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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綜觀國際有中高齡就業專法者，主要以亞洲國家的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
渠等立法背景，主要多在延後企業員工的退休年齡，以補充不足的勞動力，並減
輕高齡與少子化後支付退休金的壓力。
我國勞基法早已規定退休年齡為 65 歲，而且工作年齡人口的佔比仍高占
73.9%，中高齡的失業率只有 1.99%，失業期間僅略高於平均 1.73 週，景氣持續
低迷缺工率 2.69%，創近 3 年來新低，青年失業率仍高於全部失業率 3 倍多，中
高齡者無工作者與非勞動力延後退休與再就業意願不高，不適合規範中高齡定額
僱用，且低薪狀況也不適合規範中高齡減薪的薪資調整或薪資高峰制度，故目前
中高齡就業專法不見得有必要性，除非有要實施南韓的定額僱用制與新加坡、南
韓的薪資調整或薪資高峰制度。但是在勞動市場上不時會有就業年齡歧視的現象
發生，一直佔總體就業歧視的第二位，且偶聞中高齡者被逼退情事，因此目前只
須將就業服務法有關年齡歧視的部分做更明確的規範，及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併科罰金，並分別
於就業服務法與職業訓練法增修訂中高齡者就業促進相當條文即可；等待我國進
入高齡化社會與年金改革政策比較明確、工作年齡人口佔比有較明顯下降、勞力
短缺壓力較大，與參考日本整體雇用政策之法規範，確立國家整體之就業市場方
針後，在此脈絡之下再進行中高齡者就業專法的制定。
如為落實蔡英文總統的勞動政策六大主張中提出：要推動「中高齡就業專法」
政見，不得不未雨綢繆以應對即將到來的高齡化與超高齡社會問題，以及擬整合
現有相關法律，未來需要訂定中高齡者就業專法的時候，可以考慮如日本、南韓
的章節架構模式，將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穩定與促進中高齡者就業，及鼓勵退休
後再就業等，綜合納入規範，並暫時不規範定額僱用與薪資調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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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問題背景與重點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依行政院回復「審計部提供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等 7 委員會巡察行
政院建議意見表」辦理情形曾述及：按我國未來勞動力勢將面臨短缺及老化之窘
境，為免因此影響國家整體發展及競爭力，建請行政院正視人口結構變遷引發之
勞動缺口問題，督促相關機關積極研議參酌日本、瑞典等國家訂定高齡就業促進
專法之可行性，並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之開發，暨建構友善中高齡者之勞動職場
環境，以提升中高齡者之勞動力參與率，彌補未來勞動力及生產力可能之缺口，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蔡英文(2015)的勞動政策六大主張中提出：中高齡(者)就業在人口老化的趨
勢下，越來越重要。我們要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建構友善中高齡的就
業環境，並提高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透過職務再設計，開發中高齡適合的工作
機會，提供有意二度就業的中高齡勞工獲得長期照顧體系的資源，協助中高齡勞
工能夠重返職場再就業，並且重新盤點各種組織及企業中，年長勞動者的經驗、
技術與知識，珍視並加以傳承，讓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一起攜手合作，共同提
升我國的技術與薪資水準。以上主張除了要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外，其
餘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已都實施，故推動「中高齡就業專法」在蔡英文政府時期就
有重大意義，值得進一步探討。
辛炳隆(2008)在「臺灣高齡社會就業促進專法制定必要性之研究」，藉由檢
視國內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就業狀況及國內現有相關法令之周延性，以及國內外訂
定促進就業專法的經驗，來研議我國應否制訂中高齡者與高齡者促進就業之專
法。其主張：相較於 OECD 國家，我國中高齡者與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確實偏低，
其原因除了勞工的自願選擇外，年齡歧視與就業能力不足造成就業障礙也是重要
因素。雖然政府近幾年來對此採行許多因應方案，包括修改相關法令、加強辦理
各項職業訓練、薪資補助、輔導創業、與直接僱用等措施，但從法令與制度設計
面仍有若干不足之處，包括：
（1）年齡歧視疑慮未除、
（2）中高齡與高齡者接受
職業訓練比例低、（3）未將職務再設計列入促進措施、（4）現行法令措施忽視
65 歲以上高齡者、
（5）對已領勞保老年給付之差別待遇、
（6）可領取退休金（老
年給付）年齡過早。雖然針對上列不足之處，國內部分社運團體與專家學者主張
應制訂專法，但本研究認為制訂專法曠日廢時，而且雖然日本、韓國與美國中高
齡者與高齡者就業市場表現比多數 OECD 國家好，但這未必與他們制訂專法有
關。另一方面，國內制訂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的經驗顯示，只有定額進用有比
較顯著的效果。基於這些發現，認為沒有制訂專法的必要性。

2

畢竟當前時空背景已不同，如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在筆者不斷倡議下已於
2012 年開辦；日本曾經立法定額僱用 55 歲以上中高齡員工占 6%，但並不成功
(Mitani, 2012)；新加坡的「退休與再就業法」、日本的「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修正案、韓國的「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年長者就業促進法」等，均有助於中高齡
者就業，只是勞動條件較差，有多方值得我國省思的地方，故推動「中高齡者就
業專法」此議題仍有探討的價值。
主要國家中高齡者就業專法上，隨著人口高齡化，各國皆面對中高齡者就業
之問題，年齡歧視的現象，則普遍存在於許多國家。中高齡就業困難因素雖因國
情不同而異，但大多與雇主的意願有相當大的關係，除雇主對年齡的刻板印象及
成本考量外，相關法令制度亦是重要因素（例如退休年齡之規定、退休金制度
等）。本文經搜尋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約可歸納相關國家在中高齡就業專法有
以下幾種類型：德國未訂專法，將促進中高齡就業規範散見在社會法典；美國、
瑞典與英國屬於以訂定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法案為主；日本的模式則僅訂定年長者
的就業保護與就業促進，並以專法之法律位階訂定「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因
倡議終生僱用制並未提及禁止年齡歧視部分，其法制設計的主要策略是：以僱用
促進為導向、再就業與繼續僱用的促進並重、建立誘因體系及層次分明的獎勵金
制度、建立銀髮人力資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及政府的協
助措施等；新加坡的模式則強調退休與再就業的保障：2012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
與再就業法(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 RRA) 取代退休年齡法
(Retirement Age Act, RAA) ，規定只要年長員工的健康狀況良好，工作紀錄令
人滿意，雇主就有責任繼續聘用他，直到員工滿 65 歲為止；韓國的模式則在
2008-2009 專法修正案，強調禁止就業歧視與年長者就業促進並重的保障。
按年齡三段組觀察：從我國歷年人口結構觀察，高齡者(65 歲以上)比率逐
年上升，幼年人口(0-14 歲)比率則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2015 年底 15-64
歲者計有 1,736 萬 5,715 人占總人口之 73.92％，65 歲以上者 293 萬 8,579 人占
12.51％，0-14 歲者有 318 萬 7,780 人占 13.57％，依賴人口(0-14 歲及 65 歲以
上者)對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者)之扶養比為 35.28，較上年微幅上升 0.20；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對 0-14 歲人口之老化指數為 92.18，較上年增加 6.48，續呈
增加趨勢。 (內政部統計處,2016)
我國中高齡者勞動力運用的問題意識
--再 2 年高齡社會；再 10 年超高齡社會；再 14 年 55-64 歲銀髮工作年齡人
口占最高比率(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2015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1.18，即使最近龍年 2012 年的總生育率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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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內政部統計處，2015)，均不及人口替代水準的 2.1；
--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 2012 年之 74.2%最高峰，持續下降至 2060
年之 50.7%，預期會有勞力短缺(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 2016 年 6 月底外籍勞工已超過 60 萬 2 千人(勞動部統計處，2016b)，已
占就業人口 5.35%；持續依賴外勞，國內勞工難接受；另外勞的輸出國也逐漸有
高齡少子化與勞力短缺的問題，也逐漸思考減少或停止勞工輸出；
--我國 2015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退休年齡平均為 58.1 歲(行政院主
計總處，2016a)，由於退休後，部分勞工並未從此離開勞動市場，仍有二度就業
可能；目前 OECD 運用各年齡組世代勞動參與率之變動，推計平均實際退休年齡。
若依此計算方法推估，實際退休年齡男性 62.8 歲、女性 60.7 歲，較其他主要國
家早(勞動部統計處,2015a)，但預期壽命 80 歲(內政部統計處，2015)；
--年齡歧視占就業歧視第二位(勞動部,2016a)；工業及服務業缺工廠商各職
缺均不考慮僱用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主要原因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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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本較高」占 19.1%，「創新能力較差」占
16.8%(可複選)。(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c)
--中高齡失業者未曾遇有工作機會，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以「年齡限制」占
54.99%居多(勞動部統計處，2016a)；
「工作場所對中高齡員工不友善」占中高齡
受僱就業者擔心失業情形第二位的 24.67％(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b)；2015 年
高齡友善城市調查公布，滿意度最低的為「對國內提供給老人(60 歲以上)工作
的機會」(2.45 分)(衛生福利部，2016)
--2014 年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說明：就前兩次離職原因
觀察，第一次離職最主要原因屬自願性因素者計 106 萬 9 千人或占 54.13％，其
中以「料理家務（含照顧家屬）」、「年紀大不想再做工作」、「另有生活規劃（進
修、旅行等）」與「健康不良」者各約占 1 成居多；屬非自願性因素者（不含屆
齡退休）計 75 萬 9 千人或占 38.43％，其中以「工作場所歇業或遷移海外」與
「體力不再勝任原有工作」分占 18.70％與 9.37％居多；屬「屆齡退休及其他」
者計 14 萬 7 千人或占 7.44％；第二次離職最主要原因屬自願性因素者計 16 萬 3
千人或占 53.93％，非自願性因素者（不含屆齡退休）者計 13 萬 1 千人或占 43.27
％，與第一次離職原因相較，非自願離職者之比率上升 4.84 個百分點。(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5b)
--2015 年我國中高齡各年齡層勞參率均低於韓、日、美等國，年齡愈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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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差距也愈大，我國 55～59 歲與 60～64 歲之勞參率分別為 55.1%、35.8%，
而韓、日、美等國則分別在 7 成與 5 成 5 以上(勞動部統計處，2016a)。應與許
多事業單位 (尤其是國營事業)辦理優退與年金制度有關，另外也與高齡轉業困
難有關，顯示臺灣地區就業市場仍明顯對高齡勞工不友善，包括逼退、年齡歧視、
工作彈性不足等；另我國無工作中高齡者未來會工作者僅占 11.08％，60~64 歲
者已降至 3.45％(勞保老年給付平均 61 歲、勞退新制退休給付平均 63 歲)(行政
院主計總處, 2015b)；非勞動力中有就業意願者僅占 3.39%(不就業原因做家事
34.28%,年紀較大 23.79%,經濟尚可 20.50%,照顧家屬 7.72%)；45 歲以上曾退休
者於 104 年勞動狀況，以非勞動力占 94.63％為主，就業者占 5.20％次之，顯示
45 歲以上曾退休者勞動參與情況漸呈減少，退休後再就業意願不高。(勞動部統
計處, 2016a)
--我國勞動彈性不足，2015 年 5 月中高齡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
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者有 29 萬 9 千人，占 7.19%(勞動部統計處，
2016b)，OECD 平均占 21.5%(OECD.Stat, 2016)；但目前無工作但未來會工
作的中高齡者認為政府應提供之就業協助，以「修訂工時相關規定，提高彈
性，使廠商願意多僱用中高齡勞工」高占 69.50％居多(可複選) 。(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5b)
此外，中央大學國鼎講座教授李誠示警，台灣已出現男性未滿五十五歲就「急
退」的現象，且趨勢持續往下，有違外界認知的「常理」，呼籲政府正視「消失
中的中高齡男性勞動力」, 勞動部說，經與專家學者初步討論，可能與企業成本
考量鼓勵優退或予以資遣有關，但中高齡再找工作不易，因此未再就業，也可能
是表面失業但實際有就業，沒有被調查到(許俊偉，2016)；俟後，李誠(2016)
也說：他們正在 50 幾歲的年齡，生涯或職涯正要更上一層樓，負擔也最重，上
有父母，下有子女要付學費，卻被雇主或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主管叫進辦公室，說
要他們優退，也就是給他們比勞基法更優的一年薪資要他們自動辭退。或許他們
是接近了退休年齡，但無法向周圍親友說出「被公司辭退」的話，多數只能說，
「生涯另有規劃」、「自動辭職」，實際上是被雇主或人力資源部門逼著辭職。雇
主與人資部門並非錯誤，他們根據一些迷思，認為中壯人口，年紀大了工作績效
下降，體力衰退，於是把他們辭退，以便聘請更年輕的勞動人口來代替中壯勞動
人口。45 歲後有做過工作者中，曾經離職者占 3 成 6；其第一次離職原因屬非
自願性因素者（不含屆齡退休）占 38.43%，其中 5 萬 5 千人，占 2.78%是被解僱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b)；中高齡者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中，工作場所整頓人
事被資遣占 3.56%(勞動部統計處，2016b)，值得正視。我國的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已規範：若非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故已不需再透過立法來
規範企業員工的退休年齡，只是未訂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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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以上的中高齡者問題發展背景下，研議訂定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可
行性及應包括之内容，自有其必要性。
第二節、 計畫辦理方法與工作項目
從我國中高齡員工就業情勢與問題意識，研究各先進國家中高齡就業專法發
展情勢分析後，提出中高齡者就業專法政策方向、應包括之内容，作為政府決策
參考。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一)蒐集並整理先進國家推動中高齡就業專法，包括推動架構、執行作法及成果
效益等。
(二)先進國家中高齡就業專法優缺點比較。
(三)以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並辦理焦點座談會方式，彙整勞、雇、政、學等相
關意見後，提出我國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可行性分析。
第三節、 計畫執行期間
本計畫自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計 8 個月。
月次
4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份 11 月份 備註
工作項目
我國中高齡就業情勢分
●
析
第 1 個先進國家中高齡
就促專法背景內容與重 ●
點分析
第 2 個先進國家中高齡
就促專法背景內容與重

●

點分析
第 3 個先進國家中高齡
就促專法背景內容與重
點分析

●

先進國家中高齡就業專
法優缺點比較

●

臺灣中高齡者就業促進
專法可行性分析及可行
性建議

●

完成計畫報告初稿

●

●

焦點座談會北高共 2 場

●
6

並修訂計畫報告初稿
計畫期中審查

●

送交計畫報告再稿

●

計畫期末審查

●

送交計畫報告最終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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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分析
第一節、立法背景
一、日本人口結構的歷年變化1與高齡者勞動力參與率：
日本因少子化及壽命延長造成的人口結構老化情形在全世界各國中亦屬名
列前茅，於 2015 年的時點日本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共 3384 萬人，佔日本總人口
的 26.7%，80 歲以上人口更是首次超過一千萬人，再再創下歷史新高2；到了 2016
年 4 月 1 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日本總人口的比例更提升到 27.0%，同時 14 歲
以下的幼年人口比例連續四十二年下降來到 12.6%的歷史新低點，顯見日本少子
化及人口結構老化情形的嚴重︒

事實上，根據日本內閣府相關統計3，2060 年日本人口總數為 8674 萬，其
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共有 3464 萬，佔全人口 39.9%，日本社會早已經進入聯合
國定義的「超高齡社會」，且未來日本的高齡社會情況將持續發展。

1

総務省統計局，我が国のこどもの数 -「こどもの日」にちなんで- （
「人口推計」から），

網址：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topics/topi940.htm
2

総務省統計局，統計トピックス No.90 統計からみた我が国の高齢者（65 歳以上）－「敬

老の日」にちなんで－，網址：http://www.stat.go.jp/data/topics/topi901.htm
另，參考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綜合各國之相關統計。
3

參照日本内閣府「平成 27 年版高齢社会白書（概要版） 高齢化の状況」
；網址：

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5/html/gaiyou/s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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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公布之日本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圖

二、政策方向
基於上述之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與勞動力之市場變化，日本政府對此不得不採
取種種因應對策，例如於 1995 年通過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內閣並通過｢高齡社
會對策之大綱(最新 2012 年版)｣。

另，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之統計4，2015 年的就業人口共有 6376 萬人，其
中 2524 萬的勞工為 45 歲到 64 歲，另外則有 730 萬的勞工為 65 歲以上。此外，
同樣根據該局統計，若不計董事等經營者身分，則 2015 年之就業人口共有 5284
萬人，而其中 45 歲到 64 歲之勞工，有 1257 萬人為正職職員，以及 799 萬人則
為非典型勞工；65 歲以上勞工則有 93 萬人為正職職員、267 萬人為非典型勞工。
4

參照日本內閣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 平成 28 年（2016 年）3 月分結果；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tsuk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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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就高齡者的就業議題上，前述｢高齡社會對策之大綱(最新 2012 年版)｣提
出了｢全員參加型社會｣的概念，要建立起不論勞工年齡為何皆可工作的社會；另
外 2010 年內閣通過的｢新成長戰略｣中亦設定至 2020 年時 60~64 歲勞工的就業率
達到 63%的目標。

第二節、立法重點
為促進並安定高齡者的就業，日本在法制層面上結合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厚生年金保險法、雇用保險法等法規為整合性的規劃，其中與老齡者之就業最有
直接關係者乃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且該法自 1971 年首次制定以來歷經多次修
正，觀察其條文內容之變化可窺知日本對於人口結構持續老化下的高齡就業議題
抱持何種態度，應足以作為同樣面臨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我國之借鏡，故以
下日本法制的介紹即以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為主，其他法規為輔，合先敘明。又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 2012 年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最新修正後所公布的｢高年齡者
等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及｢關於高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實施及運用之指針｣詳
細記載著日本政府現階段所採取的策略，須將之與母法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一併
理解始能掌握日本高齡就業政策的全貌，切莫輕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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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本高齡就業之主要相關法規關係圖

表 1 日本高齡者就業促進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相關性

備註

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退休年齡、高齡者就業安定措施、銀髮 主要法規
人才中心等

勞動基準法

勞動條件、定期契約之期間上限等

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因應高齡社會的基礎政策方針

特別提及高齡
者之就業應予
保障

雇用對策法

對於勞動就業市場的基礎政策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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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及高齡

者之就業應予
保障
雇用保險法

就業支援、職業訓練等

補助高齡者之
職涯規劃等

國民年金法

有關第一層年金之事項

逐步提高年金
請領年齡

厚生年金保險法

有關第二層年金之事項

逐步提高年金
請領年齡

一、早期雇用率制度的導入
日本自 1960 年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開始檢討中高齡者的失業及雇用問題。
日本由於長期受限於終身雇用習慣與年功序列制的薪資體系，因此中高年齡勞工
一旦被解雇後，不易再就業。對此，民社黨於 1963 年率先提出「中高年齡者雇
用促進法案」，但未獲國會通過，此乃雇用率制度立法研議之濫觴。

日本最早對於高齡者之就業立法，乃 1966 年之雇用對策法；其第六章即規
定：「中高年齡者之雇用促進」，其中第 19 條賦予國家應實施一定雇用比率之措
施。基此，日本於 1967 年的雇用對策基本計畫實施中討論中高年齡者的雇用率
政策。爾後，並於 1971 年 5 月 19 日通過「中高年齡者雇用促進特別措施法 」，
同年 5 月 25 日公布，10 月 1 日實施 。該立法之主要功能在於法定雇用率制度
的確立。亦即，類似身心障礙者法定雇用率之制度設計，當企業在雇用勞工時必
須同時雇用一定比率的中高年齡者(55 歲以上)。就中高年齡者之雇用，乃廢除
職種差別並設定至少 6%以上之雇用率，但不同於身心障礙者雇用率之規範，此
規定並為無罰則，僅為雇主之「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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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企業中高齡者(55 歲以上)實際雇用率與未達法定雇用率之企業的比例

5
就法定雇用率的實施成效而言，觀察上圖的數字變化確實有些許成效，然而
由於只是訓示規定的緣故，不僅實施逾十年後仍有接近半數的企業未達成法定雇
用率的要求，在實際雇用率方面若考量到日本自 1975 年起 55 歲以上中高齡人口
比例開始快速上升的背景因素(1971 年時 55 歲以上中高齡人口數 1590 萬人，約
佔全體人口的 15%；至 1982 年時 55 歲以上中高齡人口數 2231 萬人，約佔全體
人口的 19%6)，其成效可說是相當有限。故日本在將中高年齡者等之雇用促進特
別措施法修改為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時，放棄作為失業對策的法定雇用率制度，
而轉變為延長勞工工作期間的方針。

二、企業內延長退休年齡的相關立法措施: 2004 年之修法為中心
有鑒於中高年齡勞工的就業困境，承上述，日本在 1971 年制定中高年齡者
等之雇用促進特別措施法，後來於 1986 年改名為「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其中
並含有雇主若設有勞工退休之規範者，該規範年齡不得低於六十歲的訓示規定，
乃日本首部直接規範於勞雇關係中之退休年齡的法令。

接下來 1990 年修正時增訂了在勞工退休後至 65 歲的期間內雇主應設法繼續
5

労働省，労働白書，1983，頁 70

6

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データ我が国の推計人口(大正 9 年～平成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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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退休後繼續僱用)的規定，不過此一修正仍僅止於訓示規定。1994 年的修
法則配合高齡厚生年金中的定額部分開始逐步調高可開始請領之年齡的變更，將
退休年齡不得低於六十歲的訓示規定修正為強行規定。2000 年的修正以訓示規
定的模式擴張繼續僱用的範圍，要求雇主應採取提高勞工的退休年齡或導入勞工
退休後的繼續僱用制度等｢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

其一、2004 年修法(「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之主要內涵
2004 年日本為了因應團塊世代(1947 年至 1949 年的戰後嬰兒潮)即將從 2007
年開始進入到六十歲高齡年齡層所帶來的勞動力人口大幅減少之危機，遂對高年
齡者雇用安定法進行大幅度改革，其內容即使歷經 2012 年的修正仍舊是現行法
令的骨幹，因此本文以下將就 2004 年的修法為較詳盡的介紹︒

首先，依據厚生勞動省｢關於今後的高齡者僱用對策之研究所｣所提出的報
告(2003 年 7 月版)7，2004 年修法的背景理由為：
(一)未來十年內日本勞動力人口將減少 90 萬人、(二)團塊世代即將自 2007 年起
開始進入到 60 歲的年齡層、(三)高齡厚生年金的定額部分已逐步提高請領的開
始年齡，未來報酬比例部分亦將隨之逐步調升、(四)雖然有 70%的企業確保勞工
可至少工作到 65 歲，但是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對象者(即未對可繼續僱
用之勞工設有挑選條款)僅約 30%、(五)中高齡者就業的相關情勢依然嚴峻，中
高齡勞工一旦離職便很難再就業及(六)日本的高齡者有非常高的勞動意願，六十
至六十四歲之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達 70%︒
基此背景，該修法的理念即係應設法創造出讓高齡者在尚有能力與工作意願
的前提下能不受年齡影響繼續工作的社會，當務之急為強化就業與年金間的銜
接，至少必須讓高齡勞工在可以請領年金之前不讓年齡因素妨礙其就業。

7

http://www.mhlw.go.jp/houdou/2003/07/h0731-3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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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該 2004 年的修法中，將｢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提升為雇主的法
定義務，要求雇主必須從以下之規定：
(一)將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二)導入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對象繼續
僱用至 65 歲的制度或(三)廢除退休制度等方案中選擇其一來實施；惟採用繼續
僱用之方案者，若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工會，無此工會者經過半數勞工之代表同
意並簽訂勞資協定時，即可設有挑選基準而不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繼續
僱用對象；又在新法施行後(2006 年)的 3 年內(中小企業為 5 年)，若勞資間無
法達成共識而未能簽訂勞資協定者，雇主得以工作規則來規定繼續僱用對象的挑
選基準。

換言之，本次修法並未採取過去提高法定企業退休年齡的途徑，雇主必
須自 2006 年 4 月起法律實施時在三者法定途徑中擇一採行。其中，在延長企業
內退休年齡上，為配合厚年年金定額部分請領年齡之延長，規定在 2013 年 4 月
1 日為止，以過渡性的階段方式向後延長定年年齡至 65 歲之時間，如下表：

表 3 延長企業內退休年齡實施時間
實施時間

延長後之企業內退休年齡

2006.4-2007.3

62 歲

2007.4-2010.3

63 歲

2010.3-2013.3

64 歲

2013.4 以後

65 歲

其二、2004 年修法之實施成效檢討
根據厚生勞動省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59 號中所整理的數據，在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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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員工數三十一人以上之企業中，60~64 歲的經常僱用員工人數從 2009 年的
155 萬上升至 2012 年的 196 萬，該年齡層的就業率亦從 2005 年的 52%提升至 2011
年的 57.3%︒關於｢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實施狀況，2012 年的時點經常僱用
員工數三十一人以上之企業的實施比率為 97.3%，其中廢止退休制度的佔 2.7%，
提高退休年齡的佔 14.7%，導入繼續僱用制度的則為 82.5%；已導入繼續僱用制
度的企業中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繼續僱用對象的佔 42.8%，設有挑選基
準的則佔 57.2%︒在工作型態部分，多數勞工希望能以正社員的型態來繼續就業
佔 44.2%，但實際上能(或高機率)成為正社員者僅 18.6%；成為(或高機率)契約
員工或打工型態的勞工佔 45.7%︒又希望繼續僱用時是全時工作的勞工有
51.6%，惟實際上是全時工作(或高機率)的勞工只有 33.2%︒就工資方面而言，
受繼續僱用之勞工其收入包含可請領之年金相當於退休前之收入六至七成者佔
31.6%，相當於四至五成者的比例則為 27.6%︒

其三、2004 年修法後之相關制度運作爭議
由此可知 2004 年的修法乃留下不少問題，例如：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即
批評｢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雖然成為雇主的法定義務，但雇主違法只會產生成
為厚生勞動大臣的指導或勸告之對象等公法上效果，但勞工於私法上並無直接依
據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9 條即取得請求雇主繼續為僱用的權利(必須間接透過
其他私法上的基礎，例如當雇主已於工作規則中導入繼續僱用制度時，勞工即可
引用該工作規則作為請求權基礎)8；又由於法律容許雇主以勞資協定或工作規則
的方式設置繼續僱用對象的挑選基準，故無法真正達成令所有高齡勞工皆可繼續
工作的目標，且有關挑選基準的解釋適用亦會產生紛爭。另外亦有學者(森戶，

8

關於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9 條是否具有私法上效力之爭議的案例，可參考：津田電気計

器事件，最一小判平 24.11.29 労判 1064 号 13 頁、NTT 西日本(高年齢者雇用・第 1)事件，大阪
高判平 21.11.27 労判 1004 号 112 頁、NTT 東日本(継続雇用制度)事件，東京高判平 22.12.22 判
時 2126 号 133 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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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P.9)指出法令並未對勞工受繼續僱用的薪資設有任何保障，因此雇主若無
法與勞工就工資之數額達成合意而不予繼續僱用仍屬合法，另一方面亦有造成勞
工不願屈就惡劣的勞動條件而不再繼續工作之虞，恐難達成法律原本之目的。

三、2012 年修法背景與主要內容(2012 修法、2013 年實施)
(一)修正主要內容
現行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即為 2012 年修法後的版本(2015 年之修法僅係配
合日本勞動派遣法之修正為文字之修正)，此次修法主要是因應老齡厚生年金的
定額部分可開始請領年齡將於 2013 年完成調升至 65 歲的目標，同年報酬老齡厚
生年金的比例部分亦開始逐步調升可開始請領年齡自現行的 60 歲至 65 歲，在當
下日本社會普遍採行 60 歲退休制度的現狀下將會產生既無工作亦無法請領年金
的高齡者，為解決就業與年金的斷層問題，並修正 2004 年法的部分缺失，其修
正內容如下所示。

首先，廢止了以勞資協定來設置繼續僱用人選之挑選基準的制度，雇主必須
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繼續僱用的對象(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厚生勞動省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60 號第 2 之 2)，但難以勝
任工作或該當其他工作規則所定解雇事由的勞工不在此限︒又於 2013 年 4 月 1
日施行時已有效存在以勞資協定訂定之繼續僱用挑選基準者，在勞工到達可開始
請領高齡厚生年金報酬比例部分之年齡前仍須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繼
續僱用的對象，待勞工到達可開始請領高齡厚生年金報酬比例部分之年齡後則可
適用原有之挑選基準(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附則第 3 款)︒

次者，擴大了繼續僱用的企業範圍，雇工令勞工至關係企業等符合一定條件
的企業繼續工作亦屬合法的繼續僱用制度(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9 條第 2 款)︒
17

第三則是增訂罰則，當雇主違法受到厚生勞動大臣的勸告仍不予改善者，厚生勞
動大臣可公布違法雇主之名單(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0 條第 3 項)︒

(二)現行日本六十歲以上勞工與老齡厚生年金之關係
根據(現行)國民年金法、厚生年金保險法之規定， 日本自 2013 年起逐步調
高高齡厚生年金報酬比例部分的可開始請領年齡，其調整方式如下圖所示：

圖 3 日本可開始請領年金的年齡變化圖

9

因此，對於 60 歲以上的勞工必須給予因應措施，關於因應措施的適用依勞

9

日本年金機構，網址：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jukyu/roureinenkin/jukyu-yoken/20150401-03.files/kais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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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性質可分為三類：
(1)60 歲以上而還未到達可開始請領年金之年齡的勞工
此類勞工若其薪資低於到達 60 歲之日薪資的 75%時，將可請領雇用保險的高
年齡雇用繼續基本給付金，最高可請領現時點工資的 15%，其具體數額依現時點
工資與六十歲時薪資之比率而定(雇用保險法 61 條、雇保則 101 條之 4)，惟計
算結果之數額低於 1,840 日圓者不予給付︒又勞工可申請提前請領老齡基礎年
金及老齡厚生年金，惟每提早一個月須減額 0.5%(國年法附則第 9 條之 2、厚年
法附則第 7 條之 3 及第 13 條之 4)。
(2)已到達可開始請領年金之年齡而不滿 65 歲的勞工
此類勞工亦可依上述基準領取高年齡雇用繼續基本給付金︒另外，當勞工所
領取的基本月額10加上總報酬月額相當額11之數額超過 28 萬日圓時，其可請領之
年金將會減少，其具體減少數額視基本月額及總報酬月額相當額各自超出的幅度
而定(厚年法附則第 11 條)︒又因為老齡基礎年金的可開始請領年齡為 65 歲，故
此類勞工同樣可申請提前請領︒
(3)65 歲以上的勞工
因為 65 歲以上之勞工已可請領老齡基礎年金及老齡厚生年金，所以雇用保
險不再支付此類勞工高年齡雇用繼續基本給付金。此類勞工若屬 65 歲以上未滿
70 歲的厚生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或是雖非厚生年金保險被保險人但七十歲以上
且於適用厚生年金保險之事業場所工作者，其基本月額加上總報酬月額相當額之
數額超過 47 萬日圓時，將被扣除相當於超出部分之二分之一的年金(厚年法第
46 條)。

四、日本政府現行高齡者就業政策之方針(配套措施)
2012 年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正通過後，厚生勞動省隨即公告｢高年齡者等
10 基本月額=老齡厚生年金 - 加給年金額
11 總報酬月額相當額=過去一年間所領取之獎金津貼的十二分之一 + 月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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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59 號；內含六大指針；其
中三項屬於雇主)及｢關於高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實施及運用之指針｣(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60 號)，對於如何促成高齡者就業之安定為較具體的指示，其
架構主要係區分為雇主及國家兩方各自應為的事項，關於較重要之內容簡述如
下：

其一，首先就雇主應注意事項
第一，有關於高齡者的就業條件指針(559 號)
(一)雇用對策法第 10 條禁止雇主在招募、僱用時為年齡限制，該當雇用對策法
施行規則第 1 條 之 3 第 1 項各款規定的年齡限制禁止之例外情形者，根據高年
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8 條之 2 應依厚生勞動省所定之方法向求職者明示設定年齡
上限的理由︒
(二)雇主應實施必要的職業訓練以開發及提升高齡勞工的職業能力︒
(三)雇主應改善職場設施、導入輔助器材、強化照明等，積極活用｢獨立行政法
人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所提供的情報，讓身體機能衰退的勞工依
舊可於職場發揮其能力︒
(四)雇主應重新設計其業務，減少高齡勞工身體機能衰退所帶來的影響，擴大可
讓高齡勞工充分發揮其能力、知識及經驗等的職務範圍︒
(五)雇主應推動可活用高齡勞工之知識經驗的人事調度及待遇，將重視年齡的薪
資及人事制度轉變為重視能力與職務等要素的制度︒在繼續僱用時應考量高齡
勞工的就業實態、生活安定等因素，給予適當的薪資︒
(六)雇主應因應高齡勞工個人的希望及體力上的差距，採用部分工時、彈性工時
等制度使高齡勞工的工作時間得以彈性化︒
(七)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的雇主應分享僱用高齡勞工的相關經驗，共同推進勞工
職業能力的開發，建立起能適當評價勞工職業能力的制度，並改善人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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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雇主在推動｢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時，為求能妥善地開發及提升高齡勞工
的職業能力、改善職場設施、重新設計職務、改善人事管理制度等，應活用雇用
保險上的獎勵制度及配置在｢獨立行政法人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
的高齡者僱用顧問等公共資源(560 號)。
(九)雇主在導入繼續僱用制度後，若希望繼續工作的勞工比例偏低時，應分析勞
工的需求及想法，重新檢討該制度(560 號)。
第二，有關於高齡勞工再就業的支援指針(559 號)
雇主對於 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且因解雇(不包含可歸責於勞工者)、繼續僱用
之挑選基準合法存在而未能受到繼續僱用及其他因雇主之因素而離職的勞工(以
下簡稱預定離職的高齡勞工)，應根據勞工的職業能力與其對於再就業的希望給
予必要的支援，例如：
(一)

給予休假以接受教育訓練、參加檢定考試等求職活動︒

(二)給予支付前項假日之工資、教育訓練的費用等經濟上支援︒
(三)求人開拓12、徵才情報的收集與提供、斡旋至關係企業再就業︒
(四)斡旋其他機構提供實施有助於再就業的教育訓練或諮詢︒
(五)建立起雇主間互相合作的再就業支援體制︒
(六)製作求職活動支援書：雇主應詢問預定離職的高齡勞工是否需要求職活動支
援書，預定離職的高齡勞工希望領取時應充分考量其希望及職業能力，迅速製作
並交付求職活動支援書(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7 條)︒即使是對法律上無交付
求職活動支援書義務的退休離職者，若該勞工希望領取求職活動支援書，雇主亦
應盡力製作並交付求職活動支援書︒在製作求職活動支援書時，應預先就有關再
就業的基本事項與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工會，無此工會者經過半數勞工之代表充分
協商，並聽取勞工本人對於再就業及求職活動的意見︒又製作求職活動支援書時
應盡力活用可記載該勞工所擁有之豐富職業生涯的｢以較長職業生涯者為對象的

12

行政主管機關主動訪問企業有無僱用人力及其他相關需求，以開拓就業市場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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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卡｣︒
(七)活用公共職業安定所所提供的支援：於製作求職活動支援書或採取其他再就
業支援措施時，雇主應積極向公共職業安定所尋求情報或其他建議，並積極活用
公共職業安定所向勞工提供的求職諮詢、雇主團體與有關機關合作推動的地區再
就業支援活動等資源︒又雇主應依公共職業安定所的要求，提供有助於該預定離
職的高齡勞工再就業的相關情報，盡力與公共職業安定所合作提供協助︒
(八)雇主製作並交付求職活動支援書，且給予預定離職的高齡勞工支援者，可領
取雇用保險的補助13，雇主應活用之︒

第三，有關於支援職業生活之設計指針(559 號)
為使勞工能夠充實職業生活持續至高齡期，雇主應透過實施以下事項，盡力
在高齡期的職業生活設計上給予有效的支援：
(一)必要情報的提供及諮詢：雇主應提供有關職業生活設計的必要情報，給予職
業能力之開發等相關詳細的諮詢，並讓勞工能夠透過自己的判斷選擇來做職業生
涯設計︒又勞工為設計職業生活而參加企業外的講習或其他活動時，雇主應在工
作時間等方面為必要的調整︒
(二)支援以職業生活設計為基礎的職業生涯能力養成：雇主必要時應掌握勞工的
職業生活設計之內容，透過支援勞工職業能力的開發等方式，配合該勞工的希望
及適性協助養成職業生涯能力︒

其二，就政府應注意事項
第(一)，有關於高齡者職業安定之施政的基本事項(559 號)
國家為使｢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能夠在經過勞資間充分協商的狀況下有
效且適當地施行，應以下列事項為重點展開施政：
13

労働移動支援助成金(再就職支援奨励金)，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yufukin/roudou_id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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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導法令：徹底向雇主宣導｢關於高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實施及運用之指針｣
(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60 號)之內容，督促其落實｢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
施｣︒

2.行政指導等公法措施：各都道府縣勞動局及公共職業安定所為使所有企業實施
｢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應積極宣導、因應企業的實際情況給予指導或積極採
取其他措施︒於此情形，各都道府縣勞動局及公共職業安定所應收集並提供有關
勞資間達成合意而實施或計畫要實施｢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優良範例或其
他情報︒又對於屢經行政指導卻未具體執行｢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企業應
發出勸告書，若仍不聽從勸告則應公告企業名稱(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0 條第
3 項)，並依相關法令採取不受理該企業向公共職業安定所提出的徵才請求、暫
緩媒介勞工前往工作、不發放補助等措施︒

3.與高齡者僱用顧問間的密切合作：公共職業安定所應在適當的職務分配下與｢
獨立行政法人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緊密合作，使企業在要建立｢
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時候，就開發及提升高齡勞工的職業能力、改善職場
設施、重新設計職務、改善人事管理制度等事項有效獲得配置在｢獨立行政法人
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之高齡者僱用顧問專業且技術性的支援︒

4.有效活用補助制度：應對採取擴大高齡者僱用機會之措施的雇主有效活用補助
制度14，必要時應修改該補助制度︒

14

建立適合高齡者之職場環境的高年齢者雇用安定助成金(高年齢者活用促進コース)、將五十

歲以上尚未到達退休年齡之定期契約勞工轉換為不定期契約勞工的高年齢者雇用安定助成金(高
年齢者無期雇用転換コース)，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yufukin/kounenrei_katsuyou.html、
僱用由公共職業安定所或民間職業介紹事業所介紹之 60~64 歲高齡者的特定求職者雇用開発助
成金(特定就職困難者雇用開発助成金)，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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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關於促進高齡者再就職之施政的基本事項(559 號)
1.徹底宣導前述｢☆關於高齡勞工再就業的支援指針｣的內容︒

2.雇主就預定離職的高齡勞工依法有向行政主管機關提出高齡者僱用狀況報告
(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52 條一年一次)及大量離職表單(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第 16 條一個月 5 人以上離職時，較雇用對策法第 27 條的一般勞工一個月 30 人
以上離職時為嚴)的義務，公共職業安定所應徹底宣導以便事前掌握情資︒公共
職業安定所除透過上述文件之外，當雇主前來尋求關於僱用調整之諮詢或勞工本
人前來尋求再就職之諮詢時尚應藉此掌握相關情資，並宣導若預定離職的高齡勞
工提出請求則雇主有交付求職支援活動書的義務︒另外，即使是對於法律上無交
付求職支援活動書義務的預定退休離職者，亦應敦促雇主自發性地製作並交付求
職支援活動書及其他有計畫性的求職支援行為︒

3.有關機關應活用補助制度，對有提供勞工求職活動之支援的雇主給予補助，促
使高齡者能順利轉換工作︒另外，應視高齡者僱用的實際情形對補助制度為必要
的修正︒

4.公共職業安定所在收到求職支援活動書時，應充分審酌其內容，為使勞工能盡
早再就職，應採取協助製作職務履歷書、確實的職務指導與職業介紹、個別的求
人開拓等措施︒對於尚未尋得新工作即已失業的高齡者，應掌握其原因，必要時
採取支援職業生活的再設計、專職人員提供的一對一就業支援、有效的職務指導
與職業介紹，促使其能盡早再就職︒特別是對於定期勞動契約的離職者，因其有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yufukin/tokutei_konnan.html、僱用
由公共職業安定所或民間職業介紹事業所介紹之 65 歲以上高齡者的特定求職者雇用開発助成金
(高年齢者雇用開発特別奨励金)，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kyufukin/tokutei_kounenrei.html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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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離職、轉職之虞，必須透過活用公共職業安定所的媒合支援、專職人員提供
的一對一詳盡支援來促使其能盡早再就職︒另外公共職業安定所應與｢獨立行政
法人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合作提供雇主有關求職支援活動書之製
作等必要的情報︒

5.各機關應積極進行求人開拓以讓高齡者能盡早再就職︒為了增加對高齡者的
用人需求，減少在年齡上的勞動力供需錯誤配對，在招募、僱用時的年齡限制之
禁止的議題上，應取得民間職業介紹業者的協助，給予雇主指導；同時當雇主於
招募、僱用設有年齡上限卻未向求職者明示其理由時，或足認就該理由之內容有
介入之必要時，應要求該雇主提出報告，給予建議、指導或勸告︒

第(三)，有關於其他促成高齡者職業安定之施政的基本事項(559 號)
1.致力於實現終身現役社會：為實現終身現役社會的目標，在關於高齡期的職業
能力開發及健康管理的議題上，除應就提升勞工自身的意識及企業實施應對措施
等事項提供援助外，尚應建立起確保可對應多樣化就業需求之僱用機會的環境︒
為此，各都道府縣勞動局與公共職業安定所應與｢獨立行政法人高齡、障害、求
職者雇用支援機構｣及其他關係團體密切合作，致力於提供必要之支援，例如宣
導各企業依其實際情況採取提高退休年齡、導入繼續僱用制度、廢除退休制度等
方式，保障勞工的僱用機會不受年齡影響︒另外，亦應向國民全體為宣導，廣泛
聽取國民的意見，檢討現在社會的態樣及如何為相關準備，促使社會趨勢的形成
︒
2.高齡期職業生活之設計的支援：勞工應於早期即為自己的職涯、職業生活設
計，在高齡期時從多樣化的工作方式中選擇符合自己能力與期望的工作方式︒為
此，應推薦勞工去利用公共職業安定所提供的高齡期職業生活設計、職涯再檢視
等諮詢與支援；同時宣導前述｢☆關於支援職業生活之設計指針｣，促使雇主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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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支援勞工的高齡期職業生活之設計︒另外應建立起能依循勞工之職涯設計來
推行職業能力之開發的諮詢支援制度︒

3.確保在各企業內的多樣化職業能力開發之機會：為使勞工即使進入高齡期亦能
柔軟地應對經濟社會的急遽變化，應對有實施教育訓練或長期教育訓練休假等措
施的雇主給予必要的支援，確保在各企業內勞工能夠擁有考量到其能力與期望的
職業能力開發機會︒

4.推進對職業能力的適當評價：為促使高齡勞工的職業能力能被妥適評價並基於
該評價獲得適當的待遇，應收集、整理、提供必要的情報讓各企業建立起能適當
評價勞工職業能力的制度︒另外，應建立技能檢定等可公正評價勞工職業能力的
制度︒

5.宣導並活用教育訓練給付制度：為支援高齡者自行開發職業能力，應宣導並活
用雇用保險的教育訓練給付制度15︒又為促進高齡者的繼續就業，應宣導並活用
雇用保險的高年齡雇用繼續給付制度︒

6.推動工作時間對策：確保高齡者的就業機會，實現高齡者亦能工作的友善環
境，同時推動削減超出約定時數之工作時間、提升特休的利用率、彈性工作時間
制度的普及等工作時間對策︒
7.高齡者的安全衛生對策：應推動高齡者的職災防範對策、對高齡者友善的工作
環境及確保高齡者健康的對策︒

15 教育訓練給付制度，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shokugyounouryoku/career_formation/k
youik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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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多樣化型態確保僱用就業機會：對於退休離職後等希望從事臨時性、短期性
或較輕易工作的高齡者，應致力於活用有提供與地區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之工作的
｢銀髮人才中心｣事業16︒
9.對於高齡者之創業等的支援：從廣泛促進高齡者有效發揮其能力的觀點，於高
齡者創業自行創造出就業機會的情形，應給予必要的支援17︒

10.地區的高齡者僱用就業支援：在與雇主團體及公共職業安定所的合作下，以
整合性提供符合企業及高齡者需求的詳盡職能講習、面試會等的方式，支援高齡
者的僱用與就業︒

11.改善僱用管理的研究：為確實擴大高齡者的就業機會、安定高齡者的僱用，
且進行實現終身現役社會之目標的相關準備，應從事必要的調查研究，並收集、
體系化在企業內積極推動活用高齡者之措施的案例以促進各企業活用高齡者(高
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50 條)︒又須根據高齡者僱用狀況報告等，每年定期掌握及
分析高齡者的僱用情形並公布其結果︒另外應推動關於高齡者就業的國際性情
報交流，並從促進高齡者僱用的觀點深入檢討禁止年齡歧視等事項︒

*日本「世代間配對共事」的實施案例*
一、沖繩縣的世代間技術繼承型僱用促進
在日本，以公部門的資源大力推動世代間技術繼承型僱用促進(屬於俗稱「世
代間配對共事」18的類型之一)之主要代表為沖繩縣︒沖繩縣從 2013 年開始委託

16 銀髮人才中心：依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41 條受都道府縣知事指定，以承攬、委任等方式
提供臨時性、短期性或較輕易工作的的法人團體
17

生涯現役起業支援助成金，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15906.html
18

日文為「世代間ペア就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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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財團法人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執行此業務19，以沖繩縣境內的中小企業為對
象，透過補助的方式減輕在確保高齡者就業機會的同時又新僱用青年勞工之企業
的人事負擔，以圖兼顧高齡者的僱用確保和青年的就業促進，改善沖繩縣內的就
業情況︒在沖繩縣境內的中小企業且符合「採取或預定導入令員工可工作至 65
歲的僱用確保措施」
、最近六個月內無因雇主方之事由而離職之勞工(即無該當雇
用保險法之特定給付資格者的離職者)等要件，並於當年度內在沖繩縣境內新僱
用 15 至 30 歲的青年勞工，導入「世代間配對共事」制度者，得向公益財團法人
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提出申請，若獲認可即須實施期間 3 個月的「世代間配對共
事」
，期間結束後應提交成果報告，經審查通過可領取補助金，2016 年時其金額
為每以不定期勞動契約新僱用一位青年勞工補助 40 萬日幣，以 3 人為上限︒就
實施成效而言，2015 年發放的補助金額為 2 千 7 百餘萬日幣，所促成的青年僱
用為不定期契約 69 人20︒又沖繩縣推動世代間技術繼承型僱用可分為 5 種類型，
分述如下：
(一)人才育成型：活用高齡者的高度技術或經驗，以培養青年人才︒
(二)能力互補型：以互補的方式解決高齡者體力上的負擔，而青年欠缺技術與經
驗的問題︒
(三)工作分享型：配合不同世代間所希望工作之時段的差異，令雙方的職務互補
︒但為傳承技術與經驗，雙方的工作時段應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四)企業活化型：透過不同世代間的能力或意見之交流，產出新事物，促成企業
的活化︒
(五)其他：其他透過「世代間配對共事」而可傳承技能、培養人才的工作型態︒

19

本段以下內容皆引自公益財団法人沖縄県産業振興公社，平成 28 年度沖縄県世代間スキ

ル継承型雇用促進事業について，網址：http://okinawa-ric.jp/news/entry/9877.php，最終閱覽日期
2016 年 9 月 27 日
20

沖縄県，将来像 3「希望と活力にあふれる豊かな島」 基本施策，頁 154，網址：

http://www.pref.okinawa.lg.jp/site/shoko/seisaku/kikaku/documents/h28_136_165.pdf，最終閱覽日期 2016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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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流程簡如下表所示：

圖 4 2016 年沖繩縣世代間技術繼承型僱用促進之流程圖

二、高齡者僱用開發競賽
由厚生勞動省及獨立行政法人高齡、障害、求職者雇用支援機構所舉辦的高
齡者僱用開發競賽，雖非專以促進「世代間配對共事」為目的，但「世代間配對
共事」卻是許多獲獎案例所採用的措施︒例如 2000 年至 2006 年間獲厚生勞動大
臣表彰最優秀獎與優秀獎的 26 個案例中有 5 件採用「世代間配對或小組共事」
來傳承技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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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獲獎案例所採用之促進高齡僱用措施21

再以 2014 年的厚生勞動大臣表彰最優秀獎株式会社キンポーメルテック為
例，獲獎的理由中與「世代間配對共事」有關的是兩階段「世代間配對共事」，
該公司將技能傳承的體制分為(1)高齡員工與壯年員工和(2)壯年員工與青年員
工的兩種指導類型，讓指導工作能夠更圓滑地進行︒

三、「世代間配對共事」的研究分析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現在日本有許多企業採用「世代間配對共事」以求更加
圓滑順利地傳承技能，且似乎存在當企業內的技術傳承越順利時，企業越會僱用

21

みずほ政策インサイト，高齢者の意欲と生産性を高める職場とは~先進企業の取り組み

状況と日本企業の課題~，2006，頁 15
30

青年員工的傾向，因此技能傳承與青年僱用有相當大的可能具有互相補充的關
係，但相關要素與機制尚未完全解明，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22︒

第三節、成果分析
日本厚生勞動省依據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50 條每年都會公布高齡者僱用
狀況的統計結果，最新 2015 年版本的統計結果23內容如下所示：

首先，就 2012 年修正的新法施行後，根據統計顯示確，確實使企業的｢高年
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實施比率每年皆逐年提升，至 2015 年時經常僱用人數三十一
人以上之企業有實施｢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的比率已高達 99.2%︒(下圖參照)

圖 6 企業的｢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實施比例變化圖

但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在平成 24 年(2012 年)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正之前
22

太田聰一，雇用の場における若年者と高齢者:競合関係の再検討，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54(9)，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2，頁 71 至 72
23

厚生勞動省，平成 27 年「高年齢者の雇用状況」集計結果，網址：

http://www.mhlw.go.jp/stf/houdou/0000101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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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導入不以希望繼續工作之勞工全體為對象的繼續僱用制度(設有挑選基準)
亦屬有實施｢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故 2012 年之前的數字不可直接拿來與
2013 年以後的數字做比較︒

另外關於企業採用的｢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之類別，不論規模如何，八成
以上是採用繼續僱用制度，而選擇廢除退休制度的企業的比例僅有個位數的百分
點︒另外，在採用繼續僱用制度的企業中，尚有 32.9%的企業(39654 家)仍依據
過渡條款在使用設有挑選基準的繼續僱用制度︒(如下圖參照)

圖 7 企業採用的｢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類別之比例

根據統計，於過去之一年以設定退休年齡為 60 歲而受雇於企業內且到達
60 歲的勞工中，有 82.1%接受繼續僱用，並有 17.7%不希望受到繼續僱用而退休
離職，而僅有 0.2%的勞工是希望受到繼續僱用卻未能如願，就此而言，日本 60
歲勞工的工作意願仍處在相當高的水準︒(如下圖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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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過去一年到達 60 歲退休年齡之勞工的發展

此外，自從 2004 年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正(2006 年實施)將｢高年齡
者僱用確保措施｣提升為雇主的法定強制義務後，日本的 60 歲以上經常僱用人數
即逐年攀升，與 2005 年｢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法定強制義務化之前的 105 萬
人相比，如今已近三倍的 276 萬人，占全體經常僱用人數的 10.3%，成效可謂相
當卓越︒(如下圖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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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60 歲以上經常僱用人數變化圖

第四節、優缺點分析
總的而言，日本於 2004 年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修正後的這十年來在促進高
齡者就業方面取得十分顯著的成果，然而這僅止於量的方面，在質的方面即高齡
者的就業型態及工資等勞動條件則不甚理想︒例如前述厚生勞動省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59 號所提及到之希望能以正社員的型態受到繼續僱用的勞工佔
44.2%，但實際上能(或高機率)成為正社員者僅 18.6%；成為(或高機率)契約員
工或打工型態的勞工佔 45.7%。又希望繼續僱用時是全時工作的勞工有 51.6%，
惟實際上是全時工作(或高機率)的勞工只有 33.2%︒

再者，另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於 2015 年所做的｢60~69
歲者的僱用、生活調查｣，高齡勞工在到達退休年齡而受到繼續僱用者中，50.7%
的勞工其職務內容及責任皆無變化，34.8 是職務領域相同但責任有所變化；然
而在如此情況下竟有 80.3%的勞工其工資呈現減少的情形，且減少的幅度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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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資有減少的勞工中工資減少率為 10%以下的不過佔 3.7%而已，反之工資減少
率超過 30%的勞工卻有 60.7%；又關於工資減少的理由(可複數回答)，最多的是
因為雇主已用繼續僱用來確保就業機會所以請體諒工資會下降佔 36.1%，27.5%
是雇主未為特別的說明，因為有在職老年年金或高年齡者雇用繼續給付所以勞工
的收入並無變化的為 15.9%，至於因為職務內容或責任有變化者不過 15.2%而已
︒對此種工資下降的情形勞工所抱持的看法(可複數回答)，47.5 認為因為已確
保住就業機會故工資會下降亦屬無可奈何，不過亦有 30%的勞工對於明明工作內
容幾無變化工資卻下降的情形表示不滿，20.8%覺得自己對於公司的貢獻並無變
化亦表不滿，另外尚有 17.0%雖承認工作責任稍有變化但是工資下降幅度太大，
整體而言勞工對於工資調降的態度偏向不服氣，即使接受也多屬迫於現實以確保
工作機會為優先而勉予接受。

此外，就高齡雇用之權利救濟的視角觀之，繼續僱用的工資下降問題如今已
演變為司法爭訟的標的，且日本法院亦於 2016 年 5 月首次針對此議題做出具體
的判斷(法院審判)。簡言之，東京地方裁判所在所謂「長澤運輸事件」的爭議訴
訟24中認定勞工退休後以定期契約的形式受到繼續僱用的原告勞工，儘管其工作
內容及責任與該勞工於退休前相比較幾無變化，且與當時尚未退休的正社員(正
式僱用)勞工間亦無差異，但原告勞工的工資卻較退休前之工資減少約百分之三
十的比例，此一雇主行為已違反日本勞動契約法第 20 條所定之禁止對定期勞動
契約勞工為歧視之規範，因此判決雇主應向原告勞工給付與正社員勞工工資間的
差額。法院雖也認同企業為確保繼續僱用的機會而調降工資的行為本身具有合理
性，但本案雇主並無經營困難等特殊情事存在，則此一差別待遇即屬欠缺必要性
而認為屬違法之行為。
綜上觀之，到達退休年齡而受到繼續僱用之勞工顯然在勞動條件上遭受到不

24 長澤運輸事件，東京地判平 28.5.13，判例集未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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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公允的對待，雖然這與日本傳統在薪資結構等制度上重視年資的年功序列制不
無關聯，但是目前日本法令僅強制要求雇主須採取｢高年齡者僱用確保措施｣，卻
未對高齡勞工的勞動條件有任何保障，因此如同｢高年齡者等職業安定對策基本
方針｣(厚生勞動省平成 24 年 11 月 9 日告示第 559 號)所云的應促使雇主盡快將
重視年齡的薪資及人事制度轉變為重視能力與職務等要素的制度，高齡勞工的勞
動條件變化應與其職務、工作能力及對企業的貢獻有緊密關聯，必要時政府應祭
出罰則遏止雇主僅以到達退休年齡為理由即調降高齡勞工的待遇，如此方能真正
實現高齡者的雇用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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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分析
第一節、 立法背景
南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高齡化，政府相關支出上升，平均壽命現在約 80 歲，
但員工離開他們的主要工作平均在 57 歲和嬰兒潮世代（712 萬人）開始成群結
隊地退休，預計到 2017 年將成為“高齡社會”，政府盡相當大的努力採行人口
高齡化的對策。在這種背景下，2013 年立法強制要求雇主規定的最低退休年齡
為 60 歲以上(MOEL, 2015)。新的“60 歲退休制度”，由於在 2016 年開始，預
期對南韓經濟和社會會有顯著的影響。
2013 年 4 月，南韓的國會通過“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和高齡者就業促進修正
法案”。如果公司歷來預計“努力”尊重 60 歲以上退休的年齡，現在這將是強
制性的，從 2016 年的 300 人以上的企業，2017 年則對於少於 300 名員工的企業。
南韓的總生育率 1991 年為 1.71，2000 年下降到 1.47，隨後跌破日本的數
字在 2001 年為 1.30，然後在 2005 年 1.08。盧武鉉政府（2003 至 2008 年）引
入了生育率下降的對策，並略有回升。 2013 年這一比率為 1.18，2014 年為 1.25。
自 2000 年以來出生率加速下跌的理由包括日益惡化的收入和就業的情況
下，增加了教育成本，並實現工作- 生活平衡的難度。由於生育率下降的結果，
南韓的勞動年齡人口（15～64 歲），預計在 2017 年下降，該國將成為高齡社會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為 14％以上）。
邁向高齡社會的一個問題是老年人的貧困。根據 OECD 的統計，南韓的相對
貧困率（賺不到收入分配中位數的人佔總人口的百分比）為 45.1％（2009 年），
經合組織國家(OECD)平均為 13.5％中最高的。促成因素包括：1）服務期間短（因
低退休年齡平均 57 歲）
，2）低退休金福利--替代率為 45%，低於 OECD 國家平均
的 63%(OECD, 2015)，以及 3）不使用公共援助。
為了應對快速變化的經濟和社會情況，保險費率和給付率一直有多次檢討，
目前的保險費率 9％（勞雇支付各佔一半）
，和給付（所得替代）率 2012 年為 48
％（2008 年由 60％下調至 50％，此後每年降低 0.5％，直到 2028 年達到 40％）
。
然而，受益率假設 40 年請領期（最低請領期為 20 年）
，所以 20 年的請領期內將
產生約給付的一半。事實上，給付支出（國民年金統計月報）的統計顯示，到
20 年或更多的用戶平均每月付款 851,090 韓元，而 20 年的平均支付期間的用戶
僅 410,680 韓元，低於最低生活費用（根據保健福祉部，2012 年一個人獨居的
最低費用為 553,354 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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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比較晚，人們接受救濟的人數目前是相當低的，但
是，隨著南韓社會高齡化，值得關注的是申請人數量將在未來幾年內增加，使得
養老資金更加困難。對此，經研究決定，除了受益率在 2007 年降低，在此養老
金可以支付在 2013 年將增加至 61 歲（從原來的 60 歲）
，並每五年再延長一年，
在 2033 年達到 65 歲。
面臨的挑戰將是，在短期內努力爭取資金，並在中長期檢討，實施一個可持
續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建設。對於退休年齡的提高的原因包括：1）養老金支付年
齡提高; 2）一些從大公司提前退休去創業，創業資金舉債導致了家庭負債增加
的事實，有報導說，大型零售商競爭激烈，其數量增加迫使許多進入後短短幾年
就關閉，導致很多人成為貧困。(Mukoyama, 2014)
南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以下簡稱
AEPA)，是在南韓專門處理就業年齡歧視有關問題的法律。雖然其他法律，如國
家人權委員會法（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 以下簡稱
“NHRCA”）也有規定禁止就業年齡歧視，但只提供不具約束力的建議調查程序
或僅僅是聲明，未取得強制執行的手段，與對年齡歧視約束力的救濟措施。為了
彌補這一缺失，該 AEPA 於 2008 年頒布，修正之前的高齡者就業促進法(the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Act)。對於 AEPA 頒布的主要動力是，近一半的南韓公司,
在招聘和裁員上，設置年齡限制或考慮年齡作為一個因素這一事實，這已經成為
在南韓十分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Lee, 2016)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預期效果包括：可以消除以年資敘薪改為以績效敘薪，
另外能在全國好好運用這一些高齡人力資源，以實現積極有活力的高齡社會。
(Lee, 2008)
韓國 1980 年和 2010 年之間平均壽命從 65.7 歲上升至 79.6 歲。然而，員工
仍然在 53 歲離開他們的主要工作，和平均在 57 歲完全退休，且嬰兒潮世代（在
1955 年和 1963 年之間出生的 712 萬人）開始成群結隊地退休。在此背景下，2015
年 5 月修訂的「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年長者就業促進法」，強制規定雇主的最低
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上。這項修正案是一個先發制人的法案，以應對韓國的人口
在世界上最快速度老化的重大現實意義。
為了確保及時進行軟著陸的 60 歲以上的法定退休年齡，與保護法律修訂案
實施之前退休的員工，政府擴大了「薪資高峰制補助」(subsidy of salary peak
system)勞動者資格，和提出基於其退休年齡延長的最高補貼限額，由 840 萬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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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1,080 萬韓元(約新台幣 32 萬元)，年長者延長就業補貼也進行了改造，以
加強與 60 歲以上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連結。因此，如果公司提高其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上，還提供了這種補貼。
自從 2000 年第一次成為高齡化社會，韓國已經老化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快。
據估計，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在 2018 年增加至佔總人口的 14％，到 2030 年
再到 23.3％，這將成為超高齡社會，有四分之一的高齡人口。特別是，在 2017
年開始的經濟活動人口（15～65 歲）的數量會減少，到 2030 年的主要勞動力，
年齡在 25～49 歲的人預計減少到不到 50％，總的來說，這對韓國的勞動力市場
上將有重大震撼效果。
南韓現時點的人口結構其老年人口比例並不算高，不過由於南韓的出生率極
低，加上韓戰結束後的戰後嬰兒潮人口亦逐漸邁入老年階段，其 15 至 64 歲人口
占總人口的比例預計將於 2020 年前後迎來分水嶺，屆時南韓的人口老化恐會以
更勝於日本的速度在進行︒因此雖然南韓目前尚無勞動力短缺的困擾，但不得不
未雨綢繆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超高速人口老化問題，早在 1991 年即通過高齡者僱
用促進法並實施相關措施︒

圖 10 南韓與日本的 15~64 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之預測圖

資料來源：齋藤尚登、新田尭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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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為因應即將到來的超高速人口老化議題，於 1991 年通過高齡者僱用促
進法，該部法律的沿革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91 至 2005 年
的失業對策期，以 60 歲退休制的訓示規定及標準僱用率為基礎，並輔以政府的
補助來鼓勵雇主超越標準僱用率地大量僱用高齡者、協助即將離職的高齡勞工迅
速再就業，希望能解決高齡者的失業問題，不過實施成效不理想，2005 年時經
常僱用人數三百人以上之企業有 55.9%未達到標準僱用率的要求，平均退休年齡
僅 56.8 歲︒第二階段是 2006 以降的延長僱用政策期，首先是從 2005 年起政府
每年皆會統計並公布高齡者的就業情形以供施政參考；2006 年導入薪資高峰制
度，以求確保高齡者的僱用機會；2007 年開始補助延長退休年齡至 56 歲以上或
廢除退休制度的雇主；2008 年修法禁止雇主在招募聘用勞工時為年齡歧視並更
改法律名稱為禁止就業之年齡歧視與促進高齡者之僱用法；2010 年擴大禁止年
齡歧視的範圍至勞動關係中的所有事項；2013 年法律直接規定退休年齡不得低
於 60 歲，此階段之政策顯然是以延長勞工的就業期間為重心。(齋藤尚登、新田
尭之，2015)
然而，目前的法律規定：“當雇主設定了退休的年齡，他/她將盡力在 60 歲
以上。”與 300 名以上員工的工作場所，其平均退休年齡為 57.2 歲，員工不得
不放棄工作。鑑於此，本次修訂的目的是要求各公司建立自己的退休年齡為 60
歲以上，並採取必要措施，根據退休年齡的延長，修改其薪資制度等。生效日期
將根據工作場所的大小而有所不同。
第二節 立法重點
南韓 2008 年修訂的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規定，從 2009 年 3 月 21 日開始規範
招募、聘用禁止歧視，2010 年元旦開始對薪資與其他福利給付、教育與訓練、
工作指派、調職或升遷、退休或解僱等禁止歧視。
這一次的修訂把 1994 年高齡者就業促進法(the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Act)除高齡就業促進外，增加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2013 年立法的修正重點主要作延長退休年齡提高到 60 歲以上，配合退休年
齡的延長，薪資制度也必須要調整，經協商工會或大多數員工確認，政府也可以
提供就業補助及設立諮詢委員會協助推動。以下分述現行法規各章的內容重點：
一、第一章總則
包括立法目的、相關名詞定義(高齡者意指 55 歲以上的人民和員工；中高齡
者意指 50 歲以上未滿 55 歲者)，規範政府的責任在於設定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政
策、提供高齡者就業措施，包括職業技能發展訓練、就業促進與保障；雇主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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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要努力消除就業年齡歧視，提供適合高齡者的就業機會、改善職業技能、工作
設施、延長退休年齡、增加就業就會；就業勞動部長每五年洽請中央相關機關訂
定促進高齡者就業基本計畫，訂基本計畫時，相關機關必須提供相關資料，該計
畫必須包括高齡者就業現況與展望、職業技能發展、改善僱用高齡者的可行方
法，含職業介紹、再就業服務；基本計畫並需送到就業政策委員會審議。
明文禁止雇主關於招聘和僱用、薪資與其他福利給付措施、教育和訓練、工
作指派、調職或升遷、退休或解僱等方面基於年齡上的歧視。由於 AEPA 只禁止
歧視沒有正當理由者，如果雇主能夠證明對用人單位的歧視行為，或政策有正當
理由，用人單位沒有違反 AEPA。該 AEPA 枚舉，政策和做法的幾個理由，可能構
成非屬就業年齡歧視，即：
1、凡不可避免地需要因相關職責的特性需有一定的年齡限制者;
2、凡基於服務年資，薪酬和其他福利會有合理的差異者;
3、凡退休年齡依照 AEPA 或其他法律，由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團體協約等
規定者;
4、凡依照 AEPA 或其他法律，為某特定年齡組的就業維護和促進，採取支持
措施者。
依照國家人權委員會法（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 以
下簡稱“NHRCA”）第 30 條規定，基於年齡遭受歧視的員工，可向國家人權委員
會（以下簡稱 NHRC）提出申訴。NHRC 隨後將調查，並可以發出不具約束力的諮
詢意見，並通知就業勞動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以下簡稱
“MOEL”）。如果雇主不遵守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建議，而不提供正當理由，如果
歧視是巨大的，MOEL 無論是在員工的要求或自發性地，可以責令用人單位糾正
歧視行為。就業勞動部長對未遵守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建議的雇主，可發布糾正
令，包括不遵守建議、累犯、意圖不遵守造成傷害，其糾正令內容可以包括停止
就業年齡歧視行為、傷害賠償，還有預防再犯等。就業勞動部長可要求雇主提供
糾正令的執行報告。
二、第二章政府對高齡者就業的支持
包括為高齡者收集發佈就業資訊、提供職業技能發展訓練、提供適應環境訓
練、職場安全衛生訓練，必須依照高齡者身心狀況適當修正訓練內容；為高齡者
提供職業輔導、職業介紹、性向測驗，改善相關的行政組織與設施，並規範職業
輔導人員的適當資格；就業勞動部長必要時應為雇主提供適當的管理輔導，包括
工作指派、設施環境改善、提供適合高齡者身心狀況與職業技能的就業，其教育
訓練、設施改善等費用，必要時給予補助，其費用由就業保險經費支應，支應標
準由就業勞動部長決定；於必要的地區設立高齡者就業資訊中心(Employment
Information Centre for the Aged)，提供求職求才登記、職業輔導、職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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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適應訓練與教育，延長退休、人事管理與工作環境改善的技能諮商輔導，及
宣導高齡者就業促進等；就業勞動部長得指定適用就業服務法與職業技能發展
法，具備有職業輔導、職業介紹服務、職業技能發展訓練專業人力與設施的適當
機構，設立高齡者人才銀行(Talent Bank for the Aged)，由政府提供全部或部
分經費，提供職業介紹與職業技能發展訓練；就業勞動部長可以從非營利組織和
公共機構中指定設立已退休中高齡者專業人員就業服務中心(Employment
Service Center for Middle-aged Professionals)，提供求職求才登記、職業
諮商、職業介紹、中小企業管理諮商、志願服務工作等。經指定的專門機構如停
辦免費職業介紹、業務暫停、職業訓練設施取消或業務暫停、職業訓練設施關閉、
職業訓練機構停止運作和績效不彰等，則終止指定，停止經營須通報就業勞動部
長。政府的高齡者促進就業業務項目可以包括提供適當的社會服務工作、創業協
助、就業博覽會、相關的調查研究、服務人員的教育訓練、支持僱用高齡者的績
優單位表揚。
三、第三章高齡者僱用促進與保障
300 人以上員工的雇主應依標準僱用率(製造業 2%，交通、不動產、租賃業
6%，其餘各業 3%)致力於僱用高齡者，每年要向就業勞動部長報告僱用情況，未
達標準僱用率者，需要提出必要的措施，促進與穩定就業，政府可提供諮商建議，
其他必要的合作與支持，超過僱用率的可以減免稅，政府也可以為雇主提供相關
的就業補助，包括新僱用、大量僱用，經多數工會或員工同意實施薪資高峰制度、
專業機構診斷重整高齡者的薪資制度與職務再設計等；就業勞動部長在就業政策
委員會審議之後，應選定適合高齡者與中高齡者就業的優先職業，舉辦必要的調
查研究，促進高齡者與中高齡者優先職業的發展；政府部門須優先僱用篩選優先
職業的高齡者與中高齡者，僱用優先職業績效欠佳的雇主必須提出報告說明理
由；對於沒有遵守與無正當理由根據優先僱用篩選優先職業的高齡者與中高齡者
增加就業要求的人，就業勞動部長可以公開宣布上述細節或暫停由參與就業保障
行政部門提供的就業服務，如職業指導和就業服務等。
四、第四章退休年齡
雇主的內部退休年齡規範在南韓非常普遍，員工常不由自主達到法定退休年
齡之前終止僱用。該 AEPA 明確規定，當用人單位設置了員工退休年齡，用人單
位必須設置年齡不超過 60 歲以下。如果用人單位設置了退休年齡低於 60 歲，它
被視為已延長至 60 歲。這對於公司退休年齡強制基礎(在 2013 年通過修改採取
AEPA，擁有 300 名員工以上公司與公營企業於 2016 年實施，而其餘 300 名員工
以下公司與中央地方部分將從 2017 年實施)。許多南韓頂級公司都已經或打算，
採取薪資高峰制度作為緩解支付員工薪水。薪資高峰制度包括將定期減薪 - 而
不是加薪 - 給員工們達到一定年齡(55 歲)後，對他們的服務的其餘時間，直到
達到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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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僱用 300 人以上員工的雇主每年須向就業勞動部長報告退休年齡制度
的執行狀況，如果沒有遵守法定的退休年齡制度，政府會公告，另外對於退休的
員工可以努力協助適合他們能力的工作，但不再適用退休前的年資、休假與薪資
水準；就業勞動部長對於僱用退休後再就業的員工可以提供相關的求職活動必要
協助、勞動成本補助、就業諮商建議等支援合作事項。
依據統計南韓員工離開主要的工作平均為 53 歲，平均真正退出勞動市場是
57 歲，在 2013 年 5 月新修訂的法案之後，會擴大薪資高峰制度的補助從 840 萬
韓元增加到 1,080 萬韓元。
薪資高峰制對於員工的補助主要分為 3 大方面：
1、在延長退休年齡方面，如果退休年齡延長到 56 歲以上，每人每年可以補
助達 1,080 萬韓元，最長可以補助 5 年，但是前提是員工的薪資在第 1 年要減少
10%，在第 2 年的時候減少 15%，在第 3-5 年減少 20%，如果是少於 300 人員工的
企業，其補助前提是員工的薪資要減少 10%。
2、在退休後再就業方面，適用對象是退休年齡在 55 歲以上，他的補助可以
到一年 600 萬韓元，但是他的薪資必須要減少 20%，如果是在 300 人員工以下的
企業就 10%；
3、在減少工時方面，作為減少工時的標準是每 1 個禮拜減少到公司只有 15
到 30 個小時，每年的補助可以到 500 萬韓元，最高五年，補助的標準是他減少
薪資 30%。
延長高齡者僱用對雇主的補助方面也是分為三項：
1、有關延長退休年齡的補助，對於少於 300 人員工的企業，必須僱用員工
至少 18 個月到 60 歲以上，依延長退休年齡年數，每個月補助每位年長員工 30
萬韓元；
2、補助 55 歲以上退休員工至少再就業 18 個月，在 300 人以下員工的企業，
依提供再就業 3 個月期間，每個月也是一樣每個人補助 30 萬韓元；
3、補助 60 歲以上員工方面，對於少於 300 人員工的企業，未設定退休年齡，
從 2017 年開始，在特定的產業裡面，僱用 60 歲以上員工超過特定的標準至少 1
年，按季補助超過僱用員工每位 18 萬韓元。
4、在減少工時方面，作為減少工時的標準是每 1 個禮拜減少到公司只有 15
到 30 個小時，每月的補助可以到 30 萬韓元，最高五年。(MOEL, 2015；新田尭
之，2016)
五、第五章附則(含罰則)
就業勞動部長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指派相關政府官員檢查本法規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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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事項。禁止雇主對於面臨就業年齡歧視的申訴、控告、報告、提供資訊、反
應和證詞等的員工，給予不公平的對待，如解僱、調職和懲戒，處 2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1,000 萬以下韓元；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就業年齡歧視之雇主，
科 500 萬以下韓元；未遵守就業勞動部長糾正指令者，科 3,000 萬以下韓元；有
以下情形者科 500 萬以下韓元：1、未提就業年齡歧視報告者，2、未提供僱用高
齡者情形者，3、未提供退休年齡制度實施狀況者，4、高齡人才銀行、中高齡專
業人員就業服務中心未提供執行報告者，5、拒絕或逃避官員檢查本法所規範的
法定事項者。
南韓對促進中高齡就業之其他主要之立法，摘要如下：
表 4 南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及其相關法律
相關法律名稱

相關性

備註

僱用政策架構法

高齡者促進就業基本計畫須送請依
該法設置的僱用政策委員會審議

勞動基準法

勞工的定義；退休後再就業不再延
續之前受僱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退
休金支付、有給休假、敘薪方式等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

年齡歧視申訴受理機關

職業安定法

依該法設置的機構可被指定設置高
齡者人才銀行

員工職業技能開發

依該法設置的機構可被指定設置高
齡者人才銀行

法
雇傭保險法

高齡者促進就業相關經費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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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南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及其相關法律
第三節、成果分析
一、就業年齡歧視狀況
據國家人權委員會在 2014 年 1 月提供的統計，NHRCA 頒布後，大約 80,000
件申請案。其中，21％與歧視有關。大約所有申請案的 7％是關於就業年齡歧視。
AEPA 實施以來， 2009-2013 年，每年關於就業年齡歧視平均 157 件請願，
這是兩倍以上於 2008 年的數字。
二、哪些說法是最常見的歧視，什麼是最棘手的雇主問題？
向國家人權委員會遞交請願書最常見的類型是涉及招聘和就業歧視索賠，而
對於在其他領域，如調職、升遷和教育訓練歧視在數量上相對較少。雖然未涉及
AEPA，在非就業領域的年齡歧視的請願書 2008 年有 17 件，在 2012 年顯著增加
為 4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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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率穩定成長
南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立法於 2008 年將 1994 年以來的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增
加了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部分，從 2009 年開始在招募與僱用實施，2010 年擴及
薪資與其他福利給付、教育與訓練、工作指派、調職或升遷、退休或解僱等禁止
歧視。實施到 2015 年為止中高齡者的就業率，除了 2009 年剛實施與正逢全球金
融海嘯，勞動市場需求普遍低迷外，其餘各年均穩定成長。2013 年新修訂的法
令因為規定 2016 年 300 人以上的企業與公家機關開始適用，300 人以下的企業
2017 年才開始適用，無法統計，所以此項統計績效屬 2009 年以來的適用法律，
故從 2008 年開始呈現數據。
表 5 南韓 55-64 歲中高齡者 2008-2015 年就業率(%)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南韓
就業
率

60.6

60.4

60.9

62.1

63.1

64.2

65.6

65.9

OECD
平均

54.0

53.8

54.0

54.6

55.5

56.3

57.3

58.1

就業
率
資料來源：OECD(2016)
第四節 優缺點分析
一、優點
依據 2008 年所修訂的禁止年齡歧視與高齡就業促進法的規範，其經濟效益
如何？Rheea et al.(2013)研究的結論指出：經估計對員工來說延長退休的收益
每年增加 5.77 兆韓元，推估出來雇主每年會約損失近 4 兆韓元，故立法後的社
會經濟淨效益是每年約 1.56 兆韓元；另根據南韓產業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與南韓經濟研究院(the 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KERI)研究顯示：估計到 2020 年薪資高峰制度可以增加 107 兆韓元，
55 歲以上者每年減少 10%的薪資可以省下 25.9 兆的韓元，此情況之下企業大概
可以在 2016 年到 2019 年創造 8 萬到 13 萬個工作機會。(Kim, 2015)
二、缺點
對於南韓提高退休年齡效果方面的分析，有些工會認為延退但也沒有升遷機
會為什麼要延退？另外在一般的觀察裡面，大企業或者是公部門的職場可以立即
享受到延退的優惠，但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講，低薪的狀況根本沒有辦法解決，所
以也不見得延退會獲益，還有因為延退的話會增加公司的負擔而且會減少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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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雇關係上還有再加強的空間；另外有一些雖然提高了退休年齡但卻降低薪
資，所以工會團體持反對的態度。(Lee, 2013)
採用薪資高峰制通常需要對現有工作規則或就業公司的契約進行修訂。工作
規則可以由公司透過與員工協商修正(Lee, 2016)。南韓的薪資高峰制度充滿了
爭議，勞雇雙方並沒有共識，年資本位薪資制度要改成績效本位薪資制度，誘因
不足。雖然南韓最高法院的解釋：對員工工作規則改變的不利狀況，如屬於社會
規範合理範圍內，可以接受，所謂合理要考慮的因素有底下幾種：1、對員工不
利的程度，2、公司必要的程度與性質，3、這種變動的公平性，4、與其他勞動
條件改善的相關性，5、是否有充分與工會或員工協商，6、當前一般產業的做法
等。顯然目前這些原則均不見得相符合。(Lee, 2015)
在 2015 年 9 月 13 日勞雇政參方達成協議辦理薪資高峰制度，但雇主還是認
為會增加人事成本，薪資高峰制度的目的在於：減少接近退休年齡員工五到七年
薪資，以僱用青年並維持年長員工部分工作，但是他的一項缺失是他只是一種行
政指導沒有強制力(無罰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清楚的規範會造成可能的
勞資衝突，因為節省的薪資成本未必創造青年的工作機會，對於工會來說他們會
拒絕減少薪資並延長退休，因為雇主減少薪資的效益不大，對企業來說只有大企
業比較能夠接受，贊成這一塊的人主要是政府跟雇主--他們認為可以增加青年與
高齡員工就業保障；反對比較激烈的是工會，他們拒絕減薪，因為這樣減少實質
薪資只會增加雇主的利潤，所以工會一直拒絕上談判桌。但最近這幾年南韓青年
失業創新高，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工會也只好被迫接受這樣的協議，這可以說
是一種政治的妥協；還有所謂的薪資高峰制度，只有述說薪資制度的改善(“wage
system improvement”)，雖然碰到爭議的時候會有一些仲裁，但是它的效果還
是會遭質疑，因為必須要勞雇雙方都能夠接受，政府的規範變成只有指導方針與
提供諮詢而已。
企業省下的這些費用之後，他不見得會重新僱用，而且員工平均在一家公司
的時間大概 85 個月(約 7.08 年)，此情況之下解僱跟自願離職會頻傳，延退與薪
資高峰制度對於公司的勞動成本降低，還有員工就業保障的影響不大，要創造青
年的工作機會也遭質疑，公司重組之後穩定的減少了員工，但是不見得會有同比
例來增加僱用年輕人。(Kim, 2015)
南韓的高齡層勞動參與率極高，特別是 65 至 69 歲年齡層的勞動力參與率高
達 44.4%，幾乎是 OECD 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然而與日本同出一轍，這亮麗的表
現僅止於量的層面，若進一步探討質的層面，將發現南韓顯然仍有許多課題有待
解決。

47

南韓的高齡層勞動參與率雖高，但南韓的高齡者並非為了追求人生價值或個
人興趣而繼續工作，實乃受限於經濟因素而不得不工作。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有
複數個，首先是南韓勞工的典型僱用期間短而無法累積足夠的財產支應老年生
活，男性青年(19 至 29 歲)因為有服兵役的義務，加上為了擠進大企業的窄門而
以留學或升學至研究所等方式延長在學期間的現象頗為普遍，因此延後男性進入
勞動市場的時間，造成其 19 至 29 歲年齡層勞動參與率甚低的結果，同時壓縮男
性的就業期間；女性則是在結婚生育後難以重返職場，不僅令 30~39 歲年齡層的
勞動參與率偏低還中斷女性的職涯發展；第二個原因是南韓的年金不足以支應老
年生活，南韓自 1988 年起實施國民年金，須加入保險 40 年始可請領全額年金，
因此最快也要 2028 年始有人可請領全額年金。於 2014 年的時點，南韓 55 至 79
歲的人口中僅 45.7%的人在請領年金，且在年金請領者中超過八成的人其年金總
額(包含公務員年金及私人年金等)低於一個月 50 萬韓元，與南韓勞工的平均工
資一個月 230 萬韓元相去甚遠；又儘管目前尚無人可請領全額年金，但國民年金
的所得替代率已從原先預定的 60%逐步下修，至 2028 年時將降低至 40%；第三個
原因則是受限於政經環境與少子化，子女扶養長輩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再進一步分析南韓高齡者的就業內容，60 歲以上勞工有 31.3%是勞力工(勞
力工占全年齡勞工中的 12.9%)，26.4%從事農林漁業(農林漁業勞工占全年齡勞
工中的 5.7%)，高齡者從事此兩種業別工作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勞工，
換言之，眾多高齡者是被迫投入單純的勞力工作，難以發揮所長，且 60 歲以上
勞工的收入僅有 40 至 49 歲勞工收入的 61.3%而已；另外南韓 65 歲以上高齡者
的相對貧窮率高達 45.1%，遠遠超過 OECD 國家平均的 15.1%，南韓高齡者的艱難
處境可由此窺知一二。
為打破此困境可考慮在維持薪資水準的前提下延長勞工的退休年齡，不過經
由複雜的政經決策後南韓選擇採用不會增加企業負擔的薪資高峰制度，讓勞工在
到達一定年齡後以削減工資為代價，獲得延長退休年齡或退休後再僱用的機會，
短少的工資則由政府給付補助來支應。然而因為南韓的離職金是已離職前三個月
內的平均工資為計算基礎，該制度對於勞工的離職金數額計算非常不利，勞資間
難以達成合意，故 2014 年時經常僱用人數三百人以上企業導入該制度的比率僅
有 13.4%，經常僱用人數未滿三百人的企業更只有 9.4%。另外，該制度對於政府
財政的負擔亦是個兩難問題，補助太多則政府財政負擔沉重，補助太少則勞工的
勞動條件及生活水準將大幅惡化。總的而言，該制度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克服。(齋
藤尚登、新田尭之，2015)
*韓國 2013 年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中臺灣沒做的
一、標準僱用率(製造業 2%，交通、不動產、租賃業 6%，其餘各業 3%)、超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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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僱用率者可以減免稅；
二、每五年就業勞動部洽中央相關主管機關訂定高齡者促進就業基本計畫；
三、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內涵與例外規定；
四、就業年齡歧視的請願/陳情程序規定；
五、指定適用職業安定法與職業技能發展法機構設立高齡者人才銀行；
六、指定設立已退休中年專業者就業服務中心；
七、薪資高峰制與專業機構診斷重整薪資制的就業補助金，由就業保險經費支應；
八、調查研究篩選適合中高齡就業的優先職業；政府部門並必須優先僱用適合中
高齡者職業的中高齡者；
九、雇主設定員工的退休年齡須 60 歲以上；
十、罰則有分項：對於不公平待遇，包括解僱、轉換工作或懲戒，處 2 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1,000 萬韓元以下的罰金；辦理招募、僱用的歧視科 500
萬韓元以下的罰金；另外沒有遵守糾正指令的科 3,000 萬韓元以下的罰金；
此外，對於沒有依規定提交報告，還有不接受檢查者，科 500 萬韓元以下的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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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分析
第一節、立法背景
65 歲以上的新加坡人將快速增長，預估從 2014 年的 11.2%增長至 2030
年的 19%，到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將占 38%，為全球最年長國家之一. 新
加坡是全球 221 國家中人口預計壽命第四高的國家。但其人口出生率卻是全
球最低之一。因為老齡化所造成勞力急劇下降將使新加坡 GDP 增長從 2005
年的 6.9%下降到 2030 年的 3.9%。
鑑於新加坡勞動力的逐漸老化，至關重要的是，企業與政府仍能適應這
種發展的影響。以下各節提供有關新加坡勞動力的一些關鍵統計數據：
多年來，新加坡經歷了低與下降的出生率。 2011 年，總生育率（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為 1.201，比三十年前 2.1 的替代率要低得多。
這個生育率下降，再加上預期壽命在 1970 年的 66 歲增長至 2010 年為 82 歲，
已導致新加坡經歷了人口萎縮和老齡化。新加坡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目前為
42 歲，十年前為 39 歲。 如下圖 1。

圖 12 新加坡 2002 年與 2012 年勞動力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4)
2012 年的全部常住工作人口中，55 歲以上的有 19.4％，離開勞動力的
數量目前為 123,000 人與 245,000 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預計在 2030 年只有
171,000 勞動力將進入勞動力市場，但預期有 258,000 人離開，導致 87,000
名員工短缺的勞動力。如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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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新加坡 2012 年進出工作年齡人口數
資料來源：同圖 1。

圖 14 新加坡 2030 年進出工作年齡人口數
資料來源：同圖 1。
新加坡當前和未來工作年齡人口正變動，公司開始規劃和準備什麼樣的
未來？而以往的做法專靠外國員工，在各國勞動力老齡化所帶來的困難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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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種做法不應再充當為解決方案。鑑於政府目前的努力，建立一個更強
大和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核心，外勞政策的最新立法變化導致人力部
((Ministry of Manpower, MOM)的決定：減少對外國勞工的引入。因此，公
司需要考慮其他替代方案。(SNEF, 2013)
從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亦得到證實，新加坡於 2000 年老年人口在總人口
中的比例達到 10.6%，開始快速人口高齡化進程，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新加
坡於 2020 年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上升至 26.5%，屆時將
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為老年人口；而到 2020 年將有三分之一的人為老年人
口，高齡化水準達到 35.6%；甚至 2050 年老年人口將達到 39.6%，成為世界
上人口高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統計截至 2011 年底止，新加坡共
有 526 萬人口，其中定居居民計有約 380 萬人，而非定居居民則計有約 146
萬人 ，而上開定居居民中，65 歲以上人口比例為 9.3%。新加坡的戰後嬰兒
潮世代約有 90 萬人，渠等從 2012 年起陸續進入 65 歲退休年齡，以目前千
分之 1.2 的出生率來看，新加坡的年齡中位數將從現在的 39 歲，大幅提高
到 2030 年的 47 歲，現在平均每 6 個勞動者扶養 1 位退休者，屆時將變成 2
個勞動者扶養 1 位退休者(引自職訓局，2012)，對勞動者的負擔可謂大幅提
升。換言之，倘不能有效解決人口及勞動力加速高齡化現象，照顧年長者的
勞動者將會越來越少，新加坡就會面臨勞動人口數量萎縮、經濟停滯的局面。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相信中高齡者能為社會繼
續做出經濟貢獻，是活躍老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新加坡政府鼓勵
中高齡人士繼續留在勞動隊伍，除了能填補勞動隊伍的空缺外，所得的收入
也能讓中高齡人士維持經濟獨立，減低對家庭、政府的依賴。新加坡國會於
2011 年 1 月修訂了退休年齡法和重新改名為退休和再就業法（RRA），並於
2012 年 1 月 1 日實施。用人單位要重新僱用符合條件的年長員工或支付他
們僱員救助金（EAP）
，還規定了一些員工在再就業或支付 EAP 發生爭議情況
的補救措施。(Cooper, 2011)
多年來，退休年齡從 55 歲逐漸提高至 62 歲提出：(straitstimes, 2014)
1955 年：英國殖民當局設定在 55 歲國家退休年齡由中央公積金提領退休金。
1993 年：透過立法設定 60 歲作為法定退休年齡。
1995 年：勞資政三方委員會關於退休年齡的延長設立研究如何將法定退休
年齡可以逐步提高到 67 歲。
1999 年：退休年齡提高到 6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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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立法重點
2012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與重新僱用法(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 RRA) 取代退休年齡法(Retirement Age Act, RAA) ，規定只要年長員
工的健康狀況良好，工作紀錄令人滿意，雇主就有責任繼續聘用他，直到員
工滿 65 歲為止。勞資政委員會目前著手把重新受僱年齡上限從 65 歲調高到
67 歲。重新僱用的精神為僱傭雙方在職務範圍和工作條件方面提供了靈活
性。對雇主而言，重新僱用政策不僅幫助公司保持成本競爭力，也繼續從年
長員工的豐富經驗中受益。對員工來說，可以繼續留守工作崗位或不同僱用
條件下轉調其他職務。這為員工提供持續就業的機會，賺取固定收入，增加
退休儲蓄。退休與重新僱用原則如下(MOM, 2015)

:

一、確認即將屆滿 62 歲員工之健康狀況及工作表現。
二、雇主應在員工退休前的 6 個月或更早之前就與員工展開有關重新僱用的
協商。
三、雇主可考慮為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員工提供工作安排選擇，包括保留原
有職務(受僱條件或須調整)或轉調其他工作。僱傭雙方須就此達成協議。
四、雇主應在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就向他提出
重新僱用建議，給予員工足夠時間考慮。無法獲得公司續聘的年長員工，
雇主應在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通知有關決定，以便員工能做好退休準
備或另覓其他工作機會。
在新條例下，只要年長員工的健康情況良好以及工作紀錄令人滿意，雇
主就有責任繼續聘用他，直到其年滿 65 歲甚或 67 歲為止。
在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的規定，提供了受僱員工免於年齡歧視，除了
第一章初步規範法案名稱、相關名詞、主管官員的職責外；第二章規範最低
退休年齡與 60 歲之後的薪資調整：最低退休年齡主要的規定包括以下幾
項：第 1 點，禁止雇主在 62 歲以前解僱員工，退休年齡契約如低於 62 歲或
規定的最低退休年齡，則該契約無效；第 2 點，在員工達到 62 歲的時候，
還可以維持再僱用至 65 歲甚至 67 歲；第 3 點，雇主如基於年齡的因素，62
歲以前解僱員工，需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00 元以
下新元。
60 歲之後的薪資調整(Salary adjustment)方面：雇主在員工滿 60 歲
的時候，有作出薪資調整的權利，但決不能以年齡的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員
工的生產力、績效，義務和責任，而薪資制度如適用於該員工的資歷系統）
降低薪資，且其幅度不得超過 10％；雇主必須向員工通知，說明減少幅度
和有效日期，並給他一個合理的的機會聽證；如員工不同意減薪則可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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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主要立基於年資為本位薪資制度，只依年齡自動增加，不管員工的生產
力與績效，但是這樣會導致高齡員工缺乏市場競爭力，也因此薪資調整是必
要的，以維護員工依年齡能夠具備不同的就業能力。
因應 60 歲之後高齡員工的薪資調整，新加坡的配套處理方式主要有幾
個方面：第一、調降高齡員工公積金(CPF)的納費率(2015 年一般 17%、50-54
歲 16%、55-59 歲 12%、60-64 歲 8.5%， 65 歲以上 7.5%)(CPF, 2016) ，並
以工作福利所得補充(the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來協助高
齡低所得員工與補助降低的公積金納費率；第二、人力部(MOM)持續與勞資
團體共同透過訓練、技能提升與職務再設計，加強高齡員工的就業能力，這
樣就可以減少高齡員工面臨薪資調漲的困境。依照統計, 民間企業對 60 歲
以上員工減薪的僅佔 2.8%。(MOM, 2015b)
第三章規範合格員工再僱用，包括再僱用資格的判準、雇主對再僱用合
格員工之處理、僱用契約與再僱用契約服務期限、就業援助金(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等：再僱用資格的判準包括：年滿 60 歲、達到雇主滿
意的工作績效，及身心狀況適合繼續工作；再僱用員工可另訂新契約，包括
工作範圍、工作期間與工作條件等，跟原有的契約可以不同；除非另外協議，
新僱用契約僱用期間不得少於 1 年。雇主如果在法定的退休年齡不再僱用有
意願持續工作的員工的時候必須要支付該員工就業援助金(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 EAP）--相當於 3 個月的薪資(2017 年 7 月 1 日後增
加至 3.5 個月)( MOM, 2016b)，但最低 4,500 新元, 最高 10,000 新元；對
於被重新僱用至少 18 個月的員工，EAP 可以考慮較低的 2 個月薪資，但最
低 3,000 新元，最高 7,000 新元；除了 EAP，鼓勵雇主提供再就業援助，幫
助員工尋找其他的就業機會。
另外雇主不需要再僱用的情況有以下幾點：第一種，就是員工並沒有符
合再僱用的標準，就是包括他的業績還有他的身心狀況；第二種，員工並沒
有再就業的意願；第三種，雇主方面並沒有適當的職缺提供給員工再就業，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雇主必須提供就業援助金；另外，雇主再僱用員工
也可以另外訂定契約，不是一定要跟原來的僱用方式一樣，另訂契約的方式
可以依照員工的生產力、績效、職責等重新安排。(Tann, 2015)
第四章救濟措施：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的救濟措施可以包括幾個方
面：第一種情況，在最低退休年齡前被解僱的，通常必須在發生事實之後的
一個月之內以書面向人力部部長書面申請，可能的賠償措施就是會重新僱用
或者補償受僱期間的薪資；第二種，沒有正當的理由拒絕再僱用或者是解僱
的，員工要在一個月之內向勞動官員(the Commissioner for Labour)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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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接到案子之後會先進行雇主與受僱員工的調解，如果調解不成，員工可
以在一個月之內向人力部部長申訴，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可以獲得再就業或補
償。通常部就做最後確定，如果雇主沒有遵照部長的指示，需要罰 10,000
新元或者服刑 12 個月或兩者皆有；第三種，沒有正當的理由無再僱用契約
或者是不提供就業援助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受僱員工必須在事實發生之
後 6 個月內書面通知勞動專員先行調解，調解不成在一個月內申訴，可再就
業或者是得到補償；另外，對不服勞工專員決定的，在 14 天之內受僱員工
可以向新加坡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
雖然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有以上這些救濟制度，但是至今送到新加坡
高等法院的只有一個案子。至於為什麼新加坡的年齡歧視案件會這麼少，只
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雇主通常不會用年齡當作解僱的理由，通常是用契
約已經結束才停止繼續僱用員工；第二個理由，大部分透過勞工官員調解這
些勞資爭議事件了。
雇主規避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通常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當員
工快要接近退休年齡 62 歲之前終止他的勞動契約；第二種方式，那是員工
已經到達退休年齡也就是 65 歲了，那他就不需要再僱用了。
第五章總則，包括規範：勞工專員與調查官員的權限、申訴和違規調查
程序、罰則(阻礙員工申訴可處 5,000 新元以下罰金；任何人違反本法一經
定罪，罰款不超過$ 5,000 新元或監禁不超過 6 個月或兩者，以後再犯，罰
款不超過$ 10,000 新元或監禁不超過 12 個月或兩者)、發布三方指引(issue
tripartite guidelines)權利、過渡措施等。
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的適用對象包括所有的受僱員工，但是有幾種例
外：第 1，他是特定計畫的契約員工；第 2，他每週的工作時數少於 20 小時；
第 3，他依據年金法令領取退休給付的公務員；第 4，少於 55 歲且服務年資
不到 2 年；第 5，他受僱的時候年齡已超過 55 歲，及外籍勞工等。
此外，為幫助管理雇主的總成本，自願重新僱用 65 歲以上員工，2015
年透過特殊的就業減免（the Special Employment Credit, SEC），自願重
新僱用 65 歲以上員工的雇主，將獲得額外的員工月薪資高達 3％的抵扣；
雇主必須提供 62 歲符合條件(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62 歲前曾經
在當前的雇主至少服務 3 年、由雇主評定有滿意的工作業績、體格適合繼續
工作)的員工再就業至 65 歲或 67 歲；再就業的期限不得少於 1 年。
(Singapore Tripartism Foru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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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相關的法令規範之外，另外勞僱政三方有出一套指引
("Tripartite Guidelines")，但是非強制規範，只是在引導雇主來接受並
沒有強制性。另為協助企業實行重新僱用的必要程序與措施，新加坡於年長
員工受僱能力勞資政委員會 (The Tripartite Committee on Employability
of Older Workers, T r i C o m)的支援下，成立勞資政執行工作小組，該
小組於 2008 年 4 月提出重新僱用年長員工的建議指南，之後經蒐集和考慮
有關建議的意見和回饋後，於 2016 年 5 月公布更新後勞資政重新僱用年長
員工指導原則，有關其重點說明如下(MOM, 2016b)：
（一） 適用對象：
1.雇主應以重新僱用絕大部分年長員工為目標。原則上，所有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達到 62 歲法定退休年齡或契約指定退休年齡（視何者較高而
定）的本地員工（含兼職），一律受到法令的保護。再者，只要年長員工符
合重新僱用條件（指其健康情況良好 及工作紀錄令人滿意 ），雇主就有責
任提供重新僱用契約並繼續僱用，直到員工年滿 65 歲為止。
2.另於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達法定退休年齡的年長員工，法令雖無強制規
範雇主應重新僱用上開員工；惟仍建議雇主繼續僱用健康狀況良好且工作紀
錄令人滿意的上開員工。
（二） 年長員工退休前之輔導規劃：
1.重新僱用的協商：
（1）協商時機：雇主應在年長員工退休前的 6 個月或更早之前便和他們展
開有關重新僱用的協商。而隸屬工會組織的企業，也應當與有關工會進行磋
商。雇主及早與員工和工會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及協商，是確保重新僱用機
制順利推行的關鍵。
（2）協商內容：著重探討重新僱用的各種可能性、轉換職務所連帶的職能
要求與培訓，以及薪資與福利的調整。雇主應靈活處理年長員工的職務與薪
資，並實行以工作價值、員工表現及生產力為基礎的薪資制度。相對的，員
工與雇主商討有關重新僱用條件時，其亦應具備持續就業的正面心態，保持
高度的靈活性及適應性，欣然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維持受僱。
2.重新僱用的工作安排：
（1）靈活安排員工的工作，安排方式為：
a.安排員工在重新受僱後從事同一性質的工作，並在必要時根據合理的情況
對員工的薪資及福利進行適當調整。
b.對重新受僱員工的現有職務進行適度的調整，或調任其他職務，並重新擬
定僱用條件。
c.安排員工在重新受僱後，從事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工作或職務。
（2）有鑑於員工的工作範圍恐有所改變或必須擔任其他職務，雇主應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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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員工，讓其能為工作上的轉變做好準備。另雇主應於有需要時，為員工
提供適當的職務培訓，協助其迅速融入新職務。
3.重新僱用的契約規範：
（1）雇主提供契約時機：
a.雇主應於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向其提供重新
僱用契約，以便其有充裕的時間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該契約所訂條件。
b.另雇主若沒有為年滿 62 歲（或契約指定退休年齡，視何者較高而定）的
員工提供任何重新僱用安排，卻讓員工以相同的受僱條件從事同樣的工作，
雇主可在較後時間為員工提供一份依據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的僱用條件及福
利而擬定的重新僱用契約。
（2）契約期限：
a.只要員工符合重新僱用條件，雇主應該為其提供為期 3 年的重新僱用契
約，給予工作保障，直到其年滿 65 歲為止。
b.另契約的有效期限在任何情況下，皆不應少於 1 年，爰雇主也可選擇提供
至少 1 年的定期契約，且該契約期滿前只要員工的健康狀況良好，就可更新
及延長契約，直到其年滿 65 歲為止。
（3）契約內容：
a.薪資：
(a)雇主在重新僱用年長員工時，應考量工作年資是否是決定提高薪資的主
要因素外，尚需包括重新僱用的工作安排方式不同，而有不同因素考量。
(b)若讓員工留任原有職務，雇主可考慮將薪資下調至相當於一名具備一定
經驗及能力，從事同性質工作年輕員工的薪資水準，而以薪資幅度的中位數
為參考基準 ；另外尚需考慮到某些員工可能已在 60 歲時曾遭減薪，以及員
工的生產力、工作表現、職務責任與薪資制度等其他因素。
(c)若採重新調整員工的職務，雇主在擬定新薪資時，應把有關職務的工作
價值、員工的相關經驗及特長一併考慮在內。
b.醫療福利：有鑑於若年長員工的醫療費用過高，將對雇主造成不小的成本
負擔，所以雇主可考量支付方式為：
(a).與員工共同承擔醫療開支。
(b).為醫療福利支出設定適合上限 。
(c)雇主為員工提供額外保健儲蓄存款，協助支付健保雙全的保費，以取代
為員工提供住院醫療福利。
c.有薪年假及其他福利：
(a).有鑑於年長員工已為企業效力多年，且保持良好的工作紀錄，即使嗣
後職務有所變動，雇主也不應強制要求其重新履行試用期，以及不應該規定
其在重新受僱 3 個月後，才有資格享有年假及病假等僱用福利。另雇主也要
顧及其他與重新受僱員工職務及條件相近的員工（包括新聘者）的員工福
利，以公平對待全體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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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提高年長員工的士氣，激勵他們取得更出色的表現，雇主也應在適當
情況下根據企業及個人的表現，透過不同形式，如頒發表現優良獎金、長期
服務利益、收益分享獎勵或一次性獎金來獎勵年長員工。
（4）員工回應時機：員工應儘早將是否接受重新僱用契約的決定告知雇主，
理想做法是在收到重新僱用契約後的一個月內與雇主商討有關重新僱用的
具體條件及內容。這有助於雇主在知情後進行人事安排，並且幫助員工做好
重新僱用的準備（例如：在有需要時為員工提供培訓）；另雇主曾經對員工
提出合理的重新僱用建議，卻遭到拒絕，雇主就無須支付無法繼續僱用的就
業扶助金（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 EAP） 。
4.年長員工不獲重新僱用之協助措施：
（1）符合條件卻不獲重新僱用之協助措施：
(a)雇主若已盡其所能，仍無法在公司內為員工找到其他適合的職務，經年
長員工事先同意後，則可考慮幫助其向外尋職，轉調其他公司。若員工不願
意接受在其他公司任職的工作安排，雇主則有義務發放一筆相當員工 3 個月
薪資的就業輔助金 ，在經濟上提供援助，以幫助其在尋職期間的生活開支。
(b)除就業輔助金外，雇主也可考慮為符合條件卻無法繼續留任的員工提供
轉職協助，幫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工作。
（2）不符合重新僱用條件之協助措施：
a.雇主應於不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年長員工退休前至少 3 個月，就告知其
不獲續聘的決定，以便其能做好退休的準備或另尋其他工作機會。另雇主可
為上開員工提供其他方面的協助，其中包括轉換事業跑道的職業訓練，或另
找新工作的轉職協助。
b.至於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年長員工，若因為冗員（例如企業重組、改進業
務流程或流失重要客戶等因素）而不獲聘用至 65 歲，除非集體聘用契約或
個人僱用契約中具有明確指示或規定外，否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上開員
工，一般不享有任何裁員福利。然而，為幫助上開員工應付成功尋職前的生
活開支，雇主可按勞資政三方指導原則的建議，決定就業輔助金的金額，幫
助其渡過經濟難關。
c.依據法令規定，員工在加入企業時若已達 55 歲，將不受退休年齡法令約
束。儘管如此，雇主仍應該給予在企業服務滿 3 年，且符合重新僱用條件的
62 歲以上員工重新受僱的機會。同樣的，雇主若無法讓員工在重新僱用條
件下繼續工作，則應考慮為員工發放就業輔助金。
d.對於一些在 55 歲以後才受公司聘用的員工，即便符合重新僱用條件，也
可能基於以下原因而不獲續聘：
(a).渠等在未滿 62 歲前離職；
(b).渠等在年滿 62 歲時尚未服務滿 3 年。
針對上開員工，雇主可在考慮渠等的服務年資及貢獻後，給予一筆額外補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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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糾紛調解：
1.為避免勞資糾紛，一方面雇主在擬定重新僱用契約時，參考勞資政三方指
導原則的建議。另一方面，年長員工與雇主進行有關重新僱用協商時，能清
楚表明個人的意願，以及對職務的偏好。
2.勞資雙方若在協商過程中發生爭議，如果年長員工認為雇主無理由否決其
被重新僱用的權利，或者認為雇主所提出的重新僱用條件或就業輔助金並不
合理，可向人力部提出申訴。此外，員工也可以透過所屬的工會組織，要求
雇主給予合理的待遇。
3.另勞資雙方可根據僱用契約履行一貫的辭職通知義務。重新受僱員工若有
感本身被無理由裁退，可向人力部提出申訴，要求企業撤銷辭退決定或索取
賠償。
（四） 重新僱用援助計畫：
1.新加坡人力部勞動力發展署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WDA)與全
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NTUC）及新加坡全國雇主
聯合會（Singapore National Employers Federation，SNEF），引入「協助
提升就業能力」計畫 (Assistance at Hand to Enhance
Employability )(ADVANTAGE﹗)，該計畫主要目的是鼓勵企業僱用 40 歲以
上勞工，或再招聘超過 62 歲的年長員工。這個計畫為每個企業提供最高新
加坡幣（以下同）40 萬元（若以新加坡幣：新臺幣＝1：23 換算，相當約新
臺幣 920 萬元）的援助津貼，以資助雇主為僱用、留用及重新僱用年長員工
而推出各項應對措施。
2.雇主可選擇經由人力部勞動力發展署所發展的彈性工作計畫來尋找國內
兼職員工或彈性工作的員工。該計畫的目的是要把 35 歲或以上不活躍於工
作的民眾（如家庭主婦及年長員工）帶回勞動市場。該計畫亦提供每個企業
最多 10 萬元的補助金，以協助企業推行兼職及彈性工作安排，例如：重新
設計工作、顧問開支、招聘、訓練、裝備等。
新加坡對促進中高齡就業之其他主要之立法，摘要如下：
表 6 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及其相關法律
相關法律名稱

相關性

備
註

產業關係法

團體協約的定義；再就業不合理拒
絕與無正當理由遭解僱的救濟程
序；申訴與公聽會程序中工會代表
資格；人力部長發布勞資政三方指
導原則的權力基礎
59

就業法

勞動專員定義與權限；再就業員工
請假、休假權益計算基準；再就業
不合理拒絕與無正當理由遭解僱的
救濟程序

證明法

申訴公聽會程序

中央公積金法

雇主降低中高齡員工納費率

圖 15 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及其相關法律
三、成果分析
依新加坡研究歸納數個案後，有關雇主在實行重新僱用法令時，所採取
的多項有效措施如下：
--實行以個人表現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考量因素應包括工作價值、員工
的能力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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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員工清楚解釋重新僱用的意義，以及持續就業所帶來的利益。
考慮在公司內部為年長員工重新設計工作。
--為重新受僱後調任他職的年長員工提供技能培訓機會。
--探討重新規劃工作場所的可行性，為年長員工打造一個無障礙的理想工作
環境。
--展開職場保健計畫，幫助年過 62 歲的年長員工維持強健體魄，提高受僱
能力。
--建立一種「高齡友善」的企業文化，勞資雙方互相尊重、彼此認同。
--安排不同資歷的員工組成一個工作團隊，彼此互相配合，從中建立默契。
--委任適合的資深年長員工擔任全職或兼職的培訓導師，負起提攜新進員工
的重任。
--協助經理級與／或主管級的年輕員工，培養領導年長員工的管理能力。(職
訓局，2012)
一份官方調查發現，截至 2013 年 6 月，私營部門勞動者已 62 歲者有
99％已提供了再就業。其中約 67％被重新僱用他們現有的契約，不改變他
們的就業條件。在那些在私營部門同樣的工作，再就業，96％的人沒有經歷
基本工資削減。2014 年 4 月根據一項國際招募公司 Randstad 2013 年網上
調查, 6500 多位新加坡 18 歲至 65 歲參加投票者，十分之四的新加坡人會
選擇在 55 歲退休，但有三分之二是現實的，並且知道他們將至少工作直到
60 歲。(straitstimes, 2014)
從 2012 年以後 60 歲以上居民就業率變化情況：2012 年退休與再就業
法實施之後，60 到 64 歲的居民就業率與 65 歲以上的居民就業率均有提升，
如 60 到 64 歲的部分 2015 年 60.1% 2011 年只有 52.7%； 65 歲以上的部分，
2011 年是 19.8%但是到 2015 年已經 24.7%(詳如附表 2-1)。(MOM, 2016a)
表 7 新加坡 55 歲以上高齡者年齡別 2011-2015(6 月)就業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55-59 歲

67.9

70.3

714.0

72.2

73.1

60-64 歲

52.7

56.1

57.7

59.3

60.1

65 歲以上 19.8

21.0

22.9

24.3

24.7

資料來源：MOM(2016a)
彭博新聞報導，新加坡這個亞洲高度發展的城邦國家，55 歲到 64 歲
就業率高達 66%，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OECD,
2016)，新加坡政府延長退休年齡到 62 歲，2017 年還要再延長 5 年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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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新加坡不止要延長工作年齡，政府還鼓勵企業把退休員工找回來，2013
年新加坡國營職訓中心 60 歲以上的註冊人口比 2008 年多出兩倍。新加坡
高齡委員會表示，新加坡已經有許多企業僱用年長工作者，包括酒店、醫院、
還有新加坡最大的計程車業者，在新加坡開計程車年齡上限從 2012 年由 73
歲提高為 75 歲。(Chandran, 2015)
第四節、優缺點分析
一、優點
新加坡政府讓僱用年長員工的僱主可以利用政府基金來重新設計工作與人
力資源系統，來抵消一些僱用成本。巴克萊經濟學家認為，年長員工特別適合低
技術含量的職務，也可解決這類職務勞動短缺問題。2020 年，超過三分之一的
新加坡人年齡超過 50 歲，2050 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將達 54 歲，企業僱用年長
員工變成人口高齡化社會無法避免的事情。企業表示，僱用年長員工的好處是，
「他們比外國人更能適應文化，在情感上更成熟，更獨立。」(Chandran, 2015)
依照統計, 民間企業對 60 歲以上員工減薪的僅佔 2.8%。(MOM, 2015b)
二、缺點
新加坡過去的移民政策，即 2030 年前提升移民人口 25%，遭到公眾打槍，
新加坡超過四成的人口都是外國人，帶來的是飆漲的資產價格，以及擁擠的公共
運輸。李顯龍決定要限制移民工作人數，但代價是未來 20 年，新加坡人可能要
付出更多的稅。根據星展銀行 2014 年調查，年長員工從事的工作大多為清潔工、
勞工、生產、交通運輸員，短期或臨時僱用(新居真紀，2015；新田尭之(2016)，
大部份的年長員工每月收入不到 1,124 美元(約折合新台幣 36,500 元)，這延伸
出道德層面的問題。超過 55 歲的人有五分之一都從事兼職工作，過著退而不休
的生活。新加坡男人壽命比全球正式退休年齡平均多了 20 年，女人則多了 25
歲，是彭博 2013 年 Global Sunset Index 68 個國家中最長的。雖然 55 歲之
後就可動用退休帳戶，一般認為帳戶中至少要維持 15.5 萬美元(約折合新台幣
500 萬元)才能支持一個穩定的生活。但只有五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對他們的退休
帳戶符合退休需求有信心，47% 的人覺得不夠用。一名 69 歲清潔婦就說，公司
供應的餐點可替她省掉一天所有支出，且她也喜歡與年輕人相處，比起待在家裡
看電視，她寧可去工作。(Chandran, 2015)
*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中臺灣沒做的
一、透過特殊的就業信貸（the Special Employment Credit, SEC），自願重新
僱用 65 歲以上員工的雇主，將獲得額外的員工月薪資高達 3％的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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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必須提供 62 歲符合條件(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62 歲前曾經
在當前的雇主至少服務 3 年、由雇主評定有滿意的工作業績、體格適合繼續
工作)的員工再就業至 65 歲或 67 歲；再就業的期限不得少於 1 年；如果員
工有資格獲得再就業，但雇主無職缺，那麼雇主必須為員工提供一次性就業
援助金（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 EAP）--相當於 3 個月的薪資，
但最低 4,500, 最高 10,000 新元；對於被重新僱用至少 18 個月的員工，EAP
可以考慮較低的 2 個月薪資，但最低 3,000，最高 7,000 新元；除了 EAP，
鼓勵雇主提供再就業援助，幫助員工尋找其他的就業機會。
三、如果員工覺得因為年齡被不公平解僱，可以解僱 1 個月內，以書面向人力部
長提出上訴。但必須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四、在 60 歲的薪酬調整：雇主在員工滿 60 歲的時候，有作出薪資調整的權利，
但決不能以年齡的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員工的生產力、績效，義務和責任，
而薪資制度如適用於該員工的資歷系統）降低薪資，且其幅度不得超過 10
％；雇主必須向員工通知，說明減少幅度和有效日期，並給他一個合理的的
機會聽見；
五、雇主提供再就業的義務豁免，在 RRA 下將不適用於：
•定期契約員工
•真正的職業要求（其中物理？
•外籍勞工
•兼職工人
•公務員或法定機構員工
•在商用飛機機組人員
•軍人
•官警隊，民防部隊，貪污調查局員工
•警佐
•服務不到 2 年的 55 歲以上者
•在年屆 55 歲的時候才招募者
六、部長可以不時地發出指引有關符合條件的員工的再就業和條款三方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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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中高齡就業專法可行性及建議事項
第一節、結 論
本計畫經研究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中高齡就業專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
因應高齡化少子化下人力的補充與退休金支出壓力，倡議規範延後退休年齡或保
障中高齡就業與退休後的再就業；另外南韓也特別關切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等。南
韓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兼具禁止就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
促進，此架構似較符合我國當前的需求；相關研究顯示：日本、南韓、新加坡等
國中高齡就業率高，與退休保障不足相關，故有再就業需求，以維持生活；日本、
南韓、新加坡等國中高齡就業專法實施後，中高齡者就業確有成長，不過幾乎多
是一些非典與體力勞動的居多，待遇也不太理想。
南韓的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涵蓋對高齡者與中高齡者的就業促進、禁止就
業年齡歧視詳細規範、退休年齡的規範與倡議薪資高峰制度、相關的就業輔助規
範等。我國在就業促進措施上已多所著墨，只是未入法，在就業服務法也已有禁
止就業年齡歧視的規範，只是只有年齡兩個字不夠具體細緻，我國年齡歧視占就
業歧視如依就業服務法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兩種法規裁罰的狀況仍然第二
位，如只針對依就業服務法裁罰的案件進行統計，而性別歧視的案件多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裁罰，不在就業服務法統計之列，呈現出的歧視類型就會是年齡歧視最
多(勞動部，2016)；中高齡失業者未曾遇有工作機會，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以「年
齡限制」占 54.99%居多(勞動部統計處，2016a)；「工作場所對中高齡員工不友
善」占中高齡受僱就業者擔心失業情形第二位的 24.67％(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b)；2015 年高齡友善城市調查公布，滿意度最低的為「對國內提供給老人
(60 歲以上)工作的機會」(2.45 分)(衛生福利部，2016)等數據，在在顯示我國
年齡問題顯然是中高齡失業者尋職的最大障礙，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有很大的改善
空間，可參考南韓的規範再細緻規範。
我國目前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嬰兒潮世代的退休使得我國的勞動力
人口未來預期會有短缺的壓力，目前我國的平均退休年齡太早了，2015 年工業
及服務業受僱員工退休年齡平均為 58.1 歲(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a)，為了避
免退休金給付的壓力及勞動力人口的有效運用，往後漸近延後與部分退休搭配部
分時間工作與部分年金似為可考慮的實施方式。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已規範：
「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之日起，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亦
即至民國 115(2026)年須 65 歲才能申領老年給付；另同法第 58 條之 2 也已規定：
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延後 1 年請領，增給年金金額 4%，最多增給 20%。
另外，我們的立法已經有 65 歲可退休的規定：依「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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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之規定，勞工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得自請退休，又依同法第 54 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若非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只是這種規
定並不是強制到 65 歲才能夠退休，而是可以退休，故退休年齡的規範可依可領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的年齡來規範。
至於立法的其他政策方向，從國際比較的經驗來看，歐美國家只是在於消極
規範禁止就業年齡歧視這樣是不夠的，我國比較適合參考亞洲國家如本計畫介紹
的南韓等國的立法經驗，必須把禁止就業歧視結合中高齡者就業促進。
經參酌日本、南韓及新加坡的立法經驗與台灣當前中高齡者勞動市場情勢，
蔡英文總統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的政見可分階段推動：本計畫認為暫緩
訂定中高齡就業專法，除非有要實施南韓的定額僱用制與新加坡、南韓的薪資調
整制。而在其他相關的法規增修訂相關條文即可，其立論基礎如下：
一、日本、南韓及新加坡的立法背景，主要在規範延後退休年齡，如日本、
南韓的 60 歲，新加坡的 62 歲，但是我國的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已規範：若
非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故已不需再透過立法來規範企業
員工的退休年齡，只是未訂罰則；
二、2015 年 5 月中高齡非勞動力有 260 萬 2 千人，其中無就業意願者占
96.61%，而不願意就業的原因以「做家事」占 34.28%最多，其次為「年紀較大(含
退休，須達 50 歲) 」占 23.79%( 60～64 歲者占近 6 成)，再次為「家庭經濟尚
可、不需外出工作」占 20.50%(50 歲以上者占近 9 成)(勞動部統計處，2016a)；
北區銀髮中心 103 年 10 月至 105 年 7 月求職人數計 2,496 人，就業人數 1,088
人；南區銀髮中心 105 年 1-6 月求職人數計 770 人，就業人數 214 人；顯示中高
齡有繼續工作意願者不多；
三、與相關國家比較，我國目前工作年齡人口佔比雖然有逐漸下降，但幅度
還不大，2015 年尚占 73.9%，均高於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如附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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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5 年日本、南韓、新加坡、我國中高齡者勞動力相關數據比較表
國家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我國

預期壽命

84.7

80.0

82.7

80.0

65 歲以上人
口占總人口比
率%

26.8

13.1

11.8

12.5

婦女平均總生
育率

1.38

1.28

1.24

1.18

扶老比

44.2

17.9

12.6

16.9

老化指數

214.5

94.1

31.7

93.5

工作年齡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
%

60.7

73.0

71.6

73.9

65 歲以上人
口勞動力參與
率%

21.2

31.9

25.2

8.8

55 歲-64 歲勞

71.6

66.2

67.8

45.4

5.8

9.7

6.7

12.1

動力參與率%
15 歲-24 歲青
年失業率%

資料來源：郭振昌 2016.06.30 整理
四、當前全球景氣復甦動能不足，國際市場需求不振，加上高階智慧型手機
銷售不佳，及筆電、平板電腦需求續減，抑制資訊通信產品接單，外銷訂單年增
率衰退，比金融海嘯時期的 12 黑還慘，致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今(2016)年 2 月
底廠商缺工狀況，不論是缺工人數 20.5 萬人，空缺率 2.69%，都為近三年來最
低，其中受到出口衰退影響，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缺工率更降至近七年來同期最低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a)，勞力短缺情勢尚不明顯；
五、2015 年我國中高齡者失業率 1.99%, 較全體平均失業率 3.78%(行政院
主計總處，2016b)低很多，也低於 OECD(2016)國家平均的 4.9%甚多。有學者提
到，我國中高齡失業率低是因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培力計畫與臨時工太多，但
經查 2015 年參與該等計畫的中高齡總人數才 3,969 人，只是中高齡失業者 84 千
人的尾數，對失業率的影響不大；且中高齡者失業期間只略高於全體平均 1.73
周；
六、2015 年我國青年失業率為全體失業率 3.2 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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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 OECD 平均的 2.0 倍(日本 1.65 倍)甚多(OECD,2016b)，也高於南韓的 2.92
倍、新加坡的 2.39 倍；我國青年長期失業率為中高齡者的 3 倍(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e)，當前倡議中高齡者延後退離勞動市場，恐會造成青年反彈情緒，增加世
代間衝突，不如目前倡議的青銀共融與代間工作分享，持續加強與擴大推動；
七、南韓員工 300 人以上的企業才適用標準僱用率，且依統計未達成率高達
34.08%(KOSIS, 2016)；另外日本曾經有立法，未達成率也高達約 5 成，後來也
取消，改以延後退休取代，顯然不易落實；考量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我國不適
合規範實施中高齡者定額僱用率；
八、薪資調整/薪資高峰制度方面：在過去，新加坡年長員工在嚴格的工齡
工資制度(senority-based wage system)下缺乏薪資上的競爭力，政府、雇主和
工會三方一直致力於推動增加靈活的績效工資制度(performance -based wage
system)，員工的薪資將取決於其工作價值，而與年齡無關；新加坡政府在 1999
年將退休年齡從 60 歲提高至 62 歲時提出的。在該規定下，雇主可以在延長員工
退休年限時為其減薪最高 10%。新加坡薪資調整制度，人力部的數據顯示，目前
幾乎所有滿 62 歲的員工都獲得重新僱用。而在 2015 年，65 至 69 歲年齡段的新
加坡人中，有超過四成依然在工作，這個比例大大高於 2006 年的 24%；目前超
過 98%的企業已經不再這樣做，因此，人力部認為有必要取消這一規定。因此，
政府近年來一直在考慮再次提高重新受雇年齡頂限，隨著重新受雇年齡頂限調高
至 67 歲，政府也宣佈從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允許雇主為年滿 60 歲員工減
薪的法律規定。(馬玉潔，2016)
南韓工商協進會(KCCI)曾經調查：企業員工約有 6 成贊成薪資高峰制度，如
減薪在 20%以內，有八成員工可以接受(Kim, 2012)；南韓就業勞動部的民意調
查也顯示：73%贊成薪資高峰制度，其理由依序為促進高齡者就業安定 56.3%、
青年有更多工作機會 37.6%、可減輕企業負擔 35%(Ho, 2016)。南韓政府估計，
公營事業實施薪資高峰制約可創造出 6 千至 8 千個工作機會，朴槿惠總統下令不
辦理的話不加薪，且要減預算，故已高達 91.69%公營事業有實施，估約創造 4,400
個就業機會(Park, 2016)；另南韓研究實施薪資高峰制，企業減最高薪資者 10%
的 1%薪水，可創造 6 萬個工作機會(Kim, 2015)；但是南韓產業聯合會(FKI)今
(2016)年 2 月公告調查結果：調查 49 家企業，只有 1/4 回復，其中只有 11 家集
團辦理(Jung, 2016)；我國員工低薪問題一直遭詬病，再倡議減薪即使有補助也
無異雪上加霜，除非如南韓勞雇政團體真能不斷對話產生共識，倡議薪資高峰制
與用就業保險經費的補貼與基於績效而非年資的薪資制度等不適合立法規範，或
可以鼓勵讓有意願者先行試辦；或代之以漸進/階段性退休制度--部分工時領取
部分薪資與部分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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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就業專法立法與否比較分析如附表 9。
表 9 中高齡者就業專法立法與否比較分析表
我國訂定中高齡就業專法之優缺點比較
立
法
利
益

優

點

缺

點

比
較
內
容

1.兌現蔡英文總統的勞動政策
政見；彰顯新政府(立法與行政
部門)對於中高齡勞工就業問
題之重視與積極作為。

1.參照國際經驗，雖有部分國
家成立專法，但其主要是在於
退職(退休)後勞工於同一事
業單位得再受雇之立法制度
設計(例如日本、新加坡)。然

2.整合相關中高齡勞工就業之
現行法令，以及中央與地方行
政資源，強化行政作為。

依我國現行勞基法之規定，我
國勞工之法定退職(退休)年
齡已延長規定至 65 歲，顯無
再予延長其退休後得再雇用

3.補充現行法令之不足，以立
專法方式進一步積極規範雇主
之義務與相關行政措施。例如
規範雇主應定期向地方行政主
管機關報告中高齡者之僱用狀
況，雇主應協助中高齡者轉職
的義務；確保雇主履行中高齡
勞工實施健康檢查的義務等。

之年齡。是以，我國乃相對較
無高度之立法需求。

4.藉由立專法之方式可使現行
相關中高齡就業媒合機構(機
關)具有更明確之設立法源基
礎與適當可運用之預算與政策
規劃，例如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等。

亦無有再行立法以為保護之
需求。

2.有關中高齡勞工於就職或
受雇之(年齡)歧視禁止，亦有
現行就業服務法第五條規定
可為請救濟之規範，不完整
時，如間接年齡歧視於就業服
務法增修訂即可，立法政策上

3.有關中高齡勞工就業之媒
合，已有現行相關制度規範與
行政措施，且因地域性中高齡
者僱用型態差異甚大，相關行
政措施亦須因地制宜，故該立
法規範之形態上亦僅適合原
則性(或方針性)之規範，於實
際上難謂得發揮一定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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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4. 訂定新法曠日廢時，增修
訂現有就業服務法的禁止就
業年齡歧視更細緻規範、增修
訂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
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迫
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
併科罰金等，及其他就業服
務、職業訓練法等，較簡單易
行與具備時效；
5.青年失業率仍為全部失業
率 3 倍多，倡議中高齡者延後
退離勞動市場，恐會造成青年
反彈情緒，增加世代間衝突；
年齡別的就業政策上，宜優先
處理青年失業，較符合社會期
待；
6.中高齡者失業率低，無工作
與非勞動力再就業意願低，立
法促進中高齡者就業，意義不
大。
配 1.應仿日本之政策形成，前階段應先成立「雇用基本法」，確
套 立中高齡勞工就業專法之立法目的與政策意義。
措
施 2.其次，就立法政策上，應與部分工時勞工保護法之制定相互
與 連動，而有整體性之政策思維，鼓勵勞動彈性，增加中高齡者
政 部分時間工作，符合中高齡者對政府期待。
策
思 3.倡議青銀共融與代間工作分享，持續加強與擴大推動。
維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整理繪製
105 年 7 月 20 日與 7 月 27 日，分別在北區與南區銀髮人才資源中心，辦理
勞雇政學焦點座談諮詢會議，贊成與反對訂定中高齡者就業專法者，意見分歧，
對於主張訂定專法理由，本研究小組之回應意見如附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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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對焦點座談會主張需訂定中高齡者就業專法之回應意見
主張應訂定理由

回應意見

配合措施

政見需兌現

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不意 目前只須將就業服務法有關年
謂需馬上立法
齡歧視的部分做更明確的規
範，及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
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
併科罰金，並分別於就業服務
法與職業訓練法增修訂中高齡
者就業促進相當條文即可；等
待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與年金
改革政策比較明確、工作年齡
人口佔比有較明顯下降、勞力
短缺壓力較大的時候，再來考
量訂定中高齡者就業專法。

保障被逼退中高
齡者

就業服務法已有禁止年齡歧 同上
視之規範；另亦可考量增修
訂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
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
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
或併科罰金，較簡單易行

促進長期失業中
高齡者再就業

目前已有訓練、多元就業開 不如目前倡議的青銀共融與代
發方案、臨工等相關計畫； 間工作分享，持續加強與擴大
且青年長期失業率為中高齡 推動
者的 3 倍

統整相關法律

日本、南韓、新加坡中高齡
者就業專法等，也不是統整
相關法律，仍散見在就業服
務法、職業訓練法、就業保
險法等；另外，中高齡勞工
就業促進相關法制，具有高
度的就業市場之因應性，一
般而言較傾向於原則性或方
針性質之立法。反之，依各
國經驗，就有關勞動市場法
制之個別領域立法，亦多觸
及中高齡勞工之就業需求。
具體而言，就中高齡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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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法之立法方向或內容，概
可包含退休年齡、就業歧
視、職業訓練、工作時間的
彈性化與年金制度等。
但就我國現行相關法令而
言，其中有關就業歧視的部
分，於現行就業服務法中已
規範年齡歧視，且該法同時
規定宗教、種族、性別等之
歧視禁止；又，就職業訓練
的部分，於我國現行職業訓
練法中已有相關規範涵蓋中
高齡勞工因失業而有再就業
之職訓需求。此外，中高齡
勞工再就業之工作型態，有
可能是屬於部分工時之工
作，但此之部分工時工作型
態並非僅限於中高齡勞工，
政府應有整體性之政策思維
與立法方向，同時亦應考量
一般學生族群、女性等支部
分工作需求。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整理繪製
第二節、建議事項
當前就業年齡歧視案件時有所聞，並一直占就業歧視的第二位，中高齡者非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中，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占 3.56%(勞動部統計處，2016)，
仍需重視，所以短期內在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上，只需先增修訂現有的相關法
規，如參考南韓立法例，就業服務法的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更細緻規範；中高齡非
自願性離職因素中，被解僱者有 55 千人，占 2.78%(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b)，
可參考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對於基於年齡因素非法解僱，又不遵守人力部長
指導者，處 6 個月以下刑罰，或科或併科 5 千新元以下罰金，如累犯則處 12 個
月以下刑罰，或科或併科 1 萬新元以下罰金，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併科罰金等；待高齡社會形成
與年金改革政策確定，或盱衡工作年齡人口占比與勞力短缺等勞動市場變化情勢
後，再重新檢討中高齡專法立法的必要性。至於短中長期具體的規範事項，及相
關配套措施建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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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可行規範事項
(一)、雇主應定期向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報告中高齡者之僱用狀況
方式：增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雇主定期報告義務｣
說明：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52 條，在就業服務法中增設雇主向地
方行政主管機關報告中高齡者之僱用狀況的義務，以便行政機關能及時掌握第一
線的中高齡者僱用狀況之資訊，並於發生變動時得迅速採取必要的因應措施；行
政機關亦得基於雇主的報告，依就業服務法第 25 條向中高齡者公告最新的就業
機會之資訊。雇主原則上應每年向地方行政主管機關提出一次報告，惟雇主在三
年內有年齡歧視或其他違規情事者，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得將報告期間縮短至三個
月一次，違者應處以行政罰。
(二)、雇主應協助中高齡者轉職的義務
方式：增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之 1 第 2 項｢雇主協助中高齡者轉職義務｣
說明：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7 條 ，雇主應詢問預定離職的中高
齡勞工是否需要求職活動支援，預定離職的中高齡勞工希望領取時應充分考量其
希望及職業能力，迅速製作並交付求職活動支援書︒在製作求職活動支援書時，
應預先就有關再就業的基本事項與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工會，無此工會者經過半數
勞工之代表充分協商，並聽取勞工本人對於再就業及求職活動的意見︒關於求職
活動支援書的內容及格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對雇主為必要之協助與合作。
(三)、政府應每四年訂定中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
方式：增訂就業服務法第 7 條之 1「政府應每四年訂定中高齡者就業促進計
畫」
說明：參考日本與南韓的規範，訂定促進中高齡就業基本計畫，南韓每五年
為一期，我國部份則建議配合總統任期四年為一期，於第 3 年的時候就該檢
討實施成效，並修訂計畫；
(四)、政府應為中高齡者提供就業前的適應訓練
方式：增訂職業訓練法第 21 條「政府應為中高齡者提供就業前的適應訓練」
說明：參考南韓的規範，規定為中高齡者提供就業前的適應訓練，包括安全
衛生內容，以確保中高齡者方便適應工作環境；職業訓練法中也應配合修訂
特別考慮中高齡者的身心狀況，提供適當的訓練；我國 2015 年中高齡者職場
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案的執行績效計 1,100 名，可再持續擴充；另外，我國 2015
年中高齡者新科技素養電腦與網路/資訊通訊科技的相關訓練計 826 人，就業
率 71%，在生產力 4.0 或智慧產業積極推動下，應可再擴擴大辦理；
(五)、規定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具體項目與例外規定
方式：增訂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3 項「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具體項目與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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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參考南韓的規範，規定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具體項目(禁止雇主關於招
聘和僱用、薪資與其他福利給付措施、教育和訓練、工作指派、調職或升遷、
退休或解僱等方面基於年齡上的歧視)與例外規定(政策和做法的幾個理由，
可能構成非屬就業年齡歧視，即：1、凡不可避免地需要因相關職責的特性需
有一定的年齡限制者；2、凡基於服務年資，薪酬和其他福利會有合理的差異
者；3、凡退休年齡依照 AEPA 或其他法律，由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團體協
約等規定者；4、凡依照 AEPA 或其他法律，為某特定年齡組的就業維護和促
進，採取支持措施者)、申訴程序、政府糾正的背景與內涵(未遵守建議、累
犯、意圖不遵守建議而造成傷害等)、處理方式(停止就業年齡歧視行為、傷
害賠償，與預防再犯等)等；對於未遵守政府指令者，要求雇主提出檢討報告；
二、
未來中長期研議規範事項
(一)參考日本與南韓的規範，中高齡者就業專法適用對象定義為 55 歲以
上，理由如下：(1)、依「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第 4 款之規定，中高齡者雖係指
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國民；但依「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第 1 款之規定，勞工
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得自請退休，又依同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若非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參考上述規定，以下所稱「中高齡
者」
，原則係指已屆得自請退休年齡(55 歲)但未達雇主得強制其退休年齡(65 歲)
之勞工；(2)、因 OECD 對高齡化與就業政策的國際比較以 5 5 歲為起點，且與主
要國家相較，我國 55 歲以上勞參率與就業率，落差較大；(3)、目前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也以 55 歲以上者為服務對象；
(二)參考新加坡的規範，雇主再僱用資格判準（指其健康情況良好及工作表
現紀錄令雇主滿意）；
(三)參考日本、南韓的規範，政府已設北、南各一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為
試辦性質，倡導功能多於媒合，並易與一般就業服務中心業務重疊，是否倡議民
間經營，宜增設中區中心並視該等中心實施 3 年後績效再議；另未來如銀髮人才
資源中心正式設立，參考日本、南韓立法例及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的規範
須有法源；
(四)現在南韓 2013 年與新加坡 2012 年均立法，當中高齡者生產力無法達到
薪資的水準之後就會透過減薪的方式或鼓勵讓位，日本經濟學者児玉卓(2015)
也倡議：擬再增加高齡者勞動力參與率，能讓薪資與生產力之間達道平衡是關鍵
課題。我國受僱就業者績效敘薪制僅占 3.03%(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c)，可能
以生產力/績效敘薪取代目前的年資本位薪資制度嗎？「中高齡就業專法」該將
韓國、新加坡此種立法經驗納入嗎？阻力很大，除非勞雇團體真能不斷對話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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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倡議薪資高峰制與用就業保險經費的補貼與基於績效而非年資的薪資制度
等暫緩立法，或可以鼓勵讓有意願者先行試辦。OECD(2006)早在十年前就倡議，
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如果要鼓勵延退，沒有在敘薪制度上作合理的變更，雇主
很難接受，因為我們習慣用年資來敘薪，但是當中高齡者到某一個年齡之後，因
體力眼力受限，生產力或績效無法達到薪資的水平，對雇主來說不划算，我國年
齡組別薪資的最高點是 45 歲-49 歲，50 之後就逐漸下降(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c)，所以才會有日前媒體報導：50 歲以上中高齡者職場急退現象。(許俊偉，
2016)
三、其他相關法規與配合措施事項
(一)、日本整體雇用政策之法規範
台灣在推動中高齡者就業專法時，可參考日本的經驗，應先將就業對策
基本法立法，確立國家整體之就業市場方針後，在此脈絡之下再進行中高齡
者就業專法的制定。詳言之，建立日本整體就業市場之政策方針的法律乃
1966 年制定的雇用對策法，其中該法第 4 條特別指明應對女性、青少年、
高齡者、身障者等族群保障其就業之安定。
另外，為因應日益嚴重的少子高齡化情形，日本尚於 1995 年訂立高齡
社會對策基本法，該法第 2 條與第 9 條即規定應確保高齡者終身的就業機
會，促使高齡者能發揮其才能，並結合年金制度以保障老年生活。因此，具
體體現日本之高齡就業政策的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即係遵從雇用對策法與
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所訂立之方針為規範與修正，此種施政經驗應可做為我
國之借鏡。
(二)、確保雇主履行中高齡勞工實施健康檢查的義務
方式：加強勞動檢查以確保雇主履行義務
說明：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1 條要求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復依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規定，對年滿六十五歲之勞工應每年檢查一次；對四
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之勞工應每三年檢查一次；對未滿四十歲者之勞工
每五年檢查一次，違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應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之罰鍰。然而現實中仍有許多雇主未定期為勞工實施健康檢查，為
保障勞工的健康，預防職災發生，並使勞工的生產力能長久維持，減少中高
齡勞工因健康因素而被迫退出職場的情形，應加強勞動檢查，確保雇主履行
其義務。參考日本經驗，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中，需通報的人數，對中高齡
而言，需降低門檻；
(三)、雇主大量解僱中高齡勞工時的特定應行程序
方式：增訂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大量解僱中高齡勞工之
數額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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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參照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6 條，將大量解僱中高齡勞工作為啟
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程序的一個獨立要件，雇主不僅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第 4 條事先通報行政主管機關，且須遵守其他相關規定；另外須檢視雇主是
否刻意選擇中高齡勞工為解僱而有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13 條的適用。參考
日本經驗，積欠工資期間應優先清償中高齡者，因中高齡者通常是主要的家
戶所得來源；
(四)、刪除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
勞工保險。」之規定，及刪除就業保險法第 5 條年齡上限之規定，以鼓勵及
促進退休者再就業。
(五)、根據現行我國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制度，由於相關規範對於被保險人得提
出申請給付之年齡條件相當寬鬆，因此實務上多數被保險人(包括非受雇關係
者)於滿足申請給付之條件而提出申請並受領後仍未真正離開職場；鑑於此，
立法機關乃於 2008 年修正勞工保險條例之相關規範，使得申請給付之年齡條
件須逐年延後，藉以與勞基法所定之退休年齡一致。換言之，現實上我國請
領老年給付之被保險人(無論是否為受僱關係之勞工)，於請領給付後仍從事
相關工作者乃十分普遍。但基於中高齡勞工繼續就業之保護(尤其是受雇
者)，除原本之老年給付以外(無論一次或年金給付)，就勞工保險制度中有關
一般(私傷病)與職業傷病之給付乃顯有加以檢討之必要性，特別是未來職災
保險單獨立法後，有關中高齡勞工之職災保險應與老年給付制度之規範脫
鉤，甚至應特別考量中高齡勞工之職災認定的基準，且不僅是生理(身體)上
的，亦應包括心理(精神性)上的之職災發生。
(六)、由於中高齡勞工於勞動市場之就業關係型態多屬於部分工時之勞動關係，
但就我國現行相關勞動規範，並未有針對部分工時勞工之特別保護法律，因
此，就立法政策上，未來於部分工時勞工之立法制度設計上，應同時檢討中
高齡勞工於部分工時勞動關係形態中就有關勞動契約與勞動條件上應予保護
之必要性，藉以提高或維持中高齡勞工繼續投入勞動市場之動機與意願。
(七)、參考新加坡退休與再就業法，對於基於年齡因素非法解僱，又不遵守人力
部長指導者，處 6 個月以下刑罰，或科或併科 5 千新元以下罰金，如累犯則
處 12 個月以下刑罰，或科或併科 1 萬新元以下罰金，於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勞工 65 歲前非法解僱者(逼迫提前退休)，處以刑罰或科或併科罰金等，
以增加嚇阻作用。
另新加坡、日本、南韓 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結構與臺灣沒做的與是否需
規範芻議摘要如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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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新加坡、日本、南韓 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結構比較摘要
臺灣沒做
的與是否
需規範芻
議
法案名稱

新加坡

日本

南韓

退休與再就業法 高齡者雇用安
(Retirement and 定法(Act on
Re-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禁止就業年齡歧
視與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 (Act on

Act)

of Employment
of Elderly
Persons)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最初立法時

1993.07.01

1971.05.25

1991.12.31

間與法案名
稱

退休年齡法
高年齡者雇用
(Retirement Age 安定法(Act on
Act)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Elderly
Persons)

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the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 Act)

最新修正案
時間

2015.04.01

2013.04.01

2013.05.22

規範員工最低退

提高退休年

透過禁止因年齡

齡，穩定促進保
障高齡者就業
與促進再就
業，確保高齡退
休人員持續就
業機會，從而促
進經濟和社會
發展。

無合理原因就業
歧視，並支持和
促進高齡者就
業，使其有適合
自己能力的工
作，以促進國家
經濟發展。

立法目的

消極的禁

止就業年
休年齡以及連接
齡歧視，促 再就業。
進社會公
平正義；積
極的促進
中高齡者
延後退休
與繼續就
業，避免勞
動力短缺。
主要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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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可規範基
初步規範：法案
本計畫、禁 名稱、用語解
止就業年
釋、主責官員
齡歧視與
例外規
定，或於就
業服務法
中增修訂
之

第二章

1、 可搭
配可領
年金的
年齡來
規範最
低退休
年齡；
2、 60 歲
薪資調

總則(雇主、政 總則(政府與雇
府責任、基本政 主責任、基本計
策)
畫、禁止就業年
齡歧視與例外規
定)

最低退休年齡 62 透過提高法定
歲(包含：60 歲薪 退休年齡(不得
資調整)
低於 60 歲)，並
引入繼續僱傭
至 65 歲制度，
確保對高齡者
穩定促進就業

整需有
勞資共
識
第三章

1、 可參
採再就業
資格判準；
2、 就業
援助金制
度、標準僱

對高齡者就業的
政府支持(就業
資訊與安置、職
業訓練、創業服
務、僱用輔導、
改善工作環境、
設立就業服務中
心、人才銀行、
表揚績優公司
等)

合格員工的再就
業(包含：再就業
資格判準、雇主
對再就業員工措
施、之前僱用契
約與再就業契約

用率等需
服務期限、就業
與雇主團
援助金)
體先溝通；
3、 超額
僱用減免
稅需與財
政部先溝
通
4、 篩選
適任優先
職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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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高齡者再
就業：政府、雇
主的援助措
施、中高齡失業
者的特定措施
(依特定地區中

高齡者就業促進
和保障(標準僱
用率、超額僱用
減免稅、提供薪
資高峰與重整就
業補助、篩選適

高齡者失業狀
任優先職業政府
況分別依行職
並率先僱用、
業與地區別，訂
定公共就業計
畫中高齡失業
業者吸收率)

並率先僱
用需與行
政院人事
總處先溝
通
5、地區別
中高齡者
失業率差
距不大，不
需訂地區
別中高齡
失業者吸
收率
第四章

薪資制度
救濟規範
重建，將目
前以年資
敘薪改成
以績效或

刪除

退休年齡(60 歲
以上、薪資制度
重建、退休再就
業協助)

生產力敘
薪，可行性
不高，除非
勞資雙方
不斷對話
達成共識
再施行
第五章

第六章

1、可參採
適法的例

總則(含罰則、豁 保護強制退休
免、發布三方指 者有再就業機

外規模與
發布三方
指引
2、可參採
適用的例
外規範；
3、可參採
再細緻規
範罰則

引)

會

政府已設

--

銀髮人力資源

北、南各一

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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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含報告與
調查、罰則)

--

個銀髮人
才資源中
心，倡導功
能多於媒
合，並易與
一般就業
服務中心
業務重
疊，是否倡
議民間經
營，宜視該
二中心績
效後再議
第七章

已做

--

政府的支持措
-施(對雇主的支
持、研究改善僱
用管理、擴大職
業範圍、職業介
紹、就業諮詢)

第八章

可參採規
範雇主提
報僱用高
齡狀況

--

附則(雇主每年
僱用高齡狀況
報告)

第九章

可參採雇
主未提報
僱用高齡
狀況列罰

--

罰則(雇主未提 -報僱用高齡狀
況處 50 萬以下
日圓；未資遣通

附 則

則

報處 10 萬以下
日圓)

可參採提
高法定退
休年齡不
得低於 65
歲，配合退
休員工可
領勞工保
險老年年

1、 施行期
日：2013 年
4 月 1 日；
2、 過渡措
施：雇主必
須實施雇用
確保措施至
勞工 65 歲

金的緩衝

(配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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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實施

員工可領退
休年金，有
12 年的過渡
期，即每 3
年延後 1
歲，直到
2025 年的 3
月 31 日)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整理繪製
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應包括之内容計六章擬議如下表 12：
表 12 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應包括之内容擬議
章 次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目的
定義
適用範圍

於總則章中應開宗明義
地宣示制定本法的緣
由、欲達成之目的及基本
方針，作為橫貫本法各條

基本方針

文之核心理念，指引各章
應如何規範並提供條文
產生疑義時的解釋準
則；另應明確規範本法適
用的對象與定義本法所
使用的專門用語。基本方
針，應表徵本法乃具基本
法之性質。

第二章 勞動契約與歧視
禁止
部分工時
派遣
定期契約

中高齡者因其體力、志

備 註

屬原則性之立法，有關具

向、人生規劃等因素，典 體之保護作為應與其他
型的不定期全時工作未
相關之立法政策銜接。
必符合大部分中高齡者
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導入
更適合中高齡者的工作
型態，同時增加雇主僱用
中高齡者的意願。惟我國
尚未通過勞動派遣法與
部分工時法，故應先於本
法制定適合中高齡者之
彈性化勞動型態的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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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同時須建立中高齡
者的均等待遇原則，雇主
不得因中高齡者適用彈
性化勞動型態而有任何
不當之差別待遇。
第三章 安全衛生與健康
促進
職災預防
健康檢查

中高齡者的體力、反應能
力等身體機能普遍較為
低下，此乃人體機能不可
避免的現象，因此在促進

應整合職業安全衛生法
之相關規定，並依企業規
模大小、產業特性、工作
性質規範中高齡勞工之

中高齡者就業的同時，應 雇主義務，同時應考慮一
建立對中高齡者友善的
定之政府獎勵措施。
職場環境，要求國家與雇
主須考量中高齡者的特
性與需求，採取必要的職
災預防措施，並輔以定期
的健康檢查以便即時掌
握各中高齡勞工其勞務
給付之身體健康狀態，以
此作為雇主負職場安全
保護照顧義務之基準，並
得依實際產業特性、工作
性質而做必要之調整，以
防範職災發生及促進勞
工健康。
第四章 僱用促進與職業
訓練
政府責任:中央＆

本章一定程度上具有勞
動(僱用)市場調整與介
入之性質，雖分別規範政

地方
企業責任:依企業規
模或地區之不同特
性

府與雇主促進中高齡者
就業的義務與責任，但更
強調政府介入與規制中
高齡勞動市場之角色。就
政府方面而言，如制定中
高齡就業整體計畫、提中
高齡者就業機會、蒐集並
提供就業資訊、為必要之
分析研究等義務，以及補
助中高齡者(在職者續留
職場延後退休、失業者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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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返回職場、退休者可以
激勵他們重返職場)、雇
主(含安置輔導義務、職
務再設計與倡議不同世
代間工作分享等)或其他
團體為必要之行為，以達
成促進中高齡者就業目
標的權限，並依事務之性
質分由中央或地方政府
管轄。而雇主方面之義
務，則如提供中高齡僱用
報告予政府、協助中高齡
者為職業訓練與職涯規
劃、導入能使中高齡者發
揮其才能的人事管理制
度等。
第五章 設置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

為使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有效發揮功用，首先應於

法源基礎
目的與權限

本章中建立組織法上的
法源，再確立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的目的與權限，其
中應考量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的業務與就業服務
中心或其他政府機構的
關係，避免業務與權限過
度重疊。

第六章 勞動檢查與罰則
勞動檢查之特殊
事項與方法
刑罰或行政罰

本章可考量勞動檢查
時，針對中高齡者權益之
保障有無特殊需求，而就
勞動檢查之事項與方法
為特別之規定；關於罰則
是否要導入刑罰規定亦
須檢討。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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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期中審查意見與回應對照表

建議人

建議事項

研究小組回應

政大勞工研
1. 三個國家對促進中高齡就業 1、 已列圖表，請參見頁
究所成之
主要之立法，建議以圖或表的
13-14、44-45、60-61
約
方式呈現，以利全貌之暸解。
教授
2. 針對目前三個國家方法之比 2、 已俢正，請參見第二、三、
較，建議以比較之結構或項目
四章
能夠一致，建議包括法制，重
要內容和影響（成效）。
3. 可行性建議針對方法研究比 3、 此為依合約書規定列述；
較難以區分立即可行或中長
如不立專法，立即可行增修
期建議，可能在立法之前，是
相關立法可參見頁 76-77
否有法規政策或法規可付諸
實行。
4. 美國的部分，不是只有年齡歧 4、 文字已略為修正，請見第
視的法案。
5 頁；另本計畫合約書規定
探討亞洲三國，探討主題為
專法，美國中高齡者就業相
關法令，散見在不同法令，
並非本計畫探討範圍
5. 目前立法內容應釐清協助標 5、 日本與南韓的立法例均為
的對象是在職和不在職皆是
55 歲以上；南韓並有 50 歲
協助對象；若以 55 歲為劃分
以上至未滿 55 歲之準中高
標準，擔心會只著重於中高齡
齡者，其適用對象並未因而
的再就業為立法核心價值與
忽略在職者，故應無此種顧
目的。
慮
6. 立法也要考量各部會分工的 6、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計
必要性與重要性。
109 條，屬身心障礙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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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綜合法律，第 四 章
就業權益計 14 條，與本計
畫中高齡者就業專法性質
不同，故暫不參採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的架構與部
會分工，而僅以勞動部主管
者為範圍
7. 訂定非典型工作之有關規
7.勞動派遣法與部分工時法以
範，是否會造成適得其反的影
制定專法的方式執行乃政
響，值得探討。
府之既定政策方向,關於
彈性安全的優劣有詳盡之
分析,而本法所定之彈性
化措施僅為因應該等專法
完成制定前之暫時措施而
已,因此應與相關研擬部
門進行研討,將已達成共
識且有助於中高齡就業的
規範置於本法之中。
8. 工作職務再設計，建議可納入 8、已納入專法第四章
立法。
文化勞工關係 1. 本研究案的研究途徑應是:先 1、已在第壹章問題背景增加分
研究所
檢視日前中高齡者低勞參
析低勞參率的原因，見第
李健鴻
率、低就業率的問題及原因，
6 頁。
教授
其次針對各項問題的原因，提
出可能的政策方向，第三部分
再分析各項可能的政策的入
法優劣，最後整合評估立法可
行性，但對於低勞參率的原
因，應可再深入分析。
2. 報告內容提出的可能政策方 2、南韓青銀世代傳承訓練政策
向，應還有可補充評估的其他
屬第二期中高齡者促進就
政策。例如:青銀世代傳承訓
業基本計畫(2012-2016)
練政策（如韓國）、在職中高
內容，並非在禁止就業年
齡勞工雇用安定政策（如日
齡歧視與高齡者就業促進
本）因照顧家人兒退出職場之
法規範，但已納入專法第
照顧政策、彈性安全。
四章；在職中高齡勞工雇
用安定政策（如日本）因
照顧家人兒退出職場之照
顧政策、彈性安全此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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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並非需要立法，政府
機關隨時可依據就業服務
法的精神，以行政命令方
式實施。
3. 建議應分別針對
3、(1)、(2)原來專法第四章已
（1）在職中高齡勞工被解雇。
有；
（2）已離職但欲再就業之中高齡
勞工。
（3）在職中高齡勞工可能因照 （3）在職中高齡勞工可能因照
顧家人而退出職場。
顧家人而退出職場的因應
三種對象，分別評估原因與政策
措施，可由勞動部與衛生
及入法之可行性。
福利部作措施方案協調或
參考英國另由衛生福利部
另訂照顧法為宜。
李健鴻教授提議「中高齡者就業促進專法」評估架構 回應對照表
政策對象

影響就業因素

可能的政策方向

評估入法可行性

目前無工作但
未來會工
作者
（29.6 萬人）

1.工時彈性不足
2.工作技能不足
3.工作資訊不足
4.工作環境適應

1.彈性安全政策
2.職業訓練方案
3.就業媒合輔導
4.職務再設計

1.已列入專法第
二章
2.-4. 已列入專
法第四章

社會性因素而
自願失業
者
（106.9 萬
人）

1.照顧家人
2.料理家務
3.健康不佳
4.屆齡退休
5.提前退休

1.降低離職之長照政策
2.員工健康協助方案
3.雇主之健康檢查義務
4.延後退休或漸進退休
5.青銀共創雙贏方案

1.屬衛生福利部
權責
2-3. 已列入專
法第三章
4.104 年勞動部
委託詹火生
等研究結論
為不宜於現
階段採行，
主要勞資雙
方均反對
5. 已列入專法
第四章

非自願性因素 1.歇業或產業外

1.大量解僱中高齡勞工

而失業者
移
（98 萬人）
2.被解僱或被調

的特定程序規範
2.禁止雇主強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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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高齡勞
工，若比其
他年齡勞工

整職務及待
遇
3.職業傷害
4.非典型工作結
束

3.中高齡職災重建制度
4.非典型者轉正職方案

更多限制，
將會影響雇
主僱用意
願，原則上
不贊成增
列，或可考
慮另外於
「大量解雇
保護法」提
出修法草案
2.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已有規
範或已列入
專法第六章
3. 已列入專法
第三章
4. 已列入專法
第四章

在職但工作不 1.擔心歇業或外
安全感者
移
（75.8 萬人） 2.擔心職場不友
善
3.擔心職位低而
被淘汰
4.擔心工作部門
將裁撤

1.雇主之安置輔導義務
2.中高齡雇用安定制度
3.禁止年齡歧視制度
4.職業訓練方案
5.鼓勵雇主採取中高齡
勞動力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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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已列入專法
第四章
3.就業服務法已
有或已列入
專法第二章
4-5. 已列入專
法第四章

附錄二：期末審查意見與回應對照表
建議人
政大勞工研
究所成之約
教授

建議事項

研究小組回應

1.目錄與結構，建議以章節方式 1.已修正。
來編排。
2.頁 7、8，建議甘特圖刪除與各 2. 甘特圖為委託單位要求，仍保
章參考文獻移後。
留；餘參考文獻均已移後。

3.各章的優缺點比較，建議修正 3. 已修正。
為優缺點分析，較為妥當。
4.頁 70，「當前倡議中高齡者延 4.延退如未減少工時，會影響青年
後退離勞動市場，恐會造成青年 就業機會；青銀共融與代間工作分
反彈情緒，增加世代衝突，不如 享一份工作仍有不同；避免提早退
目前倡議的青銀共融與代間工作 休，其具體做法通常改為漸進退休
分享，持續增強與擴大推動」， 搭配部分時間工作與部分年金，但
其實概念應是一致，不過，如果 104 年勞動部委託詹火生等研究
避免提早退休，其具體做法為 結論為勞資雙方均不同意，故建請
何，是否會一併納入訂法考量? 緩議。
5.績效工資制度，員工的薪資將 5.績效工資制度在處理雇主僱用
取決於其工作價值（績效）而與 員工的合理成本，與解決青銀衝突
年齡無關，而這項制度可否可以 無關。
解決青銀衝突?
政大法律系所 1.定期契約放寬無工作中高齡者 1.放寬定期契約的適用條件係為
林佳和教授
的規範，避免濫用不受勞基法第 促進中高齡者的就業，故對於已有
安定工作之中高齡勞工確實無放
9 條的規定
寬之必要。
2.解僱將中高齡者擺在最後選擇 2.解僱的社會選擇判斷因素除年
齡外尚有年資、扶養之負擔等眾多
因素，不適合於直接於中高齡者僱
用促進專法中規定，應於勞基法的
解僱條文中為通盤之考量。
3.本研究期中回應之修法係指仿
3.不同意期中審查回應意見：中
效日本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第 16
高齡勞工，若比其他年齡勞工更 條之規定，對於雇主為大量解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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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限制，將會影響雇主僱用意 須向政府通報的人數要件為更嚴
願，原則上不贊成增列，或可考 格之限制，屬於程序之要件，而與
慮另外於「大量解雇保護法」提 實體面上的社會選擇無關。
出修法草案

文化勞工關係 1.評估我國是否訂立就業促進專 1. 103 年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統
研究所李健鴻 法，應從多面向評估中高齡者退 計結果綜合分析說明：就前兩次離
教授
出勞動市場問題與原因。頁 68 至 職原因觀察，第一次離職最主要原
70 有的評估面向與就業促進關聯 因屬自願性因素者計 106 萬 9 千人
不足。頁 69 勞動力短缺，有的評 或占 54.13％，其中以「料理家務
估面向是單純說明韓國、新加坡 （含照顧家屬）」、「年紀大不想
就業制度。頁 70 韓國定額雇用、再做工作」、「另有生活規劃（進
新加坡薪資調整，非我國中高齡 修、旅行等）」與「健康不良」者
問題。建議深入評估我國中高齡 各約占 1 成居多；屬非自願性因素
退出勞動市場原因，以作為立專 者（不含屆齡退休）計 75 萬 9 千
法依據。
人或占 38.43％，其中以「工作場
所歇業或遷移海外」與「體力不再
勝任原有工作」分占 18.70％與
9.37％居多；屬「屆齡退休及其他」
者計 14 萬 7 千人或占 7.44％；第
二次離職最主要原因屬自願性因
素者計 16 萬 3 千人或占 53.93
％，非自願性因素者（不含屆齡退
休）者計 13 萬 1 千人或占 43.27
％，與第一次離職原因相較，非自
願離職者之比率上升 4.84 個百分
點。其中非法解僱或調整職務、工
作地點等在勞基法已有相關規
範；最大因素的關廠歇業非此專法
可以處理；體力的部分可以透過職
務再設計，在第四章已納入。
2.頁 71 至 73 表 5 之 2 提出訂專 2.已修正。
法優缺點比較，缺點 1 在臺灣推
動時可參考日本經驗，並非立法
95

缺點，有的建議與事實非一致；
缺點 2 我國針對中高齡就業行政
未有明確方向，但 104 行政院公
布「高齡政策白皮書」中提到鼓
勵企業流用或在聘中高齡者；缺
點 4 我國就服法中未明訂「間接
就業歧視」，在實務上難以處理
間接就業歧視問題，因此應檢視
表 5-2 內容是否妥適。
3.頁 84 至 86 表 5 之 5 提出內容
擬議，僅針對中高齡勞工勞動契
約與歧視禁止、安全衛生與健康
促進、雇用促進與職業訓練方

3.關於因照護家人而離職之情
形，可參考日本經驗，結合長照相
關體系，提供適當之長照服務，令
勞工不須為照護家人而離職；對於

面，建議思考全面性及系統性思
考中高齡就業促進面向、問題。
如:在職勞工因照顧家人離職的
長照系統不足、在職勞工擔心解

因照護家人而留職停薪之勞工則
可透過就業保險給予津貼，待其取
得長照服務之提供後即能重返職
場。對於擔心被解僱之中高齡勞

雇的不安全感，建議檢視此表內 工，應透過職業訓練、職涯規劃等
容是否周延。
措施提升中高齡勞工的能力，且政
府尚應協助拓展或媒合中高齡勞
工可從事的職缺。以上內容仍屬就
業促進的行政措施之範疇，本研究
之內容研議第四章已有說明，惟該
等措施須保有一定之彈性以因應
實際情形並適時為必要之調整，就
其種類與方式應根據現行行政機
制加以檢討並調整其功能，並授權
行政機關得依個別情形為判斷並
執行，除有特殊情形，專法尚難以
就具體事項已直接為規範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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