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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高齡化為當前許多國家面臨之共同問

隨著人口及勞動力老化現象加速，OECD3 呼籲

題，為減緩其對勞動人口縮減的衝撃，除引進海外

各國須重新檢視退休及雇用制度，以免隨著平均餘

勞動力外，增加女性就業及維繋年長者繼續就業也

命延長及年輕階層勞動力縮減，影響經濟成長動力

是常見的因應措施之一。本文主要檢視我國中高齡

及加重社會安全經費之負擔。

者就業概況、雇用阻力及就業能力提升等概況。

我國 20-24 歲及 60-64 歲之人口推計

一、中高齡者就業概況
％

2005 年我國 50 至 64 歲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簡
稱勞參率)為 52％，較 1978 年減少 5 個百分點，主
要因中高齡男性縮減 11 個百分點所致；反之，中
高齡女性則持續上升 11 個百分點。此發展趨勢與
大部分 OECD 國家相似，據其 2006 年初出版之報
告 1 顯示，該組織 30 個會員國中，50 至 64 歲男性
勞參率與 1970 年相較，僅南韓及捷克略為成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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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28 個國家約減少 0~30 個百分點不等，而女性除
波蘭、希臘及土耳其減少外，餘則分別增加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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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經建會。

個百分點。
2005 年我國 50 至 64 歲的勞參率為 52％，比
25 至 49 歲族群低 28 個百分點，OECD 國家平均也

我國 50-64 歲勞動力參與率

低 20 個百分點，在人類零歲平均餘命每 10 年延長
2 歲的趨勢下，大多數 60-64 歲的前高齡者身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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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活動能力依然良好，增加年長就業人口已成為
各國積極籌劃的政策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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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

未來受少子化、高齡化影響的國家，勞動力人
口勢必逐漸縮減，我國預計於 2018 年 20-24 歲族群
人口數會低於 60-64 歲人口數；美、英會發生於 2020
年；法、加則提前於 2010、2015 年發生，而日本、
德國、義大利則已面臨此一問題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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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高齡者就業阻力

齡，我國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年齡及勞退新制得領月

OECD 國家中除北歐國家、紐、澳、美、日、
韓等 13 個國家之 50-64 歲中高齡勞參率超過六成
外，餘 17 個國家與我國均未達六成，若欲提高年
長者勞參率，OECD 建議針對影響提前離退職場的
因素，包括退休制度、雇用阻力及就業能力等展開
制度面的檢討與調整。

退休年齡為 60 歲；公務人員 65 歲為強制退休年齡，
50 歲得領月退休金。
◎預期退休年數：為實際退休年齡與零歲平均餘命的差
距。

與 1970 年比較，除日、韓外，大部分國家之
實際退休年齡均顯著下降，若再加上平均壽命的延
長，OECD 國家中平均男性預期退休年數已由 1970

（一）提早退休趨勢

年的 11 年增加至 2004 年的 18 年，女性則由 14 年

依據 OECD 調查，其會員國僅土耳其、希臘、

延長為 22.5 年，年金財務負擔隨之上升。

日、南韓…等 8 個國家實際退休年齡高於法定退休

我國勞工退休制度在 2005 年改制時才納增按

年齡，而日本、南韓、冰島、瑞士、葡萄牙、丹麥

月支領制度，之前均屬 1 次全部提領；至於公教人

及愛爾蘭的實際退休年齡均超過 65 歲，墨西哥因

員部分，我國預期退休年數由 10 年前之 13.5 年上

退休保障制度覆蓋率低，65 歲以上男性近一半仍

升至 2005 年之 21 年，教育人員也由 18 年增加至

在工作 4，而我國的公教人員及勞工目前之實際平

22 年，除 1.8 年為平均壽命延長原因外，餘均屬提

均退休年齡與法國等 7 個國家都低於 60 歲。

早退休年數增加部分，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分

OECD 國家與我國退休年齡彙整表
（1999~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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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及我國公教人員預期退休年數

斯洛伐克、匈牙利

斯洛伐克、法國、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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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支付的財務壓力相形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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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二）雇用阻力
縱使導正提早退休趨勢，若不能有效提升中高
齡勞參率，也無助於提振經濟成長目標。

資料來源：OECD、勞委會、行政院主計處

2005 年我國 50-64 歲失業率平均較 25-49 歲約

名詞解釋：

低 1 個百分點，此現象並不意味中高齡面臨失業的

◎實際退休年齡（effective retirement age）：係 OECD 依據

威脅較低，反有可能因其尋職受挫而退出勞動市

各國勞動力或相關調查，計算 40 歲以上自勞動市場退

場，此可由超過 1 年之長期失業者所占比例高於年

休之平均年齡，我國為受雇員工動向調查，計算範圍

輕族群的現象略見端倪。加上雇用高齡者成本較年

為 30 歲以上退休者。

輕者為重，以我國為例，2004 年 55-59 歲主要工作

◎法定退休年齡：大部分國家為規定可全額領取年金年

收入為 25-29 歲的 1.5 倍，而 50-64 歲屬新進及重新

顯低於 25-49 歲族群。在我國若將訓練課程擴展到

就業比例僅為 0.7％，遠低於 25-49 歲族群的 2.3％。

專業技術、外語、電腦、職業安全、銷售或顧客服
務、領導統御、人際溝通及一般行政業務，則中高

中高齡者相關之人力運用指標

齡族群受訓比例也低於年輕族群，顯示不管是雇主
或就業者本身，對中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培訓均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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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94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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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芬蘭

丹麥

荷蘭

資料來源：勞委會 5。

制」等因素平分秋色；顯示中高齡者因年齡較長，

據勞委會對退休後不再就業者的調查顯示，尚

在體力、反應及生產成本等限制下，雇主僱用意願

有近一半係顧忌體力、技能或預期未能尋得適當工

相對較低。

作等原因而退出勞動市場，未來可將工作時數及僱
用條件調整更彈性化，俾適合中高齡身心狀況，並

2004 年失業者尋職遭遇之困難

加強中高齡就業媒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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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94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勞委會 6

（三）就業能力提升

三、OECD 對提升中高齡就業之政策建議

接受教育訓練為提升就業能力的重要途徑。瑞

為適應人口及勞動力老化現象，OECD 於今年

典、芬蘭、丹麥、荷蘭及其他 OECD 國家之中高齡

年初對各國就擴大高齡者就業政策提供 3 項具體

就業者，過去一年接受與工作相關訓練課程比率明

建議，並分赴會員國之國會或行政機關報告，重點
包括

（一） 激發高齡者就業動機
1.逐步淘汰鼓勵提早退休政策：退休後所得

金或慰問金之計算基礎，則所得替代率又降低 5 至
7 個百分點。

替代率（退休後所領取退休金占退休前薪

此外，學習歐美國家將全領月退休給付年齡延

資所得之比率）越高，越鼓勵提早退休熱

後及對退休再就職或提早退休者增設減額條件，亦

潮。根據 OECD 調查，盧森堡所得替代率

有助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財務之長期穩健。

最高約 110％，土耳其、希臘、奧地利、
匈牙利也都超過 90％，而低於 50％者有
英、墨西哥、紐西蘭及愛爾蘭，全體 OECD
國家平均約 70％，此與經建會建議之理想
所得替代率相同。為紓緩 OECD 國家普遍
存在之提早退休潮流，OECD 建議各國須
檢視各類退休制度及相關救助津貼，以防
範變相成為鼓勵提早退休的源頭。
2.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使其配合人類壽命平
均每 10 年延長 2 歲的趨勢，提高法定退休
及領月退年齡，以提升高齡者勞參率及紓
緩退休金財務壓力。
3.增加延長工作年資權益政策，以吸引高齡
者繼續工作誘因。

（二） 增加雇主僱用及持續僱用高齡者意願

我國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若併計勞退新制及
勞保老年給付，尚不及 50％，勞工提早退休趨勢
主要受勞動市場供需影響，因此要增加勞工中高齡
就業仍須從雇主意願及勞工受雇能力之提升措施
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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