要地是，
兩間公司均提供彈性的就業條件及薪資計算方式，讓中高齡員工得以依照自身的家庭
責任或身體狀況，調整工作時間，兼顧就業與生活。他們的作法可以做為我國政府與
企業組織招募或留聘中高齡就業者之參考。

二、我國中高齡者就業模式
(一) 中高齡者工作概況
根據本研究「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結果，目前我國 45
歲以上且目前仍就業中之中男性佔 57.5%；年齡以 45-54 歲者為多，佔
63.2%；具備高中職或以上學歷者近九成；有經濟負擔者佔 65.2%，前三大
負擔為子女教育費用（20.7%）、房屋貸款（17.2%）、家人生活費（14.5%）。
此外，中高齡就業者平均工作年資 27.2 年；46.6%的中高齡者每週平均工時
40-49 小時，23.9%之工時更達 50 小時以上；全職與兼職工作的比例約 9：1；
聘雇狀況以受私人雇用者的 46.4%最多，受政府雇用者的 30.3%次之，自營
作業者 12.7%再次之；約 45%者平均月薪 4 萬元以下。
另外從五個面向分析中高齡就業者之工作環境狀況，結果顯示「工作
安全」最受重視，其次依序為「工作品質」、「薪資保障」、「訓輔人事」，
最末者為「職場穩定」。可見職場安全受到普遍重視與認同；而職場穩定因
素偏低之可能原因除大環境景氣不佳外，也透露出雇主較不重視中高齡就業
者之第二專長培養、退休再就業輔導、工作彈性安排與規劃等。
進一步分析職涯發展情形，僅 12.9%者由於工作待遇差、壓力大、無
發展前景、健康等因素而有更換工作的打算。此外近兩成的人因為工作場所
精簡人力、公司希望雇用年輕人、體力狀況不佳等因素，而存在失業危機感。
至於退休後再就業意願，有 37.2%的中高齡就業者目前有此規劃。
既然中高齡者扮演職場重要勞動力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應該解構傳統
的就業模式，加速致力於打造老有所用的友善職場環境，協助中高齡者擁有
持續就業的能力，讓有經濟負擔者，不會因為優先雇用年輕人的政策或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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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等因素而擔心工作不保；讓有意重返職場的退休人士，得以選擇更具彈
性的工作時間規劃；讓有心在目前工作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者，有更多奉獻
與成長的機會。
(二) 適合中高齡者的就業模式
根據「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結果、焦點座談的產/官/學
界及勞工代表意見、我國中高齡就業者優劣勢分析成果，以及國外企業的就
業典範案例，本研究將中高齡就業模式定義為「工作型態、職場選擇、工作
類型、人際關係等四個概念的集合，以完整涵蓋中高齡者參與就業的方式與
內容」；以下分別探討。
1. 工作型態
工作型態通常分為全職與兼職兩種方式，其中全職的工作型態多半有
固定上下班時間或工作總時數規定。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對中高齡者參與
勞動產生多種阻礙，因此兼職性的工作型態得以提供非典型僱用選擇，愈
加適合中高齡就業者，例如臨時工、短期或定期契約工、派遣員工、排班
制、共同合約等。換言之，傳統的全職全時工作型態不適合中高齡就業者。
2. 職場選擇
本研究問卷調查發現，近四成的中高齡者有退休後再就業的意願；對
於這些有豐富生活經驗的中高齡者而言，留在原服務單位、轉職、創業是
三種就業時的職場選擇。此外本研究也發現，中高齡者有高度工作穩定度，
工作倫理和忠實度皆高，若有機會留在熟悉的職場持續貢獻，對僱主及受
雇者都不需重新適應；國外推行有年的漸進式退休、退休後再僱用制度，
即是續留優秀中高齡就業者有的彈性做法。轉職與創業，則是不想留在原
服務單位、或是有意進入就業市場的中高齡者的選擇，只要企業雇主除却
年齡歧視的刻板印象，加上有適當且充裕的培力進修機會，中高齡者再就
業或創業圓夢並非不可能。
不論是留在原服務單位、轉職，或創業，工作地點都是重要考量因素。
焦點座談與會者建議，中高齡者可選擇住家附近、移動難度低、有在地社
區經營特色的工作機會，較能與前述之非典型僱用做法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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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類型
因老化產生的生理退化的確限制了中高齡就業者的發展，因此他們不
適合從事耗費體力、工作步調快速的工作，諮詢類、支援類的工作類型體
能負擔較輕，是較合宜的選擇。若考量職能因素，中高階專業知識人員退
休後可擔任諮詢顧問、新人導師等角色，傳承職場經驗；中低階技術人員
則可協助基本的支援性活動。行政院主計處「104 年 2 月企業空缺統計」
[74]調查結果也有類似發現：願意僱用 45 歲以上員工的職類別以重視工作
經驗之主管及監督人員與專業人員，以及長期缺工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為多。
焦點座談與會者提到傳統產業、農業、文教業、觀光業、社會企業等
產業對中高齡就業者較為友善，然變動快速的科技業與製造業、部分注重
門面形象的服務業則較不友善。
4. 人際關係
青壯年與中高齡的世代互動關係，對職場工作氣氛有直接影響。有些
單位以代間融合的方式讓不同世代的員工有所交流，促進經驗傳承；但也
有單位採用區隔管理的方式，針對不同世代設計不同的薪資計算與績效評
估基準，以避免代間衝突。因此組織內部之青年人與中高齡者的競合情形
是敏感的人際關係，也衍生出不同的工作與合作方式。
綜觀上述，中高齡者就業模式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但是仍須政府、民間單位，
以及中高齡就業者三方共同合作，依據中高齡者的特質進行工作型態調整，增加不同
職場選擇，開發多元工作類型，促進代間人際關係，才能如願參與勞動。本研究認為
較適合我國中高齡者的就業模式為非典型僱用與彈性工作設計；留在原服務單位、轉
職、創業等三種職場選擇；工作地點於住家附近、移動難度低，且安全性高；諮詢類、
支援類等體能負擔較輕、步調較慢的職類別；社會企業、文教業等產業；以及鼓勵代
間融合，青銀共創的人際互動方式。簡言之，我國應該解構傳統的全職全時的就業模
式，加速致力於打造老有所用的友善職場環境，開發中高齡者生活方式的職務，創造
新職稱、新職種，讓中高齡就業方式與內容有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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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短中長期政策建議
本節說明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政策建議，包含未來中高齡勞動參與政策願景與方
向、未來政策目標與計畫重點、未來政策之短中長期實踐規劃，以及與現行政策之對
照等四部份。

一、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之短中長期政策建議
我國即將進入高齡社會，2016 年起預估勞動人口大為減少。綜合本研究文獻探
討，發現各國促進勞動人口措施不外是政府修法、立法，提供就業誘因，多數國家的
做法包括：各項就業促進策略、雇用安定法之制訂與修訂、年齡歧視之禁止、國民年
金與退休制度之修改（如：如表 10 所彙整）。我國也是循此方向研議方案，如：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銀髮培力就業計畫、銀髮「訓用合一」、「客製化產訓專班」訓練、
職場學習與再適應、僱用獎助津貼、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缺工就業獎勵、跨域就業
津貼、微型創業鳯凰貸款、提供 Maker「自造者」共同使用工作空間、籌建青年-銀髮
「社會企業」創業基地、「銀髮顧問團」成軍。行政院 2008 年公布的高齡化社會勞動
政策白皮書也規劃了 2008-2015 短中長期共十一項計畫。整體而言，我國因應高齡社
會，勞動人口減少而研議的政策方向與實施方案，均持續提供與建置。
有鑑於中高齡低就業問題，不外是兩大層面：環境與個人。例如根據主計總處統
計 45-64 歲中高齡有工作能力之非勞動力，發現他們不願意就業之主因以「家庭經濟
尚可，不需外出工作」最多，但近年來比例有下降情況，從 100 年的 56.69%降至 103
年的 47.34%[75]。未來的政策實施，宜雙軌齊下，同時並進，修法與行動一起加速啟
動。
本研究綜合前述各章節之論述，提出我國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願景–中高齡人力
價值創新與再造。以「活躍服務」為核心，翻轉老化觀念，透過不斷學習、再工作、
再奉獻，建立中高齡者自主尊嚴的角色定位（如圖 17）；藉由工作與學習，延伸出個
人「價值」、「創新」與「再造」等概念，形成促進中高齡就業三大目標；未來政策
以強化社會大眾與中高齡者更新對於工作的概念，體認工作非只為家庭或經濟需要，
乃是開創個人存在的意義，並為未來生活獨立自主尊嚴做準備，因應高齡社會唯有終
身學習，持續社會參與，養成終身學習、持續工作的習慣，才能保持活躍力，再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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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場人生新價值。

圖 17 我國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願景及其政策建議

二、未來政策目標以及計畫重點
根據上述願景方向，提出以下三大目標、十四個重點計畫，提供參考。

目標一、建立系統性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方案，以提升人力價值
未來政策目標一為：「建立系統性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方案」，計畫重點包含：
檢討現有法令制度、評估政策方案成效、規劃終身就業力開發策略、倡議友善就業意
識等四項方案，讓中高齡感受到被重視，再現人力價值。
(一) 檢討現有法令制度
我國正面臨高齡化的衝擊，未來中高齡者將會成為職場上的主力之
一，因此政府應重新檢視目前現有的退休與年金制度，讓中高齡就業者的權
益受到保障。例如國外推動的漸進式退休、退休年齡延後、退休金領取等相
關法令，不見得適用我國現行政策架構，因此應重新檢視我國的人力需求與
制度，以提出符合國情之政策內容。
(二) 評估政策方案成效
行政院於 2008 年提出「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在第四章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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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具體措施中提到，依據政策願景及對策，擬具短期（2008-2010）、中長
期（2011-2015）具體措施及各部會分工清單。建議重新完整評估執行成效，
以作為後續政策研發與推動之基礎。
此外，政府目前提供的中高齡就業促進措施，包括僱用獎助措施、臨
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提供多元職業訓
練、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資訊提
供、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等服務方案，內容多元，宜每年進行績效評估，適時
修正，以了解政策成效。
(三) 規劃終身就業力開發策略
目前我國已在少數都會區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未來可以強化
其功能，成為中高齡者的終身就業力開發中心，協助中高齡者提升其職場專
業能力。此外能在各縣市成立「終身就業力育成中心」，整合資訊，專責協
助中高齡就業事宜，包含能力的開發、職能的訓練、就業的媒合，輔導與諮
詢的相關服務等。
其次是建立人才資料庫。中高齡就業者雖因為年齡的關係必須離開職
場，但其專業能力還是也可以為社會所用。因此設置人才資料庫，為即將退
休的中高齡就業者登錄專長，並瞭解退休後持續為社會貢獻所長之意願。
第三，「終身就業力開發中心」可成立輔導團隊，對於有創業或就業
需要的中高齡者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例如若中高齡者有創業的需求，輔導
團可以協助他們從一開始創業輔導規劃，到後續的經營行銷管理，以「一條
鞭」的方式提供專業的協助與諮詢。
(四) 倡議友善就業意識
目前中高齡就業者在職場上還是有許多的參與阻礙，例如生理退化、
職能不足、就業輔導機制不完整、雇主聘僱意願低、退休政策限制、對中高
齡的負面刻版印象、個人工作心態不佳等阻礙。因此，政府可以透過合適政
策宣導，例如拍攝微電影、表揚對中高齡友善的企業組織、在企業組織中進
行宣導與倡議，讓企業組織與社會大眾瞭解中高齡就業的現況與趨勢，去除
不利因素，讓中高齡者持續參與工作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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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型塑友善職場環境，以引領工作創新
「創新」是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為了讓中高
齡者重返工作場域，政府與企業以創新的角度思考應該如何將過去不受到重視的工作
職場環境型塑成友善職場。本目標之重點計畫包括：開發新職類、新職種，創造就業
藍海；研發與推廣職務再設計、規劃與落實非典型就業方案、輔導與協助退休後再創
業、促進職場代間學習與合作、以及表揚與鼓勵標竿友善職場等六項方案。
(一) 開發新職類、新職種，創造就業藍海
除了持續促進既有的聘僱行業健全發展之外，產、官、學界可以共同
思考開發更有益於中高齡者就業的新職類與新職種。隨著高齡化趨勢的到
來，銀髮族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項需求所形成的樂齡產業、照顧
服務產業、社區生活產業、社會企業等，就非常適合由中高齡者提供相關服
務。此外亦可培育高素質的退休人力成為高齡社會之代理人。
(二) 研發與推廣職務再設計
目前職務再設計方案多半集中於硬體設備改善，比較缺乏職場軟體調
整，如工作流程、工作方法等。因此，政府可與學術、企業合作，透過研究
與實務的整合，提出適合中高齡者的職務再設計應用。此外，加強表揚職務
再設計的成功案例也非常重要，可以讓企業瞭解如何活用政策資源來改善中
高齡者的就業環境。
(三) 規劃與落實非典型就業方案
未來政策重點建議積極開拓非典型就業模式，鼓勵企業組織可以透過
非典型的方式聘用中高齡者，如臨時工、短期或定期約工、派遣勞工等。亦
或是研擬退休後再僱用的機制，讓中高齡就業者有機會再度重返職場。
(四) 輔導與協助中高齡退休後再創業
創業可以是中高齡者就業的另一種選擇，例如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的政
策措施即是在協助中高齡者創業，或是由大學院校開設創業學程，提供中高
齡者參與培訓課程並輔導創業。然而除了資金的貸款之外，政府需有完整的
配套措施，例如創業前的教育訓練、創業後的經營管理的輔導等，方能協助
中高齡創業能夠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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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促進職場代間學習與合作
加強世代間融合的代間學習方案是歐盟積極倡導的因應高齡社會政策
方向之一，一方面基於世代和諧、相互理解與協助的必要，另一方面有鑑於
知識、技術與經驗傳承之重要，對於具有專業技術或專業技能的資深師傅，
若在技術傳承上面臨斷層，可透過職場代間學習的方式，老師傅與年輕人一
同工作與學習，讓年輕人可以學習到專業技術，而老師傅也能學習到新的科
技與技術。而目前我國也有名師高徒專案，補助就業體系內的師徒制。
(六) 表揚與鼓勵標竿友善職場
型塑友善職場的創新做法不一而足，但是標竿個案，積極策略的傳播，
有助於激發善的循環。政府應辦理活動評選及表揚友善職場標竿企業，做為
其他單位的模範及學習的標竿。此外，經驗交流與研討會也有其必要性，可
藉此學習他人經驗、創意、問題解決方式，獲取靈感。

目標三、強化職涯發展知能與訓練機制，開發符合中高齡者新職能
中高齡者雖然生理與心理會因為年齡的關係而有衰退的現象，但透過學習與訓
練，選擇、補償與優化，可以提升個人專業知能，開發職能。因此，政府應該強化職
涯發展與訓練機制，以提供有品質、有效能的就業輔導服務。本目標之重點計畫包括：
推動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辦理就服人員職涯發展知能專業訓練、建構「訓、用、
輔、訓」就業訓練機制，以及實施中高齡轉業培訓等四項方案。
(一) 推動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
國人平均餘命增加，退休後的歲月延長，然而對於退休後的生涯規劃
的認知與規劃普遍不足。從成人發展理論來看，從職場退下，意謂著個人開
始面臨生命發展階段中最不確定、變化也最為劇烈的階段。因此，政府與企
業必須在中高齡就業者退休前 5-10 年，即區隔出不同中高齡者的特性與需
求，並提供相對應之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內涵，強化工作意義與價值
感。透過退休準備教育，讓中高齡者有前瞻因應的觀點與意識，提早為老後
的生涯預做規劃。
(二) 辦理就服人員職涯發展知能專業訓練
建議先就就業輔導人員提供培訓，讓他們瞭解服務對象的特質，提升
167

中高齡就業服務的專業知能。
(三) 建構「訓、用、輔、訓」就業訓練機制
在協助中高齡就業與媒合過程中，可以建構「訓、用、輔、訓」機制
進行，且訓用輔訓宜由同一個單位執行，以確保其系統性。第一階段的「訓」
是由訓練機構培訓雇主需要的專業人才；第二階段的「用」則是由雇主進用
人才；第三階段之「輔」則是由專業輔導人員持續追蹤就業情況與職場表現；
第四階段「訓」則是鼓勵回訓，提升專業知能。以「訓、用、輔、訓」的機
制辦理就業訓練，不但得以達到短期訓用合一之目的，長期而言，更能持續
提升中高齡者的專業知能與延展職涯。
(四) 實施中高齡轉業培訓
中高齡者的就業能否順利，其心態與專業知能更顯得重要。中高齡者
失業或退休後，若想要重回職場，更要放低心態、重新再出發。目前職訓課
程多半為技能類內容，因此，除了專業技術的培訓課程之外，應鼓勵培訓機
構多加開設有關轉職心態轉換等軟性的課程或是共通職能課程，協助中高齡
者不止更新技能，更提升再就業態度。

三、未來政策之短中長期實踐規劃
有鑑於我國高齡化速度之快，前述各項方案宜齊頭並進，立刻啟動，然各項政策
的實踐，有賴部會整合的行動，以下從短中長期的角度，提供具體方案規劃之參考。
短期是指 2016-2017 年，中長期為 2017-2019。表 27 所謂短中長期，基於“立刻啟動”
的思維，每一項都要啟動，因此下表各項行動，都會標示為短期，而中長期意指需要
花比較久的時間方能逐漸看出成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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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願景

目標

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與方案建議 （短期指 2016-2017 年，中長期指 2017-2019）

重點計畫
1.1 檢討現有法令制度
1.2 評估政策方案成效

1.

建立系統
性中高齡
就業促進
政 策 方
案，以提升
人力價值

1.3 規劃終身就業力開發策略

1.4 倡議友善就業意識

人力價值
創新與再
造

2.1 開發新職類、新職種，創
造就業藍海
2.

3.

型塑友善
職 場 環
境，引領工
作創新

強化職涯
發展知能
與訓練機
制，開發符
合中高齡
者新職能

2.2 研發與推廣職務再設計
2.3 規劃與落實非典型就業方
案
2.4 輔導與協助中高齡退休後
再就業
2.5 促進職場代間學習與合作
2.6 表揚與鼓勵標竿友善職場
3.1 推動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
教育
3.2 辦理就服人員職涯發展知
能專業訓練
3.3 建構「訓、用、輔、訓」
就業訓練機制
3.4 實施中高齡轉業培訓

行動方案
檢視現有退休與年金制度，研擬適合之法令制度
從中高齡再就業角度，全面評估各部會實施中高齡就業、輔導、教育、培力
與關懷照顧相關方案之成效

完成期程
短、中長
短

各縣市成立「終身就業力育成中心」
建立中高齡人才資料庫
成立中高齡就業輔導團隊
對社會大眾與企業進行政策宣導與倡議
應用現有中高齡教育、照顧、人才培育等計畫，如: 教育部樂齡學習計畫、
衛福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友善城市計畫、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
勞動部產投計畫、文化局文化志工培訓計畫等融入中高齡再就業倡議宣
導活動
1. 盤點現有不同產業中，適合中高齡者彈性就業之工作職類及職種
2. 創造適合中高齡就業之產業，例如：樂齡產業、照顧服務產業、社區生活
產業、社會企業等
3. 培育高素質退休人力為高齡社會之代理人
透過研究與實務的整合，建構適合中高齡的職務再設計與應用
1. 獎勵企業透過非典型就業方式，聘用中高齡者
2. 獎勵企業研擬退休後再僱用機制，讓中高齡就業者重返職場。
建構完整的輔導措施，包含創業前、中、後的輔導與訓練

短、中長

補助與宣導就業體系內的師徒制度，強化職場代間學習
每年舉辦與表揚友善職場的標竿企業
區隔不同中高齡者之特性與需求，提供相對應之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之
內涵，強化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感
透過定期培訓、認證與督導，加強各縣市就服人員輔導中高齡者的職能
建立各縣市以委託單一專業單位辦理「訓、用、輔、訓」的訓練方案模式，
以確保訓用輔訓的系統與效能
針對中高齡轉業者的需求，開設專業的培訓課程

1.
2.
3.
1.
2.

169

短

主（協）辦單位
勞動部
勞動部、衛福部、教
育部、文化部、國防
部、農委會、觀光局
勞動部、教育部、各
單位人事處
中央與地方政府各
部會、局處室

短、中長

勞動部、經濟部、國
發會

短、中長
短、中長

勞動部、經濟部
勞動部、經濟部

短、中長
短、中長
短、中長
短、中長

勞動部、經濟部、教
育部
勞動部、教育部
勞動部、經濟部
勞動部、教育部

短、中長

勞動部、教育部

短、中長

勞動部、教育部

短、中長

勞動部、教育部

四、與現行政策之對照
我國目前的中高齡勞動政策以 2008 年行政院「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為
方針，達成「友善職場/多元選擇」的目標；爾後發展多項方案，形成就業促進策略的
基石。本研究研擬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與方案建議」，主要參酌先進國家政策方
案與成功案例，並反思四場焦點座談與會者對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障礙與未來發展趨
勢的觀察而得之，以強化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之廣度與深度。與現行政策對照（參考
表 28），本研究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與方案建議」有以下特色：
(一) 以「中高齡人力價值創新與再造」為願景，「活躍服務」為核心理念，翻轉
老化觀念，透過不斷學習、再工作、再奉獻，建立中高齡者自主尊嚴的角色
定位。
(二) 重視就業意識喚醒，強調透過社會教育及標竿學習，去除社會與企業對中高
齡就業之不利因素，根本性地認同與接受中高齡者勞動參與價值。
(三) 堅持創新與再造，不拘泥於僅改善工作環境現狀，而鼓勵以中高齡者的優勢
為起點，配合其生活習慣與社會角色，開發新職類、新職種、新工作契約。
現行之職務再設計方案雖有其助益，但多為硬體改良且所費不貲，漸進式退
休或年金改革也還處於規劃階段，對中高齡人力資源之運用和活化難有立即
性效果。
(四) 突破津貼補助的窠臼，重視中高齡者新職能的開發，以系統性、積極性的輔
導與訓練措施強化職涯發展知能與訓練機制，讓中高齡就業者、失業者、退
休者，以及就業輔導員皆可增能。常見的津貼補助政策是短期誘因，非中高
齡就業促進之根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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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目標

重點計畫

1. 建 立 系 統
1.1 檢討現有法令制度
性中高齡
就業促進
政 策 方
案 ， 以 提 1.2 評估政策方案成效
升人力價
值
1.3 規劃終身就業力開發策略

2. 型 塑 友 善
職 場 環
境，引領
工作創新

3. 強 化 職 涯
發展知能
與訓練機
制，開發
中高齡者
新職能

與現行政策之對照表

2008 年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重點計畫
 確立中高齡相關規定的年齡範圍
 檢討現有退休制度
 建立漸進退休與延後退休制度
 檢討現有相關年金制度，促成社會公平
 消除年齡歧視，創造友善年齡的職場環境
 建立鼓勵勞工繼續就業之誘因機制
 協助雇主提高僱用中高齡及高齡勞工意願
 鼓勵現有公、私立就業服務機構，開發多元、有效之媒合機制
 設置便利勞委會與普及的銀髮人才運用中心、整合相關資訊管道
 消除年齡歧視，創造友善年齡的職場環境

1.4 倡議友善就業意識
2.1 開發新職類、新職種，創造就

業藍海
2.2 研發與推廣職務再設計


2.3 規劃與落實非典型就業方案


2.4 輔導與協助中高齡退休後再就

業

2.5 促進職場代間學習與合作
2.6 表揚與鼓勵標竿友善職場
3.1 推動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教育 
3.2 辦理就服人員職涯發展知能專
業訓練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
單一窗口服務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創造彈性多元的工作機會，以符合中高齡及高齡勞動生活型態與需求
建立鼓勵勞工繼續就業之誘因機制

建立漸進退休與延後退休制度
創造彈性多元的工作機會，以符合中高齡及高齡勞動生活型態與需求
建立鼓勵勞工繼續就業之誘因機制
鼓勵現有公、私立就業服務機構，開發多元、有效之媒合機制

創造彈性多元的工作機會，以符合中高齡及高齡勞動生活型態與需求

推動終身學習、生涯規劃與退休準備之教育

3.3 建構「訓、用、輔、訓」就業

訓練機制

提供多元的職業訓練管道，提升與維持勞動者的工作能力



提供多元的職業訓練管道，提升與維持勞動者的工作能力

3.4 實施中高齡轉業培訓

其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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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程計畫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名師高徒計畫



單一窗口服務



三合一服務









單一窗口服務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缺工獎勵計畫
跨域就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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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正式問卷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

敬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由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委託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辦理調查，問卷目的在於瞭解我國 45 歲以上且目前仍
在工作之中高齡者的就業狀況與職涯發展。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個別資料絕
對保密；您的真實意見非常寶貴，對本研究深具價值，請您依個人現況及自身感受逐
題填寫。感謝您百忙之中鼎力相助。敬祝
健康快樂、順利平安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王維旎副教授
E-mail：weiniwang@ccu.edu.tw
共同主持人： 魏惠娟教授
李藹慈教授
聯 絡 人：陳冠良助理
E-mail：guliangch@gmail.com

第一部份

目前的工作狀況

1. 請問您「從開始工作到現在」
，工作年資共累計幾年幾個月？年月
2. 請問您「目前這份工作」，已經做滿幾年幾個月？年月
3. 請問您平均每週經常性工時（包括經常性加班）為多少小時？
□未滿 20 小時 □20~29 小時
□30~39 小時
□40~49 小時
□50~59 小時

□60 小時以上

4.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型態？
□全職工作 □兼職工作
5. 請問您目前工作的聘僱狀況為何？
□雇主 □自營作業者 □受私人雇用者 □受政府雇用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指：幫家屬親友從事營利工作，但不支領薪資者；勾選此項者跳答
第 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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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目前工作薪資計薪方式為：（上題選無酬家屬工作者免填）
□月薪制 □日薪制 □時薪制 □按件計酬
□底薪加業績獎金
□其他(請說明)
7. 請問您目前工作之平均月薪為多少元？
□

1 元~20,000 元

□ 20,001 元~30,000 元

□ 30,001 元~40,000 元

□ 40,001 元~50,000 元

□ 50,001 元~60,000 元

□ 60,001 元~70,000 元

□ 70,001 元~80,000 元

□ 80,001 元~90,000 元

□ 90,001 元以上

8. 請問您目前主要工作之行業別為何？(單選)
□農林漁牧業
□金融及保險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不動產業
□製造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

□支援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教育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運輸及倉儲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業
□住宿及餐飲業
□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其他(請說明)
9. 請勾選目前工作的職類別：(單選)
職類別
例 舉
□主管級人員或經理人員

如：廠長、經理、民意代表、自己當老闆

□專業人員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士、會計師、律師、各類工程師、
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行銷廣告公關及技術銷售專業人
員、作家、演員、藝術家

□技術、助理專業人員

如：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控制人員、品
管技術員、仲介、行銷/業務人員、會計助理員

□事務支援類

如：會計事務、出納、人事、櫃臺事務、總機、收帳、文書
處理

□服務、銷售類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消防、警察、
美容美髮、保全、模特兒、商店店長、店作業員、
售貨員、家事服務員、照顧服務員、褓母

□農、林、漁、牧生產類

如：園藝、飼育、漁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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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相關類

如：營建相關工作、金屬相關、機具製造相關、
手工藝工作人員、電力及電子設備裝修、食品、家具、成衣
製造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組裝類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員、生產線現場組裝員、吊車、起重
機等移運設備操作員、駕駛

□勞務類

如：清潔員、勞工、搬運員、理貨員

第二部份

工作環境

下列問題並無對錯之分，請依據您目前上班地方的「工作環境」之實際情
形作答，於適當的數字上打圈，數字越高表示該描述越符合實際狀況。
非 同 普 不
常
我目前上班地方...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是安全的工作場所（如：提供防滑措施、通路照明、防
護用具等）

5

4

3

2

1

02. 有制訂明確的作業程序與指示

5

4

3

2

1

03. 有「注意安全」相關標示

5

4

3

2

1

04. 讓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

5

4

3

2

1

05. 會限制員工持續工作的時間

5

4

3

2

1

06. 會依照員工的身心狀況安排工作內容

5

4

3

2

1

07. 重視性別平等（如：禁止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
5
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4

3

2

1

08. 重視資深員工的權益（如：禁止年齡歧視）

5

4

3

2

1

09. 讓我不用擔心被裁員的問題

5

4

3

2

1

10. 主管會關切與照顧員工的生活

5

4

3

2

1

11. 我與同事相處融洽

5

4

3

2

1

12. 當我需要時，我的同事會協助我完成工作

5

4

3

2

1

181

13. 有提供員工技能學習的機會

5

4

3

2

1

14. 有提供準備退休員工再就業的輔導

5

4

3

2

1

15. 會開發中高齡者第二專長

5

4

3

2

1

16. 有完整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的機制

5

4

3

2

1

17. 有完善的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

5

4

3

2

1

18. 有暢通的申訴管道

5

4

3

2

1

19. 有公正的人事考核升遷制度

5

4

3

2

1

20. 目前的工作時數符合我的薪資基準

5

4

3

2

1

21. 提供的薪資符合我的期待

5

4

3

2

1

22. 有完善的分紅、津貼、退休金等制度

5

4

3

2

1

23. 會實施工作輪調

5

4

3

2

1

24. 上班時間具有彈性

5

4

3

2

1

25. 有實施部分工時制度（如：受雇者自行認定、或平均每
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

5

4

3

2

1

26. 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目前的工作環境

5

4

3

2

1

27. 在您的工作環境中，最需要改善的安全衛生問題為何？（單選）
□無
□空氣太髒（包括灰塵、臭味、油煙、二手煙等）
□聲音太大
□光線太強或太弱
□環境太熱或太冷
□工作姿勢不自然 □輻射
□有害化學物質
□機械引起的傷害 □細病菌等生物危害 □電氣造成的傷害
□振動□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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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職能的重要情形

下列問題並無對錯之分，請按照「各項職業能力在您當前職場之重要
情形」作答，並於適當數字上打圈；數字越高表示該描述越符合實際
狀況。
非 重 普 不
常
各項職業能力在您當前職場之重要情形
重
重
要 要 通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1. 良好的工作態度

5

4

3

2

1

2. 穩定度與抗壓性

5

4

3

2

1

3. 團隊合作的能力

5

4

3

2

1

4. 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

5

4

3

2

1

5. 持續學習的能力

5

4

3

2

1

6. 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的能力

5

4

3

2

1

7. 經驗傳承的能力

5

4

3

2

1

8. 創新能力

5

4

3

2

1

9. 領導與管理能力

5

4

3

2

1

10. 表達與溝通能力

5

4

3

2

1

11. 發掘與解決問題能力

5

4

3

2

1

12. 與目前工作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5

4

3

2

1

13. 基礎電腦應用能力

5

4

3

2

1

14. 外語能力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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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職能表現情形

下列問題並無對錯之分，請按照您個人「各項職業能力之表現情形」作答，
並於適當的數字上打圈，數字越高表示能力越好。

若滿分為 5 分，
以下各項能力您自己評估得幾分？

1. 良好的工作態度

5

4

3

2

1

2. 穩定度與抗壓性

5

4

3

2

1

3. 團隊合作的能力

5

4

3

2

1

4. 瞭解並遵守職業倫理的能力

5

4

3

2

1

5. 持續學習的能力

5

4

3

2

1

6. 瞭解產業環境與發展的能力

5

4

3

2

1

7. 經驗傳承的能力

5

4

3

2

1

8. 創新能力

5

4

3

2

1

9. 領導與管理能力

5

4

3

2

1

10. 表達與溝通能力

5

4

3

2

1

11. 發掘與解決問題能力

5

4

3

2

1

12. 與目前工作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5

4

3

2

1

13. 基礎電腦應用能力

5

4

3

2

1

14. 外語能力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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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職涯發展

1. 請問您去年（103 年 1 月~12 月）是否參加過教育訓練（含工作場所提供之
訓練）？
□有（請回答 1-1 題）
□沒有（請回答 1-2 題）
1-1 請勾選去年參加過的訓練內容（可複選），以及累積的受訓時數
訓練內容
累積時數
訓練內容
累積時數
□與目前工作專業相關之訓練
小時
□外語
小時
□電腦與資訊應用
小時
□一般行政事務
小時
□人際關係或溝通協調
小時
□領導與管理
小時
□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
小時
□職業安全訓練
小時
□研發及創新能力訓練
小時
□財務管理
小時
□其他：
小時
1-2 去年未參與訓練的最主要原因為（單選）
□事業單位未提供訓練的機會
□不知道有哪些單位提供訓練
□沒有適合的訓練課程
□工作太忙
□參與訓練對升遷或轉職沒有幫助 □家庭因素
□其他原因：(請說明)
2.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轉換工作的打算？
□沒有（請跳答至第 3 題）
□有（請回答 2-1 題）
2-1 打算轉換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單選）：
□待遇太低
□公司經營困難
□工作無發展前景
□工作期限已到
□與同事或主管相處困難
□工作壓力大
□家庭因素
□健康因素
□個人技能無法發揮
□想自行開創事業
□其他(請說明)

□工作環境不佳
□擔心被解雇
□興趣不合
□準備就業考試

3. 請問您目前繼續工作的最主要理由是（單選）：
□工作待遇佳
□維持家庭經濟
□工作環境佳
□與同事或主管的感情深厚 □工作內容輕鬆
□親朋好友拜託
□未到退休年齡
□健康情形良好
□維持正常作息
□實現自我（興趣、可獲得自信、肯定或社經地位）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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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失業危機？
□沒有（請跳答至第 5 題）
□有（請回答 4-1 題）
4-1 目前有失業危機最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公司營運狀況不佳
□工作技能過時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工作技能不足
□公司希望雇用年輕人
□體力狀況不佳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您預計幾年後從目前的工作崗位退休？

□工作場所精簡人力
□工作產業結構改變
□公司打算外移

年

6. 請問您從目前的工作崗位退休後，有沒有意願再就業？
□沒有意願（請回答 6-1 題）
□有意願（請回答 6-2 題）
6-1 您沒有意願再就業最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須照顧家庭
□擔心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我會的技術已經過時
□擔心工作時遭到年齡歧視
□健康不良
□不知道要到哪裡找工作
□已有規劃更想做的事情
□已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可供生活
□其他(請說明)
6-2 若有意願再就業，請回答(a)、(b)兩題：
(a) 最想從事哪種工作（單選）？
□全職的工作 □兼職的工作 □每週 15 小時以上的無酬家屬工作
□其他(請說明)
(b) 最想接受何種職業訓練（單選）：
□與未來工作專業相關之課程
□電腦相關課程
□銷售或顧客服務訓練
□一般行政事務訓練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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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課程
□農牧經營訓練

第六部份

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出生年：民國年
3. 居住地：縣（市）
4. 婚姻狀況：□從未結過婚

□已婚

□其他___________

5. 子女人數：□0 人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其他：人
6. 教育程度（最高學歷）
：
□國小及以下
□國中/初中
□大學

□高中/高職

□專科

□研究所及以上

7. 目前經濟負擔狀況：
□沒有
□有（請回答 7-1 題）
7-1 最主要的經濟負擔是（單選）：
□房屋貸款
□父母生活照顧費用
□家人生活費用（不含父母子女）
□其他(請說明)

□子女教養費用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耐心填答】

187

附錄 二 焦點座談相關資料
一、焦點座談(一)~ (三)討論題綱
(一) 職場年齡歧視現象之觀察
(二) 打造中高齡友善職場環境之可行性作法
(三) 促進我國中高齡人力資本延長運用之配套措施
(四) 目前中高齡在職訓練之運作情形
(五) 其他相關政策發展與方案實施之建議

二、焦點座談(四) 討論題綱
(一) 為因應全球中高齡就業議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 2006 年
提出「活得越長、工作越久」政策報告書，鼓勵中高齡工作者持續就業。
請問您對「打造終身就業力」做為我國促進中高齡就業的政策願景的看
法與建議為何？
(二) 在上述政策願景的指引下，您認為適合我國國情之短期（1-2 年內）及
中長期（3-5 年）的中高齡就業促進實施策略分別為何？
(三) 我國現行之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包含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雇用獎勵
津貼、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計畫、微型創業鳳凰計
畫、缺工獎勵計畫、跨域就業津貼、名師高徒計畫等(政策簡要說明請
參酌附件：台灣中高齡就業促進政策內容說明)。就您所知，上述政策
對於提升中高齡就業參與之成效如何？成效不佳之政策應如何改進或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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