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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外移，知識經濟顛覆年資倫理，以及企業在世界的分工、

組織的合併、購併等動作上，非典型化勞動型態變得常態化，中高齡勞工成為失業率成

長最快的族群。因此，對於負擔家計的中高齡勞動者的權益、退休及失業再就業的保障

對策，為當今勞動事務的重要課題之一。

在《年齡優勢》（The Age Advantage）一書中，對於中年失業有發人深省的描述：

「對25歲、30歲、35歲的人，失業是個懊惱；但對50歲的人，失業卻是創傷。『那不

只是一份工作，它是我的人生！』中年世代從小就被教導，工作的價值絕不只是混口飯

吃，更是一種自我身分認同，告訴自己和別人你是誰，你擺在社會的哪裡」。套句美國

的廣告名言，你的中年「不是變老，而是變好」。因此，對於保障中高齡者工作權，進

而促進發揮年齡優勢，維持學習動力，在此少子化現象中，在今後10年、20年中相形重

要，本期勞動政策欄刊登「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就業問題與因應策略」一文，剖析中高

齡就業與就業市場的現況及當前推動的重點，以供分享。

本期專訪勞委會新任潘世偉副主任委員暢談其「始終如一的使命感，投身勞工運動

30年」的歷程，進而娓娓道出協助王如玄主任委員施政理念的看法。他關懷國內工會

仍是處在「制度性的餘後效力」的籓離，在全球化、少子化的趨勢中，未及時調整工會

的功能與角色，而可能造成勞動領域新制度形成過程的阻力。消弭這樣的態度、觀念與

認知，建立實質的對話機制是今後必須正視的。況且良好的「溝通」是政策推動的調節

閥，如明年1月起推動的勞保老年年金有利於勞工，行政機關必須密集宣導，讓勞工了解

勞保年金的保障，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2008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明確指出日本勞動者以「獲取金錢」是從事工作的主要

目的，透過工作取得薪資，以實現渠等優質的、尊嚴的生活，而基本工資的調漲，常為

勞工團體與雇主間每年的攻防焦點，在原物料、油價等一片上漲趨勢中，今年8月日本中

央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繼2007年每小時14日幣調升之後，決定今年亦調高每小時15日

幣，如此勢必突破每1小時700日圓的關卡，調幅為2.6%左右，韓國也決定自明年調高每

小時4000韓圜，調幅為6%，近日國內勞工團體積極要求基本工資「一次漲足」的呼聲不

斷，雖然日、韓的明年度基本工資調升已定案，但其經濟與社會的體制、體質與國內多

所不同，此次國內的基本工資漲與不漲或漲幅多寡，需要更多智慧的凝聚，本期焦點話

題「基本工資相關問題之探討」一文，敘及國內基本工資的內涵，並就基本工資存在之

相關問題予以探討，同時，就目前各方對調整基本工資的主張，提供讀者參考。

勞保老年年金繼國民年金之後將在98年1 月1日起開辦，這象徵我國社會保險年金

制度更為周延，讓受僱者晚年生活的保障，得以適當的安排，然而部分勞工對於勞保年

金的給付內容不甚清楚，更有甚者認為勞保基金財務不健全、會倒，擔心屆時領不到勞

保老年給付，為適時解除勞工的疑慮，本期專題報導特刊出「劃時代的新頁，勞保年金

制度將施行」及「不可不知的勞保年金制度」等2 篇，分別說明勞保老年年金與國民年

金的不同之處，前者不只有老年給付，還包括工作傷害等其他給付，遠優於國民年金很

多。

「他山之石」專欄中「推動部分工時工作的荷蘭經驗」一文，敘及部分工時的樣

態，彈性化的勞動政策能順利推動，根植於荷蘭的家庭與勞動的價值觀念的實現，而造

就舉世稱羨的部分工時制度，展現強勁的經濟力與失業率的下降，值得國人借鏡。在

「日本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體制與功能」及「美國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

簡介」等2篇，介紹鼓勵、運用高齡者的人力及經驗投入就業市場或社區服務工作的新

知，說明運用人力資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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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
據美國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估算，2004 年全球 65 歲以上人

口佔總人口之比重已達 7％，目前全球人口中，

每 10 人中就有一個人在 60 歲以上，這個比例到

了 2050 年將增加到 5 比 1，而亞洲高齡人口比例

雖不高，但老化速度卻相當驚人。然，人口是一

個國家國力強弱之關鍵，其數量之多寡與品質的

優劣，密切關係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及

社會的發展。

因此，人口老化是近幾年來大多數國家面臨

的主要課題，而我國在 199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佔總人口比率正式超過 7％，成為聯合國所定

義的「高齡化社會」（Ageing），2007 年比例已

達 10.21％，雖比美國 12％、瑞典 17％、英國

16％、法國 16％、德國 19％、荷蘭 14％、日本

20％為低，但高齡化社會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預計老年人口比例在 2018 年間突破 14％，正式

邁入「高齡社會」，至 2026 年間突破 20％，到

了 2050 年，比例將達到 37％。台灣從高齡化國

家到高齡國家，所經歷的時間僅有 25 年，顯示

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相對比較快速，因此，隨

著老年人口數快速增長，及生育率降低造成少

子女化現象，未來勢將衍生勞動力減少、扶老

比率持續增加、扶養負擔加重、家庭結構及照

顧式微等問題，嚴重衝擊勞動、經濟、教育及

社會福利體系，再加上目前我國國人退休年齡

普遍偏低，且多數國人對於高齡化社會來臨所

會產生的問題，普遍危機意識不足，故政府需

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人口老化意識有待

普及、高齡產業有待發展、中高齡人力資源的

開發、友善高齡者職場、居住與交通運輸之相

關制度有待建構等多重面向問題的因應與及早

規劃，提高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生產力，以活

化中高齡及高齡之人力資源。

現況分析

一、人口高齡化造成扶老比 1 提高

當一個國家人口老化指數 2 不斷上升，反映

其「高齡化且少子化」的情形愈來愈明顯，也象

徵一個國家勞動階層扶養高齡者的負擔愈重。隨

著高齡化的社會趨勢，我國勞動人口年齡、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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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及老化指數呈現逐年遞增現象。根據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臺灣 95 年至 140 年人口

推計」，至 2051 年時，我國老化指數達 474.4％，

約為 1971 年的 70 倍；人口結構將由 2006 年每

7.2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個老年人口，至 2026 年每

3.3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個老年人口，而 2051 年則

每 1.5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個老年人口（表一），將

造成社會極為沈重的負擔。當家庭成員數減少，

老年人口的照顧及扶養，已難全然由家庭承擔。

人口及勞動力高齡化勢將導致創造力與生產力降

低等負面效應，造成國家競爭力降低及社會福利

支出加重，因此有必要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

勞動參與。 

二、中高齡者勞動人口增加失業減少

（一） 我國總勞動人口（15 歲以上）由 2001 年

平均 9,832 千人增加至 2008 年 1~6 月平均

10,808 千人，同期間中高齡（45~64 歲）

及高齡（65 歲以上）勞動人口由 2001 年的

2,747 千人增加至 2008 年 1~6 月的 3,642 千

人，顯示台灣中高齡及高齡勞動人口呈逐年

增加之趨勢（表二）。

表一　我國人口結構比例

單位：%人

年別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老化指數 青壯年與老年人比例

1990 27.1 66.7 6.2 22.9 10.7：1

1993 25.1 67.8 7.1 28.3 9.6：1

2000 21.1 70.3 8.6 40.8 8.2：1

2006 18.1 71.9 10.0 55.2 7.2：1

2026 11.3 68.1 20.6 182.3 3.3：1

2051 7.8 55.2 37.0 474.4 1.5：1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中華民國臺灣95年至140年人口推計」，2006年6月。

表二　台灣地區勞動人口概況

年（月）
總勞動人口
（千人）

45~64 歲 65 歲以上

人數（千人） 比重（%） 人數（千人） 比重（%）

2001 9,832 2,604 26.5 143 1.5

2002 9,969 2,705 27.1 155 1.6

2003 10,076 2,835 28.1 160 1.6

2004 10,240 2,968 29.0 156 1.5

2005 10,371 3,091 29.8 158 1.5

2006 10,522 3,189 30.3 170 1.6

2007 10,713 3,339 31.2 187 1.7

2008(1~6) 10,808 3,453 31.9 189 1.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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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扶老比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 15 歲至 64 歲勞動人口之比率。

2. 老化指數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數除以 14 歲以下人口數之比率。



（二） 我國失業人口數由 2001 年 450 千人降至

2007 年的 419 千人，2008 年 1~6 月再降至

418 千人，同期間中高齡失業人數亦從 77

千人降至 74 千人，惟 2008 年 1~6 月再提

高為 83 千人（表三）。

表四　近來台灣人口退休數據

年 年齡（歲） 人數（千人）

2002 55.5 63

2003 55.7 63

2004 54.9 63

2005 54.9 71

2006 55.2 7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表三　台灣地區失業人口概況

年（月）
失業人口
（千人）

45~64 歲 65 歲以上

人數（千人） 比重（%） 人數（千人）

2001 450 77 17.1 0

2002 515 91 17.7 0

2003 503 106 21.1 0

2004 454 95 20.9 0

2005 428 86 20.1 1

2006 411 73 17.8 0

2007 419 74 17.7 0

2008(1~6 月 ) 418 83 19.8 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退休年齡偏低

我國高齡勞動人口（65 歲以上）雖亦逐年提

高，但由於過往為解決高失業率，因而鼓勵提早

退休，以增加年輕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導致我國

國人近年來退休年齡普遍偏低（表四），造成人力

資源的浪費，形成勞動人口高齡化及退休年齡偏

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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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業政策法規面的限制：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主管機關對於自願就業之中高齡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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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業服務法第 2 條

對於中高齡者之用詞定義為「指年滿 45 歲

至 65 歲之國民」，茲因現行相關津貼、補助

辦法，例如「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等之

法源即為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所訂定，

至其他相關補助要點，例如「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等亦直接援引就業

服務法 24 條之對象來訂定可領取津貼之資

格條件等，因此，針對高齡者（65 歲以上）

並無訂定相關之就業促進津貼之補助工具及

相關之就業促進措施。

綜上，對比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勞動人

口增加的速度似乎不足以解決高齡化社會所帶來

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因此，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人力的開發與運用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日趨重

要，以舒緩扶老比率持續增加及青壯者扶養負擔

加重之衝擊。

就業問題分析

一、 失業週期長：雖然我國中高齡及高齡勞動

人口佔總勞動人口約 3 分之 1，其失業人數

佔總失業人數約 5 分之 1，但中高齡者失業

週期較一般失業者長（2007 年中高齡者為

28.21 週，一般失業者 24.24 週），顯示其再

就業不易及轉業困難。

二、  心理調適問題：往往受限於自己過往的經

驗與年紀，不易放下姿態，導致心理適應

問題。

三、 全球化衝擊造成結構性失業：全球化致產

業朝向高科技發展、資金進行全球重新佈

局之際，富者與權勢者獨占利益漸次提

升，勞工和中產階級地位相對下降，形成

貧富兩極化的所謂「Ｍ型」社會。從近年

來人力資源統計顯示，受全球化之影響，

在勞動力需求面之部分，亦呈現「Ｍ型」

現象，亦即高級專業人力及藍領階級的人

力需求增加。然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

就業技能常常無法滿足高級專業人力之需

求面；勞動人口高齡化，年齡及體力之限

制，亦無法參與藍領階級，如低就業技能

或無需就技能之體力工，造成供需兩端的

失衡，致衍生勞動力短缺、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勞動參與率卻偏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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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雇主及社會大眾之刻板印象：我國雖於 96 年

5 月 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23 日總

統令公布施行，將「年齡」納入就業服務法

第 5 條就業歧視禁止項目。雇主若違反本項

規定，將依就業服務法第 65 條規定處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等，惟目前

雇主仍普遍存在歧視及刻板印象，認為中高

齡者因受限於年紀而致工作能力的退化及工

作效率低，因此僱用意願通常不高。而社會

大眾的刻板印象來自對「年齡」認知，以年

齡作為其生理功能之唯一指標，但卻忽略其

「功能年齡」，在醫學及科學不斷進步的情況

下，年長且健康及生理功能狀況良好者，其

所具有專業知識、技能與經驗等是非常寶貴

之人力資源。

政府目前促進中高齡者就業之相	
關措施

一、多元媒合就業途徑及三合一就業服務

（一）普設就業服務據點

於各鄉鎮市設立就業服務站及就業服務台，

便捷求職者就近利用資源；設置就業多媽媽，實施

外展式走動服務，主動深入地方及基層，提供就業

資訊與就業媒合，開發潛在欲就業之失業者。

（二）24 小時提供就業資訊

1. 建構全國就業 e 網

（1） 建置全年無休 24 小時全國就業 e 網，

整合提供政府及民間求職、求才資訊及

各類職業訓練、創業等資訊。設置專業

客服人員提供線上即時服務，減少求職

求才障礙、傳送最新媒合資訊，實施客

製化關係管理之便民服務措施。

（2）開闢「中高齡」就業服務專區。

（3） 定期發布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求才統

計等相關就業市場調查分析。

2.  設立 0800-777-888 免付費 24 小時就業服

務諮詢專線，受理民眾電話求職登記。

（三） 辦理就業博覽會或徵才活動，統整工作職

缺，加速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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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個案管理就業服務以協助其就業準

備與就業適應

（一） 設置個案就業服務員：評估中高齡者就業需

求、障礙、特質與潛能，以運用各項資源，

提供專業化、深度化與客製化就業服務，達

穩定就業目標。並視個案情形，擬訂專屬的

「就業協助行動計畫」，強化以就業為目標導

向之策略與執行方式，避免渠等成為長期失

業之怯志工作者。

（二） 增強求職技巧及就業準備：針對需加強就業

技能或求職技巧者，協助安排職業訓練或

就業促進研習活動（如團體成長活動、職場

觀摩、角色扮演、個別訓練等），協助進行

就業準備、掌握就業市場資訊、導正職業觀

念、增進自我認知與求職面試技巧等。

（三） 持續追蹤輔導，協助職場適應，掌握就業狀

況，促其穩定就業。

三、宣導就業機會平等觀念以防制就業歧視

（一） 推動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制就業

歧視宣導及研習會等相關業務，促進職場就

業機會平等，消除就業歧視，促使事業單位

及民眾瞭解法規。

（二） 運用平面報章、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印製

防制就業歧視宣導品，加強宣導，並辦理就

業歧視禁止項目法制業務研習會及防制就業

歧視研討會等，以避免就業歧視。

四、提供各項津貼補助措施，降低求職障礙

（一）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為協助中高齡者儘速就業，運用求職交通補

助金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以增進就業意願

及機會，並鼓勵渠等人員學習一技之長。

1. 求職交通補助金

補助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前往應徵工

作時，其應徵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上或經濟能力薄弱之中高齡者。每

人每次新臺幣 500 元。但情形特殊者，

得核實發給，每次不得超過新台幣 1,250

元，每年 4 次為限。

2.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協助安定失業中高齡者於參加職業訓練期

間之基本生活，使其能安心參訓並促其迅

速就業。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

（新臺幣 10,368 元），最長 6 個月為限。

（二）雇主僱用失業勞工獎助辦法

鼓勵雇主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

中高齡者。雇主得向原推介轄區之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申請僱用獎助，依勞工人數每人每

月發給雇主新臺幣 10,000 元或每人每小時

新臺幣 10 元，最長 12 個月為限。

五、 提供職場體驗機會，協助強化就業準備

與就業適應

透過事業單位或團體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

之機會，協助中高齡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使

其重返職場。提供中高齡者之職場學習及再適應

津貼，每人每月新臺幣 17,280 元，補助期間最長

3 個月，並補助用人單位管理訓練津貼，每人每

月新臺幣 5,000 元。

六、 辦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直接提供中

高齡者就業機會

透過民間團體或各部會、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提具有產業發展前景，或增進社會公益，

且具有就業促進效益之臨時性工作機會，協力創

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引導中高齡者在參與計畫

過程中重建工作自信心，培養再就業能力。進用

人員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 800 元 ~1000 元，每月

最高以工作 22 天為原則，最長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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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運用臨時工作津貼，提供緊急性安置就

業機會

由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

體，透過臨時性工作，提供中高齡者緊急性就業

安置機會。於擔任臨時工作人員期間，輔以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之推介就業服務，並給予每

週 4 至 8 小時之有給求職假，以協助儘速回歸一

般職場。津貼發給標準為每小時新臺幣 100 元，

每月最高發給 176 小時，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八、優先保留公共服務就業機會予就業弱勢者

辦理「擴大公部門進用就業弱勢者計畫」，

加強宣導各部會開放工作機會（含各部會自行招

募之人力、勞務及人力委外業務），優先進用中高

齡者。

九、建立完善之轉介機制

由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成立單一轉介窗口，

結合各部會及社政、民政、醫療、民間團體等相

關單位，運用多元聯繫管道及資源，提供個案連

續且完整服務，協助排除就業障礙。

十、結合民間資源

運用「促進特對象就業補助作業要點」，透

過直接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就業促進相關事項，共

同合作協助中高齡者就業。

未來努力方向

一、法規及制度面的改革

（一）研議高齡社會就業促進專法制定之可行性：

面對高齡化社會，日本訂有「高齡者僱用安

定法」、韓國訂有「高齡者僱用促進法」等

專法以保障及協助高齡者就業，另美國訂有

「就業年齡歧視法」，鼓勵雇主於僱用高齡者

就業時須依據能力而非年齡等，反觀我國，

僅將「年齡」納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就業

禁止歧視項目、實施勞退新制降低中高齡者

就業障礙及修改勞動基準法延長法定退休

年齡尚無訂定專法，然而，為讓我國在未來

邁入高齡國家的衝擊降低，可研議制定專法

之可行性。

（二） 將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納入政府就業促進之

服務對象：

目前運用於中高齡者之相關就業促進措施

及就業促進津貼補助工具之適用對象能將

高齡者納入為適用對象。

二、著重供需兩端的平衡

（一） 營造多元的工作環境，透過短期職務替代與

工作分享，提高中高齡及高齡者的生產力，

進而增加就業機會。

（二） 依據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本身的特性及因年

齡而產生的工作侷限，開發適性且符合產業

需求的工作機會。

（三） 建構多面向的職業訓練系統，結合民間資

源及產業的需求，依據渠等特性規劃就業

導向且適合從事之工作型態，達到訓用合

一的目的。

（四） 鼓勵雇主加強辦理各類在職勞工進修教育訓

練，建置企業的人力資本，並鼓勵在職勞工

取得專業證照，加強自身未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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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友善職場環境

（一） 委託辦理「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之研究

案」，運用職務再設計及工作流程的改造，

開發適合中高齡者從事的工作項目，及讓工

作更適合中高齡者，並藉此協助中高齡者穩

定並延長就業。

（二） 強化社會立法與社會倡導，消除職場對中高

齡及高齡就業者的就業歧視。

四、 加強辦理政策行銷，消除雇主及社會大眾

之刻板印象

（一） 政策倡導：將高齡化社會的實質內涵及未來

面對的問題，透過短片、新聞專題報導、公

關活動等宣導方式，利用媒體通路，漸進式

讓大眾認識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及困境，進而

推廣相關政策，以達宣導之效果。

（二） 政策對話：透過與雇主和高齡者進行「社會

對話」，或利用民意調查的方式，開發適合

雙方的工作機會或產業，並將民意匯整以便

日後政策修改之需要。可透過辦理研討會、

相關論壇，消除社會大眾對於高齡者的歧

視，並建立正確的高齡化社會的知識觀。

（三） 顧客服務：高齡社會來臨，高齡者勢必成

為未來重要人力資源，因此，建構以「高

齡者導向」的公共組織，並針對其需求產

製適性的政策，強化高齡者的人力資源服

務，進而解決高齡化社會來臨所造成勞動

力短缺的困境。

五、國外經驗之借鏡

日本與美國都比我國更早面臨高齡化社會之

衝擊，有關活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資源之作

法，日本可參考者為「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做

法，運用現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空間的方式，結

合民間資源於各地設置「中高齡與高齡者人才運

用中心」，提供各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服務，

與退休準備規劃的諮詢服務等；透過人才運用中

心，一方面協助中高齡者進行退休前準備、退休

後生涯規劃、職業能力的維持與促進、短期及部

分工時就業媒合及向企業推廣漸進式或延長退休

之觀念。美國之部分則為「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

畫」，針對 55 歲及以上的失業低收入者及就業前

景不良者，協助渠等參與以部分工時工作機會為

主的社區服務工作中，促使這些人在經濟上能自

給自足，無須依賴政府的社會福利資源，促使政

府的資源分配更公平且更有效能。

結語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近年來各國開始針

對國內人口老化的現象，提出促進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之就業機會的方案，以提升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之勞動參與率，避免勞動市場出現衰退。依據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台灣地區就業市場情勢及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主要會員國家如英

國、法國、日本及南韓等調查報告所提有關高齡

化及就業政策之分析及建議，對於因應高齡化社

會就業潮流，未來我國政府施政應朝向鼓勵中高

齡人口持續就業並提供更多退休的選擇，且排除

其持續就業及再就業的障礙、製造誘因增加雇主

僱用及持續僱用高齡勞工的意願方向來努力，希

冀能降低我國面對高齡化社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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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強制
退休年齡延後之淺見

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　科員　賴彥亨

勞動論壇台灣勞工  no.15

至於由雇主贊助財源的退休金，一般稱為

職業退休金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me)，其

是由雇主預先與受雇人約定受雇人可領取退休金

的資格條件、退休金的計算及給付方式的一種制

度。1 大部分國家對於職業退休金之規定，除公

部門係強制性規定外，私部門大多係由企業自行

訂定；惟我國對於私部門之職業退休金，採取以

立法強制企業給付職業退休金責任，屬於特例；

我國強制性職業退休制度包括舊制之勞動基準法

退休金制度、新制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皆屬之。

退休一般大多是勞工達到規定的退休年齡，

至於退休之類別，可分為自請退休與強制退休兩

種類別。自請退休係指個人在組織內達到一定年

限後，不願繼續服務下去而自願選擇退休，通常

需要達到一年的年資與年齡。強制退休係指個人

在組織內達到一定年限，因某些因素（如年齡已

高、精神耗弱、身心殘廢）不能勝任工作，組織

可硬性要求其辦理退休。強制退休一般係以達到

法律規定的退休年齡，組織要求個人自工作崗

位，不論個人之年資長短；制度目的乃考量年齡

之增長與工作能力的適任度成反比之因素，除保

護退休者的身體狀況外亦顧及組織的新陳代謝

〔註釋〕

1. 參閱符寶玲，退休基金 - 管理與運用，P22，四版，民 94。

前言

立
法院於 97 年 4 月 25 日三讀通過勞動基準

法第 54 條修正案，將勞工強制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後至 65 歲，本文以強制退休年齡規定延

後 65 歲，對於勞、資、政三方之影響提出一些

看法。

強制退休理論

退休一般是指個人完全地停止就業。當然個

人可能由於選擇的原因，而處於半退休或保留某

些退休工作。在很多國家，固定退休年齡的概念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最近才起源，在那之前，退

休金準備的缺乏意謂著大多數的勞工一直工作到

死為止，或者是依賴個人儲蓄、或是家庭或朋友

的支持。現在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已經在勞工老

年退休的時候，有系統的提供退休金；退休金的

財源可能是由雇主或國家贊助。現在個人的退休

在很多社會一般被認為是屬於勞工的權利。

由國家贊助財源的退休金，其目的係為解決

國民老年生活問題，避免產生貧窮，目前多採社

會保險制度。我國的勞工保險條例老年給付、公

務人員保險之養老給付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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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齡，一為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

作。有關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係

考量勞動基準法適用到所有的行業；應該考量各

企業、行業或職業的特殊情況，因為各行各業工

作所需知能、體能等條件難以一致，因此宜視個

案事實狀況由雇主依有關證明及實際情形處理，

尚難有具體界定標準，故採實質認定原則。2 惟該

款與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勞工對於所擔

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時常發生混淆，司法判

決一般認為「不能勝任工作」除了勞工之學識、

品行、能力、身心狀況，在客觀上不能完成工

作，亦包括勞工主觀上怠忽所擔任之工作。3 勞

工是否確不能勝任工作，應依個案事實判斷。

二、強制退休年齡之退休要件

查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達

到「特定年齡」作為雇主強制退休之要件，一般

認為係考量年齡之增長與工作能力的適任度成反

比之因素，除保護退休者的身體狀況外亦顧及組

織的新陳代謝機能。我國強制退休年齡規定具有

下列之特色：

1. 強制退休規定與就業歧視之關聯：

以達到強制退休（特定）年齡，作為強制

勞工退休之要件，由於並非個人身理方面的實際

評估結果，加上個體身心狀況發展之差異，並非

每一個人達到同樣的退休年齡都無法繼續從事工

作，故其本身具有某種程度獨裁性質，有國家認

為屬於年齡歧視的一種形式。例如美國於 1967

年制定「職場年齡歧視法」排除年齡歧視，在該

法規範下，以到達一定年齡為理由之強制退休規

定尚不被容許。4

〔註釋〕

2 參閱前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內政部 76 年 5 月 27(76) 台內勞字第 499741 號函。

3 參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印，勞動基準法院判決及行政解釋彙編，P280，民 95。

4  參閱林煥柏，職場年齡歧視之研究，政大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P61，民 94。

機能，故各國公部門大多仍維持分等限齡退休制

度。一般來講，強制退休年齡規定在某些危險性

工作（軍人）或是需要高度身體、心理技巧（飛

行員）的某些特定職業有其必要。然而，因為強

制退休年齡並非個人身理方面的實際評估結果，

故具有某種程度獨裁性質，所以一般認為屬於年

齡歧視的一種形式。

我國強制退休規定

我國之強制退休規定，規定於勞動基準法。

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原規定：「勞工非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一、

年滿 60 歲者。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

工作者。」，此次修法係將 60 歲修改為 65 歲。查

依該條文之立法說明，係為兼顧憲法有關勞工工

作權之保障及事業單位人事之新陳代謝，爰有強

制退休之限制。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要件，

其原意係保障勞工工作權，即勞工非年滿強制退

休要件，雇主非有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資遣或 12

條解僱之事由，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資遣並

應給付退休金後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勞工年滿強

制退休要件，亦非應即退休，僅雇主認勞工工作

能力的適任度不符需求時，得由雇主單方面行使

強制退休之契約終止權。有關強制退休兩個要

件，說明如下：

一、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之強

制退休要件

我國強制退休規定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有 2 個強制退休要件；一為達到強制退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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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目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已考量先進

國家禁止年齡歧視之立法趨勢，增列「年齡」為

禁止就業歧視事由，但其規定僅係規範雇主對求

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歧

視，對於勞動基準法中雇主之強制退休權並無影

響。該條文後段明定，現行法律已有基於正當理

由作特別規定者，與本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尚無牴

觸。基上，維持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強制退休

年齡規定，勞工符合強制退休要件，雇主得強制

其退休，與新修正就業服務法，解釋上不生牴觸

爭議。

2. 強制退休年齡得透過勞資協商無限期延長：

查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僅係

規定「雇主得強制勞工退休」之要件，但該法非

規定「勞工應即退休之年齡」；亦即，勞工可視其

體能狀態與雇主需求而繼續工作。勞動基準法有

關強制退休年齡之規定，並不具有「勞工符合強

制退休要件即須強制離開勞動市場」之意涵。勞

資雙方得就是否行使強制退休權進行協商，達成

合意的話，並無延長服務期限之限制。

3. 事業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調整：

基於事業單位運作之考量，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得逕行縮短強制

退休年齡之權利，其係為防止其所僱用之勞工雖

未年滿強制退休年齡，但在體力上已無法滿足資

方工作上之需求，規定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

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主管

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低於 55 歲。

4.  勞退新制實施後，強制退休年齡規定仍然有效

之效力問題：

我國於 94 年 7 月 1 日勞工退休金條例開辦

勞退新制，依該條例規定，該條例施行前已適用

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該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

一事業單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

休金規定。但勞工於該條例施行後，離職後再受

僱者，應適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依勞委會 94

年 5 月 27 日勞動 4 字第 0940028403 號函釋 5 及

95 年 3 月 15 日勞動 4 字第 0950008016 號函釋 6，

勞退條例實施後選擇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及勞退

條例實施後新受僱之勞工，雇主於勞工符合強制

退休要件後，仍得強制勞工退休。即勞動基準法

強制退休規定對於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之勞工，仍

具有規範效力。

〔註釋〕

5.  查依勞委會 94 年 5 月 27 日勞動 4 字第 0940028403 號函釋規定：「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及第 12 條第 1
項，勞工適用本條例前之保留工作年資及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應分別依勞基法及本條例計給資遣費或退休金，故
適用本條例勞工如符合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強制退休要件，雇主仍得強制勞工退休。」

6.  查依勞委會 95 年 3 月 15 日勞動 4 字第 0950008016 號函：『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該條
例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查該條例僅規範
勞工退休金提繳及請領事項，優先適用該條例，故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有關強制退休要件之規定，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
行後，仍屬有效，雇主仍得依該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強制勞工退休；惟勞工適用該條例之工作年資之「退休金給付事
項」，優先適用該條例，不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給付規定，故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規定強制勞工退休，不生
依該法第 55 條規定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抵充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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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老年勞工因年齡歧視等因素，其

失業率為平均值之兩倍，及失業期間一般亦較平

均值來的高。7 勞退條例施行前，雇主如欲資遣

年滿強制退休年齡之勞工，依法需給付勞工退休

金，雇主為避免較高之僱用成本，造成當時雇主

不願意僱用中高齡勞工之問題。惟 94 年 7 月 1 日

勞退新制施行後，離職再受僱適用新制之高齡勞

工，勞工符合強制退休年齡時，雇主行使強制退

休權終止契約，因退休金已經按月提繳，依法無

須另行給付退休金；至於資遣費，因雇主係行使

強制退休權終止契約，非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資

遣勞工，亦無給付任何資遣費之法定義務；此時

雇主強制勞工退休並無任何增加成本之顧慮，代

表雇主之僱用彈性最大之狀態，故勞退新制實施

之後，強制退休年齡之規定甚至可能造成雇主對

於高齡勞工之偏好。

強制退休年齡規定之比較

以下則就公部門及私部門強制退休規定先進

行比較，再進行各國私部門比較強制退休規定之

比較。

一、公部門 VS 私部門之強制退休規定比較

公務人員分等限齡退休制度並非我國所獨

創，早期美國、法國、日本、韓國均有實施。8 目

前法國仍然繼續實施分等限齡退休制度，德國則

有 65 歲法定屆齡退休之規定。9 我國之公務人員

強制退休規定，目前維持限齡，但並無分等。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公

務人員任職五年以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命

令退休：一、年滿 65 歲者。」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公務人員已達第 1 項第 1 款所

規定之年齡，仍堪任職而自願繼續服務者，服

務機關得報請銓敘部延長之，但至多為五年。」

公私部門強制退休規定之比較，分析如下：

1.  我國公私部門有關強制退休年齡之規定原本

並不一致，公部門為 65 歲；私部門原本為 60

歲，此次修法亦延長為 65 歲。公私部門間之強

制退休年齡趨於一致。

2.  達到強制退休年齡後是否得延長繼續工作，公

私部門皆有延長之規定；惟公部門雙方合意延

長有 5 年期限之限制，私部門則勞資合意後，

而且並無延長期限之限制。

二、各國私部門強制退休規定之比較

查各國對於職業退休金大多係自願性規

範，非採強制性規定，故並無「法定強制退休年

齡」之規定；頂多係規定企業資遣勞工時，應按

其年資，給予補償，故我國法定強制退休規定係

屬特例。

目前少數與我國採取強制性職業退休金制度

之國家，有瑞士、香港、新加坡等，係類似我國

勞退新制之確定提撥制度；惟確定提撥制大多係

規定得請領退休金之要件，與強制退休年齡規定

性質上仍有所不同。

〔註釋〕

7.  參閱 Sara E.Rix & Paul Fisher，Retiremennt-Age Policy，P821，1982。

8. 參閱賴秋吉，公營保險機構現行退撫辦法之研究，P103，民 72。

9. 參閱銓敘部編印，美加英法德等 5 國退休撫恤制度彙編，P36，P116，P119，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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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從法制繼受觀點來看，或許日本之

情形對於我國有較大之參考價值。因我國勞動準

法之退休制度係參考日本企業之退職金制度，惟

日本係採自願式企業退職金規定，到了我國成為

強制性企業退休金制度 10；且日本之自願性企業

退職金制度中，有強制退休規定之存在，此規定

通常係勞雇雙方在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中約定勞

動契約將於勞工屆退休年齡時自動終止，這項意

定強制退休規定日本於 2004 年，通過「高齡者等

就業安定相關法律之部分修正案」，其中規定「退

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以及導入繼續僱用制度」。11

這項制度在日本被認為相當合理，只要勞工超過

強制退休年齡，雇主即可不經預告終止契約。當

勞工因達到強制退休年齡而必須離開公司時，雇

主都會以一次給付或年金給付方式發給離職金。

這類離職補償金通常會在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中

訂定。12

強制退休年齡延長之影響分析

不論對勞動者還是雇主而言，退休制度對於

雙方權益影響重大，故此次強制退休年齡一次從

60 歲延長為 65 歲，對於勞資政三方之影響，分

析如下：

一、就國家整體人力資源運用而言：

優點：

1.  我國因高齡化、少子化之趨勢，長期而言將面

臨勞動力不足之問題，上開措施可提供更大勞

動力來源，就長期而言作為因應人口老化問題

之方法，具有政策引導作用，且有正面效果。

2.  社會制度所訂老年年齡，其高低與該國或該社

會老年人口之多寡有密切關係，即老年是一個

比較性的概念。13 上開立法逐步朝向無年齡歧

視之工作環境前進，對於導正社會對於年齡老

化之觀念有所俾益。 

缺點：

1.  延長勞工退休年齡代表工作職位的釋出減少，

故短期內（5 年內）企業無法進用新進人員，

影響工作機會之供給，在工作機會沒有增加的

強況下，對於失業率之下降恐有負面之效果，

壓縮年輕勞工之就業空間。例如可以預期 5 年

內國營事業進行招募新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短期內應該不太容易看到國營事業招考萬人報

名的現象。

〔註釋〕

10.  參閱單驥，如何改進當前勞基法中的退休制度並兼論退休、資遣與失業保險制度之整合，退休資遣學術研討會，
P33-35，民 79。

11. 參閱林煥柏，職場年齡歧視之研究，政大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P61，民 94。

12. 參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譯印，1991 年亞洲各國勞動契約及勞動條件，P47，民 82。

13. 參閱陳明裕，勞動政策，P352，再版 2 刷，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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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進行制度整合，效果有限：我國之退休政

策，包括第一層公共年金與第二層企業退休金

制度。目前公共年金中之勞工保險，強制加保

年齡上限仍維持 60 歲，未一併調整；且勞保有

關之年金法案已於 97 年 7 月 17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自施行

後前 10 年規定被保險人須達 60 歲之老年年金

給付條件，其後逐年調整至 65 歲。至於企業退

休金制度中，目前大多數勞工適用之新制，新

制請領退休金之年齡仍為 60 歲。強制退休年齡

規定僅係我國退休政策中，第二層企業退休金

中舊制之其中一項規定而已，各項勞工之退休

政策間，未進行整體之修法考量，淪為拼湊式

之修法模式，作為因應人口老化之政策工具效

果恐怕有限。

3.  由於強制退休年齡雖然延後，但仍係以一特定

之年齡作為雇主得命令勞工退休之依據，年齡

歧視觀念恐怕仍舊不易打破；仍使社會產生達

到強制退休年齡即應退休之觀念，且年齡歧視

議題仍舊存在。

二、就產業發展而言：

缺點：

1.  不利企業競爭力：強制退休年齡規定之功能考

量年齡之增長與工作能力的適任度成反比之因

素，除保護退休者的身體狀況外亦顧及組織的

新陳代謝機能，修法延後強制退休年齡多少影

響企業人事之新陳代謝及僱用彈性，造成人力

斷層、影響人事運用，不利企業新陳代謝，不

利企業競爭力。

2.  增加企業成本：原本雇主雇用 60 歲至 65 歲之

勞工，如因身理因素造成工作不堪勝任，依法

強制勞工退休無須給付資遣費，修法後雇主須

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規定資遣勞工，

相對增加企業資遣費之成本。另外，因為高齡

勞工工資相對較高，勞工於 65 歲退休時，其退

休金計算基礎也跟著拉高，造成退休金成本提

高。同時也可能聯帶增加勞動基準法退休金 45

個基數上限之修法壓力。

3.  造成中高齡勞工謀職更加困難：雇主考量到資

遣費、退休金成本增加之因素後，恐將影響企

業僱用高齡勞工之意願，反而不利中高齡勞工

轉業。

三、就勞工權益而言：

優點：

1.  保障 60 歲至 65 歲勞工之工作權，使有工作意

願之勞工得以繼續工作。高齡勞工因強制退休

年齡遭遇僱用不安定之問題，此次修法延長，

對於留在勞動市場適用新制之中高齡勞工，其

遭遇任意解僱風險之年齡因此延後 5 年，於 65

歲才會遭遇。且勞工如確不能勝任工作，雇主

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規定資遣勞工後支付

資遣費，相對保障高齡勞工之工作權。

缺點：

1.  採一次修法將強制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後至 65

歲，企業考量管理上不便之因素後，恐檢討中

高齡勞工之僱用政策，造成勞資關係緊張。

結論

此次修法延後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年齡至 65

歲，短期內對於企業負面影響較大但對於高齡勞

工而言，除保障高齡勞工之工作權，並改善其僱

用不安定之現象，短期效果尚難以評估。惟以長

期觀點來看，此次修法，對於因應我國社會高齡

化、少子化之趨勢，作為因應人口老化問題之方

法，具有政策引導作用。且逐步朝向無年齡歧視

之工作環境前進，可導正社會對於年齡老化之觀

念。整體而言，強制退休年齡規定僅係我國退休

政策中之一小環，其他退休政策間，未進行整體

之修法通盤考量，是此次修法較為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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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德國學界所理解之部分工時勞動

在進一步說明德國部分工時勞工相關之社

會保險保障的問題前，在此先作一點理論上的提

醒：部分工時勞動，在德國勞動法學與社會學的

觀察視野上，普遍認為必須放在非典型勞動之理

論脈絡中去理解。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工業國

家勞動世界之相關行動者便已意識到，傳統僱傭

勞動的基本形式，無疑的在改變中。許多有別於

標準僱用類型的、亦即不同於被稱為「典型勞動

關係」之其他形式的僱用，逐漸的出現在現實勞

動世界中，某種程度的牽動企業主與勞動者雙方

的相互關係。一個德國工業社會學界的普遍說法

是：非典型的僱用形式，越來越重要，而典型勞

動關係，逐漸失去其重要性，如此之發展與整體

就業容量的增減並無絕對關聯，換言之，並非失

業問題帶來非典型勞動的激增，而是不論就業勞

動的量之增多或減少，一個「非典型取代典型」

之質之面向的轉換（Umschichtung），都是清楚

可見的 1。

簡單的說，在學理之討論中，非典型勞

動型態多偏向於所謂「外部的彈性」（externe 

Flexibilität），以相對於所謂的「內部的彈性」

（interne Flexibilität）。易言之，當企業碰到所謂

生產之波動週期，例如訂單的減少或增加，或是

更重大的經濟景氣影響時，企業對於勞動力的需

求產生短中期的變化，此時採取之因應手段，一

種可能是訴諸於內部的彈性，亦即在不影響勞動

關係形式的前提下，採行諸如延長工時、休假

安排、彈性工時模式、臨時性工作等，但也可

能採取外部彈性的類型，亦即僱用非典型勞動

者，以非典型之形式來因應對勞動力的不同需

求。也因此，特別在討論經濟全球化對於個別

企業運行之「個體經濟」（mikroökonomisch）

面向上的影響時，非典型勞動在此找到其實質

〔註釋〕

1.  Keller/Seifert,. Atypische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 Flexibilität, soziale Sicherheit und Prekarität, WSI-Mitteilungen 5/2006, 
235.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　林佳和

德國部分工時勞工

社會保險初探
德國部分工時勞工

社會保險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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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等，換言之：以不定期為其常態；（6）雇

主工資以外之其他給付，特別是企業內福利性質

的給付，取決於勞動者個人之資格條件與年資；

（7）勞動者之工資與勞動條件，係透過集體性的

利益代表機制的方式而為集體之形成，換言之，

勞動者以加入該組織、受該組織之一定程度的保

障為典型之狀態 3。

另一專注於典型勞動關係論述之法學者

Ulrich Mückenberger，認為勞動法之所有管制，

不論是實體的管制或程序的管制，前者如工時的

限制，後者如參與契約協商與雇主指示權之行

使，都是針對雇主就勞動力運用之彈性，包括勞

動者關係本身、即勞動者地位的彈性，以及人力

使用上的彈性，設下一基本的界限，在此界限範

圍內的勞動關係，就能夠享有現行勞動與社會憲

法所賦予之最佳保障，該勞動關係即為「保障機

制視野所及的標準勞動類型」，即係典型勞動關

係 4。Mückenberger 指出，所謂的「典型」，並

不代表此類之勞動類型是為勞動生活中所存續

的、經驗研究中所得以證實的「普遍勞動者之面

貌」，也就是說：典型之意不在於指稱「量化上

的意涵」，從統計數字上去印證有多大比例之勞

動者得以歸類，而排除比例上必然極少數之其他

勞動者 5，換言之，典型勞動關係之意義，其實

應在於它之作為「引導勞動法領域發展之基本假

設」，以及所因之具有的三項功能：保護、推動

的催生基礎 2。當然，在概念的選取及理解上，

必須先從一相對的概念組：典型勞動關係與非

典型勞動關係談起：所謂的「典型勞動關係」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se），描述的是二次世界

大戰以降，特別是西歐國家歷經 50、60 年代經濟

起飛之建立所謂「福特主義」（Fordismus）的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體系中，一個普遍存在於勞動生

活中的勞動者標準類型。當然，何謂如此之標準

類型，學理上的歸類暨分析容有不同，但基本的

概念要素卻是極為相近的。讓吾人以勞動法學中

的討論為例，來觀察有關非典型勞動概念的重要

內容。

德國勞動法學者 Wolfgang Däubler 認為，典

型勞動關係大致有七項特徵及內涵：（1）全時的

專職勞動關係：社會上普遍存在一基本的工時規

模類型（每週 37-40 小時），勞動者以此全時勞動

關係作為其個人與家庭再生產的基礎；（2）正常

工作日的特定規模：每日約工作 8 小時，大致是

始自 6 至 8 時 30 分，於 14 至 17 時前後下班，每

週工作 5 日，工作與休閒之時間區域分野清晰；

（3）報酬薪資多每月給付一次；（4）在一定規模

人數（至少為 4 至 5 人）以上的企業或工廠職場

中工作，有其他勞動者之形成「同僚關係」，而有

特定勞動保護法之適用（例如解僱保護法或企業

組織法）；（5）勞動關係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存續保

障，例如解僱預告期間、資遣費、解僱實質要件

〔註釋〕

2.  典型的德國勞動經濟學討論，如 Kronke，在其說法中，彈性化的目標是將企業與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相互間之關
係，調整至較符合當代企業管理及競爭條件的需求，進而得以節省企業經營之成本，其主要針對四項所謂的勞動法之僵
硬領域：（a）非典型勞動關係的限制，（b）工時的限制，（c）解僱保護，（d）共同決定權，進而主張應使企業能配合市
場條件的變動而隨時調整其生產組織，而這四者並得歸類至所謂內部與外部的彈性問題；請參見 Kronke, Regulierungen 
auf dem Arbeitsmarkt. Kernbereiche des Arbeitsrechts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1 Aufl., Baden-Baden 1990, S. 22。

3.  Däubler, Deregulierung und Flexibilisierung im Arbeitsrecht, WSI-Mitteilungen 1988, 450.

4.  Mückenberger,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 Lohnarbeit als normativer Horizont sozialer Sicherheit? In:Sachße/Engelhardt(Hrsg.), 
Sicherheit und Freiheit. Ffm. 1990, S. 171

5.  例如 Rosenbaum 便認為，典型勞動關係根本從未成為一個社會勞動中的「典型」，從歷史觀察的角度來看，它既
非現實，亦非一個普遍的發展趨勢，或許僅係反對去管制者所運用之最佳藉口；dazu vgl. Rosenbaum, Krise des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ses? Trends und Perspektiven normaler und unnormaler Arbeitsverhältnisse, ZRSoz 199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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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選擇功能 6。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觀察方式，由

「規範與現實」的辯證角度來看，Mückenberger

的提醒相當具有啟發。至於典型勞動關係的內

涵，則 Mückenberger 所主張者與 Däubler 相去

不遠，包括：（1）企業年資；（2）整體從事就業

勞動的年資；（3）勞動者於就業生涯中所到達之

年齡；（4）全時的專職勞動；（5）在一明確的企

業或社會關聯的框架中從事勞動；（6）企業或工

廠在一定的規模之上；（7）勞動者具有一定的技

術或資格能力水準。整理起來，Mückenberger 理

解中的典型勞動關係，可以將之描述為「繼續性

的、存續一段相當時間的、在一相對大企業的場

域關聯中、具有特定資格能力的、從事全時工作

的勞動關係」7。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所有典型勞動關係的

觀察與討論，基本上都與它所面臨之危機，亦即

非典型勞動的出現，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例

如 Mückenberger 以典型勞動關係為主軸來觀察

解除勞動法之管制、間接催生非典型勞動滋長的

發展。氏認為，80 年代基民黨右派執政聯盟所推

定之勞動關係去管制政策，一方面限縮典型勞動

關係的適用範圍，分裂勞動市場上的不同類型勞

工，改變社會國原則下的和諧關係，而在另一方

面，特別是在社會法的領域中，解除管制卻強化

了典型勞動關係市場形式的保障類型（排除一定

程度非典型勞動關係之適用社會法），也就是說，

勞動法解除制所帶來的雙重效果是：一方面將勞

動保護的水準降低，但同時亦藉由「分裂勞動市

場後典型勞動關係規模縮小的現實發展」，將社會

法上的保護，更緊密的連接至此典型勞動關係之

上，造成「社會法領域更嚴格的以勞動法領域中

之典型存在，為其適用之前提要件」8。

「將勞動法與社會法某種程度的脫鉤」，這

一項典型與非典型勞動關係發展脈絡中相當重要

的一項特徵，必須再進一步說明 9。換言之，一

些雖然非得完全歸類入典型勞動關係，但基本

上並未動搖勞動者所受之社會保險保障的就業形

式，諸如彈性工時模式（例如德國較新發展之工

時帳戶 Arbeitszeitkonten）、電傳勞動、承攬契

約，在德國法的討論中，均被剔除在非典型勞動

關係之外。在德國工業社會學、勞動經濟學的專

業言說領域中，則將部分工時勞動、微薄工作

（geringfügige Beschäftigung）、派遣勞動，定期

契約勞動，或是存在著特殊依賴關係之自營工作

者（Selbstständigkeit），均稱之為標準的非典型

勞動類型，因為它們都至少未具備典型勞動關係

的構成要件要素之一或更多，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些新興的勞動形式，在原先所應歸屬於典型勞

動者所享有的社會保險體系之保障方面，都某種

程度的出現了問題。這是本文在探討相關部分工

時勞工之社會保險保障時，一項相當重要的觀察

線索：將原屬典型勞動關係的社會保險保障模

式，完全照搬至部分工時勞工身上，至少在德國

的發展脈絡中，顯然出了問題，也因此引發十多

年來的改革步調。

整理一下：前述德國理論角度之論述，放在

部分工時勞動的問題上，我們可看到下面重要之

理論意涵：

●  部分工時勞動 – 如同其他的非典型勞動一般，

必須放在勞動法解除管制、典型勞動關係腐蝕

之脈絡中加以觀察；

〔註釋〕

6.  Mückenberger,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 S. 161。他所謂的推動功能，是指以建立於典型勞動關係的勞動法制，「推動僱傭
勞動優先於其他的社會活動」，而選擇功能，則是意謂「區別就業勞動與非就業勞動」，進而影響社會認同的形成。

7.  Mückenberger,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 S. 182。

8. Mückenberger, ebenda.

9.  相關討論可參見 Matthies/Mückenberger/Offe/Peter/Raasch, Arbeit 2000 – Anforderungen an eine Neugestaltung der Arbeitswelt, 
Reinbek bei Hamburg, 1994,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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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固定每日提供顯然較短時間之數小時的勞

務（通常為早上）；在一般勞動法學之討論中，

此「固定式」之部分工時顯然較無問題，處理上

亦較無爭議 11。

較有問題的顯然是「彈性式」的部分工時：

在此，依勞動契約之約定，雇主可自由指定勞

工工作時間之長短及方式，或在工作時間確定

固定之前提下，僅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方式由

雇主再行指定。在德國，學說暨實務普遍認為

前者是違法的，因其顯然有規避終止保護強行

法之嫌，是以不論依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約定

之，均屬無效，不過如係所謂之「特定範圍約

定」（Bandbreitenregelungen），亦即在一定之

期間內，容許雇主去改變工作時間的長短（例

如「每週應工作 10-15 小時」），依德國聯邦勞

動法院的見解，勞動契約為此約定仍屬無效，

但如由團體協約規定之則可合法 12。而在後者

之情形，亦即「工作時間長短固定、但實際提

供方式由雇主指定」者，則學說暨實務上普遍

認為合法，這在 2000 年 12 月 21 日施行之德

國《部分工時勞動與定期勞動契約法》（Gesetz 

über Teilzeitarbeit und befristete Arbeitsverträge, 

TzBfG）的第 12 條，已有清楚的規定，以防止

因工作時間長短與方式之不明確而影響勞工。

在歐洲之發展實務上，此種「工作時間長短固

定、但實際提供方式由雇主指定」之勞務提供

方式，早已存在於工作職場之中，不論是所謂

的「傳喚工作」（Arbeit auf Abruf） - 也就是早期

學理上所稱之「依工作需求量而彈性調整之工作

時 間 」（Kapazitätsorientierte Variable Arbeitszeit, 

●  部分工時勞動，係處於企業靈活運用「外部彈

性」與「內部彈性」之中間形式：一方面，勞

動者仍屬企業正職員工，雙方間存在勞動契約

關係，然另一方面，其處境與對待卻極類似外

部之非員工勞動者；

●  部分工時勞動之工資、勞動條件與社會法權利

等各方面，均係在一「脫離典型勞動關係保

障」之方向上去發展，因此，對之「一律平等

對待」與「按比例保障」，規範性上正確，實踐

上卻是「脫脈絡的」（außerkontextuell）；

●  隨著社會之個人化發展，勞動者之個人「時間

主權」（Zeitsouveränität）雖然亦趨重要，然

而，部分工時勞動形式之出現並不當然與之緊

密扣合，毋寧只是小部分的重疊 10。

●  部分工時勞工的社會保險保障，能否完全依照

一般全時勞工的「典型」模式，經年的發展中

逐漸產生問題，甚至引發勞動市場上的不利效

果（例如雇主不願僱用部份工時勞工或逃避其

主觀上認為沉重之社會保險義務）。

二、德國部分工時勞動型態

實務上，既使是在一「比正常工時為短」的

普遍觀之於國際或國外法規範上的理解之下，部

分工時勞動在德國的現實上，仍存在著數種不同

的形式，不論在工作時間的長短或方式上。

關於部分工時，原則上可區分為「固定式」

（festgelegt, starr）與「彈性式」（�exibel）兩種

類型，前者是指勞工工作時間長短及方式均為固

定，例如在一週內之某一日或某幾日或一月內之

某些日為完全工時，而其他日則為較短時間之工

〔註釋〕

10.  關於此時間主權與部分工時、乃至定期契約等之關聯性，請參見 Vobruba, Wege aus der Flexibilisierungsfalle – politische 
Voraussetzungen individueller Zeitsouveränität, in: Büchtemann/ Neumann(Hrsg.), Mehr Arbeit durch weniger Recht? Berlin 
1990, S. 245ff.

11.  Meng-Preis, Innovative Arbeitsformen. Flexibilisierung von Arbeitszeit, Arbeitsentgelt, Arbeits- organisation, Köln 2005, S. 
285; Mayer-Kittner/Zwanziger, Arbeitsrecht, Rn. 7 zu § 140.

12.  BAG 12.12.1984 AP Nr. 6 zu § 2 KSchG 1969; BAG 12.3.1992 AP Nr. 1 zu § 4 BeSchFG 1985; BAG 12.12.1990 AP Nr. 2 
zu § 4 TVG Arbeitszeit; BAG 17.3.1988 AP Nr. 11 zu § 15 BAT.



台灣勞工｜第15期22

KAPOVAZ），僅約定年度總工作時數之「年度工作

時間契約」（Jahresarbeitszeitvertrag），亦或「工

作分享」（Arbeitsplatzteilung, Job-Sharing），這些

類型無異均屬之 13。

總的來說，從學理對於實務發展之分析上

觀之，一個著重在「工作時間彈性化」角度，也

就是偏向「內部彈性」而非「外部彈性」之面向

上，部分工時之可能形態及其相對之優點 – 至少

從人力資源管理之立場觀之 14，約有下列數種 15：

部分工時模式 內容 優點

傳統模式 縮短每日之工作時數
行政管理負荷較低，獲取較高之效率

協調職業與家庭之需求

變化模式 每週僅數日實際提供勞務

行政管理負荷較低，獲取較高之效率

不穩定勞務提供下，有較佳之工作強度配置

協調職業與家庭之需求

旺季模式 旺季時完全工時工作，淡季時休息

防止無謂之淡季勞動力空轉

無招募或訓練新進員工之多餘負擔

勞工獲取全年度同樣之平均月薪資

勞工享有全年度同樣之社會安全保障

長期休假模式

先完全工時工作，但僅支付部分工時
工資，登記入「長時工資帳戶」，再賦
予勞工數月休假、年度休假或提前退
休權利

薪資繼續支付情形下，勞工有較長之休閒安排

勞工享有租稅上之優惠

員工有較佳之職業訓練／再進修之機會與時間

避免過低之勞動力運用

在較少所得損失前提下提前退休

傳喚模式
勞工依雇主實際工作需求量而應傳喚
工作

避免過高之勞動力運用

不穩定勞務提供下，有較佳之工作強度配置

高度彈性之勞工工作時間的分配

電傳／家內模式 勞工在自家從事電傳工作

節省交通在途時間與成本

節省企業經營成本

協調職業與家庭之需求

分享模式 數名勞工共同分享一工作位置 16

較佳品質之客戶服務

責任負擔依然清晰

彈性之工作時間分配

團體模式
雇主僅規定一定期間內應有多少名勞
工提供勞務

較佳品質之客戶服務

理想之工作強度的配置

短期彈性之可計畫性

極彈性之工作時間分配

〔註釋〕

13. 對此之討論亦可見 Preis, Der Arbeitsvertrag, 2 Aufl., Köln 2005, II T 20 Rn. 5ff.

14.  從勞動經濟學暨人力資源管理觀點討論工時彈性化之類似論述，亦可見 Sadowski, Personal- ökonomie und Arbeitspolitik, 
Stuttgart 2002, S. 18

15. eingehend diehe Meng-Preis, Innovative Arbeitsformen, S. 286ff.

16.  必須注意的是，德國法基本上區分此「數名勞工同時分享一工作之分享模式」，以及「每一工作由數名勞工輪調式交替
之所謂輪調模式（Turnus-Modell）」，有所不同，雖然德國部分工時勞動與定期契約勞動契約法第 13 條第 3 項有準用之
規定；dazu siehe Schaub, Arbeitsrechtshandbuch, Rn. 99f. zu § 44。



台灣勞工｜第15期 23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家、但受國家所監督之公法人性質的保險人所為

之社會給付。在作為本文重心之社會保險體系方

面，目前德國約有下列數個相關保險類型制度：

- 法定退休金保險（RV），

- 法定健康醫療保險（GKV），

- 就業保險（AV），

- 職業災害保險（UV），

- 以及，照護保險（PV）。

德國社會保險體系之目的在於，針對無法

在商業保險體系中得到保障，或無法承擔商業保

險中較高保險費負擔者 - 由歷史發展來看，主要

指涉對象自然是從屬性的勞工，仍能享有保險保

障（Versicherungsschutz）。基於此目的，也為

了防止風險不均造成之偏差，德國社會保險基本

上採取強制投保，易言之，被保險人原則上負有

投保義務（Versicherungsp�icht）。德國社會保險

之保費，基本上係依勞工的毛工資（Bruttolöhne 

und -gehälter）、亦即在扣除租稅、保費等費

用之前的工資數額為計算基礎，當然，不同的

社會保險類型，均設有所謂「核算保費門檻」

（Beitragsbemessungsgrenze），也就是說：基於

不同的理由與思維，例如減輕勞雇雙方之保費負

擔、增加雇主僱用勞工之誘因等，德國社會保險

體系基本上維持「一定工資數額以下者無投保義

務（Versicherungsfreiheit）」的設計。在保費的

繳納方面，原則上均由雇主與勞工共同分擔，雖

大多以「各自負擔一半」為原則，但在不同的社

會保險類型，容有不同之分擔比例設計（例如

職業災害保險保費全額由雇主負擔），甚至有某

些針對特定給付（例如所謂非保險性質之給與

versicherungsfremde Leistungen）的國家租稅補

貼出現，必須加以注意。不論如何，在勞雇雙方

的保費分擔上，均由雇主直接繳納予健康醫療保

由這些模式之列舉可看出，部分工時勞動包

含著數種許多不同模式之發展可能性，有些單純

從企業勞動力運用之「需求面」出發，追求最大

效率之「內部彈性」，然而，在同時考量「全球化

時代之現代產業發展型態」、「個人化社會發展趨

勢」等因素下，不同的部分工時模式，事實上亦

可能帶來有利於勞動者個人之形成，同時相當程

度減緩對於勞工工資與勞動條件、乃至於勞動關

係存續保障的可能衝擊，頗值吾人深思。

三、 部分工時社會保險 – 規範理型的轉變：

「以工資數額為重心」

在進一步討論部分工時勞工之社會保險

問題前，有必要對德國之社會保險、乃至整體

社會安全體系，先有一簡略之概觀。德國的社

會安全體系，大致上區分兩大體系：地域法人

（Gebietskörperschaft）之社會給付制度，以及公

法人之社會保險制度，前者即是由聯邦、邦與鄉

鎮地方自治團體，所為之以租稅為財源基礎之福

利性給與，例如社會救助（Sozialhilfe），而後者則

基本上與國家租稅無關，是由相關社會保險之關

係人（例如作為被保險人之勞工與其雇主），以繳

納予保險人之保險費為財務基礎，而由此雖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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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Krankenkasse）17，再由其分配至不同類型

社會保險之基金內。

同樣作為從屬性勞動關係之部分工時勞動型

態，如前所述，原則上亦均有強制加入社會保險

之投保義務，換言之，在特定要件滿足時，例如

到職、離職、留職停薪、到訓、結訓，雇主即有

向該管單位申報之義務（Meldep�icht，德國社會

法典第 4 編第 28a 條參照）；這即是德國學理上所

概稱的：既使是部份工時勞工，原則上亦負有加

入社會保險之義務，亦即與全時勞工相同而享有

社會保險保障 18。

然而，問題並非那麼單純：如前所述，

基於不同之勞動市場因素考量，例如減輕勞雇

雙方之保費負擔，創造雇主僱用勞工、特別是

長期失業者的誘因，也間接避免特別是低或無

技術勞工，因雇主畏懼所謂「工資附隨成本」

（Lohnnebenkosten）19 之壓力而失去工作機會，

針對特殊之勞工族群，德國法律向有「特定情狀

下免除強制投保義務」的規定。當然，基於社會

保護之目的，無可避免的，此所謂之「特定情

狀」，基本上即以「一定工資數額」作為門檻，

亦即前述之「核算保費門檻」，這裡的邏輯很簡

單：勞工之工資在一定數額以下者，也就是低工

資所得者，基本上就免除其加入社會保險之義

務，相對的，雇主自然便減輕工資附隨成本的負

擔，勞工，尤其是低或無技術之勞動者，也較容

易找到並維繫其賴以生存之勞動關係。無疑的，

這當然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us）的標準

邏輯，在此思維下，低工資收入，易言之：相當

程度更需要社會保險保障之弱勢勞動者，是否反

而「有了工作、沒了保障」，在德國經常引起軒

然大波與激烈的社會對峙，這也迫使立法者不斷

的絞盡腦汁，不停的在「完全社會保險保障」與

「無社會保險保障」之間，找尋與創造中間重疊

之緩衝地帶，變成今日德國幾乎已難為一般民眾

所理解之複雜社會保險體系，也就是本文接下來

所要介紹的部分。

必須提醒的是，在前段「一定工資數額

下免除強制投保義務」的法制設計，特別是在

2003 年 4 月德國社會法典大翻修之前，於部分

工時勞動領域，存在獨樹一幟的規定：「每週 15

小時以下工時者，亦同免強制投保義務」。然

而，此基於「一定部份工時時數之投保門檻」的

設計，已屬昨日黃花；道理很簡單，有兩點新的

思維出現：

〔註釋〕

17.  與台灣的情形不同的是：在社會保險方面，德國並非僅有一保險人（如台灣的勞工保險局），而是有多個，各自有不同
之發展歷史與軌跡，基本上德國之社會保險被保險人有選擇至何一保險人投保之自由。

18. Vgl. nur Schaub, a.a.O., Rn. 117 zu § 44.

19.  根據德國勞動經濟學的說法，工資總成本中的所謂工資成本，主要是指雇主基於對價關係的勞動力給付，所應行
負擔的工資成本，而工資附隨成本 – 亦有稱之工資附帶成本（Lohnzusatz- kosten）者 -，主要係指雇主基於社會保
護所應負擔的其他成本，例如社會保險、狹義的勞動保護成本等，甚至包括伴隨勞動關係所產生之其他風險成本
（Risikokosten），例如因罷工或社會計畫（Sozialplan）所造成之雇主額外給付；dazu siehe Kronberger Kreis, Mehr Markt 
schafft Wohlstand,  Stuttgart 1987, 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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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編：總則

● 第 2 編：求職者基本保障

● 第 3 編：勞動促進（含就業保險）

● 第 4 編：社會保險共同規定

● 第 5 編：法定健康醫療保險

● 第 6 編：法定退休金保險

● 第 7 編：法定職業災害保險

● 第 8 編：兒童與青少年救助

● 第 9 編：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與參與

●  第 10 編： 行政程序、社會資料保護、保險人

之合作、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 第 11 編：社會照護保險

● 第 12 編：社會救助

吾人可以看到，在有關包括部分工時在內之

勞工的社會保險事項上，主要見諸於第 4、5、

6、7 與 11 編。如前所述，由於部分工時之「工

時連繫因素」、亦即勞工工作時間的多寡，基本

上已不再於社會保險相關權利義務上具重要性，

而是僅單純維繫於工資數額之高低，因此只要是

「一定低工資之部分工時勞工」，理論上便會觸及

此數編之條文規範，這是理解上必須注意的一

點：德國社會法典中，並無部分工時勞工所處不

同社會保險類型之特別規定，但只要部份工時勞

工座落於一定之低工資區塊，則所有相關之社會

保險規定，均一概適用於具備此種情狀之部分工

時勞工身上。這就是為什麼在討論部分工時勞工

之社會保險問題時，幾乎所有的學理討論，都直

接指涉「一體適用」與「除非得歸納為一定低工

資工作」，而兩者之唯一區別與最核心之共通主

軸（看似聽似矛盾），都同樣是「工資數額」。從

「經濟生存與社會保護」之觀點而言，此無疑容

易理解：不是工時多寡在左右，毋寧是實際享有

之經濟保障程度，決定著社會保護與社會安全體

系何時與如何介入。

●  低工時的部分工時勞工，不見得絕對屬於低工

資者，一概排除有所不當；

●  如果是特殊族群的勞工類型，例如打工學生，只

要針對其作特殊規定即可，毋庸間接透過「低

工時所投射之某一特殊族群」的方式去因應。

在這一段的論述中，本文要在此作一中間結

論：觀察德國社會保險體系之發展，關於部分工

時勞動，吾人可得出以下的清楚軌跡：

●  部分工時勞工一般亦有強制加入社會保險之

義務；

●  過去「一定時數（15 小時）以下之每週工時

勞工，作為免除社會保險義務」之規定，已遭

廢除；

●  不再區分部分工時與其他勞動型態，大致上均

同以「一定工資數額」，作為是否具有強制投保

義務之門檻依據；

●  但基於「完全排除社會保險保障」之顯然不

當，德國立法者有著複雜的因應設計，易言

之：低收入之部分工時勞工，亦非絕然無社會

保險之保障。

接下來，本文便以 2003 年德國社會法典

（SGB）大翻修之後的現行法為例，說明部分工時

勞工—某種程度上，專指「部分工時勞工之社會

保險」都是有疑問的，因為「部分工時」已非法

律上區別之重要連繫因素，其社會保險之相關權

利與義務。

四、 社會保險模組（一）：微薄工作／迷你工

作（Minijob）

在進入細節討論之前，先讓我們理解一下德

國法制規定的體系。一般而言，德國有關社會安

全制度之法律規範，統一見於 1978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之所謂社會法典（SGB），該法典共分 12 編

（Bücher），各編之內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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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國現行制度為例，最重要之關鍵，係在

於所謂的微薄工作（geringfügige Beschäftigung）：

它主要是指平均月工資收入在一定金額以下，勞

工並無加入社會保險之義務，相對的，雇主亦同

樣免除為勞工投保社會保險、繳納保費之相同義

務，之所以稱為「微薄」（geringfügig），主要是

因為「收入低、未享有社會保險保障」，當然，

在德國的發展脈絡中，重點是在於使雇主無須繳

付保險費，以降低雇主所承擔之工資附隨成本，

德國政府向來均以之為減輕企業負擔、鼓勵雇主

增加新僱用的手段，以如前述。在此作者不欲從

1990 年代著名之「650 馬克工作」談起，單以現

行規定為例，德國社會法典第 4 編第 8 條即作有

清楚的定義：只要屬於下列兩種類型之一，即屬

整體社會法典所稱之微薄工作，

- 每月受僱工資通常未逾 400 歐元，或

-  同一曆年度之受僱期間，依其性質或事先契約約

定，通常最長未逾 2 個月或 50 個工作日，但受

僱從事專門職業工作且每月工資逾 400 歐元者不

屬之。

前者即為一般所稱之「微薄工資工作」

（geringfügige Entlohnung），後者則是所謂的「短

期 工 作 」（kurzfristige Beschäftigung）； 只 要 得

以涵攝入這兩種類型之微薄工作，滿足作為各

類社會保險規範總則之社會法典第 4 編第 8 條

的定義，即可連結至各相關條文—例如第 5 編

第 7 條（法定健康醫療保險）、第 6 編第 5 條第

2 項（法定退休金保險）、第 3 編第 27 條第 2 項

（含就業保險之勞動促進），易言之，以法條用語

來說：「此僱用關係無社會保險義務」（in dieser 

Beschäftigung versicherungsfrei）。從實務觀之，

基本上微薄工作都是以前者為主要類型，後者

顯屬少見，因此一般多直接以所謂「400 歐元工

作」（400 Euro Arbeit）稱之，實務界亦多以「迷

你工作」（Minijob）暱稱之。

值得注意的是，此迷你工作，法律上雖然明

定為「無社會保險義務」（Versicherungsfreiheit），

但並非表示勞工完全無法享有社會保險的保障，

亦非絕然不得請領相關之社會保險給付，德國立

法者作了一個看似複雜的決定：「兩種類型之微

薄工作雖均無社會保險義務，但對於勞工的社會

保險保障，雇主仍有繳納勞工月工資 30% 之『總

保費』的義務」20。易言之，雖然法律未針對微

薄工作定有強制投保義務，但仍規範雇主有一定

比例 – 現行規定為勞工月平均工資之 30% - 的所

謂「總保費」（Pauschalbetrag）之繳納義務，而

且是外加，並非由雇主扣取勞工工資之 30% 繳

納；接下來，再區分不同之社會保險類型，區別

不同之微薄工作類型，定有雇主繳納之總保費如

何分派的方式；以下我們以一簡表來觀察其細部

規定（表一）。

〔註釋〕

20. Schaub, Arbeitsrechtshandbuch, Rn. 40a zu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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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工有數個工作之處理：與 2003 年 4 月前

之舊規定有較大不同的是，如果勞工有數個

工作兼職，則應適用下列兩項原則：（a）每

一月平均工資未逾 400 歐元之工作，必須加

以總和，只有全部總和仍未逾 400 歐元，方

能適用此微薄工作之規定，亦即「無社會保

險義務＋雇主繳納總保費」；（b）如果勞工

業有一須強制投保之主要工作，亦即月平均

工資已逾 400 歐元者，則其他未逾 400 歐元

之微薄工作，僅能有一個得以適用此規定，

其他則必須適用一般規定。以下舉例說明

（表二）：

當然，在微薄工作／迷你工作之涵攝上，仍

然存在許多法釋義學上的問題有待解決。限於篇

幅，以下僅說明幾項較為重要者 22：

（1） 毛工資之範圍：基本上所有勞工提供勞務之所

得均屬之，例如基本薪資、加班費、工作津貼

等，排除在外的則如所謂「免稅之支出補償」

（steuerfreie Aufwandsentschädigungen），諸如

交通津貼或服裝補貼。實務上較有爭論者，

係所謂「一次給與」（Einmalzahlungen）的

情形，亦即非針對勞務提供、而係於單一之

工資計算期間內所給付者，典型之例為聖誕

節獎金或特別休假津貼。如果該一次給與是

勞工所通常能期待，並非取決於特別優異之

企業獲利場合或機會者，基本上—依德國聯

邦政府 2003 年 1 月 1 日的決議—便須計入工

資項目中，而一併計算勞工之月平均工資。

表一　微薄工作/迷你工作勞工社會保險保障21

微薄工資工作 短期工作

職業災害保險

不適用 400 歐元界限，雇主須完全給付保費予保

險人（職業合作社 BGe），勞工享有全部職災給付

之請求權

同左

失業保險 無保障，勞工失業不得請領失業給付 同左

退休金保險

勞工原有權利繼續保有。雇主所繳納之總保費中的

12%，分派予退休金保險人，勞工就此僅享有極少

之附加保障，但勞工得自行加碼繳納

勞工原有權利繼續保有。雇主所繳納之總保費中，

不分派任何部分予退休金保險人，勞工就此無任何

附加保障

勞工得自行加碼繳納

健康醫療保險

雇主所繳納之總保費中的 11%，分派予健康醫療保

險人，但勞工並無新生之權利，不得請求傷病給付

（Krankengeld）
（惟勞工多半從其配偶而加入家庭健康醫療保險）

雇主所繳納之總保費中，不分派任何部分予健康醫

療保險人。其他同左

照護保險 同健康醫療保險 同左

〔註釋〕

21. 相關資料參照自 http://www.400-euro.d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22. 同前註。



台灣勞工｜第15期28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在 2003 年 4 月順利施行

此複雜的新規定，德國政府特地設立一新的公法

人組織「迷你工作中心」（Minijob-Zentrale）23，

從此之後，僱用微薄工作的雇主，不需要再面對

全德國超過 350 家健康醫療保險人與 700 所各地

方財政局，處理繁複的繳納相關社會保險保費之

事務，而是每月直接繳納單一的總保費予迷你工

作中心，相當程度的簡化了相關的行政作業與負

荷。以 2003 至 2007 年底為例，該迷你工作中心

在近 1700 名同仁的努力下，共收受了約 230 億

歐元，相當於新台幣 1 兆多之保費繳納，藉由遍

佈德國數個大城市之財務中心、服務中心、後勤

中心與所謂「支援中心」（Back-O�ce）的實地服

務，專責處理有關微薄工作之保費收取、財務運

作分派與諮商資訊等工作，成效卓著，共同服務

當代德國超過 670 萬從事微薄工作之勞工，同時

有助於行政業務的簡化與去官僚化，頗值仿效。

五、 社會保險模組（二）：移動地帶／中型工

作（Midijob）

2003 年 4 月之德國社會安全制度大翻修，

除了創設前述之微薄工作／迷你工作，亦即所

謂「400 歐元工作」之特殊社會保險模組外，復

基於特殊之考量，同時設計了界於微薄工作與

一般工作之間的所謂「移動地帶」（Gleitzone），

亦即「400.01 至 800 歐元工作」的區塊，也就

是德國官方與社會一般所暱稱之「中型工作」

（Midijob），作有關社會保險保費負擔與權利享有

之特殊規範 24。為何要在微薄工作之後，一般工

作之前，復設計此特殊之社會保險模組呢？一般

說來，約有下列之重要思維：

●  首先，月平均工資雖逾 400 歐元，既不再屬

所謂的微薄工作，但仍可能有逾該門檻不多、

距作為穩定生存基礎之一般工資仍遠之情形出

現，在此，如任其完全適用一般勞工之「勞雇

表二　數個工作之投保義務處理範例

勞動關係與毛工資 保險義務

A：200 歐元

B：175 歐元
兩個工作總和為 375 歐元，未逾 400 歐元，因此均無投保義務，適用微薄工作規定

A：2000 歐元

B：400 歐元

A：有投保義務，非微薄工作

B：係屬一主要工作以外的微薄工作，無投保義務，適用微薄工作規定

A：300 歐元

B：400 歐元

兩個工作個別均為微薄工作，必須加以總和，合計為 700 歐元，已逾 400 歐元，因此均

有投保義務，不再適用微薄工作規定

A：2000 歐元

B：200 歐元

C：150 歐元

A：有投保義務，非微薄工作

B：係屬一主要工作以外的第一個微薄工作，無投保義務，適用微薄工作規定

C： 第二個以上之微薄工作，必須與主要工作總和，必然逾 400 歐元，因此有投保義

務，不再適用微薄工作規定（例如：就業保險部分不適用之）

〔註釋〕

23. 以下相關資訊請參見該中心網站：http://www.minijob-zentrale.d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24. 以下相關論述亦請參見 http://www.400-euro.d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台灣勞工｜第15期 29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移至超過 800 歐元的一般工作」以及「下移到不

超過 400 歐元的微薄工作」，而其最大的制度設

計，就是「以強行規定，規範雇主之計算並扣繳

勞工社會保險保費自負額義務」，換言之，亦即

「令勞工負擔較一般工作者為輕之保費負擔」，雇

主在此是沒有選擇自由的，必須遵守此強行規

定，而勞工方面基本上同此原則，只有在退休金

保險的部分，容許勞工自行決定負擔較輕、或與

一般工作相同比例之保費分擔，因為顯然，後者

將讓勞工享有未來較高之退休金保障。

在此中型工作之月平均工資與保費之計算

上，原則上應依下列五個步驟；僅以一簡表示之

（表三）：　　

雙方平均分擔社會保險保費」之原則，恐對該

等同屬弱勢之勞工不利；

●  再者，與前述微薄工作相同邏輯的：如果工資

數額仍然不高（雖然已逾 400 歐元），而包含

社會保險保費在內之工資附隨成本同樣居高不

下，至少在德國政府之思維中，將使雇主漸失

僱用勞工之誘因，不是不僱用、就是令其淪為

低於 400 歐元之微薄工作。

在如此之思維下，德國立法者決定創設一中

間的社會保險類型：也就是在微薄工作與一般工

作之間，規劃一「移動地帶」，令座落於其內之

400（不含）到 800 歐元月平均工資之工作，在相

關社會保險之權利義務上，能夠較為順暢的「上

表三　中型工作月平均工資與保費計算步驟

步驟 內容 說明

1 得出毛工資（AE）

由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所定且實際給付之工資得出

如屬波動而不定之工資數額，亦或有兩個以上之工作者，應依前述微薄工資之相

同認定方式 25

2
計算「雇主保費分擔額」

（SV-AG）

與一般工作相同，雇主分擔由實際給付之毛工資所得出的保費之 1/2

再依不同保險人之規定，決定該保費之分派方式（例如保險人所定保費費率若為

14%，則其中總保費負擔為 41.7%，雇主之分擔額即為 20.85%）

3
計算「應列入投保範圍之工

資」（BE）

得出實際給付之毛工資後，再依法定公式計算「優惠折算後的工資」，以作為進

一步核算勞工分擔額之依據

公式為：「BE ＝（1,4005 × AE） － 320.40」26 

4
計算「應繳納之社會保險保

費」（SV-ges）

以前述總保費負擔為 41.7% 為例，此計算公式即為「SV-ges ＝ 41.7% × BE」

亦可將此公式融入步驟 3，細寫為「SV-ges ＝ 0.417 × 『（1,4005 × AE） － 
320.40』」

5
計算「勞工保費分擔額」

（SV-AN）

基本上，勞工之保費分擔額即是「總保費與雇主分擔額之差距」，以公式示之即

為「SV-AN ＝ SV-ges － SV-AG」

亦可將此公式融入前述步驟，細寫為「SV-AN ＝ 【0.417 × 『（1,4005 × 
AE） － 320.40』】 － （0.2085 × AE）」

〔註釋〕

25.  如果是兩個以上的工作，除了同樣遵照此 5 步驟去核算外，必須加入一道額外的步驟：由於勞工從事兩個以上之工
作，則步驟 3 之「應列入投保範圍之工資」（BE），以及相應之勞工保費分擔額之計算，必須符合兩個工作月平均工資
之相互比例。

26.  必須說明的是，德國立法者在 2003 年所制定之公式為「F × 400 ＋ （2 － F）× （AE － 400）」，其中的 F，係指「25 
÷ 一年平均整體社會保險保費費率」，而此所謂「一年平均整體社會保險保費費率」，則是由聯邦健康與社會安全部
（BMGS）每年公布之，例如 2003 年即為 41.7%，則 2004 年的 F 值便是 0.5995（25 ÷ 41.7 ＝ 0.5995）。惟此公式過於
繁複，聯邦健康與社會安全部遂將公式改為較簡化之「BE ＝（1,4005 × AE） － 3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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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一實際之例子表明之（表四）：

僱傭勞動；最典型者如大專學生、實習生、技術

學校學生。以學生為例，其「本業」自然為學生

學習關係，無論在學期中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亦

或寒暑假從事全時工作，基本上仍與一般之勞工

有所不同，基於其特殊性，德國立法者決定作有

特別條文以適用。由於我國部份工時勞工有相當

比例為學生，德國之此特別規範方式，亦應有值

得吾人借鏡之處，是以簡單介紹如后 27。

以大專學生（Student）為例，德國社會普

遍將此打工之學生暱稱為所謂的「打工學生」

（Werkstudenten），德國社會法典有如下之特殊

規定：

●  如其工作之月平均工資未逾 400 歐元，則同樣

適用前述之微薄工作，易言之：無投保社會保

險義務，但雇主須支付給「迷你工作中心」一

如前之總保費。惟屬短期工作類型之微薄工作

者，則免此總保費給付義務；

●  前述數個兼職情事之合併計算部分，於此亦有

適用；

●  打工月平均工資逾 400 歐元者，有加入退休金

保險之義務，學生與其雇主須各自負擔毛工資

之 9.75% 之保費；

依照德國聯邦政府所提供，關於此移動地

帶／中型工作相關社會保險保費分擔之試算，亦

即依照前述之五項步驟所進行之計算，以下表觀

之，更可清楚的看出此類型中低收入勞動之勞雇

雙方的社會保險負擔（表五）。

從上表可以清楚的看到，相較於非屬微薄

工作之一般工作「勞雇雙方平均分擔社會保險保

費」之基本原則，在此移動地帶之中型工作，勞

工雖仍有自負額（相較於微薄工作／迷你工作之

無），但已相當程度的縮減而減輕其負荷，是此制

度規劃的獨特設計。至於此中型工作所享有的社

會保險保障，亦可同樣以一簡表觀之（表六）。

六、社會保險特殊類型：以學生打工為例

德國社會法典除前述之微薄／迷你工作、

移動地帶／中型工作之外，復針對數種特殊之勞

動類型，作有額外之特殊規定。這種特殊類型之

共同特徵，亦即「勞動者通常擁有一非從屬性勞

動關係之其他身分或職務」，簡言之，此類型之

勞動者的從事僱傭勞動，通常只是其「副業」

（Nebentätigkeit, -job），而其「本業」並非其他的

表四　中型工作月平均工資與保費計算步驟實例

步驟 內容 金額（歐元） 說明

1 得出毛工資（AE） 600.00 例如依團體協約所定

2 計算「雇主保費分擔額」（SV-AG） 128.70 0.2145 × 600.00

3 計算「應列入投保範圍之工資」（BE） 519.90 （1.4005 × 600）－ 320.40

4 計算「應繳納之社會保險保費」（SV-ges） 223.04 0.429 × 519.90

5 計算「勞工保費分擔額」（SV-AN） 94.34 223.04 － 128.70

〔註釋〕

27. 以下論述亦請參見 http://www.400-euro.d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台灣勞工｜第15期 31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表五　中型工作保費分擔試算表（單位：歐元）

毛工資（月） 應繳納之保費 雇主分擔額 勞工分擔額

400.01 98.83 81.00 17.83

420.01 110.44 85.05 25.39

440.00 122.05 89.10 32.95

460.00 133.65 93.15 40.50

480.00 145.30 97.20 48.10

500.00 156.91 101.25 55.66

520.00 168.52 105.30 63.22

540.00 180.16 109.35 70.81

560.00 191.77 113.40 78.37

580.00 203.40 117.45 85.95

600.00 215.01 121.50 93.51

620.00 226.61 125.55 101.06

640.00 238.24 129.00 108.64

660.00 249.89 133.65 116.24

680.00 261.48 137.70 123.78

700.00 273.12 141.75 131.37

720.00 284.73 143.80 138.93

740.00 296.32 149.85 146.47

760.00 307.97 153.90 154.07

780.00 319.57 157.95 161.62

800.00 331.20 162.00 169.20

表六　中型工作勞工社會保險保障28

中型工作

職業災害保險
不適用 400-800 歐元界限。雇主須完全給付保費予保險人（職業合作社 BGe），勞工享有全
部職災給付之請求權

失業保險 有保障，勞工失業得依「實際工資數額」請領失業給付

退休金保險
僅有已縮減之「應列入投保範圍之工資」（BE），方得作為將來計算退休金之基礎，就此部
分，勞工得選擇放棄適用中型工作之特殊規定，回歸一般工作之原有規範

健康醫療保險
勞工得享有所有給付之請求權（然保費至少在每月 15 歐元以上）。傷病給付以實際給付工
資，非僅以「應列入投保範圍之工資」（BE）為計算基礎，對勞工顯為有利

照護保險 同健康醫療保險

〔註釋〕

28. 相關資料參照自 http://www.400-euro.d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台灣勞工｜第15期32

●  如月平均工資座落在 400-800 歐元之間，則打

工學生依前述「中型工作之五步驟」核算縮減

其退休金保險保費負擔，雇主則同樣負擔毛工

資之 9.75%；

●  在健康醫療保險、照護保險與就業保險方面，

依法律規定，只要「主業為學生、副業為勞

工」，則均無投保義務。惟依德國司法實務與保

險人之普遍見解，必須滿足特定之要件：如於

寒暑假期間，則學生可自由打工，工資數額多

寡均無涉。如於學期之中，必須以學業為先，

是以必須「每週打工未逾 20 小時、不論工資數

額高低」或「每週打工雖逾 20 小時、但主要是

在夜間或週末等學校未上課期間」，兩者必須滿

足其一；

●  與微薄工作相同的：在職業災害保險部分，即

使是打工學生，雇主亦有完全之投保義務，且

由其負擔全部保費，自無待言；

●  整體來說，要適用此「打工學生」之特殊規

定，必須在 12 個月之僱用期間內，無「有 26

週期間（＝ 182 日）每週打工逾 20 小時」之

情事。易言之，如學生於寒暑假之 24 週中持

續打工，則於學期中，即不能從事 2 個月之短

期微薄工作，否則即不得適用關於打工學生之

「無投保社會保險義務」的特別規定，而應強制

納保。

雖然前段提到打工學生並無投保健康醫療保

險之義務，但此並非意味著學生不受該社會保險之

保障，僅是指「無須就該勞動關係而加入健康醫療

保險」，此必須清楚辨明。易言之，由於德國住民

均有加入健康醫療社會保險之義務，因此即使為

從事微薄工作之打工學生，仍必須藉著其他的管道

加入，不論是從其父母、配偶或個人自願投保，

亦或加入特有之學生健康醫療保險（studentische 

Krankenversicherung），均為其適例。

結語

以 2008 年 3 月 31 日止之資料為例 29：全

德國大約有 670 萬人，從事前述之所謂微薄／迷

你工作，約佔德國全體從屬性受僱者（3982 萬 3

千）的 16.8%，將近五分之一，比例難謂不高，

更見此微薄工作者勞動保護、乃至於社會保險保

障之重要性。依統計，微薄工作勞工之中，有

64% 強為女性，如為家庭式之營業處所中的微薄

工作（全德國約 15 萬人），則更有 93% 為女性，

再者，一半以上的迷你工作者，均為 30-55 歲之

間的年齡層，其中更有超過 80 萬人，係屬 40-45

歲的中高齡勞工；總括來說，微薄工作多見於個

別營業、餐館、建築管理員與農牧等領域。一項

更清楚的觀察指標是：有相當高比例的微薄／迷

你工作，均屬彈性工時模式下的部分工時勞動。

從前述德國的微薄、乃至中型工作的社會

保險保障之描述中，雖然其並非直接指涉部分工

時勞動型態，但實踐上，兩者顯有相當程度的重

疊，一項更重要的觀察指標是：自 2003 年 4 月

的德國新社會法典公佈後，「工時因素」已從整

體社會安全體系中消失，幾近完全失去其重要

性。是以，如欲參考德國關於部分工時勞工的社

會保險保障規範，便不得不依循其特有之軌跡與

脈絡，找出其貫穿之主軸與精髓，方能理出足為

吾國所攻錯之處。❖
〔註釋〕

29.  請參見「迷你工作中心」網站之相關資訊：http://www.minijob-zentrale.de/sid_015B84B3E59A9F6A1C77C5EBB25FB1D
E/DE/0__Home/navNode.html?__nnn=true（點閱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



基本工資相關問題

之探討 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　科長　陳慧敏

壹、前言

經
歷了近 10 年基本工資未調整情況，在

96 年 7 月 1 日起，我國基本工資由每月

15,840 元調高為 17,280 元，而在時薪方面，由原

來之 66 元調高至 95 元。今（97）年 4 月間全國

產業總工會至勞委會陳情，提出「立即召開本年

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議」的主要訴求。勞委

會隨即發新聞稿正面回應，指出 96 年基本工資審

議委員會早已決議，應定期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

員會，檢討基本工資是否調整。至於是否調整基

本工資，勞委會將蒐集包括經濟發展狀況、物價

指數、國民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

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相關數據資料，提供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參考。

至於本（97）年基本工資調整與否之爭議，

勞方主張以物價上漲致基本生活成本增加、生產

力提昇及整體平均工資成長等理由，要求如實反

映於基本工資的調整上；資方則以物價飛漲、生

產成本增加、景氣能見度不明、國際競爭力下

降、去年已調升等理由，反對此時此刻再調升。

然而，引起社會更大討論與爭議的乃是依勞動基

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

得低於基本工資。故凡受僱於適用該法行業之勞

工，不論屬本國籍或外國籍者，雇主給付之工資

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換言之，在基本工資調升

下，部份人士認為最大的受惠者可能不是本國勞

工，而是外籍勞工。

此外，歷年來迭有僱用外籍勞工之雇主建

議勞委會應將外籍勞工工資排除基本工資之適用

（即所謂外籍勞工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以降

低其營運成本，俾利企業競爭力之提升。另查立

法院部份立法委員提出之「桃園國際機場特別條

例」及「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均有外籍

勞工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之議。

職是之故，本文擬先從基本工資之立法目的

與功能談起，再就長久以來環繞著基本工資存在

之相關問題予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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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工資之立法目的與功能

基本工資（或所謂最低工資）制定之目的是

基於勞資關係上的不對等和社會經濟情勢將會造

成不公平的過低工資，所以國家才介入勞雇雙方

工資的決定，並設定其最低標準。申言之，勞動

契約亦屬債之契約、私法契約，原則上應由當事

人自行協商以貫徹契約自由原則，然因勞工在經

濟上之弱勢，甚難期待其得居於真正自由之地位

與雇主協商工資。

我國憲法第 153 條為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

乃課以國家制定強行法以保障之義務，避免勞

資間之協商因地位相差懸

殊，而使勞工遭受不平等

之壓迫，影響其基本生活

之維持。勞動基準法即係

基於此一目的而生，該法

於第 1 條開宗明義指出，

其立法目的在保障勞動條

件之最低標準，而「基本

工資」乃勞動契約中重要

之勞動條件，自應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爰該法

第 21 條即規定勞資雙方間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

本工資。

觀諸鄰近日本，依該國憲法第 25 條規定，

人民享有健康、文化的最低限度之生活的權利。

依其勞動基準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勞動條件應

為勞工足以維持人類正常生活所必須之要件」，即

在闡明對勞工保障能滿足其維持值得的人類生活

所必須勞動條件之勞動憲章性規定。所以在其勞

動基準法第 28 條規定，關於勞動者最重要的勞動

條件之一的工資的最低基準，另定最低工資法來

做詳細的規範 1。

日本最低工資法第 1 條明確的規定立法目的

係以「工資低廉之勞動者」為保護的對象，並且

依事業、職業的種類或是地區的不同來保障其最

低工資，進而達成（1）勞動者生活安定；（2）

勞動力之質的提昇；（3）事業之公平競爭；以及

（4）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等四項目的。因此日本

最低工資法的特色主要是：透過最低工資的保障

來確保勞動者的生存權的同時，也提供一個各事

業間公平競爭的平台，來達到保護勞動者的生活

及具有公平競爭環境之經濟發展的目的 2。

至於德國有關最低工資之法令規定，依據最

低勞動條件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有關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之規定，如有下述情形時，（聯邦勞工

部長）得為之設定最低的

勞動條件：（1）在該行業

或僱用種類並不存在工會

或雇主組織、或者工會或

雇主組織只涵蓋部分勞工

或雇主；（2）設定最低勞

動條件對於滿足勞工不可

獲缺之社會的及經濟的需

求係必要的；（3）未能經

由一般性的拘束力量宣告達到工資及其他勞動條

件之規定 3。

德國於 1996 年訂定之「越境勞工派赴條

例」，對於在國內勞動市場無法有效確保自己利

益的勞工，該條例除提高其獲得合理薪資的保障

外，也某種程度體現政府對於最低工資之責任。

為此，最低工資功能在於：（1）以法律規定最

低工資，首先係為符合國家保護勞工的職能。因

此，個別勞工在交涉工資時的不對等地位及不同

勞工間因競爭而可能拉低工資的現象，乃得以排

除。（2）相對於團體協約所約定之薪資，法定的

最低工資係設定一客觀的、較低的界限。較重要

的，毋寧係其他的功能：確保團體協約制度的能

基本工資（或所謂最低工資）制

定之目的是基於勞資關係上的不

對等和社會經濟情勢將會造成不

公平的過低工資，透過公權力而

設定其最低標準。

〔註釋〕

1. 參見日本勞基法詳解，80 年 6 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議印，頁 46-47。

2.  參見張鑫隆，日本最低工資的法制與實務，發表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共同舉辦之「從美日經驗看台灣
基本工資制度：工會及勞工的角度」，2007 年 4 月 24 日。

3. 參見楊通軒，歐洲聯盟最低工資法制之研究：兼論德國之法制，政大勞動學報，第 22 期，96 年 7 月，頁 45 以下。

台灣勞工｜第15期34



夠運作及填補其運作時所生的漏

洞，以便最低工資能適用於未能被

團體協約所涵蓋之勞動關係。（3）

低工資不僅反應了低技術勞工的較

低生產力及低發展的經濟領域，婦

女及外籍勞工係低工資領域之主要

人口。以法律規定最低工資雖未能

全面禁絕差異，但卻能某種程度限

制差別待遇的現象，達到男女平等

及外勞與本勞的平等。（4）隨著

基於正常（普通）勞動關係受僱人

的持續下降，非典型僱用關係則呈

現持續增加。再加上失業人口的日

增，團體協約所能提供勞工的保障已大為降低，

連帶地也造成低工資的氾濫。此顯示出現行的法

律機制（尤其是團體協約），並無法掃除已逐漸

變成為結構性問題之低工資問題，因此有賴於法

定的最低工資加以救濟。（5）法定的最低工資

（尤其是時薪）設定了一個絕對的界限，該界限

實已屬於「公共秩序」的一環，因此較易於將之

落實 4。

綜上所述，一旦法定的最低工資存在，而其

配合著薪資水準及物價指數發展，即可為薪資結

構設定一合理的薪資開端，其將同時拘束勞動契

約當事人及團體協約當事人。團體協約當事人亦

可免於為確保最低薪資族群協商其薪資額度，雙

方盡可在最低工資額度之上協商。而對於未在團

體協約適用範圍之內而未有任何機制提供保護之

勞工，最低工資亦可以給予實質的保障。因此，

各國均肯認基本工資（或謂最低工資）存在之價

值，實不宜輕言廢止。

參、相關行政解釋及司法判決

一、 有關基本工資函釋部分

（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釋 96 年基本工資調

整 之 規 定 － 96 年 8 月 7 日 勞 動 2 字 第

0960130600 號令：核釋基本工資自中華民

國 96 年 7 月 1 日起修正為每月新臺幣（以

下同）17,280 元，每小時 95 元。按時計酬

者，勞資雙方以不低於 95 元約定每小時工

資額，除另有約定外，允認已給付勞動基準

法第三十九條所定例假日照給之工資，毋須

再行加給；其逾法定正常工時延時工作或於

休假日出勤工作者，應以前開約定之金額核

計同法第二十四條之延時工資及第三十九條

休假日（出勤）之工資。

按日計酬者約定之日薪，於法定正常工作

時間內，仍不得低於 95 元乘以工作時數

之金額。至有關延時工資、休假日出勤加

給工資之計算，依前開按時計酬者之核計

規定辦理。

（二）  重申按月計酬者推計「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之算式，不因本次基本工資調整當然

變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6 年 8 月 7 日勞

動 2 字第 0960130677 號函：按月計酬之

勞工於逾法定正常工時之時段延長工時，

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計給延時工

資；其據以核計延時工資之「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究應如何計算，應視勞動契約之

內容而定。原約定月薪給付總額相當於 240

小時者（即「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係以月

〔註釋〕

4. 楊通軒，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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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總額除以 30 再除以 8 核計者），除勞資

雙方重行約定者外，其「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仍可依據原公式推算（如月薪為 17280

元者即為 72 元），不因按時發布之基本工

資調升至 95 元而當然變動。

（三）  事業單位停工，其停工工資如何發給－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83 年 5 月 11 日台（83）

勞動 2 字第 35290 號函：事業單位停工

期間之工資如何發給，應視停工原因依具

體個案認定之：（1）停工原因如係可歸責

於雇主，而非歸責於勞工時，停工期間之

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另停工原因如屬雇主

經營之風險者，為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

（2）停工原因如係不可歸責於雇主，而係

歸責於勞工，雇主可不發給工資。（3）

停工原因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一方者，勞

工不必補服勞務，雇主亦不必發給工資。

但勞雇雙方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準

此，歸責於雇主之停工，工資自不得低於

基本工資。歸責於勞工之停工，雇主可不

發給工資，自無可否低於基本工資之問

題。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一方之停工，勞

工不必補服勞務，雇主亦可不發給工資，

但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不受

基本工資之限制。 

（四）  勞工請假被扣全勤獎金，致當月所得低於

基本工資疑義－內政部 77 年 7 月 26 日台

77 勞動字第 14423 號函：依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勞工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故勞工每月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

工資，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扣除因請假

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

二、 有關司法判決部分

（一）  基本工資與工資定義不同 - 最高法院 92 年

度台上字第 473 號民事判決：按勞動基準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

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又同法施行

細則第 11 條規定：本法第 21 條所稱基本

工資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

酬。但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休假日、例

假日工作加給之工資均不計入。是基本工

資僅係工資之最低下限，以保障工資低廉

勞工之權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促進

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同法第 2 條第 3 款規

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

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是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係規定基本工

資之定義，同法第 2 條第 3 款則規定工資

之定義，而工資並不以基本工資為限，二

者規定之範疇、目的各別。原審竟認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但書規定，加班費

不計入基本工資，是加班費非屬同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工資，其法律上見解殊難

謂為允當。

（二）  約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1973 號民事判決：從事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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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斷續性工作之工廠守衛，與必須持績

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二者工作性

質有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

由原則，並落實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第 1 項

及第 32 條第 4 項但書之規定，職司守衛之

勞工，如已同意例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

逾八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

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

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

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

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

逾時之加班工資。故上開

從事守衛工作者，能否再

請求例休假日及延長工

時之工資，似應以其約定

工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及以基本工資加計例休假日及延時工資之總

額為斷。

（三）  按件計酬者基本工資－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6 號：所謂對於

按件計酬之勞工，雇主不供給充分之工作

者，應非單純指工作量而言，事實上亦無

法單以工作量而定，原則上，應先視勞資

雙方就關於工資有無特別約定，如有，應

視雇主所提供之工作量，是否足使勞工領

得約定之最低工資，如無，則亦應使勞工

得領取法定之基本工資而言。按工資由勞

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

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依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採計件工資

之勞工所得基本工資，以每日工作 8 小時

之生產額或工作量換算之。準此，則按件

計酬之勞工，如每日工作時間不少於 8 小

時者，其每月工資即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勞動契約為勞工在職業之從屬性上提供勞

務，雇主給付報酬之契約，並非單純經濟

價值之交換契約，其特點在於勞工身分上

之從屬性，含有雇主對勞工提供勞務品質

之信任，勞工亦有忠誠履行勞動契約之義

務，而因勞工於受僱期間受勞動契約之拘

束，有從屬於雇主而忠實履行其勞務之義

務，若雇主給付之薪資未達相當之程度，

將足以影響勞工之生計，故勞基法方授權

行政院制定基本工資之標準，以保障勞工

之生存權，然若勞工於勞動契約存續期

間，同時又受僱於其他雇

主，致違反對原雇主之忠誠

義務，而其於其他雇主所領

得之薪資加計原雇主所領得

之薪資，已足達基本工資，

則勞基法規定要求雇主應給

付勞工不得低於法定基本工

資之薪資，以保障勞工生存權之立法目的

已達，勞工自不得再要求原雇主應補足其

薪資達法定基本工資之數額，否則勞工豈

非有藉法定最低工資之保障而獲取不當利

得之嫌，更有違契約衡平原則。

（四）  日薪折入假日工資－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 92 年度勞上易字第 76 號：勞雇雙方

約定採較高日薪含假日工資方式，勞工每

月薪資所得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

資及例、休假日之工資總額時，即未違反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於當事人契約自由之

原則下，其約定自非法之不許，是雇主應

給付之例假日及國定休假日之工資，仍得

與勞工約定以提高各工作日之薪資，即以

較高之日薪包含假日工資，以達假日工資

給付之目的，並無違法可言，勞工若已同

意雇主給付薪資之方式，即應受拘束，事

後不得反悔，再請求雇主補發假日工資。

惟假日工資包括於日薪之內，雇主不再支

付假日工資，仍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雇

雇主給付報酬之契約，並非

單純經濟價值之交換契約，

其特點在於勞工身分上之從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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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

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及

例、休假日之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

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否則

勞動基準法第 36、37、39 條之規定將成為

具文。

肆、�我國基本工資制度存在之相關
問題

一、基本工資之意涵

所謂「基本工資」，現行相關法令並無明確

之定義性解釋或計算標準。有關基本工資相關規

定，於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係指勞

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但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及休假日、例假日工作加給之工資均不

計入；採計件工資之勞工所得之基本工資，則依

該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係指每日工作 8 小時之生

產額或工作量所換算之工資。另外，針對每日工

作時間少於 8 小時之勞工，該細則第 13 條規定，

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又，該細則

第 14 條對童工之基本工資亦有規定，應不得低於

勞工之基本工資之百分之七十。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業已規定，基

本工資係「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延長工

作時間、休假日出勤工作加給的工資不計入。換

言之，就按月計酬者而言，其基本工資係指依法

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2 週 84 小時）履行勞務之

最低報酬。而約定按時計酬者，係指單位時間之

最低報酬 5。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473 號判決

亦持相同見解。

值得探討的是，依上述的解釋：扣除延長工

作時間、休假日出勤工作加給的工資即為基本工

資，則衍生一個問題，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

所稱之工資包括「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依學者黃程貫見解，在勞動生活

之現實中，勞工每月實際所得之工資總額低於基

本工資者，所在多有。例如，一般勞工之薪資結

構多係固定工資（底薪）加上浮動薪資，而底薪

通常均低於基本工資，勞工每月必須實際工作以

獲取浮動薪資，其所得工資總額始會超過基本工

資。另勞工因故請假而未能實際工作，則其所領

工資將低於基本工資。例如約定底薪 15,000 元，

全勤獎金 3,000 元，勞工因請一天假而喪失全勤

獎金時，則雇主是否違反基本工資規定？ 6

為解決上述情形，內政部 77 年 7 月 26 日

台 77 勞動字第 14423 號函釋，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勞工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故勞工每

月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工資，不得低於每月

基本工資扣除因請假而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

〔註釋〕

5.  可參考「基本工資相關問答手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印，96 年 8 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站基本工資問答專區
http://www.cla.gov.tw/cgi-bin/SM_theme?page=46c2a8ca

6.  參見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90 年 6 月修訂再版，頁 410-411；參見張鑫隆，日本最低工資的法制與實務，發
表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共同舉辦之「從美日經驗看台灣基本工資制度：工會及勞工的角度」，200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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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也就是說，如果勞工請一天事假，扣一天薪

資 600 元，若再扣全勤獎金，則工資僅有 14,400

元，低於基本工資，故雇主僅得扣除因請假而發

之每日基本工資之餘額 17,400 元。而允許扣除請

假之工資，乃基於勞動契約是雙務契約，當事人

一方對於他方，互相負有債權債務，而且彼此的

給付，有互為因果、互為對價關係的契約。亦即

勞動契約的性質，是勞動者的提供勞務與雇主的

給付報酬義務，有互為因果和對待給付的關係。

二、基本工資所要保障之對象

受僱者全面適用勞動基準法係勞委會長久以

來的政策目標。截至目前為止，適用勞動基準法

的受益勞工人數約 643 萬人，已逾受僱勞工總人

數 95%，尚不適用該法的勞工人數僅約 31 萬人。

目前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各業及各業工作者，包

括工商、農民、自由職業團體等人民團體、已完

成財團法人登記私立幼稚園之教師職員及其他未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均已列入擴大適用之檢討評

估時程。

值得一提的是，家事勞動服務者目前尚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 7，從而無基本工資之適用。惟迭有

民間團體反映家事勞動服務者之權益缺乏保障，

尤其是外籍看護工容易遭受不平等待遇。目前外

籍家事勞動服務者係與雇主透過簽訂書面契約，

議定勞動條件，但勞工團體認為私法契約缺乏強

制性，不足以保障其權益，須有法令之規範始能

確實保障該等勞工之勞動權益。

惟家庭幫傭、看護工處理家務、照顧病患，

其工作型態具個案化及多元化之特性，實際工作

時間、待命時間與休息時間難以區隔，指定其適

用勞動基準法尚有疑義。又被照護之家庭及家庭

照顧者亦反映，被照顧之家庭需承擔沈重的照護

費用，該等家庭多屬弱勢，對於被照護者家庭之

影響及衝擊亦應併同考量。

三、  外籍勞工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問題

有關外籍勞工薪資可否與基本工資脫鉤之問

題，此一議題由來已久，隨著 96 年調升基本工資

後，使得外勞薪資因之增加，許多雇主紛紛要求

對外勞薪資適用基本工資的政策進行檢討。

以立法委員自行提案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

管理條例」與「桃園國際機場特別條例」訂定有

外勞薪資不受基本工資規定之限制條文，然而基

於以下理由，中央主管機關認為不宜脫鉤處理：

（一）法制面

1.  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

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凡是

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不論本國

或外國籍，雇主給付之工資均不得低於基

本工資。

〔註釋〕

7.  我國家事服務業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六次版〉規定，係屬個人服務業，指從事病患照顧、老人照顧、傭工、洗
衣婦、管家、褓姆、家教、私人秘書、司機、清潔工、園丁、護衛等家事服務業之工作者，目前均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至 97 年 1 月底止，在台工作之外籍看護工約有 16 萬 1,353 人、外籍家庭幫傭約 2,530 人，於家事服務業之工作者尚無
確切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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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動基準法係規範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基

本法，為維護法秩序之一貫性，對於各項

勞動條件之基準（基本工資）如認有調整

或變更之必要，可逕就該法第 21 條予以

修正，不宜另以其他法律，例外排除該法

部分規定之適用。

3.  基本工資之立法意旨係以維持勞工基本生

活為目的。外國籍勞工受僱於本國工作，

與本國勞工承受相同之消費水準，故其工

資受基本工資之保障，應屬合理。

（二）國際公約規範，不得有差別待遇

1.  依國際勞工公約規範，對於本國籍、外國

籍勞工之工資，不得有差別待遇。我國現

雖非屬國際勞工組織（ILO）之會員國，

惟如僅就外國籍勞工之工資訂定有得排除

基本工資適用（所謂「脫鉤」）之規定，

除將影響我國國際形象，亦可能引發國際

人權組織之關切。

2.  查國際勞工公約第 97 號公約（移民就業

公約），施行之會員國應承諾對謀職移民

者（以受僱為目的而移入之他國人），包

括報酬等事項之待遇，不得劣於其本國國

民（參第 6 條、第 11 條）。

（三）各國之相關規定

各主要工業國家或有針對不同年齡之受僱者

訂定不同之最低工資適用標準者，如加拿大（安

大略省）、荷蘭及我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或有依地區別訂定不同之最低工資適用

規定者，如日本。惟經查韓國、美國等設有自由

貿易港區之國家，其區內與區外勞工均一體適用

最低工資之規定，亦並無針對本國籍勞工及外國

籍勞工分別訂定不同之最低工資規定。

（四）外勞輸出國之抵制

依現行外國勞工引進實務，各外國籍勞工

輸出國為保障其本國勞工權益，均自訂有契約範

例，我國廠商須依該範例與勞工簽訂契約，始簽

證同意輸出。得「脫鉤」之規定恐將引發外國勞

工輸出國之抵制。

（五）  無法實質達成降低廠商成本效果，且同工

不同酬，不利整體外勞管理

因「自由貿易港區」非僅指涉特定之離島，

全國各地都有可能申請指定，區內、外界限將趨

模糊。區內之外國籍勞工工資若低於基本工資

（或低於區外），外國籍勞工將優先應募至區外，

區內廠商仍因價格因素，無法順利招募到適合的

外國籍勞工，故「脫鉤」並無實益。又區內、外

之外國籍勞工工資若有差距，易造成區內外國籍

勞工前往區外非法工作，不利整體外勞管理，亦

恐使社會失序。

（六）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案例－並未排除

我國現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亦有「境內關

外」性質，惟並未排除外國籍勞工適用基本工資

之規定；若特為規定，恐造成廠商大量關閉區外

廠場，移往區內，關廠失業潮勢難避免，影響勞

工權益至鉅。

四、外籍勞工薪資可否包括膳宿等實物問題

外籍勞工膳宿費用問題受到重視，肇因於

近年來實質工資負成長影響，相對地，使得業者

引進外勞成本提高。惟業者若以提高膳宿費用來

轉嫁人事成本，必然會造成外勞輸出國與外籍勞

工之反彈，故如何合理地計算外籍勞工的膳宿費

用，並加計在基本工資當中，需要有更明確的計

算公式與公開透明的協商。

就法律面而言，凡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事

業單位之勞工，依該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工資

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至於

工資之給付，該法第 22 條規定以法定通用貨幣為

之，但基於習慣或業務性質，得於勞動契約內

訂明一部以實物給付。基上，雇主提供勞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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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宿、水電費用等均得約定為工資之一部分，

連同以法定通用貨幣給付之部分，若不低於基

本工資，應屬合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7 年 4

月 13 日台 87 勞動 2 字第 014421 號函；89 年

7 月 31 日台（89）勞動 2 字第 0031354 號函等

函釋參照）。

因此，實務上，有關外籍勞工在台之膳宿

費用得計入工資，應由勞雇雙方於外勞入國前協

議，並於勞動契約中載明。又契約存續期間，雇

主不應片面變更勞動條件。如有變更之需要且無

違反法令，仍需經勞雇雙方合議後，始得為之。

勞委會為解決此一爭議問題，97 年度將委

託學者專家進行研議，俾提出令人信服的計算費

用，並借鏡國外作法，應可作為未來重要政策參

考工具。

五、基本工資伴隨社會責任問題

基本工資所附隨之社會責任甚廣（如附

表），例如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外籍勞工

薪資及社會救助等均會因基本工資調整而受到影

響，必須配合調整，致受到社會各界高度之關

注，從而政府不得不謹慎為之。惟學者張鑫隆認

為，基本工資制度的目的是在隨時反映一個人為

維持或僅能部分投入勞動市場之受扶助的對象，

依基本工資的基準來進行救助是很自然合理的

事。如果政府機關認為基本工資的調整使該社會

政策無法執行時，是該社會政策自己要修正是否

「脫鉤」的問題，不是基本工資制度本身要考慮的

問題 8。

話雖如此，上開與基本工資掛鉤項目或僅係

基本工資數額標準參考，有其各該制度目的與規

範功能上之不同。然法治社會，建立社會各界之

共識基礎尤其重要，故政府在調整基本工資時必

須考量上述基本工資被附隨社會責任之因素，而

加以審慎評估。

伍、結語

基本工資制訂之目的係為保障勞工基本生

活，故適時調整除可保障其基本生活及維持一定

消費能力外，尚可作為印證勞工是否同享經濟成

果之重要指標。再者，若從積極面思考，調升基

本工資對經濟的總體影響，應非僅止於成本增加

這一負面因素，也可有正向效應，例如有助於增

進民間消費；運用得當，還可提振民間信心，進

而擴大內需。

就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大抵上均有法定的

最低工資規定。而我國基本工資之決定，常遭學

者批評係行政機關所獨占之特權，日本國會早在

1959 年，根據中央最低工資審議會的諮詢結果，

單獨制定了最低工資法，確立了基於勞、資、公

益代表所組成之最低工資審議會之調查審議的結

果。在這樣的制度下，勞資雙方均可透過此一機

制提出制定最低工資的申請或參與最低工資決定

的過程。

放遠未來，建立政府與民間組織諮商勞動問

題機制，是勞委會將推動之主要項目之一。質言

之，政府應與關心勞動議題之民間組織，建立定

期諮商機制，藉由意見交換，以調整政策與制度

方向。為此，基本工資調整的議題即可運用此一

機制作為溝通平台，凝聚共識，使其有一制度性

機制，並具有正當性基礎。❖

〔註釋〕

8.  參見張鑫隆，日本最低工資的法制與實務，發表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與全國產業總工會共同舉辦之「從美日經驗看台灣
基本工資制度：工會及勞工的角度」，200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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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基本工資相關連項目一覽表 

項目 法源 規範內容

勞委會

外勞薪資
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凡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行業之勞工，不論本國籍或外國籍，雇主給付

之工資，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失業給付

就業保險法第

17 條

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其每月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者，不得

請領失業給付；其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

上失業給付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八十部分，應自失業

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

勞保月投保薪資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

細則第 34 條

投保薪資分級表有調整時，其投保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所適用之等

級。

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工資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

行細則第 15 條

適用本條例之勞工同時為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者，除每

月工資總額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限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

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最低

投保薪資

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21 條

投保金額分級表之下限與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布之基本工資相同；基本

工資調整時，該下限亦調整之。

內政部

身心障礙者僱用差

額代金

身心障礙權益

保障法第 43 條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未達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標準之機關

（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社會救助金
社會救助法

第 5-1 條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失

業者，其失業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所領取之失業給付，仍應併入其

他收入計算。

救助金額
社會救助法

第 8 條

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每人每月所領取政府核發之救助金額，不得超過當年

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

第 9 條

全家人口，其有工作能力而未能就業者之收入，以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最近一年公布之基本工資計算。

國民年金月投保金額
國民年金法

第 11 條

本保險之月投保金額，於本法施行第一年，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第一級定之；第二年起，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

長率達百分之五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

原民會 原住民僱用差額代金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

障法第 24 條

本法施行三年後，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

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五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代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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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調整與否，勞委會擇期再議

數十個勞工團體的「基本工資一次漲足！」、「食衣住行樣樣漲，只有薪水不調漲！」聲音環繞在勞

委會辦公大樓廣場，並演出行動劇，向在勞委會會內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表達工資調漲的訴求。

基本工資是否調整，法制上應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對於近來原物料、原油等價格的飆漲，衍生

物價波動，造成勞工生活以及企業經營的壓力，繼去年調整之後，按既定規劃進度，在本（97）年 8 月

26 日上午召開本年基本工資是否調整案，勞資雙方各有不同精闢的論述，均非常接近事實，本刊特將這

次的發言內容擇要：

勞方的看法：

1.  物價的高漲，使得基本工資之購買力嚴重衰退，去（96）年基本工資之調整亦未將經濟之成長，完全

分享，故建議基本工資應調整至各業平均工資之 6 成，即 27,067 元並訂為貧窮線。

2.  為擴大內需，應大幅調高基本工資，促進消費，提高經濟成長率。基本工資調高後，不但提高國內勞

工之就業意願，僱用外勞之成本如較本國勞工高，雇主自然捨外勞，僱本勞，亦可降低失業率，目前

國內之失業人口約 40 萬人與外勞之人數相近。

3.  本國勞工素質高，僱外勞須建宿舍並供膳，何不將這些費用投資於改善國內勞工福利措施上，相對之

生產力將更高，雇主怎可短視近利，不救同胞。

資方的看法：

1.  物價漲，生活費高，基本工資自應調整，但幅度不可過高。國內仍有許多 3K 產業，應為渠等設想，

另中小企業佔 95% 以上，平均壽命不過 13 年，企業必須活下去才有用。

2.  應落實基本工資時薪之查處，服務業之時薪工作者，仍有未達法定標準者，應深度瞭解其原因並協助

其升級，共創勞資共贏之目標。

3.  企業要維持競爭力，不可只靠外勞，外勞是不得不的替代方法，勞工是最重要之資產，企業主分秒皆

關注其所屬員工之及其他財產，不要忽略雇主的愛心。

4. 景氣之好壞是企業獲利之重要參考指標，只要獲利一定回饋員工。

5.  考量勞工的消費支出比過去略有增加的困境，部分資方代表願意小調漲幅在個位數。

政府部門的看法： 多數係經建部門代表，以傳統經濟學之觀點，主張不調整基本工資以免造成企業雪

上加霜。

學者的看法： 部分學者除認同勞工環境，也表示國內現在景氣真的不好，相望勞工能共體時艱；基本

工資之調整並無一定之參考公式，基本工資之調整應符合各界之預期與希望。

由於本次會議委員的意見尚待整合，當日並無共識結論，將進一步蒐集各項數據、勞動情勢及研究

報告等資料，擇期再行研議。

《焦點話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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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調整與否，勞委會擇期再議

數十個勞工團體的「基本工資一次漲足！」、「食衣住行樣樣漲，只有薪水不調漲！」聲音環繞在勞

委會辦公大樓廣場，並演出行動劇，向在勞委會會內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表達工資調漲的訴求。

基本工資是否調整，法制上應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對於近來原物料、原油等價格的飆漲，衍生

物價波動，造成勞工生活以及企業經營的壓力，繼去年調整之後，按既定規劃進度，在本（97）年 8 月

26 日上午召開本年基本工資是否調整案，勞資雙方各有不同精闢的論述，均非常接近事實，本刊特將這

次的發言內容擇要：

勞方的看法：

1.  物價的高漲，使得基本工資之購買力嚴重衰退，去（96）年基本工資之調整亦未將經濟之成長，完全

分享，故建議基本工資應調整至各業平均工資之 6 成，即 27,067 元並訂為貧窮線。

2.  為擴大內需，應大幅調高基本工資，促進消費，提高經濟成長率。基本工資調高後，不但提高國內勞

工之就業意願，僱用外勞之成本如較本國勞工高，雇主自然捨外勞，僱本勞，亦可降低失業率，目前

國內之失業人口約 40 萬人與外勞之人數相近。

3.  本國勞工素質高，僱外勞須建宿舍並供膳，何不將這些費用投資於改善國內勞工福利措施上，相對之

生產力將更高，雇主怎可短視近利，不救同胞。

資方的看法：

1.  物價漲，生活費高，基本工資自應調整，但幅度不可過高。國內仍有許多 3K 產業，應為渠等設想，

另中小企業佔 95% 以上，平均壽命不過 13 年，企業必須活下去才有用。

2.  應落實基本工資時薪之查處，服務業之時薪工作者，仍有未達法定標準者，應深度瞭解其原因並協助

其升級，共創勞資共贏之目標。

3.  企業要維持競爭力，不可只靠外勞，外勞是不得不的替代方法，勞工是最重要之資產，企業主分秒皆

關注其所屬員工之及其他財產，不要忽略雇主的愛心。

4. 景氣之好壞是企業獲利之重要參考指標，只要獲利一定回饋員工。

5.  考量勞工的消費支出比過去略有增加的困境，部分資方代表願意小調漲幅在個位數。

政府部門的看法： 多數係經建部門代表，以傳統經濟學之觀點，主張不調整基本工資以免造成企業雪

上加霜。

學者的看法： 部分學者除認同勞工環境，也表示國內現在景氣真的不好，相望勞工能共體時艱；基本

工資之調整並無一定之參考公式，基本工資之調整應符合各界之預期與希望。

由於本次會議委員的意見尚待整合，當日並無共識結論，將進一步蒐集各項數據、勞動情勢及研究

報告等資料，擇期再行研議。

《焦點話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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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全年無休是什麼感覺嗎？

在台灣，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資訊封閉的外籍家務工，可以連續三年，沒有休過一天假！

人不是機器，勞動者不能無限制工作。當台灣社會普遍接受週休二日的常態時，卻任令為數 17 萬

的外籍家務工 1 不受勞動法令保障，長期處於不休假的非人性處境。我們傍晚時分看見她們倒垃圾，我

們在醫院、公園看見她們推著輪椅，她們是沈默、無以發聲的一群，而最大的壓迫來源正是台灣的外勞

政策。

休假是基本人權：弱勢集結才有發聲的機會

長期以來，政府將老弱殘病的基本照顧丟給個別家庭解決，早形成台灣中下階層沈重的負擔。1992

年，政府正式開放引進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以填補龐大的社福需求，她們散落在台灣個別的家庭、或醫

院裡，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持續修補著台灣社會福利、照護制度的缺漏。諷刺的是，由於家

庭類勞工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外，使得這塊殘缺的公共社福領域徹底私人市場化，勞動者完

全沒有工時、休假、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

同樣沒有勞基法保障，但本地家務工專業分工清楚，依時、日或月計薪，保姆不必打掃洗衣、看護

工無需買菜烹調、清潔工更不必接送小孩，縱有管家如阿卿嫂也採上下班制，不必二十四小時待命。而

外勞 2 進入個別家庭後，工作與生活領域高度重疊，家事繁雜，多半處於隨時待工的狀態，若沒有定期

休假，意味著全然失去放鬆、交友、匯錢、甚至上教堂的機會，加以語言不通、資訊封閉，沒休假就形

同斷絕一切的社會支持網絡。

這群散佈在各醫院、家庭之中的外籍勞工，有九成為女性，她們的勞動條件十分特殊並孤立，經

常一個雇主聘僱卻三四家親戚輪用，也有忙完早餐送小孩上學後，還到雇主辦公室當無償小妹；她們行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理事長  顧玉玲

〔註釋〕

1.  外籍家務工分為看護工及幫傭，據勞委會統計，到 2008 年 5 月底止，外籍看護工引進人數總計 16,5517 人，外籍幫傭
2,598 人，總數已直逼 17 萬。

2.   Migrant worker 台灣習慣翻譯為「外勞」，在這裡，作為一個集體運動，我以移工稱之，置放在一般的陳述中，則使用
「外勞」、「外傭」、「外籍看護工」、「外籍家務工」等一般主流統通的說法。事實上，「外籍」的強調，正反應了台灣政策
的對待態度。

家務勞動公共化
家庭職場要立法

台灣勞工｜第15期44



走動線十分侷限，二十四小時與雇主相處，卻沒有勞工保險，不受勞基法保護，工時與休假更是得靠個

人運氣而定；她們作為台灣社會的短期移工，千里迢迢來到台灣以勞動補足社會福利的不足，照顧老、

殘、病、弱、幼的家庭需要，為穩定台灣社會發展貢獻心力，卻在侷促的工作場域，同時承受種族、階

級、性別的多重壓迫。

在台灣，外勞市場根本是一個單向的買方市場。理論上，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裡，勞雇雙方有限

的「自由」3 買賣維持了勞動條件的穩定、平衡，太惡劣的雇主，工人自然離職他就。但台灣政府卻對

合法引進的外籍勞工立下「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緊箍咒，不能換老板，所有的勞資協商都不可行；不

能換老板，就是單方面的忍辱吞聲。此外，多數外勞來台前都需借貸繳付折合新台幣十幾、二十萬元的

高額仲介費，若提早解約只能遭受遣返，沒來得及存到錢就返鄉則意味著立即面對龐大的債務，這也使

得多數外勞只能選擇忍氣吞聲，不敢辭職。

外籍家務工爭取「休假權」4，要求的不只是忙碌工作一週後的一日放鬆，更意味著休假以脫離勞

動領域，才得以結交朋友、掌握資訊、尋求協助，甚至，得以組織自主的團體 5。而對弱勢者而言，麥

克風從來不會在他們手上，唯有藉著集體行動，才有發聲的機會，主體才得以被確認。沒有休假的外

勞，無異是提早剝奪了他們成為主體的社會條件。

〔註釋〕

3.   此處的「自由」，指的當然是經濟弱勢的工人為取得工資以供生存，多半不會輕易辭職，看似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並非
真自由，但另謀他就的機會還是存在的，只是條件有限。

4.   2007 年 12 月 9 日移工大遊行主題為「我要休假」，逾千名外勞集體走上台北街頭，他們爭取的不是台灣人早已習慣的
週休二日，而是一百多年前工業革命後的「現代化國家」裡，勞工運動早已抗爭取得的「七日一休」工作規範。僅僅
是，每七天要有一日休假。

5.  本籍看護工早已組織職業工會，但根據工會法，外勞無法自組工會、也不得擔任工會幹部，其三年一輪的契約方式及居
留年限，也使得他們被迫不斷流動，難以組織起來。目前現有的移工團體多半由本地 NGO 協助成立，大多是鬆散、未
登記，但會自主選舉幹部群、召開年度大會、及不定期舉辦會員活動。

家務勞動公共化
家庭職場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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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護，國家承擔：家務勞動就是一份工作

過往，家務勞動泰半由家中的女性（妻子、女兒、媳婦、媽媽）無償承擔。如今隨著高齡化時代

的來臨，雙薪家庭日益增加，在個別化、原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弱勢的家庭沒有其他援手，唯

有仰賴公共化的托育、照顧、養護服務，一般稱之為「社會福利」。特別是長期照護，不管使用社區化

經營、家庭內照顧、或集中機構化安養等方式，我們都得先承認：家務勞動，就是一份需要付費的「工

作」！這個工作，需要技術、勞力、與付出，很多時候，還需要情感的支持與承擔。不管社福體系以

「服務提供者」、或「居家服務員」來稱呼，這份工作就是有工資、有職災風險、也有聘僱（由國家或個

人承擔）關係。

解嚴後，經社福運動的爭取，內政部針對重度殘障、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一定時數的免費居家照

顧，俗稱「喘息服務」，原意是讓負擔照顧責任的母親、妻子得以在公部門提供臨時照護期間，稍獲喘

息。不料，1992 年引進外籍看護工後，內政部竟片面以行政命令明訂：「聘有外籍看護工」的家庭不得

申請居家照顧。此舉嚴重侵犯被照顧者的公民權益，也對外籍照顧者有明顯的種族與階級歧視──本地

婦女需要喘息，外勞就不必了嗎？台灣政府明目張膽地認定外勞可以全年無休，毫無喘息！照顧者全年

無休，被照顧者也無法獲得良好的照顧品質，而取消喘息服務更導致大量本地居家服務員的失業。錯誤

的政策，同時壓迫本勞、外勞、與被照顧者！

勞委會曾於 1998 年四月一日指定個人服務業適用勞基法，後因工時難以難定等原因而於 1999 年

一月一日起不再適用 6。2003 年起，劉俠事件 7 後由十數個外勞服務團體組成「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

（2007 年更名為「台灣移工聯盟」，為避免前後名稱不一致造成混淆，本文中對此聯盟一律以「移工

聯」簡稱之。）8，要求家務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或儘速制定「家事服務法」。在移工聯持續的行動

施壓下，勞委會於 2005 年 5 月 20 日公開表示，因家事勞動具有「個案化」及「多元化」的特性，不便

訂定一體適用的法令，將研擬「外籍家庭看護工 幫傭勞動契約參考範本」（即「定型化勞動契約」）為替

代。事實上，目前所有的家庭類外勞來台前，都與雇主簽定勞動契約，這份契約，基本上也幾乎是「定

型化」，大同小異，但外籍家務工合法引進十六年了，這樣的契約若真有約束力，民間外勞團體也就不

必到處救火、補漏洞了。再者，若以個別的勞雇契約為約束，一旦勞 資任一方違反契約，就成為一般的

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無非就是法庭相搏，連本籍勞工都禁不起曠日費時的法庭程序，更何況是隨時可

能被遣返的外籍工人？「定型化契約」不過是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逃掉他們的責任，讓家務勞動更加邊

緣化、人肉市場化。

〔註釋〕

6. 勞委會 1998 年 12 月 31 日台勞重 一字第 059607 號函參照。

7.  2003 年 2 月 8 日，國策顧問劉俠因印傭維娜毆打、間接猝死，引發台灣社會震驚，勞委會表示將逐年降低外籍家務工
引進，且加強其精神檢查，第一線的外勞服務團體則組織起來，要求制訂「家事服務法」。

8.  陸續加入「移工聯」行動的，計有：天主教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天主教社會發展委員會外勞關懷小組、天主教會新
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越南外勞辦公室、希望職工中心、台南玫瑰國際社會服務中心、高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長老教會
勞工關懷中心、天主教高隆會正義和平辦公室、天主教彰化外勞關懷中心、移民觀光牧靈委員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瑪利諾會移民活動中心、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幾乎囊括台灣第一線的外勞服務非
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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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不論藍綠政府，在勞動政策上都不

約而同地朝「勞資協商，國家退位」推進。這在工

運發展強大的地方，也許還行得通。但台灣的勞工

運動發展不過這十數年，力量有限，勞資協商等於

是放任資方打工人，無視於小工人和大老板在法律

及資力上的不對等位置。而以外籍幫傭、看護工來

說，家庭內的職場原本就孤立、封閉，沒有親友、

工會，再加上勞動者的移民身份，使得各種社會資

源的使用、取得更加不易，所以，更需要國家積極

介入，定出法律依據，一旦有爭議出現，由國家直

接依法辦理。家庭早已是一個職場，有僱傭、有勞

動、有管理，這個私領域裡的生產關係，也應該是

公共關係。

理想上，我們期待「家務勞動公共化」，由國家承接個別家庭的需求，而明訂家庭作為一個職場的

基本勞動規範，正是促使長期照護體系建立的重要前提。不管是「一體適用勞基法」，或另訂「家事服

務法」，都是不過是正視「家務勞動就是一份工作」的既存事實，這不是「爭福利」，不能以「增加雇主

成本」的擔憂作為抵擋。事實上，若經濟弱勢的雇主無力承擔，當然要指向政府，由社會福利釋出資源

挹注，而不是以壓榨看護工 幫傭為替代。

民間愈對立，官方愈得利：選擇什麼階級立場決定你站在鬥爭的那一邊

以勞雇之名出現對立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其實同是類似處境的弱勢階級。在既有的結構下，個別

經濟弱勢的重症患者家庭，恐怕經常要掙扎於「要不要讓外勞休假？」的矛盾情緒中。理性上，外勞是

人不是機器，不能無限制使用，因全年無休導致月經提前終止、心神耗弱砍殺雇主的案例時有所聞；實

務上，癱瘓在床的身心障礙者，就是需要全日守侯、每二小時協助翻身以免褥瘡的看護，而社會福利的

缺漏只好全部轉嫁到外勞的「不休假」來彌補。個別家庭內，社會上最弱勢的兩群人，卻在國家失職的

狀況下，由互相依持至彼此擠壓，雙方都成為結構下的犧牲者。

2005 年 12 月 11 日「反奴工制度」移工大遊行後，勞委會總算承諾研商「將家務工納入勞基法適

用範圍」，並邀請民間團體、學者共同與會，不料以殘障聯盟為首的社福團體公開抗議，反對家務工納

入勞基法保障，要求勞委會先全面進行普查、提出配套後，再談外勞保障 9。官方就以「民間未達成共

識」為由，無限期停止研商會議。一直到 2008 年政權更替後，「移工聯」協同藍綠立委於 7 月 11 日在

立法院召開「家事服務法公聽會」，殘盟再度發表聲明表示「我們不需要家事服務法」，要求「由國家負

〔註釋〕

9.  2006 年 11 月 22 日，社福團體至勞委會抗議，殘障聯盟王幼玲表示：「外傭適用勞基法將引發很多問題……不能把原本
適用公司工廠的法規硬套用於家庭。」，要求先全面進行普查、提出配套後，再談外勞保障。（聯合報，2006/11/23,a14
版，陳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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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外籍看護工的引進及分配，照顧服務的提供者負責管理、訓練及監督，家庭根據需要購買居家照顧服

務，依據家庭經濟能力支付費用」10。事實上，採取「國對國直接引進、聘僱」原本就是移工聯多年來

的訴求，弱勢雇主不該承擔國家失職下的額外支出，勞雇雙方的立場是一致的。差別只在於，不論由國

家或個別家庭承擔聘僱責任，家務工的勞動規範與保障都是刻不容緩，不能以一個更大的訴求（改變照

護制度）而否定工人的基本需求。

 這是一個不斷拉扯、拖延的過程，民間愈對立，官方愈得利，原應對政策堅守基本價值的勞工最

高行政主管機關，卻成為仲裁者，適巧逃掉政策規劃的責任。而表面上看起來是民間利益衝突，但實情

卻是國家失職、退位，導致在有限的資源裡，弱勢與弱勢只能相互依靠、擠壓。我們要看清楚並高度警

覺的是，任何「先有配套，再有保護」的考量，或「檢討總體制度，不必勞動立法」的拖延，都會陷入

執政者分化弱勢者的詭計，形成弱弱相殘。

外勞剛引進台灣時，也曾引起本地工運團體的緊張，陷入「外勞搶奪本勞工作」的危機，但隨著台

灣工運的發展，本地工人終究得面對「本 外的對立」事實上是官方有意造成的，2003 年起每二年一次

的移工大遊行，也因此吸引愈來愈多的本地人參與、聲援。如果外勞政策是服務於少數資本家對廉價勞

動力的需求，以及掩蓋政府對基本國民照顧體系的疏失，我們反對現行的外勞政策，反對引進廉價外勞

到台灣淪入最底層的、壂腳的勞動後備隊。若是外勞引進已從補充性、替代性、到依賴性的存在，本地

工人不可迴避要與外勞共同組織起來，互保，也同時自保。本勞 外勞的利害原本就是一致的，外勞愈受

壓迫，本勞愈沒機會，外勞愈被剝削，本勞愈沒出路，兩者利害與共。也就是說，唯有提高外勞的勞動

條件與本地工人漸趨一致，才能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安全；唯有本勞與外勞共同行動，才不會任憑統治階

級擺佈。

同樣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看似利害爭奪，其實是唇齒相依，唯有聯手行動，共同朝向公權力要

求挹注資源，才能逼使政府擬定完善的照護制度，而不以踐踏最弱勢者來填補次弱勢者的不足。家庭內

的外勞與重症患者若同處弱勢階級，更要在運動策上互相溝通，找到互為主體、階級立場一致的發聲策

略，而不是抵制、維持現狀，變相幫助統治階級鞏固現況。

「移工聯」強調勞動者的人權保障，但也在家服法訴求中增加喘息服務、聘僱費用得以減稅、降低

就安費、家務工強制納保等有利於雇主的訴求，並強調喘息服務會增加本籍看護工的就業機會，讓本勞 

外勞、照顧者 被照顧者不再是對立的兩造。「移工聯」主張，唯有形成合理的勞動規範，才能促使長期

照護體系的建立，讓照顧者有休假、被照顧者得到完整的照顧，喘息服務的財源可以來自「就業安定基

金」，創造本地中年婦女二度就業的照護市場，造成三贏的局面。

〔註釋〕

10.   2008 年 7 月 11 日殘障聯盟新聞稿。曾於 2000 年後任職勞委會核心將近八年的殘盟秘書長王幼玲在公聽會上表示：
「家事服務法是滿漢全席．．．．冒然實施，馬政府要承擔所有惡果！」這恰好暴露了，正因為政策一再迴避、拖延面對
家務工的困境，16 年來的惡果都是由外勞承擔！反正他們沒有投票權、沒有發聲的機會，用壞就丟，台灣人也聽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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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三贏：外勞有休假、本勞有工作、照顧品質有保障

不論是現階段「已經存在」的商業式服務購買，或是未來我們所期待的公共化由國家挹注資源，不

管是個人聘僱、或是國家聘僱，本地或外籍勞工擔任的家務勞動，都需要立法規範勞動條件，家庭職場

都應被視為一個勞動領域！

內政部一再以「財源有限」不願恢復喘息服務，這當然值得檢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指出，聘用

外勞的雇主所繳交的「就業安定基金」，已累計數百億，卻多被挪用來捉逃跑外勞、登革熱防疫 ... 等無

關就業的項目，若能用在擴大家庭照顧的喘息服務，由國家聘雇本地看護工擔任居家服務員，以擴大本

地勞工二度就業的勞動市場，讓經濟弱勢的被照顧者不虞增加聘僱成本，得到完整的照顧，也讓最基層

的看護工得到應有的休假與保障。

推動家務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擴大勞基法適用範圍」、或另訂「家事服務法」）的的基本精神，

就是弱勢相互扶助，創造本勞、外勞、被照顧家庭三贏的局面：

一、  恢復擴大提供喘息服務。聘有外籍看護工的經濟弱勢家庭，內政部應恢復喘息服務的提供，讓被照

顧者獲得充份支持，外籍看護工得以正常休假。 

二、  家庭類勞工立法保障。不論是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還是另立家事服務法，都需要有勞動條件的規

範，不分本勞外勞，給予休假的基本人權。

三、  促進本地看護工就業市場。動用就業安定基金，由國家聘僱本地看護工，充份提供弱勢家庭的喘息

服務，媒合本地看護工就業。❖

勞委會對家庭類勞工保護的努力

全球化經濟、少子化、高齡社會的來臨，國內照護人力許多仰賴外籍監護工是不爭的事實，這類監

護工在國內應有的尊嚴勞動也受到關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玉玲理事長的「家務勞動公共化，家庭職

場要立法」一文呼籲將這批在台工作的勞工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或訂定家事服務法，以保障其人權

及獲得合理的工資及勞動條件！本刊是勞、資、政溝通的平台，經洽勞委會相關單位表示本文中確實有

供勞委會參酌的主張，惟部分的論述對本會努力的軌跡有所誤解，隨該文提出數點以回應：

1、 家庭勞動與一般職場不同，全面適用勞基法顯有難處：不論本國及外籍勞工接應有合理工資、工時

及休假等基本勞動條件乃普世價值，也是勞委會施政核心與精神，王如玄主任委員就任後揭纛「平

等、人性、安全、尊嚴」的四大裡念，當可明證！勞委會對於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各業及工作

者，一直檢討其納入勞動基準法使用之可行性，從未停頓過！家庭與一般職場不同，受照顧者亦為

社會弱勢，欲全面適用勞動基準法條文顯有窒礙難行之處，因此，目前進行評估指定部分行業或工

作者得適用勞基法部分條文之可行性。

《焦點話題回應》

台灣勞工｜第15期 49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2、 民間越對立，官方越得利的看法，是過於沈重：文中論及國家失職與退位，導致在有限的資源內，

形成弱者恆弱。但勞委會長久以來即針對家事服務工作者勞動權益注入心力！民國 89 年召集相關單

位進行研商外籍家庭監護工契約樣態的研商，92 年評估制定家事服務法之可行性，93 年籌組專家小

組招刊 2 次會議及 3 場座談會，94 年舉辦 1 場次公聽會，95 年進行家事勞動服務者勞動條件狀況調

查及 2 次研商會議。「走過必留痕跡」，勞委會並未沒做，談不上失職。

3、 勞動契約皆有規範定期休假的內容：家庭內外勞在勞動契約範本中，皆提列休假條款，如工作 7 天

可有 1 天休假、休假時間需加班者雇主需給附加般費等。

4、 外勞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做法已改善：符合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第 1 項條件者，得轉換雇主，在 97 年 2

越 27 日修正的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放寬原雇主、外籍勞工及符合資格之新雇主三方

合意，得直接申請向勞委會轉換雇主；若原雇主因違規經廢止許可，外籍勞工及符合資格條件之新

雇主雙方合意得直接轉換；上述兩種情形多不受原工作類別的限制，大幅縮短外籍勞工轉換雇主的

空窗期。

5、 提早解約只能遭受遣返的情事已有保障：按照雇主聘僱外國人即管理幹法第 45 條規定「外籍勞工因

聘僱關係終止而通知者，當地主管機關接獲通知後，應於外國人出國前，探求外國人之真意，並驗

證之」，此像規定，保護外籍勞工工作權益，減少雇主強迫遣返問題。

6、 聘有外籍看護工之家庭不得申請居家照顧、不提供外勞喘息服務的規定：本項的規定是內政部的規

定，但聘僱外籍看護勞工的家庭也有是經濟弱勢者，也渴望獲得喘息服務，因此勞委會（職訓局）

在 97 年 8 月 19 日召開研商外籍勞工喘息服務會議，會議的結論考量涉及行政院的長期照顧十年的

政策規劃，將研擬適當機制送請行政院決定。

看護工的人力在高齡社會是供不應求，普遍存在吃緊的現象。即使擁有健全的福利制度的國家，如

日本也面臨人力的短缺且要求照護「質」的提昇。日本依據與印尼簽訂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原定引

進 590 名的護士、看護士的預備軍，在入境後先接受 6 個月的日語訓練，然後在醫療、照護機構充當助

手，並在 3 年內通過護士或看護士的國家考試，強化醫療、保健人力的量與質，然今年 8 月上旬自印尼

實際只引進 205 名，不到預期人數的一半而且幾乎為女性，因為業者大多認為女性比較適合此類工作，

體力較好的男性幾乎不被考慮、或擔心語言的溝通仍是一大障礙，存疑通過國家考試的可能，而抱消極

的態度，這種現象也反映出「買方」的心態，而準護士、準看護士在日的工作權益或許擱在一邊。補充

國內照護人力的不足，而引進外籍勞動力，這些離鄉背景的外勞提供勞心勞力的同時，也享有勞動價值

的保障，我們深信家事勞動者權益的保障當然不可偏廢，勞委會將秉持王如主任委員就任時所提的「平

等、人性、安全、尊嚴」的理念，強化外勞在台的勞動權益，同時也寄望外籍看護工能力的提昇，讓被

照護者享有優質的照護，以達共創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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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三贏：外勞有休假、本勞有工作、照顧品質有保障

不論是現階段「已經存在」的商業式服務購買，或是未來我們所期待的公共化由國家挹注資源，不

管是個人聘僱、或是國家聘僱，本地或外籍勞工擔任的家務勞動，都需要立法規範勞動條件，家庭職場

都應被視為一個勞動領域！

內政部一再以「財源有限」不願恢復喘息服務，這當然值得檢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指出，聘用

外勞的雇主所繳交的「就業安定基金」，已累計數百億，卻多被挪用來捉逃跑外勞、登革熱防疫 ... 等無

關就業的項目，若能用在擴大家庭照顧的喘息服務，由國家聘雇本地看護工擔任居家服務員，以擴大本

地勞工二度就業的勞動市場，讓經濟弱勢的被照顧者不虞增加聘僱成本，得到完整的照顧，也讓最基層

的看護工得到應有的休假與保障。

推動家務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擴大勞基法適用範圍」、或另訂「家事服務法」）的的基本精神，

就是弱勢相互扶助，創造本勞、外勞、被照顧家庭三贏的局面：

一、  恢復擴大提供喘息服務。聘有外籍看護工的經濟弱勢家庭，內政部應恢復喘息服務的提供，讓被照

顧者獲得充份支持，外籍看護工得以正常休假。 

二、  家庭類勞工立法保障。不論是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還是另立家事服務法，都需要有勞動條件的規

範，不分本勞外勞，給予休假的基本人權。

三、  促進本地看護工就業市場。動用就業安定基金，由國家聘僱本地看護工，充份提供弱勢家庭的喘息

服務，媒合本地看護工就業。❖

勞委會對家庭類勞工保護的努力

全球化經濟、少子化、高齡社會的來臨，國內照護人力許多仰賴外籍監護工是不爭的事實，這類監

護工在國內應有的尊嚴勞動也受到關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玉玲理事長的「家務勞動公共化，家庭職

場要立法」一文呼籲將這批在台工作的勞工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或訂定家事服務法，以保障其人權

及獲得合理的工資及勞動條件！本刊是勞、資、政溝通的平台，經洽勞委會相關單位表示本文中確實有

供勞委會參酌的主張，惟部分的論述對本會努力的軌跡有所誤解，隨該文提出數點以回應：

1、 家庭勞動與一般職場不同，全面適用勞基法顯有難處：不論本國及外籍勞工接應有合理工資、工時

及休假等基本勞動條件乃普世價值，也是勞委會施政核心與精神，王如玄主任委員就任後揭纛「平

等、人性、安全、尊嚴」的四大裡念，當可明證！勞委會對於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各業及工作

者，一直檢討其納入勞動基準法使用之可行性，從未停頓過！家庭與一般職場不同，受照顧者亦為

社會弱勢，欲全面適用勞動基準法條文顯有窒礙難行之處，因此，目前進行評估指定部分行業或工

作者得適用勞基法部分條文之可行性。

《焦點話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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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新頁—

勞保年金制度即將施行
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處　專門委員　吳宏翔

壹、前言

遠
溯自民國 82 年間即著手規劃的勞工保險年金制度，終於在幾經波折之後於今（97）年 7 月 17 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 總統於 8 月 13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53201 號令公布，預定於 9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十餘年來，台灣在經濟發展、社會家庭結構方面的轉變極大，尤其高齡、少子女化

社會的形成，更加凸顯出相關社會保險應興應革的迫切需要。

對我國而言，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實施可說是劃時代的施政變革，此一制度的施行，在台灣發展歷史

上誠屬不可抹滅的一頁，其影響既深且遠，關係到當前及未來所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老年及發生失能

事故後之基本經濟安全，及其家屬生活安定之權益保障問題，對於社會的安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於勞保年金制度即將施行，國人對其相關規定可能仍感陌生，尤其對於將行之有年的一次給付規

定改為按月發給的年金給付規定之理由為何？勞保年金施行後是否會影響到原有被保險人選擇領取舊制

給付規定之權益？各項年金給付如何計算？相關規定之內容如何？可能是民眾關注的焦點，以上問題將

是本文介紹的重點。

貳、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必要性

年金給付係相對於一次給付，不論其給付週期是按月、雙月、季、半年或年給付，均可稱為年金給

付，而即將施行的勞保年金制度，不論是老年年金給付、失能年金給付或遺屬年金給付，其給付週期為

按月發給，其中之老年年金給付及失能年金給付均為活多久即領多久，以保障被保險人於老年及發生終

身不能從事工作失能事故時之基本經濟安全，其理由概述如下：

一、台灣早已邁入高齡化社會，國人壽命越來越長，現行勞工保險一次給付之水準不足以養老：

國際間統計上之標準，凡 65 歲以上之人口即屬高齡人口，而所謂「高齡化社會」，依聯合國之定

義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數佔全國人口 7％以上，即為高齡化社會國家。台灣於 82 年 9 月即達到此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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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95 年 65 歲以上人口之比例更已達 10％，經建會預估 108 年可達 15％，115 年為 20％，根據此一

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國內高齡人口所佔比例正急遽攀升中，或許您會以為未來的演變只是預測，未必成

為事實，然而，亞洲鄰近的日本，今（97）年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 2744 萬人，佔日本人口總數 21.5％，

較台灣快了 18 年，義大利、德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也已超過 20％，尤其德國每三個人中即有一人符合退

休條件，或許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要比經建會之預期來得快。

人口老化速度加快也顯示國人平均壽命越來越長，根據統計結果發現，95 年國人男女兩性平均壽

命為 77.9 歲；96 年女性平均壽命更達 79.8 歲，估計國人自 60 歲退休到死亡之平均餘命約為 22 年，養

老問題已成為未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即早審慎規劃。

二、國內少子女化現象日趨嚴重：

我國人口老化的速度高居世界第二，但少子女化的情形卻更勝日本，論及國內少子女化現象，有所

謂「新三不趨勢」即「不立」、「不婚」、「不生」，所謂不立係指不自立門戶，不就業，給父母養；根據

94 年所作調查顯示，國人未結婚者，43％同意「只同居，不結婚」，國內同居人數超過百萬人，年齡層

以 25 歲至 29 歲居多。且初婚年齡不斷延後，男性平均為 30.6 歲，女性為 27.4 歲。至於不生育現象，

已婚尚無子女者，26％一開始即打算當「頂客族」（雙薪、無子 Double Income No Kids），另有 13％為不

孕症，二者合計幾達四成。

在國人不立、不婚、不生的趨勢下，國內婦女生育率為 1.12 個（95 年之統計數據）。所謂生育率係

指「15 歲至 49 歲具生育能力婦女一生中之活產數」，為世界屬一屬二（香港為 1 個，日本 1.25 個，德

國為 1.3 個），相較於 50 年代國內婦女生育率為 5.59 個，60 年代 3.71 個，70 年代 2.46 個，呈急遽下降

的趨勢，台灣少子女化的情形實令人憂心。目前國內每年出生嬰兒數約為 20 萬 4 千人，經建會預估民

國 107 年國內人口可能零成長甚至負成長，以往國人「養兒防老」觀念已不再可靠，須仰賴可長可久的

年金制度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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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社會保險保障不足：

此一問題可就含蓋面、給付水準、給付方式分述之：

（一）就涵蓋面而言：

國內 25 歲以上，65 歲以下，未納入相關社會保險（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保障的

國人約有 353 萬人，其未來老年生活依靠無著，仍須仰賴軍、公教、勞工眷屬那份微薄的老年給

付（養老給付、退伍給付）支應，此一現實正是政府開辦國民年金保險的主要原因，也更凸顯相

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變革之重要性。

（二）就給付水準而言：

96 年勞工保險平均老年給付金額為 107 萬元，如以每月支出 2 萬元基本生活費計算，每年需 24 萬

元，上述勞保被保險人之平均老年給付金額尚不足以支應 5 年的基本生活所需，更可能因物價上

漲而貶值或因投資失當而快速耗盡。以國人自 60 歲退休至 82 歲死亡之平均餘命 22 年計，現行

勞保一次老年給付之給付水準實不足以提供國人安享晚年之基本保障。96 年間曾有某晚報報導，

如國人 60 歲退休，以 20 年之平均餘命計算，每月 2 萬元支出標準，再加上物價上漲因素，約需

1056 萬元始能養老，顯然現行一次給付制度及給付水準與目標仍有極大落差。

（三）就給付方式而言：

全世界有 205 個國家或地區，其中 172 個已實施老年給付的國家中，只有少數國家的退休制度是

採取一次給付。台灣即是其中之一，實不符合時代潮流及高齡化社會的養老需求，不改革無法解

決國內人口老化的養老問題。

參、勞保年金制度的特色

此次修正通過的勞保年金制度，就其規劃設計之內容而言，可說是完全站在有利於被保險人的立

場修正，約略而言可分為以下幾點析述之：

一、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規劃、設計：

（一）  勞保年金實施前的投保年資可併計各項年金給付年資：

法律的適用原則為「不溯及既往原則」，如「勞動基準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都是該法律施行後之年資才

予承認，而勞保年金之施行，凡勞工保險條例 97 年 7

月 1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相關

規定時，除得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舊制請領一次

給付，但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舉例而言，勞保

年金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凡年齡滿 60 歲，原有投保年

資已滿 15 年以上，立即可以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  老年展延年金及減額年金的設計，以利被保險人生涯

規劃：

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規定，被保險人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

付。另外，第 58 條之二規定，符合所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條件而延後請領者，於請領時應發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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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老年年金給付。每延後一年，依規定計算之給付金額增給百分之四，最多增給百分之二十。另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 15 年，未符合本條例所定請領年齡者，得提前五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每提

前一年，依所定給付金額減給百分之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上述規定極具彈性，有利於被保

險人決定何時退休之生涯規劃。

（三） 年金給付金額隨物價上漲而調整：

各國社會保險開辦年金制度，最擔心之狀況即為面臨通貨澎漲問題，有鑑於此，本條例規定，當

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上漲率達正負 5％以上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給付金額，以維持被保險人之

實質購買力，不致因物價上漲而影響被保險人之生計。

（四）  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可相互銜接：

國民年金保險係針對 2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且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以獲得適足老年生活保障之國

民而開辦，而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凡勞工不在職退保且年齡在 65 歲以下，將自動成為國民年金

保險之被保險人，為兼顧被保險人之權益及被保險人於二個社會保險體系流動之暢通性，爰規定

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可併計老年年金給付及失能（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之保險年資。

勞工保險條例第 74 條之二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

人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保

險人按其各該保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屬他保險應負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

還。」「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他保險之年

資後已符合者，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據此，勞保被保險人如因保險年資不足，如有國民年

金保險年資者，二者年資併計予以補足而合於規定者，仍得申請老年年金給付。

（五） 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保險年資之採計沒有上限：

勞工保險現行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

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五個月為限。

被保險人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其逾六十歲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五年計，合併六十歲以前之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五十個月為限。

然而，勞保年金施行後，被保險人選擇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者，其年資之採計沒有上限，投保年資

越長，老年年金給付金額越高。

（六） 老年給付之請領採「離職退保」規定，且請領不受消滅時效之限制：

以往請領老年給付須同時符合保險「年資」、「年齡」、離職等要件始得請領老年給付。以致有些被

保險人因無法同時符合請領老年給付之年齡及加保年資，或因轉換跑道致憑白喪失曾經投保的年

資，此次修法後規定，凡以往有勞保年資者，可於符合相關給付條件下請領一次老年給付或老年

年金給付，且申請不受消滅時效之限制。

（七）  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之特殊性質工作者，年滿 55 歲，勞保年資滿 15 年即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五款規定：「擔任具有危險、堅

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即得以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至

於老年年金給付之申請條件，鑑於此類被保險人工作性質須具備堅強體力，且有危險性，不宜與一

般勞工等量齊觀，同一請領標準，故此次修法明定「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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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適用勞工保險

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五項有關提高老年年金請領年齡及第五十八條之二有關展延及減額年金之規定。

至於「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所指為何？將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法令定之。

（八）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及給付標準計算。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

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但連續加保未滿三十日者，不予合併

計算。」，此一規定對於非典型工作形態日漸發達之今日，同時受僱從事多項臨時性工作之部分時

間工作者，於其發生保險事故或成就老年給付請領要件時，因月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緣故，得領

取較高額之保險給付。

二、保障完整性：

勞保年金制度施行後，勞工保險給付除了既有的保險給付項目，如生育給付、傷病給付外，凡合

於請領要件之失能、老年及死亡事故將改採年金給付方式支給（按勞工保險條例 97 年 7 月 17 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亦得選擇請領一次給付，但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其

內涵包括老年年金給付、失能年金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等三項，且三者之間得互相轉銜，其各種

轉銜之情況分述如下：

（一）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女、父

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參閱勞工保

險條例第六十三條規定）。

（二）  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其符合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  

屬年金給付（參閱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之一規定）。

根據以上規定，被保險人不論於加保期間死亡或於領取老年年金、失能年金期間死亡，其遺有符

合請領遺屬年金條件之當序遺屬均得選擇請領遺屬年金。另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上述

被保險人之遺屬亦得選擇領取一次遺屬津貼或請領舊制一次老年給付或殘廢給付扣除已領年金之

差額，不受請領遺屬年金條件之限制。

三、充分自由的選擇性：

（一）  勞保年金實施後，原有的殘廢給付、老年給付、死亡給付規定仍然存在，凡勞保年金開辦前有保

險年資者，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可以選擇舊制的一次給付或新制的年金給付（參閱勞工保險條例第

五十三條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因此，勞保年金制度之施行，

並非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對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較有利的問題，至於如何選擇應考慮被

保險人身體健康狀況如何？家庭財務狀況及是否有負債，需要大筆支出？或正進行相關投資，可

以獲利？以及家屬是否符合遺屬年金之請領條件？

（二）  被保險人於勞保年金施行前已發生老年給付、殘廢給付、死亡給付之保險事故，於請求時效期間

內尚未請領相關給付者，即使勞保年金已實施，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可以選擇保險事故發生時之

台灣勞工｜第15期 55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規定或請領給付時之規定，意即可以選擇舊制的一次給付或新制的年金給付（參閱勞工保險條例

第七十四條之一規定）。

（三）  勞保年金實施前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 15 年，離職退保，已符合請領舊制老年給付之條件，但尚未

請領老年給付前死亡，在勞保年金實施後其遺屬得選擇請領遺屬年金外也可選擇舊制一次請領老

年給付（參閱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四）  勞保年金施行後原有保險年資之被保險人毋庸事先選擇請領一次給付或年金給付：

勞保年金開辦後，原先有保險年資之被保險人應否於發生保險事故或成就保險給付條件前選擇新

制年金給付或舊制一次給付之選擇時點問題，本次修法賦予原有保險年資者充分的選擇自由，不

僅可針對最有利的方式選擇年金給付或一次給付，亦不須事先選擇，被保險人可於發生保險事故

時或成就請領條件時作有利的選擇即可。

參、各項勞保年金給付之請領資格及給付標準

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內容包括：老年年金給付、失能年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三項。其請領資格及給

付標準分述如下：

一、老年年金給付：

（一）請領資格：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年滿六十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一、保

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註：勞工保險條例 97 年 7 月 1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舊制規定之一時，

除可依上述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二）給付標準：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一、保險年資合計每

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二、保險年資合

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依上開規定老年年金給付之標準可分為如下 A、B 兩式，由被保險人擇優請領：

A 式：3000 元＋【平均投保薪資×年資×0.775％】

B 式：平均投保薪資×年資×1.55％

例： 陳先生 60 歲退休時勞保年資 35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43900 元。

每月領取金額為：43900 元×35×1.55％＝ 238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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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本條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述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
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上述個案，陳先生於離職退保後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並選擇 B 式計算公式，每月可領取老年年金 2

萬 3816 元，且活多久即領多久，如以國人 60 歲退休後之平均餘命 22 年計，終其一生可領取 628

萬 7424 元。如陳先生選擇舊制請領一次老年給付只能領取 197 萬 5500 元（即 43900 元 ×45 個

月），二者相差甚鉅。

二、失能年金給付之請領資格及給付標準：1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

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

前項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者，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

者，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其給付標準，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一年，發給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金額不足新臺幣四千元者，按新臺幣四千元發給。」

另同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並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

除依第五十三條規定發給年金外，另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二十個月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

例： 張小姐發生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之失能事故，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保險年資 20 年。每月

失能年金金額為：32000×20×1.55％＝ 9920 元

另張小姐發生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之失能事故，如係因職業傷病所致，除每月可領取 9920 元之失能

年金外，將加發二十個月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 64 萬元（即 32000×20）。

再者，同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二規定：「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眷屬時，每一

人加發依第五十三條規定計算後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之眷屬補助，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一、  配偶應年滿五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無謀生能

力。（二）扶養第三款規定之子女。

二、  配偶應年滿四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三、  子女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但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六個月以上：（一）未成年。（二）無謀生能力。

（三）二十五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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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  本條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除可依上述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失能
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三、遺屬年金給付之請領資格及給付標準：2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

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

領遺屬年金給付。」。另同條例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老

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至於遺屬年金給付標

準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之二規定：「....（一）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依被保險人之保

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二）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

依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一）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死亡：

平均投保薪資× 保險年資× 1.55%（不足 3,000 元者，發給 3,000 元。） 

（二）領取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原領年金金額 × 50%（不足 3,000 元者，發給 3,000 元。）

例 1： 李小姐在加保期間死亡，保險年資 20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其遺屬領取之年金金

額為：32000×20×1.55％＝ 9920 元

例 2： 劉先生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每月原領取老年年金 14880 元。其遺屬領取之年金

金額為：14880×50％＝ 7440 元

另外，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之二第三項規定：「遺屬年金給付於同一順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

時，每多一人加發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規定計算後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同

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致死亡者，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依第六十三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請領喪葬津貼外，有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者，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及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十個月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根據上述規定，被保險人如於加保期間死亡，遺有符合請領遺屬年金條件之遺屬者，於同一順序之

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多一人加發百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如被保險人死亡係因職業災害

緣故，除每月得請領之遺屬年金金額外另一次加發十個月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例 3： 李小姐在加保期間死亡，遺有配偶及 2 名子女，保險年資 20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其遺屬領取之年金金額為：32000×20×1.55％＝ 9920 元，加發 50％，9920×（1 ＋

50％）＝ 14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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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李小姐在加保期間死亡，遺有配偶及 2 名子女，保險年資 20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其死亡係因職業災害緣故。其遺屬除每月領取年金金額：14880 元，另一次加發十個月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32 萬元（32000 元×10）

肆、勞工保險的財務規劃

 為配合勞保年金給付之施行，勞工保險費率、老年年金請領年齡、平均月投保薪資等方面之規定

勢必須作修正，以健全勞保基金財務基礎，茲分述如下：

一、建立勞保費率逐年微調機制：

目前勞工保險之費率為勞工月投保薪資的百分之六點五至百分之十一（扣除就業保險費率百分之

一，實收百分之五點五），鑑於勞保年金實施後所需給付支出更為龐大，勞保費率須逐年微調才不至影

響勞保基金財務之健全。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三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普通事

故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點五至百分之十三；本條例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7 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時，保險費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施行後第三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之

零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

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費率
％

7.5 7.5 8.0 8.5 9.0 9.5 10.0 10.0 10.5 10.5 11.0 11.0 11.5 11.5 12.0 12.0 12.5 12.5 13.0

勞保年金開辦後勞保費率變化表

年度 98 至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年齡 60 歲 61 歲 61 歲 62 歲 62 歲 63 歲 63 歲 64 歲 64 歲 65 歲

二、老年年金請領年齡逐步提高機制：

鑑於國人壽命因醫療技術進步，生活水準改善而逐年提高。為因應人口老化之趨勢，勞工保險老

年年金請領年齡於施行起第 10 年提高 1 歲，其後每 2 年提高 1 歲至 65 歲。如勞保年金於 98 年實施，

至 107 年請領老年年金之年齡提高為 61 歲，至 115 年才會達到 65 歲。（參閱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

第五項規定）

老年年金請領年齡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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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給付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

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五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但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

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或以為老年年金給付為何不維持以最後 3 年之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其理由如下：

（一）  平均投保薪資之採計年限過短易引發道德風險，就勞工保險實務發現，被保險人平時投保薪資以

多報少情況嚴重，查不勝查，不能反映真實保費成本，此一現象嚴重衝擊保險基金財務之健全。

（二）   平均投保薪資之採計年限以最後三年之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對於部分時間工作者、二度就業者、中

高齡勞動者而言，不見得有利，上述弱勢就業族群於離開職場後再轉任新職務之際，其待遇可能

不如先前高，平均投保薪資以最後三年計反而不利。依勞工保險局統計發現，50 歲至 60 歲之被

保險人平均投保薪資反而低於 40 歲至 50 歲者。本次修法係參考法國、瑞典等先進國家之作法採

一定期間計算平均月投保薪資，並於立法院審議時通過以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

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

四、年金給付被保險人每年年資之所得替代率訂為百分之一點五五：

所謂所得替代率係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每一年投保年資所能得到的給付金額佔平均月投保薪資

的百分比。」。舉例而言，某勞保被保險人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4 萬 3900 元，保險年資 30 年，依每年年

資所得替代率百分之一點五五計，所得到的總所得替代率為百分之四十六點五（30×1.55％＝ 46.5％），

再乘以平均月投保薪資，將可以每月領取 2 萬 414 元（43900×46.5％＝ 20414）。

所得替代率的高低牽涉到被保險人所能領取的老年年金給付、失能年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金額之

高低，影響重大。惟所得替代率的高低也與勞保基金財務負擔、勞保被保險人保費支出、被保險人發生

保險事故後之生活保障息息相關。所得替代率高勢必牽動勞保費率一併調高否則將衝擊勞保基金之財務

健全，反之，所得替代率低，雖然保費較低，相對的給付金額也較低，恐不足以滿足被保險人發生保險

事故後之最低生活需求。所得替代率之訂定，如何在兼顧勞保基金財務健全、被保險人保費負擔能力及

被保險人最低生活保障，允宜有一平衡點。此次修法所得替代率訂為百分之一點五五，對於投保年資已

達一定年限之被保險人而言應足以維持其基本經濟安全。

結語

世界上多數國家為解決其國人退休後生活保障而開辦老年年金給付可追溯自上個世紀之德國，距今

已超過百年的歷史。年金制度受到國際上絕對多數國家的採納自有其必要性。證諸舉世面臨高齡、少子

化的衝擊，人類壽命不斷提高，養老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共通的議題，在此社會現實下，加以國內相關

社會保險不論就給付水準、涵蓋面及給付方式猶未臻健全之情況下，勞工保險給付年金化的施行誠為必

要的舉措，值得喝采。

此次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推動勞保年金制度，對於原有保險年資者賦予充分選擇舊制一次給付或

新制年金給付之選擇權，且原有保險年資於年金施行後均可併計，對於勞保被保險人權益之維護可說是

充分保障，因此，勞保年金的施行綴於被保險人而言，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較為有利的問

題。國人由於習性使然往往較傾向於「落袋為安」，以求心安，與其他國家之作法大相逕庭，在現行老

年給付平均一次給付金額仍不足以維持長達二十餘年平均餘命之最低生活保障下，吾人誠摯呼籲民眾宜

拋除舊有習性，客觀檢視個人家庭財務及考量個人健康狀況，並深入瞭解本次修法之相關規定，作一最

適當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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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勞
工保險年金制度歷經 15 年之規劃及推動，勞工保險條例於 97 年 8 月 13 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

攸關 880 萬勞工經濟生活保障之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就此確立，並將自 98 年 1 月 1 日實施，此一

制度為勞工保險之一大變革，影響勞工權益至鉅，希冀每位被保險人均能充分瞭解勞工保險年金制度，

俾做出最有利自己的選擇。

勞保年金制度之特色

一、年金給付與一次給付雙軌併行，勞工或其遺屬可自由選擇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原有之勞保給付權益不受影響，勞工或其遺屬可以在請領老年、失能或

死亡給付時，選擇請領年金給付或一次給付。

二、保障完整性，三種年金得相互轉銜

老年年金、失能年金、遺屬年金三者得相互轉銜，於領取老年或失能年金給付期間死亡，其遺屬亦

得請領遺屬年金，所以勞保年金制度極具保障完整性。

三、年資採計無上限，保險年資愈久，給付金額愈高

勞保年金是按照實際保險年資為計算基礎，沒有年資上限，所以保險年資愈久，未來領取年金給付

金額愈高。

四、領取年金可以避免因通貨膨脹導致給付縮水

為確保年金給付之實質購買力，當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 5％時，年金給付金額亦會隨

其成長率來調整。

五、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之銜接性

（一）  被保險人符合勞保及國保老年年金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按勞保及

國保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

（二） 被保險人未達請領勞保老年年金之年限條件，而併計國保年資後年資達 15 年者，亦得於 65

歲時請領勞保老年年金。

不可不知的

勞保年金制度
不可不知的

勞保年金制度
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處　科員　鄭婉伶



表1、勞保年金給付內容

老年年金 失能年金 遺屬年金

請
領
要
件

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年滿 60

歲者。

（請領年齡於勞保年金施行起第 10
年提高 1 歲，其後每 2 年提高 1
歲，至 65 歲止。）

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失能

程度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1.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2.  領取老年或失能年金給付期間

死亡。

3.  保險年資滿 15 年，並符合現制老

年給付請領條件，於未領取老年

給付前死亡。

給
付
標
準

◆ 依下列兩種方式擇優發給：

1.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0.775％＋ 3,000 元。

2.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1.55％。

◆  不足 4,000 元，按 4,000 元

發給。

◆   配偶或子女如符合眷屬補助條件

者，每 1 人加發 25％，最多加發

50％。

◆ 加保期間死亡：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1.55％。

◆  領取年金或等待領取老年給付期

間死亡：原領年金金額 × 50％

◆  不足 3,000 元，按 3,000 元發

給。

◆  同一順序遺屬每多 1 人加發

25％，最多加發 50％。

◆「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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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各項年金給付介紹

現行勞工保險係採一次給付方式，易因通貨膨脹而貶值或投資不當而耗盡，而勞保年金係採按月

給付方式，可提供勞工及其遺屬長期經濟生活保障。勞保年金包括老年、失能及遺屬年金三種給付項目

（詳如表 1），分述如下：

表2、新制勞保老年給付請領年齡

施行時間 請領年齡

98 年～ 106 年 60 歲

107 年 61 歲

108 年 61 歲

109 年 62 歲

110 年 62 歲

111 年 63 歲

112 年 63 歲

113 年 64 歲

114 年 64 歲

115 年 65 歲

一、 老年年金給付

（一）請領要件

1. 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年滿 60 歲者。

2.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離職退保後，如符

合現制老年給付請領條件者，可選擇一次請領

現制老年給付或新制年金給付。

3.  請領年齡將逐步提高：自年金施行之日起，第

10 年提高 1 歲，其後每 2 年提高 1 歲，以提高

至 65 歲為限（詳如表 2）。

（二）給付標準

依下列兩種方式擇優發給：

1.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 ＋ 3,000 元。

2.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三）展延年金與減額年金

1.  展延年金：被保險人符合老年年金請領資格

者，每延後 1 年請領，依原計算金額增給

4％，最多增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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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額年金：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惟尚未符合本條例所定老年年金請領年齡條件者，

得提前請領老年年金，每提前 1 年，依原計算金額減給 4％，以提前 5 年請領為限。

舉例說明　老年年金之計算

公式：1.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0.775％＋ 3,000 元

2.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案例：假設林先生 60 歲退休時，保險年資 35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

公式 1：32,000×35×0.775％＋ 3,000 ＝ 11,680 元

公式 2：32,000×35×1.55％＝ 17,360 元 

依公式 1、2 計算結果擇優發給

每月可領「勞保老年年金」金額：17,360 元

舉例說明　老年年金（展延年金）之計算

案例：假設林先生於 63 歲退休，保險年資 38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

32,000×38×1.55％ ×（1 ＋ 12％）＝ 21,110 元

每月可領「勞保老年年金」金額：21,110 元

舉例說明　老年年金（減額年金）之計算

案例：假設林先生於 55 歲退休，保險年資 30 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

32,000×30×1.55％×（1 － 20％）＝ 11,904 元

每月可領「勞保老年年金」金額：11,904 元

二、 失能年金給付

（一）請領要件

1.  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

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2.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失能程度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年

金給付。

3. 其他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者，仍依現行規定發給一次給付（如圖 1 說明）。

（二）給付標準

1. 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2. 不足 4,000 元，按 4,000 元發給。

3. 發生職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除發給失能年金外，另加發 20 個月職災失能一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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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失能年金之計算

公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不足 4,000 元，按 4,000 元發給）

案例：假設小華發生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之失能事故，有眷屬 2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保險年資 20 年。

每月可領「勞保失能年金」金額：32,000×20×1.55％＝ 9,920 元

有眷屬 2 人，加發 50％→ 9,920 ×(1 ＋ 50％ ) ＝ 14,880 元

是否達終身不能從事工作
之失能程度

否 同舊制規定發給一次金

失能

98.1.1 前有勞保年資

98.1.1 前沒有勞保
年資

可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
付或失能年金

按月領取失能年金

是

圖１、失能給付請領要件及給付標準

（三）眷屬補助

1. 補助對象及標準

配偶或子女符合條件者，每 1 人加發 25％，最多加計 50％。

2. 眷屬資格

（1）配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A.  年滿 5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但如無謀生能力或有扶養下列第（2）點之子

女，不在此限。

B.  年滿 45 歲，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

（2）子女（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 6 個月以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A. 未成年。

B. 無謀生能力。

C.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三、 遺屬年金給付

（一）請領要件

1.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2. 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台灣勞工｜第15期 65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年金施行前有
保險年資者

加保期間死亡者

領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

領取失能年金期間死亡

遺屬可選擇請領現制遺屬津貼或遺屬年金

年資滿 15 年，並已符
合現制老年給付條件，
在未領取老年給付前
死亡

遺屬可選擇請領現制老年給付一次金扣除已領年金總額
後之差額或遺屬年金

遺屬可選擇請領現制失能給付一次金扣除已領年金總額
後之差額或遺屬年金

遺屬可以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或遺屬年金

圖2、遺屬年金及遺屬一次金之選擇性

舉例說明　遺屬年金之計算（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公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不足 3,000 元，按 3,000 元發給）

案例：假設老王在加保期間死亡，遺有配偶及 2 名子女，保險年資 20 年，平均月投保

薪資 32,000 元。

其遺屬每月可領「遺屬年金」金額：32,000×20×1.55％＝ 9,920 元

同一順序遺屬有 3 人，加發 50％→ 9,920 ×(1 ＋ 50％ ) ＝ 14,880 元

3. 保險年資滿 15 年，並符合現制老年給付請領條件，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

4.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亦可選擇請領一次給付（如圖 2 說明），遺屬如請領一次給

付，將依遺屬請領順位發給，但不受遺屬年金請領條件限制。

（二）給付標準

1. 前述（ 一）請領要件第 1 點情形，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2. 發生職災致死亡者，除發給年金外，另加發 10 個月職災死亡補償一次金。

3. 前述（一）請領要件第 2、3 點情形，依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4. 不足 3,000 元，按 3,000 元發給。

5. 遺屬加計

同一順序遺屬有 2 人以上時，每多 1 人加發 25％，最多加計 50％。

6. 請領遺屬年金之順序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扶養之孫子女。

（5）受扶養之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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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遺屬年金之計算（領取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期間死亡）

公式：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金額×50％

案例：假設老陳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遺有配偶及 2 名子女，每月原領取老

年年金 17,360 元。

（其遺屬每月可領「遺屬年金」金額：）17,360×50％＝ 8,680 元

同一順序遺屬有 3 人，加發 50％→ 8,680×(1 ＋ 50％ ) ＝ 13,020 元

圖3、請領遺屬年金資格

請領
遺屬
年金
資格

配偶

子女
孫子女

父母
祖父母

年滿 5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但如無謀生能
力或有扶養符合遺屬年金請領資格之子女，不在此限。

兄弟姐妹

年滿 45 歲，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
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
分級表第一級。

父母、祖父母年滿 55 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
資分級表第 1 級者。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年滿 55 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

7. 請領遺屬年金之資格：詳圖 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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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金財務之規劃

一、勞工保險費率

保險費率關係到每個月保費要繳多少？（計算方式如圖 4）目前勞工保險費率為 6.5％，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起始費率定為 7.5％，施行後第 3 年調高 0.5％，其後每年調高 0.5％至 10％，自

10％當年起，每 2 年調高 5％至上限 13％（如表 3），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 20 年保險給付時，

不予調高。

二、費率與保費之關係

勞工保險基金來自於勞工、雇主及政府所繳納之保費，保險費率調高後，勞工每個月所繳交之保費

也隨之調整，保險費率每調高 0.5％，保費增加情形說明如表 4。

◎ 勞工負擔之保費怎麼算？

受僱勞工：投保薪資×費率×20％

職業工人：投保薪資×費率×60％

舉例：

假設受僱於甲公司之陳先生，其投保薪資為 32,000 元，以費率 7.5％為例，該勞工

每月應繳保費為：32,000 元×7.5％×20％＝ 480 元

圖4、勞保保費之計算

表３、勞工保險費率之調整

施行時間 費率 施行時間 費率

98 年 7.5% 108 年 11%

99 年 7.5% 109 年 11%

100 年 8% 110 年 11.5%

101 年 8.5% 111 年 11.5%

102 年 9% 112 年 12%

103 年 9.5% 113 年 12%

104 年 10% 114 年 12.5%

105 年 10% 115 年 12.5%

106 年 10.5% 116 年 13%

107 年 10.5%

註：扣除就業保險費率1％，實收6.5％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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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費率調高0.5％所增加之保費

身分別 受僱勞工 職業工人

投保薪資 32,000 元

每人 每月 每年 每月 每年

勞工 20％；60％ 32 元 384 元 96 元 1152 元

雇主 70％ 112 元 1344 元 － －

政府 10％；40％ 16 元 192 元 64 元 768 元

註：以投保薪資32,000元為例

常見的勞保年金問題

一、勞保年金給付問題

Ｑ：什麼是「勞保年金」？

Ａ： 現在的勞保年金給付只能按「一次」給付發給，為了給勞工多一種選擇，像公教人員一樣有月退可

以領，因此勞保給付修正為也有「年金給付」的方式，讓勞工及其遺屬在請領老年、失能、遺屬給

付時，可按月領取給付。

Ｑ：勞保年金可以領到什麼時候？

Ａ： 勞工領取「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可領到過世之當月止，過世後，其遺屬還可改領「遺屬年

金」

Ｑ：年金給付如何發給？

Ａ：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符合請領年金給付條件者，向勞保局提出申請，自申請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

應停止發給之當月止。

Ｑ：請領年金給付後，可以再變更改領一次給付嗎？

Ａ：不可以，不論選擇年金給付或一次請領給付，經勞保局核付後，就不得變更。

Ｑ：除年金給付、現制老年給付外，其他保險給付平均月投保薪資如何計算？ 

Ａ： 其他保險給付，例如生育給付、傷病給付、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之失能給付、遺屬津貼、職業傷病

補償一次金等，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Ｑ： 年金給付金額會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嗎？

Ａ： 會的，年金給付金額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 5％時，亦會隨之計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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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金施行前有勞保年資者，年金施行後有何保障

Ｑ： 勞保年金施行後，勞工是不是只能領年金？可不可以選擇一次請領？

Ａ： 為考量現在已加保勞工之權益，如果是在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勞工或其遺屬都可以在請

領老年、失能或遺屬給付時，依現行規定選擇一次請領給付或依年金規定按月請領年金給付。

Ｑ：如果領勞保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沒幾年就過世了，不是很吃虧嗎？

Ａ： 如果在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領取勞保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沒多久就過世，過世前領取

的年金總額，不到一次給付的金額，其遺屬可以選擇領回一次給付金額減掉已領年金總額的差額，

或選擇領取遺屬年金。

三、老年年金問題

Ｑ：現行勞保年資滿 30 年，就達老年給付上限 45 個月，未來老年年金給付有年資計算上限嗎？

Ａ： 與現制老年給付上限 45 個基數比較，請領老年年金並無年資計算上限之限制，保愈久領愈多，年

資完全不浪費。

Ｑ： 年金施行前年資已滿 15 年，但已經離職退保，年金施行後可以領老年年金嗎？

Ａ： 年金施行前保險年資皆予承認，所以勞工在年金施行後，達到老年給付請領年齡時，不需要再加

保，即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Ｑ： 如果年資未滿 15 年，還可以請領老年給付嗎？ 

Ａ： 如果勞工年資未滿 15 年，在離職退保後達到老年給付請領年齡時，可以按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 1

年，發給 1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老年一次金。

Ｑ： 98 年 1 月 1 日實施勞保年金時，勞工已滿 62 歲且保險年資 25 年，如欲領取老年年金，可否算展延

2 年？

Ａ： 可以，只要符合老年年金請領條件（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而延後請領者，每延後 1

年加發 4%，最多加發 20%。

Ｑ： 如果勞工在 55 歲失業，但是年資已滿 15 年，可以提早領年金嗎？ 

Ａ： 如果年資已經滿 15 年，在未達年金請領年齡前就退保者，可以提前 5 年請領老年年金，每提前 1

年減給 4％，最多減給 20％。

Ｑ： 如果勞工提前 3 年請領老年年金，領了 3 年後，是不是應該領全額的老年年金，不必再扣減比例

（領取減額年金）？

Ａ：不行，仍然是依照原減額計算後的金額按月領取老年年金。

Ｑ：勞保老年給付是不是一定要在 2 年內請領，否則就失去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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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不會，此次勞保條例修法，被保險人請

領老年給付，不須受 2 年請求權時效之

限制。如果勞工離職退保時還不符合老

年給付請領條件，但一時找不到適當的

工作或不想再工作，到了符合老年給付

請領年齡時，若保險年資已達 15 年，

可領取「老年年金」，如保險年資未達

15 年，可領取「老年一次金」。

四、失能年金問題

Ｑ： 失能年金實施後，如何認定失能程度發

給年金？ 

Ａ： 失能年金係以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為保障對象，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失能種類、狀

態、等級等事項之給付標準。

Ｑ：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失能年金條件時，得否選擇現制一次金給付或年金給付？

Ａ： 為兼顧現有保險年資者之權益，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亦得選擇

現制一次金給付。

Ｑ：因為職業災害造成的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如何發給失能年金給付？ 

Ａ： 因為職業災害而導致終身無工作能力者，除按普通事故失能年金標準發給外，另增給 20 個月職災

補償一次金。

Ｑ：如勞工發生失能事故，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程度，可以請領失能給付嗎？ 

Ａ：如果失能程度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可以依現行規定一次請領失能給付。

五、遺屬年金問題

Ｑ： 投保年資已 35 年且年滿 55 歲（離職退保），勞工想等 60 歲請領年金，但等待期間死亡，那麼遺屬

可以請領什麼給付？

Ａ：遺屬可請領遺屬年金，如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遺屬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

Ｑ：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遺屬可否選擇現制遺屬津貼，有無條件限制？ 

Ａ：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遺屬可以選擇現制遺屬津貼，依遺屬請領順位發

給，不受遺屬年金請領條件限制。

Ｑ： 當序遺屬存在，惟其不符合請領條件或行蹤不明未提出申請，或請領後死亡者，得否遞延由後順序

之遺屬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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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1. 基於受領遺屬年金及遺屬津貼之順位概念，如當序遺屬存在尚未具請領資格或行蹤不明未提出申

請，仍應以當序遺屬為優先適用對象。

2.  惟考量我國國情及社會現況，特別規定如第 1 順序之遺屬尚不符合請領條件或行蹤不明未提出申

請，或請領後死亡者，得遞延由第 2 順序之父母請領。

Ｑ：如果是因為職業災害死亡，遺屬年金如何發給？ 

Ａ：因為職業災害而死亡者，除按普通事故遺屬年金標準發給外，另增給 10 個月職災補償一次金。

Ｑ：遺屬年金實施後，是否還有喪葬津貼？ 

Ａ： 有的，被保險人死亡時，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負責支出殯葬費的人 5 個月，但遺屬

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負責支

出殯葬費之人 10 個月。

六、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之關係

Ｑ：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有何不同？

Ａ： 勞保年金是勞工在有工作時參加，在其發生失能、老年或死亡保險事故時，勞工或其遺屬可以每個

月領取給付；國民年金是為無工作者辦理的保險，勞工失業或無工作時則參加國民年金。

Ｑ：97 年 10 月 1 日國民年金開辦以後才領勞保老年給付，是不是就不能參加國民年金？ 

Ａ： 依 97 年 8 月 13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國民年金法規定，在勞保年金 98 年 1 月 1 日開辦前領取老年

給付的勞工，都應參加國民年金；但是在 98 年 1 月 1 日以後領取老年給付且年資超過 15 年，就不

能再參加國民年金。

Ｑ：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之給付內容有何不同？

Ａ：1.  勞保提供較多給付項目：勞保提供普通事故生育、傷病、失能、老年、死亡給付及職業災害傷

病、失能、死亡給付及醫療給付。國民年金僅有身心障礙、老年及遺屬年金。

2.  勞保為工作所得保障：現在勞保老年給付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 元，較國民年金投保金額 17,280

元為高，計算後給付金額亦較高（詳見表 5）。

結語

勞工保險年金給付，活到老領到老，保愈久領愈多，可以提供勞工及其遺屬安定而有尊嚴的生活保

障，勞工保險局網站（http://www.bli.gov.tw【勞保年金專區】）亦提供勞保年金試算服務，勞工朋友於

請領給付時，應先對勞工保險年金制度有所瞭解，依個人狀況做出最有利的選擇，不論選擇年金給付或

一次請領給付，經勞保局核付後，即無法變更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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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國民年金與勞保年金比較

項目 國民年金 勞保年金

保險費率
6.5％至 12％；第 3 年起每 2 年調高

0.5％。

7.5％至 13％；第 1 年及第 2 年為 7.5％，第 3 年為

8％，其後每年調整 0.5％至 10％，並自 10％當年起每 2
年調高 0.5％至 13％。

投保薪資

（投保金額）
固定投保金額：17,280 元

依其工作所得：

1. 受僱勞工：第 1 級 17,280 元，第 22 級 43,900 元。

2.  職業工人：最低 18,300 元（現行第 3 級），上限

43,900 元。

保險費負擔比例 被保險人 60％，政府 40％

1. 受僱勞工：雇主：70％

勞工：20％

政府：10％

2. 職業工人：勞工：60％

政府：40％

給付項目 身心障礙、老年及遺屬年金

1.  普通事故：生育、傷病、失能（年金及一次金）、老年

（年金及一次金）及死亡（年金及一次金）給付。

2.  職業災害：傷病、失能（年金及一次金）、死亡（年金及

一次金）及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給付條件

1.  身心障礙年金：重度以上失能，經評估

為無工作能力者。

2. 老年年金：年滿 65 歲。

3. 遺屬年金：

（1）加保期間死亡。

（2）領取失能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

1. 失能年金：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2. 老年年金：年滿 60 歲，年資滿 15 年。

3. 遺屬年金：

（1）加保期間死亡。

（2）領取失能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

（3） 年資滿 15 年，並符合現行老年給付條件，在未領

取老年給付前死亡。

給付標準
每投保 1 年為 1.3％，身心障礙年金基本保

障 4,000 元；其餘年金基本保障 3,000 元。

1.  每投保 1 年為 1.55％，失能年金基本保障 4,000 元；

其餘年金基本保障 3,000 元。

2.  失能年金另外加發配偶或子女眷屬補助 25％，最多加發

50％。

減額年金 無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惟尚未符合老年年金請領

年齡條件者，得提前請領老年年金，每提前 1 年，依原計

算金額減給 4％，以提前 5 年請領為限。

展延年金 無
被保險人符合老年年金請領資格者，每延後 1 年，增給

4％，最多增給 20％。

選擇權 無

1.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得於請領

老年給付、失能給付或遺屬給付時，選擇請領現制一次

金給付或年金給付。

2.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於領取失能或老年年金期間死

亡者，遺屬得選擇失能或老年一次金扣除已領年金總額

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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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台灣勞工  no.15



始終如一的使命感，投身勞工運動 30 年

微白的頭髮，臉上掛著率性表情卻又不失親切，

舉手投足充滿衝勁，這位前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

的教授，被問到為何願意放下學術界崇隆的地位，轉

任勞委會副主委時，他首先強調的是，「我在學術界算

資淺的，我大部分的生涯都在工會。」他說，自 1981

年以來，從事三個角色的工作—工會人士、教育者與

產業暨勞工關係領域的學者。在此新職務之前，他曾

經在中國文化大學的勞動學研究所以及其他大學的相

關系所擔任教學與研究工作，教學與研究領域的興趣

在於勞資關係的議題上，包含如集體協商、比較與國

際勞資關係、工會運動、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以及企業

社會責任等。在較早的生涯中，他曾經擔任過自基層

到產業層級，以至全國性工會組織的會務工作，了解

國內與國際工會的生態，並且曾經擔任過國際工勞工

組織大會國際自由工聯代表團之代表。多年來，他也從事甚多工會教育工作，希望從專業

上調整台灣工會組織之體質與能力，同時建立工會的自主性。他同時也受邀參與政府部門

與工商團體在勞資關係政策或議題上提供專業諮詢之意見。一路走來近 30 年，大部分時間

投入勞工界、學界及產業暨勞資關係領域，一直與勞動事務脫離不了關係。

當初王如玄主委邀請潘副主委出任這個職務，他考慮了很久，最後同意接下任務，除了

王主委的誠意外，他也思考，過去長期在工會工作，目標就是希望提升勞工福祉，為勞工權

益做制度上的安排，而國內在整個勞動制度的推廣，離先進國家還有段距離，如果他有機會

去做一些事情，應該要試試看。

就是這樣的使命感，讓他一腳踏入勞委會，從 6 月 2 日就任以來，每天「忙的不得

了」。他笑著說，最大的好處，是每晚一碰到床就睡著了，因為白天消耗所有體力，可以一

覺到天亮，不像以前在學校，為了寫文章，常思索到半夜，臉上常帶有黑眼圈，現在黑眼圈

反而不見了。

其實這樣的使命感，在潘副主委身上已延續數十年沒有改變。因為這種理想性格，讓他

在勞工權益還沒有受重視的 1980 年代，就投入工會工作。他說，當時他和鄭村棋，算是工

會幹部裡最年輕的，那時台灣的工會幹部大部分是軍方或黨部退下來的，沒有像他們這種年

輕人，完全是為了理想在做，雖對當時工會的發展很失望，卻也期待在他們努力之下可以做

一些事。

民國 44年 7月 27日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產業及勞工關係碩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產業及勞工關係博士

潘世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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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出國開拓視野，堅持建立制度

談到從工會幹部到出國留學的轉折，潘副主委開玩笑的說，「因為工會薪水很低，活不下去。」

雖然他也曾有機會和同學一樣，到人力資源領域工作，但他沒去，而工會的工作辛苦又沒有錢，讓他

一度連結婚都沒有辦法，後來結了婚也不敢生小孩，「我是比較傻一點，年輕時候有理想性格。」後來

夫妻倆想生小孩，他太太說：「乾脆去念書好了 !」那時他也不知道出國念書要花很多錢，但傻人有傻

福，他一路遇到很多貴人。

例如當時擔任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的謝深山先生，在潘副主委向他提及要出國念書時，不但幫他寫

推薦函，還找到一筆錢，給了他十萬台幣做為學費。那時他存的錢根本不夠，還好靠著這十萬元，得

以念完第一學期，之後就一直拿獎學金。

在輕鬆的說詞之外，潘副主委其實有更深入與更嚴肅的思考層面。他說，當年他曾經和鄭村棋討

論，台灣工會到底要如何發展，如何提高勞工的意識？鄭村棋決定走體制外的工運路線，但他自己的

觀察是，如果台灣的相關制度沒有做調整，會面對很多挑戰，如果制度上的框架可以做調整，才是改

善的關鍵，他必須到別的國家，看別人怎樣建立制度。

加上當時他在國際金屬工會聯合會擔任國際組長，與很多國際工會往來，也讓他有機會到國外，

看到其他國家的工會發展與安排，以及在經濟與政治變化的過程中，工會能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很

多工會的領導者，到後來都變成政治領袖，能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政策方向。潘副主委說，每個人所處

的際遇不同，看到的視野也不同，因種種機緣與對工會前途的思考，讓他決心出國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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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工會問題的審思

潘副主委表示，根據他這 20 年的觀察，台灣工會是比 20 年前

有進步，鄭村棋一直推動走體制外的工會運動，在其中有相當大的刺

激性作用，促使台灣的工會覺醒，工會要扮演的角色、能力在什麼地

方，但另一方面，台灣仍然無法突破的是框架問題，到今天並未徹底

改變。更嚴重的是，在過去這樣的框架裡，對台灣工會的領袖或勞資

雙方，或社會對於工會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都形成一種影響。

這種影響，他以法律用語解釋，叫做「制度性的餘後效力」，也

就是說，過去制度的框架，對工會領袖或整個社會來說，都形成一種

形塑行為的參考，亦即很多工會領袖的行為，是受到那個制度去導

引，忘了在建立制度之中應該要做的調整。當建立一個新制度時，

那個舊制度帶給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導引，往往讓他們反對新制度的

建立，那是習慣性的，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勞動三法在立法院幾進幾

出，與這樣的態度、觀念與認知有關。

潘副主委舉一個例子，過去他在康乃爾大學念書，在那個小鎮

上開車，紅燈可以右轉，他們都很習慣，但是一到紐約這個大都會

時，紅燈是不可以右轉的，但他們習慣看到紅燈就右轉，就被警察抓

到，因為他們的行為已經被小鎮形塑。他強調，整個制度的轉換過

程，需要一些時間，坦白的說，更需要勞工界或工會領袖做心靈的深

度探索，到底組織工會能做什麼？想把工會帶到什麼地方？這真的是

一個社會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

他說，已有一些工會領袖體認到這樣的問題，也試圖去做調整

改變，也有愈來愈多的年輕工會領袖知道要做這樣的調整；因此政府

部門的角色扮演，是希望盡快協助在整個國家相關的制度方向上，做

一些調整和突破，協助工會去扮演好他們的角色。

「勞保年金」已準備好成功上路

被問到勞委會是否有優先推動事項時，潘副主委表示，待做的

事情很多，從整個政策規劃的角度來看，他個人仍然認為，制度改革

是最重要的，但不能否認，社會對制度改革較沒有耐心，對實體上的

利益需求的期待較高，例如勞保基金、育嬰津貼、基本工資等，這些

都是實體利益的問題，也牽動社會的期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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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的勞保年金制度，就是勞委會優

先推動，完全照顧到勞工實體利

益的一大重要政策。

提到勞保年金實施所代表的

意義，潘副主委指出，這象徵我

國正式邁入已開發國家之列，先

進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裡，很重

要的兩大制度，分別是社會保險

年金化與健保，台灣已實施多年

的健保，過去缺的是社會保險年

金制，年金制才能使得社會保險

制度延續發展，尤其台灣面臨少子化的現象，受僱者晚年生活的保障，更需要制度性的安排。

至於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的相異之處，潘副主委說明，只要受僱者都有勞保，勞保年金的給

付內容，遠遠勝過國民年金能給付的內容，之前在審議過程產生的爭議，是很多勞工擔心會領不到

錢，擔心勞保破產，就退保去申請一次給付，但很多人都後悔了，因為國民年金保障的對象，是那

些沒有任何社會保險的其他國民，而勞保年金不只有老年給付，還包括工作傷害等其他給付，總共

有九種，怎麼算都優於國民年金。

密集宣導，讓勞工了解勞保年金的保障

關於廣大勞工擔心勞保基金可能破產的疑慮，潘副主委說，的確在立法審議準備建立制度

時，會有一些預估過程，當時預估勞保基金 19 年後會不足支應，但這是財務規劃的預估過程，在

不同的時間點，政府必定會重新介入，針對新的趨勢再做制度上的安排和調整，因此這樣的擔憂沒

有必要；而且任何政黨執政，不可能把這樣的保險制度拋棄，這根本是政治風險問題。

另一方面，有些地下媒體的言論，就說勞保基金財務不健全、會倒，一般勞工不能算清楚，

這的確是困擾，但勞委會做了很多宣導，密集召開很多會議與座談，讓一般勞工了解這個制度，這

些宣導有很好的成效，目前已沒有勞工擠兌的問題。

勞委會舉辦座談的方式，是交給各勞工團體與非政府組織 (NGO)，如果這些機構願意辦宣導會，

各地勞保局的辦事處，都會補助經費而且派專人去講解。此外，各地勞保局辦事處也針對不同的對

象，主動辦理不同的座談和宣導，王如玄主委也親自上鏡，拍攝宣導短片，勞委會亦在平面媒體刊登

廣告，讓更多大眾了解年金制度的優點。

潘副主委強調，當今社會上所謂的勞工，已不是過去的思考，以為勞工就是從事黑手等工

作，在今天，所有受僱者都是勞工，因此勞保年金的意義更重大：當政府的制度保障到所有受雇

者，代表大部分的國民晚年生活已受到保障，相對的社會發展將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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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服務，協助失業勞工重返就業市場

對於社會關心的失業率問題，潘副主委表示，這牽涉到整個經

濟發展的問題，經建部門能不能有擴大內需的投資，或吸引外商投

資、吸引台商回流，或新方案可以刺激消費，種種財經上的措施才

是降低失業率的主要方法，勞委會能做的有幾個面向：一、提供職

業訓練，如果失業的勞工是技能轉換上的問題，或技能不符合產業

升級的需求，勞委會職訓局可以幫他們進行職業訓練，讓他們重新

回到勞動市場找到工作。二、提供就業服務的功能，亦即轉介勞工

找到適當工作，或針對地區性的失業，以及有些勞工不知如何找工

作等，勞委會都有相關的就業服務功能，去協助他們。三、提供就

業保險，也就是失業保險給付，透過短暫時間的協助，讓失業勞工

可以暫時度過難關，有辦法回到勞動市場找到新的工作。

此外，勞委會執行多元就業方案，特別針對中高齡或身障失

業者，透過和民間組織或企業合作，讓他們有一些轉換過程，願意

先接納他們的企業或民間團體，如果有一些成本負擔，勞委會會進

行補助，如果勞工有工作傷害的情形，勞委會也可以透過安全衛生

手冊協助他們改善，讓他們在工作過程中可以較容易操作相關設

備，等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就可以再進入就業市場，找到適

當的工作。

台灣人很拚命，失業問題不必太悲觀

被問到失業率問題，潘副主委指出，從經濟上來看，這不是

簡單幾句話可以講得清楚，但他認為不必太悲觀，其實國人不喜歡

失業，從社會上有這麼多攤販、自營作業者就可以看出，失業的人

會自己再去找出路，這點與西方不同，縱使失業，台灣人會自食其

力，找到可以供養自己的方法。

潘副主委說，台灣人很拚命，縱使失業率有一陣子高起來，

但若以西方的標準來看，台灣的失業率並不高，當然我們對自己的

要求比較嚴格，實際的失業率也有可能比帳面上的數字高，因為景

氣的狀況，國人的社會習慣會使得這樣的數字受到壓力，所以還是

要小心謹慎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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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概念下的勞資關係

在經濟發展與勞工議題上，潘副主委說，先進國家已沒有衝突，在歐洲很多國

家，例如荷蘭，都是透過勞資團體對話的過程，去找出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過程中，有

哪些問題必須修法調整，哪些是勞資雙方就可以談好建立的，當然對話過程不是完全沒

有歧見，但至少都有共識，任何事情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當今社會中，很多東西已不

是簡單的一分為二，任何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都是一刀兩面，同時在發展的，而且整

個國際社會已邁入永續發展的概念，知道不能殺雞取卵，愈來愈多國家也強調企業的社

會責任，包含勞工、環保都是社會責任的一部分，這種概念的前提，是相關團體、包含

勞工團體要有能力去做，政府角色的扮演，不再是過去直接的主導者，而是站在協助者

的角色。

他說明，在民主社會，民間才是主導者，政府是幫助民間解決問題的，不過在民

間取得共識的過程中，需要整個社會受教育、產生認知與對話，以及社會的和解共生。

我們的社會在過去幾十年發展，已逐漸邁向這個過程，但尚未成熟，因為國際化不夠，

政府參與國際組織被打壓，民間也無法參與很多國際團體。

潘副主委指出，當今經濟發展的概念已是永續發展，不再是打壓勞工，命題已經

改變，如何讓勞工權益獲保障，同時兼顧經濟發展，這牽涉到國家發展的策略，也是政

府在發展過程中，要思考的問題點。例如過去台灣產業的發展，強調低工資產業的策

略，現在已明顯不再適用，要思考的是生產力有沒有提升，要照顧到勞工，經濟也能推

動。

為何要照顧勞工？因為這樣可以讓勞工自願自發幫產業做發展，與企業合為一

體。所以企業能不能把勞工當成一份子，是很重要的；很多企業喜歡說人性化的管理，

這不應是人性化的，因為勞工本來就是企業的主體，所以整個思維要做徹底的調整，台

灣有些企業已有認知，但還不夠，希望朝永續發展的概念去做。

和勞工講同樣的語言

潘副主委對勞動議題的實務與理論熟悉度，在台灣少人能及。從 1980 年代投入工

會，他解決過很多勞資對立的問題，讓他對時勢脈動與勞工的需求，更加了解。他說，

他出身工會，與工會幹部可以講同樣的語言，雖然工會內部也會有不同的意見，但至少

他和大家講同樣的語言，彼此間可以溝通諒解。

談到對自己的期許，他說，他個人寧願期待制度如何調整，但這一塊要花功夫，

不是那麼簡單，必須和不同的對象、部門，甚至勞委會內部、行政院、立法委員們，都

要做很多觀念上的溝通協調。他認為，只要建立好制度，後面的事都可迎刃而解，但很

多實質的利益議題，占據制度上調整需要花費的時間，在過程中必須拿捏折衝，不可能

完全只管制度面的事，「還好勞委會有一群很好的同事，他們都很努力，也都有很強的

專業能力 !」他笑著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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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專員 陳湘芬

他山之石台灣勞工  no.15

推動部分工時
工作的荷蘭經驗

壹、前言

我
國婦女隨著教育水準及自主意識提升，投入就業市場的比率，不管在質與量上，均逐漸提高；然

而在照顧家庭優先等傳統觀念下，常致使部分婦女在結婚、育嬰或照顧年長父母時，選擇離開職

場，全心顧家。反觀荷蘭婦女在與我國相似「家庭優先」的傳統背景下，在結婚生育後，大部分婦女卻

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以兼顧家庭，而非中斷與勞動市場的聯結，使得荷蘭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名列前茅。此外，初入勞動市場的荷蘭青年勞工，亦藉選擇部分工時工

作以兼顧學業、累積工作經驗。

究竟荷蘭是如何推動部分工時工

作？該國推動部分工時工作之成果如何？

是否在過程中遇到瓶頸與挑戰？本文將作

一概述，並同時對我國提升婦女（包括 2

度就業婦女）與青年勞動參與之政策提供

建議。

貳、荷蘭部分工時就業概況

依據 OECD 之統計，荷蘭於 2006 年從

事部分工時者（每週工時未達 30 小時者）

占整體勞動市場之 35.5%，其中婦女即占部

分工時就業者的四分之三（請參照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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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荷蘭統計局之資料，從 2006 年

統計數據來看，荷蘭部分工時工作者（每週工

時未達 35 小時者）占 44.06%，其中每週工作 1

至 19 小時者為 19.54%，每週工作 20 至 34 小

時者為 24.52%，而每週工作 35 小時之全時工

作者占 55.63%。其中荷蘭婦女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者占 72.21%，每週工作 1 至 19 小時之婦女

為 31.19%，每週工作 20 至 34 小時之婦女為

41.01%，而每週工作 35 小時之全時工作者僅占

27.41%。從上述統計資料可發現，荷蘭婦女特別

喜好部分工時工作，尤其是每週工作 20-34 小時

的部分工時（請參照表 2）。

表1 歐洲國家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比率比較表

單位:% 

比較項目 部分工時就業占總體就業比率 婦女在部分工時就業之比率

期間 2004 2005 2006 2004 2005 2006

OECD 16.1 16.3 16.1 71.4 72.0 72.1 

OECD 歐洲地區 15.4 15.8 16.0 77.4 77.1 76.6 

比利時 18.9 18.5 19.3 81.3 81.7 81.1 

捷克 3.1 3.3 3.3 72.9 72.8 72.8 

丹麥 17.3 17.6 18.1 64.5 63.8 66.2 

德國 20.1 21.8 21.9 82.8 81.4 81.1 

冰島 16.6 16.4 16.0 75.0 76.2 74.2 

愛爾蘭 19.3 19.6 19.9 80.3 80.2 78.7 

希臘 6.0 6.1 7.5 68.9 69.5 67.0 

西班牙 8.5 11.3 11.1 81.0 78.9 79.3 

法國 13.2 13.5 13.3 81.0 79.4 79.4 

義大利 14.8 14.6 14.9 77.1 79.0 78.4 

盧森堡 13.2 13.9 12.7 91.9 93.2 93.1 

荷蘭 35.0 35.7 35.5 76.0 76.3 75.5 

奧地利 15.4 16.0 17.3 86.9 84.4 83.1 

波蘭 12.0 11.7 10.8 65.7 66.5 67.0 

葡萄牙 9.6 9.8 9.3 67.0 67.9 65.8 

斯洛伐克 2.8 2.6 2.5 69.0 69.2 70.0 

芬蘭 11.3 11.2 11.4 63.3 63.6 62.9 

瑞典 14.4 13.5 13.4 69.5 63.1 67.3 

英國 24.0 23.5 23.4 78.3 77.8 77.6 

土耳其 6.6 5.8 7.9 59.4 59.4 58.6 

挪威 21.1 20.8 21.1 74.1 74.6 73.5 

備註：OECD所定義之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1至30小時。
資料來源: 依據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整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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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荷蘭的勞動力-以性別、家庭狀況及工時區分-2006年
單位: 千人,%

性別 比較項目

工時 以工時區分之比率 (%)

每週 
1-19
小時

每週 
20-34 
小時

每週大於
35 小時

工作時數
未知

小計
每週 
1-19 
小時

每週 
20-34 
小時

每週大於
35 小時

工作時數
未知

全數

單身 147 233 737 4 1,121 13.11 20.79 65.74 0.36

配偶 / 無子女 285 550 1,330 6 2,171 13.13 25.33 61.26 0.28

配偶 / 有子女 579 897 1,844 7 3,327 17.40 26.96 55.43 0.21

單親 36 119 104 . 259 13.90 45.95 40.15 .

子女大於或等於 18 歲者 256 132 383 6 777 32.95 16.99 49.29 0.77

子女小於 18 歲者 235 17 13 2 267 88.01 6.37 4.87 0.75

其他家庭 32 22 58 . 112 28.57 19.64 51.79 .

總計 1,570 1,970 4,469 25 8,034 19.54 24.52 55.63 0.31

男

單身 61 84 502 . 647 9.43 12.98 77.59 .

配偶 / 無子女 85 142 934 2 1,163 7.31 12.21 80.31 0.17

配偶 / 有子女 31 166 1,650 3 1,850 1.68 8.97 89.19 0.16

單親 2 8 48 . 58 3.45 13.79 82.76 .

子女大於或等於 18 歲者 128 66 292 3 489 26.18 13.50 59.71 0.61

子女小於 18 歲者 121 10 11 . 142 85.21 7.04 7.75 .

其他家庭 14 10 42 . 66 21.21 15.15 63.64 .

小計 442 486 3,479 8 4,415 10.01 11.01 78.80 0.18

女

單身 86 149 235 3 473 18.18 31.50 49.68 0.63

配偶 / 無子女 200 407 396 4 1,007 19.86 40.42 39.32 0.40

配偶 / 有子女 548 731 194 5 1,478 37.08 49.46 13.13 0.34

單親 34 111 56 . 201 16.92 55.22 27.86 .

子女大於或等於 18 歲者 127 66 91 2 286 44.41 23.08 31.82 0.70

子女小於 18 歲者 114 7 3 . 124 91.94 5.65 2.42 .

其他家庭 19 12 16 . 47 40.43 25.53 34.04 .

小計 1,128 1,483 991 14 3,616 31.19 41.01 27.41 0.39

資料來源: 依據荷蘭統計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 Voorburg/Heerlen, 2008)資料整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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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荷蘭統計局之資料，以 2006 年統計來看，荷蘭青年（15 歲至 24 歲者）之勞動參與率為

43.5%，其中從事部分工時的比例高達 65%，且以每週工時 1-19 小時之比例最高，約占 5 成。如以行業

別區分，以服務業、商店與市場銷售勞工，以及基層職業勞工比例最高，分占青年勞動市場之 28%、

23%。由於服務業與基層行業之技術層級較低，故雇主易傾向以部分工時輪班制招募員工，另一方面，

青年勞工也較一般勞工更容易接受部分工時工作，或在不定期的基礎下工作，在供需契合的情況下，荷

蘭青年從事部分工時的比例也因此較高（請參照表 3）。

表3 荷蘭青年從事一般與部分工時工作與行業狀況-2006年
單位: 千人, %

工時 每週工時 1-19 小時 每週工時 20-34 小時 每週工時 >35 小時 工時未知

15 歲至 24 歲者 613 201 420 12

佔青年勞動市場比率 49% 16% 34% 1%

青年勞工從事行業別 人數（千人） 比率（%）

軍人 12 1%

議員、高層職員或管理階層 25 2%

科學家與學者 63 5%

技師與技能勞工 133 11%

辦公室勞工 169 14%

服務業、商店與市場銷售勞工 352 28%

農漁業技術勞工 39 3%

工匠 108 9%

工廠勞工、機器操作員 47 4%

基層職業 286 23%

其他未分類者 11 1%

資料來源: 依據荷蘭統計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 Voorburg/Heerlen, 2008)資料整理計算。

參、荷蘭多數勞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

荷蘭勞工喜好部分工時工作有其歷史背景，但男女薪資不公平、稅制與托育設施等因素也影響了部

分工時工作之盛行，以下分別說明：

一、歷史淵源

荷蘭有高比例之婦女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部分工時如此普遍有其歷史背景，荷蘭在 1950 年代，婦

女勞參率已有 25%，其後隨著婦女教育程度增加、家電產品推陳出新、做家事較不費時，以及 1975 年

荷蘭政府立法保護已婚及懷孕婦女不受歧視等因素，荷蘭婦女之勞動參與率漸增。其後在 1980 年代，

面臨石油危機所致高失業率及負經濟成長，促使工會、雇主代表及政府三方共同協商，試圖以「薪資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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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搭配工時縮減」策略，企圖達到提高就業的目的，但雇主在利潤優先之

考量下，為降低僱用勞工之成本，工時縮減策略反而導致其後部分工時工

作型態之盛行，並成為荷蘭婦女及青年勞工的主要勞動市場參與型式。

二、荷蘭政府推動相關措施，保障部分工時勞工的權益

在荷蘭，部分工時勞工並非是邊際勞工，部分工時勞工如果屬於

固定工作，每週有一定工作時間，則此種勞工在荷蘭仍被視為正規勞工

（regular worker），與全時工作勞工同樣享有勞工權益保障。

舉例來說，荷蘭的失業保險法（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荷文縮

寫 : WW）除一般規定（如 65 歲以下、無法從所失業的工作得到報償、仍

有能力工作、沒有領取疾病津貼、失能津貼等）之外，尚規定須符合「在

失業當日前 36 週內有工作 26 週」、「失業的工作至少是每週 5 小時工時之

工作」，意即部分工時勞工如與上述條件相符，就可向「工作與所得中心

（Centre for Work and Income）」申請工作及津貼，如果無合適工作，案件

將轉給「員工保險計畫局（Employee Insurance Programs Agency）」，以給

付勞工失業津貼，在失業後首 2 個月，可領近期所領薪資之 75%，每日最

多可領 177.03 歐元，之後計算基礎變為 70%。失業津貼之給付係以就業經

歷來計算，如係剛好符合失業津貼標準，最多可領 3 個月；如失業勞工係

工作多年後失業，他可領取等同年資月數之津貼，最多可領 38 個月。換言

之，如果是工作多年的部分工時勞工，也和全時工作者一樣可領取等同年

資月數之津貼。

另外，荷蘭「最低工資與最低休假津貼法案（Minimum Wage and 

Minimum Holiday Allowance Act）」規定員工有權享有至少法定的最低工

資，除了法定最低工資，尚有權享有規定在其僱用部門別所公開普遍適用

之集體協約的最低工資率，假定適用協約方案，即表示員工係適用較最低

工資為高之工資，這些最低工資之相關規範也同樣適用於部分工時勞工。

通常，簽訂勞動契約被視為有助於勞工權益的維護，但在荷蘭，雇主

比勞工更在乎勞動契約的簽訂。由於荷蘭法院在處理勞資爭議問題時，非

常注重勞工權益，假定勞雇雙方未簽訂勞動契約，法院通常以勞工陳述為

優先考量，並以有利勞工之假設條款來判決，甚至在勞動契約存在的狀況

下，也會衡酌雇主是否善盡照顧員工的責任，也可能判決要求雇主給予勞

工優於勞動契約規定之賠償，因此，在保護勞工氛圍濃厚的法規與法院系

統下，荷蘭雇主比勞工更注意與願意簽訂書面勞動契約，不論其員工是部

分工時或全時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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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男女薪資不公平，間

接導致婦女從事部分

工時工作比例高

荷蘭婦女從事部分工

時的因素之一即是男女薪資

不公平，荷蘭婦女普遍較其

配偶之薪資低－依據荷蘭統

計局 2007 年 11 月所發佈之

統計資料，該國在 2004 年

間，年齡在 25 至 54 歲之女

性約有 270 萬有配偶，而大

部分婦女都賺得比配偶少，

大概僅有 2 成婦女薪資比配

偶多。且不到 2 成婦女薪資

多於荷蘭年平均薪資（2.9 萬歐元），但相對地，其配偶約有 75% 之薪資多於年平均薪資。平均而言，婦

女的年收入較其配偶少了約一半左右，因此荷蘭也有明顯的性別所得缺口（gender income gap）。大約

75% 的荷蘭人為雙薪家庭，其中 2 成薪資比配偶多之婦女，與配偶之薪資差距其實很小，且大多情況是

婦女工時較其配偶多，或是其配偶也係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從「婦女與其配偶所得比較圖」，可看出荷

蘭之婦女所得呈倒 V 字型，約從 20 歲後所得漸降，其配偶所得也呈倒 V 字型，但係從 40 歲至 50 歲後

漸降（請參照圖 1）。

因此，在考量需要照顧家庭成員時，在邊際經濟效益的前提下，通常男性仍繼續從事其全時工作，

而部分荷蘭婦女為了家人而改變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四、婦女從事部分工時的理由—OECD 的調查統計

依據 OECD 於 2001 年之調查，各國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工作各有理由，所持理由之比例也不盡相

同，荷蘭婦女所持理由比例最高者為「不想從事全時工作」，其次為「受教育與訓練中」，再次為「照顧

小孩或老人」，分占 72.9%、9.5% 及 7.5%（請參照表 4）。

在此，「不想從事全時工作」 其實是值得玩味的，其原因之一為荷蘭稅制（請參考荷蘭與「家庭」

相關扣抵稅額與津貼之簡介）的影響。在荷蘭，與家庭相關的扣抵稅額與津貼有數項，其中部分是依薪

資決定，且通常係依據家戶收入，而非個人所得，在急劇上升的累計稅制下，家戶中第 2 位所得者（薪

資較低者）在選擇工作時，即會考量邊際稅率效應，因此可能選擇部分工時工作，藉以避免拉高家戶所

得，反使適用的累進稅率增加過大，而對整體家戶所得造成負面影響。

另一原因則是，通常當小孩上學後，理應婦女有更多時間可以工作，但荷蘭兒童約於 4 歲上小學，

小學的上課時間短，星期三與星期五下午各安排了半日休息，加上「中午回家吃午餐」的親子時間，荷

蘭媽媽要全時工作非常不容易。

圖1 婦女與其配偶所得比較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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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與「家庭」相關扣抵稅額與津貼之簡介

1. 扣抵稅額

●   一般扣抵稅額：一般扣抵稅額最高可達 2,043 歐元，年收入

扣除額為 6,070 歐元。當夫妻其中之一年收入未達 6,070 歐

元時，此扣抵稅額可轉移給另一方。

●    與工作相關之扣抵稅額：與工作相關之扣抵稅額（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可於應付稅款中扣減。例如，當年收入達

18,382 歐元時，可扣抵最高額度 1,392 歐元。

●   綜合扣抵稅額與額外綜合扣抵稅額：如果員工有 12 歲以下

幼兒需扶養，即具備 149 歐元之額外綜合扣抵稅額資格。如

同時為有 12 歲以下幼兒之低收入戶家庭，則家戶中第 2 位

受薪者可再扣抵稅額 700 歐元。

●    照顧子女之扣抵稅額：當家戶中有 18 歲以下子女，年收入

28,978 歐元以上的家庭依等級區分子女扣抵稅額，最高可享

有 939 歐元之特別扣除額。

2. 津貼
●   托兒津貼：家戶中有 12 歲以下子女者可享有每個小孩 2,712

歐元之托兒津貼，最高每戶可獲得 130,000 歐元，用以購買

照顧子女相關服務，上述津貼雇主須負擔三分之一，而每個

小孩每年最高可獲得津貼 16,173 歐元（假定每年 52 週，每

週 5 日，每日 11 小時之托兒費為計算基礎）；每個小孩之最

低年津貼則為 5,581 歐元（亦以每週 5 日計），其中最高與

最低津貼以最低與最高所得級距分別計算而定。

●   子女津貼：子女津貼屬無條件之補助，直到子女滿 18 歲為

止。此津貼係按季發放，依據子女年齡與家戶小孩數量，每

個小孩之發放基準從 285 至 405 歐元不等。

●   健康照護補貼：家戶僅有 1 人者，如年度可扣稅所得低於

26,071 歐元，可享有 432 歐元之補貼。雙薪家庭或家戶年

所得未超過 41,880 歐元者，則可享有 1,223 歐元之補貼。

●   住房補助：住房補助取決於房租水準與前 1 年之應稅所得，

最高之住房補助為 621 歐元。如果家戶僅有 1 人有所得且收

入低於 20,300 歐元，或家戶總收入低於 27,575 歐元，就可

申請住房補助，補助金額則取決於家戶人數與家戶所得。

資料來源：整理自OECD ECONOMIC SURVEYS: NETHERLANDS, 
2008

表4 OECD各國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工作之理由

單位: %

國別 / 理由
無法找到
全時工作

不想從事
全時工作

受教育與
訓練中

自身疾病
或殘障

其他 無理由
照顧小孩
或老人

澳洲 9.7 16.5 3.8 1.1 25.1 . 43.8 

比利時 18.2 8.6 0.8 1.8 43.8 . 26.8 

丹麥 14.8 59.0 23.5 2.3 . . .

芬蘭 35.9 22.5 24.9 2.4 4.3 . 9.6 

法國 22.7 67.0 5.8 4.5 . . .

德國 11.2 16.2 4.6 2.0 . 3.5 62.5 

希臘 43.9 36.4 . . 13.3 . .

冰島 7.7 52.5 22.7 4.5 9.8 . .

愛爾蘭 9.9 73.6 13.0 . . 2.6 .

義大利 30.4 28.1 2.8 1.1 31.6 6.0 .

盧森堡 . 55.5 . . 15.3 . 12.2 

荷蘭 2.0 72.9 9.5 1.1 0.9 6.0 7.5 

挪威 8.9 62.9 17.2 3.0 . 7.9 .

葡萄牙 19.7 20.0 4.1 16.5 26.5 . 13.2 

西班牙 21.2 10.5 4.9 . 50.5 0.9 11.7 

瑞典 23.5 52.3 10.4 7.0 6.2 . .

瑞士 3.1 19.8 7.1 3.0 14.5 0.5 52.1 

英國 6.8 15.6 10.8 1.7 19.1 0.3 45.7 

歐盟 15 國 13.4 32.1 7.3 2.4 11.3 2.1 31.4 

資料來源: 整理自European Labour Force Surve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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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勞工從事部分工時的理由—兼顧學業與累積經驗

青年勞工因就學或受訓或經驗不足等因素，較一般勞工易於接受部分工時工作，或將部分工時工作

視為其累積工作經驗的方式。另外，部分青年勞工選擇不規則工時（Irregular working hour）的部分工

時工作，在非平常工作日，如週末或晚間工作，以獲得較平日工作更高的薪資。

肆、荷蘭推動部分工時與促進婦女就業之成果

一、荷蘭婦女從部分工時工作中兼顧家庭與工作

荷蘭婦女可能因她們的母親也大多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所以對工作模式也作相同選擇，或有人稱之

媽咪足跡工作樣態 (mummy track working pattern）。荷蘭政府藉由推動部分工時制度，促使該國婦女勞

動參與率節節上升，從 2001 年之 55.9%，逐漸上升至 2006 年、2007 年之 59.8%、61.2%，顯示荷蘭政

府推動婦女進入勞動市場之成果—荷蘭婦女不僅在勞動市場中的角色愈形重要，透過部分工時工作，也

獲得兼顧家庭與工作的滿足，在參與子女成長的同時，也維持及增進其工作技能。

二、荷蘭女性較男性有更多機會提升自身能力

依據荷蘭統計局 2005 年至 2006 年之統計數據，該國年齡在 25 至 34 歲女性，較同年齡層男性受到

更好的教育，愈來愈多女性受高等教育，大學學士或以上學歷者，女性較男性為多，其中 53% 之大學畢

業生為女性。

相較荷蘭男性，荷蘭女性也較有求知慾，從 2006 年統計來看，25 至 64 歲之荷蘭婦女中，有四分

之三者已完成其高中以後的正式體制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包括大學、職業教育、在職教

育與成人教育等。

荷蘭婦女因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較男性為多，因此也代表女性較男性有更多時間從事訓練進修、提

升自身能力。

伍、荷蘭推動部分工時工作之挑戰

一、當子女長大，大部分荷蘭婦女仍如以往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依據荷蘭統計局 2000-2006 年之統計資料來看，荷蘭在職媽媽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比例高，且隨著

小孩長大，大部分婦女仍舊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相較在職媽媽，荷蘭小孩的父親通常仍繼續從事全時工

作，且鮮少改變其工時（請參照表 5）。

以生養第 1 個小孩而言，超過 3 分之 1 的荷蘭媽媽仍維持其原工作時數，約 3 分之 1 的荷蘭媽媽降

低其工時，僅有 10% 者停止工作，但約 15% 者在婚後，不管有無小孩，都未進入勞動市場。

約有 3 分之 1 的荷蘭媽媽從事全時工作（每週工時 35 小時或以上），且未因小孩出生與否而改變；

2 分之 1 的全時工作婦女因養育子女因素而降低工時，其中以每週工時 12 至 35 小時者最多，如要細

分，最受歡迎的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 20 至 27 小時。

較特別的是，荷蘭婦女可能因喜歡或已習慣這種部分工時工作樣態，當子女上小學，不太需家長特

別全時照顧後，僅有 6% 的荷蘭媽媽加長工作時間或從事全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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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荷蘭母親隨子女漸長從事部分工時及全時工作之比率2000-2006年 

最幼齡子女
之年齡

未工作
每週工時
小於 12 時

每週工時
12-19 時

每週工時
20-27 時

每週工時
28-34 時

每週工時
35 時以上

未滿 1 歲 32% 6% 15% 24% 12% 11%

1 歲 33% 9% 17% 26% 10% 6%

2 歲 34% 10% 18% 24% 9% 6%

3 歲 36% 12% 17% 21% 8% 6%

4 歲 35% 12% 17% 21% 9% 6%

5 歲 34% 12% 18% 21% 9% 6%

6 歲 32% 13% 19% 22% 8% 6%

7 歲 30% 13% 19% 22% 9% 7%

8 歲 30% 12% 18% 22% 9% 7%

9 歲 31% 13% 17% 21% 10% 8%

10 歲 29% 12% 17% 21% 11% 8%

11 歲 30% 11% 17% 23% 10% 9%

12 歲 29% 11% 16% 23% 11% 10%

13 歲 28% 11% 15% 23% 11% 11%

14 歲 30% 11% 15% 23% 11% 11%

15 歲 29% 10% 15% 23% 13% 11%

資料來源: 依據荷蘭統計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 Voorburg/Heerlen, 2008)資料整理計算

二、荷蘭政府力促該國婦女增加工時之成效有限

推動部分工時工作雖然對荷蘭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大有幫助，但卻有損於該國平均勞動生產力水準，

且荷蘭政府希冀以增進工時，以減緩高齡化社會對勞動市場之衝擊。在上述因素考量之下，該國政府於

2008 年 4 月 7 日當週開始提倡「婦女 1 週工作 4 日（以上）！」，但此舉係屬於政策宣導性質，雖然市

場上有勞動需求，但對增進婦女工時之成效有限 。

此外，依據 OECD 對增進荷蘭婦女工時之政策建議 ，認為荷蘭應將子女津貼與工時多寡相聯結，將

財務支持聚焦在全時工作的家庭上，才能有效增加部分工時勞工之工作時數。OECD 並建議荷蘭政府應

支持托兒服務的發展，例如藉由法令規定要求托兒設施之最低開放時數，涵括課前、課後照顧服務、午

間休息等，讓托兒服務更有彈性，也可讓有子女的父母親能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增加工時或從事全時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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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荷蘭婦女近年從事部分工時及全時工作年齡層比較表 2004-2006年
單位:千人,%

年齡層 比較期間

15-64 歲受僱之勞動力
（每週工時 12 小時以上者）

小計

以工時區分之比率

每週工時 每週工時

12-19 小時 20-34 小時 >= 35 小時
12-19 
小時

20-34 
小時

>= 35 
小時

15-64 歲

2004 535 1,401 963 2,899 18.45 48.33 33.22

2005 551 1,440 946 2,937 18.76 49.03 32.21

2006 565 1,480 988 3,033 18.63 48.80 32.58

15-19 歲

2004 29 28 22 79 36.71 35.44 27.85

2005 37 27 16 80 46.25 33.75 20.00

2006 38 27 17 82 46.34 32.93 20.73

 20-24 歲

2004 35 97 146 278 12.59 34.89 52.52

2005 40 103 128 271 14.76 38.01 47.23

2006 43 94 133 270 15.93 34.81 49.26

 25-29 歲

2004 30 142 199 371 8.09 38.27 53.64

2005 35 139 197 371 9.43 37.47 53.10

2006 33 150 201 384 8.59 39.06 52.34

30-34 歲

2004 68 193 159 420 16.19 45.95 37.86

2005 62 197 152 411 15.09 47.93 36.98

2006 59 189 151 399 14.79 47.37 37.84

35-39 歲

2004 94 217 110 421 22.33 51.54 26.13

2005 89 227 114 430 20.70 52.79 26.51

2006 92 228 116 436 21.10 52.29 26.61

 40-44 歲

2004 92 217 100 409 22.49 53.06 24.45

2005 89 227 100 416 21.39 54.57 24.04

2006 97 225 114 436 22.25 51.61 26.15

45-49 歲

2004 73 218 92 383 19.06 56.92 24.02

2005 71 219 99 389 18.25 56.30 25.45

2006 77 232 97 406 18.97 57.14 23.89

50-54 歲

2004 60 160 79 299 20.07 53.51 26.42

2005 61 172 75 308 19.81 55.84 24.35

2006 61 181 86 328 18.60 55.18 26.22

55-59 歲

2004 43 109 45 197 21.83 55.33 22.84

2005 53 108 52 213 24.88 50.70 24.41

2006 51 130 56 237 21.52 54.85 23.63

60-64 歲

2004 13 19 11 43 30.23 44.19 25.58

2005 13 21 13 47 27.66 44.68 27.66

2006 14 25 16 55 25.45 45.45 29.09

總計

2004 1,072 2,583 1,834 5,489 19.53 47.06 33.41

2005 1,101 2,880 1,892 5,873 18.75 49.04 32.22

2006 1,130 2,961 1,975 6,066 18.63 48.81 32.56

資料來源: 依據荷蘭統計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 Voorburg/Heerlen, 2008)資料整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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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部分工時工作雖然是荷蘭在面對大環境下的產物，但荷蘭婦女在部分工時工作中獲得兼顧家庭與

工作的滿足；反觀我國婦女教育程度與人力素質雖不斷提升，但面臨婚育之際，部分婦女仍選擇離開職

場，可謂我國人力資源之損失。荷蘭婦女從事部分工時不但可兼顧家庭，且可維持及增進其工作技能，

免於久離職場之生疏感及工作技能之消退，而當兒女長大，荷蘭婦女還可與雇主協議，選擇更長時間之

部分工時或全時工作，不致因久離職場而怯步。

初入勞動市場的荷蘭青年勞工，在部分工時工作上也得到很大的滿足，青年勞工藉選擇部分工時工

作以兼顧學業，或者在不確定未來職業之前提下，透過部分工時工作，體驗與瞭解自身對工作的興趣與

需求，也讓企業從部分工時青年勞工中，挑選適合的人才，此種作法也值得國內借鏡。

此外，我們也可從荷蘭經驗看出該國政府如何藉制度設計保障部分工時勞工之權益，不論是基本工

資、失業保險津貼之保障，都有助於荷蘭部分工時的發展，有助該國的婦女與青年之勞動參與。

但是荷蘭現在也面臨需要擴大勞動市場之參與程度來紓緩高齡社會的壓力，可是卻不容易增加婦女

部分工時時數之困境，因此建議我國部分工時制度之推動方向仍須以「一定程度以上工時基準（如每週

24 小時以上－例如每日工作 8 小時，每週工作 3 日以上）」為前提，以避免重蹈荷蘭覆轍，且推動部分

工時工作也需大環境下之經濟成長狀況，以及勞動市場中雇主之需求面配合，因此在部分工時之推廣應

及於勞雇雙方，並宜尊重市場機制；此外，並應搭配合宜之托兒設施，讓有幼兒之婦女無後顧之憂，以

增加婦女生育兒女後持續留在就業市場或重新進入勞動市場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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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高齡化趨勢係為全球化現象，日本在 2007

年所公佈的人口統計數字中發現，目前日本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過總人口的 21.5%，已是

真正的超高齡社會，其從高齡化社會邁向高齡社

會為 24 年（1970 年 -1994 年），而從高齡社會

邁向超高齡社會，所須時間也僅為 12 年（1994

年 -2006 年），但日本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卻非

常高，根據日本內閣府的「高齡者的生活及意

願相關之國際比較調查」1，針對 60 歲這個世代

認為理想退休年齡，回答 65 歲左右的大約占全

體的 40.3%，回答 70 歲左右的也佔相當高的比

例 31.3%，而回答 65 歲以上的佔了全體的 8 成

以上，日本的高齡者之退休理想年齡較美國、德

國、瑞典等歐美各國高的情形，顯示出日本高齡

者的就業意願相當高。加上日本政府非常重視高

齡者就業的議題，除在 2008 年 4 月修法重新定

義老人的年齡，將 65~75 歲者稱為前期老人，75

歲以上稱為後期老人，早在當高齡人口為 7% 的

1970 年代即已積極展開有關促進高齡者就業的相

關法案與措施，其中於 1986 年制定高齡僱用安

定法，除延長退休年齡，導入繼續雇用制度外，

亦保障並補助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組織運作，藉

此提高希望從事臨時或短期就業（除僱用外）或

其他簡易業務之高齡者僱用的就業機會，並在當

高齡人口達到 14% 的 1994 年，推動高齡社會對

策基本法，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的衝擊。       

反觀，台灣在 199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佔總人口比率正式超過 7%，成為聯合國所定義

的「高齡化社會」（ageing），2007 年比例已達

10.21%，雖比美國 12%、瑞典 17%、英國 16%、

法國 16%、德國 19%、荷蘭 14%、日本 20% 為

低，但高齡化社會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預計

比例在 2018 年間突破 14%，正式邁入「高齡社

〔註釋〕

1. 引用周玟琪，〈高齡社會的來臨：為 2025 年台灣社會
規劃研究—就業與人力資源組期末報告〉，20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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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26 年間突破 20%；到了 2050 年，比例

將達到 36.7%。台灣從高齡化社會到高齡社會，

所經歷的時間須 25 年（1993 年 -2018 年），與日

本相似，但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卻僅須 8 年

（2018 年 -2026 年）2。因此，如何依據我國國情，

借鏡日本經驗，特別是「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對

於將邁向高齡社會的台灣，的確是值得參考的。

貳、 日本勞動力人口高齡化情況

日本人口之快速高齡化現象在世界並沒有

前列可循，依據日本於 2005 年至 2012 年間實施

的「高齡者職業安定對策基本方針」中，提到日

本從 2005 年至 2015 年，短短 10 年之間，15~29

歲年輕族群預計將減少 381

萬人，且 60 歲以上高齡者

大約會增加 725 萬人。另

自 2007 年 至 2009 年 間，

由於戰後生育潮出生的世

代將成為 60 歲以上人口，

所以預估從 2005 年至 2015

年，10 年間將增加約 25% 的高齡者，將造成可

能每 5 人當中就有 1 人是高齡者的現象。

因此，在少子化及高齡化急速發展的現象

下，日本預估今後勞動力人口可能大幅度減少，

而如何維持經濟活力，有效運用銀髮族的能力或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促進高齡者等雇用之安定，

確保多樣化之就業機會，日本政府的做法，的確

值得我國應密切的注意及觀察。

參、  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介紹

一、成立原因

在高齡化社會急速發展下，導致高齡者人口

的增加、年輕人口減少，導致整體勞動力減少、

社會保障費持續增加（包括年金、醫療費等）、長

期照護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及高齡者希望工作內容

與型態多樣化等問題發生，加上日本高齡者退休

後持續工作的傾向有逐漸增加之趨勢，及日本政

府為促使人民的老年生活過得更充實健康，老年

時能以另一種方式持續工作與生活等多重原因，

遂成就了社團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誕

生。

二、歷史沿革

該中心的沿革主要是源自 1970 年代，初

期於 1973 年東京都設置相關的研究單位，翌

（1974）年於東京成立「銀髮族自治事業團」，

1975 年於東京部江戶川區亦設置「銀髮族事業

團」，後來因獲得日本政府的重視予以補助，便

於 1980 年設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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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於 1982 年改制為社

團法人，在 1986 年更因「高

齡僱用安定法」制定，使其之

運作有了法源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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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與社會活動這樣的構想，獲得了認同。

因此，為了協助其管轄下之高齡人才資源中心事業

發揮最大營運效果及發揮最好的效益，在 1996 年

設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聯合會，該會係是由銀髮

人才資源中心本部以及位於各地的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所組成，不僅支援人才中心之活動，更進行人才

中心事業的普及化及推廣，讓該中心有機會在全國

各地逐漸發展，以規劃開發新的就業領域，通盤

性調整承接之工作內容（例如設置銀髮人才求職

網），讓居住在任何地區的銀髮族，都可以有機會

參與接案工作，得以充分發揮所學，打造出一個活

力充沛之社區。該中心演變迄今，已更名為「社團

法人全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成立時間約 32 年，

日本全國 78 萬人加入會員，成員多半為已退休之

高齡者。

日本預估今後勞動力人口可能

大幅度減少，而如何維持經濟

活力，有效運用銀髮族的能力

或結合民間團體資源

〔註釋〕

2. 引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中華民國臺灣 95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 >，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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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宗旨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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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積極開

創該中心的業務，提供與收集就業相關情報及資

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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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並積極促進高齡退休者等的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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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活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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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組織規模

總會

理事

理事會

總務財政部

組織部

事業部

普及啟發部

調查研究部

監事

正式會員

特別會員

讚助會員

會長

專務理事

事務局長

評議員會

業務部

指導一課 指導二課資深工作企劃課

資深工作企劃推進員 中央安全、適當

就業推動員

中央協調員

管理部

企劃課普及啟發課 總務課

企劃擔當指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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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任務

（一） 辦理普及啟發活動，提高國人對於銀髮人才

資源中心的參與率 

於敬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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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以全國之會員及可能入會的白領

階級為目標對象群，發行刊載關於銀髮事業各種

相關情報之會報與刊載新開拓之就業機會與志工

活動等活動資訊。另外製作有關會員招募活動及

鼓勵發案者（個人、企業或民間團體）提供工作

訊息之宣傳單或海報，並利用報紙、電視台、電

台廣播等加以宣傳。同時建置使用者導向的網頁

介面，並利用網頁進行宣傳。

（二）針對會員辦理研修課程

依各地區域性的不同定期規劃知識技能教育

課程，並舉辦各項課程包括在當地受雇、就業所

需的技能學習課程，及看護服務所必備之知識與

技術的看護學習課程。並以就業為前提，舉辦各

類型講座、研習等技能訓練課程（含職場體驗講

習）與聯合面試會等，藉此保障並協助高齡者之

順利就業。

（三）活用網際網路蒐集就業情報

為使會員與發案者的媒合率提高，且讓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功能發揮最大效益，計畫性進

行「銀髮人才求職求才網」之改善與充實，特別

是為結合因應會員能力就業供需之順利結合，可

一邊檢討如何將會員情報予以系統化，並透過鄰

近中心服務之相互補強，逐步建構一個廣域性互

動網路。 

（四）推廣工作廣場（Work Plazza）機制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為提供地方居民創業，鼓

勵建置具有工作、學習或會議等功能之「工作廣

場」，除提供該中心會員就業場所外，鼓勵地方

居民從事各種活動，強化與地方銀髮族之間相互

交流，特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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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必要之指導與

建議。

（五）健全全國中心及各地中心之發展

對於希望從事臨時或短期就業（除僱用外）

或其他簡易業務之高齡者，應確保其就業機會並

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及免費職業介紹。以活用高齡

者之職能，透過就業的協助，增進高齡者福祉為

目的，並積極健全中心及各地中心之發展，充實

高齡者生活樂趣及提高其社會參與率。

六、運作方式

（一）會員制度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採會員制度，有意願之銀

髮族，可於當地中心加入會員，會員資格為滿 60

歲、有就業意願者、認同中心的宗旨，並依規定

繳納會費者。

（二）工作制度

1. 發案者工作的發案與委託

有工作機會之發案者，透過銀髮人才求職

網或電話及傳真等向當地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提出申請，經該中心評估，並向發案者

確認工作內容後，再依據雙方據洽談及報

價之結果，與發案者簽訂合約，惟發案之

內容屬危險性作業或高處作業等不適合銀

髮族從事之工作，該中心可不予承接。而

該中心由發案者接受適合銀髮族的勞務承

攬合約或委任合約後，將依循該合約內容

負責委派人員完成工作，並由發案者支付

委託費用。另有關該中心之接案工作，

是配合銀髮族生活型態之自由業，雖然無

法保證工作天數與固定收入，但可以依據

個人之希望與能力自由選擇從事與否，惟

發案者與執行工作之會員間無任何雇用關

係，所以無權指揮與命令接案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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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工作方式

銀髮族成為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會員後，始可

接受工作之媒合、參與定期舉辦的志工活動回

饋社會及參加依當地民俗風情辦理各類別之教

育訓練。而有就業意願的會員，該中心會依據

會員的希望與能力，透過承攬或委任之形式委

派工作，惟若需變更工作內容時，應先向該中

心進行變更之洽談。

（三）工作類型

主要的工作內容適合短時間的需求，且具備高度

的彈性，因此除下述領域外，也有中心依地方需求及

會員創意所開發出的地方特色之工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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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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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報酬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會員的工作報酬，在日本不稱

為工資或薪資，而是以外包費或委託費之形式進行支

付，銀髮族在工作結束後，當地服務中心再依據其工

作的內容及成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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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稱之「配

分金」。整個日本，一年銀髮人才中心的產值將近

3,000 億日幣 3。 

〔註釋〕

3.  引用周玟琪，〈高齡社會的來臨：為 2025 年台灣社會規劃研
究—就業與人力資源組期末報告〉，20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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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員權益保障

1. 安全對策與保險制度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為了讓會員們能夠安心

工作，對於安全方面也進行了充分之規

劃。但因該中心與會員間並非雇用關係，

所以不適用勞工保險。因此，為了防止任

何意外發生，該中心會幫工作之會員投保

傷害保險（團體意外險、綜合責任險），

讓會員們有所保障。

    2. 技能與專業的培養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會員來自各行各業，

部分已取得相關職業證照之會員，該中心

也會適時舉辦技能訓練及相關講習，提高

會員們之專業技術與能力。另外會員亦可

參加該中心舉辦以就業為目的之技能訓練

及相關講習（含職場體驗講習）。

    3. 加值服務

凡是加入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會員，於各

地旅行時，對於與該中心有合作之旅館或

飯店等住宿時或相關合作單位消費時，可

享有折扣之優惠。

肆、結語

人口老化是近幾年來大多數國家面臨的主要

課題，端視日本因應快速高齡化現象，及即將面

臨戰後生育潮出生之世代（團塊世代）的來臨，

除制定相關的法律，分別從就業及所得、健康與

福祉、學習與社會參加、生活環境、調查研究、

國民意見反應等面向，提出國家的因應方向外，

於職業安定局設置了專門的高齡僱用對策部，亦

於各地廣設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且積極結合民間

團體，共同推動高齡者就業。現今不僅希望參與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活動的銀髮族有增加之趨勢，

透過該中心的運作也讓銀髮族對於其「工作的方

式」的想法與觀念，從以往勞動市場中單純的雇

用與就業，轉變成包含有報酬或免費提供之志工

活動的方式，除促進銀髮族再就業外，亦使銀髮

族獲得工作樂趣與活用長年在職經驗，進而達成

以「生活價值」、「健康維持」與「社會貢獻」為

宗旨之高齡活力社會。

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6 年中華民

國臺灣 95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臺灣於 2018 年

間將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因此，參考日本「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之作法，我國目前正在規劃

試辦「中高齡與高齡者人才運用中心」，想法係

藉由現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空間運用的方式，結

合民間資源於各地設置「中高齡與高齡者人才運

用中心」，提供各項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服務，

與退休準備規劃的諮詢服務等。透過人才運用中

心，一方面協助中高齡者進行退休前準備、退休

後生涯規劃、職業能力的維持與促進、短期及部

分工時就業媒合及向企業推廣漸進式或延長退休

之觀念；一方面善用欲投身公益奉獻社會的高齡

者及其專業知識、技能與經驗傳承，運用自助互

助的精神，以達成勞動力維持及社會融合目標。

畢竟，隨著老年人口數快速增長，及生育率降低

造成少子女化現象，未來勢將嚴重衝擊勞動、經

濟、教育及社會福利體系，所以政府需要扮演更

積極的角色，及早規劃如何再運用及開發中高齡

人力資源的問題，以期有效活化中高齡及高齡之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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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老人社區服務

就業計畫」簡介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科長　丁玉珍 

業務督導員　林于倩

壹、前言

人口老化是近幾年來大多數國家面臨的主

要課題，根據聯合國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 7% 時，為「高

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超過 14% 為「高

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 20% 為「超高齡

社會」（Super Aged Society）。我國在 1993 年邁

入「高齡化社會」（預計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

會」、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美國則早在

1942 年即邁入「高齡化社會」，我國在 2006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 10%，而美國

則在 1972 年超過 10%，因此美國比我國更早面

臨人口高齡化的衝擊。另由勞動參與率的面向分

析，美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亦高於

我國，以 2007 年為例，我國 45-49 歲勞動參率為

75.6%（美國為 83.4%）、50-54 歲為 65.6%（美國

為 80.4%）、55-59 歲為 49.6%（美國為 72.0%）、

60-64 歲為 32%（美國為 53.3%），兩國相較，年

齡越高，勞動參與率之差距就越大，60-64 歲的

差距甚至超過 20%。

 雖然我國人口老化的時間點比美國晚，但老

化的速度卻高於美國，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中華民國臺灣 95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我

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7% → 14% 的年

數為 25 年（美國為 73 年）、10% → 20% 的年數

為 20 年（美國為 64 年）；另一方面，我國還面

臨少子化的衝擊，2007 年我國出生率是全世界最

低，因此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資源之開發及就

業障礙之排除是刻不容緩的。

年齡因素一直是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主要

障礙之一，基於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 76

歲，為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降低「少子

化」對勞動力減少之衝擊，有經驗及健康情形良

好的勞工將可繼續工作至 65 歲，我國 97 年 4 月

25 日於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

強制退休年齡修正案：勞工非年滿 65 歲，雇主

尚不得強制其退休。但是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

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事業單位如有特殊

需求，雇主得報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予以調整，

但不得少於 55 歲。此外，我國另於 96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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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23 日總統令公布施

行，將「年齡」納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就業歧視

禁止項目。雇主若違反本項規定，將依就業服務法

第 65 條規定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罰鍰等。因此，我國在法制面已儘量將中高齡因

年齡所產生之就業障礙排除，展望未來，須再強

化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以為因應。中高齡及高齡者

因為本身經濟、社會參與、與促進健康等需求，

是有就業意願的。因此，政府如何依據民眾的需

求、期待創造出合適的就業機會，以符合未來的

生活形態與需求，是有努力空間的。本文以比我

國更早面臨高齡化衝擊的美國經驗，針對 55 歲及

以上的低收入者及就業弱勢者所辦理之「老人社

區服務就業計畫」供參，希望提供一個思考的方

向及對高齡社會來臨的議題能加以重視與關注。

貳、計畫內容摘要

一、計畫目的

美國勞工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依據「美國老人法」（Older Americans Act）

編列經費及所實施的「老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

（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簡

寫為 SCSEP），計畫目的是將 55 歲及以上的低收入

者（low-income）、不易就業者（poor employment 

prospect）等安排參加社區服務工作，一方面使

這些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一方面藉由計畫參

與的過程協助其過渡至無需政府補助的就業僱用

（unsubsidized employment）。SCSEP 每 年 約 可 提

供 6 萬個部分工時之工作機會，每年約有 10 萬高

齡者參加。以 2008 年為例，聯邦政府共編列 5 億

2100 萬美元、提供 59,300 個每週工作時間約 20 小

時部分工時的工作機會，因此每一個就業機會約花

費 8,794 美元，參與者每週薪資約為 135 美元。

二、操作方式

本計畫係由勞工部透過補助之方式，由受

補助單位提供社區服務工作與參與者，受補助單

位（grantee）包括各州政府、原住民機關、地

區機關、公營與私營非營利機構等，甚至包括私

營企業等。受補助單位需負責辦理參與者之資

格審查、人員招募與選擇、訂定個人就業計畫

（Individual employment plan，簡寫為 IEP）、指派

工作、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等工作，受補助單位

招募時應將將所有的社區服務機會，列於州的勞

動力機關及其各地方辦公室、one-stop center 等

地方，在選擇進用人員時，應以確保有最多的具

資格者有機會參加計畫，另考量貧窮及失業的等

級，例如將只會說有限的英文者、印地安人、該

區域內有最高經濟需求者列為優先協助之對象。

受補助單位所提供之工作內容主要為社會、衛

生、福利與教育服務（包括教導識字）等面向，

包括一般事務工作、廚師、日間照顧協助、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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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顧、居家清理、保母、警衛、法律協助、

稅務協助、財務諮詢、圖書館、娛樂、保存、維

護與恢復自然資源、社區美化、抗污染與環境品

質工作、改善氣候變遷工作、及經濟發展等。另

外，參與者與受補助單位間之法律僱用關係上，

若受補助單位為聯邦政府機關時，參與者並非聯

邦政府的員工；但若受補助單位不是聯邦政府機

關時，由受補助單位決定參與者是否是受補助單

位的員工。

三、參與者（participant）之條件與限制

參與者之限制主要分二大部分，一部份是年

齡限制，參與者至少需 55 歲以上，但沒有年齡上

限；另外一個部分是家庭收入未超過衛生與人類

服務部制訂，且經預算管理局核定的家庭收入量

的 125% 者。因為預算及資源有限，所以亦有訂

定參加優先順序，年齡越大者優先順序愈高：

（一） 至少 60 歲及 60 歲以上的榮民與其具資格的

配偶（殘障或死亡榮民的配偶、於軍隊服勤

時失蹤、被敵方軍隊俘虜、或被外國政府或

政權強迫拘留超過九十天者的配偶等。）

（二）至少 60 歲及 60 歲以上者。

（三）55 至 59 歲的榮民與其具資格的配偶。

（四）55 至 59 歲者。

 受補助單位除在個人申請參加 SCSEP 時即應

判定其是否符合資格外，之後至少每年確認其資

格一次。資格不符合的原因包括家庭收入超過規

定值、拒絕接受合理量的工作職務、拒絕轉介至

無補助就業僱用等。對不符合資格者，受補助單

位需與其針對資格不符合之理由進行討論，並給

參與者將於三十天內終止的書面通知（包括終止

僱用的理由、終止僱用政策的影本等），且參與者

應在接到通知後三十天內終止。唯一的例外是，

當受補助單位發現參與者提供不實資料而發現其

不符合資格時，可以以書面通知立即終止僱用。

終止僱用後，受補助單位應將終止雇用之參與者

轉介至 one-stop center，或其他合作單位提供其

他的服務。

另外，原本參加 SCSEP 的長度並無時間

限制，而是由每一個參與者的 IEP 中訂定參加

SCSEP 最適當的時間長度，參與者參加一項工作

（工作期間大部分為 6 個月至 1 年，基本假設是學

習一項社區服務所需之就業技能約需 6 個月至 1

年）之後，應轉換至其他社區服務之工作（以學

習其他社區服務所需之工作技能）或轉至無補助

就業，但因為沒有強制性，一般參與者並不願意

轉換工作學習其他工作技能，養成依賴政府提供

工作機會而衍生出長期待在 SCSEP 的現象，因此

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美國開始限制參與者參

加 SCSEP 最長的工作時間為 4 年。

四、計畫申請及計畫審查標準

（一）計畫申請：

由每個州的主管機關應負責擬訂州計畫，並遞

交至勞工部。計畫內容至少需納入下列資料：

1.  每個服務區域具資格人數，與州內所有具

資格者的比例。

2.  居住於州內都市與鄉村地區的具資格

者、有最高經濟需求（greatest economic 

need）的具資格者、最後順序的具資格者

及有最高社會需求（greast social need）

的具資格者在州內的分佈情形。（註：最

高經濟需求係指貧窮程度；最高社會需求

指非經濟因素所造成不易就業的原因，包

括：身心障礙、語言障礙、文化、種族、

社會或地理隔離所造成等因素：不易就業

者，包括無具體就業史者、無基本技能

者、英語不流利者、中輟生、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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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勞工部於州計畫指示中要求的其他資料。

（二）計畫審查標準：

1.  能提供最多職位數的能力（係指當補助

之經費相同時，可以提供較多的就業機

會數）：尤其考量是提供給最弱勢之參與

者，包括最高經濟需求、最高社會需求、

就業史或前景不良、及 60 歲以上者。

2. 對社區整體福利貢獻的能力。

3.  能使具資格參與者朝無補助就業移動的

能力。

4.  能使多重就業障礙的參與者，移往無補助

就業的能力。

5.  與地方層級、one-stop center 協調的

能力。

6. 計畫管理能力。

五、經費補助內容

區分為計畫費用及管理費用：

（一）計畫費用：

1.  薪資與附加福利：參與者參加受補助單位

要求的訓練及社區服務指派工作時，均應

給予薪資。薪資給付方式是指依 1938 年

勞工公平標準法訂定的最低現行薪資、州

及地方上最近相似僱用的最低薪資、或相

同雇主於類似公家職位僱用者的薪資等級

計算。附加福利包括每年一次免費的身體

健康檢查等。

2.  招募與選擇、評估、制訂與更新個人就業

計畫的費用。

3.  提供參與者職務訓練、課堂訓練、或其他

適當安排的費用，包括講師薪資、場地、

訓練耗材、教材及設備的費用。

4.  職務安置協助，包括職務開發與尋找協

助、職務轉介的費用。

者、街頭遊民，及居住在就業機會有

限，社會與經濟孤立的都市或鄉村者

等。）

3.  就業情況與具資格者所具有的技能類型。

4.  何種社區服務項目是地方上及當地人口

最需要的社區服務項目、最需社區服務

者的需求與地點，及作業符合其需求的

團體。

5.  各受補助單位依勞動力投資法於州內實

施的活動中，已採取措施或已規劃的協

調活動：包括與 one-stop center 積極

合作單位已採取的步驟，及與 one-stop 

center 協調將採取的步驟。

6.  州政府在制訂州計畫時，取得利害機關

（包括州及地區主辦老人業務的機關、對

老人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機關、受影響

的社區、勞工機關、商業機關等）與個

人（包括 SCSEP 的計畫參與者）的意見

與建議的程序與規劃過程。

7.  所接到的民眾意見，及所有意見的摘要。

8. 避免無法執行計畫已採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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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者支援性服務的費用。

6.  購買、系統研發與資訊系統運作的費用：

包括追蹤或監測參與者與表現資料、就業

統計資料等。

（二）管理費用：

可以包括人事與非人事成本、直接與間接

成本：

1.  實施各種一般管理與協調運作的費用，包

括：會計、預算、財務與現金管理、財

產管理、人事管理、薪資發放、審查、調

查、意外報告及其解決方案、一般的法律

服務、系統建立（包括執行上述管理運作

所需的資訊系統）等 。

2. 與管理有關的監督與監視責任。

3. 用於管理運作的物品與設施費用。

4.  辦公人員執行管理活動，或計畫整體管理

的旅運費。

5. 與管理運作有關的資訊系統的費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補助項目限制方面，

SCSEP 的補助經費不可以用於支付參與者之退休

金、失業補償（包括失業保險的費用）、購買、建

構或修理建築物等；在補助經費使用比例限制方

面，參與者的薪資與附加福利經費不可以低於整

體就業計畫經費的 75%、管理費用不可以超過整

體就業計畫經費 13.5%，申請單位必要時可向勞

工部申請增加管理費用額度比例最高至 15%。

六、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

為使參與者能朝向經濟上能自給自足的目

標，受補助單位需積極開拓無須政府經費補助之

就業機會，包括直接與私營或公營雇主聯絡，或

透過 one-stop center 找出適當的無補助就業機

會，甚至可包括受補助單位內的無補助就業。此

外，受補助單位有責任經過評估後，與參與者合

作訂定每位參與者 IEP，訂定時應注意及確保 IEP

中有納入無補助就業的目標、參與者能接受服

務、及採取幫助參與者達成此目標的措施，並依

據 IEP 實施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計畫：

（一）就業服務項目：

1.  提供 SCSEP 的相關資訊：包括計畫目標與

目的、社區服務工作內容、訓練機會、支

援性服務、免費身體檢查、參與者的權利

與職責、允許及限制的政治活動等資料。

2.  訂定及重新評估參與者的 IEP：依據參與

者工作史、技能與興趣、才能、身體狀

況、職業喜好、訓練需求等訂定 IEP；其

後每年重新評估次數不可低於兩次，並依

據重新評估時所收集到的資料，來重新修

正參與者的 IEP。

3. 至少每年確認參與者的收入資格一次。

4.  持續提供就業諮詢服務以協助達成 IEP 的

目標。

5. 協助參加職業訓練。

6.  工作指派與工作地點的安排：安排參與者

參加其居住社區或鄰近社區中的社區服務

工作，並確保工作地點為安全與健康的工

作環境。

7. 提供薪資與附加福利。

8.  為協助參與者成功參與 SCSEP 所提供或安

排支援性服務：包括支付交通、健康照護

與醫療服務、與職務相關或個人諮商、工

作鞋、標誌、制服、眼鏡與工具等雜項、

孩童與成人照護、暫時住處與追蹤服務的

合理費用等。

9. 就業追蹤。

（二）職業訓練項目：

1.  訓練內容：提供或安排參加社區服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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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所需的特定訓練及依據 IEP 所訂定的訓

練。訓練之安排應切合實際，並注意與參

與者個人就業計畫一致，及能最有效運用

其技能與才能的技能訓練。

2.  訓練時機：需在安置於社區服務前與後提

供訓練。

3.  訓練方式：可以講義、講習會、課堂說

明、個人指導、職務經驗等形式辦理，其

中職務經驗之訓練應列為訓練之重點項

目。此外並鼓勵參與者於未指派參加社區

服務活動的時間，參加其他自我發展的訓

練。

4.  結合資源提供訓練：可經由地方上可用的

資源及援助，以無需費用或降低費用的方

式取得訓練。

5. 支付實施訓練計畫時所需之費用：

（1）  講師、教室租用、訓練耗材、教

材、設備、職務及其他訓練的合理

費用。

（2）  支付參與者參加訓練所需的旅運及

膳宿費用。

6.  辦理私營領域訓練計畫，增加參與者選

擇的機會：提供安置至私營企業及第二

專長的訓練機會，在可行的範圍內，私

營領域訓練計畫應強調不同的工作模式

（例如職務共享、彈性工作時間、彈性工

作地點等）、減少身體運作及創新的工作

模式等。

七、績效評估

在每個計畫年度開始前，勞工部會與每個受

補助單位，就所提計畫內容每個量度進行協商並

設定評估標準值。受補助單位可於計畫年度開始

前及計畫年度中申請調整評估標準值，但只有在

執行計畫的區域內有高比例的失業、貧窮或接受

福利補助者、有明顯的經濟衰退等情況才可以申

請調整。績效評估指標包括共通績效評估指標及

其他績效評估指標：

（一）共通績效評估指標：

1.  進入就業（Entered employment）：安置

於無補助公營或私營機關就業參與者數，

與總核定職位數的比較來界定。（界定為

離開計畫後第一季僱用的百分比）。

2.  保持就業（Retention in employment）：安

置及保持於無補助公營或私營機關就業參

與者數，與總核定職位數的比較來界定。

（界定為在離開後於第一季受僱用者，於

第二季及第三季仍被僱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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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增加（Earnings increase）：收入增加

界定為在登記前至參加計畫後，及離開後

第一季與第三季間收入變化的百分比。

4. 計畫效率：每位參與者的成本。

（二）其他績效評估指標：

1.  提供人數，且特別考量提供給有最弱勢參

與者（最高經濟需求者、最高社會需求、

就業使或前景不良者、及 60 歲以上者）

與參與者總數之比例。

2. 提供的社區服務的時數。

3.  滿意度調查結果（包括參與者、接受社區

服務之被服務者等）

4.  勞工部決定的其他績效評估指標。

勞工部會依據各項分項績效評估指標及總體

績效評估指標（以各分項績效評估指標達成

的百分比相加後得到平均分數來計算）來判

定受補助單位是否有達成預期績效，分數低

於 80% 代表未能達成評估標準值、分數介

於 80 至 100% 時代表達成評估標準值、分

數超過 100% 時代表超出其評估標準值。公

營或私營機關無補助就業的評估標準值設定

為 20%。當受補助單位無法達成其評估標

準值時，勞工部需採取必要之改正措施，包

括要求受補助單位遞交改正措施（此計畫需

詳細描述將採取改善其功能的每個步驟，勞

工部會對相關功能議題提供技術協助）、提

供技術協助、減少次計畫年度對該受補助單

位所補助之經費等，甚至包括不允許該受補

助單位提案申請計畫經費的補助。

八、參與者分析

有 82% 的參與者收入是低於貧窮線、17%

是身心障礙者等，其他資料分析如下：

（一）性別：男性：30%；女性：70%

（二）年齡分布：

年齡 比例（%）

55-59 34
60-64 26
65-69 19
70-74 12

75 以上 9

（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比例（%）

中學以下 28
中學 38

大學研習或訓練 24
大學 7

研究所 3

參、結語

SCSEP 非常重視供需平衡，及將就業機會給

予最需要協助的對象：州政府提計畫時就應先提

出公平分配（Equitable Distribution，簡寫為 ED）

報告，依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列出州內

各指定領域最佳參與者人數、各領域各受補助

單位提供的職務數等，並設定該州核定職位數分

配的擬訂計畫，且所擬訂的職位分配或重分配的

計畫，會反映在後續年度的公平分配報告內，而

成為下一年度州計畫擬訂分配的基礎。此過程是

反覆進行的，目的是將核定職位數從過度供應區

域，於一段時間內移至低度供應的區域。另一方

面，當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具資格者的地點已

移動，且有過度登記的情況時，勞工部會鼓勵目

前擔任有補助的社區服務職位的參與者，逐漸往

無補助就業移動，以提供職位給具資格者過多區

域的具資格者。

SCSEP 針對參與者雖有優先參加順序原則

性之規範，但如果面對優先序位相同之參與者，

而就業機會有限時，受補助單位有權力依據評估

結果決定由誰優先參加。因政府的資源及預算有

限，目前我國各項就業促進津貼補助工具適用對

象之認定方式，主要係採「身分」之方式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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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社會快速變遷，就業弱勢者之態樣多且複

雜，採身分別之認定方式有其侷限性，在訂定行

政規則及其相關條件限制時難以周全。因此，對

於就業弱勢者定義，「身分」可考慮做為原則性規

範之基準，建議應增加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個案就

業服務員的評估權限及強化其評估能力，使政府

的資源能分配給最需要幫助之就業弱勢者。

SCSEP 主要提供部分工時之工作機會，每週

以工作時間 20 為規劃原則。因此如果以每天工作

８小時之方式計算，則每月工作日數約為 10 日。

另依據日本「財團法人全國銀髮族人才中心事業

協會」1999 年 3 月所做的「銀髮族人才中心會員

等之健康維持 · 增進之相關調查研究報告書 - 會員

之健康維持與醫療費」之研究報告指出，在日本

銀髮族人才中心會員之平均每人診療費為一年 22

萬，老人會會員為 38 萬（1997 年度），中心會員

比老人會員少了四成費用，而全國平均高齡者每

人診療費為 64 萬（1995 年），中心會員只是此

數據的 3 分之 1 多一點。由以上數據可看成在銀

髮族人才中心獲得適度就業後，健康狀況得以維

持．增進，所以醫療費比較少。另一方面，財團

法人全國銀髮族人才中心會員的就業日數比較，

就業日數「幾乎零」到每月 20 天以上，平均每人

診療費呈現規則性減低。就業日數「幾乎零」為

39 萬、就業 15~19 日為 16 萬，減少了四成；而

就業 20 日以上，卻逆轉上升為 21 萬： 

※就業日數

幾乎零的會員 39 萬 / 人

每月 15~19 日 16 萬

每月 20 日以上 21 萬

因此假如推理正確，診療費最少的就業日數

每月 15~19 日，是最健康、最節省診療費的就業

型態。我國於「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策

略四、勞工生涯與就業需求滿足策略」「（十）設

置便利與普及的銀髮人才運用中心、整合相關資

訊管道」「2. 運用現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空間，有

效結合民間資源於各地設置中高齡與高齡者人才

運用中心」之策略，未來如規劃仿「日本銀髮族

人才中心」於各地設置中高齡與高齡者人才運用

中心時，可朝向以規劃主要以媒合每月工作日數

10~19 日之部分工時之就業機會為主。

SCSEP 所提供之工作地點並不限於公部門

及非營利組織，甚至包括營利組織，並且認為參

與營利組織之工作機會有利於後續安置至無補助

就業，我國辦理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現正規劃轉

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補助之單位主要以民間團

體、直轄市、縣市政府等非營利單位為主，建議

未來規劃時可考慮納入營利組織，對後續就業安

置應有正面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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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副局長　郭振昌

前言

民國 97 年 5 月 25 日至 31 日，奉派赴韓國首爾參加「the APEC 2008 TVET & HRD Training Program 

for Experts」。茲將韓國在近幾年技能發展或職業訓練發展政策經驗及其啟發報告如次。

韓國經濟得以快速成長，主因人力資源運用得宜且成功發展。即將技能發展融入經濟成長之各個階

段中，提昇勞工之職業技術與知識，以因應各階段產業上所需。

韓國技能發展政策
經驗及其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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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發展體系

一、勞動部

勞動部負責建立與管理整體職業訓練政策，例如制定及修改法律規章；指派及管理訓練師資；訓

練課程指定與認證；訓練經費補助及提供訓練津貼。勞動部並負責制訂一系列政策措施擴大訓練基礎架

構，評鑑訓練機構，辦理公立訓練機構並培養民間訓練市場。 

二、職業訓練供應者 

職業訓練供應者為失業者提供政府認可之訓練；為重點業者訓練（亦即基礎工業例如製造業）；以

及雇主認可之員工訓練。它們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政府認可之訓練課程。其類型如下：

表 1　 韓國技能發展政策摘要表

社會經濟背景
每人平均國內生
產毛額（美元）

主要政策

萌芽於 1970 年代
工業化帶來大量簡單技術
勞動力之需求

254$
→ 1,676$

● 政府主導之職業訓練
● 強制職業訓練 (1976)：大型公司應培訓簡單技術勞
動力

成長於 1980 年代

勞力密集 →
科技技術密集
大量生產 →
大量客製化

1,658$
→ 5,418$

●  職業訓練之重點，由簡單技術轉為多元技術及多元
功能之勞動力

● 增加職場訓練設施之支持與補助

轉型於 1990 年代
知識為基礎之經濟
服務業之崛起
外匯交易危機

6,417$
→ 9,438$

● 強制性職業訓練 → 就業保險訓練 (1995)
●  強制訓練／課徵訓練稽徵費 →就業保險捐獻／職業
訓練補助

● 製造業生產員工 → 各產業裡之所有勞工
● 財務危機時期對失業者予以大規模訓練

創新於 2000 年代
新領域，比如 IT 業
終生職場 → 終生就業能力
勞動市場兩極化

10,841$
→ 20,000$

● 學校與業界更密切合作生產專業勞動力
● 終生技能發展系統
● 特別支援弱勢勞工（中小企業，無固定職業者等） 

資料來源：SooBong Uh（2008）,“Economic Growth and Skills Development: Korea's Experiences”, p.3.

表 2　 韓國職業訓練供應體系表

種類 特質

公立訓練提供者

公立組織

● 公立組織依法辦理訓練機構
-  韓國綜合技術大學（40）；韓國技術教育大學（1）；韓國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機
構（1）；韓國工商總會（8）

地方政府
● 地方政府直接辦理訓練機構
- 首爾 7 所，京畿道，慶尚南道各 1 所，訓練地方居民所喜歡之職業

政府機構
● 中央政府機構辦理訓練機構
- 法務部辦理 36 所訓練機構發展受刑人之職業技能

民間訓練提供者

訓練公司 ● 以技能發展計畫為目的，為勞動部核准之非營利公司所辦理之訓練設施

婦女資源發展中心
●  根據婦女發展大綱法（the Framework Act on Women’s Development ）建立與
發展婦女職業能力

勞動部指定之
訓練供應者

● 專校 / 大學、雇主（雇主組織）、或符合某些要件之個人

非勞動部指定之
訓練供應者

依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不能指派為技能發展訓練供應者；但
為職業能力發展訓練提供指定或認定之課程之雇主、雇主組織、學校、以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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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發展之財務

一、強制性職業訓練（1976~1998） 
● 僱用勞工達某一固定人數以上之公司，必須每年提供員工職業訓練 

-  1976 年僱用勞工人數達 300 或以上之公司→ 1989 年僱用勞工人數達 200 或以上之公司→ 1992 年僱

用勞工人數達 200 或以上之公司→僱用勞工人數達 1,000 或以上之公司 

※  1995 年推出就業保險系統，同年，除了現行之強制職業訓練，另推出就業保險系統技能發展計

畫。因此，強制職業訓練之適用門檻，過去數年（1995~1998），降低為僱用勞工人數達 1,000 或

以上之公司。 

-  強制職業訓練義務之內容改變：從 1976~1987 年間要求公司必須對其總固定員工之一定比例（10%

或以上）提供職業訓練，到 1987~1998 年間要求公司必須花費總工資一定比例（約 20/1000，視產業

或公司之規模大小而定）之經費於職業訓練上。 

●  當雇主違反強制職業訓練義務，雇主必須向政府繳交職訓稽徵稅，該稅用以設立基金以促進職業訓練

事宜。

-  職業訓練促進基金（The Vocational Training Promotion Fund）可以補助公辦職業訓練、公司內部職業

訓練設施及教材教具、以及有關職業訓練之研究與研讀。 

● 由於強制職業訓練之實施，1976 年至 1998 年間，總計 2,180,000 名勞工接受職業訓練。

二、就業保險系統（1995~）

●  就業保險系統並非僅是一個治療性之工具，僅提供失業者維持基本生活之失業福利，就業保險系統配

合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是一個主動的安排，包括就業穩定與技能發展計畫，以減少失業，並提昇勞動

力使用之效能。

● 就業保險系統技能發展計畫係由雇主捐獻支援其財務。 

- 為了彈性運用就業保險系統基金，就業安定計畫以及技能發展計畫於 2006 進行財務方面之整合。 

●  雇主、員工及失業者均可自由施行或享用職業訓練，就業保險系統基金對所實施之職業訓練，均補助

或贊助。 

表3　韓國主要公立技能發展訓練供應者

供應者 特性

韓國綜合技術大學（KPU）
● 培訓中級技術勞力，例如技師（6 月至 1 年）及多元技術技師（2 年）
● 專校、校區以及在 7 個地區的 4 個特別專校（40）

韓國技術教育大學（KTEU） ● 培訓有理論與實務專業之職訓師

韓國工商總會（KCCI）所屬職業教育暨訓
練中心

● 訓練未上高等教育之青少年成為有技術的勞動力以填補勞工短缺之行業
● 全國共 8 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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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就業保險系統保險費率（佔總薪資比率）

類別 員工 雇主

失業給付 0.45% 0.45%

就業穩定 / 技能發展

員工人數少於 150 之公司 - 0.25%

 員工人數為或多於 150 之公司
（重點公司）

- 0.45%

員工人數介於 150~1,000 之公司 - 0.65%

員工人數為或多於 1,000 之公司或國營事業 - 0.85%

總計  0.45% 0.70% ～ 1.30%

（一） 對雇主之補助：提供其員工職業訓練之雇主可獲得部分或全額補助；雇主若對休假受訓付費，亦

可獲得訓練費用及員工薪資之部分或全額補助。另外，有關訓練設施及教材教具費用，亦可貸

款。

1. 給準員工基礎訓練，給正式員工進修訓練 

提供其現職員工職業訓練之雇主，不論直接自辦或經由訓練提供者，視訓練課程而定可獲得部分或全

額訓練費用補助。 

2. 有給休假讓員工受訓之雇主可獲補助 

雇主若對長達 1 年或以上休假受訓付費，亦可獲得訓練費用及員工最低薪資之補助 

3. 技能發展訓練設施及教材教具費用可貸款 

 雇主、雇主組織、勞工組織、或訓練公司設立職技訓練設施或購買教材教具，可獲得相關必要支出

90% 高達 60 億韓元之補助。 

4. 公司內資格鑑定之補助 

雇主若發展並經營公司內資格鑑定系統，若公司性質辦理此等業務非不妥當，符合某些條件要求，並

經勞動部批准，相關支出費用可獲政府補助。政府可補助發展費高達一半支出，上限為 1 千 2 百萬韓

元（特定行業公司，上限更可高達 1 千 5 百萬韓元），營運費補助高達一半支出，上限為每年 1 千萬

韓元，連續 3 年，（特定行業公司，上限為每年 1 千 2 百萬韓元，連續 3 年） 

5. 中小企業特別補助

(1) 中小企業員工教育補助 

中小企業長期員工若在專校 / 大學註冊上課，可獲每學期高達 2 百萬韓元，上限為 8 百萬韓元。 

(2) 中小企業職業訓練聯合會 

一個公司、公立訓練提供者、雇主組織、或大學與中小企業設立訓練聯合會，利用中小企業既有

之優良師資或設備，訓練中小企業員工基礎或進修訓練，可獲訓練設施及教材教具費用全額補

助，人事費用並可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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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企業組織學習補助 

中小企業設立組織學習專責單

位，連結工作與學習，運作該單

位之部分經費可獲補助。 

(4) 中小企業核心工作績效改善補助 

勞動部將自民間訓練提供者選擇

一些對中小企業核心工作績效改

善有必要之訓練課程。當中小企

業員工參加此課程，訓練費用全

額補助，勞力成本支出亦可部分

獲得補助。 

（二） 對員工之補助：參加訓練課程之員工，可獲得訓練費用部分或全額補助（員工註冊補助），而員工

若接受學校教育，亦可申請學費貸款。

1. 員工登記受訓可獲補助 

一個將離職員工，若年齡為 40 歲以上，所服務公司員工人數少於 300 人，工作契約為 1 年以下，為

勞工基本法第 21 條定義之兼職者，或保護關聯法（Act relating to Protection）認定之派遣勞工，若自

費接受勞動部所核准之職業訓練課程，可獲得部分或全額訓練費之補助（最高每年 1 百萬韓元）。 

2. 員工教育補助 

有保險之員工若錄取為中等專校或大學之學生，其教育費用可得長期低利貸款。 

3. 技能發展費用貸款 

有保險之員工若自費接受勞動部所核准之技能發展訓練課程，其訓練費用可得長期低利貸款。

4. 資格檢定費用經費補助 

受有勞工保險之勞工，若獲得二或以上國家科技專業法之證書執行法所規定之科技專業資格檢定，其

專業資格檢定費用，教育費用，課本教材等（最高 10 萬韓元）最高二個專業資格，可獲得補助。 

（三） 對失業者之補助：接受就業保險系統救濟之失業者，於合格期內，可獲得職業訓練費用補助以及

訓練津貼。 

1. 失業者補助再就業訓練補助 

(1) 有工作經驗失業者之訓練 

先前曾在有員工保險之公司工作，目前失業，為再就業參加技能技術訓練課程，其訓練費用可補

助，另尚有交通補助。 

(2) 無工作經驗失業者之訓練 

先前曾在無員工保險之公司工作（包括無工作經驗失業者），目前失業，為再就業參加技能技術訓

練課程，其訓練費用可得補助，另，尚可得交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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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行業職業訓練費用補助 

失業者若年齡為 15 歲或以下，已在求職中心申請工作，或中學三年級生，並不想繼續升專校 / 大

學，可在勞動部每年指定之民間職訓機構，例如民間職訓機構、韓國工商協會、訓練公司等獲得受訓

補助，其受訓行業須為勞動部所公佈之行業，例如面臨勞工短缺工業等。 

3. 就業訓練補助 

失業者，若自職場退休而不受就業保險保護，或在就業中心登記為新失業者，可接受職業訓練，亦可

補助參加就業訓練課程，或創業課程在勞動部所核准之職訓機構。本案情形，課程期間可為一月或一

年不等，合格參訓者，於就業前，同一訓練課程可重複上課三次。 

4. 促進就業訓練之補助 

鎖定受就業保險保護之失業者， 無意繼續升專校之中學畢業生，甫自軍中退伍（或一年內將退伍），

依國家基本生活安全法（the National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Act）給予政府救濟之受益人（不包括已

參加自助職業訓練者），須受就業照顧者，窮苦農漁業者（以上年齡均須為 15 歲或以上），惟所受之

職技訓練須以促進自立、培養就業能力為目的而施行者。

5. 弱勢族群職業訓練

弱勢族群者，例如有住屋生活需求者，北韓投誠者，或弱勢自營商，參加就業訓練課程，可獲得受訓

費用全額補助以及受訓津貼。

※ 無工作經驗之失業者且未曾接受就業保險系統救濟，可自預算之一般經費項下獲得補助。

表5　就業保險系統技能發展計畫之預算與受益金走勢（2002~2005）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預算（十億韓元） 559.3 592.1 642.4 686.4

 受益金（1,000 人） 1,740 1,780 2,090 2,460

三、成效 

（一）國家經濟成長背後之驅動力

-  技能發展系統（包括強制職業訓練）提供與工業發展同步（由輕工業→重石化工業→高科技產

業）及時並恰當之勞動力補充。 

- 豐沛之高品質勞動力，一個技能發展優質表現之產品，為韓國快速經濟成長植下厚實基礎。 

（二）彈性政策管理 

-  為回應產業結構之變化，政府採取較彈性之措施，將職業訓練重點由製造業基礎訓練調整為全產

業界基礎及升級之訓練。 

-  技能發展之結構，於起始階段時，幾全由政府主導之公辦職業訓練所代表，現今則過渡為自願參

與、政府補助之民間主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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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克服國際貨幣基金會危機所帶來之大量失業潮貢獻良多 

-  金融危機大失業潮期間之大規模職業訓練，協助失業者維持尊嚴生活，謀求新工作，對大量失業

後之迅速復甦貢獻良多。 

- 對失業者所施之職業訓練，極大部分均與資訊產業相關，促成稍後能順利過渡到資訊社會。 

（四）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  就業保險系統連線到「失業給付、就業服務與技能發展」等計畫案，使失業者於追求改善就業能

力之際，不但得以維持基本尊嚴生活，尚能搜尋合適之工作。 

-  同時，公共就業服務中心（PES）提供單一窗口服務，讓每一位臨櫃客戶，失業給付、就業服務

與技能發展一次解決。 

最近之創新改變與方向 

一、當前社會與經濟變遷 

●  強勢的國際貿協以及擴充的自由貿易，加深了全球競爭，而產品生命之縮短以及升高的科技融合，亦

加快了科技創新之步調。 

● 不斷升高之全球競爭以及科技創新之進步，帶來勞動市場之急速變遷。 

-  雇主寧願從外面引進有經驗之員工，而不願內部訓練較高技術員工，因為從內部訓練，意味將人力

資源發展投資集中於少數核心勞動力，所花成本較高，因此，一般企業之技能發展投資普遍減少。 

※ 每一位員工之勞力成本佔技能發展投資比例為：2.09 ('96) → 1.24 ('98) → 1.72 ('02) → 1.47 ('03) 

-  對於經濟前景普遍不確定感以及寧願採取短期獲利的商務策略，促成業界整理重組程序，弱化長期

雇傭的慣例，使得就業彈性大增。 

※ 平均服務期間（2005 年）：4 年 6 個月（39.3% 低於 1 年；22.7% 為 1 至 3 年；30.8% 為 3 年以上） 

●  全球化適應力的落差，導致公司與員工之兩極化（大型公司對中小企業、固定職對非固定職等），使

得技能發展落差擴大化的問題，益形嚴重。

※  技能發展參與率，依公司規模論（2004 年）：46.3% ，員工數 300 人或以上之公司；34..3% ，員工

數 100~299 人之公司；29.6%，員工數 30~99 人之公司；20.0%，員工數 10~29 人之公司；10.7%，

員工數 5~9 人之公司。 

※ 技能發展參與率，依就業現況論（2004 年）：36.2%，永久職；10.7%，臨時職；2.6%，日薪職。

二、創新方向 

●  為了回應最近有關技能發展政策之改變，政府於 2006 年五月推出「技能發展新辦法」（Skill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並將該辦法訂為國家策略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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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由於學校教育與產業現實脫節，學校所學之知識與產業所需形成落差。

工作媒配問題，例如青少年失業與中小企業勞工短缺同時並存。

● 該技能發展新辦法包括： 

①  建立跨職業生命之終生技能發

展組織 

-  建立一個終生技能發展支援系

統以培育知識能力並高競爭力

之勞工。 

② 為弱勢族群設計特別企畫 

-   保證弱勢族群技能發展機會之

絕對權，並為弱勢族群量身定

作支援政策。

③  創設一個市場親近且顧客導向

之派送系統，並改革基礎架構 

-  刺激技能發展市場之競爭，產

生一個虛擬之高品質訓練服務

流暢供給循環，以及更多之訓

練服務需求。 

三、當務之急的政策 

（一）建立終生技能發展架構

1. 青少年：順利的由學校過渡到工作 

● 強化產 - 學聯繫，以便培訓出符合產業 - 區域 - 或特殊需求之專業勞動力。 

-  學院 / 大學：訓練下一世代成長動力產業之核心勞動力；與地方中小企業合作，訓練科技勞動力；增

加產 - 學合作（應需求而教育，契約為基礎的部門等） 

-  高中職：由大量技術性員工訓練轉換為專業或高技術性員工訓練（如電腦遊戲高中、網際網路高中

等）；執行在職者之在職教育。 

● 鼓勵未進入高等教育之年輕人，成為骨幹產業或勞工短缺產業之專技勞工。 

● 使就業或職涯輔導更有效率 

- 利用（CDP-type）散佈職業輔導企畫給中、高等學校學生，並增加職業學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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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職員工：終生在職學習 

● 強化中小企業技能發展能力 

-  中小企業組織化學習：政府支持之一系列雇主員工均同意之組織化學習（人力資源發展諮商、學習

團隊、個別學習公假等） 

- 改良核心工作技術：員工可獲得優良訓練供應者之免費進修課程，參加的學員尚可獲得薪資補助。 

※ 工作內容含括：策略性商業管理、人事與組織、行銷與經銷、領導學、財務會計 

-  擴大中小企業職業訓練聯合協力會（vocational training consortium）：更多大公司、中小企業以互惠

方式加入聯合訓練；更多使用區域層級聯合會（韓國科技大學等）或產業層級（雇主組織）；採行電

子化之協力訓練。 

● 支持勞工自發性工作技術發展

- 當勞工自選訓練課程，非由雇主提供訓練課程，勞工可由政府獲得該課程費用之補助。 

● 課堂內訓練→電子化以及混和式學習

●工作相關、資訊基礎及外國語課程 → 職業基礎課程（問題解決、衝突管理領導學等） 

3. 失業者：再出發之機會

● 提供失業者充分反應勞工供需情況之訓練計畫 

- 針對地區性勞力及訓練需求進行年度研究，對高需求之行業，特別加開訓練課程。 

● 為失業者多元化其訓練課程 

- 長期及室內訓練 → 短期密集訓練、混和式學習課程 

- 透過學院、非營利組織、社福機構等發展一系列職業訓練課程。 

● 政府支援將區隔化，基於訓練供應者之訓練表現，比如就業率，表現差者將淘汰出局本行業。 

政策背景

雖然失業率下修穩定，長期失業者仍居高不下，針對失業者量身訂製之訓練，俾使其重返職場，十

分重要。 

政策背景

中小企業技能發展障礙為：擔心可能造成生產妨礙；缺少人力資源發展重要性之認知；訓練

設施、教具與計畫之缺乏。

個別公司人力資源發展投資偏低；有必要增加個別員工自發性工作技術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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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高齡者：積極性的老化

● 補助公司進行生產力維持之訓練計畫，以防堵資深員工提早退休。 

※ 薪資結構更新之配套，比如薪資高峰系統（wage peak system） 

● 對雇主對離職員工提供安置服務者給予補助 

● 發展職涯路徑，助高教育資深員工進行職涯有關之再就業 

※ 社 福 經 理人、中高齡者健康訓練師、文化產業導遊等 

（二）針對弱勢勞工的措施 

1. 非固定職員工：擴大技能發展機會 

● 採行個人訓練帳號（ITA）

-  授與非固定員工一張卡片或特惠券形式之預付訓練費用，彼等可經訓練諮商用該卡片或特惠券購買

量身訂製之課程。 

● 為非固定員工特別開適合之課程 

-  為某些特別需要非固定員工訓練之行業，發展能獲得合格之電子化學習或混和式學習內容，並依該

內容安排訓練課程。 

※ 證券投資顧問、電話行銷員等 

- 當雇主提供聯合訓練給非固定員工，例如日薪建築員工，該等訓練費用可獲補助。 

2. 婦女：輕鬆再投入勞力市場 

政策背景

公司基於資深員工之低產值不願對他們投資，而資深員工對於發展工作技能亦不太有動機。

由於普遍提早退休，進行工作技術發展訓練，使資深員工做好發展第二春準備，實在有必要。

政策背景

由於雇主不太願意給予職業訓練，不論係因暫時性本質抑或無經費提供，均使非固定員工被

排除技能發展之機會。

政策背景

許多婦女覺得為了生產或照顧小孩，一旦退出勞動市場，再要重返職場，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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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職涯中斷婦女創設訓練課程 

 -  發展並傳播走出家庭進入職場之計畫，讓家庭婦女重返職場；開設婦女就業中心；加開適合婦女之訓

練課程。

- 為職涯中斷婦女（包括中小企業）實施實習課程；提供短期適性訓練，輔再就業。 

●  支援高學歷婦女技能發展：辦理有關社會服務相關專業課程，包括教育、文化、健康、福利、及環境

等。 

3. 弱勢自營商：過渡為薪資員工身份 / 或至高附加價值產業服務 

● 協助自營商成為薪資員工 

- 為願成為薪資員工之弱勢自營商提供技能發展服務、工作安置、在職教育等。 

- 慮及自營商工作時間不方便，訓練課程表多元化（如開設週末或夜間課程）。

● 支援高附加價值之弱勢自營商：發展商業諮詢以及技術課程供產業層級組織使用並施以教育訓練課程。 

4. 身心障礙者：量身定製的企畫案 

● 增加相關就業之量身訂製課程，其受訓內容與訓練生人數應取得雇主同意。

● 發展適合不同障別形式之工作與訓練課程。 

※ 視障：字幕打字員等／聽障：電子機械等

（三）技能發展施行系統之改革

1. 建立全國性、區域性及產業界之管理權 

● 全國管理權：對人力資源發展政策有跨部門間之協調 

※就業政策委員會應有更強勢之角色功能（由勞工部長主持，成員應包括副部長） 

● 區域管理權：提高地方政府管理能力，加強相關部門之聯繫 

※加強使用區域就業委員會（由市長或省長擔任主席）

政策背景

緊接著外匯交易大危機之後，大量失業者皆成為自營商，供過於求。

政策背景

對身心障礙者提供之職業訓練遠低於技能發展需要，更糟的是，適合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訓練計

畫嚴重不足。

政策背景

建立一地方化、去中央集權化之派送系統，以反映區域及產業之個別需求，並增加弱勢族群政

策服務之可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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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界管理權：設立並運作專屬產業界之人力資源發展諮詢機關 

※具備專屬產業界勞工供需現況之分析預測功能，參與國家科技資格認定系統，監督與評鑑大學教育。

 

2. 各種型態之供應者 

  

●  學院 / 大學：需要專業技能而不是學術學位之現職員工增加技能發展課程；調整彈性上課時間，方便

勞工能工作與學習兼顧。 

● 產業協會組織：發展與中小企業密切相關之課程並提供人力資源發展諮詢。 

● 公立職業訓練機構：擴展職訓課程到為訓練市場摒除之中小企業以及其他弱勢族群員工。 

●  私立職業訓練供應者：政府將施以績效考評並給予商業諮詢以提昇私立訓練供應者課程之精緻度與多

元性。 

●  建立全國、區域及產業界管理權架構，以提昇社會夥伴之強烈參與感，並產生技能發展之三方夥伴

關係。 

（四）建立資訊基礎架構以符勞動力所需 

1. 建立中到長期人力供需前景預估系統 

● 辦理產業界及區域性專屬中到長期人力供需之研究，解決人力供需質量失調的問題。 

2. 訓練需求調查 

●  每年辦理區域性及產業界專屬之訓練需求調查，將調查結果提供公私立訓練供應者及學校，以確保將

需求反映給技能發展供應者。 

3. 人力資源發展網（HRD-Net） 

●  擴展人力資源發展網，提供工作、訓練、資格（包括專屬職業之職缺、職業申請、薪資層級以及資格

條件等）全面性之資訊網。 

● 提供訓練供應者及訓練課程（包括評鑑結果及受訓者滿意度）更多資訊。 

政策背景

以供給為主之派送系統以及競爭與考核均不足之情況下，導致技能發展缺乏多元及合適之服

務。

政策背景

迫切需要強化中長期預測、人力資源發展資訊、以及統計數據，以達成勞力需求與技能發展

服務供給間緊密接軌。

台灣勞工｜第15期116



4. 人力資源發展指標 

●  發展全國性及區域性專屬之人力資源發展指標（測量技能發展參與率、學校績效公司人力資源發展投

資等），利用該指標制訂技能發展政策。 

（五）提倡以職能為基礎之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文化 

1. 鼓勵公司發展人力資源 

●  建立公司人力資源發展實施準則，對優良人力資源發展績效公司予以表揚，在企業人力資源發展方面

分享楷模榜樣。 

● 增加高績效職場楷模之使用率 

-  支援高績效職場楷模參與「工作重整（工作輪調 / 縮短工時）↔更多企業投資人力資源發展↔高技術

或多元功能員工↔分享利潤」之虛擬循環。 

2. 使資格認定與產業需求緊密銜接 

● 基於職場資格使用研究與職務內容資格分類分析調整資格分類及分級。

● 建立雇主組織聯合會以增加資格認證業務委外給民間 

● 對合格者再訓練，以加強彼等工作技能。

四、政策創新之最佳辦法 

（一）中小企業職業訓練協力計畫（2001） 

●  為了解決中小企業長期人力短缺問題及改善現職員工之工作技能，政府於 2001 年採用「中小企業職

業訓練協力計畫」，該計畫使中小企業得以聯合利用大公司之訓練設施、教材教具、以及訓練課程。 

● 政府支援 

-  大公司、雇主組織、公立訓練機構或學校與中小企業組成職業訓練協力聯合會即可獲得經費補助彌

補投注於訓練設施、教材教具、以及訓練課程內容之經費成本。 

- 參加之中小企業可獲得彌補訓練經費之補助。 

政策背景

強調以職能本位之工作文化與實務，以便增加公司與員工自發性投資技能發展之意願。

台灣勞工｜第15期 117

勞動政策	 勞動論壇	 焦點話題	 專題報導	 人物專訪	 他山之石	 勞動統計



● 成功之鑰 

- 於夜間或兼職時間進行，以免妨礙生產計畫

- 利用績優訓練提供者之經驗與專家，包括大公司，以彌補中小企業訓練能力之不足。 

（二）電子化學習（1999） 

● 電子化學習幫助員工不限時地接受訓練，不必將工作與學習分佔時間。 

●  從 1999 年政府開始支持電子化學習以來，電子化學習成為廣泛使用之職業訓練新方法，尤應感謝以

網路為主之基礎建設及高速網際網路之發展進步。 

●  成功之鑰 

- 韓國先進之資訊科技與基礎建設 

※  根據英國經濟家情報組織（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EIU）於 2003 年針對 60 個國家進行之調查，

韓國在電子化學習基礎建設方面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五。 

表6　職業訓練聯合會之成果（2001~2005）

年份 ‘01 ‘02 ‘03 ‘04 ‘05

職業訓練聯合會數 6 8 19 30 47

訓練生人數 (1,000 人 ) 4 10 20 38 71

參加之中小企業數 (1,000 家 ) 1 3 8 15 33

補助金額 ( 十億韓元 ) 3.2 6.1 14.1 16.8 39.9

 表7　電子化學習成果（對現職勞工施以訓練） 

年份 電子化學習訓練生人數 (A) 總訓練生人數 (B) A/B (%)

1999 19,653 781,408 2.5

2000 137,712 1,220,334 11.3

2001 406,159 1,555,402 26.1

2002 571,006 1,584,823 36.0

2003 718,112 1,661,978 43.2

2004 864,612 2,059,727 41.9

2005 1,061,985 2,426,709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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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電子化學習訓練生人數 (A) 總訓練生人數 (B) A/B (%)

1999 19,653 781,4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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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化學習課程之評鑑系統確保了高品質教學內容。 

- 相較於課堂上之團體訓練，電子化學習，訓練更多學生花費經費更少。 

（三）人力資源發展網（1997） 

● 人力資源發展網於 1997 年推出，是一個技能發展資訊網路，網址為 (www.hrd.go.kr) 。

● 人力資源發展網服務內容 

人力資源發展網提供即時線上有關訓練供應者與訓練計畫之資訊服務，使用者可以就特定地區、職業

或某一特定時段進行搜尋資料（由訓練供應者進入）。 

 -  線上將企業、訓練供應者、以及政府辦公室串連起來：「訓練計畫報告、訓練結果報告、以及訓練經

費結報」等工作均可透過網路進行。 

 - 技能發展政策與計畫、訓練供應者、最新人力資源發展趨勢等資訊。 

●  人力資源發展網之使用：平均每日 20,000 個訪客，觀看一百萬頁次（2005 年） 

（四）公辦職訓機構改革（2006） 

●  過去數年，公辦職訓機構分為兩類：韓國人力資源發展服務處（HRDKorea）所屬之職業技術學校（為

技術勞工開 1 年或 6 個月無學位課程），以及科技專校（為多重功能或複技術勞力所開之 2 年有學位

課程）。

-  不過這種雙軌制公辦職訓機構效率不彰，由於職業技術學校與科技專校間缺乏設施與師資之聯繫，

同一地區出現規模與重複使用之無效率現象。 

●  由於是 2006 年 5 月公辦職訓機構大整理之一部分，職業技術學校與科技專校於是整合成韓國科技大

學 7 個地區之 40 個校園 。

 - 焦點亦從基礎訓練轉移為提昇中小企業勞工及弱勢勞工之訓練。 

※中小企業勞工及弱勢勞工提昇訓練之目標受益者人數：2006 年 41,000 人  → 2007 年 170,000 人。 

 -  韓國綜合技術大學（Korea Polytechnic University）在人力資源發展方面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不但為

區域性或產業界專屬之訓練需求量身打造訓練課程，還與地方中小企業辦理聯合技術發展課程。 

●  韓國人力資源發展服務處將公辦職訓功能移轉給韓國科技大學並將自己重新定位為支援終身學習及管

理全國科技資格認證事務之特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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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參加 APEC TVET(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HRD(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專家會議心得分享：

一、 韓國就業保險法中，規定企業依其性質與員工人數規模，繳交薪資總額的一定比率當訓練費用，經

評核後如執行績效良好，可將該等費用退還給企業主，以促使企業辦理員工職業訓練。

二、 從 2006 年開始，整合工程師與技術員的訓練，並明確提出重點產業所需人才方向，即所謂的 6Ts

為：ICT（資訊及通訊科技）、BT（生物科技）、NT（奈米科技）、ST（太空科技）、ET（環保科技）、

CT（文化科技）。目前選定六所大學試辦，未來將擴增到三十所，以使人才理論與實務兼具。

三、 參考美國 O*Net（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以 CareerNET 的電腦化職業輔導體系，從事青年學

子整合性的職業輔導系統（教育部主辦）。

四、 以整合性的 HRDNET 整合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技能檢定及就業保險為業務單一網站（勞動部主

辦），使人力資源發展資訊與政策緊密整合。

五、 專業化的 R&D 機構 ---KRIVET（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該單

位直屬於總理並由勞動部與教育部共同出資，為韓國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政策發展方向奠定基礎。

六、 勞動部另設有一綜合性人力資源發展單位 ---HRDKOREA 負責執行職業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賽、 

外勞審核及海外就業等業務，使得政策規劃與業務執行，可發揮更大的行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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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藥進步、衛生及健康狀況改善、經濟成長、平均壽命

延長，台灣早在1993年9月就已邁入「高齡化社會1」，連

帶也逐漸衍生出就業、醫療照護、經濟安全等問題；本文利

用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2」、「人力運用調查」分

析65歲以上高齡勞動者相關資料，並參考美國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近日發布之相關統計報

告，試圖就高齡者勞動議題尋求統計上的驗證，冀望有助於

了解台灣與美國高齡者之勞動情勢。

職場上的高齡人口越來越多嗎 ?

2007 年我國男、女性平均壽命已分別達到 75.1、81.9 歲，自 1978 至 2007

年間高齡就業者增加了 197%，幾乎是整體就業者（15 歲以上）成長幅度

（65%）的三倍；從性別來看，2007 年 65 歲以上男性就業者有 13.5 萬人（占

72%）、女性就業者有 5.2 萬人（占 28%），近三十年來分別成長 150%、550%。

台灣1978至2007年之就業者增加率 - 按年齡、性別分

〔註釋〕

1.  根據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定義，當一個國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體人口之比例超
過 7% 時，稱之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該比例超過 14% 時，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 20% 時，即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

2.  我國的「人力資源調查」及「人力運用調查」係以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調查對象，美國
的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則以 16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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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 1977 至 2007 年間，6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不包括住在護理之家或養護中心的高齡者）僅增加 60%，

增幅略大於 16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46%；65 歲以上就業者增加一倍，16 歲以上就業者的增幅將近 60%，為什麼

就業者的增幅會大於人口的增幅？因為 65 歲以上人口有很大一部分繼續留在勞動市場或返回（重新進入）勞動

市場。高齡者的勞動力參與率自 1990 年代後期就一直持續上升，尤其 65 歲以上的勞動力參與率在 1980 年代、

1990 年代早期是處於歷史低點，所以 90 年代後期的反轉特別值得注意。

2007 年美國男、女性之平均壽命

分別為 75、80 歲，自 1977 至 2007 年

間高齡就業者增加了 101%，遠大於

整體就業者（16 歲以上）的成長幅度

59%；其中，65 歲以上的男性就業者

增加 75%，女性的增幅幾乎是男性的兩

倍，高達 147%。雖然 75 歲以上就業者

人數只有非常微小的比重（2007 年僅

占整體就業者之 0.8%），但在 1977 ～

2007 年之間卻劇增 172%。

美國1977至2007年之就業者增加率 - 按年齡、性別分

高齡就業者大幅成長現象只是反映嬰兒潮人口的日漸老化 ?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時至今日，

嬰兒潮世代（在 1946 ～ 1964 年間出生

者）還只處於中高齡階段，尚未達到 65

歲。

2007 年台灣高齡（65 歲以上）人

口有 229.7 萬人，較 1978 年之 66.4 萬人

增加 163.3 萬人，成長了 246%，增幅遠

大於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71%；相對

上，同期間 65 歲以上、15 歲以上就業

者的增幅（分別為 197%、65%）就小了

許多。2005 年高齡者的勞動力參與率為

7.27%，是歷年最低；之後逐年上升，至

2007 年達 8.13%，但仍較 1978 年略降 1.35 個百分點，隱約可顯示退休養老、經濟安全和世代正義等潛在問題將

日趨嚴重。

台灣1978年至2007年65歲以上人口之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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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48至2007年65歲以上人口之勞參率

高齡就業者多選擇部分時間工作或全日時間工作 ?

台灣近十年來高齡

就業者的工作型態一直是

以從事全日時間工作為

主（占九成以上），部分

時間工作者所占比例不到

一成；值得注意的是，

2006、2007 年部分時間工

作者顯有成長，或與「漸

進式退休」逐漸為勞工所

接受有關。

台灣1997至2007年65歲以上就業者之工作型態

美國早年的高齡就業者是以部分時間工作為主，

但自 1990 年代中以來卻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在 1977

～ 1990 年間部分時間工作者與全日時間工作者所占的

百分比一直都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1990 ～ 1995 年

間部分時間工作者的比重逐漸增加、全日時間工作者

逐漸減少，但 1995 年之後則完全相反，全日時間工作

者的比重急遽升高，至 2002 年已高於部分時間工作

者；自 1995 至 2007 年之間高齡全日時間工作者人數

幾乎增加一倍，而部分時間工作者只增加 19%，結果

使得全日時間工作型態成為高齡就業者的多數，所占

比例從 1995 年的 44% 增至 2007 年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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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情況則略有不同，1977 年 65 歲以上就業女性約有三分之ㄧ為已婚；但到了 2007 年時，該比

例已接近二分之一。同期間，寡居、離婚、分居之女性高齡就業者則從 56% 降至 48%，而從未踏入婚

姻的女性所占比例亦從 11% 萎縮至 6%。

美國1998年及2007年65歲以上女性就業者之婚姻狀態

高齡女性就業者之婚姻狀態如何 ?

近十年來台灣高齡女性就業者的婚姻狀態變化不大，約有近七成為已婚，三成為離婚、分居或配偶

死亡，只有極少部分為未婚。

台灣1998年及2007年65歲以上女性就業者之婚姻狀態

美國1977至2007年65歲以上就業者之工作型態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 www.b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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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就業者的教育程度別結構與年輕就業者差異多大 ?

與 1997 年比較，我國高齡就業者與年輕人的

教育背景差距愈來愈大，1997 年 65 歲以上、25

～ 64 歲國中及以下程度之就業者分別占 84%、

45%，相差 39 個百分點；到了 2007 年，該比例

分別為 85%、27%，差距擴大為 58 個百分點。主

要係因為十年間高齡就業者的教育程度分布差不

多，但年輕就業者（25 ～ 64 歲）則因為教育制度

的變革而有較大變化，低學歷者變少、高學歷者

變多。預料未來隨著時代演進，高等教育人口的

比例將明顯提升，高齡就業者與年輕人在教育程

度上的差異將逐漸縮小。

台灣1997年及2007年就業分布 - 按年齡、教育程度分

十年前，美國高齡就業者與年輕人的教育背

景雖然也有些差距，但不像台灣那麼懸殊，1997

年高齡就業者和年輕就業者（25 ～ 64 歲）中分別

有 21%、10% 教育程度未達高中，2007 年時該比

例更分別降至 13%、9%，差距只有 4 個百分點。

美國1997年及2007年就業分布 - 按年齡、教育程度分

較之於全體就業者，高齡就業者的
工資如何 ?

長久以來，台灣 65 歲以上高齡受僱者的工

作收入一直都低於整體平均，1997 年時 65 歲

以上受僱者的平均薪資為 23,293 元，而 15 歲以

上受僱者的平均薪資則為 31,966 元；到了 2007

年，二者分別升至 30,184 元、34,595 元 3。然而

就長期來看，高齡者薪資收入的成長速度較整體

快得多，1997 年時高齡受僱者薪資為 15 歲以上

受僱者的 73%，至 2007 年該比率已升達 87%。

台灣1997至2007年65歲以上就業者之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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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79年及2007年全時受僱者的週薪中位數 - 按年齡、性別分

美國也有類似情形，1979 年時 65 歲以上全日時間受僱者的薪資中位數為 198 美元 / 週，而 16 歲

以上全日時間受僱者的薪資中位數為 240 美元 / 週；到了 2007 年，二者分別升至 605 美元 / 週、695 美

元 / 週 3，高齡者的收入雖仍較整體為低，但成長速度較整體稍快；1979 年時高齡全日時間受僱者薪資

中位數為 16 歲以上全時受僱者的 83%，2007 年該比率略升至 87%。

〔註釋〕

3. 本段所有金額皆為當年現值，未經調整。

4. 台灣缺乏相關資料，僅提供美國的資訊作為借鏡。

5. 一般官方消費者物價指數所涵蓋的消費項目較為廣泛，普遍包括一般民眾會購買的商品及勞務。

物價對高齡就業者的影響 4 如何 ?

多年前，美國勞工統計局為其 62 歲以上人口創編了一個實驗性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該指數特別針

對高齡者較常購買的商品及勞務（如：醫藥、醫療照護等）提高權值 5，而較少購買的商品則降低權值

（如：衣物、服飾品等）。自該指數（E-CPI）創編以來，只有 1983 和 2007 年高齡者消費物價指數的年增

率低於都市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其他年度都是高齡者物價的增幅高於或相當於都市物價增幅，不過各

年度的差異都相當小；在過去的 25 年中，美國高齡者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每年上漲 3.3%，略高於官方消

費者物價指數平均每年 3.1% 的漲幅。

美國1983年至2007年高齡者實驗性消費物價指數與都市消費物價指數之12月年增率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 www.b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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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退休金制度也正逐漸由確定給付制（De�ned Bene�t Pension Plans）轉變為確定提撥制

（De�ned Contribution Plans），在確定給付制之下，企業承諾支付勞工一筆特定金額的退休津貼；在確定

提撥制，企業承諾提撥一筆特定金額，但不保證退休者最後能領到多少。就整體勞工來看，參與確定給

付制退休金方案的比例持續降低，而參與確定提撥制方案的比例則持續升高；顯示對於越來越多勞工而

言，退休後穩定收入的風險已經從雇主轉移到退休者身上。

台灣勞工退休金新、舊制提繳（撥）概況 

- 按事業單位家數統計

台灣勞工退休金新、舊制提繳（撥）概況 

- 按人數統計

退休制度如何變化 ?

按部門別觀察，2007 年我國農、工、服務業的高齡就業人口分占 51.3%、8.6%、39.6%，其中老年

農民並沒有退休或老年給付的保障，目前社會保險對其老年生活的照顧主要是藉由發放「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來達成，2007 年底計發放 71 萬人，核發金額為 457 億元。

另外，勞工部分則因為新制勞工退休金於 2005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路，使我國退休金制度由確定給

付制調整為確定提撥制，解決舊制限制勞工須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5 年以上才能領取退休金的問題。

根據行政院勞工退休監理會統計，截至 2008 年 5 月底，新制提繳事業單位家數及人數已分別達到 38 萬

家、458 萬人，提繳率分別為 88.5%、79.7%；舊制過去雖曾有九成事業單位提撥不足的情形，但在新制

實施後，由於政府加強稽查及勞工注意到自身權益而有大幅改善，事業單位家數提存率和員工受益率已

在 2008 年 5 月底分別達到 29.3%、62.4%。

單位：千人 ％

年別 65 歲以上就業人口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997 149 49.0 12.8 38.3

1998 150 50.7 12.0 37.3

1999 142 50.0 10.6 39.4

2000 144 50.7 10.4 38.9

2001 143 53.1 9.1 37.8

2002 155 56.1 8.4 35.5

2003 160 55.6 7.5 36.9

2004 156 54.5 7.7 37.8

2005 157 51.6 7.6 40.8

2006 167 53.3 7.7 39.1

2007 187 51.3 8.6 39.6

台灣65歲以上就業者人數 - 按行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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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確定給付制及確定提撥制之參加比例

勞動力的老化預期將持續下去 ?

答案是肯定的！根據經建會對臺灣地區人口的推計，1949? 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第一批嬰

兒潮世代將於 2014 年左右進入 65 歲，屆時高齡人口將快速攀升，自然也將趨使勞動力進一步老化。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預測資料顯

示，其整體勞動力在 2006 ～ 2016

年間將成長 8.5%；若按年齡別加以

細分，則各年齡層間將出現截然不

同的變化，最年輕（16 ～ 24 歲）年

齡層的勞動力人數在該期間將負成

長 6.9%，25 ～ 54 歲年齡層只有微

幅增加 2.4%，55 ～ 64 歲則預期成

長 36.5%，最大變化在於最老的二個

年齡層，65 ～ 74 歲和 75 歲以上的

勞動力人口預計將驟升 80% 以上。

到了 2016 年，65 歲以上勞動力占整

體勞動力的比例將從 2006 年的 3.6%

升至 6.1%。

由於嬰兒潮世代即將加入「65

歲以上」之列，台灣、美國勞動力的

老化才正要開始呢！❖

美國2006年及2016年推計的勞動力變化 - 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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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 
            - 事業單位部分 -
摘要分析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統計室 主任 孫璋英

勞委會為加強推動十四項國家建設及六年國建計畫，於民國 78 年首度開放引進外籍勞工補充從事

公共工程的勞動力，邇後為協助產業之發展及補充國內產業勞動力供給不足，陸續引進外勞，至 96 年

底達 35 萬 7,937 人。外勞人數逐年成長，雖有助於紓解基層勞力之短缺，並可順利推動重大工程，然其

可能對我國產業升級、國人就業權益、及社會治安等產生負面衝擊，因此欲增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及社會

的安定，必須研訂符合整體產業發展及勞動市場之外勞政策，而透過職業訓練局辦理之「外籍勞工運用

及管理調查」蒐集諸如雇主對外籍勞工的運用及管理、工作概況及雇主對現行外籍勞工相關施政措施之

看法等重要資訊，將有助於供作勞委會研訂外勞管理相關政策之參考。

「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對象包括僱用外籍勞工之製造業及營造業事業單位（合計簡稱事業單

位）及外籍看護工兩類，前者採全查方式，共計回收有效樣本 5,612 家，回收率為 46.8％，本文謹摘述

「事業單位」部分之重要調查統計結果 1 如下：

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薪資、工時及相關福利

（一）外籍勞工平均薪資

96 年 6 月外籍勞工平均薪資為 2 萬 1,634 元，較 95 年 6 月之 2 萬 1,514 元增加 120 元，其中

76.5％屬經常性薪資，計 1 萬 6,559 元，加班費 4,588 元，占 21.2％，其他非經常性薪資為 487 元。

按行業別觀察，製造業外勞薪資為 2 萬 1,674 元，其中七成六屬經常性薪資，計 1 萬 6,536 元，營

造業平均薪資為 2 萬 1,024 元，其中經常性薪資為 1 萬 6,923 元，占 80.5％。

〔註釋〕

1. 本項統計結果資料時期之動態資料以 96 年 6 月全月為調查標準期間，靜態資料以 96 年 6 月 30 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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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籍勞工工時

96 年 6 月外籍勞工平均工時為 230.0 小時，較 95 年 6 月減少 1.9 小時，其中正常工時為 182.0 小

時，減少 2.1 小時，加班工時為 48.0 小時，增加 0.2 小時。

再就行業別工時觀之，製造業之正常與加班工時分別為 182.4 小時及 48.1 小時，二者均較營造業

長，分別增加 6.3 小時及 1.3 小時。

（三）給付外籍勞工薪資情形

1. 為外籍勞工開戶情形

96 年 6 月事業單位有為外勞開立帳戶者占 74.9％，其中將存款簿交由外勞本人收存者，占

59.4％。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有為外勞開戶者占 75.6％ ，較營造業之 43.5％高出 32.1 個百分

點，而將存款簿交由外勞本人收存的比例，製造業為 59.3％，營造業則為 70.0％。

表1、事業單位外籍勞工薪資結構（96年6月 ）

                                                                單位：元

項 目 別 平均薪資
經  常  性  薪  資

加班費 加班費
占平均薪資比率（%）

事業單位   21,634   16,559 76.5  4,588  487 

製造業   21,674   16,536 76.3  4,625  513 

營造業   21,024   16,923 80.5  4,014 87   

圖1、事業單位外籍勞工工時（ 96年6月 ）

表2、事業單位為外籍勞工開立帳戶情形（ 96年6月）

                                                                單位：％

項 目 別 總 計 沒有為外勞開戶
有為外勞開戶  －存款簿是否交外勞本人收存

是 否

事業單位   100.0 25.1 74.9 （100.0） 59.4 40.6

製造業   100.0 24.1 75.6 （100.0） 59.3 40.7

營造業   100.0 56.5 43.5 （100.0） 7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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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付外勞薪資方式

事業單位給付薪資以「現金當面交予外勞」最多，占 58.4％，其次為「匯入外勞銀行帳戶」之

54.1％。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以現金當面交予外勞」之 58.9％最多，而營造業則以「匯入外

勞之銀行帳戶」居首，占 65.2％；就員工規模觀之，規模愈大者給付薪資方式以匯入銀行的比

率愈高，「1~29 人」匯入外勞之銀行帳戶比率僅 38.3％，「500 人以上」則高達 94.4％。

3. 檢附薪資明細表情形

事業單位給付外勞薪資時，有檢附中文及該母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者占 88.0％，12.0％者則未依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規定辦理，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中有規定辦理者

占 87.8％ ，營造業為 93.8％。

表3、事業單位給付外籍勞工薪資之方式（ 96年6月 ）

                                                                               單位：％

項 目 別 總 計 匯入外勞之銀行帳戶 以現金當面交予外勞 交仲介業者處理 其他

總計 100.0 54.1 58.4 1.2 4.0

行業別

製造業 100.0 53.9 58.9 1.2 3.7

營造業 100.0 65.2 34.4 2.2 15.9

員工規模

1-29 人 100.0 38.3 72.8 1.4 3.6

30-99 人 100.0 63.8 51.5 1.2 4.7

100-299 人 100.0 80.6 32.4 0.8 4.3

300-499 人 100.0 93.6 16.1 - 2.3

500 人以上 100.0 94.4 13.6 - 3.6

附註：給付薪資方式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100％。

圖2、事業單位給付外籍勞工薪資時檢附該國文字薪資明細情形（ 96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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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外籍勞工住宿方式

事業單位提供外勞住宿的方式以採「購建員工宿舍」比率最高，占 42.6％，「撥用部分原有員工宿

舍」居次，占 40.0％。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以「購建員工宿舍」方式最多，占 43.3％，其次為「撥用

部分原有員工宿舍」占 40.5％，而營造業因受到工期及工地場所不固定影響，故以「住宿組合房屋（工

地工寮）」方式最多，占 49.6％，「租賃員工宿舍」居次，占 38.0％，顯示兩種行業提供外勞住宿方式明

顯不同。

（四）提供外籍勞工食宿情形

事業單位有提供食宿給予外籍勞工者占 97.8％，其中有從外勞薪資扣除食宿費用者占 54.9％，

平均每人每月扣除 2,335 元。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有提供食宿者占 97.8％，而有扣除食宿費用者占

55.0％，平均每人每月扣除 2,331 元；營造業有提供者占 98.9％，而有扣除食宿費用者占 47.6％，平均

每人每月扣除金額 2,512 元。

  表4、事業單位提供外籍勞工食宿情形（ 96年6月 ）

                                                                   單位：％

項 目 別 總 計 沒有提供食宿
有為外勞提供食宿 - 是否扣除費用（元）

否 是 平均每人每月扣除金額

事業單位   100.0 2.2 97.8 （100.0） 45.1 54.9 2,335

製造業   100.0 2.3 97.8 （100.0） 45.0 55.0 2,331

營造業   100.0 1.1 98.9 （100.0） 52.4 47.6 2,512

表5、事業單位提供外籍勞工住宿的方式

                                                      單位：％

項 目 別 95 年 6 月

96 年 6 月

行業別

製造業 營造業

購建員工宿舍   40.5  42.6  43.3 40.6

撥用部分原有員工宿舍  43.8 40.0 40.5 40.7

租賃員工宿舍 13.5 15.8  15.3 30.0

住宿組合房屋（工地工寮） 3.9 3.5 2.4 49.6

委由仲介公司辦理 2.6 2.7 2.7 3.3

其他方式 1.7 1.9 2.0 4.0

附註：提供住宿方式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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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情形

（一）引進外籍勞工方式

高達 9 成 7 的事業單位以「透過人力仲介公司」的方式引進外籍勞工，僅少數的事業單位採「承接

別人轉出之外勞」（2.2％），或「直接聘僱」（0.6％）的方式引進外勞。

（二）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情形

1. 行蹤不明比率

外籍勞工經由事業單位申請引進後，受到就業服務法之限制，不得任意轉換雇主，且需限期離

境，因此部分外勞可能因不適應原單位之工作環境，或僱用期將屆滿尚不願離境，或其他因素

等致發生行蹤不明情形。96 年 6 月底止已引進外籍勞工之事業單位中，最近一年（95 年 7 月至

96 年 6 月）曾發生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情形者占 14.1％。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者與營造業者曾

發生外勞行蹤不明比率分別為 14.2％及 13.4％。

2. 行蹤不明原因

就事業單位發生外勞行蹤不明的原因中，以「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最多，占 50.4％，「聘

僱期將屆滿」居次， 占 34.1％，第三為「希望獲得較高待遇」，占 15.4％。

 表6、事業單位引進外籍勞工之方式  （ 96年6月 ）               

                                                                               單位：％

項 目 別 總計 直接聘顧 透過人力仲介公司 承接別人轉出之外勞 其他 

事業單位 100.0 0.6 97.2 2.2 -

製造業   100.0 0.5 97.2 2.2 -

營造業 100.0 3.3 96.7 - -

 表7、事業單位曾發生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比率                

                                                                               單位：％

年月 事業單位
行業別

製造業 營造業

95 年 6 月底 16.9 16.7 24.6

96 年 6 月底 14.1 14.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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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籍勞工之生活輔導措施

96 年 6 月有對外籍勞工採取各項生活輔導措施之事業單位占 79.9％，就其採取之措施觀之，以

「建立外勞申訴管道」比率居首，占 70.3％，「工作、休閒均派專人輔導」33.3％ 居次，「設立文康中

心」30.4％ 居第三，「安排例假日休閒活動」亦有 23.8％。

圖3、事業單位發生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的原因

圖4、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採取之各項生活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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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及管理外籍勞工遭遇之困擾

有 41.3％事業單位對運用及管理外勞有遭遇到困擾，細究其困擾原因，以「語言隔閡，溝通不易」

比率 72.9％最高，其次為「衛生習慣不佳」之 43.3％ ，再其次為「喜歡喝酒、打架鬧事」，占 18.6％。

（五）實施保障外籍勞工工作安全之措施

1. 辦理外籍勞工職前講習情形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外勞的安全與健康，近 8 成 9 的事業單位有對外籍勞工辦理職前講習，

講習方法中以「提供勞工安全衛生教育」最多，占 83.0％，其次為「提供宣導手冊」占 39.4％。

就行業別觀之，營造業中有 96.0％ 者辦理職前講習，較製造業之 88.6％高出 7.4 個百分點，其講

習方法中之「觀賞宣導錄影帶」比率 46.8％遠高於製造業。

圖5、事業單位運用及管理外籍勞工之困擾情形（96年6月）

表8、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辦理職前講習情形（96年6月）

                                                                                                        單位：％

項 目 別 總 計 無職前講習

有職前講習 - 方法

提供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提供宣導手冊 觀賞宣導錄影帶 其他

事業單位   100.0 11.2 88.8 （100.0） 83.0 39.4 9.4 16.7

製造業   100.0 11.4 88.6 （100.0） 82.0 39.5 8.5 16.8

營造業   100.0 4.0 96.0 （100.0） 90.6 37.0 46.8 9.8

附註：職前講習內容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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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外籍勞工工作表現滿意度

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整體工作表現滿意度為 78.4％，較 95 年 6 月略減 1.1 個百分點。就各項表現

滿意度觀之，以「勞資關係」85.1％最高，其次為「與本國勞工工作情形」之 81.0％，第三為「勤勞程

度」之 78.2％，「工作效率」為 72.9％，「衛生習慣」64.2％居末，與上年同月滿意度比較，除「勞資關

係」略升、「衛生習慣」相當外，其餘均下降。

2. 提供外籍勞工職前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內容

有辦理外籍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職前講習的事業單位，其提供的內容以「機械、設備、工具標準

作業程序」比率 96.7％最高，其次為「作業現場危害告知」之 82.6％，其餘依次為「個人防護

具佩戴教學」之 76.4％、「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之 66.4％及「急救措施」之 44.7％。

圖6、對外籍勞工辦理「勞工衛生安全衛生教育」職前講習的事業單位提供之各項內容（96年6月）

圖7、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工作表現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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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相關措施之看法

（一）對外籍勞工及雇主負擔服務費（仲介費）看法

1. 外籍勞工支付仲介公司之服務費是否合理

事業單位對現行規定外籍勞工在臺灣工作三年須支付仲介公司服務費 6 萬元，認為合理者占

59.7％，不合理者占 40.3％。就行業別觀察，營造業有 67.0％ 事業單位認為合理，較製造業之

59.5％ 高出 7.5 個百分點。

2. 增加事業單位負擔服務費是否同意

若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而欲增加事業單位負擔服務費，則有高達 92.3％ 的事業單位表示不同

意。就行業別觀察，製造業事業單位有 92.4％者不同意增加負擔服務費，較營造業者之 86.6％ 

高出 5.8 個百分點。

圖8、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在台灣工作須3年須支付仲介公司6萬元服務費之合理性（96年6月）

圖9、事業單位是否同意增加雇主負擔仲介費（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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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配合政策指定引進外籍勞工國籍是否困難

有 60.1％的事業單位對於配合政策指定引進外籍勞工之國籍別認為沒有困難，認為有困難者則占

39.9％，細究原因，以「來源複雜，不利管理」居首，比率高達 87.4％，其次為「增加管理成本」之

39.4％，「增加設置宿舍成本支出」占 29.0％，「訓練不足，無法勝任工作」占 25.5％。

（三）認為因應人力不足之因應措施（除引進外勞外）

政府若採行外勞緊縮政策，有 93.7％事業單位表式會採取因應措施，其中以「增加加班時數」及「增

加僱用本勞」二項比率較高，分占 61.1％ 及 51.8％，「採外包方式」占 39.1％、「採自動化生產」占 31.2％。

圖10、事業單位配合政策指定引進外籍勞工國籍之困難（96年6月）

圖11、事業單位因應人力不足之因應措施（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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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外籍勞工薪資、工時及相關福利

1.  外籍勞工平均薪資－ 96 年 6 月事業單位平均薪資為 2 萬 1,634 元，較 95 年 6 月之 2 萬 1,514

元增加 120 元，其中 76.5％屬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占 21.2％。

2.  外籍勞工平均工時－ 96 年 6 月外籍勞工平均工時 230 小時，較 95 年 6 月減少 1.9 小時。其中

正常工時為 182 小時，減少 2.1 小時，加班工時為 48 小時，增加 0.2 小時。製造業之正常工時

及加班工時均較營造業長。

3. 給付外籍勞工薪資情形

（1）   為外籍勞工開戶情形－事業單位中有為外勞開立帳戶者占 74.9％，其中將存款簿交由外勞本

人收存者，占 44.5％。製造業有為外勞開戶者占 75.6％ ，遠高於營造業之 43.5％ ，而將存

款簿交由外勞本人收存者，製造業為 44.8％，營造業則為 30.4％。  

（2）  給付外勞薪資方式－事業單位給付薪資方式以「現金當面交予外勞」占 58.4％最多，「匯入

外勞帳戶」之 54.1％居次。製造業以前者方式最多，營造業則以後者方式居首。

（3）  檢附薪資明細表情形－事業單位給付外勞薪資時，88.0％者有檢附該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

12.0％者則未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規定辦理，顯示主管單位宜再

加強宣導「雇主發放外勞薪資宣導書」內各項相關規定。 

4.  提供外籍勞工食宿情形－有提供外籍勞工食宿之事業單位占 97.8％，而 53.6％者是從外勞薪資

扣除，平均每人每月扣除 2,335 元。

5.  提供外籍勞工住宿方式－事業單位提供外勞住宿方式，以採「購建員工宿舍」最多，占

42.6％，其次為「撥用部分原有員工宿舍」，占 40.0％。製造業以「購建員工宿舍」方式最多，

占 43.3％，而營造業則近半係採「住宿組合房屋（工地工寮）」方式。

（二）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情形

1.  引進外籍勞工方式－有高達九成七的事業單位係以「透過人力仲介公司」方式引進外勞，採

「承接別人轉出之外勞」者及「直接聘僱」方式者，分別僅占 2.2％及 0.6％。

2.  曾發生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情形－有 14.1％事業單位曾發生外勞行蹤不明情形，其發生外勞失

蹤之原因中，以「受其他外勞的慫恿、轉介」之 50.4％最多，其次為「聘僱期將屆滿」，占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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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外籍勞工之生活輔導措施－ 96 年 6 月有對

外籍勞工採取各項生活輔導措施之事業單位占

79.9％，採取之措施中，以「建立外勞申訴管

道」比率居首，占 70.3％，「工作、休閒均派專

人輔導」33.3％ 居次，「設立文康中心」30.4％ 

居第三。

4.  運用及管理外籍勞工遭遇之困擾－事業單位表示

運用及管理外勞有困擾者占 41.3％，其困擾原因

以「語言隔閡溝通不易」（72.9％）比率最高，

「衛生習慣不佳」（43.3％）居次。

5. 實施保障外籍勞工工作安全之措施

（1）  辦理外籍勞工職前講習情形－近 8 成 9 的事

業單位有對外籍勞工辦理職前講習，講習方

法中以「提供勞工安全衛生教育」最多，占

83.0％，其次為「提供宣導手冊」占 39.4％。

（2） 提供外籍勞工職前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內容－

有辦理外籍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職前講習的事

業單位，其講習的內容中以「機械、設備、

工具標準作業程序」比率 96.7％最高，其次為「作業現場危害告知」之 82.6％。

6.  對外籍勞工工作表現滿意度－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整體工作表現滿意度為 78.4％，各項表現滿

意度以「勞資關係」85.1％最高，其次為「與本國勞工工作情形」之 81.0％，第三為「勤勞程

度」之 78.2％，「工作效率」為 72.9％，「衛生習慣」64.2％殿後。

（三）事業單位對外籍勞工相關措施之看法

1.  對外籍勞工及雇主負擔服務費（仲介費）看法－雇主對現行規定事業單位聘僱之外勞在臺工作

三年須支付仲介公司服務費 6 萬元，認為合理者占 59.7％，不合理者占 40.3％。針對「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而欲增加事業單位分擔仲介費」 之看法，有高達 92.3％之雇主表示不同意。

2.  對配合政策指定引進外籍勞工國籍之看法－有 60.1％的事業單位認為配合政策指定引進外籍勞

工之國籍別沒有困難，39.9％者則認為有困難，細究困難原因，以「來源複雜，不利管理」居

首，比率高達 87.4％，其次為「增加管理成本」之 39.4％。 

3.  認為因應人力不足之因應措施－政府若採行外勞緊縮政策，有 93.7％事業單位表式會採取因應

措施，其中以「增加加班時數」及「增加僱用本勞」二項比率較高，分占 61.1％ 及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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