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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在持續高齡化中，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加， 

象徵未來勞動人口的減少和退休人數的增加，對於國家財政收入、醫養服務、基

礎建設、社會經濟和福利制度等各方面帶來壓力。並且已是近年國際幾個重要經

濟會議關注的議題。例如 20 國集團（G20）2019 年於日本福岡召開的會議，出

席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合議如何因應與人口快速老化、生育率下降相關的經濟

議題；這對東亞經濟體如韓國、日本、新加坡和我國等都是警訊，我們都面臨著

人口負成長、產業缺工的危機。 

生育率走低的趨勢既然是發達經濟體工業化、現代化後的普遍現象，人力資

本自然應該受到重視。世界銀行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 年會報告亦指

出，人力資本是一生累積知識、技術和健康的組成，使其能夠發揮潛力成為社會

生產力，鼓勵人力資本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方式之一。世界經濟論壇（WEF）關

注人口變遷導致養老金和醫療資源的變化，2020 年在「全球競爭力—各國應如何

邁向通往復甦之路」報告中，認為全球在疫情之後應重視環境的便利性、強化市

場的包容性、鼓勵生態體系的創新與人力資本等 4 個面向，以推動經濟轉型、邁

入新型態市場。因此邁入超高齡社會，當這些具有生產力者從青年、中壯年轉變

為銀髮者時，更不該被忽略其可貢獻社會的途徑，要強化未來市場和工作所需技

能，持續對於全齡人力資本的投資；並因應新經濟型態，檢視勞動法規和社會安

全網，包括營造適合、友善的就業或職場環境，會使國民生產力更具彈性和創新，

維繫國家經濟成長。 

我國總人口 2020 年開始轉呈負成長，並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而人口

紅利（指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會伴隨有經濟成長效應）將於 2027~2028 年

間消退，因此如何透過人口政策、勞動政策和產業政策，包括提升婦女和高齡者

的勞動參與、延攬外籍專業人才和放寬優秀移工居留、友善移民等成為施政重點

外，產業必須透過自動化、數位化等科技改善工作流程和生產效率。每項人口政

策廣涉勞動、教育、財稅、經濟、外交、社會安全制度等諸多課題，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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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供需和政策效果；欣見 2020 年底實施《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逐步因應人口結構變遷，推動禁止年齡歧視、中高齡者和高齡者穩定就業、活化

銀髮資源、提升勞動參與。 

惟鑒於我國高齡者勞動參與率相較其他國家偏低，約居 38 個 OECD 國家的

第 24 名（台灣 8.8%），2020 年高齡勞參率以韓國 35.3%最高、中位數如英國

10.7%，而鄰近的新加坡 30.1%、日本 25.5%，均為我國的 2~3 倍；加上國人長期

偏早退休的現象，並不利於勞動生產力和社會年金財務衡平。因此本社本年度專

題借鏡主要國家面臨人口結構轉變、研析其採取延後退休的政策背景和相關制

度，以及各國思考延後退休、延長工作年齡、終身學習、數位轉型經濟發展等方

式，以效率運用人力和活化銀髮資本的做法。例如美國、德國高齡者持續工作的

比例不低，即與教育水準、職業訓練有關，其次，自動化、數位化等技術和管理

經驗亦有助於生產事業和經濟成長；又如日本、韓國的中高齡者亦有較高的勞動

參與，政府致力支援企業延長僱用、取消退休、再回聘等方式促進高齡者就業。

人口數量或是年齡結構非短時間可扭轉，本專題著力於人口結構影響層面的研

討，期有助活化「高齡、高教育、高資產」三高銀髮人力資本，打造終身活躍的

產業與社會環境，實踐活躍老化的目標。 

最後，感謝數位轉型學院共同創辦人暨院長詹文男教授的召集，以及國家實

驗研究院林博文副院長、台灣大學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陳忠仁主任、勞

動與發展協會理事長辛炳隆教授、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創辦人楊振甫

博士，及資策會團隊高雅玲研究協理、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產業顧問兼副主

任勵秀玲博士、盧冠芸產業分析師、楊晴產業分析師，並承本社顧問詹火生講座

教授指導、多位專家的協助下完成本專題報告。同時，對於協助提供產業和實務

意見的公協會、產業和政策專家：中正大學郝鳳鳴副校長（前勞動部次長）、全

國工業總會陳益民秘書長（前行政院顧問）、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

海洋科大郭振昌退休教授（前職訓局副局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施淑惠組長、

全國商業總會王權宏常務理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劉家孟副營運長、資訊軟體協

會詹麗淑秘書長、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薛光揚理事長、台北市電腦同業公會沈

舉三資深總監、佳世達集團林旺賜人資長暨永續風控長、中鋼運通李雄前董事

長、古稀創意呂協翰總監創辦人、104 人力銀行李明倫資深協理、弘道老人福利

基金會廖燕秋專員等，併此致上感謝。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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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問題及目標 

人口是國家構成基本要素、人力資本更是支撐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基石，

我國 2025 年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將達 20%占比。中高齡

（45~64 歲）和高齡勞參率分別是 64.7%和 9.2%（2021 年），其中高齡勞參率與

日本 25.6%、新加坡 32.9%和南韓 36.3%相較甚低，除與各國經濟條件、工作文

化、勞動環境有關外，國人過早離退勞動市場亦是主要原因。依勞動部國際勞動

統計，國人 2015~2020 年間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齡約 63 歲（男女分別為 64.3 歲、

61.4 歲）仍較其他國家來得年輕。 

再就國人健康平均餘命（指國民身體健康不需依賴他人的平均期望存活年

數）觀察，2019 年為 72.4 歲（行政院主計總處、衛生福利部），已是 OECD 國

家排名第 4 高，如依現行制度下退休未再投入勞動市場，將處於 10 年人力閒置

與增加政府年金和健保財政負擔。為探討我國「人口結構老化對於產業、社會、

經濟等各層面的影響」，借鏡國外因應超高齡社會的勞動、產業政策配套措施，

研析我國延後退休年齡的機會與挑戰，並提出政府政策、企業應對策略建議。 

二、 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研析人口變遷和勞動力結構轉變下，聚焦延後退休年齡政策評估

和活化銀髮人力資本的策略思考。我國產業結構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的型態，除

雇主/經營者/委任經理人、特定不適用各業工作者、國際機構組織、家事服務業

和未分類的餐飲業外，幾乎一切勞雇關係均已適用《勞動基準法》，勞保被保險

人超過整體勞動力的半成。在勞動法制對於工資、工時、職災補償、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和退休等權益已有完備的保障外，2005 年勞工退休金新制和 2009 年

勞工保險年金開辦以來，已逐步連動勞工退休時間的選擇，並隨著年金改革逐年

調整迄 2026 年達成 65 歲退休年齡目標；惟 2026 年之後便沒有應對的人口/人力

資源政策、以及務實的勞保年金財務規劃，因此以產業勞動者的工作和退休年齡

作為政策研討對象，期能提供企業因應人口結構變遷重視人力資本、和國家政策

規劃的參考。 

本報告第一章和第六章分別為緒論、結論與建議。第二章解析全球及我國人

口結構轉變和勞動力老化的現況與趨勢，提出女性、移民、老人及科技化的四個

可能解方，鑒於每一項解方均可各自作為人口和勞動政策研討目標，並各有不同

策略思考，因此僅針對中高齡和高齡者的勞動參與、企業數位和科技化二個解方

進行研討。第三章擇定主要國家研析其退休年齡政策背景，包括鄰近的日本、韓

國、新加坡 3 國、歐盟（芬蘭、德國、瑞典、荷蘭、法國）及英、美等國退休年

齡和鼓勵配套措施、政策影響層面等，作為我國政策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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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綜整各國延後退休年齡相關政策內涵，包括退休年齡彈性化、年金配

套機制、促進高齡就業等措施。主要國家延後退休目標時程，大致規劃 2024~2033

年間完成法定退休年齡（可領取年金年齡）65~68 歲的目標，其中日本、韓國、

新加坡法定退休年齡雖然設定為 65 歲，但日本、新加坡另有課予企業保障工作

的年齡（逐步調整至 70 歲）、或是韓國 2016 年實施 300 人以上企業與國營企業

薪資高峰制度等，種種獎補助雇主對於延長高齡者僱用的措施。其次是對於我國

施行延後退休年齡的可能影響進行經濟、社會、產業和個人面向的論述。 

第五章為邀請產業專家和公協會團體座談訪談，對於延後退休年齡和活化銀

髮人力資本的意見彙整。在人口結構少子化、高齡化趨勢下，國內產業面臨國際

供應鏈變遷和人才競爭，無論是因為臺商回流、轉單效應的人力需求，或是內需

產業、服務業勞動者過早退休的情況，政府人口政策和產業部門已有諸多因應對

策，包括各種提升中高齡和婦女等特定對象勞參率、外籍專業人才延攬留用等政

策。惟現階段面對勞動力需求殷切、勞保年金財務嚴峻的衡酌下，研討延長國人

工作年齡或是延後退休年齡的可能議題、政府的角色、以及產業社會應有的準備

與配套。 

三、 研究結論 

本專題研討主要國家因應人口結構老化、永續年金財務背景下的延後退休年

齡政策，借鏡部分國家對於退休年齡採取一些彈性化措施、思考不同職業、弱勢

工作族群，同時也積極推動促進高齡就業、年金機制等相關配套措施。評估我國

如果施行延後退休年齡的幾個影響層面：一為經濟面，涉及高齡人口勞動參與和

年金福利等議題，加速推動智慧化、自動化產業數位轉型、透過科技輔助中高齡

者持續留用和再就業的職場技能；其次是全額年金的起始支付年齡設計，或可參

考其他國家，應有與預期壽命變化年齡連結的調整機制，既能延長工作時間紓解

勞動力不足，亦能延緩年金財務負擔。 

第二個影響在社會層面，需要探討世代就業和公平性、避免擴大高齡者之間

不平等議題，因此需要進行多方社會溝通，並及早規劃、給予社會適應緩衝、調

整適應。第三在產業層面的影響，涵蓋生產力、聘僱、職務與職場環境、工作彈

性等議題，一方面降低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另方面需要因應產業間勞動力需求的

差異性，提供更具彈性的退休年齡方案、建立高齡再就業相關輔導與配套等機制。      

第四個人層面，對於未來邁入退休階段的高齡者更加健康、生活和工作型態更加

多元、教育和經濟條件有別於以往勞動力結構，因此著重全齡就業權益的保障、

維繫國民身心健康、減少落入長照風險、既能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個人收入，亦能

紓解延緩年金財務負擔。 

因此，延後退休政策對我國產業經濟可能產生的正面效益，包括：(1)提升勞

動參與率以補充勞動力；(2)持續中高齡者收入以維持消費和發展銀髮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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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助累積智慧資本與傳承；(4)緩解部分高齡者社會孤立及貧窮的社會問題；(5)

增加年金財務的永續性。而施行延後退休對於勞動供給面需要考量到：即將準時

退休者的權益、可能造成不同世代工作者的替代效應，及中高齡者必須具備的職

場能力和可能較高的職業傷害風險。在勞動需求面的挑戰主要有 3 點：(1)不同行

業/職業之間存在勞動力差異性，需要聘僱彈性；(2)企業組織人事成本負擔增加，

需要減低競爭力障礙；(3)年齡歧視仍普遍存在職場，需要強化政策措施。 

四、 改善對策及建言 

本議題研析人口結構老化的影響層面、延後退休政策所需評估的面向，彙整

產業專家論述和公協會團體座談訪談意見，提出以下對策及建議提供政府和企業

參考。 

(一)施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思考和建議 

綜觀國際經驗對於退休年齡的討論，除了基於養老年金制度不足支應退休後

生活，政策必須隨著人口結構、預期壽命、人均 GDP、勞動供需做適當的規劃，

並依國情文化、社會價值觀而有不同的決策。提出面對超高齡社會需要多方考量

綜合性課題包括：瞭解國人退休年齡設定與退休傾向、同步改革退休年齡設定與

年金制度、提升企業聘僱高齡勞動力的意願和因應延後退休年齡可能的負面影

響。政策上應儘可能協助想退休、或延續職涯、再就業者的不同需求投入勞動生

產或是其他社會參與，進而適度整合不同職業的退休年資銜接機制，鼓勵全齡勞

動價值。 

1. 政策如考量延後退休年齡，宜採彈性、漸進遞延原則，可依性別、弱勢族群、

產業別、職業別等考量不同的延後退休方案；政策的研議與落實，應要系統

性規劃、專家辯證、公民參與、實證調適，廣納多元世代的意見。中長期可

思考取消企業的強制退休年齡。 

2. 現階段政策宜擴大激勵雇主聘用及強化高齡勞動者職場能力，提高勞動參

與。特別是透過數位技能教育、轉職再技能教育等職業訓練，和提供人才轉

換、產職業未來趨勢、多元就業等資訊平台，協助勞工做好延長工作年齡的

職涯規劃。 

3. 對於企業的建議，重視人力資本為企業競爭力重要資產；鼓勵混齡團隊工作

免於人才斷層；鼓勵社會企業和專業團體參與超高齡社會解方行動。 

(二)政策相關配套建議 

呼應國際組織 WHO、OECD、EU 等近 20 年來倡議活躍老化、生產老化、

成功老化、在地老化的政策和觀念，政府應制定讓高齡者適當發展的機會和建構

友善的環境，提出全齡勞動、鼓勵參與、健康促進和年金安全 4 個面向的配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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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包括： 

1.關於全齡勞動和退休年齡 

為掌握未來工作形貌，持續新興勞動力研究和勞動參與狀況的調查統計，建

議政策持續推動活躍老化之社會溝通和宣導，讓社會大眾瞭解全齡勞動價值；在

促進高齡就業或再就業機制方面，建議可以產業別規劃延退方案、鼓勵合適的產

業及職類延後退休、調適勞動法規鼓勵彈性工作型態和勞雇協商、鼓勵發展兼具

志願性質的產業及工作型態。 

  2.勞動和社會參與面向 

    人力資本是國家達成經濟發展與科技研發的基礎，而長壽人生應是在持續學

習、參與社會和勞動的循環，必須善用銀髮人力資本、建構高齡尊嚴友善環境。

建議政策擴大協助中小企業續留屆退員工或是共享顧問諮詢、鼓勵專業技術社團

結合人才資源再運用、同時可結合長照據點資源讓初老照顧老老；為提升勞動參

與和促進社會參與，引導企業職務薪資及工時的再設計、協助產業數位轉型並導

入科技改善工作條件、持續宣導禁止年齡歧視和全齡勞動價值。   

  3.健康促進和產業發展面向 

    工作年齡人口的健康關係經濟生產和國家競爭力，建議政策從高齡者個人、

企業面鼓勵維繫健康，例如結合健康動能的激勵誘因、鼓勵大型企業提供延後退

休員工健康檢查等；同時發展大健康相關產業以滿足超高齡社會勞動人口的需

求，建議政策加速發展智慧健康醫療照護，讓科技輔助個人健康促進和減輕照顧

人力負擔，提供有工作能力但基於家庭照顧因素被動退離職場者能夠得到市場和

社會支持。  

  4.就業安全和年金保障面向 

    為協助勞工能夠在延長工作時間的每個工作轉銜或收入空窗期，提升未來工

作技能並獲得就業安全體系的保障，建議政策從勞工、企業面鼓勵數位技能進

修。同時，基於促進高齡就業、鼓勵延後退休的考量，對於現有勞保年金機制的

政策建議，可考量放寬勞保再加保規定（含就業保險）和遞延增加展延年金的領

取額度等經濟誘因，並啟動勞保年金財務改革進程，讓青銀世代共享永續的退休

制度。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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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緣起 

近年來因為嬰兒潮世代逐漸步入退休生活，探討「老年生活」的電影也特別

的多，像是描寫高齡者追求人生夢想，完成人生清單的《一路玩到掛》，或是學

習面對自己失智問題的《我想念我自己》，又或是展現銀色智慧再次投身職場的

《高年級實習生》，都引起許多銀髮族或即將進入銀髮族族群的回響與共鳴。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結構轉變」攸關國家整體經濟社會

發展。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的報告顯示，在高齡化與少子化

兩大趨勢影響下，2020 年臺灣人口總數已經開始負成長，並且將在 2025 年進入

「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2025 年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接

近超高齡國家。預估到 2036 年進入老年人口比達 28.3％的極高齡（ultra-aged）

國家的行列，老年占比結構不斷提升的狀況，不僅帶來大量的醫療與長照需求，

對社會福利也帶來巨大的負擔，同時也對產業興衰，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牽動

整體國家的發展。 

舉例而言，以經濟面來說，在人口負成長、人口紅利不再、勞動力持續減少

的衝擊下，國家未來稅收勢必受到影響，加上高齡化，社會福利及醫療支出勢必

大幅提高，也將排擠政府未來重大建設的支出比例，更不利於國家長遠的成長與

發展。 

若比較主要國家在中高齡與高齡的勞動參與率發現，我國在 45~49 歲的勞動

參與率還算是中等水準，但 50 歲以上的勞動力過早離開勞動市場，導致中高齡

勞動力較主要國家為低，因此我國於 2020 年底發布《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並訂定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或退休再就業措施，希望能有效提升中

高齡及高齡者勞參率。 

而除了勞動力的議題之外，就先進國家之經驗，以日本為例，伴隨高齡少子

的交互衝擊下，總人口數開始減少，影響所及，不僅內需市場日益蕭條，所產生

的問題包括：產業技術無人傳承，新興技術吸收力弱化，以品質聞名世界的日本

知名企業，近年來頻頻產生產品瑕疵。 

此外，由於少子化造成的勞動力不足，投資停滯，儲蓄也開始下降，其結果

是政府財政窘迫，民間的景氣持續低迷，地方鄉鎮的中心市街也因而喪失活力，

地方治理與社會功能下降，瀕臨破產的鄉鎮不斷增加。以上的問題又促使生育率

進一步下降，人口減少的惡性循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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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民眾個人而言，過去面對傳統的三階段人生，亦即第一階段受教育求學

裝備自己，第二階段全心投入工作並累積財富，第三階段則是退休的人生規劃（包

含生活及財務規劃）。這樣的人生三階段規劃對於嬰兒潮世代，甚至更早的高齡

族群而言，由於退休年紀與平均壽命之差距並不會太長，因此還算可以符合其原

先之規劃。但在高齡化趨勢下，未來長命百歲將不再稀有，退休之後將有不短的

日子需要過活，原有之財務規劃是否能因應與我們父執輩截然不同的第三階段人

生，如何讓眾多的高齡人口能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不僅民眾關心，政府也責無

旁貸。 

基本上，我國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已日趨嚴重，且將陸續在未來的地方財

政、產業發展、消費能力、土地利用、社會福利等多方面衍生許多問題，的確需

要政府部門給予必要的重視，並進行跨部會的協調，儘早研擬相關因應策略。 

而面對人口結構老化逐漸顯現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目前世界各國的對策多從

「老人、女人、移民、科技化」來著手。隨著醫療科技日新月異，人們的平均壽

命也在逐年延長，正所謂「sixty is the new forty(60 歲只是中年)」，現在很多 60

歲資深公民和年長一輩的高齡者相比，不僅筋骨強健、耳聰目明，教育水準也比

以往高出許多，退休後長達 15~20 年、甚至 30 年的歲月，也足以開創出不同凡

響的第二事業曲線。 

因此，「退休」除了可說是工作生涯的第二人生終點，也可說是開創絢爛第

三人生的起點。現行規制訂有法定退休年齡，倘若一成不變，將造成許多寶貴人

力資源的浪費，對國家整體發展損失巨大。是以「法定退休年齡」的確到了亟需

重新檢視與調整的時刻。 

整體而言，延後退休除了個人可以持續貢獻社會、提升成就感之外，也能增

加個人收入及緩解產業界人力不足問題，許多國家紛紛提出延後法定退休或延後

提領退休金的年齡以因應高齡化所帶來的衝擊。以亞洲鄰近國家而言，例如日本

政府 2020 年 5 月修法放寬提領退休金年齡，年滿 65 歲退休資格者最晚可延至 75

歲再領取退休金（月退金將可增加 84%），2021 年更制定將退休年齡延後到 70

歲的修正案；而新加坡也於 2020 年宣布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退休後在

原服務機構接受回聘年齡上限則從 67 歲提高至 70 歲；其他諸如德國、英國、法

國等歐洲國家，亦有類似延後法定退休年齡的做法。 

各國除了研擬延後退休政策之外，也陸續訂定促進高齡就業、消弭年齡歧視

的中高齡相關專法，如日本 2020 年 2 月通過《高齡者僱用安定法》，倡議「百

歲人生時代」的來臨，推動「終生勞動制」，大舉顛覆人們對於「退休」的想像。

而德國 2016 年通過《彈性退休金法案》，幫助高齡勞動力可以最符合個人需求

的方式從職場過渡到正式退休。然而，想推動退休制度的革新，也不是一條容易

的路，除了訂定專法外，也有國家（如法國）在推動退休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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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全國性大規模的罷工活動而作罷，政府最終不得不讓步，宣告放棄「至 2027

年將退休基準年齡由目前的 62 歲調高至 64 歲」的計畫；不過剛當選連任的總統

馬克宏於 2022 年 3 月競選時有承諾，總統大選若連任，將把法定退休年齡從 62

提高到 65 歲、並鬆綁勞動市場規定，盼藉政策改革博得選民支持。由於馬克宏

已再度當選，此一政策將有機會付諸施行。 

二、人口結構老化下的工作與退休 

    1999 年全球高齡人口達到 7%占比，聯合國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做為國際老人年的口號，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 延伸此老化概念，促使老年

人口延長健康壽命、促進社會參與、建構經濟安全的過程和目標。2002 年於西班

牙馬德里召開的國際高齡化行動計畫會議，為探討人口老化可能面臨的政策環

境，建議各國關注人口高齡化情形，並著力「活躍老化」政策與融入「社會投資」

思維，調整相關策略以建立機會均等的社會。歐盟國家強調平等參與的機會可涵

蓋經濟性和社會性的參與。所謂經濟性社會參與，是指透過相關政策的協助，使

屆齡退休的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得以持續或重回經濟性、有酬就業的社會參與；而

社會性參與則為藉由定期參與有興趣的活動，以維持一定程度的人際網絡，藉以

得到身心健康的生涯發展（石泱，2010；林宏陽，2020）。 

無論是什麼型態的參與機會，都是為了活躍老化的社會，要能成功老化，需

要有完善的資源和包括社會安全、教育、勞動、經濟等政策為支持基礎；要能生

產老化（productive aging），才能支持社會經濟的動能、確保個人晚年經濟安全

和生活品質。 

(一)退休與年金制度的關係 

「退休」一般是指職業勞動的結束，主要是因為年齡、生理或其他因素，是

19 世紀工業化社會的勞動制度。除了一般勞工身分的勞動者，特定職業亦有其特

殊的退休稱謂和要件，例如軍人符合年資退伍；而公務人員亦有其特別的員額預

算和退休規定，一方面確保其忠誠廉潔、另方面維持機關新陳代謝，超過法定年

齡的職員即須退休。由於法定年齡不等於生理年齡，高齡並不代表不能勝任工

作，部分專業性職業則是採取其他退場機制取代年齡規範，例如醫師、律師、法

官等。 

德國 19 世紀俾斯麥首相實行國家僱用制度，僱員退休時由政府發放養老金，

1916 年起將退休年齡由 70 歲降至 65 歲；日本企業早期亦有終身僱用制度，為確

保優秀的職人從學徒時期到成熟技工均能留在企業所用，或是優秀大學生在畢業

前即爭取大企業的進用，得以享有終身受僱的保障，以升等、加薪或退休金保障

留住人才；惟當產業結構逐漸從輕工業發展為重工業取向，人力市場需要大量具

備豐富經驗的職工遂盛行人才挖角，而社會經濟面臨過 1990 年代泡沫經濟，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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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著無法負荷人力成本的中小型企業，一些新興非典型工作型態如約聘、派遣等

愈來愈多。 

    二次世界大戰後，已開發國家人口普遍進入高齡化社會，為穩定勞動供給和

平衡社會安全收支，以保險和年金形式發放退休養老金或老年年金，20 世紀中葉

以來，因為平均壽命大幅提高導致年金財務面臨巨大財政壓力，各國紛紛加速改

革年金財務，改革之道主要為調高費率、延長保險年資、調降年金給付等面向。

而工作年齡即是年金制度支付的重要基礎，如以 25~65 歲做為工作投保的年資，

在符合領取國家年金年齡或資格者即可申請，工作愈久、活得愈長，年金領得愈

多。由於歐美國家高齡化進程較早、且健康壽命延長，多數已在進行年金漸進式

改革計畫，並逐年將老年年金的年齡資格由 65歲延後至 67~68歲（約於 2026~2039

年間完成），例如已規劃 67 歲進程的國家：冰島和挪威（無性別差異）、以色

列（男性 67 歲、女性 62 歲）。未來也將連動其國民的工作和退休規劃。 

即使年金制度做為現代社會經濟安全的重要設計，為讓被保險人免於失能和

晚年時經濟不虞匱乏，幫助降低不健康、沒收入的風險外，也是個人生命週期所

得分配的一種塑造；而從政府的角色，則是思索如何以政策工具達成所得重分配

和改善老年貧窮。由於年金往往是弱勢勞工在年老後主要經濟來源，甚至是唯一

收入，一旦年金給付不足，離開職場就形同落入貧窮，更何況工作收入早就不能

維持其生活不虞匱乏，許多勞動者預期退休後所得偏低而必須繼續工作獲取收

入。因此年金貧窮 pensioner poverty 或是工作貧窮 working poor 的現象，已是各

國需要面對的經濟和社會課題（詹火生、林建成，2012）。包括排除中高齡者繼

續工作的障礙，例如禁止就業的年齡歧視、建構適合友善的職場環境等；也有許

多延緩中高齡太早退休的機制，例如漸進式退休、重回職場的年資銜接、延後請

領退休給付等。 

由於領取年金者或是達到退休年齡者可以繼續有酬工作、不一定退出勞動市

場，年金年齡或法定退休年齡並未能反映「實際退休年齡」。OECD 為推動延後

退休並促進中高齡就業，定期蒐集各國勞動資料運用各年齡組世代勞參率的變

動，由退出勞動市場就業者的年齡推估實際退休年齡，提供國際比較分析的基

準，因此另有退離勞動市場的年齡統計，利用特定年齡如 40 歲以上離開勞動市

場的人口來定義退休人口（楊玉如、王雅雲，2015）。大部分國家大於法定領取

年金的年齡，兩者差距已隨年金制度改革有趨近趨勢，大約有 2~4 歲的落差。例

如日本 2020 年領取年金年齡 65 歲（兩性），而男性 2015~2020 年平均退離勞動

市場年齡 68.2 歲、女性為 66.7 歲，兩性退休年齡均居 OECD 國家之首；而南韓

領取年金年齡 62 歲，2015~2020 年男性平均退離年齡 65.7 歲、女性 64.9 歲，排

居第 5~9 名。我國領取年金年齡亦為 62 歲，2015~2020 年男性平均退離年齡 64.3

歲、女性 61.4 歲；2016~2021 年男性平均退離年齡 64.4 歲、女性 60.4 歲（勞動

部國際勞動統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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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OECD 主要國家 2015~2020 年退休年齡 

領取年金年齡 

（2020 年） 

國家 退離勞動市場年齡 

（2015~2020 年平均） 

65 歲以上   

67 歲 冰島、以色列、挪威 冰  島：男 66 歲、女 63.5 歲 

以色列：男 65.4 歲、女 64.8 歲 

挪  威：男 64.9 歲、女 63.1 歲 

  66.3 歲 荷蘭 男 63.9 歲、女 62.8 歲 

66 歲 美國、澳洲、英國、愛爾蘭 例如美國：男 64.9 歲、女 64.7 歲 

英國：男 63.7 歲、女 63.2 歲 

  65.3~65.7 歲 德國、丹麥、葡萄牙 例如德國：男 63.1 歲、女 63.2 歲 

65 歲及以下   

  65 歲 日本、紐西蘭、墨西哥、瑞典、

瑞士、智利、加拿大、芬蘭、

奧地利、西班牙、比利時 

例如日本：男 68.2 歲、女 66.7 歲 

    瑞典：男 65.8 歲、女 64.9 歲 

    芬蘭：男 63 歲、女 63.6 歲 

  62 歲 中華民國 男 64.3 歲、女 61.4 歲 

  52~64.5 歲 匈牙利、法國、拉脫維亞、哥

倫比亞、南韓、立陶宛、哥斯

大黎加、捷克、愛沙尼亞、斯

洛伐克、義大利、盧森堡、斯

洛維尼亞、希臘、土耳其 

例如法國：男 60.4 歲、女 60.9 歲 

    南韓：男 65.7 歲、女 64.9 歲 

說明：我國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齡依 OECD 估計方法自行估算。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網頁，2022 

因此固定退休年齡的概念起源於 19、20 世紀，是工業社會的產物。目前大

部分已開發國家有系統的提供勞工老年退休時可領取退休金，保障晚年生活所需

的經濟安全，財源多來自於雇主或國家的補助，在很多社會，個人的退休被視為

是勞工的權利。由國家補助財源的退休金，目的是為解決國民老年生活問題，避

免產生貧窮，大部分多採社會保險制度，如我國勞工保險條例老年給付、公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國民年金老年給付等。 

而市場上由雇主負擔財源的退休金，一般稱職業退休金，需符合雇主預先與

受僱人約定可領取退休金的資格條件、退休金計算及給付方式的制度。大部分國

家對於職業退休金的規定，除公部門是強制性規定外，私部門大多由企業自行訂

定；惟我國對於私部門的職業退休金，採取以立法強制企業給付職業退休金責

任，屬於特例（賴彥亨，2008）。  

(二)我國的退休年齡與勞動法制 

    各國退休制度及退休金給與方式不同，加上不同職業（例如公務人員、勞工、

教師等）的退休年齡難以有一致的定義。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發展為以工業、服務

業為主的型態，從業者除雇主/經營者/委任經理人、特定不適用各業工作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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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機構組織、家事服務業和未分類的餐飲業外，幾乎一切勞雇關係均已適用《勞

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勞保被保險人身分 1,032.7 萬人（2022 年 7 月

止）即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2,003.1 萬人）51.6%占比，因此本議題研究聚焦探

討產業勞動者的工作和退休年齡。 

在勞動法制面，可分為自請退休與強制退休兩種，自請退休是指個人在組織

內達到一定年資與年齡時，可依自願選擇退休；強制退休則指個人在組織內達到

一定年限，因某些因素（如年齡已高、失能或精神耗弱等）不能勝任工作，組織

可強制要求其辦理退休，目的是考量年齡的增長與工作能力的適任度成反比，保

護退休者的身心狀況，亦顧及組織的新陳代謝的設計。一般而言，強制退休年齡

規定在某些危勞艱困性工作（如特殊軍種軍人、潛水員等）、需要高度體能或心

理技巧（如飛行員）等某些特定職業仍有其必要性（賴彥亨，2008）。 

我國現行退休年齡主要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和《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可分為： 

(1)強制退休年齡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年滿 65 歲者。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勞工如擔任具有危險性、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得由事業單位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年齡，但不得少於 55 歲。例如高壓室內

作業、潛水作業工作者。 

(2)自請退休年齡 

 (凡符合自請退休要件者，勞工有權隨時請求退休) 

 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 

 工作 25 年以上者。 

 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 

(3)領取年金年齡 

  勞工退休新制得領月退金休年齡為 60 歲。 

 勞保老年年金法定請領年齡自 2009~2017 年為 60 歲，2018 年提高為

61 歲，2020 年提高為 62 歲，2022 年提高為 63 歲，2024 年提高為

64 歲，2026 年以後為 65 歲。 

我國退休年齡歷經不同時代背景和立法思維。「強制退休」規定於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該條文的立法宗旨，係為兼顧憲法對於勞工工作權的保障、和事業

單位人事的新陳代謝，爰有強制退休之限制。惟勞基法所定強制退休要件，原意

係為保障工作權，即勞工非年滿強制退休要件，雇主非有勞基法第 11 條資遣或

12 條解僱之事由，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而勞工年滿強制退休要件時，亦非應

即退休。2008 年修法將強制退休年齡 60 歲修訂為 65 歲（與公務員退休年齡同

步），主要為因應當時人口結構調整，國民平均壽命已 76 歲、且勞動人口年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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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趨勢，宜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降低少子化對勞動力減少的衝擊；但未

同時調整自請退休的規定。 

依經濟部資料，當時企業約 126 萬家，平均經營壽命達 15 年者僅占全體企

業的 29.65%，除國營事業及公職單位外，多數勞工要符合勞基法舊制所定之退休

實為困難。2005 年 7 月 1 日起開辦的勞退新制，規範年資可不受同一事業單位之

限制，但亦受勞基法強制退休規定的規範；因此主管機關建議年齡接近原強制退

休規範（60 歲）者選擇原制度，基於尊重勞工退休權利及意願，2009 年 3 月增

修第 53 修第 3 款「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得自請退休。 

目前我國受僱人口的法定年金制度，主要可分為公共年金保險和職業年金兩

層，並以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公教保險老年年金兩大類為主，加上國民年金，構

成我國高齡人口經濟安全制度的主要內容。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1. 1、我國多層次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示意圖 

以 2009 年開辦的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為例，為了保障即將可以領取老年給付

退休勞工的權益，遂設計從 60 歲即可以開始領取，但也在修訂的勞保條例上設

計延後領取的制度；而 15~16 年後所有投保勞工必須在 65 歲才能開始領取「老

年年金」，讓我國的勞工保險制度既能與 2008 年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整合，同時

也能與國際制度接軌。勞保老年給付在 2026 年即以 65 歲為領取勞工年金的年

齡，屆時如要在 60 歲退休，仍可依法申領「減給年金」，其金額每年減少 4%，

最多 5 年減給 20%；但也可以延後到 70 歲申請「展延年金」，5 年最多增給 20%。

然而勞工擔心未來勞保年金縮水的疑慮，如何有效投資管理龐大的勞保基金，維

持其年收益率不低於通貨膨脹水準，才可以縮短勞保財務的可能缺口。至於如何

節流對策，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包括延後退休年齡到 67 歲，或是調降社會保

險年金給付的水準等策略（詹火生，2012）。 

綜此，國內對於勞工退休年齡的統計主要有 2 項，一為離退的年齡，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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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計總處對於事業單位辦理的受僱員工動向調查，二為請領老年給付的年齡，

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和退休金統計。前項調查界定的退休，是指員工年齡或年資符

合企業場所認定或法定的退休條件而請領退休金離職者，但不表示員工從此退出

勞動市場，最近的調查 2016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平均退休（出）年齡為 58.6

歲，而 2020 年退休（出）人數近 5 年均逾 10 萬人。 

後項請領老年給付的統計，由於屆齡退休者可能因為經濟或勞保財務等因

素，先請領老年給付後再繼續從事有酬工作，或從事志願性無酬的社會參與，因

此我國請領老年給付的平均年齡較低齡，2009 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平均為 63.5

歲，而 2021 年平均 61.2 歲。似乎不受年金開辦（活愈久領愈長）和鼓勵就業政

策的影響，可能與對於勞保年金財務沒有信心較有關連。2009 年開辦勞保年金以

來，領取老年年金者已有 149.3 萬人，而領取老年一次金者累計 149.8 萬人，合

計有 299 萬名勞工領取老年給付。再依 2022 年 7 月申領老年年金 155.5 萬人觀察，

以 65~69 歲占 41.9%最多，其次為 60~64 歲占 30%。而被保險人於退保前的行業

分布，以製造業占 31.4%最多，其次為營建工程、批發零售和其他服務業。如果

這些退休者能夠續留職場貢獻經驗，應能有助相關產業人力資源的發展。  

表 1. 2、我國各類社會保險老年給付領取人數(2009~2021 年) 

年金制度 勞工保險 公教保險 國民年金 

類型 年金 一次金 年金+一次金 年金 

2009 年 65,632 153,058 12,897 108,241 

2010 年 118,502 88,431 16,333 188,853 

2011 年 188,716 85,334 17,365 271,698 

2012 年 318,973 157,794 17,989 365,483 

2013 年 497,373 144,809 16,896 466,600 

2014 年 614,960 97,467 18,029 571,334 

2015 年 731,428 102,899 22,954 675,649 

2016 年 884,481 114,535 20,356 791,022 

2017 年 1,041,873 134,998 16,788 901,854 

2018 年 1,165,766 108,933 14,638 1,007,715 

2019 年 1,273,387 110,676 15,252 1,102,473 

2020 年 1,397,302 105,866 13,335 1,189,171 

2021 年 1,492,650 93,646 13,601 1,262,536 

   說明：1.各年度各制度領取人數，年金以當年度年底領取人數，一次金為當年度領

取人數  

       2.公教保險 2013 年以前為一次領取人數，2014 年起加計年金領取人數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6；勞工保險局網頁，2022 

此外勞動部為了解勞動者的工作、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及職涯規劃情況和需

求，定期以參加勞保的本國籍勞工為調查對象進行「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2021 年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 61.3 歲，較 2020 年少 0.3 歲，而退休後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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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以勞保老年給付及勞退金 69.4%占比居多。這與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所需的

社會人力資本準備並未相符，也和國際社會的勞動趨勢隨年齡增加工作愈久、和

年金制度隨勞動人口的減少必須調降所得替代水準，有很大的落差，在工作與退

休的價值觀仍有進取的空間。 

我國退休年齡相較國際趨勢相對年輕，亦與 65 歲強制退休年齡有一段距離，

如從國家人力資源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來看，均有必要研議防止。中高齡勞工的

提早退休，與勞動市場主客觀環境有關，這些環境因素互為影響和層層相扣。客

觀環境因素包括：職場（友善或敵意）是否足以吸引勞動者續留、資訊或科技工

具使用的熟練度、退休金制度（確定給付或確定提撥）、其他構成提早退休的經

濟誘因等；而主觀環境因素，則主要與勞動者本身健康狀況、職場技術或能力、

職場升遷的自我期許、退休生涯規劃、退休所得是否足以支應生活所需等（楊通

軒，2015）。 

三、章節架構安排 

本研究專題將以六個章節進行探討與分析： 

第一章 緒論。闡述本研究的背景緣起、課題重要性，以及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 人口結構老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透過全球及臺灣人口結構轉變及勞動

力老化的現況與趨勢的解析，瞭解當前課題的嚴重性，並分析對經濟與社會

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及可能解方。 

第三章 主要國家延後退休年齡策略背景研析。係透過其他人口課題先進國（日

本、韓國、新加坡、芬蘭、德國、瑞典、荷蘭、法國、英國、美國等 10 國）

的借鏡，解析推動延後退休政策時的人口與勞動力高齡化之情形，分析延後

退休年齡的相關政策及配套做法，以及該政策推行對勞動參與、經濟和產業

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第四章 從國際經驗論我國延後退休年齡之可能影響。考量退休政策的制定，需

權衡國情、人口結構、產業現況、現行體制等多元面向，展望可能趨勢變化

進行研議，借鏡前一章解析之背景、政策內容及影響，推敲我國若施行延後

退休，可能產生的正負面議題。同時簡述我國人口、產業、勞參等相關之政

策背景與課題，再從主要國家的經驗中評估延後退休對於我國經濟、社會、

產業、廠商或個人等產生的影響與借鏡之處。 

第五章 我國延後退休相關層面之實務探討。就延後退休年齡可能產生的實務問

題，透過座談會和深度訪談方式，蒐集相關政府單位、產業團體及公協會、

廠商及專家學者對於延後退休可能產生的問題、挑戰及可行措施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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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延後退休之政策及配套建議。從政策主體到配套措施等面向，就政

策法規面、社會面、產業面和個人等面向，提出在國際延後退休年齡趨勢下，

我國可能的做法與建議。 

小結 

面對人口結構老化這個全球都需面對的課題，各國政府都已紛紛展開探討並

進行相關的政策規劃與調適。面對超高齡社會需要倡議終身勞動價值（employee 

lifetime value），中高齡者可以透過各種形式的就業、志願服務、家人照顧等多

元途徑持續參與社會生活，貢獻社會，也獲得相對適足的報酬。本研究研討的「延

後退休年齡」，主要是基於超高齡社會的人口與勞動政策趨勢，也與產業競爭力

和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就國內法制上則涉及《勞動基準法》對於各行各業的

退休年齡，和《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工保險條例》對於符合事業單位退休年

齡和老年給付請領年齡要件。 

為能深入進行相關議題探討，本研究專題將聚焦在「延後退休年齡之機會與

挑戰」，期能藉由分析各國的政策與實務經驗，考量我國社會經濟的現況，探索

延後退休年齡對我國社經發展的可能效益與影響。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

進法》立法並自 2020 年實施即將滿 2 年，主要先以增進中高齡者和高齡者的勞

動參與、鼓勵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建構友善高齡就業環境為施政目標下，希望

藉此提供政府作為延後退休年齡政策規劃與施行的參考，以維繫產業勞動力，奠

定經濟永續發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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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口結構老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全球人口正在急速老化，除呈現區域與性別的差異，並對產經及社會產生影

響。本章將分別探討全球與臺灣人口結構老化與勞動力高齡化的現況與趨勢、人

類長壽與老化可能引發的社會及產業經濟議題，並就勞動力短缺的狀況提出可能

的解決方向。 

一、人口結構老化與勞動力高齡化趨勢 

(一)全球與臺灣的現況與趨勢 

1.全球 

人口結構從 19 世紀後期「多生多死」的金字塔型，逐漸轉變為「多生少死」，

又更進一步轉變為「少生多死」的倒金字塔型結構，早年因為衛生條件不佳、營

養不良、醫療衛生體系不完善，造成兒童存活率低的情形，也因為營養、科技的

進步，推動社會與經濟發展，改善了醫療保健體系，更好的營養、公共衛生設施、

潔淨的飲用水，讓更多的兒童能存活下來，人們也更為長壽，使得人口總數增加。 

2008 年《世界又平又熱又擠》一書的問世，掀起一波波討論的熱潮，當時全

球已有 67 億人，美國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語重心長的提

醒世人，地球環境惡化的程度，遠比我們所理解的更為嚴重；而聯合國經濟和社

會事務部發表《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提及 2022 年 11 月人口已突破 80 億（圖

2.1），世界確實越來越擁擠。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1 月 

圖 2. 1、全球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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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避孕藥的發明與普及、教育、勞動參與，讓女性自我意識崛起，也更

能決定自己的生育及生活，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少生孩子。在前述長壽及

少子的影響下，人口結構亦逐漸老化。2011 年泰德．費雪曼（Ted C. Fishman）

出版了《當世界又老又窮》，更加深刻的描繪全球大多數地區都會人口都正在老

化的事實，個人、企業、社會與國家都無法迴避這波人口海嘯的襲擊。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資料顯示，目前全球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比已超

過 10%（圖 2.2），其中高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為歐洲，歐洲同時也是最早開始

高齡化的地區。同樣引述聯合國資料庫所做的《2022 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2022）進行長期推估分析，綜觀 2022~2050 年 65 歲以上高齡

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變化，預計到 2050 年時，每 6 個人當中就有 1 位超過 65 歲

以上(占 16.4%)，宣告「全球將處於高齡社會」（表 2.1），其中歐洲和北美、東

亞和東南亞、紐澳地區人口老化的情形又更形嚴重。 

另一方面，人均預期壽命也從 1990 年的 64 歲延長至 2021 年的 71 歲，2050

年時可望增至 77.2 歲（表 2.2），而且女性又較男性更長壽，社經發展發達的地

區又更勝於落後地區。因此人們的長壽化呈現出性別及區域性的顯著差異，牽動

著勞動市場的轉變，蘊藏著勞動力短缺與老化的隱憂。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22 

圖 2. 2、2022 年全球人口結構與 65 歲以上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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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區域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2022 年 2030 年 2050 年 

全球  9.7 11.7 16.4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  3.3  4.7 

北非和西亞  5.5  7.0 12.5 

中亞和南亞  6.4  8.1 13.4 

東亞和東南亞 12.7 16.3 25.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9.1 11.5 18.8 

澳洲/紐西蘭 16.6 19.4 23.7 

大洋洲  3.9  5.1  8.2 

歐洲和北美 18.7 22.0 26.9 

資料來源：聯合國(2022)，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9 月 

 

表 2. 2、全球預期壽命推估 

單位：歲 

區域 
1990 年 2021 年 2050 年 

男性 女性 全體 男性 女性 全體 男性 女性 全體 

全球 61.5 66.5 64.0 68.4 73.8 71.0 74.8 79.8 77.2 

撒哈拉以南非洲 47.3 51.2 49.2 57.8 61.6 59.7 64.3 69.1 66.7 

北非和西亞 61.7 67.0 64.3 69.7 74.8 72.1 76.0 80.8 78.3 

中亞和南亞 58.1 59.9 58.9 65.9 69.6 67.7 74.9 79.4 77.1 

東亞和東南亞 65.6 70.7 68.1 73.6 79.6 76.5 79.4 84.1 81.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4.6 70.9 67.7 68.8 75.8 72.2 78.1 83.1 80.6 

澳洲/紐西蘭 83.7 79.8 76.8 82.7 85.6 84.2 85.4 88.6 87.0 

大洋洲 60.3 65.5 62.5 64.6 70.1 67.1 68.4 74.9 71.6 

歐洲和北美 69.7 77.4 73.6 73.9 80.4 77.2 81.6 86.1 83.8 

資料來源：聯合國(2022)，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9 月 

目前大多數 OECD 國家，其人口年齡中位數為 40 歲以上（圖 2.3），2050

年將達 45 歲以上。由於歐美國家人口過去高齡化的步伐較為快速，日本、義大

利、德國的年齡中位數已達 46 歲或以上（2018 年），墨西哥、以色列、土耳其

則相對年輕，年齡中位數低於 33 歲（2018 年）。而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年齡中

位數增幅最大的國家是韓國，由 2018 年的 43 歲成長至 2050 年為 56 歲，人口大

國之一的中國，2050 年的年齡中位數也將達到 4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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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Library 

圖 2. 3、2018~2050 年 OECD 各國人口年齡中位數 

不僅人口結構高齡化呈現區域差異，勞動力的年齡中位數也呈現出區域差

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研究資料顯示，

2019 年歐洲和中亞地區的勞動力年齡中位數相對較年長，男性 41 歲、女性 41.8

歲，非洲的勞動力年齡中位數較為年輕，男性 34.4 歲、女性 33.9 歲（圖 2.4）。 

所謂的年齡中位數，係指若依照年齡大小排序，居於中間的那個年齡，意即

有一半的人口在年齡中位數以上。若進一步檢視 2000~2030 年的年齡中位數變

化，則會發現圖 2.5 的曲線呈現左下往右上延伸的增長趨勢，就連勞動力年齡中

位數最為年輕的非洲也持續攀升，其中亞太地區年齡中位數增長幅度最為迅速。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圖 2. 4、2019 年全球各地區勞動力年齡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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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圖 2. 5、2000~2030 年全球勞動力年齡中位數趨勢 

2.臺灣 

儘管這兩年全球人口總數因遭遇新冠肺炎衝擊而受影響，但對臺灣而言影響

不大。2021 年底臺灣人口總數為 2,337 萬人，其中人口最多的縣市是新北市，突

破 400 萬人。若以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比來看，已達 16.85%超過「高齡社會」

標準的 14%，將近每 6 個人當中就有 1 位是高齡者，而高齡化較為嚴重的地區為

嘉義縣（21.10%）、臺北市（19.97%）、雲林縣（19.7%）、南投縣（19.45%）

等縣市（圖 2.6、表 2.3）。 

 

 

資料來源：國發會、內政部，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2. 6、我國各年齡組人口占比和高齡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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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我國各縣市高齡人口占比(2021 年底) 

縣市別 總計 65 歲以上總計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 

新北市  4,008,113  649,938 16.22% 

臺北市  2,524,393  504,106 19.97% 

桃園市  2,272,391  309,040 13.60% 

臺中市  2,813,490  404,949 14.39% 

臺南市  1,862,059  322,206 17.30% 

高雄市  2,744,691  481,439 17.54% 

宜蘭縣    450,692   81,088 17.99% 

新竹縣    575,580   76,664 13.32% 

苗栗縣    538,178   95,729 17.79% 

彰化縣  1,255,330  218,477 17.40% 

南投縣    484,897   94,290 19.45% 

雲林縣    670,132  132,022 19.70% 

嘉義縣    493,316  104,113 21.10% 

屏東縣    804,440  151,173 18.79% 

臺東縣    213,386   38,726 18.15% 

花蓮縣    321,358   58,813 18.30% 

澎湖縣    106,340   18,823 17.70% 

基隆市    363,977   67,246 18.48% 

新竹市    452,640   61,570 13.60% 

嘉義市    264,727   44,992 17.00% 

金門縣    141,539   21,806 15.41% 

連江縣     13,645    1,823 13.36% 

總計 23,375,314 3,939,033 16.8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臺灣在 1960 年的人口結構呈現寬底、尖頂的「金字塔型」，20 歲以下人口

比例超過半數人口，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醫療保健體系逐步完善後，更多的兒童

能健康成長，青壯年人口逐漸成為人口最大宗的年齡層，也是勞動力供給的主

力。但從人口總數變化可知，全臺人口總數於 2019 年達最高峰 2,360 萬人，但因

人口快速老化，使死亡數快速擴張，未來人口減少速度將日益增快，人口開始負

成長，預期到 2070 年人口數將降為 1,449~1,716 萬人，約為 2020 年的 6~7 成，

2070 年轉變為「倒金字塔型」（圖 2.7），社會負擔將更為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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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圖 2. 7、我國人口金字塔變遷 

我國 1960 年總生育率 5.8 人，至 2020 年降為 0.99 人（圖 2.8），遠低於人

口結構替代生育水準的 2.1 人；所謂的「人口結構替代生育水準」，係指為維持

人口長期不增不減時應有的生育數。於此同時，預期壽命也由 1990 年的 64.2 歲，

2050 年成長為 77.1 歲（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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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圖 2. 8、1960~2070 年我國總生育數變化與推估 

 

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圖 2. 9、1960~2070 年我國零歲平均餘命變化與推估 

在「生育率下降＋平均壽命延長」雙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全國各縣市人口也

出現急遽的變化，20 年來各縣市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比例變化從 8.8%倍數增長為

16.9%。2001 年時全國最老的前 3 名縣市為澎湖縣（14.29%）、金門縣（13.13%）、

雲林縣（11.99%）（圖 2.10、表 2.4），2021 年時人口最老的前 3 名縣市為臺北

市（19.97%）、雲林縣（19.70%）、南投縣（19.45%），占比增幅最大的縣市，

則分別是臺北市（+10%）、新北市（+9.8%）、高雄市（+9.6%），儘管上述三

都為全臺經濟重鎮，也是商業活動、社會與教育資源相對較為豐富的地區，其所

面臨人口高齡化的挑戰也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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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2. 10、2001 與 2021 年各縣市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變化 

表 2. 4、2001 與 2021 年各縣市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 

縣市別 2001 年 2021 年 縣市別 2001 年 2021 年 

新竹縣  9.91% 13.32% 澎湖縣 14.29% 17.70% 

連江縣  9.30% 13.36% 苗栗縣 11.21% 17.79% 

桃園市  7.49% 13.60% 宜蘭縣 10.49% 17.99% 

新竹市  8.50% 13.60% 臺東縣 11.40% 18.15% 

臺中市  7.04% 14.39% 花蓮縣 10.83% 18.30% 

金門縣 13.13% 15.41% 基隆市  9.06% 18.48% 

新北市  6.44% 16.22% 屏東縣 10.25% 18.79% 

全臺  8.80% 16.90% 南投縣 10.90% 19.45% 

嘉義市  8.85% 17.00% 雲林縣 11.99% 19.70% 

臺南市  9.76% 17.30% 臺北市  9.94% 19.97% 

彰化縣  9.73% 17.40% 嘉義縣 12.75% 21.10% 

高雄市  7.91% 17.5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伴隨著人口老化，臺灣勞動力高齡化的情形也逐漸顯現，從勞動部勞動統計

資料顯示 1978~2022 年間勞動力年齡中位數從原本的 32.31 歲，在 2012 年突破

40 歲關卡，2022 年已達 42.04 歲（圖 2.11），呈現勞動力逐步老化的情形。然而

從勞動參與率的變化中也可發現，近 40 年來全體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幅度不大，

維持在 56.76~60.14%之間徘徊（圖 2.12），但是男性的勞動參與率緩步降低

（76.36%67.17%），女性則呈現緩步上升的情形（39.2%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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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2. 11、我國 1978~2022 年勞動力年齡中位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2. 12、我國 1980~2020 年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簡稱勞參率）是一種用來衡量人

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係指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參與勞動的比率，

而勞動力是就業者與失業者相加之總和。儘管當前的勞動參與率看似維持在一定

的水準，近 40 年來的變化不大，但由於勞動力逐漸老化，中壯年比率逐漸增加，

在可預見的未來非勞動力（退休人士）也將會大幅增加，若欲維繫甚或是提升勞

動參與率，勢必會更加的困難。因此在少子高齡的趨勢下，若欲提升國人勞參率

及勞動生產力，讓女性投入職場、高齡者延後退休或重回職場，透過勞動力素質

的提升，工作環境活用科技化、自動化的輔助，是目前政府正在努力推動的政策

方向（圖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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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武裝勞動力與監管人口（指現役軍人、受刑人）為非民間人口，於本圖歸類不找工

作；而因故身心障礙無法工作者被歸為無法工作。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22 年 5 月 

圖 2. 13、勞動力分類、問題與對策示意圖 

(二)錯綜複雜的老化與長壽議題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為幫助人們展望未來，瞭解

與釐清諸多當今社會挑戰之間的複雜關係，讓產業、區域、國家、全球議題之間

的相互關聯與影響能更加容易被理解與認知，自 2017 年 11 月發表一系列「轉型

路線圖」（Transformation Maps），透過匯集大學、智庫機構、國際組織的觀點，

以網路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科技等技術的整合運算，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 

負責彙整「老化與長壽」轉型路線地圖的史丹福長壽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以「新生活地圖 (A New Map of Life）」為構思，研究如何改變教

育的本質，重新塑造工作與生活的軌跡，並調整環境、生活方式和醫療保健系統，

從而讓人們擁有更快樂、更具生產力的歲月，讓長壽不會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

好處。亦即希望讓自 1900 年以來，大多數國家的預期壽命都有顯著延長的這項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能因為科學進步和新的社會角色定位，讓高齡者能夠

更有尊嚴地生活以及更高的晚年生活品質。 

因此，在此轉型路線圖（圖 2.14）中，點出 8 項核心議題，包括：(1)財務安

全與老齡化；(2)醫療保健和長壽；(3)工作時間更長；(4)科技、創新與長壽；(5)

世代關係；(6)長壽城市；(7)長壽與教育；(8)生活方式、健身和長壽等。內容涵

蓋社會福利、公共財政、社會保障體系、人權、青年觀點、消費與生活方式、勞

動力與就業、創新生態系、都市化、工程與建築、未來交通運輸、未來政府、性

別不平等、公司治理、數位經濟、數位轉型、未來食品、敏捷治理、互聯網、5G

等 46 個變因，彼此相互關聯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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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EF，Transformation Maps，2022 年 6 月 

圖 2. 14、WEF 老化與長壽轉型路線地圖 

正因為人口結構的老化與長壽化是如此的複雜，即便聯合國投入大量的資

源，以不同的形式大聲疾呼，提醒世界各國要關注高齡化對經濟與社會所帶來的

影響與衝擊，多數國家應對高齡化浪潮來襲的準備還是相當不足，其中最大的關

鍵點在於人們對於「『人口成長』轉為『人口減少』」的體認還不夠。儘管人口

減少的危機已無法視而不見，但是產政學研各界對於「人口老化惡化為人口減少」

的認知不足，欠缺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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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人口持續成長，為消費市場、政府稅收帶來良好的基

礎，政府有充裕的財政收入，提供國民健康醫療保險及養老年金等福利措施，也

有充足的經費可積極布建各式國民經濟與生活所需的基礎建設，創造就業機會，

形成一個經濟正向發展的良性循環（圖 2.15）。 

 

資料來源：日本三菱總合研究所(MRI)，引自資策會 MIC，2020 年 2 月 

圖 2. 15、人口轉型促使經濟型態改變 

然而如此的良性循環，卻在生活環境改善、醫療公衛水準提升、工業化、都

市化、節育觀念普及、教育程度提升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人口結構上窄下寬的

金字塔型轉變為上寬下窄的倒金字塔型。人口成長的遲滯加上持續減少的狀態

下，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要扶養為數眾多的高齡人口，沉重的養老年金、

醫療保險支出增加，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也開始緊縮，形成不利公共投資的惡性

循環，民眾對未來前景的不安全感提高。 

持續萎縮的人口規模，也將加劇城鄉差距，甚或是出現「滅鄉滅村」的窘境，

維持地區基本運作的國民義務教育體系（小學）、醫療保健體系（醫院、居家服

務）、市政服務體系（政府機關）、交通運輸體系（公車、客運）也可能因為不

堪虧損及運作上的不效率，而被迫中斷服務，屆時地方上的經濟與商業活動也會

停擺，因為地方發展無法發揮應有的「規模經濟」、「範疇經濟」、「聚集經濟」

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零售通路在將本求利的壓力下也將撤出，當地的工廠也可

能因為招工不易而被迫遷廠。 

又若更近一步將經濟的視角，由地方拉到國家尺度來看。人口老化與人口減

少的轉變，亦將促使人們進行跨國際的移動，技術先進國的產業菁英退休後，前

往開發中國家擔任顧問指導工作，因而帶動開發中國家產業技術的提升，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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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美國

義大利

法國

加拿大

英國

德國

半數2007年出生的新生兒會活到的預期壽命

嬰兒潮世代

現年25歲

現年15歲

中國家相對年輕而充沛的勞動力，前往已開發中國家擔任外勞，在工廠、建築工

地、社福照護領域中成為填補勞動力的重要支柱。 

二、健康延壽、百歲時代來臨 

(一)人生百歲時代來臨 

根據 2017 年 5 月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針對全球人

口長壽化所帶來的影響，發布一份「我們都將長命百歲，可是我們負擔的起嗎？」

（We'll live to 100-how can we afford it?）白皮書，揭示在不久的將來「長命百歲

再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而將成為一種常態」。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與

穩定的生活，讓經濟昌盛繁榮的發展，醫療與科技也隨之日新月異。根據白皮書

的描述，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壽命也將愈發延長，平均每 5 年就會再延長 1~2

年。對許多 1997 年當年度出生的新生兒（目前約 25 歲）而言，每 2 人當中就會

有 1 個人可以活過 100 歲（圖 2.16），2007 年出生的孩子，預期壽命將高達 103

歲，而 1947 年出生現今被稱為「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族群，預期壽命也可望達

到 85 歲。 

然而如此的長壽預期，也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差距，長年穩居全球最長壽國

家的日本，2007 年出生新生兒的預期壽命已達 107 歲。前首相安倍晉三（2017）

提出「人生百歲時代」即將來臨，並在「人生百歲時構想會議」上，提出為應對

高齡化，政府應全面調整相關政策，思考如何面對日本的長壽風險，並讓高齡者

的生活更為充實，且在社會中能再度發揮所長，在 100 歲的範圍內為高齡者提供

各種養老服務。 

 

資料來源：WEF，2017 

圖 2. 16、WEF 新生兒預期壽命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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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不起的未來 

前述 WEF 白皮書中，有進行許多假設性的推估與情境分析，假如法定退休

年齡沒有延後，或生育率沒有提高，到 2050 年全球扶養比將會從目前的 8：1 跌

至 4：1，意即更少的勞動人口要負擔更多的退休人口，養老壓力倍增。以 2015

年為基礎進行模擬推估，全球前 6 大養老金儲蓄國–美國、英國、日本、荷蘭、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再加上中國和印度 2 個人口大國，8 個國家的養老金缺口已

經達到約 70 兆美元，預期到 2050 年時，這個缺口將會以年增幅 5%的速度持續

惡化，擴大到 400 兆美元（圖 2.17）。在此研究分析當中，也發現人口大國的中

國與印度，其養老儲蓄金的缺口，分別以每年增幅 7%、10%的幅度急速惡化。 

而當老年人越來越多，越來越長壽的時候，全球各地都將面臨「養老金危機」

時，「靠政府養老」的美好年代已不復見，在政府積極改革國家退休金制度的同

時，從而將「退休年齡延後」，亦或是「重新投入職場」即成為必然的選項之一。 

 

資料來源：WEF，2017 

圖 2. 17、各國退休金儲蓄缺口預估 

三、勞動力短缺的可能解方 

經過數十年的低生育率及勞動力逐漸高齡化問題的浮現，勞動力萎縮也成為

許多國家年金體系破產的隱憂，退休人口不僅人數增加，人均壽命更長，年輕世

代也因人口基數不足，難以提供充足的基金，許多國家紛紛提出因應政策，希望

能解決此一問題，俾使勞動人口總數緩降或持平，更進一步提升人均生產力。因

此身為高齡化課題先進國的日本，時任內閣總理大臣橋本龍太郎（1993）即提出：

「未來會是一個勞動力不足的時代，為彌補勞動力的不足，應該積極開發『女、

老、外、機器人(AI)』這四類勞動力」的構想。而這也提供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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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勞動力高齡化的我國，整體思考女性、老人、移民、科技作為舒緩勞動力缺

口的重要解方。 

(一)女性、老人、移民及科技化 

從提升勞動力人口總數的角度來思考對策，一般是開發更多女性、青年、中

高齡者和外籍勞動力做為勞動力供給的補充，尤其女性接受平等教育機會、勞動

力素質佳且穩定成長，但仍較主要國家女性勞參率低，近年女性經濟戶長（收入

較多且負責維持家庭主要生計者）成長速度高於男性，但勞參率也常因婚育家庭

照顧等因素而下降，且女性在 50 歲之後有明顯快速退離市場的現象；因此為提

升婦女勞動參與，必須同時提供相關的育兒、托老等家庭支持協助措施外，亦可

深入研究中高齡婦女需求，係因專長技能、工時或地點等問題未能找到理想工

作，以開發多元化就業機會。  

也有許多國家選擇援引外來勞動力的方式，諸如加大放寬技術移民或是外勞

移民政策的限制，吸納更多的外籍人士入境定居工作及生活，但卻也可能衍生當

地與外來移民所帶來的文化衝擊，經濟發展與文化維繫上該如何取得平衡成為一

大挑戰。其次是本國人口勞動力的活化亦是不能忽視的議題，從前一節圖 2.13 勞

動力來源分析，可活化的勞動力應是從事家務的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以 OECD

國家為例，2008~2018 年間多數國家 55~64 歲的勞動參與率顯著上升，從 56%上

升到 64%（成長 8%），64~69 歲的勞動參與率也從 23%上升到 28%（成長 5%）

（圖 2.18），綜觀 2008~2018 年的 10 年間，勞動參與率增幅超過 18%的國家，

包括：義大利、立陶宛、荷蘭等國，這些都是高齡化問題較為嚴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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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Library 

圖 2. 18、2018 年 OECD 國家勞動參與率現況與變化 

前述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提升的主因，主要是各國政府透過政策鼓勵國民延

長工作年限，而教育程度提高、健康狀況改善，也讓中高齡者更有意願及能力延

後退休，預期壽命的延長，也讓人們開始改變退休後即養老的觀念，思考更多發

展第二人生的可能性。在過去的 20 年間，OECD 國家的男性平均有效退休年齡

（指完全離開勞動市場不再賺取收入的年齡）增加 2.3 歲、女性增加 2.7 歲（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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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有效退休年齡是指完全離開勞動市場不再賺取收入的年齡。 

資料來源：OECD iLibrary 

圖 2. 19、OECD 各國有效退休年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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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提升婦女勞動參與及退休人口重返勞動力市場對工作人數的影響，

OECD 設定 3 種不同的情境進行 OECD 國家的比較分析（表 2.5），分別是：(1)

勞動力進出模式維持不變；(2)中高齡勞動力退出率降低的「延後退休情境」；(3)

情境二再加上促進女性勞動參與、縮小性別差異。 

以 OCDE 國家的數據為例，2018 年的每百名工作人口中退休人員、非在職

的人數是 42 人，在情境一亦即勞動力進出市場傾向不改變的狀態下，至 2050 年

時人數將增加到 60 人；若加強高齡者就業傾向，降低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率

（即延後退休）的情境二狀態下，則可放緩每百名工作人口中退休、非在職人數

為 52 人；而在鼓勵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縮小男女勞動參與率落差的情境三狀

態下，退休、非在職人數又會再更進一步降低為 50 人。 

儘管 OECD 國家因為人口結構本身即存有高齡化程度不一的差異，多數的國

家在此情境模擬的設算中，均呈現顯著的改變（圖 2.20），每百名工作人口中退

休、非在職的人數「情境三＜情境二＜情境一」的情形，甚至墨西哥、土耳其及

匈牙利的情境三人數，比 2018 年的人數更低。因此可知延後高齡退休，或是鼓

勵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可有效減少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比例，這也意謂撫養

負擔能因此獲得緩解。 

表 2. 5、OECD 勞動人口分析情境設定 

情境 

類型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Baseline Delayed retirement 
Delayed retirement & smaller 

gender gap 

推估 

設定 

勞動力進出狀況維持

2014~2018 年(5 年)的平

均水準 

50 歲以上中高齡者的

退出率下降 20% 

 50 歲以上中高齡者的退出

率下降 20% 

 勞參率性別差異縮小 50% 

意涵 

進出勞動力市場的傾向

與 2014~2018 年平均值

相同 

高齡者延後退休 
 高齡者延後退休 

 提升女性勞動力投入 

資料來源：OECD 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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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非在職，是指 50 歲及以上未加入勞動市場者 

資料來源：OECD iLibrary 

圖 2. 20、2018~2050 年 OECD 國家每百名工作人口中「退休、非在職」人數情

境模擬 

除了前述女性及高齡者動力的運用之外，填補勞動力缺口的另外一樣利器，

是「新興科技」的導入與運用。近年來由於 AI（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科技的導入

與運用，逐步在特定的產業領域中顯現成果，舉凡是較為常規、定型化的工作，

都有新興科技能協助著力的地方，例如揀貨、分類、反覆組裝、單純性收集與計

算分析、櫃檯接待服務等，有助填補勞動力缺口、以及產業競爭力衰退等中長期

性的社會經濟問題。善用 AI 等新興科技發展，也可粹取中高齡勞動力的經驗與

智慧，轉換為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基礎知識，有效提升勞動生產力的目標。 

(二)退休政策宜革新以舒緩養老壓力 

傳統職涯的退休隨著健康壽命延長，必須有新的規劃和轉變，退休後約有 25

年的日子要過，過往習以為常的就學、工作、退休人生節奏已不適用，轉變為一

種充滿無限改變與突破的循環型人生（圖 2.21）。在政府退休制度朝向「多繳、

少領、延後領」的變革方向下，身體康健的中高齡者，對於退休後即開始養老的

觀念必須改變，不能只有依賴政府年金，做好終身學習和社會參與的準備；重回

職場也可緩解自身的養老壓力，生活也更有重心，「健康壽命」與「金錢自由」

成為中高齡者的新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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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22 年 5 月 

圖 2. 21、人生軌跡轉變：循環型人生 

企業對於運用中高齡勞動力的調適做法，更是需要開始轉變。部分企業取消

員工退休年齡限制，回聘退休年齡的員工，以約聘或彈性工時的方式繼續留在職

場，或是引介轉往產業上下游供應商就職，或在企業內部設置企業大學，創造更

多元的經驗傳承形式，以縮小生產力質量銜接上的斷層。 

除了個人、企業的退休與聘用型態轉變外，新的商業與服務模式也應運而

生。以日本為例，開始有學校設立創業社交平臺，讓上班族、公司退休幹部與學

校的學生，能在平台上進行跨世代交流，共同激盪一些創業火花；或是建築業者

推出房屋健檢定期修繕的服務，希望能讓房屋更耐久，更符合高齡者不同身心狀

態之需求；同時為了鼓勵銀髮族多參與商業活動，與政府有聯繫的金融機構還特

別為 55 歲以上的創業者提供低利率融資優待。 

小結 

全球各國已開始邁入長壽時代，臺灣當然也是，個人與企業都應重新思考和

規劃勞動力參與及運用的模式。中高齡者重啟人生規劃，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後

先去做一些圓夢的事再重回職場，或是在工作和完全退休中間安插一段漸進的過

渡期，減少工時、轉換工作型態等方式，持續為企業生產、職涯成就貢獻、實現

自我。抑或是在新興科技的輔助下，學習新工作技能持續工作，延後退休不但可

以增加個人經濟能力，也會有益於健康。當前的退休政策也應認知高齡化、工作

型態的轉變，啟動年金制度與退休規定的相關改革，激勵中高齡和高齡者能安心

和樂齡工作，進而調節超高齡社會所需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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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延後退休年齡之背景和政策措施 

本章探討的主要國家為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或在 2030 年前後將成為超高齡

社會的國家，包含日本、南韓、新加坡、芬蘭、瑞典、德國、荷蘭、法國、英國、

美國等 10 個國家。這些國家的 55 歲以上勞動參與率高，部分國家 65 歲以上勞

動參與率更高於 OECD 國家 2020 年的中位數 10.7%（如南韓、新加坡、日本、

美國、瑞典）；同時這些國家延後退休制度亦較為成熟，雖然人口規模、經社環

境和政策情境不盡相同，目前勞動力統計及計劃退休年齡如表 3.1。為利政策背

景的理解，本研究也考量社會經濟和區位競爭因素，分別以鄰近亞洲國家（日本、

南韓、新加坡）、歐盟（芬蘭、德國、瑞典、荷蘭、法國）及英國和美國等 3 節，

進一步研討各國推動的延後退休制度和鼓勵措施，以及如何影響該國的高齡人口

繼續留在勞動市場上，作為我國政策研究參考。 

表 3. 1、主要國家之勞動力統計及計劃退休年齡 

 2021 年 2030 年(預估) 

計劃退休年齡 勞動參與率% 人口群體占比% 

整體 65 歲以上 15-64 歲 65 歲以上 

我國 59.0%  9.2% 65.3% 24.0% 63 歲(目前)、65 歲（2026 年起) 

*1 

日本 62.1% 25.6% 58.0% 30.9% 65 歲 

再就業年齡上限 70 歲 

南韓 62.5% 36.3% 64.8% 24.7% 60 歲(2016 年起) 

65 歲(2033 年) 

新加坡 70.5% 32.9% 65.2% 22.5% 63 歲(目前)、65 歲(2030 年) 

再就業年齡上限 68 歲(2022 年

起)、70 歲(2030 年) 

芬蘭 67.5% 12.4% 60.3% 26.0% 63~68 歲(目前)、65~歲(2027

年起) 

瑞典 73.8% 20.0% 60.8% 22.2% 64~69 歲(2026 年) 

德國 61.6%  7.5% 59.5% 26.2% 67 歲(2029 年) 

荷蘭 67.0%  9.7%   56.6% *2 19.9% 67 歲(暫定 2024 年)  

法國 55.8%  3.5%   53.7% *2 24.1% 64 歲(暫定) 

英國 62.7% 10.5% 56.0% 21.5% 66 歲(2020 年起) 

67 歲(2028 年起) 

美國 61.7% 18.9% 62.2% 20.3% 67 歲(1960 年和以後出生者) 

說明：本表*1 我國計劃退休年齡指逐年調整至 65 歲可以領取全額年金年齡； 

*2 荷蘭和法國的年齡區間為 20-64 歲。 

資料來源：OECD 勞動力統計(2021 年)、Labor Force in Singapore 2021、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本研究整理 

一、亞洲鄰近國家 

20 世紀下半葉（1960~1990 年代）我國和韓國、新加坡、香港並列亞洲四小

龍，從農業、輕工業為主的經濟轉為勞動密集產業、以本地廉價而良好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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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吸引外國大量資金和技術，成為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除了日本人口早於

200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南韓與新加坡的高齡化速度和進程與我國相似，這些國

家先後訂有促進高齡者就業法令。另方面，我國也和日本、韓國相互成為經濟、

貿易、產業多方競爭的國家，近年新冠疫情嚴重影響跨國勞動力移動和相關產業

（如製造、營建、照護等）的發展，凸顯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結構失衡問題，需要

及早應對。以下分就日本、韓國、新加坡延後退休年齡的政策背景、措施配套，

以及政策影響進行分析，進一步再思考我國未來如果要討論這個議題可能會面臨

的問題。 

(一)日本 

1.背景說明 

近年來日本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已成為世界上老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根

據日本統計局 2021 年 11 月公布的官方數據，日本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的比率達到 28.9%，創歷史新高，預計 2050 年將增加到 37.7%。日本內閣府預

估到 2060 年總人口數將下降至 9,000 萬人以下，其中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

40%，兒少人口（0~14 歲）占比只有 9.1%，勞動年齡人口（15~64 歲）則持續減

少。 

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社會老年人口扶養比（指 65 歲以上扶老比）的

上升。1970 年日本總扶養比為 44.9%，其中兒少扶養比（指 0~14 歲扶幼比）34.7%、

扶老比 10.2%。2000 年開始扶老比超過扶幼比，且差距越來越大。到 2020 年日

本總扶養比達到 69.05%，其中扶老比 48.01%、扶幼比 21.04%，老年人口成為日

本社會的主要扶養對象。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動不利於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必導

致社會經濟負擔的急劇增加，社會保障給付的成長速度已遠遠超過日本經濟的成

長速度，需要妥善解決社會保障體制問題。 

表 3. 2、日本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1.8% 11.2% 10.7% 10.7% 11.0% 11.2% 11.1% 

15-24 歲 9.4% 9.2% 9.0% 8.4% 7.8% 7.8% 8.1% 

25-64 歲 49.9% 49.2% 49.0% 48.0% 46.0% 44.3% 43.3% 

65 歲以上 28.9% 30.4% 31.4% 32.8% 35.2% 36.7% 37.5% 

總人口數

(百萬人) 

125.44 121.96 118.52 114.91 111.16 107.41 103.78 

備註：2021 年數據取自日本統計局於 2021 年 11 月公布，其他年份預估取自聯合國 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 

資料來源：日本統計局、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日本少子高齡化現象的加劇，導致勞動人口數逐漸減少，出現勞動力嚴重短

缺的局面。根據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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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本 15~64 歲的工作人口數，至 2040 年將下滑至 5,978 萬人，與 2015 年相

比，明顯減少 1,750 萬人。日本 Persol 總合研究所和日本中央大學的調查報告預

估，2030 年將出現 644 萬人力短缺，此將嚴重影響日本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日本人越來越長壽，其實很多健康的老年人擁有很高的工作意願，對很多老

年人來說，不繼續工作就無法生活下去。很多日本老年人對延後退休持肯定態

度，不少人甚至為延後退休感到高興。自 2013 年起，領取厚生養老金的年齡提

高，每 3 年提高 1 歲，2025 年將提高至 65 歲，必須防止出現老年人有「無收入

期間」，因此延後退休顯得很重要。 

另外，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是日本延後退休年齡的直接原因。隨著少子高齡化

的加劇，面臨勞動力人口減少，使得穩定養老金來源的難度逐漸增加。日本養老

保險金的形式主要有 3 種：一是國民養老金，日本法律規定凡在法定年齡區間的

國民必須加入國民養老金﹔二是與收入關聯的厚生養老金和共濟養老金，在參加

國民養老金的基礎上，企業僱員和公務員等依據不同身分分別加入厚生養老金或

共濟養老金﹔三是不同類型的企業養老金和商業保險，企業與個人可自由選擇加

入，屬於私人養老金。 

日本的養老保險制度採取的是「下一代養上一代」的現收現付制，即用當前

參保人的繳費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養老金給付水平由參保年限和退休前工

資收入水平等因素決定。但是隨著日本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人口減少和領取養

老金的人數增多，出現支付與負擔的不平衡問題，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前所未有

的挑戰。 

2.政策措施與配套 

 為了確保養老保險制度的永續性，日本政府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並不斷進

行修改和補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延後養老金的支付時間。日本男性從 2013 年 4

月開始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已提高到 61 歲，之後每 3 年提高 1 歲，到 2025 年將提

高到 65 歲；女性則比男性晚 5 年實施。日本還實行對低收入族群免付養老保險

的制度。低收入族群可以申請免付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局根據申請人的家庭收入

情況，決定是否給予免除或部分免除。值得留意的是，當時法定退休年齡為 60

歲，一旦企業員工在 60 歲退休後，接下來的 5 年可能面臨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

情況。因此積極推動企業有義務讓高齡者工作到 65 歲的制度，目的之一是要避

免 60~65 歲期間沒有收入的狀況。 

    關於退休年齡，過去日本有很長一段時間採取 55 歲退休的制度，直到 1986

年其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才制定《高齡者僱用安定法》把法定退休年齡延長至 60

歲。2012 年日本決定全面推動高齡者可以工作到 65 歲的相關制度，並於 2013 年

4 月開始實施新的《高齡者僱用安定法》。修改後的新法有 3 個重點： 

(1) 日本企業有義務繼續聘僱仍有工作意願的員工至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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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繼續聘僱老年人的企業範圍，包括法人公司、子公司及與子公司關聯

的所有公司，都有義務繼續僱用老年人。 

(3) 制定監管制度。過去厚生勞動省對沒有實施繼續聘僱制度的企業，僅以勸

告、指導的形式，並沒有採取懲罰措施。但新法規定，違反制度的企業名

單將被公布，以此公開監督企業實施情況。 

透過修正《高齡者僱用安定法》，日本將實際的退休年齡延後到 65 歲，避免

企業員工過去 60 歲退休後出現的收入空窗期 ，且解決以往存在的一些問題。例

如以前日本高齡者繼續工作的人數比較多，但大多數以臨時工等非正式員工身分

從事工作，其工資也減少很多。新的《高齡者僱用安定法》提供一道法律保障，

高齡者可以正式員工的身分工作，並獲得正常穩定的收入。 

2021 年 4 月起實施新版《高齡者僱用安定法》，明定企業「必須保障願意工

作的員工有機會工作到 70 歲」，除了要將退休年齡延長到 70 歲之外，也提出要

協助高齡者創業、做社會貢獻等方案，目的就是要提高 65~69 歲的勞動參與。另

外政府 2020 年 5 月也修法放寬提領退休金年限，年滿 65 歲且可以開始提領退休

金的民眾，最晚可以延到 75 歲再開始提領，每月可提領退休金金額將比從 65 歲

開始提領多 84%。 

為因應少子高齡化帶來勞動力人口減少的問題，政府也開始延後公務員的退

休年齡。2021 年 4 月通過《國家公務員法》修正法案，將公務員退休年齡從現行

的 60 歲分階段提高到 65 歲。根據《日經新聞》報導，自 2023 年 4 月起，公務

員的退休年齡將每 2 年延長 1 歲，到 2031 年度延長到 65 歲；此外，公務員 60

歲以後的薪水也將控制在過往工資的 70%水準。 

簡言之，日本退休年齡調整有 2 個基本特徵：一是透過修訂《高齡者僱用安

定法》，延緩勞動者退出勞動力市場﹔二是透過改革養老金制度，調整與退休年

齡有關的退休金支付年齡和金額。在過去 50 多年期間，不斷修改相關法律制度，

逐步實現延後退休年齡制度。 

然而這一制度也存在一些爭議，像是延後企業員工的實際退休年齡後，雖然

解決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但也引發是否會增加企業負擔的爭議。延後退休年齡

對企業的影響比較大，因為原本日本企業都是以員工 60 歲退休為前提來制定人

事、工資等制度，而實行 65 歲、甚至是未來希望可達到 70 歲的退休制度，勢必

增加企業支付的負擔，且企業所要承擔的成本會隨著年份的增加而累積得越來越

多，將會減弱企業的競爭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採取提供企業補助的措施。

例如透過正規職業介紹所聘僱 60~64 歲高齡者的大企業，每聘僱 1 位，國家會給

予為期 1 年、總額 50 萬日元補助金﹔對中小企業則有 90 萬日元補助金，這些措

施對企業繼續僱用高齢者產生一定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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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日本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修訂法案 內容 

2013 年 《高齡者僱用安定法》 只要本人願意，企業必須保障員工有機

會工作到 65 歲 

2020 年 修訂放寬提領退休金年

限至 75 歲 

最晚可延至 75 歲開始提領，每月可多提

領 84% 

2021 年 《高齡者僱用安定法》

修正案 

只要本人願意，企業必須保障員工有機

會工作到 70 歲 

2021 年 《國家公務員法》 公務員退休年齡，從現行的 60 歲分階段

提高到 65 歲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3.政策影響 

關於日本養老金制度，前已述及分為 3 類，再詳述如下： 

首先是國民養老金，凡是 20 歲以上、60 歲以下的國民，都有義務參加並繳

納該類年金的保費。只有家庭主婦可以在不繳保費的情況下同樣享受到養老金。

據資料顯示，滿足年齡條件的日本人，每年大概需要繳納 16,260 日元的保費，而

在年滿 65 歲之後就能每月領取 57,000 日元的養老金。 

其次是共濟養老金，又稱為厚生養老金，對象是廣大企業員工與公職人員的

養老金制度。若是企業員工，每個月要繳納工資的 18%左右的保費，一般不會全

部讓員工繳納，其服務的企業會繳納一半；若是政府職員，則是政府繳一半，剩

下 9%從工資扣除。參與該類養老金者，從 65 歲開始，每個月可以領到 154,000

日元的年金。 

最後是非公共養老金，為不強制要求繳納的年金，但若繳納也會在 65 歲之

後獲得收入。這類年金主要是為了進一步增加高齡者的收入。 

以下分別從經濟/產業面和社會/個人面來說明政策的影響： 

(1)經濟/產業面 

部分企業開始因應延後退休趨勢和政策，增加僱用有意繼續工作的高齡者

（日經中文網，2021/04/28；2121/10/18），例如： 

①再回聘  「大金工業」將願意工作到 65 歲的員工回聘期限延長至

70 歲 

 「野島電器量販」取消臨時工 80 歲上限僱用年齡 

 「三谷化學品生產」無年齡上限 

②延後退休年齡  「三菱化學」2022 年 4 月將年齡延後至 65 歲，未來可能

取消退休年齡 

 「久保田農機具」2022 年 4 月將年齡延後至 65 歲 

③可選擇退休年齡  「小松重化工業」引入可選擇 60 或 65 歲退休，管理職

則較早退休（60 或 6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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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取消退休年齡  「YKK 拉鏈製造商」廢除正式員工 65 歲退休年齡 

 「SIOS 軟體業」先引入年薪制，2020 年 10 月起取消年齡 

⑤按業績決定薪酬  「昭和電線控股」2021 年 4 月開始對 60 歲以上員工擴大

採用成果主義薪酬制度 

 「卡西歐計算機」60 歲以上員工採用業績評價 

1990 年代泡沫經濟讓企業成長停滯，人事管理增加以中高齡居多的非典型

僱用（兼職、打工、約聘或派遣人力），據日本總務省統計 1997~2017 年間非

典型工作者大幅增加，已占全體勞動者 1/3。因此，在非典型高齡者就業上，

日本的運用其實蠻多的，過往是學習中心的概念，高齡者在學習中心授與技

能、養成之後，他可以再去接一些勞務型的工作，類似接派案的工作。 

(2)社會/個人面 

許多日本銀髮族不想退休。《日本經濟新聞》2020 年初公布的民調顯示，

60~69 歲受訪者中有 54%想要工作到 70 歲以後。然而隨著高齡者工作機會的

增加，伴隨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高齡者的工作積極性問題，雖然高齡者可以

在企業繼續工作，但是可能無法獲得與過去同等的薪資報酬，或是不再擔任組

織中重要的職務，在這樣的情況下，高齡者的工作積極性可能會受到影響。 

另外在健康狀況上，沒有明確的數據標準可以衡量高齡者是否適合繼續就

業。即使體檢報告沒有問題，但隨著年齡增加，難免會出現精神不集中、健忘

等情形，這樣的狀況下，企業應該如何評估高齡者的工作能力，來作為新勞動

契約的考量，包括勞動條件、合理薪資等，成為在延後退休過程中企業的新課

題。且不同的產業類別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其考量都不相同，很難制定單一標

準來讓所有企業共同遵守。 

(二)韓國 

1.背景說明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1 年南韓生育率下降至 0.81，為全球最低。

總生育率的下降造成南韓人口持續下降趨勢，少子化持續惡化。聯合國 2019 年

人口展望預測韓國人口將從 2025 年 5,134 萬人高點開始下降，到 2040 年人口將

降至 5,000 萬人以下。不過根據韓國最新統計，韓國人口數已提前開始下降。勞

動人口（15~64 歲）預計從 2020 年的 3,738 萬人（71.7%占比）下降到 2050 年的

2,419 萬人（52.1%），勞動人口持續下降將對韓國的經濟成長造成壓力。 

這意味著未來政府能夠從工作人口徵收到的稅收將會減少，而需要經濟支持

的老年退休人員將會更多。到 2065 年每 100 名勞動人口需要扶養 76 名老年人，

這將會是 OECD 成員國中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為減輕這種人口懸崖的衝

擊，延後退休年齡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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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韓國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1.9% 10.6% 9.3% 8.8% 8.7% 8.4% 8.2% 

15-24 歲 10.8% 9.3% 8.9% 8.1% 6.7% 6.3% 6.6% 

25-64 歲 60.6% 59.7% 56.8% 53.7% 51.1% 48.6% 45.8% 

65 歲以上 16.7% 20.3% 25.0% 29.4% 33.6% 36.6% 39.4% 

總人口數

(百萬人) 

51.83 51.69 51.29 50.53 49.32 47.74 45.77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由於人口老化嚴重，南韓的國民年金出現破產的可能性。韓國經濟研究院

（The 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KERI）2022 年 1 月發布報告指出，預估

到 2055 年時就會因為人口快速老化、低出生率，導致國民年金破產，須立刻推

動退休金改革。這也意味著 1990 年以後出生的南韓勞工，30 年後可能領不到國

民年金公團（NPS）每月發放的退休金。 

根據 KERI 的報告，2020 年每百名成人繳付給 NPS 的資金可以支持 19.4 名

老年人，到 2050 年每百名成人繳付給 NPS 的資金，必須要支持 93.1 名老年人，

可見人口老化之快速。倘若按照這個速度，意味目前 32 歲以下的人，到了 2055

年符合屆滿 65 歲的領取資格時，已經無法在每月領到該領的退休金金額。 

而且南韓老年人貧困問題嚴重，根據 KERI 研究，老年人口的貧窮比率在 2020

年達到 40.4%，是 OECD 37 個成員國當中最高的國家，而五大主要國家（美國、

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老年人貧困比率的平均值 14.4%，南韓比這五大國

家平均值高出超過 3 倍。 

另外，在南韓一直存在著改革養老金制度的聲音，以減輕年輕一代必須承擔

的經濟負擔。韓國養老金協會會長尹錫明認為，養老金是為所有韓國人提供穩定

的老年生活的最重要制度，如果這樣重要的制度管理不善，可能最終會失去其效

益。1988 年韓國首次採用養老金計畫時，保險費率設定為個人收入的 3%，而國

民年金每月的保險費率從 1998 年的 3%首度調漲以來，已 20 多年沒變，都維持

在 9%，一些專家建議調高費率至 12%，並減少發放額。 

政府最初的目標是每 5 年提高 3%，但發現難以建立全國共識，所以國民年

金保險費率自 1998 年以來一直保持在 9%。相反，國家養老金年齡分階段提高、

以及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持續提高。養老金領取者的收入替代率從 1988 年的 70%

下降到 2008 年的 50%。而其他 OECD 成員國將其收入的約 20%用於支付養老金。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養老基金為 919 兆韓元。但韓國國民議會預算辦公室

2020 年估計，養老基金到 2040 年將轉為赤字並將於 2054 年耗盡。儘管該基金的

影響層面廣泛且具急迫性，但礙於選舉的考量，會特別針對這個議題討論的政治

人物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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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措施與配套 

南韓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為 60 歲，但是因應勞動人力短缺問題，包括三星

等大企業都聘用不少已經退休的職工繼續從事研發工作，或是傳授經驗給較年輕

的職工。根據 BusinessKorea 報導，政府 2022 年 2 月宣布將對老年人實行連續就

業制度，使他們在 60 歲之後也可以工作，雖然延後退休年齡的立法需要時間，

但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希望為高齡者在退休後能以各種形式繼續工作來開闢管

道。 

另外，南韓目前領取養老金年齡為 62 歲，繳款至少為 10 年，從 57 歲起可

以提取減少的提前退休金。而預計至 2033 年，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會提高至 65 歲。 

南韓 2013 年修訂《高齡者僱用促進法》，規定法定退休年齡不得低於 60 歲，

並於 2016 年起開始實施，從那之後，相關數據顯示 55~60 歲高階勞工的工作機

會確實增加，但 30 歲以下年輕人的就業卻下降。根據韓國發展研究所的研究指

出，隨著民營企業將退休年齡延後至 60 歲，每增加 1 名受益於延後退休年齡的

老年勞工，年輕勞工中的新員工人數就減少 0.6 人。 

且許多企業擔心延後退休可能導致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因為南韓採行基於

資歷的工資制度，勞工的工資每年都會增加。依據 KERI 估計，將退休年齡延後

至 65 歲將為雇主帶來 15.9 兆韓元的額外成本。韓國發展研究所表示，為了減輕

雇主的負擔，退休年齡的延後應該伴隨著工資制度的徹底改革，包括基於工作職

能的工資或「工資高峰制度」。南韓國有企業一直在透過採用「工資高峰制度」

來應對這個問題，在這種制度下，工人可以工作到 60 歲，但工資在退休前 3~5

年會開始下降。根據 KERI 的估計，如果員工接受每年 5%的工資遞減以換取退

休年齡延後至 65 歲，則可以減輕雇主因延長退休年齡而產生的負擔 2.7 兆韓元。 

表 3. 5、韓國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相關做法 

項目 政策措施 

標準僱用 

（依行業） 

1991 年制定《高齡者僱用促進法》，先採「標準僱用率」對策，鼓勵

企業依據行業別僱用一定比率以上高齡者，以解決高齡者失業問題。 

退休年齡 2006 年以後採取「延長僱用政策」對策，除要求企業配合實施延長退

休措施（至少 60 歲以上），並導入薪資遞減制度，明令國營事業與員

工數達 300 人企業執行，2017 年再擴大政府部門和 300 人以下企業。 

2016 年將退休年齡延至 60 歲，逐漸遞增，至 2033 年延至 65 歲。 

延長就業 勞資協商，退休前逐年減薪或是縮短工時，企業繼續僱用，由政府補

貼部分差額。 

政策補貼 政策補貼僱用超過 55 歲、且高齡員工數符合行業規定比率的企業， 

2022 年勞動部(MOEL)實施高齡者就業促進補貼制度。 

資料來源：李映霖（2021）、郭振昌（2022）、《自由時報》、MOEL，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9 月 

為了減輕雇主僱用高齡者的負擔，並促進高齡者長期就業，勞動部（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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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2022 年 1 月起實施高齡者就業促進補貼制度。

該新制度針對聘用 60 歲以上員工人數持續增加，且 60 歲以上員工是以不定期契

約（unlimited contract）受僱的中型企業給予補助，兩年期間每增加 1 位，每季補

助 30 萬韓元，每季最多 30 位，不超過每月平均參保人數的 30%。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2010 年南韓 58~66 歲的退休人數占 24%，迄 2019 年上升至 33%。其實

許多人並沒有做好退休準備，近 60%的退休人員基於經濟考量，希望能夠重新

就業；惟在所有 55~64 歲的退休者中，只有大約 26%能夠成功再就業，而成功

找到新工作的人往往從事低薪工作，導致高齡者貧困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

當時在 OECD 成員國中，南韓老年人口的貧困率最高。事實上，南韓高齡者繼

續工作的動機是高的，問題在於其收入偏低。在政策思考上，是降低勞動力市

場的僵化性，並透過再培訓計畫幫助健康的退休人員重新獲得高薪工作。不

過，這也引發關注年輕人失業率上升的問題。 

政府在考慮延後法定退休年齡時採取謹慎的態度，並使用「擴大就業」

（extension of employment）說法，包括減輕日益增加的高齡勞工人口對政府、

社會和企業的負擔的各種選擇，例如重新僱用退休的勞工、完全取消退休年

齡、將退休年齡從 60 歲延長到 65 歲，均為南韓政府的考量範圍。而政府在面

對延後退休這個議題特別謹慎的原因，是因為一些政治人物擔心延後退休年齡

意味著將會失去年輕選民的支持。因為如果延長退休年齡，企業將因勞動力成

本增加而減少新員工，這將加劇青年失業。 

韓國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約瑟夫韓認為，考慮到人口高齡化的速度，延後

退休年齡有其必要，但相對會給企業帶來過重的負擔，最終可能會減少僱用新

勞工。部分企業也對延後退休的想法抱持悲觀態度，2021 年南韓雇主聯合會主

席孫敬植在會見前民主黨主席和總統候選人李洛淵時表示，「政府應該謹慎，

因為從現狀延後退休年齡可能會減少年輕人就業機會。」專家們一致認為，延

後退休年齡應循序漸進，且需經過多年的深入討論和準備。多數人認為，由於

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口在 2020 年代後期開始下降，對青年就業的負面影

響在未來會逐漸減低。 

在產業面，新冠疫情導致外籍移工短缺，特別是本國年輕人不願從事的藍

領工作，有些企業不得不放寬招聘年齡或僱用高齡，南韓央行資料提及，2020

年以來逾 23 萬 60 歲以上勞工在工廠或營建工地找到工作，而較年輕的一輩持

續離開這些產業。2022 年 7 月新增 60 歲以上就業者（58%），但仍不足緩解

工業、農業領域用人（經濟日報，2022/08/17）。 

 



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的影響和因應 

48 

(2)社會/個人面 

韓國發展研究所指出，勞工在中小型企業經常面臨（非自願）提前退休或

辭職。此外，非正規勞工的情況大多數時候與法定退休年齡的延長無關。因此

建議政府應該為不受退休年齡保護的老年勞工制定政策，包括創造靈活的工作

崗位，讓他們可以選擇工作時間。 

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 Lee Chul-hee 在韓國時報的姊妹報《Hankook 

Ilbo》專欄中也指出，個體經營者和在小企業工作者不太可能從延後退休制度

中受益，因為他們經常在正式退休年齡之前離職，但繼續以較低的工資在其他

地方工作。對於缺乏工作能力的老年勞工來說，擴大社會安全網和社會福利可

能比延後退休年齡更有幫助。 

KERI 研究員 Yoo Jin-sung 也表示，一些企業想要具有專業知識和高技能

的勞工，他們會繼續僱用那些年長勞工，而這些勞工也希望在退休後能繼續工

作。如果必須延後退休年齡，企業會面臨成本增加的壓力。也因此呼籲採取逐

案處理的方法，強調靈活性，以同時實現高齡者的工作保障、提高企業競爭力

和整體經濟持續成長的目標。 

(三)新加坡 

1.背景說明 

新加坡是目前東南亞國家中人口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和許多先進國家一

樣，也面臨人口高齡化和低出生率的挑戰。隨著預期壽命增加以及生育率降低，

65 歲以上的比例正在加速上升，到 2035 年 65 歲以上人口將占 1/4。另一方面，

勞動人口的比例從 2020 年 74.3%下降到 2030 年的 62.4%，預計到 2045 年將進一

步下降到 58.1%，不足 6 成。 

壽命延長帶來更長的退休時間，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醫療保健和長

期護理需求，並與社區合作，加強年長者的社會參與。此外，OECD 也建議預期

壽命每增加 3 年，政府應該將退休時間延後 2 年，是新加坡政府決定提高退休年

齡的原因之一，希望確保有足夠的勞動人口來推動經濟成長和支持高齡化人口。 

表 3. 6、新加坡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2.0% 11.5% 11.2% 10.4% 10.0% 9.6% 9.5% 

15-24 歲 10.8% 8.9% 8.2% 8.3% 8.2% 7.7% 7.7% 

25-64 歲 63.1% 61.5% 57.9% 54.9% 52.0% 50.4% 48.5% 

65 歲以上 14.1% 18.1% 22.8% 26.4% 29.8% 32.3% 34.2% 

總人口數

(百萬人) 

5.94 6.08 6.26 6.39 6.45 6.45 6.41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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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措施與配套 

1999 年新加坡政府開始將退休年齡從 60 歲提高至 62 歲；2012 年實行《退

休和再就業法》，凡是年滿 62 歲法定退休年齡的員工，只要該員工身體健康且

工作表現良好，雇主都有義務在他們年滿 65 歲之前提供退休後再回聘的選擇。

2017 年政府將退休後回聘的年齡上限從 65 歲提高至 67 歲。 

為因應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人力挑戰，新加坡再次思考調整退休年齡和再就

業年齡，讓更多高階勞工繼續工作，擴大新加坡人才庫。2019 年總理李顯龍便在

公開場合宣布，到 2030 年將法定退休年齡和退休後回聘年齡分別提高至 65 歲和

70 歲。為此，政府、工會和雇主聯盟組成三方工作小組（Tripartite Workgroup on 

Older Workers），針對高齡員工議題提出延後退休年齡的規劃，採取逐步的方式，

目標在 2030 年時，退休年齡延後至 65 歲，而退休後再回聘年齡上限則提升至 70

歲。2022 年 7 月 1 日起法定退休年齡正式從 62 歲提高至 63 歲，退休後再就業年

齡從 67 歲提高至 68 歲，便是該計畫的一部分。另外，工作小組提出另一項建議，

在未來 10 年內，提高 55~70 歲僱員公積金繳納比率，以增加長者退休金存款；

因此，政府宣布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資深僱員公積金繳納比率首次上調增加

2%。 

人力部長 Tan See Leng 表示，2020 年本地勞動力中約有 1/4 人口年齡在 55

歲（含）以上，而在 10 年前，該年齡組僅占整體人口 16.5%，換言之，中高齡勞

動力在 10 年間比重自 16.5％增加至 25％，可見人口老化的速度。而在現有法令

框架下，雇主不能在僱員到達法定退休年齡前以年齡為由解僱；且若僱員願意，

雇主也有義務確保他們可以繼續工作直到達到退休後回聘的年齡上限。 

除了延後退休年齡，政府在 2020 年 7 月提供 13 億美元來支持高齡工作者的

系列計畫，包括兼職再就業補助金和高齡工作者早期僱用補助金，目的在幫助雇

主分別提高再就業和退休年齡。根據政府資料，已經有超過 1,700 家公司的 17,000

名高級員工得到幫助。 

表 3. 7、新加坡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內容 

2012 年 《退休和再就業法》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RRA) 

規定只要年長員工的健康狀況良好，工作紀錄令人滿意，雇主就有責任繼

續聘用，直到員工滿 65 歲為止。（惟因遭民眾普遍反對而取消延後退休年

齡的計畫，改為可允許僱用到 62 歲） 

2020 年 承諾提供 13 億美元支持高齡工作者的系列計畫，其中包括兼職再就業補助

金和高齡工作者早期僱用補助金。 

2022 年 1.資深僱員公積金繳納比率首次上調增加 2%。 

 2.法定退休年齡上限從 62 歲延至 63 歲，回聘年齡上限從 67 歲延至 68 歲。 

2030 年 退休年齡到 2030 年時延至 65 歲，而再就業年齡上限則提升至 70 歲。 

資料來源：各網站、郭振昌（2022），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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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新加坡採用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作為退休金體制，

涵蓋所有就業的新加坡居民。一般民眾工作年齡的公積金提繳率為 20%，公積

金資產占 GDP 比重達到 6 成。在公積金制度下，部分收益可以隨時提取來支

付房屋和醫療費用，但也保留部分收入以備退休之用。 

2016 年政府對公積金作了變更，其中為最貧困的個人提供最低的養老儲

值金，讓提取退休金額度更加靈活，也提高某些提繳率和利息擔保。此外，新

加坡還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上調年長員工的公積金繳交率，政府承擔第 1 年一

半的增幅；同時規劃再注資 2.3 億新幣，補貼企業提前提高退休和回聘年齡以

及非全職回聘所支出的福利費用。 

新加坡年長員工的公積金繳存比例顯著提高，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不

同年齡層的年長員工公積金繳交率會上調 0.5 或 1 個百分點，逐步調整到 2030

年。具體繳交辦法為 56~60 歲員工的公積金繳交率從 26%增至 37%，61~65 歲

員工的公積金繳交率從 16.5%增至 26%，66~70 歲員工的公積金繳交率從 12.5%

增至 16.5%。 

因應政府支持老年人延後退休或是再就業的政策，不少新加坡企業也為年

長者開出適合的職缺。例如科技公司 RelevantDB 為年長的開發人員發布職位

空缺，根據 TechRepublic 科技網站報導，RelevantDB 執行長 Cleveland 表示，

年長開發人員的潛力被低估，且經常基於企業文化等因素而被就業市場排除在

外，這提供 RelevantDB 爭取優秀程式人員的機會，關注開發人員編寫程式碼

的能力和經驗，僱用年長者以及年輕人。 

新加坡公共巴士營運商 Go-Ahead 人力資源總監 Wang Poon Liang 表示：

「成熟、經驗和知識是高齡員工的主要優勢，有資格成為新加入者的導師和榜

樣。作為雇主，應重視並利用這些優點。」Go-Ahead 約有 35%的員工年齡在

50 歲以上，提供多種做法來支持和培訓資深員工。例如培訓路徑圖是專門為資

深巴士車長設計的，包括舉行簡報會議和一對一諮詢，以指導巴士車長如何使

用行動設備上導航 APP，以便他們能夠以數位電子方式執行任務，例如檢查工

資單、提交休假申請、查看他們的名冊甚至簽名上班等。此外，Go-Ahead 努

力協助資深員工管理他們的健康問題並保持健康，以繼續為公司貢獻。 

新加坡文華東方酒店努力促進跨世代勞動力，人力資源總監 Jonathan Joo

表示，資深員工對公司文化和酒店行業有深刻的理解，可以成為年輕員工的導

師和榜樣。年輕同事透過與資深員工互動學習，可以快速了解行業發展。酒店

還針對資深員工重新設計工作。例如為 50 歲以上的員工提供符合人體工程學

的鍵盤和 27 吋顯示螢幕，使他們能夠更高效、更輕鬆的工作，並且還提供額



第三章 主要國家延後退休年齡之背景和政策措施 

51 
 

外的個人健康和飲食指導。值得一提的是，文華東方酒店的再就業計畫實踐的

比國家時間表還快，其已經將符合條件的員工之退休年齡提高到 65 歲，並承

諾提供再就業至 70 歲，只要這些員工的工作表現符合評估標準，且身體健康

便可以繼續工作。 

上述案例表明，高齡員工可以憑藉其豐富的經驗和工作承諾，繼續在職場

上有積極的貢獻。雇主應為願意並能夠繼續為公司貢獻的高齡員工提供再就業

機會，營造公平的工作環境。 

(2)社會/個人面 

對於高齡者來說，工作的目的也許是想賺取額外的錢、想要有更多的社交

機會，或嘗試感興趣但從未有機會嘗試的職業，又或者只是為保持身心健康。

而在新加坡，除了全職工作之外，高齡者就業還有其他選擇，一些人在退休後

開始創業或是找兼職工作。且越來越多企業針對年長員工就業提供更多彈性選

擇，例如新加坡大華銀行（UOB）推出一種零工就業模式，針對需要「深厚的

技術專長和豐富經驗」的項目，包括客戶服務、流程和系統培訓、營運和專案

諮詢等領域，提供退休員工更短的工作時間、按服務付費的零工工作機會，使

退休員工能夠維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二、歐盟國家 

歐盟國家延後退休機制主要著眼年金財務改革的迫切需求，早期在 1970 年

代高失業率時期，企業對中高齡勞動者需求降低，紛以提早退休、放寬失業與失

能給付定義等措施應對，1980 年代後期逐漸關注到戰後嬰兒潮將於 2000 年左右

大量退休，影響社會保險制度財務的穩定和永續性，因此建議各國可以進行：減

少提前退休的保證金份額、提升退休後的勞動力和提高退休年齡。部分國家已決

定提高整體國民的退休年齡，包括荷蘭、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等已提高至 67

歲。措施包括搭配各種降低被保險人選擇提早退休的誘因、部分年金給付制度（一

種提供個人適足的所得安全水準）、其他活化老年的活動等，並且逐步訂定兩性

退休者取得足額年金資格的投保年限趨於平等，例如將生育、養育或家戶勞動對

社會的價值，納入其他相關社會機制。以下各就擇定的芬蘭、德國、瑞典、荷蘭

和法國的延退政策背景和對經濟、社會、個人的影響進行研析。 

(一)芬蘭 

1.背景說明 

根據聯合國人口預測，芬蘭的總人口預計至 2030 年之後將會開始緩慢下降，

至 2050 年人口數不到 550 萬人。芬蘭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 年勞動年齡人口

（15~64 歲）占比為 62%，因低出生率，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將於 2040 年加速，

2041~2050 年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比現在減少 10.3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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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芬蘭的男性和女性預期壽命分別為 79.5 歲和 84.8 歲，到 2050 年，

男性的預期壽命預計將提高至 83.7 歲，女性為 88.4 歲。在預期壽命穩步增加的

前提下，即使嬰兒潮一代的影響消退後，老年扶養比（65 歲及以上人口與 20~64

歲人口的比率）仍將持續上升，預計從 2019 年的 38.9%上升至 2050 年 52.3%。 

表 3. 8、芬蘭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5.4% 14.8% 13.7% 13.4% 13.6% 13.9% 14.0% 

15-24 歲 11.0% 11.2% 11.4% 10.5% 9.4% 9.2% 9.3% 

25-64 歲 50.7% 50.1% 49.5% 49.7% 50.7% 50.3% 49.4% 

65 歲以上 22.9% 24.3% 25.8% 26.7% 26.7% 27.1% 27.9% 

總人口數

(百萬人) 

5.54 5.55 5.57 5.56 5.54 5.50 5.46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根據芬蘭統計局的數據，2020 年生育率為 1.37，2021 年略上升至 1.46，但

仍處在歷史低水位，也因此人口老化問題更加嚴重。目前 60 歲以上的人口數已

接近 160 萬人，約占總人口的 30%，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加，延後退休是芬蘭

應對人口老化的做法之一。 

2.政策措施與配套 

芬蘭最近一次養老金改革是在 2017 年生效，當時平均退休年齡為 60.9 歲。

2017 年的改革主要為透過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變化連結來延長工作壽命。其基

本做法是逐年遞增，每年增加 3 個月。舉例來說，1954 年（含）以前出生的人，

於 63 歲退休；1955 年出生的人，退休時間是 63 歲 3 個月；1956 年出生的人是

63 歲 6 個月，以此類推。1962~1964 年出生區間，退休年齡統一劃分為 65 歲，

而 1965 年及以後出生的人，退休年齡還沒有具體數字，會與預期壽命連動，歐

盟屆時將會給出相關的建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2030 年以前每個出生年份增

加的工作時間不會超過 2 個月。 

2017 年芬蘭的養老金改革被認為相當成功，當時芬蘭開始逐步將領取養老金

年齡每年提高 3 個月，從 63 歲提高到 65 歲，到 2027 年養老金體系最低退休年

齡提高 2 年。從 2030 年開始，養老金的最低年齡限制將與預期壽命的變化掛鉤。

另外，芬蘭領取養老金的最高年齡限制為 68 歲，1958~1961 年出生的人將提高到

69 歲，對於 1962 年或以後出生的人則為 70 歲。另外，從事繁重工作的勞工將保

留在 63 歲時完全退休的權利。到 2030 年法定退休年齡將維持在 65 歲，但將逐

漸取消在 63 歲申請退休減少福利的選項。而退休年齡目前是 65 歲，預計至 2060

年將增加至約 6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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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芬蘭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項目 2005 年之前 2005 年之後 2017 年之後 

退休年齡 至少 65 歲 彈 性 退 休 年 齡 為

63-68 歲；領取退休金

最高年齡限制為 68歲 

退休年齡每年增加3個月直到

65 歲；從 2030 年開始，退休

年齡與預期壽命相關；領取退

休金最高年齡限制為 70 歲 

退休年金 

提繳率 

23-59 歲：1.5% 

60-65 歲：2.5% 

18-52 歲：1.5% 

53-62 歲：1.9% 

63-68 歲：4.5% 

17 歲以後：1.5% 

資料來源：Finnish Centre for Pensions，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為促進延長工作壽命，除了提高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之外，芬蘭還提供一

種將工作和部分退休結合起來的彈性方式，當勞工年滿 61 歲時，可以領取部分

養老金（partial old-age pension），同時可以繼續工作。而對於延後領取養老金者，

給予每月增加 0.4%的遞延養老金的獎勵，藉此鼓勵勞工規劃更長的工作職涯。 

其他配套部分，首先在鼓勵雇主留住和僱用高齡勞工方面，例如透過立法來

防止就業年齡歧視；在選才時應考慮資歷、家庭狀況和技術人才的保留；不鼓勵

雇主使用強制退休；鼓勵社會夥伴組織規劃更好的僱用機制以善用高齡勞工資

源。其次，在提高勞工就業能力方面，包括加強中後期勞工的培訓機會；為高齡

求職者提供特別顧問；提升高齡勞工的工作品質如加強工作場所安全和身心健

康、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等。 

最後，芬蘭的養老金改革還針對延長工作壽命的好處加強溝通，在最早領取

養老金年齡的前 5 年發送給勞工的養老金紀錄，包括對目標退休年齡的評估，以

及計算不同年齡的養老金金額的估計值。 

延長工作壽命一直是芬蘭的核心社會目標，芬蘭養老金中心（ETK）表示，

如果未來的退休人員會根據前幾代人的退休年齡來調整他們的退休行為，則養老

金制度的財務永續性將更加穩固。ETK 研究的結果，芬蘭越來越多的勞工計劃延

後退休，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將工作到 65 歲以上，2018 年芬蘭人平均預期退

休年齡為 64 歲零 7 個月，比 2008 年類似研究發現的平均 62 歲零 8 個月增加近 2

年。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2017 年養老金改革確實影響勞工的退休意願，芬蘭人的工作壽命明顯延

長。2017 年養老金改革以來至今，芬蘭 60~64 歲就業率提高近 10%，於 2021

年創歷史新高達到 56.9%。 

根據 ETK 的數據，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兩年中，芬蘭退休年齡增加，

2020 年增加 5 個月，2021 年進一步增加 6 個月，平均退休年齡為 62.4 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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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可解釋基於 2017 年養老金改革中的提高退休年齡政策的結果，不過，ETK

也認為，由於領取殘疾養老金而退休的人數意外下降，或許只是特殊肺炎疫情

大流行的結果。疫情過後，殘疾養老金領取者的數量很可能會增加，而使退休

年齡增加放緩甚至可能下降。 

從 ETK 的研究資料可以看出，芬蘭越來越多的勞工計劃延後退休，1/3 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打算在 65 歲退休，而 1/5 的人則表示他們預期最早在 66 歲退

休，顯示芬蘭勞工已普遍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平均預期退休年齡與勞工可以

開始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將逐步趨向一致。 

(2)社會/個人面 

ETK 的調查報告顯示，芬蘭人在 2020 年大規模延後退休，分析可能原因

在於，受到疫情衝擊，許多人無法享受業餘愛好和旅行的興趣，退休後擁有更

多休閒時間的吸引力相對不大。因此，芬蘭的平均退休年齡有所提高。 

在芬蘭推動公眾對高齡社會的意識和促進對代際合作重要性的認識之

下，芬蘭人已經清楚認識到，現行的退休年齡是根據每個人的出生年份來決定

的。每個年齡組都有自己的退休年齡和目標退休年齡。而調查也發現，工作能

力較弱和有長期病假缺勤的勞工，更可能選擇提前退休；受過高等教育和社會

經濟地位較高、具有良好工作能力的人，則多選擇延後退休。因此，未來芬蘭

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會因此加劇。 

儘管不少研究在探討芬蘭退休，但對於退休決定背後的個人動機知之甚

少。在最新一輪歐洲健康、高齡化和退休調查（SHARE）中，芬蘭養老金領取

者被問到一個簡單的問題：您為什麼退休？超過 80%的人表示他們退休是因為

他們有資格領取養老金。與其他歐洲養老金領取者相比，健康狀況不佳對芬蘭

退休決策的影響反而較小，這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芬蘭人似乎主要是在可以退休的時候退休。這對芬蘭養老金政策制定者來

說是好消息。隨著退休年齡的提高，人們可能會在有資格領取養老金時才選擇

退休。但是，令人擔憂的是，芬蘭的養老金領取者比例在歐洲排名第二（也是

男性中最高的），這些人提到健康不佳是他們選擇退休的主要因素。 

(二)德國 

1.背景說明 

德國是世界上人口最老的國家之一，65 歲以上人口數持續增加，預測到 2050

年將達到總人口的 30%。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 2021 年人口數據顯示，出生於

1957~1969 年之間的群體將在未來 15 年內退休，到 2036 年將有 1,290 萬人達到

法定退休年齡，這將導致德國勞動人口急速萎縮。在 OECD 國家中僅有日本、義

大利的人口老化較德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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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德國總生育率為 1.58，出生人數的快速下降引發人口結構的長期變

化，此變化為德國國家養老金體系帶來巨大的挑戰。德國的養老金制度是由國家

養老金、職業養老金和私人養老金三支柱所組成。國家養老金為強制性的，涵蓋

所有的勞工，該資金來自勞工和雇主的繳款，是整個養老金體系的主要支柱。為

穩定國家養老金的運作，2001 年啟動養老金改革，將部分現收現付的養老金替換

為資助養老金，並於 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然而，人口高齡化持續快速發展，聯邦統計局估計 67 歲以上的人口數將從

2020 年的 1,600 萬增加到 2035 年的 2,000 萬，增加 22%。同時，到 2035 年勞動

年齡人口的數量將顯著下降。這意味越來越少的工作年齡人口向國家養老金體系

繳付，而領取養老金的群體越來越多，國家養老金恐怕會入不敷出。 

表 3. 10、德國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3.9% 14.0% 14.0% 13.4% 12.9% 12.6% 12.7% 

15-24 歲 10.1% 9.5% 9.4% 9.9% 10.0% 9.7% 9.4% 

25-64 歲 53.8% 52.9% 50.2% 48.0% 47.6% 47.8% 47.4% 

65 歲以上 22.2% 23.6% 26.4% 28.8% 29.5% 29.9% 30.5% 

總人口數

(百萬人) 

83.41 83.20 82.76 82.07 81.20 80.16 78.93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德國專家委員會的報告預測，如果當前人口趨勢持續下去，到 2040 年流入

養老金體系的國家預算比例將從目前的 26%上升到 44%。增加國家對養老金的資

助，將排擠數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投資，此為養老金體系入不敷出的代價。 

同時，德國也面臨高齡者貧困和勞動力短缺的嚴重問題。根據德國貝塔斯曼

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的調查報告，到 2036 年，1/5 的養老金領取者

將面臨貧困威脅，其中女性、低收入者和長期失業者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而造

成貧困風險包括低薪工作、兼職工作或職業生涯中斷，如為撫養孩子而中斷等。 

而在勞動力短缺方面，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正面臨衝擊，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

據，現在不僅有 20%以上人口超過 65 歲或完全退休年齡，且這個數字還在快速

增加中，到 2060 年預計 65 歲以上族群將超過 1/3。勞動人口最快可能在 2023 年

達到高點，之後將不得不面對勞動力減少的問題。 

為減緩這些問題並維持國家養老金運轉，政府持續推動退休改革，包括提高

領取養老金年齡和提供彈性的退休選擇，並制定提供就業機會、教育和培訓以及

改善高齡勞工工作條件的計畫。並且尋求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鼓勵勞工延長工

作時間與放寬移民和公民資格規範。 

2.政策措施與配套 

為應對人口高齡化，德國政府持續在調整退休年齡，延長勞工向國家退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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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付的時間，同時減少他們收到退休基金付款的年數。2012 年政府希望將退休

年齡從當時的 65 歲提高到 2029 年的 67 歲，具體實行方法經聯邦議院決定，從

2012~2023 年退休年齡每年延長 1 個月；2024~2029 年每年延長 2 個月，這意味

著 1964 年以後出生的人將在 67 歲才能退休。 

自 2012 年退休改革以來，德國的退休年齡在緩慢增加。政府也在 2016 通過

《彈性退休金法案》，幫助高齡勞工以最符合個人需求的方式過渡到退休。根據

德國央行試算，法定退休年齡可能必須進一步提高，以因應退休基金資金缺口，

德國打算在 2030~2060 年間，再將退休年齡提高到 69 歲。 

且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德國正式實行基本養老金政策。凡是繳納養老保

險滿 35 年、撫養或照顧孩子年限符合規定的低收入者，每月可獲得最多 404.86

歐元的養老金補貼。此舉被認為是德國養老制度改革的一座里程碑，能夠為更廣

泛的老年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表 3. 11、德國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內容 

2012 年 將退休年齡從目前的 65 歲，提高到 2029 年的 67 歲 

2016 年 通過《彈性退休金法案》，幫助年長勞工以最符合個人需求的方式

過渡到退休 

2021 年 正式實行基本養老金政策。凡是繳納養老保險滿 35 年、撫養或照

顧孩子年限符合規定的低收入者，每月可獲得最多 404.86 歐元的

養老金補貼 

資料來源：各網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德國政府正在考慮進一步延後退休年齡。面對快速高齡化的社會和低出生

率，經濟部顧問小組建議到 2042 年將年齡門檻進一步提高到 68 歲。依經濟部

諮詢委員會 2021 年發布的報告指出，2025 年起嬰兒潮一代進入退休生活，德

國將必須應對法定退休金體系的財政問題。該委員會表示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將

退休年齡提高到 68 歲，盡可能讓更多的工作年齡人口從事高薪的工作。並且

認為從長遠看退休年齡不應與預期壽命的發展脫鉤，而工作時間與退休時間之

間的關係應維持動態平衡（台灣經貿網，2021/06/16）。德國經濟研究所（IW）

也對退休金體系發出警語，認為提高到 68歲不足以將退休金繳費率穩定在 22%

以下，進一步呼籲到 2052 年將退休年齡提高到 70 歲。 

然而，延後退休議題在德國內部引起諸多討論，例如勞工部長 Heil 並不

同意延長退休年齡，主要看到勞動力市場出現正面的發展態勢。根據養老金辦

公室的資料，2000~2019 年 60~64 歲勞工支付養老金的比例從 10%上升到

42%，且平均年數從 27.7 歲上升到 36.3 歲，原因之一是女性勞動參與人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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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同時也發現近兩年支付德國養老金的技術移民人數從 280 萬增加到 680

萬，這些發展使養老金體系的收入增加。 

另外，延後退休爭議的另一原因是人們認為領取養老金的時間過晚。財政

部長 Olaf Scholz（2021 年任德國總理）表示，經濟顧問主張將退休年齡進一步

提高到 68 歲的提議，是基於對人口成長和國家養老金體系面臨人口壓力的錯

誤預測。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逝世人群中近 1/5 沒有達到退休年齡，2019

年有 17%的死者未滿 67 歲、14.4%的死者未滿 65 歲。換言之，退休年齡越高，

能夠享受養老金的人就越少。 

(2)社會/個人面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2019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中有 8%仍在工作，

約為 10 年前的 2 倍。截至 2020 年 9 月統計，就業人口約為 3,820 萬人，其中

約 103.9 萬人是退休後再就業。年滿 70 歲仍在工作的有近 60 萬人，75 歲以上

的就業人口達 22 萬人，還有 7.2 萬人年滿 80 歲仍堅持工作。 

關於老年人就業人口增加的原因，《德新社》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

德國面臨較大勞動力缺口，特別是專業勞動力缺口，因此，具專業能力的退休

人員在勞動力市場受到青睞。第二，由於生活水準改善和健康狀況良好，不少

老年人退休後仍希望進一步在職場展現人生價值。 

德國聯邦人口研究院發布的報告指出，97%的老年人表示，退休後繼續工

作的原因是為了享受工作帶來的快樂。94%的老年人則是為了與他人保持聯

繫；90%的老年人認為，繼續工作有助於保持健康。另外，增加收入、享受被

需要的感覺、希望能一直接受挑戰等原因，也是老年人退休後繼續工作的原因。 

對於大多數退休老年人而言，繼續工作可以增加一筆額外收入，但也有少

數老年人退休後須繼續工作才能解決生計問題。在德國 65 歲以上的就業人口

中，自由職業者所占比例達 37%。由於自由職業者無法領取法定養老保險金，

繼續工作或尋求家人幫助就成為他們保障老年生活品質的重要途徑。 

(三)瑞典 

1.背景說明 

瑞典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穩定成長，2020 年人口達 1,010 萬，65 歲以上人

口占總人口的 20%以上。預計到 2050 年將達到 1,139 萬，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

口將超過 24%。雖然瑞典的生育率（每名婦女 1.85 個孩子）比大多數其他歐洲國

家高，因生育率低於人口更替率，導致瑞典人口高齡化趨勢持續。 

由於瑞典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增加，需要延長工作壽命和延後退休，主要的 3

大原因為：(a)為確保養老金制度的永續性；(b)為確保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和有效利

用高齡勞動者的人力資本；(c)為提升高齡族群的收入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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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就業率是歐盟中相對較高的國家，過去 10 年瑞典的就業率（15~74

歲）呈穩步上升。根據統計局的資料，2018、2019 年就業率達 68.3%的高點，2020

年 Covid-19 爆發後就業率降至 67.2%，2021 年微幅上升至 67.3%。其中 55~64 歲

年齡組的就業率和勞參率分別為 77.0%、82.6%，65~74 歲年齡組的就業率和勞參

率則為 19.2%、20.0%。 

表 3. 12、瑞典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7.7% 17.0% 16.1% 15.3% 15.1% 15.1% 15.1% 

15-24 歲 11.2% 11.7% 12.0% 11.7% 11.1% 10.5% 10.2% 

25-64 歲 50.9% 50.5% 50.1% 50.0% 50.1% 50.3% 49.9% 

65 歲以上 20.1% 20.7% 21.8% 23.0% 23.7% 24.1% 24.8% 

總人口數

(百萬人) 

10.47 10.74 11.01 11.24 11.46 11.68 11.90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瑞典是歐洲高齡勞工（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高女性勞

動參與率是所有勞工群體，尤其是高齡勞工就業人口比率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0 年代「勞動力女性化」趨勢下，瑞典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顯著增加，「家庭主

婦」在瑞典社會或多或少地消失了，2021 年瑞典的女性就業率（15~74 歲）為

64.4%。 

影響退出勞動力市場時機的因素有推力也有拉力，從瑞典的發展經驗可以歸

納出 4 個影響退休年齡的主要因素：第一，健康狀況不佳已被確定為瑞典最常見

的退休原因。第二，教育程度是退休年齡的重要變數。當前的高齡勞工族群普遍

比以前的勞工受教育程度更高，並且往往決定更晚退休。第三，退休年齡也與生

活伴侶或密友的退休決定有關，夫妻共同決策的家庭往往導致女性更早退出勞動

市場，男性更晚退出。第四，關於勞工的體能等各方面條件的工作要求越來越低，

例如因工傷死亡的人數有所減少，對於身體健康的要求較低。 

在人口高齡化和經濟成長放緩的背景下，許多人開始擔心養老金制度的是否

可以維持長期運作。1990 年代政府開始提高瑞典人民的退休年齡，藉由增加工作

激勵來影響退休行為，從而讓高齡族群延後退出勞動力市場。目前養老金水平大

致上與繳費成正比，透過減免退休人員工資稅、減免所得稅等法規，延後勞動力

退出市場，這也有助於維持高齡族群的就業人口比率。另外，強制退休年齡的提

高與 64 歲或以下的人無關，但對 65~69 歲年齡層的影響更大。然而，維持高齡

勞工的就業率的最主要影響，主要應該還是因為瑞典政府對於殘疾保險計劃的規

定比以前更嚴格。 

2.政策措施與配套 

瑞典國家養老金制度是由收入養老金、保費養老金和保證養老金所組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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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養老金領取者的基本組成。其中，收入養老金和保費養老金是透過繳費提

供資金，保證養老金則是支付給居住在瑞典的基本福利，由政府預算提供資金。

除了國家養老金之外，還有職業養老金和自願性養老金。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瑞典繳費型國家養老金福利（收入養老金和保費養老金）

的最低退休年齡已提高到 62 歲，預計到 2023 年將提高到 63 歲，然後在 2026 年

提高到 64 歲。保證型養老金的最低領取年齡將從目前的 65 歲提高到 2023 年的

66 歲，到 2026 年進一步提高到 67 歲。 

瑞典政府已經向議會提交議案，在 2027 年把「標準退休年齡」從 65 歲提高

到 67 歲。這是 2017 年瑞典大多數的黨派共同達成的「退休金協議」的一部分，

即隨著瑞典人民的平均壽命增加，退休年齡也必須提高。意即未來的退休及相關

的退休金、房屋補貼的年齡將與預期壽命掛鉤，而這個年齡將於每年確定是否調

整並於調整 6 年後啟用，每次最多可更改 1 年（台灣經貿網，2019/10/18）。值

得注意的是，瑞典實行的是「彈性」退休政策，也就是說，瑞典的退休年齡不是

一個點，而是有一個時間的跨度，有很多的不同「退休年齡」。 

瑞典沒有固定的退休年齡，有些人會把瑞典勞動法中規定的「有權利工作到

的年齡」（rätt att jobba till）認為是退休年齡，這其實並不準確。目前有權利工

作到的年齡是 68 歲，這是 2020 年修改的，之前是 67 歲，2023 年則將提高到 69

歲。「有權利工作到的年齡」這條規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雇主歧視老年員工。

如果一名員工在 68 歲之前自己不願意退休的話，雇主是不能逼迫退休，必須是

員工自己提出退休，雇主才能解除和員工的雇傭關系，換言之，主動權是在員工，

若員工想早點退休，也是沒有問題的。瑞典人民有權工作到 68 歲，如果本人和

雇主皆同意下，也可以工作更長時間。在這樣彈性制度之下，瑞典人民退休年齡

近年持續增加。根據瑞典養老金機構的數據，2020 年瑞典人民的平均退休年齡為

65 歲，比 2019 年增加大約 5 個月。 

表 3. 13、瑞典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繳費型國家養老金福利 

的最低退休年齡 

領取保證型養老金 

的最低年齡 

有權利工作到 

的年齡 

2020 年 62 歲 65 歲 68 歲 

2023 年 63 歲 66 歲 69 歲 

2026 年 64 歲 67 歲 — 

資料來源：各網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瑞典國會於 1994 年通過採行具創新精神、財務可持續性的「名義確定提撥」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改革模式。十餘年來，瑞典實施 NDC 養

老金改革使其未來支出大幅縮減，證實 NDC 模式是維繫養老金財務永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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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模式。例如，在改革前，養老金支出預估於 2025 年前將達 GDP 的 25%，

新制養老金的支出在 2000~2050 年期間卻低於 GDP 的 11.4%；再者，舊制養

老金的提撥率在 2025 年前預估將提高到 30%，反觀新制養老金的提撥率可永

久控制在 18.5%。 

根據世界銀行 2006 年出版的《養老金改革—非儲備的確定提撥（NDC）方

案之議題與前景》報告書指出，NDC 養老金（特別是瑞典模式）可成為各國

養老金改革的重要參考策略。 

瑞典大幅改革後的養老金制度採 3 層保障的養老金新制，包括名義上確定

提撥之收入養老金(費率 16%)、完全提撥之確定提撥保費養老金（費率 2.5%）

及保證養老金。瑞典政府以財政收入為財源，保障老年居民的最低養老金收

入。此外，政府亦提供瑞典公民在兵役、孩童養育及受教育，甚至殘疾、失業

及疾病期間之保費補貼。 

瑞典的養老金制度還設有財務自動平衡常設機制，主要內容是設置養老金

資產除以負債的平衡率，當平衡率低於 1 時，養老金系統自動啟動平衡機制，

依既定公式設算，並調減養老金支領金額，直至平衡率恢復為 1 時，系統才自

動終止平衡機制。該機制的效益是可維持養老金財務平衡，避免經濟金融危機

及人口結構變動對養老金財務的負面衝擊，也可規避政治干預壓力。但缺失則

是自動平衡機制會出現延宕財務不平衡之必要調整時間。 

(2)社會/個人面 

瑞典是高齡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女性勞動參

與度高。另外，在瑞典從就業到退休的退出模式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加劇了退

休老年人之間的不平等，特別是在教育程度方面。瑞典的調查結果顯示，良好

的健康狀況和高等教育是影響選擇延後退休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有不少專家

呼籲，政策應更多地側重於為弱勢群體提供教育和培訓。 

2013 年瑞典養老金年齡調查委員會提出一系列養老金制度框架變革，目

標在激勵老年人增加工作時間。然而，要在政策和個人層面滿足這些變化，還

需要改變企業組織制度或文化。根據《Organisational Capability for Delayed 

Retirement》，有 3 種類型的條件，對延長員工的工作壽命至關重要： 

①如何評估高齡員工的知識和技能，是否值得在組織內保留。雇主和企業管

理者可能需要重新定義對知識和技能的看法，以便在認為有利可圖和有效

的框架內，對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知識和技能進行評估。 

②公司對員工職業曲線的既有規範，這些規範需要適當調整，才能延長員工

的工作壽命。當人力資源常規（如績效評估和教育訓練）標準化時，會給

高齡員工的工作生活帶來障礙。公司可能需要根據員工的生命歷程調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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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人力資源流程。 

③執行年齡管理的人力資源職能。這是關於人力資源部門是否可以將年齡管

理整合到組織文化和制度中，並視為價值創造過程的一部分，例如公司應

該要編列並說明有關組織人口統計相關數據。 

(四)荷蘭 

1.背景說明  

根據荷蘭中央統計局所提供的數據，荷蘭早於 2000 年便已接近高齡社會之

標準，65 歲以上人口於 2021 年達到總人口之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更預

計在 2024 年占比將提高至 25%，有近 1/4 的人口將為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 

1960 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加上不斷延長的預期壽命，為荷蘭人口結構快速老

化的主要原因，因此預計在 2040~2050 年間，隨戰後嬰兒潮人口逐漸過世，高齡

人口數將趨於穩定，並於 2050 年之後，隨千禧世代邁入 65 歲而再次提高。 

表 3. 14、荷蘭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9 歲 21.4% 18.6% 20.5% 20.7% 21.2% 21.3% 21.0% 

20-64 歲 58.8% 52.4% 56.6% 54.8% 53.7% 53.8% 54.3% 

65-79 歲 15.0% 14.2% 16.3% 16.9% 16.8% 15.6% 14.6% 

80 歲以上  4.8%  4.8%  6.6%  7.5%  8.3%  9.3% 10.1% 

總人口數 

(百萬人) 

17.47 19.97 18.47 18.90 19.21 19.44 19.63 

資料來源：荷蘭中央統計局，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荷蘭總人口數與臺灣相近，且人口結構老化速度快速，在 2021 年便已達到

超高齡社會之標準。根據投顧公司 Mercer 與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 Institute, CFA）於 2021 年共同發表之全球退休金指數研究中，

荷蘭的退休金制度在評選的 43 個國家中排名第 2；因此，以下將深入了解荷蘭的

退休金制度如何因應人口老化之趨勢進行相關制度改革，以及相關政策之影響。 

2.政策措施與配套 

人口預期壽命延長以及低利率造成退休基金準備金不足，為荷蘭既有退休金

制度面臨的首要挑戰，政府自 2013 年起推行延後法定退休年齡政策，在

2013~2019 年期間將法定退休年齡自 65 歲逐年調整至 66 歲，並在 2021 年達到

67 歲。 

然而，受到來自多方工會的聯合罷工抗議施壓，政府於 2019 年 6 月與工會達

成退休金制度改革協議，同意暫緩延後退休年齡之規劃，將原訂 67 歲之目標訂

於 2024 年，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爾後又再度因應疫情的影響，於 2021 年

底宣布延後退休金改革協議至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過渡期為 2023 年至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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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 2019 年達成的協議中，政府也同意取消禁止提前退休的政策，允許僱員

在與雇主達成協議的前提下，最多可提前 3 年退休，同時延後一般老年退休金之

領取至法定退休年齡，期間僱員每年可從自雇主獲得最高 19,000 歐元的福利金，

此項條款不受退休金改革延後影響，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另一方面，因應平均壽命延長以及法定退休年齡延後之政策，為降低確定給

付制的不確定性，並促進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公平性，退休金法案改革亦取消確定

給付制，全面改為確定提撥制，並同時針對提撥額度採行「遞減累積系統

(degressive accrual system)」，即依年齡決定僱員的提撥額度，僱員年紀愈大需提

撥的退休金額度愈小。同時，考量荷蘭年輕世代之民眾更換工作頻率較高，也愈

來愈多人選擇創業，為提高退休金制度的涵蓋範疇，在退休金法案改革後，個人

所提撥的退休金將隸屬於個人資產，以增進對退休金的保障。 

上述退休金改革與配套措施，將於 2023 年上路，過渡期期間為 2023~2027

年，過渡期間既有員工將持續適用舊制，同時新進員工將採用新制，最終若當前

僱員的退休金有任何減少，將由雇主單方面補償。 

表 3. 15、荷蘭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修訂法案 內容 

2013 年 《荷蘭年金法案》 自 2013 年起自 65 歲逐年延後法定退休年齡，目標於

2021 年期間法定退休年齡達 67 歲 

2019 年  與工會達成協議暫緩荷蘭年金法案改革，將 67 歲之退

休年齡規劃延後至 2024 年 

2021 年  延後荷蘭年金法案改革生效日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資料來源：OECD、荷蘭年金協會，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荷蘭的退休金體系架構主要由 3 大支柱組成，第一支柱為「一般老年退休

金（General Old-Age Pension Act）」，又簡稱為 AOW，第二支柱為職業退休

金（Occupational Pension），第三支柱則為個人之銀行或保險等金融資產，其

中荷蘭居民的退休金主要來源為第一與第二支柱。 

第一支柱之 AOW 屬於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System），每年提撥

金額為年薪的 17.9%，並依居住於荷蘭境內之年數累計領取退休金之比例，每

年可累積 2%額度，即若於荷蘭居住或工作達 50 年則可獲得 100%（50x2%）

全額退休金，反之則最終獲得的退休金比例將減少；據 2021 年平均薪資預估，

單身者平均領取額度約為每月 1,244 歐元（約新臺幣 38,591 元），已婚或同居

者則約為每月 851 歐元（約新臺幣 26,646 元）。 

第二支柱之職業退休金則依產業或專業（如醫師等）設立退休基金，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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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退休基金無沒有統一的退休年齡，依雇主提供之退休金方案而定，但多數設

定為 68 歲，僱員若提早退休亦可向雇主申請。在上述的退休金制度下，退休

金多足夠支撐退休者維持一定生活品質，據 OECD 近期 2016 年之統計，荷蘭

高齡人口的貧窮率 3.1%，遠低於 OECD 成員國整體平均之 13.5%。 

 荷蘭的職業退休金基金由不同產業或專業各自成立，雖然非強制性，但

主管機關社會事務與就業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有權

利強制要求特定產業或專業參與。在架構方面，職業退休金為由「雇主」、「僱

員」與「第三方退休金管理公司」形成的三角形架構，雇主與第三方退休金公

司達成行政協議，將退休基金委託管理，並代為研擬退休金方案，並由雇主提

供予僱員。 

 
資料來源：KWPS，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3. 1、荷蘭職業退休金架構圖 

在上述架構下，雇主得以依照產業或專業差異性，更彈性的研擬退休金方

案，如勞動力密集類型之產業可將退休年齡提前；另一方面，透過第三方機構

代管退休基金，不僅得以避免公司倒閉而影響僱員退休金權益之風險，亦能達

到集體分散風險之效益。 

(2)社會/個人面 

政府於 2019 年提出的年金制度改革中，將職業退休金方案全面改為確定

提撥制，即由雇主及僱員每月/每年提撥「固定額度」至退休基金，直到僱員申

請退休為止，僱員最終之領取額度取決於提撥金額。 

在上述一般的確定提撥致之下，雖然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年輕相較年長

者，在同樣的提撥金額下，需花更長的時間才能獲得報酬，不僅受到通貨膨脹

影響更大，且隨著創業或自僱者比例增加，固定額度的提撥方式將無法提供年

輕世代足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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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確定提撥制世代公平性之爭議，政府擬透過「遞減累積系統(degressive 

accrual system)」進一步解決，即依年齡決定僱員的提撥額度，即僱員年紀愈小，

所需提撥的額度愈高，反之則愈小。 

(五)法國 

1.背景說明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統計，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在 2019 年達到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2021 年則為 20.7%左右，其中更有 9.5%人口年齡高

於 75 歲，預計到 2030 年高齡人口比將達到 24.3%。預期壽命持續延長為法國人

口結構老化的主要原因，預計 2030 年整體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 84.65 歲，男性平

均預期壽命將提高至 81 歲，女性更將提高至 88.3 歲。 

表 3. 16、法國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9 歲 23.4% 23.0% 22.0% 21.6% 21.3% 21.1% 21.1% 

20-64 歲 55.6% 54.6% 53.7% 52.8% 51.8% 51.6% 51.2% 

65-79 歲 14.9% 16.1% 16.4% 16.6% 17.0% 16.5% 16.4% 

80 歲以上  6.1%  6.3%  7.9%  9.0%  9.9% 10.8% 11.3% 

總人口數 

(百萬人) 

65.43 66.05 66.69 67.23 67.57 67.68 67.59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法國在 2019 年便已達到超高齡社會之標準，根據投顧公司 Mercer 與特許金

融分析師協會於 2021 年共同發表之研究，法國的退休金制度的特點在於針對不

同職業或專業類型，分別設置不同的強制性職業退休金計畫及其退休積分之制

度。以下將了解法國退休金的制度與配套措施，以及相關政策之影響。 

2.政策措施與配套 

法國退休新制度改革歷程漫長，因應人口高齡化的問題，自 1993 年開始啟

動一連串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其現任總統馬克宏自 2017 年初次上任，便承諾推

動退休金制度改革，並主張延後退休年齡至 65 歲、整合並簡化多樣的退休金制

度、改用積分制計算退休金額度，以及增進退休金制度的公平性與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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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7、法國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修改法案 內容 

1993 年 《退休金修改

法案》 

1. 基礎型退休金平均年薪，由薪資最佳的 10 年改為 25 年，

作為計算基礎 

2. 一般公司員工的最低工作年資由 37.5 年提高至 40 年 

2003 年  1. 規劃隨預期壽命延長，定期逐步增加最低工作年資（後

被 2014 年的改革取代） 

2. 工作年資較長者（如從 16~20 歲開始工作），可至多提早

4 年申請退休 

3. 發布延後退休者可獲得退休金加給，同時將提早退休的

扣除比例自 10%降低至 5% 

2010 年  1. 宣布漸進式遞延法定退休年齡，最早可退休年齡自 60

歲延後至 62 歲，獲得最高退休金領取比例之年齡由 65

歲延後至 67 歲 

2. 上述規定排除弱勢工作族群，如殘疾、單親者仍可在 65

歲獲得全比例之退休金額度；工作具有職業傷害，或因

工作而永久性殘疾者，則可在 60 歲獲得全比例之退休金

額度 

3. 一般公司與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規範整併 

2014 年  1. 在 67 歲前退休者，最低工作年資將漸進式增加至 43 年 

2. 成立委員會，每年發佈法國退休金系統現況與改革進度

報告 

2015 年  宣布於2019合併AGIRC退休金方案（適用藍領）與ARRCO

退休金方案（適用白領） 

資料來源：法國經濟部、The Cleiss，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馬克宏政府退休金改革原預計在 2025 年起實施，但在推動退休金改革的過

程中遭遇激烈的反彈聲浪，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超過 30 個組

織發動聯合罷工，為法國近 50 年來期程最久的罷工行動。此外，2020 年初爆發

的新冠肺炎疫情，亦影響退休金制度改革的時程，且 2022 年適逢法國總統大選，

最終政府妥協，修改政見將延後退休金制度改革時程至 2030 年，並將原訂自 62

歲提高至 65 歲的法定退休年齡降至 64 歲。 

 因應退休年齡延後之政策，政府祭出 2 項主要的配套措施，首先，針對領取

全額退休金的工作年資自 42 年逐步延長至 43 年，同時最低工作年資不得少於 10

年；其次，則為鼓勵延後退休，針對積分制提出暫時性加給/扣除機制，僅適用於

出生於 1957 年之後，且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達到 65 歲之僱員，其積分加給/扣

除情境如下： 

①在達到 65 歲時便申請退休金者，在領取退休金的前 3 年，將會有 10%的扣

除比例，直到年滿 67 才會被取消； 

②在達到 66 歲時申請退休金者，將可領取到退休金的最高比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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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 67 歲或以後申請退休金者，當年的退休金額度將可獲得加給，延後 2 年

（即在 67 歲退休）可獲得 10%，延後 3 年可獲得 20%，延後 4 年則可獲得

30%加給。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法國的退休金架構為「特殊制」，即依照職業類型，享有的分攤稅率與退

休優惠皆不同，目前包含多達 42 種不同退休金方案，大致分為基礎型休金

（Basic Scheme）、強制性補充型退休金（Compulsory Supplementary Pension 

Scheme）2 種；在此架構下，每位僱員依照專業領域，同時被分配到至少一個

基礎型與一個強制性補充型退休金方案，就業期間可同時隸屬於多個退休金方

案，並在退休後領取到數份退休金。退休金體系架構示意圖如下圖 3.2。 

 
資料來源：法國經濟部，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圖 3. 2、法國退休金體系架構 

雖然法國政府欲透過積分制整合既有退休金方案，但考量產業特性，針對

護理師、警消等高危險、高職業傷害或高工時之職業，透過積分參數之調整，

仍可提前退休，例如將醫護人員的夜班值班納入作為「艱苦勞動」參數，讓醫

護人員可提前近 2 年退休。 

此外，法國法定退休年齡雖為 62 歲，政府另外針對 1975 年之後出生之國

民，擬訂「足額年齡」67 歲之規範，即需工作滿 43 年或是年齡達到 67 歲，才

能領取全額退休金，但在新制之下，可領取之全額退休金將明顯高於舊制，期

待藉此方式進一步鼓勵勞動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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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個人面 

在特殊制退休金制度下，雖然能為考量產業特性，提供足夠彈性，卻也導

致透明度與公平性之疑慮，加上年輕世代轉職比例高導致退休金計算之複雜

性。有鑑於此，2017 年馬克宏政府上任後，針對年金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標之一，

即整合退休金方案，將退休金架構改為「統一制」。 

施行統一制的目標在於創造世代與產業之間的公平性，為了達到此目標，

政府提出「積分制」之退休金制度，在積分制底下，由於任何人的退休金計算

參數皆相同，因此大幅度增加了公平性。 

退休總積分數的計算方式為「提撥金額 x 積分累計率/積分價值」，最終

每年可領取退休金額度之計算方式則為「總積分數 x 積分價值」，其中，提撥

金額與積分累計率會依薪資層級而不同，薪資層級愈高與積分累計率成正比，

而積分價值則由政府制訂，2021 年 11 月公布之積分價值為 1 比 1.2841 歐元（約

新臺幣 40 元）。 

除了產業之間公平性，積分制亦能縮小因男女薪資不同而導致之退休金差

距，同時針對因生育而需中斷工作之女性，提供補充積分，每多生一個小孩退

休金將增加 5%，藉以鼓勵生育同時彌補性別不平等之落差。 

三、英國和美國 

本節摘整非屬歐盟國家的英國和美國在延後退休年齡的政策背景，英國 2006

年脫歐前修訂《禁止年齡歧視法》，一方面是與歐盟就業法保持一致，另方面則

是為紓解失業率及養老福利的支出，讓 50~65歲希望投入職場的英國人容易就業，

之後 2010 年首次提出取消常規退休年齡（default retirement age）的討論。而美國

更早於 1960~90 年間制定《反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ADEA)、《反強制退休法》(Mandatory Retirement Act)等法案，即為滿足國

民自願延後退休的需求，也為防止就業年齡歧視，只有少數行業或僱員不足 20

人的雇主，可以設定基於年齡的強制退休。以下分就其退休年齡政策和對經濟、

產業、社會和個人的影響進行研析。 

(一)英國 

1.背景說明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統計，2021 年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比為 18.8%，預計

2030 年將達到 21.5%，並達到超高齡社會之標準，其中將會有 6.5%的人口年齡

超過 80 歲。高齡人口占比不斷增加之原因，主要來自其國民預期壽命之延長，

2020 年國民整體預期壽命 80.4 歲，預計 2030 年將達到 82.2 歲，其中又以女性預

期壽命較長，可達到 83.9 歲，男性則為 80.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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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8、英國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 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7.7% 16.7% 15.4% 14.7% 14.6% 14.6% 14.7% 

15-24 歲 11.6% 11.7% 12.2% 11.8% 10.6% 10.0%  9.9% 

25-64 歲 51.9% 51.6% 50.3% 49.8% 50.0% 50.0% 49.3% 

65 歲以上 18.9% 20.1% 22.0% 23.8% 24.8% 25.3% 26.1% 

總人口數 

(百萬人) 

67.28 68.18 69.18 69.99 70.69 71.29 71.69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英國早於 1970 年代便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但由於人口與移民政策得宜，直

到 2020 年仍未邁入超高齡社會，為歐洲人口結構老化速度較慢之國家。因此，

在因應高齡社會的政策與配套措施方面擁有充足經驗；以下將了解其退休金制度

內涵與改革過程。 

2.政策措施與配套 

英國延後退休年齡政策一直是退休金制度改革的要點之一，主要改革包括

2011 年正式移除強制退休年齡，以及 2014 退休金法案 (Pension Act 2014) 之改

革，規劃將法定退休年齡逐步增加至 68 歲，依據該法案將英國的退休金制度分

為舊制與新制，2016 年 4 月 6 日以前達法定退休年齡將適用舊制，以後達到者則

適用新制。 

表 3. 19、英國近年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推行進程 

實施時間 修改法案 內容 

2011 年 默認退休年齡計

畫 

認定退休為個人選擇，並取消 65 歲之強制退休年齡 

2014 年 《2014 退休金法

案》 

於 2020年將兩性法定退休年齡提高至 66歲；2026~2028

年間，法定退休年齡自 66 歲逐步增加至 67 歲；

2037~2039 年間法定退休年齡自 67 歲逐步增加至 68 歲 

資料來源：英國政府官網，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表 3. 20、英國延後退休年齡規劃 

出生年月日 退休年齡 適用國家退休金制度 

男性：1951/4/6 以前 

女性：1953/4/6 以前 

男性：65 歲 

女性：60 歲 

舊制 

男性：1951/4/6-1961/4/5 

女性：1953/4/6-1961/4/5 

男性：66 歲 

女性：遞增至 66 歲 

新制 

男性與女性：1961/4/6-1977/4/5 男女皆為 67 歲 新制 

男性與女性：1977/4/6-1978/4/5 男女皆遞增至 68 歲 新制 

男性與女性：1977/4/6-1978/4/5 男女皆為 68 歲 新制 

資料來源：英國政府官網，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因應延後退休年齡之政策，政府祭出 2 項主要配套措施；首先，基於以國民

保險提撥年數做為計算參數的退休金額度計算方式，將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年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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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自 30 年延長至 35 年，且最少不可低於 10 年，同時，基於國民保險提撥年

數延長，國民最終領取之國家退休金亦同步自每週 134.25 英鎊（約為臺幣 4,910

元）增加至每週 175.2 英鎊（約為臺幣 6,416 元）。 

 其次，則為因應國民預期壽命之延長，為加強退休後生活品質之保障，而加

強退休金制度的普及化，實際相關配套措施包括以下 3 項： 

①退休金保護基金 

英國政府於 2005 年 4 月建立退休金保護基金（Pension Protection Fund），

目的在於保障採行確定給付制企業的僱員，當雇主發生財務危機，或提撥退休

基金資產不足保護基金的補償水準時，提供僱員相關補償；保護基金的資金來

源，來自所有運作中的確定給付制退休金方案。 

②自動註冊機制 

自動註冊（Auto Enrollment）機制於 2008 年推出，在此機制下，所有雇

主都被強制要求須提供退休金方案，並自動將旗下員工納入方案中，同時，雇

主也需部分負擔僱員的退休金；此機制最初由大企業先開始試行，再逐漸推廣

到中小企業，並限定中小企業於 2018 年 2 月前完成相關退休金方案建置作業。 

③國家就業儲蓄信託計畫 

國家就業儲蓄信託（National Employment Saving Trust, NEST）計畫設立

於 2008 年，為針對無法自行設立退休金方案的中小企業，或收入較低的僱員

所設計，提供另一成本較低之退休金方案；NEST 的提撥率相較一般退休金方

案低，初期僅 3%並隨年資而增加，同時，NEST 雖然亦為自動註冊機制，但

僱員可自由退出。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英國的退休金體系架構由 3 大支柱組成，分別為國家退休金（State 

Pension）、工作退休金（Workplace Pension）與個人退休金（Personal and 

Stakeholder Pension）；其中，國民退休金為達到法定退休金年齡即可申請，其

領取額度取決於國民保險提撥年數紀錄，工作退休金則分為「確定提撥制」及

「確定給付制」2 種方案，兩者皆可獲得提繳金額 25%之額度作為免稅額。 

據政府統計，在上述退休金制度下，2020 年國民退休獲得的平均退休金

額度約為每月￡1,805 英鎊（約新臺幣 66,000 元），約為中位數全職收入的 3/4，

對於維持退休生活的生活品質可說是相當足夠，然而，若限制退休金投資額，

長期將難以對抗通貨膨脹之影響。有鑒於此，政府每年都會依據「全國平均薪

酬加幅百分比」、「英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增幅」或「2.5%之幅度」作為調

整國家退休金額度之依據，並以數字最高者作為調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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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化的人口結構下，政府為鼓勵國民延後退休，即使到達法定退休年

齡，雇主亦不能強迫員工退休，僱員仍可繼續工作以外，其工作收入將不影響

退休金之領取，且無需繼續繳納國民保險，惟若退休金之稅額與工作稅額加總

超出個人免稅額，則賦稅可能會增加。 

另外，政府亦針對延後退休者，提供額外的退休金加給，當達到法定退休

年齡，若沒有在期限內領取退休金，則無須另外申請，每 9 週將額外增加退休

給付額度的 1%，一年最多可獲得 5.8%的加給（即 52 週）。  

(2)社會/個人面 

英國自 1970 年代便邁入高齡社會，因應高齡社會形態的歷程較長，相關

措施已較成熟有經驗，高齡人口政策相較「Aging Well」，政府以「Living Well」

為相關政策方向，即不再專注於「治療或舒緩」老化症狀，而是以「社會需求」

為出發，讓高齡者持續與社會保持連結。 

2013 年時任總理卡麥隆發布「挑戰失智症宣言」，並投入大量資源與經

費，支援創新的失智照顧計畫，例如社會企業 Dementia Adventure 除了建立失

智友善社區，更設計專為失智者與其照顧者提供的戶外旅遊行程，以新的方式

為失智者之間或與家人創造連結；另外，「Meet Me at Albany 計畫」則由路厄

斯罕自治市委員會與藝術中心合作成立，讓社區長者能藉由藝術創造，增進與

他人的互動，同時豐富生活以消弭孤獨感。 

英國智庫財政研究所（IFS）和樂齡中心（Center for Ageing Better）共同

研究指出，2018~2020 年底將退休金起支年齡由 65 歲調高為 66 歲，這表示原

本大約快拿到給付的 70 萬人領不到每周 142 英鎊（新臺幣 5,180 元）的退休金。

提高年金年齡是政府因應平均壽命增加，但卻限縮了家戶預算，將 10 萬人推

向赤貧。並指出因此陷入絕對貧窮的 65 歲人口，於短短 2 年內由調整前占 1/10

增加至 1/4；而這些人可能有 9%的人決定繼續工作，也因繼續工作為政府增加

稅收，金額相當於政府一年年金支出的 5%（經濟日報，2022/6/20）。 

(二)美國 

1.背景說明 

美國的人口普查顯示，2020 年美國 3.28 億人口中，65 歲以上人口占 16.5%，

約 5,400 萬人。隨著越來越多的嬰兒潮一代達到退休年齡，老年人比例將繼續增

加，到 2030 年，將增加至 7,400 萬人達 20%以上。其中最需要照顧的 85 歲以上

人口數量成長更快。 

美國現行的漸進式退休制度是在 1983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相關法律規定的，

在一段期間內有效緩解上世紀 70 年代社保資金缺乏的困境。然而 2010 年社保項

目出現 1983 年改革以來首次入不敷出的局面，預計到 2033 年將面臨「社保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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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為此社會也存在著是否要「提高退休年齡」的爭論。 

表 3. 21、美國人口結構預測 

 2021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0-14 歲 18.2% 17.2% 16.4% 16.1% 16.1% 16.0% 15.6% 

15-24 歲 13.1% 13.1% 12.5% 11.6% 11.0% 10.8% 10.9% 

25-64 歲 52.0% 51.2% 50.5% 50.5% 50.5% 50.4% 49.9% 

65 歲以上 16.7% 18.5% 20.5% 21.7% 22.4% 22.9% 23.6% 

總人口數

(百萬人) 

337.00 343.60 352.16 360.02 366.62 371.72 375.39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10 月 

國會參議院（United States Senate）財政委員會主席格拉斯利曾經建議將美國

人的退休年齡提高到 69 歲。根據試算，如果將退休年齡延後到 68 歲，將會為美

國社保資金減少 18%的缺口；若是延後到 70 歲，則為社保資金減少 44%的缺口。

但這同樣也存在問題，不少人諷刺說，如果以犧牲安享晚年為代價，那麽屆時很

可能會出現「人不在，錢還在」的狀況。 

而高齡族群不退休，也會影響到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通常來說，高齡就業者

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穩定的居住習慣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睞。《華盛頓郵報》曾援

引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數據報導，自 2008 年金融危機

引發的經濟衰退開始以來，55 歲以上的工作人口增加 310 萬，增幅達到 12%；

75 歲及以上的工作人口比例也在升高；相比之下，年齡在 25~54 歲之間的就業人

數減少 650 萬，降幅為 6.5%。 

2.政策措施與配套 

雖然美國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但有社會保障的完全退休年齡（Full Retirement 

Age），這是接受者在申領時獲得 100%應得福利的時間。如果退休人員符合條件，

他們可以在 62 歲時開始申領社會保障，但提早申領會導致福利永久減少。在完

全退休年齡之後延後到 70 歲的人，每個延後的月份都會得到更多的錢。 

完全退休年齡基於領取者出生的月份和年份而定。倘若要提前退休，一個人

年滿 62 歲就可以開始領退休金，但要打 7 折，每延後 1 個月領取，打的折扣就

少一些。而根據出生日期的不同，社會保障局（The United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設定不同的正常退休年齡，例如 1937 年（含）以前出生者，退

休年齡是 65 歲；1943~1954 年之間出生者，退休年齡是 66 歲；1960 年（含）以

後出生者，退休年齡是 67 歲。在正常退休年齡內退休的人，可以領取全額退休

金。 

而美國社會保障基金很可能將在 2034 年耗盡其信託基金中的資金，屆時保

證基金的領取者可能將領不到應該領取的金額。但國會尚未決定如何解決這一問

題，有一項建議是提高完全退休年齡，但無論是該建議或是任何其他影響社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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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建議一直都在美國社會存有爭議。 

目前美國普遍的退休年齡是 67 歲，提前退休年齡是 62 歲。美國政府鼓勵延

後退休，如果一個人選擇在 70 歲或以後退休，那麼每個月能拿到 132%的退休金。

由於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彈性，不少老年人選擇延後退休，繼續在各類服務行

業、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門中工作。 

表 3. 22、美國完全退休年齡制度 

出生年份 完全退休年齡 

1937 年和 1937 年以前 65 歲 

1943 年到 1954 年之間 66 歲 

1960 年和 1960 年以後 67 歲 

資料來源：各網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5 月 

而關於延後退休，美國人民選擇延後退休的理由很多，例如喜歡工作、想要

繼續工作貢獻熱情，更多是為了多賺錢過得更安定富足的晚年。選擇延後退休的

人在原有的退休金基礎上還能獲得獎勵性的收益（Delayed Retirement Credits）。

如果一個人的正常退休年齡是 66 歲，其選擇在 67 歲退休，則每個月能拿到 108%

的退休金；如果選擇在 70 歲或以後退休，則每個月能拿到 132%的退休金。 

這種以自願為原則、漸進式的退休制度，讓人們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進行選

擇，對於延後退休的獎勵性收益，一定程度上鼓勵美國人民延後退休。美國勞工

局（US Department of Labor）的數據顯示，2013 年 65 歲以上的美國男性中有 24%

的人仍在工作，女性有 15%的人仍在工作。社會保障局的年度統計報告也顯示同

樣的情況。以男性為例，2000 年時有 41.6%年滿 62 歲選擇申領退休金，到 2012

年下降到 37.2%，顯示越來越多人選擇延後退休。 

3.政策影響 

(1)經濟/產業面 

根據富比世《Forbes》2022 年 2 月的報導，自 1960 年代初開始收集數據

以來，現在 62~65 歲的美國人勞動參與率達到歷史最高點。且儘管工作中接近

退休的人數越來越多，但 62~65 歲的在職美國人的收入中位數已超過年輕勞工

的收入。 

且延後退休可領取更多福利的制度，導致政府支付給新退休人員的平均社

會保障福利，2020 年較 2000 年高出 32%。2020 年男性領取社會保障退休金的

時間平均比 1990 年晚 1.3 年，女性則晚 1.4 年。只要領取者活著，每年的延遲

申領都會導致每月社會保障福利增加近 7%，同時其未亡配偶的福利也會增

加。整體來說，從現在的數據可看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條件合適，美

國人可以、將會延長他們的工作壽命，而且他們也因此得到了回報。 

根據勞工統計局的數據，未來 10 年美國 75 歲及以上的勞動人數預計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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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96.5%，勞動參與率將從 2020 年 8.9%上升到 2030 年 11.7%，長期來看，從

1996 年 4.7%穩步上升。而 2040 年 65 歲及以上人口將從 2019 年 5,410 萬增加

到 8,080 萬。另外疫情也延後美國人的退休意願。Northwestern Mutual 在 2021

年發表的研究發現，COVID-19 疫情下的經濟影響已經改變許多美國人的退休

計畫，近 1/4（24%）的人計劃比之前預期的還要更晚退休。 

眾議院近期批准退休法案，將某些儲蓄帳戶最低提領年齡由目前 72 歲上

調至 75 歲，當參議院通過後，即將於 2032 年之前分階段逐歲實施。美國企業

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社會安全局退休殘疾政策前副局長 Mark J. Warshawsky 指

出，國會提案反映出當今許多人更健康長壽、且工作時間延長，而此趨勢應進

一步適用到整個稅法和政府計畫，將社會安全年金計畫在內的福利制度官方年

齡提高。立法者的因應之道包括：增加福利稅、提高工資稅或延後退休年齡，

或是其他包含此 3 大選項的組合（世界新聞網，2022/4/25）。 

(2)社會/個人面 

面對高齡族群就業率高的數據，社會基層普遍反應是：只有高收入、受過

高等教育者才有機會延後退休。而在晚年最容易陷入貧困的低收入者並不能遵

循同樣的模式。確實，受過高等教育、從事體力勞動較少的勞工比較容易延長

工作壽命，而這種模式不太可能改變。 

但事實上，在過去的 30 年裡，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勞工中，接近退休人

員的勞動力參與率上升最快。因此，儘管低收入勞工面臨就業障礙，但更長的

工作壽命並不僅僅是美國精英階層的故事，最不富裕的社會階層也正在試圖延

長工作壽命。而這可以說明一個嚴峻的現實，就是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正在工

作到老年，因為他們沒有工作的話，就負擔不起生活所需的開銷。 

小結 

從本章主要國家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研討，可以綜整以下幾個重點： 

1. 政策目標在於舒緩勞動力不足以及提高養老金永續性。在高齡少子化社會，面

臨勞動人口減少、扶養比上升的問題，進一步會影響該國家的養老金制度的永

續性。 

2. 在退休年齡方面，大部分國家取消強制退休年齡，甚至沒有做相關規範。為了

因應未來的人口結構，各國採漸進式延退措施，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 

3. 部分國家對於退休年齡會採取一些彈性化措施，例如日本，在思考延後法定退

休年齡時，會思考不同職業的狀況，也思考面對弱勢族群的狀況，提供可以申

請免付養老保險金的權利。在芬蘭或法國，針對特殊職業型態或弱勢工作族

群，允許可以提早退休，且有機會領全額退休金。 

4. 在配套措施，例如德國推出基本養老金政策，也就是針對繳納養老保險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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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者，每月可以獲得額外的補貼，進一步鼓勵勞工可以延後提領年金。荷

蘭則採取遞減累積機制，也就是隨著年齡增加，提撥額度會呈反比，比例降低

是為了解決世代公平性的問題。 

5. 許多國家也積極在促進高齡就業，讓高齡勞工可以有繼續就業的環境，或者採

取政策讓雇主願意繼續僱用高齡勞動者。以日本為例，其修訂《老年人僱用安

定法》，特別規範企業有義務確保 70 歲以下的人員有繼續就業的權利，同時

也搭配相關政策，針對企業給予為期一年相對應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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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國際經驗論我國施行延後退休年齡之可能影響 

在討論我國延後退休年齡的可能影響之前，綜整前章各國對於延後退休年齡

相關政策和過程中的討論，做為探討我國施行延後退休年齡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以及評估未來可行性的基礎，提供相關政策與配套建議的參考背景。 

一、國際延後退休相關政策措施 

多數國家為了因應未來的人口結構，訂有逐年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畫。彙

整主要國家目前退休年齡的設定，多數已將強制退休年齡取消，甚至沒有做相關

規範。迄今有規範的，例如日本強制退休年齡是 70 歲，而新加坡、芬蘭、瑞典，

則另訂針對勞工有權利工作的年齡規範。 

表 4. 1、主要國家退休年齡和延退目標時程 

國家 
強制退休

年齡 

法定退休

年齡 
目標延退年齡 預計時程 

漸進式延

退措施 

日本 70 歲 60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 2031 年 有 

韓國 無 62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 

提前退休年齡 60 歲 
2033 年 有 

新加坡 68 歲 63 歲 
強制退休年齡 70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 
2030 年 有 

芬蘭 68 歲 65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8 歲 2060 年 有 

德國 無 65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7 歲 2029 年 有 

瑞典 68 歲 65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7 歲 2027 年 有 

荷蘭 無 65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7 歲 2024 年 有 

法國 無 62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 2030 年 有 

英國 無 66 歲 法定退休年齡 68 歲 2039 年 有 

美國 無 無 完全退休年齡 67 歲 已實施 無 

說明 1.強制退休年齡為雇主得強制員工退休的年齡，本表含括由國家課予企業保障工作（如

日本、新加坡）的年齡。 

2.法定退休年齡指可領取年金年齡，提前退休年齡則是在提領額度減少的前提下，最早

可請領退休金的歲數。 

3.完全退休年齡指年金請領者可獲得 100%應得福利的請領歲數。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一)退休年齡彈性化措施  

表 4.2 整理部分國家對於退休年齡採取彈性化措施，其中以日本為例，政策

思考性別為延後法定退休年齡的依據之一，針對男性在 2025 年時提高到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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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女性會延後 5 年才做實施，同時也思考不同職業的狀況，像公務員強制退休

年齡採取分階段提高到 65 歲；及考量就業弱勢族群，提供可以申請免付養老保

險金的福利。至於芬蘭、法國，則針對特殊職業型態或弱勢工作族群，允許可以

提早退休，且有機會領取全額退休金。 

表 4. 2、採取退休年齡彈性化措施 

國家 退休年齡 

彈性化措施依據 

內容 

日本 性別 法定退休年齡延後，男性提前女性 5 年於 2025 年先提高至

65 歲 

職業 公務員強制退休年齡分階段自 60 歲提高至 65 歲 

弱勢族群 低收入戶可申請免付養老保險金 

芬蘭 職業 從事工作型態較艱苦者，可提前於 63 歲退休 

荷蘭 產業 荷蘭職業退休金由各產業/專業各自成立，雇主得以依照 

各自差異性研擬更具彈性的退休金方案 

法國 職業 弱勢工作族群可提前於 65 歲或 60 歲領取全額退休金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二)延後退休政策配套措施  

表 4.3 整理各國進行延後退休年齡相關政策時提出的配套措施，以德國為例，

推出基本養老金政策，也就是針對繳納養老保險達 35 年以上者，每月可以獲得

額外的補貼，進一步鼓勵勞工可以延後提領年金。再以荷蘭為例，除了提供相關

退休年金以外，另有採取一種遞減累積機制，也就是隨著年齡增長，其提撥額度

會呈反比，提撥額度比例降低是為了解決世代公平性的問題。其他國家也有類似

延長年資門檻的設計，希望勞工可以延後提領退休年金。 

表 4. 3、延後退休年齡的配套措施 

國家 配套措施 內容 

新加坡 公積金制度 

為國民設置一般帳戶、特別帳戶及醫療儲蓄帳戶，並於國民 55

歲生日另設「退休專門帳戶」，將一般及特別帳戶內之存款撥入

退休帳戶中，並規定額度須達最低年金準備額度 

德國 
基本養老金 

政策 

繳納養老保險達 35 年者，每月可額外獲得最多 404.86 歐元的補

貼 

荷蘭 確定提撥制 
將職業退休金方案統一為確定提撥制，並採取遞減累積系統，

即年齡與提撥額度呈反比，藉以解決世代公平性之問題 

法國 積分制 

統一以積分制計算最終年金請領額度，並規定請領者的最低工

作年資不得低於 10 年，並將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年資門檻，自 42

年提高至 43 年 

英國 
國民保險 

政策 

以國民保險提撥年數計算退休金領取額度比例，並將領取全額

退休金的提撥年數自 30 年提高至 35 年，且最低不可低於 10 年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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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金制度設計鼓勵延退機制 

表 4.4 整理有關鼓勵延退的機制，當勞工延後提領退休金時，政府可以多提

供額度給他，以這個方式鼓勵國民延後退休。以日本為例，如果是延後至 75 歲

提領退休金者，提領額度會比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退休時多出 84%，這樣的設計

可以鼓勵勞工延後提領行為。美國也是針對勞工 70 歲以後退休，每個月可以拿

到 132％的退休金，也是提出額外加給來鼓勵延後退休。另外對於提早退休者，

進一步做相關限縮，如果在法定退休年齡之前申請退休，提領退休金的額度會減

少，以減額的形式讓勞工避免產生退休動機。 

表 4. 4、主要國家鼓勵延退和避免早退的機制 

國家 鼓勵延退機制 減額退休機制 

日本 延後至 75 歲請領退休金者，提領額度

將較 65 歲退休者多 84% 

 

韓國  最早於 57 歲可申請提早退休，退休金

領取額度將減少 

新加坡 2030 年以前，年長員工公積金提撥率

（僱員提撥+雇主提撥）上調 0.5~1% 

《退休和再就業法》規定雇主得以在僱

員滿 60 歲時調整薪資，但調幅不得超

出 10%，若僱員不同意減薪則可以提早

退休 

芬蘭 每延後退休 1 個月，將可獲得每個月

0.4%的額度加給 

在達法定退休年齡前，提前請領的退休

金額度每月將減少 0.4% 

法國 延後 1 年(67 歲)請領退休金者，該年

度退休金額度可獲得 10%加給，延後

2 年該年度可獲得 20%加給，延後第 3

年則可獲得 30%加給  

工作年齡較長者（如 16~20 歲便開始工

作），最多可提早 4 年於 58 歲申請退休 

英國 延後退休者無須申請即自動獲得加

給，1 年最多可獲退休金額度的 5.8% 

 

美國 70 歲或以後退休者，每個月可拿到

132%的退休金 

最早可於 62 歲申請提前退休，但退休

金請領額度最多將減少 30%，每延後 1

個月領取，減少比例亦將同步降低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四)促進高齡者就業措施  

由於延後退休年齡搭配年金請領的機制，當高齡者選擇提早退休，這中間會

衍生沒有年金收入的空窗時間，多數國家同時積極促進高齡就業，讓高齡勞工有

可以繼續就業的環境，或者採取一些政策讓雇主願意繼續僱用高齡勞動者。表 4.5

整理主要國家針對高齡就業的政策措施，以日本為例，2021 年修訂《高齡者僱用

安定法》，即特別規範企業有義務確保 70 歲以下的人員有繼續就業的權利，同

時也搭配補貼政策，企業聘僱 60~64 歲的中高齡者，提供企業補助金為期一年，

以激勵雇主多聘僱高齡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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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主要國家促進高齡就業措施 

 相關法制 政策補貼 其他措施 

日本 修訂《高齡者僱用安定

法》(2021)，企業有義務

確保 70 歲以下人員的就

業機會  

鼓勵聘僱 60~64 歲高齡者，提

供企業補助金為期 1 年，大企

業每人總額 50 萬日元、中小

企業每人總額 90 萬日元 

義務繼續僱用—擴大有義務

繼續僱用高齡員工的企業範

圍，並制定監管制度 

韓國  政策補貼僱用超過 55 歲、且

高齡員工數符合行業規定比

率的企業 

勞資協商退休制度—藉由勞

資協商決定退休前逐年減薪

或縮短工時，企業繼續僱

用，由政府補貼部分差額 

新加坡 《退休和再就業法》確保

繼續工作至再就業年齡

上限；2022 年 7 月起回聘

年齡上限從 67 延至 68歲 

2020 年 7 月承諾提供 13 億美

元支持高齡工作者系列計

畫，包括兼職再就業補助金和

高齡者提早僱用補助金 

 

芬蘭 逐步提高老年勞工領取

失業救濟金(失業隧道)的

最低年齡，以及雇主義務

負擔部分福利成本； 

至 2029 年逐步提高至 65

歲，最終廢除 

消除失業隧道將鼓勵雇主僱

用和培訓高齡勞工；提升高齡

者在職培訓和終身學習，提供

成人教育津貼 

 

 

德國  倡議 50+—聯邦勞動署推出再

融入就業補助，鼓勵企業僱用

中高齡；  

提供雇主聘僱補貼最多補助

薪資的 50%，期限最長 3 年 

 

英國   義務繼續僱用—即使到達法

定退休年齡仍可繼續工作，

工作收入不影響退休年金 

美國   安可組織（Encore.org 推動方

案）—協助即將退休的專業

人士轉入非營利機構，每月

可領取類似薪資的補助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南韓、新加坡和德國也有類似的補貼政策措施。以新加坡而言，在 2022 年 7

月修訂的《退休和再就業法》中，針對回聘年齡的上限從 67 歲延後到 68 歲，並

提供兼職再就業補助金、高齡者提早僱用補助金等支持高齡者工作計畫。德國則

是鼓勵沒有工作的高齡者可以重新回到職場，並提供雇主最長為期 3 年的補助。

另外，芬蘭為延長高齡者工作生涯，逐步提高失業救濟金延期年齡上限，最終將

提高到 65 歲。由於雇主透過支付失業保險費參與失業救濟金的籌資，同步調整

領取失業救濟金和繳納失業保險金的年齡上限，以配合退休年齡的提高。如此可

以鼓勵雇主僱用高齡者，同時避免高齡者在退休年齡之前離開工作生活，讓高齡

者可以持續參與勞動市場。 

日本和英國還提出義務繼續僱用制度，例如日本擴大企業範圍，不論是法人

或子公司等關聯企業，都有義務聘僱高齡員工，且進一步制訂監督制度，比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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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公布名單等。此外，也針對提出將退休年齡提高到 65 歲以上的企業提供補助

金來確保高齡者的就業機會。英國也是鼓勵讓雇主繼續僱用高齡員工，高齡員工

即便是退休了，除提領退休金外可以繼續工作，且繼續工作不會影響退休金的領

取，這樣的政策也讓一些有工作能力的高齡者願意繼續投入職場。 

二、我國施行延後退休年齡之可能影響 

 借鏡以上主要國家的政策與經驗，從經濟、社會、產業以及個人 4 個層面，

探討我國勞動力現況和政策措施、及對於施行延後退休年齡的正負面影響。包

括：經濟面涉及高齡人口勞動參與、年金福利等議題；社會面應考量的世代公平、

職場年齡跨距等議題；產業面涵蓋生產力、聘僱、職務與職場環境、工作彈性等

議題；個人面則著重就業權益保障、多元社會參與等相關議題。 

(一)經濟層面 

1.我國政策背景和問題 

2020 年國人死亡數開始超過出生數，自然增加率由正轉負，總人口開始呈現

負成長（表 4.6），連帶造成勞動力減少，統計至 2021 年底我國勞動力超過 1,190

萬人，其中勞動力係指有意願投入就業的人，而勞動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

則是指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人口的比例。隨著目前景氣轉好，整體勞參率呈現增

加趨勢。為維繫長期經濟發展與競爭力，必須強化我國人口素質，藉由教育國民

各生命階段持續補充技能、強化競爭力；另方面，勞動人口縮減下，亦要積極推

動中高齡的勞動參與，或是增加外籍藍領、白領人員來臺移居，適度緩解勞動力

供應減少的壓力。 

表 4. 6、我國勞動市場指標 

年別 15 歲以上

民間人口

(千人) 

勞動

力 

(千人) 

就業

(千人) 

失業 

(千人) 

勞動參與率(%) 失業率(%) 

平均 男 女 平均 男 女 

2012 19,436 11,341 10,860 481 58.35 66.83 50.19 4.24 4.49 3.92 

2013 19,587 11,445 10,967 478 58.43 66.74 50.46 4.18 4.47 3.80 

2014 19,705 11,535 11,079 457 58.54 66.78 50.64 3.96 4.27 3.56 

2015 19,842 11,638 11,198 440 58.65 66.91 50.74 3.78 4.05 3.44 

2016 19,962 11,727 11,267 460 58.75 67.05 50.80 3.92 4.19 3.57 

2017 20,049 11,795 11,352 443 58.83 67.13 50.92 3.76 4.00 3.45 

2018 20,129 11,874 11,434 440 58.99 67.24 51.14 3.71 3.89 3.48 

2019 20,189 11,946 11,500 446 59.17 67.34 51.39 3.73 3.85 3.58 

2020 20,231 11,964 11,504 460 59.14 67.24 51.41 3.85 3.92 3.76 

2021 20,193 11,919 11,447 471 59.02 66.93 51.49 3.95 3.98 3.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業失業統計資料查詢系統，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的影響和因應 

82 

我國在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後，將以相當快的速度於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

會，然而，不同於其他國家在緩步老化的過程中，已有相關的因應及配套措施，

我國雖然對高齡照顧關注較早，但對於如何協助中高齡（45~65 歲）與高齡者（65

歲以上）的勞動參與及社會參與，仍有待投入更多的政策措施與資源。 

比較主要國家在中高齡與高齡的勞參率（表 4.7），我國在 45~49 歲的勞參

率還算是中等水準，但在 50 歲以上的勞動力過早離開勞動市場，導致中高齡勞

參率較主要國家為低。因此我國 2020 年底發布《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以下簡稱中高齡就業專法），並訂定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或退休再就業措

施。 

表 4. 7、2021 年主要國家勞動參與率 

項目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德國 

總計 59.0 62.8 70.5 62.1 61.7 60.6 

年

齡

別 

15-19 歲  8.9  8.1 15.7 19.0 36.2 29.1 

20-24 歲 58.9 47.1 62.4 75.3 70.8 71.8 

25-29 歲 91.5 73.9 90.4 91.0 81.5 84.3 

30-34 歲 91.8 79.4 93.4 87.6 82.3 86.7 

35-39 歲 89.6 76.4 91.2 87.0 82.1 87.8 

40-44 歲 85.5 78.3 90.6 88.1 82.0 88.6 

45-49 歲 84.4 79.9 88.3 88.5 82.2 89.0 

50-54 歲 75.4 79.3 84.8 87.5 79.2 87.7 

55-59 歲 58.9 74.8 77.7 84.2 72.2 83.3 

60-64 歲 38.6 62.2 65.9 73.8 57.0 63.3 

65 歲以上  9.2 36.3 32.9 25.6 18.9  7.5 

註 1：新加坡統計資料為每年 6 月定居居民之勞動參與率； 

註 2：美國統計資料為 16 歲以上之勞動參與率，故青年勞動參與率統計為 16-19 歲。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2022 年 11 月 

我國人口結構老化亦同時反應在國內就業市場核心勞動力年齡遞增，從圖 4.1

來看，1996 年及 2001 年的核心勞動力皆集中在 30~39 歲，儘管在 2006 年與 2011

年有稍微調降，核心勞動力介於 25~39 歲，2016 年和 2021 年已呈現年齡遞延增

加之趨勢，2021 年的核心勞動力已達到 40~49 歲。由勞動力結構變遷趨勢也顯示

年輕勞動人口比例降低之情況，即為 15~24 歲的占比已從 1996 年減少 6.18%，至

2021 年的 7.71%；以及年長勞動人口比例增加，即為 55~64 歲的占比從 1996 年

提升 6.30%，至 2021 年達到 14.18%。 

綜合而論，顯示未來勞動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占總人口之比例），將不利

於勞力密集型產業發展，是故加速推動智慧化、自動化的產業數位轉型升級將更

為迫切。而從勞動結構老化來看，協助中高齡者就業、再就業，甚至是延後退休，

更是無可迴避之問題，調整政策與相關配套，抑或是透過科技輔助，讓中高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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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持續貢獻所長，以順利適應超高齡社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公開統計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1、我國核心勞動力年齡分布趨勢 

我國社會保險依職業別於不同時間制定年金機制，領取年金的規範不一，如

公務人員採年資加年齡的 85 制、教育人員 75 制、國民年金 65 歲、老農津貼 65

歲，而現行勞工保險自 2018 年 61 歲起逐年調整到 2026 年 65 歲。然而，隨著國

人平均餘命已超過 80 歲，以及少子化趨勢持續，2020 年每 4.5 個青壯人口（15~64

歲）扶養 1 位老人，到了 2030 年，則變成是由 2.7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位老人，未

來勢必產生繳保費者少、領年金者多之窘境。從勞工保險核心勞動力分布結構觀

察，2016~2019 年的勞動市場主力就業年齡層介於 35~39 歲，直到 2020 年主力就

業年齡已然提高至 40~44 歲。另一方面，55~65 歲以上的勞工保險相較於 2016

年，呈現些微增加之趨勢，顯示中高齡與高齡者具備就業意願與實際行動的人數

正在增加。惟 55~59 歲到 60~64 歲的降幅較大，反映勞動市場存在中高齡者提前

退出勞動市場的問題，此一問題將可能增加我國勞動力不足之壓力。 

延後請領年金已然成為世界潮流趨勢，各國多數傾向廢除強制退休年齡規

定，並且透過勞資協商調整工作職務、型態，以實現漸進式退休。若施行延後退

休，勢必需要對應調整年金請領的配套措施，若領取年金的年齡大幅增加，但在

工作年數相同、繳費期間不變的情況下，繳交的保險費用（提撥金）就會不夠支

付，造成基金的財務缺口擴大，因此，需要盡早規劃延後請領之措施、檢視相關

部會政策工具之可行性，並且縮短不同職業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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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為因應高齡化、少子化趨勢，2009 年於《勞工保險條例》中實施年金

制度規範，勞保老年年金請領年齡採取逐步提高制度，每 2 年提高 1 歲，直到 2026

年上限 65 歲為止。請領年齡自 2009~2017 年為 60 歲；2018 年提高至 61 歲；2021

年提高至 63 歲；依此逐年增加，直到 2026 年後皆為 65 歲才得請領全額，也就

是說，以 1960 年出生且勞保年資滿 15 年的被保險勞工（約有 13 萬人）為例，

現階段需要年滿 63 歲才能請領勞保老年年金，。 

為鼓勵延後退休，勞保老年年金「提前請領」與「展延請領」的「漸進式退

休」制度，期望引導勞動者適性退休，以利充分運用中高齡人力。其中「提前請

領」係為當被保險人的勞保年資合計滿 15 年，得以選擇提前請領「勞保減給老

年年金給付」，每提前 1 年，給付金額將減給 4%，最多能提前 5 年，減給請領

20%老年年金；「展延請領」則為超過法定請領年齡者，能夠延後請領「展延老

年年金」，每延後 1 年，按給付金額增給 4%，最高增給至 20%，以鼓勵延續職

涯發展。然而勞保財務困窘傳聞未有間斷，屆齡退休中高齡勞工「入袋為安」的

心理尚不利於推動延後退休，因此，必須增加民眾對勞保財務之信心，仍需要多

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討論。 

2.借鏡國際對應政策和經驗 

行政院《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106-115 年）》引述各國人口結構老化的轉

變時間，我國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所需時間，與新加坡之預估時程相當，

在短短 7 年內進入超高齡社會（表 4.8），速度遠高於日本、美國、英國、法國

等已開發國家，亟需整體的社會工程與政策配套，以因應迅速老化的社會結構。 

另一方面，各國老化趨勢明確，除了日本與德國分別已先於 2005 和 2007 年

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外，芬蘭、法國和荷蘭也陸續跟上老化的腳步，而亞洲四小龍

如南韓、新加坡、香港及我國，亦將成為超高齡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四小龍國

家從高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時間皆在 10 年以下，轉變的速度高於歐美等國，

且不具北歐國家高福利體制；因此在整體延後退休措施與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議

題上，將會有自身獨特的問題與挑戰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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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高齡化轉變速度之國際比較 

國別 

65 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到達年度(年) 轉變所需時間(年) 

高齡化社

會(7%) 

高齡社會
(14%) 

超高齡社

會(20%) 
7%  14% 14  20% 

中華民國 1993 2018  2025*  25   7* 

日本 1970 1994 2005  24 11 

韓國 2000 2018  2025*  18   7* 

新加坡 2000 2019  2028*  19   9* 

香港 1984 2013  2022*  29   9* 

美國 1942 2013  2028*  71  15* 

加拿大 1945 2010  2024*  65  14* 

英國 1929 1975  2026*  46  51* 

德國 1932 1971 2007  39 36 

法國 1864 1990 2018 126 28 

挪威 1885 1976  2028*  91  52* 

荷蘭 1940 2004  2021*  64  17* 

芬蘭 1957 1994 2015  37 21 

奧地利 1929 1969  2023*  40  54* 

義大利 1927 1987 2006  60 19 

西班牙 1947 1991  2021*  44  30* 

澳洲 1939 2013  2034*  74  21* 

備註：*表示中推估結果。 

資料來源：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 至 2070 年）報告」，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9 月 

(1)提高中高齡者勞動參與 

現行我國政策聚焦於鼓勵雇主聘用中高齡（45~65 歲）勞動者，協助中高

齡勞動者再技能化，並鼓勵繼續聘用高齡（65 歲以上）勞動者，而且期望能創

造世代間的合作。其他如德國、新加坡、英國、美國等國家，政策資源則較聚

焦於激勵雇主聘用高齡勞動者，或對高齡勞動者再技能化（表 4.9）；英國與

澳洲也有針對工作受到威脅的 40 歲以上中年人，提供職涯發展諮詢或是再培

訓等措施，對於中高齡及高齡者留在職場會有初步的成效。 

另一種做法則是聚焦在雇主，提供激勵或補助措施支持雇主創造具有年齡

包容性的工作環境，由雇主與受僱者彈性溝通協調，諸如能夠包容高齡者身體

老化或體能不足的職務再調整方案，例如轉為顧問導向的職務，或是發展彈性

工時，與高齡員工討論工時和薪資再調整等。一方面減少企業的負擔，讓高齡

員工得以延後退休，另方面企業能夠留住有經驗的員工，促進經驗傳承與世代

交流。 

近年亦有研究指出，將高齡勞動者與其他年齡整合管理，而非僅單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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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的勞動參與，更有助於政策或配套之制定，原因在於從勞動者中區分中

高齡或高齡者，就是一種建立在年齡歧視基礎的思考模式，因此，若能從跨年

齡、世代、性別的角度，消除雇主對聘僱的疑慮（例如影響企業競爭力），將

有助於增加高齡者、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並且增加世代合作共好的機會。 

儘管我國有中高齡就業專法及相關子法，以及鼓勵延後退休的政策以支持

中高齡再就業，但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為 65 歲。歐美多數國家除了設定部分

職業（如美國要求飛行員、軍人強制退休年齡）需要強制退休之外，已取消強

制退休年齡的規範，僅設定可領取年金的法定退休年齡（也可稱為法定請領年

齡）。而在有強制退休年齡的國家如日本與新加坡，可能會形成的問題則是「雙

元勞動市場」，此一問題意謂中高齡者因為固定年齡得退休、離開原本熟悉的

職場環境，重新就業時，大部分從事技術水準較低且薪資也較低的工作，導致

人力資本流失，也不利於企業累積知識資本。 

表 4. 9、各國鼓勵中高齡勞動參與及強制退休年齡之政策 

國家 鼓勵勞動參與機制 強制退休年齡 

德國 
政策聚焦於激勵雇主聘用高齡勞動者，或

對高齡勞動者再技能化 
非法 

日本 

 政策目的在於讓高齡者退休後，仍能留

在勞動市場之中 

 鼓勵雇主延後退休年齡 

 有強制退休年齡 

 鼓勵退休後再就業 

新加坡 
政策聚焦於激勵雇主聘用高齡勞動者，或

對高齡勞動者再技能化 
有強制退休年齡 

英國 
政策聚焦於激勵雇主聘用高齡勞動者，或

對高齡勞動者再技能化 
非法 

美國 
政策聚焦於激勵雇主聘用高齡勞動者，或

對高齡勞動者再技能化 

非法，但少數職業如軍人、

飛行員為例外 

資料來源：各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2)建構年金福利保障老年經濟安全 

社會保險和年金福利制度設計，是讓勞動者在擔任經濟棟樑時，提撥部分

所得作為對退休後經濟安全的一種投資，或是面臨健康風險的保障，並納入受

僱者、雇主、政府和整個社會的力量，藉以確保制度的穩定性。從 OECD 國家

的年金制度來看，整體平均強制性年金所得替代率（強制性公共年金+強制性

私人年金）為 51.8%（表 4.10），多數由受僱者和雇主共同分擔年金保費，多

數國家亦將領取年金的年齡訂定在 65 歲左右，但是隨著人口逐漸老化，政策

規劃逐步往後遞延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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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OECD 主要國家年金制度概況－年金毛所得替代率與公共年金制度內涵 

國家 

年金毛所得替代率(以收

入在全國平均水準者為

例)(%) 

公共年金制度內涵 

強制

性公

共年

金 

強制

性公

共年

金+強

制性

私人

年金 

志願

性年

金 

年金繳費率

(2020)(以收入在

全國平均水準者

為例)(%) 

法定退休年齡 

(歲，男/女) 
年資

給付

率(%) 

給付計算基

準(平均薪

資) 
總費

率 

受僱者/

雇主 
現況 未來 

  65 /60(提存式

確定提撥制) 
65 /60(提存

式確定提撥制) 

法國 60.2 60.2 - 27.8 
11.3 / 

16.5 

63.5 
(確定給付制) 

65 
(確定給付制) 

1.16 

最佳 25 年
(確定給付制) 

64.5(點數方案) 66(點數方案) 
終身 

(點數方案) 

德國 41.5 41.5 14.1 18.6 
9.3 / 

9.3 
65.7 67 - 終身 

日本 32.4 32.4 23.1 18.3 
9.15 / 

9.15 
65 65 0.55 終身 

韓國 31.2 31.2 -  9.0 
4.5 / 

4.5 
62 65 0.51 終身 

瑞典 41.3 53.3 - 17.8 
7.0 / 

10.8 
65 65 - 終身 

英國 21.6 49.0 - 25.8 
12 / 

13.8 
66 67 - - 

美國 39.2 39.2 42.1 10.6 
5.3 / 

5.3 
66 67 1.23 最佳 35 年 

OECD

平均 
42.2 51.8 - - - - - - - 

註 1：年資與給付計算基準為 2020 年進入職場且持續工作之 22 歲工作者，其未來的一般退休年齡、年資

給付率、給付計算基準，以及於一般退休年齡退休時的年金所得替代率。 

註 2：法定退休年齡現況指 22 歲進入職場，持續工作而於 2020 年退休者之一般退休年齡。 

註 3：繳費率或年資給付率隨收入而有不同。 

註 4：年資給付隨服務年資而有不同。 

資料來源：國發會《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彙整 OECD(2021) Pensions at a Glance 2021：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再就 OECD 國家的扶老比、老年貧窮率、年金公共支出占比，以及公共年

金規模等概況觀察（表 4.11），日本與南韓的扶老比除了在 2050 年將大幅攀

升之外，更值得關注南韓扶老比從 2020 年 23.6%增加到 2050 年 78.8%，暴增

超過 3 倍，且老年貧窮率 43.4%更是遠超過其他 OECD 國家，對此，延後退休

年齡或是取消退休年齡時，必須同步配套年金和社會安全網機制。 

儘管南韓國民年金基金規模位列全球第 3 大，並且對高齡就業進行多項立

法作業，包含 1991 年制定《高齡者僱用促進法》，2008 年修訂並更名為《僱

用時禁止年齡歧視及高齡者僱用促進法》，同時也修訂《僱用保險法》、《低

出生與高齡社會基本法》，並在 2005 年成立專責小組研擬「促進中高齡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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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本計畫」，期望提升高齡就業。然而在所有 55~64 歲的退休人員中，僅有

約 26%中高齡者能夠再度找到工作，且多數就業者再就業的工作屬於較為基

層、低薪的勞動工作，更容易直接導致收入不足、老年貧困問題。 

表 4. 11、OECD 主要國家年金制度概況－扶老比、老年貧窮率、 

年金公共支出占比、公共年金基金規模 

國家 

扶老比(老年人口/工

作年齡人口，%) 

老年貧

窮率 

年金公共支出占GDP比

率(%) 

公共年金基金規模(2020 或最近

年度) 

2020 2050 
最近資

料年度 
2018-2020 2050 

公共年金基金

占 GDP 比率 

公共年金基金

金額(百萬美元) 

法國 37.3 54.5  4.4 14.8 14.3  6.7  186,400 

德國 36.5 58.1  9.1 10.3 12.2  1.2    45,492 

日本 52.0 80.7 20.0 10.1 
 9.3 

(2040 年) 
33.0 1,714,783 

韓國 23.6 78.8 43.4  1.3  5.9 45.1  795,652 

瑞典 35.9 45.5 11.4  7.6  7.0 31.8  171,626 

英國 32.0 47.1 15.5  7.7  8.3  1.8   47,282 

美國 28.4 40.4 23.1  5.0  5.8 13.4 2,811,716 

OECD

平均 
30.4 52.7 13.1  9.0 10.4 13.9 6,777,376 

註 1：老年貧窮率係指老年人口之所得低於等值化家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50%的比率。 

註 2：指有完整時間序列資料的 29 個 OECD 國家平均。 

註 3：指有設立公共年金基金的 OECD 國家，其公共年金基金合計金額，以及該合計金額占總 GDP 比率。 

資料來源：國發會《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彙整 OECD(2021) Pensions at a Glance 2021：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我國勞保年金採單一費率，全額給付的起始支付年齡為 65 歲，勞工退休

金個人帳戶（雇主財源之退休金）由雇主強制提撥 6%，受僱者可自願提撥 6%，

且可作為免稅額。其他各國開始規劃將起始支付年齡提升，例如德國和美國，

或如英國要全額領取，需要工作 35 年以上（表 4.12），甚至新加坡增加提領

之嚴苛條件，期望延長高齡者在勞動市場的時間，延緩退休金帳戶入不敷出的

窘境。 

然而，退休金對應到延後退休的議題，各國都面臨不同的爭論與抗爭，例

如南韓年輕人擔憂財團企業延後退休年齡會影響年輕人就業；德國認為領取退

休金時間太晚，因為約有 1/5 還未達到領取退休金年齡便離世；法國甚至因為

政府主張延後退休年齡至 65 歲，而引發近半世紀以來最長的「黃背心」罷工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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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各國公共財源與雇主財源之退休金 

國家 公共財源之退休金 雇主財源之退休金 

德國 
 「彈性退休金」隨收隨付制普及「老年」年金 

 起始支付年齡擬由 66 歲增加至 67 歲 

私人儲蓄財源來自雇主

提撥及受僱者自己提撥 

日本 

 國民年金制度 

 單一提撥率 

 全額給付起始支付年齡為 65 歲 

起始支付年齡為 60 歲 

新加坡 
 「中央公積金」的退休金帳戶，整合公共財源與雇主財源 

 起始支付年齡為 65 歲，並附有其他較為嚴苛的提領條件 

英國 

 英國職業年金 

 起始支付資格至少工作 10 年，工作 35 年可領

取全額給付 

國家自動加入的確定提

撥制 

美國 
 普及型年金 

 起始支付年齡為 67 歲 

私人儲蓄財源來自雇主

及受僱者提撥 

資料來源：各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3.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超高齡社會意謂老年人口將隨之增加，對於年金永續性和財務風險形成挑

戰，並且可能衝擊現有的經濟結構，因此，延後退休年齡和改革年金規劃將是經

濟層面的關鍵議題。 

延後退休年齡讓高齡者能夠持續在勞動市場，延後領取年金已成為各國現階

段政策調整之方向，其中主要國家並未規定強制退休年齡，僅設定法定退休年齡

（法定請領年齡），讓退休民眾得以在特定年齡開始領取退休金。目前日本、新

加坡和我國仍有所謂企業強制退休年齡之設定；若仍有強制退休的規定，將造成

想繼續工作之高齡者難以延續自己較為熟悉的工作領域和經驗，多數再就業可能

得轉換到基層、低薪之工作，不利於發展中高齡技術人才、活化銀髮人力資本政

策。 

若仍維持強制退休年齡，未來隨著年金財務持續惡化，將有可能頻繁進行延

後強制退休年齡的政策討論，除了曠日廢時，也容易讓勞動者產生相對剝奪感。

因此，政府除了需要讓勞動者了解延後退休的考量與可能結果，也需要相關配套

措施，儘可能兼顧想退休、想延續職涯、想再就業者的需求，例如設置漸進式分

段逐年延後退休；針對職業別、性別等差異，提供可行的延後退休制度；規劃適

合我國產業的職務、薪資、工時再調整機制，讓中高齡勞動者能夠減少工時，甚

至屆齡退休得以繼續工作，並領取部分年金；並且為再就業者提供相關的技能培

訓課程，協助引導雇主聘用。 

年金改革方面，除了與延後退休年齡的規劃連動外，我國目前年金制度仍存

在世代及職業不公平性，年輕世代投入在勞保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僅 1.77%；但 65

歲高齡者的所得替代率則有 7.39%；而公教人員的所得替代率於 2016 年底進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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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改革後，所得替代率最高仍可達 62.5%，顯見不同職業別年金設計仍有改革的

空間。此外，延長可領取年金年齡恐不利於想退休者或難以再就業的經濟規劃，

亦可能造成民眾對退休規劃的擔憂，或許可從延長可領取退休金給付的最低年資

著手，引導勞動者為累積年資而續留職場，但不造成已達年資門檻者進退勞動市

場的身心負擔。 

(二)社會層面 

1.我國政策背景和問題 

林宗弘、林文正（2020）於《臺灣邁向超高齡社會的「世代公平」與「樂齡

就業」》研究指出，「超高齡社會」並非是「高齡社會」的延伸，而是轉型，特

別是我國正以遠超過世界的速度邁向超高齡社會，轉型結構調整背後所需要的政

策措施、法規與配套、社會與經濟支持體系，亟需政府、產業、企業和民眾等主

體共同參與、討論和協調，凝聚共識並降低轉型的陣痛。 

從「公共衛生與社會經濟的學科觀點」和「高齡者是否參與勞動市場」兩個

維度，可切分出 4 個在超高齡社會的文獻探討議題焦點（表 4.13），分別是：(1)

長照與醫護、(2)年金與老年貧窮、(3)世代公平和(4)樂齡就業議題。過往我國的

文獻與政策較多著重於長照與醫護議題，林宗弘、林文正（2020）認為延後退休

在世代公平方面，能夠協助傳統產業度過轉型期，藉以減少個人與國家的年金及

醫療負擔；樂齡就業方面，也能因為持續貢獻社會，而對高齡就業者的身心形成

正面幫助。 

表 4. 13、超高齡社會相關文獻關注的議題 

是否參與勞動 

學科觀點     市場 
無（退休或無法就業） 有（中高齡或高齡再就業） 

身心健康 

①長照與醫護議題 

關注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和社

會資本介入，維持高齡者健

康、預防退化性疾病 

④樂齡就業議題 

注重高齡就業的身心健康與

負擔，目前較少受到關注 

 

經濟或社會 

②年金與老年貧窮議題 

從社會科學角度，關懷已退

出勞動市場高齡者是否會面

對經濟困境或社會孤立等問

題，涉及年金永續性 

③世代公平議題 

探討高齡者就業政策，包含延

長退休年齡、反高齡就業歧

視、職務再設計、促進高齡就

業、世代公平 

資料來源：林宗弘、林文正（2020），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高齡者又病（長照與醫療）又窮（年金與老年貧窮）固然需要優先關注，然

而若能讓中高齡或高齡者持續在就業或勞動市場，便能參與勞動以獲得工作收

入；一旦退出就業市場，就必須仰賴年金和個人儲蓄支付生活與醫療費用，對身

心健康亦是不利的。若是因年齡漸長導致財務惡化，心理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

感，可能會侵蝕身心健康狀況。因此，讓高齡者維持勞動參與是解決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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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金保險永續的重要方向。 

從世代公平的角度分析，過去討論年金改革著重探討同一代人繳交的保費是

否能支撐其退休生活所需，若保費難以支撐，就會以勞動參與世代的保費移轉支

應。然而隨著未來超高齡、少子化趨勢持續，繳交保費者變少、領取退休金者變

多，形成債留子孫的問題。當年輕世代得從薪資提取更多保費移轉給退休族群，

將會加深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因此，也讓延後退休成為目前國際應對超高齡

社會的主流策略。 

另一方面，儘管我國人口正在減少，但是整體勞參率呈回升的趨勢，歷年勞

參率高峰為 1987 年的 60.93%（圖 4.2），經歷兩岸經貿擴大、資本外移，2001

年到達 57.23%的歷史低點，近年隨著經濟好轉，勞參率已回升到 59%。因此，

總人口數雖略下降，維持勞動人口和生產力，整體國民所得便不會減少。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2、我國歷年勞動參與率 

面對超高齡社會轉型，首要目標應優先維持勞參率之水準，除了前述延後退

休的方向之外，亦需要從女性、新移民與移工，以及吸引人才回流等角度，穩固

現有勞參率，進而確保經濟福祉。首先，近年整體勞參率於低點反彈回升的原因，

與女性勞參率提升有顯著關係，而男性勞參率自 1987 年 75.24%滑落至目前

66.93%（圖 4.2）；若對比歐洲與美國女性勞參率約在 61%的水準，我國女性勞

參率應有努力的空間。 

再者，勞動人口的移入和移出（非戶籍人口的遷入與遷出）也有助於維持我

國勞動參與水準，特別是在移入的部分，更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填補人力缺口，因

此，近年在吸引移工來臺的策略上趨於更加開放，自 2018 年以來，移工人數維

持約 70 萬人的水準。惟 2021 年受疫情影響，移工人數降至 70 萬人以下（圖 4.3）；

觀察鄰近東亞國家由於疫情和人口老化因素，亦面臨勞工未能移動、特定產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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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問題，未來隨著移工來源國的經濟建設發達，國際搶工搶才的情況將更為嚴

重，政策對於有移工勞動力需求的產業，應及早做相關人力調節。 

行政院 2022 年推動「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即針對中階技術人才，包含僑外

生與特定產業類別移工，例如製造業、營造業、農漁業、看護工（社福移工）及

其他經指定的重點產業等，能夠有條件取得在臺永久居留，藉以解決藍領技術人

力缺口，且依據政府提出規劃之留用人數，預計 2030 年留任僑外生與資深移工

各 8 萬名。若能經過良好的培訓，未來除了能為產業貢獻，在超高齡社會下，亦

能穩定補充長輩照顧等工作人力。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3、我國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 

2.借鏡國際對應政策和經驗 

關於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的社會影響層面，依據教育部於 2021 年發布的

「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分析，人口老化可能衍生諸多困境，需要及早

因應，包括中老年的慢性疾病問題，隨年齡老化越趨嚴重，不僅影響自身健康狀

況，更將造成個人與國家醫療支出之經濟負擔。另外，各國少子化問題，影響所

及將不只是未來勞動力市場的萎縮，對於未來老年扶養的負擔勢將更為沉重。因

此，促進高齡者持續參與勞動、維持身心健康，避免落入貧窮困境是各國推行延

後退休的重要政策方向。 

許多國際組織針對全球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提出相關宣言和行動方向，像是聯

合國將 1999 年訂為「國際老人年」，以促進世界各國對高齡者的重視與關懷；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的觀念，鼓勵

世界各國要制定健康、參與及安全的政策，為高齡者尋求最適當的發展機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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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質。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2009 年提出健康老化的政

策，指出健康老化具有 3 大效益：1.高齡者工作時間可以更長，退休時間可以更

晚；2.高齡者可以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或者幫忙照顧家人；3.可以減少醫療及

長期照顧支出。 

歐盟（EU）也在 2012 年提出高齡者增能計畫(SenEmpower Project)，希望歐

洲各國能夠制定政策，促進高齡者與被孤立高齡者的互動與增能；幫助較為邊緣

和被孤立的女性或高齡者融入社區中；提供願意參與公共福利之高齡者相關培訓

課程，增進社會參與；並鼓勵各國政府進行跨部會合作。歐盟更在 2012 年同時

提出「新活躍老化：生產老化」的觀念，將就業列入活躍老化的一項重要指標，

新的活躍老化觀是指當人們逐漸老化時，仍然能夠繼續參與勞動市場，以及投入

無給職的生產活動（如家人照顧和志願服務），並且能夠健康、自主、安全地生

活。以高齡者增能學習為導向之生產老化，逐漸成為國際趨勢之一，高齡者退休

年齡將逐漸延後，中年及高齡者再就業的需求將日漸增加，未來高齡者將有繼續

參與生產和志願服務工作的需求與機會。 

表 4. 14、國際組織針對人口老化提出的相關行動計畫 

階段 時間 提出者 內容 

活躍老化 2002 年 世界衛生組織 

（WHO） 

鼓勵世界各國要制定健康、參與及安

全的政策，為高齡者尋求最適當的發

展機會，以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質 

健康老化 2009 年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提出健康老化的政策，指出健康老化

具有 3 大效益： 

1.高齡者工作時間可以更長，退休時間

可以更晚； 

2.高齡者可以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或

者幫忙照顧家人； 

3.可以減少醫療及長期照顧支出 

生產老化 2012 年 歐洲聯盟 

（EU） 

將就業列入活躍老化的一項重要指

標，意指當人們逐漸老化時，仍然能

夠繼續參與正式的勞動市場，以及投

入無給職的生產活動（如家人照顧和

志願服務），並且能夠健康、自主、安

全地生活 

資料來源：教育部「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1)兼顧世代就業公平性 

各國關注延後退休對於年輕人就業影響的世代公平性問題。例如南韓從

2016 年開始逐步將退休年齡提高至 60 歲，根據韓國發展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指出，隨著企業將退休年齡延後至 60 歲，每增加 1 名延後退休的老年

勞工，新僱用的年輕勞工人數會減少 0.6 人。事實也證明，55~60 歲勞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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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增加，而 30 歲以下的就業卻下降（Korea Times 報導）。因此，南韓政府

對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採循序漸進，避免企業因勞動力成本增加而減少僱用新員

工，造成青年失業問題。同時為減輕雇主的成本負擔，該國內掀起工資高峰制

度（peak wage system）的辯論，也就是在員工接近退休時會降低其工資。工資

制度是否伴隨延後退休而調整，仍各執不同的看法。 

(2)避免擴大高齡者之間不平等 

在退休老年人之間的不平等問題也在許多國家受到重視。像是瑞典的調查

結果顯示，良好的健康狀況和高等教育是長期職涯和晚年退休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不少專家呼籲政策應更多側重為弱勢群體提供教育和培訓。 

芬蘭養老金中心（ETK）調查也發現，工作能力較弱和長期病假缺勤的歷

史會增加勞工選擇提前退休的機會，這可能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美國社會也

普遍認為只有高收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工才能延後退休。值得注意的是，過

去 30 年美國受最低教育勞工的退休年齡也不斷延後，其主要是因為如果沒有工

作，就負擔不起生活所需的開銷，由此可看出貧富差距擴大的影響。 

3.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預期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面臨的最重要挑戰之一是勞

動力萎縮，將對年金體系帶來很大的壓力。勞動部公布我國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

齡約 63 歲，相較南韓、日本或美國，我國退休年齡相對偏早。倘若施行延後退

休，除了希望提升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和財政貢獻之外，對社會層面的正面影響

在於高齡者因持續工作同時促進健康和維持經濟能力，可減緩造成社會安全體系

的負擔。 

然而，若要有效促進這群勞動力持續投入市場，必須思考如何讓中高齡者和

年輕勞動者在職場上由勞力替代轉為智識或技能互補關係。雖然國際研究資料尚

未有一致的結論，這樣的迷思卻常衍生社會觀感和職場友善課題，進而影響到中

高齡者持續就業的意願，同時也造成企業難為。 

針對世代間的公平性，為減緩延後退休對於年輕人就業的影響，在荷蘭，退

休金法案改革將取消確定給付制，全面改為確定提撥制，並同時針對提撥額度採

行「遞減累積系統（degressive accrual system）」，即依年齡決定僱員的提撥額度，

僱員年紀愈大需提撥的退休金額度愈小。 

在美國，老年人不退休是否影響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這個議題也備受討論。

因為普遍來說，年長就業者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穩定的居住習慣更容易受到雇主的

青睞。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曾援引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

的統計報導，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開始以來，美國 55 歲以上公民勞

動力增加 310 萬人（增幅 12%）、75 歲及以上的勞參率也在升高；相較 25~54

歲的就業人數減少 650 萬（降幅 6.5%）。推論高齡者的就業率提升，可能排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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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導致年輕族群的就業率下降。 

延後退休對於社會氛圍和公平性的影響是重要議題，因此政府如何與社會大

眾進行溝通相當重要。以荷蘭為例，延後退休政策面臨工會的強力反對，因此實

施日程一直延後。政府自 2013 年起推行延後法定退休年齡政策，原本規劃在

2013~2019 年間將法定年齡自 65 歲逐年調整至 66 歲，並預計在 2021 年達到 67

歲。然而受到來自多方工會的聯合罷工抗議施壓；政府 2019 年 6 月與荷蘭工會

達成退休金制度改革協議，同意暫緩延後退休年齡之規劃，將原訂 2021 年達到

67 歲之目標延後至 2024 年。爾後，又再度因應疫情的影響，於 2021 年底宣布延

後荷蘭年金法案改革生效日期，從 2022 年 1 月 1 日延後一年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生效，過渡期為 2023~2027 年，延後退休政策要給予社會緩衝期來逐步調整、適

應。 

從許多國家案例也發現，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年長者通常較有延後退休的機

會。因此在逐步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應該加強對於就業弱勢族群的職業培訓和

再轉換跑道，或是由政府補助、鼓勵企業增加對於高齡者的培訓，像是新加坡文

華東方酒店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針對高齡員工製定工作重新設計計畫，協助員工

更高效、更輕鬆地工作。另方面，因每位勞動者的情況不同，並非都能如預期工

作更久才退休，因此，相關改革需顧及彈性，確保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以幫助

勞工樂於全齡勞動直到退離工作。 

(三)產業層面 

1.我國政策背景和問題 

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每小時產出，通常以「總產出／總勞動投入」

計算）呈現每年成長之態勢，提升勞動生產力意謂能推動經濟成長，且有助提升

薪資水準，2020 年國內疫情管控得宜，促進臺商回流，亦推動我國新興科技產品

出口，2021 年勞動生產力較前一年大幅成長近 10%。 

總勞動投入通常以「就業者工時」衡量，而「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係為衡量

每單位生產所付出之勞動成本，可視為產業投入成本競爭力之指標，近 10 年來

卻是逐步調降，此一趨勢反應雇主在人事成本支出似乎不增反減（圖 4.4），勞

工以高工時投入勞動，創造的產出逐年提升時，企業獲利似乎沒有回饋到勞動

者，且整體薪資成長緩慢。或許在生產力躍升、勞動成本降低的時刻，會是推動

延後退休年齡、增加聘僱中高齡與高齡者的重要時機，甚至有機會全面提升勞工

權益，於是近期各黨團分別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版本，並與勞動部、工商團

體展開協商，期望能讓企業將獲利與通貨膨脹等因素回饋為員工薪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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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4、我國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單位勞動成本指數 

我國出生自 1946 年（75 歲）至 1964 年（57 歲）間戰後嬰兒潮陸續屆齡退休，

相較 2019、2020 年更是增加超過 12 萬人退休，其中以領取「勞工退休金新制」

的一般勞工最多，10 年之間從 584.4 萬人逐年增加到 708.4 萬人（圖 4.5）；而「軍

公教退撫制度」及「私校教職員退撫儲金新制」退休人數變動不大。未來隨著戰

後嬰兒潮的年長世代退休，每年退休人數預期將持續增加，恐將影響整體勞動生

產力。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統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統計、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

員會統計等資料，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5、我國歷年職業別退休金參加人數 

另一方面，受少子化影響，未來各級學齡人口數量呈現下滑趨勢，2008~2021

年每年大學入學人數平均約 30 萬人，再依國發會最新人口推估報告，2022~203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勞動生產力指數 87.75 89.98 94.27 95.34 100.00 104.04 106.64 109.36 113.74 124.96

勞動成本指數 101.84 100.13 98.66 101.13 100.00 98.63 99.91 100.05 97.68 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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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學入學人數將驟減 10 萬人，降至平均 20 萬人的水準。當嬰兒潮年長世代逐

步退出勞動市場，年輕世代減少挹注到勞動市場，正是近年廠商缺工、缺才背後

的結構性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年長世代的勞動參與，將有助於緩解產

業缺工的困境。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公布工業與服務業廠商職缺統計，2022 年 2 月

底工業及服務業廠商職缺數 25.8 萬個，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經濟活動回溫，廠商用

人需求顯著增加，為近 10 年次高（圖 4.6），其中製造業職缺多為中階技術人力。 

 
備註：工業及服務業行業涵蓋範圍 2019 年以前不含「研究發展服務業」、「學前教育」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統計資料庫，

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6、我國近 10 年 2 月底工業及服務業職缺人數與職缺率 

國發會亦從中長期產業人力需求的角度，推算 2021~2030 年在每年成長率 3%

的假設下，納入考量數位科技提升勞動生產力的數位轉型情境，推估最終人力需

求將從 2020 年 1,234 萬人，成長至 2030 年 1,305 萬人，預期平均每年增加 6.8 萬

人之需求。 

面對產業數位轉型需求，未來對於能與科技互補的高階技術、知識密集人力

需求更為迫切（表 4.15），使得科學及工程相關人員、資訊與通訊相關人員大幅

增加；而工作性質較具規則性、例行性及高度重複性的職業，受到科技取代部分

任務的影響較大，包含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等。 

另一方面，超高齡社會也衍生健康醫療、輔助照護等需求，預計 2030 年將以

醫療及照護相關人員的成長幅度最多（0.8%），占整體人力提升比例的 6.8%。

而輔助照護或社工服務過往屬於勞力密集的領域，若能善用數位科技和自動化科

技，將能協助醫護和社工人員應對疫情爆發的醫療資源緊縮，讓長輩遠距也能享



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的影響和因應 

98 

有醫療諮詢或診斷服務，甚至能讓中高齡照護者更加輕鬆地照顧長輩，除了能提

供就業機會，也能讓照護者善用科技工具、提升勞動生產力，進而提升照顧品質。 

表 4. 15、我國 2021~2030 年職業別最終人力需求推估 

職業別 

(按職務專業) 

人力需求職業結構 結構變動 

百分比 

職務專業需求 

變動 

2020(f) 2030(f) 2021(f)-2030(f) 2021(f)-2030(f) 

總計 100 100 0.0 - 

管理經理人員  3.2  3.1 0.0 持平 

科學及工程相關人員  6.9  7.4 0.5 大幅增加 

資訊與通訊相關人員  1.6  2.0 0.4 大幅增加 

商業及行政相關人員 12.2 12.2 0.1 微幅增加 

法律、社會及文化 

相關人員 

 1.4  1.5 0.1 微幅增加 

教育人員  3.8  3.5 -0.3 微幅減少 

醫療及照護相關人員  5.9  6.8 0.8 大幅增加 

服務與銷售相關人員 18.0 17.9 -0.2 微幅減少 

事務支援人員 10.6 10.2 -0.1 微幅減少 

農林漁牧相關人員  4.6  4.5 -0.2 微幅減少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2.7 12.4 -0.4 大幅減少 

機械設備操作及 

組裝人員 

12.1 11.4 -0.7 大幅減少 

其他基層技術工及 

勞力工 

 7.0  6.9 0.0 持平 

備註：0.1-0.3 屬微幅變動；>0.3 屬大幅變動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9），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行業別方面，科技對服務性質人力的取代性較低，因此國發會推估未來成長

的人力需求集中在服務業，整體占比預計到達 59.6%；大幅增加的行業包含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農業與製造人力則因智慧農

業、智慧製造與遠距作業等科技落實到產業應用，農業呈現微幅減少，工業則推

估會大幅減少（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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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我國 2021~2030 年行業別最終人力需求推估 

行業別 

 

人力需求職業結構（%） 結構變動百分點 行業需求變動 

2020(f) 2030(f) 2021(f)-2030(f) 2021(f)-2030(f) 

總計 100 100  0.0 - 

農、林、漁、牧業  4.7  4.5 -0.2 微幅減少 

工業 36.7 35.9 -0.8 大幅減少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  0.0  0.0 持平 

製造業 28.4 28.0 -0.4 大幅減少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2  0.2  0.0 持平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0.7  0.7  0.0 持平 

營建工程業  7.4  7.0 -0.3 微幅減少 

服務業 58.6 59.6  1.0 大幅增加 

批發及零售業 15.4 14.9 -0.5 大幅減少 

運輸及倉儲業  3.8  4.0  0.2 微幅增加 

住宿及餐飲業  7.1  7.4  0.3 微幅增加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

資通 
 2.2  2.5  0.2 微幅增加 

金融及保險業  3.6  3.5 -0.1 微幅減少 

不動產業  0.9  1.0  0.1 微幅增加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2  3.6  0.4 大幅增加 

支援服務業  2.5  2.8  0.3 微幅增加 

公共行政及國防社會安全  2.9  2.7 -0.3 微幅減少 

教育業  5.4  5.1 -0.4 大幅減少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4.0  4.6  0.6 大幅增加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9  0.9  0.0 持平 

其他服務業  6.6  6.8  0.2 微幅增加 

備註：0.1-0.3 屬微幅變動；>0.3 屬大幅變動 

資料來源：國發會（2019），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此外，中高齡就業專法及子法需要因應延後退休而有所調整，包含積極聘僱

高齡工作者之法規，協助雇主改善職場年齡跨距或高齡員工管理等人力資源的管

理能力（如年資、升遷和職務再設計等），並且和民間保險公司研究能涵蓋高齡

勞工就業保護的保險內容，避免企業人員流動造成業務中斷，確保產業經營的知

識與技術經驗之累積，而高齡員工也能安心工作、避免職災傷害或損失。 

軍公教人員亦需要被同步考量，特別是在中高齡就業專法子法《促進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獎勵辦法》第 2 條最後一句提及「政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單

位及其從業人員，不適用本辦法」，也是需要被重新檢視或討論的部分。而教職

問題更為複雜，主要少子化影響學校財源，造成各級學校減招、甚至退場，師資

供需失調問題日益嚴峻，若年長教師想要延續教職，勢必引來年輕老師（特別是

兼任教職、代課老師等）不滿，導致教學品質參差不齊。因此，政策上協調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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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退休年齡仍需要更為全面的溝通，並且依職業種類適度調整，兼顧延續職涯

之權益，但不排擠年輕世代的就業機會。 

同時，建立有效的延後退休或是退休再就業機制亦是相當重要的，例如評估

讓各種產業所需的專業證照效期適度延長或減少年齡限制，讓相關社會服務、醫

事和技術（包含各式機具或運輸工具操作）等國家證照或專技證照，以及公協會

和產業認可的證照，讓中高齡或高齡勞工得以延續職涯，甚至能透過專業技能的

進階培訓課程進修，尋求再就業機會。 

2.借鏡國際對應政策和經驗 

綜合上述國內產業因應高齡社會的相關政策措施，可歸納 3 項當前產業面遇

到的主要問題，分別為「勞動力短缺」、「產業間勞力需求差異性大」以及「缺

乏高齡再就業相關輔導與配套機制」，有鑒於此，以下將對照上述問題，透過國

際案例檢視各國在施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同時，如何因應上述產業面所面臨之

困境。 

(1)降低勞動力短缺的壓力 

隨著醫療科技的發達，已開發國國民的預期壽命逐年增加，反觀，生育率卻

逐年降低，在此趨勢下，面臨高齡化或高齡社會趨勢的各國，幾乎也都同步面

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針對此一問題，雖然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本身，便已能作

為解決方案之一，然而，即使退休年齡延後，與國民實際可貢獻勞力之年數仍

存在一定落差。 

為了最大化勞動力貢獻度，以大幅解決勞動力短缺之問題，盤點包括日本、

新加坡、法國、荷蘭與英國等國家，皆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並多採用退休金

加給制度，即透過各種獎勵機制，鼓勵國民自願性延後退休。各國相關獎勵機

制統整如下表 4.17。 

表 4. 17、各國退休金加給制度 

國家 獎勵機制 

日本 
年滿 65 歲且可以開始提領退休金的民眾，最晚可以延到 75 歲再開始

提領，每月可提領退休金金額將比從 65 歲開始提領多 84% 

芬蘭 減少最低法定退休年齡退休者的福利選項 

法國 
延後退休 2 年可獲得 10%退休金加給，延後退休 3 年可獲得 20%，延

後退休 4 年則可獲得 30%加給 

英國 

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若沒有在期限內領取退休金，則無須另外申

請，將每 9 週將額外增加退休給付額度的 1%，一年最多可獲得 5.8%

的加給（即 52 週） 

美國 
在完全退休年齡之後退休者，延後退休至 70 歲的期間，每個月都會

得到更多的退休金 

資料來源：各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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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雖然延後退休能增加整體勞動參與，卻也變相增加企業的人事

成本負擔，針對此一問題，日本政府藉由提供僱用高齡員工之企業相關補助予

以解決，並依照企業規模提供不同的補助方案；其中大型企業每僱用 1 位 60~64

歲的老年人，將提供一年期 50 萬日元的補助金，而中小企業的補助金則為 90

萬日元。 

(2)因應產業間勞動力需求差異性 

延後退休年齡政策亦將突顯產業之間勞動力的差異性；首先，由於延後退

休年齡將增加企業的人事成本，因而使得企業規模決定該企業受到影響的程

度；其次，不同產業別受到的影響程度亦不同，例如知識密集型產業若僱用更

多高齡員工，將可大為增加生產力，反觀，勞力密集型產業則因工作型態不適

合高齡者，若強制延後退休年齡，恐將大幅增加員工的體力負擔與職業傷害。 

針對上述問題，荷蘭政府在職業退休金制度上，令不同產業、企業或專業

成立各自的職業退休基金，採取由雇主、僱員與第三方退休金管理公司形成的

三角架構體系，即由雇主與第三方退休金公司達成行政協議，將退休基金委託

管理、代為研擬退休金方案，再由雇主提供予僱員，在此制度下，不同產業將

在退休金方案上獲得更大的彈性。 

此外，為減輕企業負擔，退休金方案的運作機制上，荷蘭政府亦全面取消

對企業承擔風險及負擔較高之確定給付制，統一改為確定提撥制，並將員工提

撥之退休金認列為個人資產，以保障員工轉換工作時的退休金權益。 

再以英國為例，針對無法自行設立退休金基金之中小企業，政府規劃國民

就業儲蓄信託計畫，做為另一成本較低的退休金方案選擇，在該方案下，雇主

及僱員的提撥率較低，該提撥率並隨年資而增加；同時，該方案為員工入職時

自動註冊，但員工仍保有隨時退出之權利。 

(3)建立高齡再就業相關輔導與配套機制 

因應數位化時代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應用，退休年齡延後除了代表工作年資

的再延長，更意謂高齡者將面臨需學習新知識與技能，甚至轉職或再就業之情

境，有鑑於此，針對高齡族群的進修、再就業與轉職輔導相關配套措施，攸關

能否成功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 

3.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綜合上述我國人口老化下產業面所面臨之主要問題，以及相關配套措施與因

應方式之國際案例，可初步推敲幾項施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可能產生之正負面影

響與衝擊。 

首先，延後退休年齡政策對產業面最顯著的正面影響，在於增加勞動人口，

並具備直接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之效益，盤點數國之相關配套措施，多設置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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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獎勵機制，以鼓勵國民持續投入勞動市場，亦為可借鏡參考的政策方向。

然而，因應當前數位化趨勢，以及各產業與職業的勞動力需求分配不均，若高齡

就業人口增加，勢必帶動高齡員工再進修、轉職或再就業之需求，因此，退休年

齡之延後是否能成為勞動力短缺問題的解方之一，便取決於是否建立完善的高齡

職業訓練與再就業輔導機制。 

基於上述並參考新加坡案例，針對高齡資深員工若無轉職意願者，則需加強

企業對高齡員工數位技能教育規劃；而針對欲轉職或再就業之員工，則可針對未

來勞動力需求較高之醫護、科學、工程與資通訊等職業類別，為高齡者設計相關

培訓路徑圖或證照制度。 

而在負面影響方面，若施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最可能影響特定產業勞工之

工作選擇，例如勞力密集型產業或職業傷害高的職業類型，包括警察、醫護人員

等，應考量產業或職業特性，提供更具彈性的退休年齡與退休金方案外，可鼓勵

其轉職銜接其他職業。同時，延後退休年齡將延長員工的工作年數、增加企業的

人事成本負擔，或可參考日本之做法，除了針對聘僱高齡員工的企業補助，亦可

考量企業規模之差異，提供不同補助額度。 

(四)個人面 

1.我國政策背景和問題 

儘管目前針對中高齡、高齡者就業所需面對的職場身心健康研究還不太多，

但能夠確定的是，延後退休、退休再就業或是鼓勵社會參與，將能有效延長健康

狀態，並且能夠在勞動參與或社會參與的過程，促進世代交流與對話。因此確保

中高齡與高齡者的就業權益及社會參與管道，使其能夠自由選擇偏好的生活方

式。根據中央研究院於 2019 年的「社會意向調查」指出，發現 65 歲以上的受訪

者支持比例最高，高齡者當中有 28.4%女性與 45.5%男性願意延後退休，顯示高

齡者仍是有意願進入勞動市場。 

讓高齡者續留勞動市場除了有助於增加年金的永續性之外，也能讓高齡者獲

取所得，能夠保有一定程度的消費力和購買力，藉以支持社會和經濟的穩定性，

若現行 65 歲即退休，沒有就業則需要仰賴退休金、個人儲蓄和投資來支付生活

和未來醫療所需，若是未來通貨膨脹長期影響，將可能擴大老年貧窮的人口。中

央研究院 2020 年度的「社會變遷調查」也印證延後退休或再就業者的月收入和

身心健康狀況較佳，其中又以軍公保退休的平均月收入最高（圖 4.7），其次，

「未滿 62 歲」和「達 62 歲」等勞動者，及「勞保退休」再就業者，月收入介於

3.82~4.63 萬元，屬於月收入較高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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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快樂感受度：2 為不快樂；3 還算快樂；4 很快樂。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2020 年度「社會變遷調查」，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圖 4. 7、我國高齡者個人月收入和身心狀況調查 

該項調查對於身心健康的快樂感受程度題項中，感受到最快樂的同樣是「軍

公保退休，有工作」族群，整體而言，有工作的族群都偏向更加快樂，除了擁有

基本的經濟能力之外，也能增加社交生活、和其他世代共同合作，甚至是嘗試感

興趣但過去未能嘗試的職業，在職務和勞動條件合宜的情況之下，對於保持身心

健康具有一定的效果。 

社會參與方面，各部會積極推動樂齡友善相關政策，包含衛福部設立老人活

動中心、鼓勵擔任志工；教育部推展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等社會學習中心，

提供長輩學習新知及同儕共學的多元管道；農委會亦推廣「幸福農村」和「綠色

照顧」的措施，讓農村長輩在自己的社區互助生產和樂齡生活。 

根據衛福部 2016 年志願服務調查研究報告，65 歲以上老人參加志願服務的

比率，男性 26.5%、女性 30.1%；又該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老人最常從

事的休閒活動是看電視（占 80.73%），其次為戶外健身、運動（占 52.89%）；

社團或活動方面，參與比率最高的是宗教性團體活動（占 21.23%），其次為宗教

與政治以外的其他社會團體活動占 18.79%，參與志願服務的比率僅 9.33%；有參

與學習活動的比率僅有 4.9%。未來邁入退休階段的高齡者可能更加健康、生活型

態更加多元，且能增加社交活動及學習內容，也會需要強化性別、文化、性取向、

教育水準、科技使用能力等綜合因素考量及規劃，進而提升各生命階段所需的終

身學習普及性。 

2.借鏡國際對應政策和經驗 

(1)保障全齡就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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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中高齡勞參率高的國家，女性的勞參率也有較高的水準，從瑞典來

看，中高齡與女性勞參率都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此外，瑞典勞動法規規定

「有權利工作到的年齡」，保障高齡者能工作到 68 歲，2023 年甚至能提高到

69 歲，並且在雇主與受僱者同意的情況下，也能延長工作的時間，即能讓受僱

者工作到更高的年齡，避免雇主年齡歧視，高齡者也能保有就業的自由與權

益，並且延續過去較為熟悉的職場環境。 

我國中高齡就業專法對於年齡歧視訂有禁止專章。而在主要國家中，日本

與新加坡暫無全面反年齡歧視的法規（表 4.18），其中日本 2021 年修訂《高

齡者僱用安定法》，在雇主與高齡受僱者同意下，企業必須保障員工有機會工

作到 70 歲。德國和英國則將中高齡勞動者融合到其他年齡層的管理，綜合設

計整體勞動政策和配套，期望儘可能消除年齡歧視；而美國在相當早期就訂定

反年齡歧視法規，但也使得此項法規成為目前最不合時宜且造成一些問題，例

如僅保障 40 歲以上者，而實際狀況是職場往往很難證實年齡歧視的發生。 

表 4. 18、各國反年齡歧視之立法 

國家 反年齡歧視之立法 

德國 立法適用於所有年齡 

英國 立法適用於所有年齡 

美國 立法適用於 40 歲及以上者 

日本 無全面反年齡歧視法律 

新加坡 無全面反年齡歧視法律 

資料來源：各國，資策會 MIC 整理，2022 年 6 月 

另一方面，年輕世代也會擔憂高齡就業是否會直接影響到企業聘用新鮮

人，特別是當延後退休年齡造成勞動市場供給增加，導致排擠年輕世代的就業

權益，但是目前相關的研究仍然較少，整體效應尚待觀察。由南韓案例來看，

年輕世代嚮往進入大型財團企業，年輕世代的擔憂影響政客與民代的政策建

議，導致社會對於延後退休年齡的提案仍然採取保守的態度，加上南韓老化速

度快、年金所得替代率低、老年貧窮率高等嚴峻的挑戰。因此，南韓學者認為

擴大社會安全和社會福利政策，可能比延後退休年齡更有幫助，但若增加社會

福利，也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需要更多細微的精算與規劃，以及創造與民眾

的對話機制。 

(2)維繫國民身心健康 

確保國民健康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許多研究顯示，高齡者退休脫離

既有工作的挑戰與目標後，認知能力或記憶力可能會比同齡仍在工作者，降低

得更為明顯，可能需要透過感官或精神刺激的活動來改善，相關活動包含閱

讀、文字、數字遊戲或其他反應力訓練，甚至透過遊戲化設計，增加互動和聊

天話題性，更有助提升高齡者社交活動。未來可透過持續地設計和改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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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私協力增加普及性，以利進入社區和家戶，成為個人的生活型態，改善

退休後的身心健康，並且預防退化。放眼未來，亦可以融合到高齡教育，發展

出在地、適合各世代的社會參與方式，讓各世代邁入到高齡、退休的階段後，

都能形塑和發展更多元的社會參與方式。 

高齡者若是缺乏社交互動和社會參與、形成社會疏離的問題，根據英國調

查，寂寞或孤獨雖然非屬病症，但因為社會疏離或破碎的社群連結，每年造成

英國損失多達 320 億英鎊（約新臺幣 440 億元），因此，英國獨步全球設立「孤

獨部長」（Minister of Loneliness，或稱寂寞部長）的職位，專責解決孤獨和孤

立的公衛問題，重視情緒失調和寂寞感對人類產生的身心傷害。值得注意的

是，社會孤立問題在 COVID-19 全球肆虐後更加被凸顯，無論是因為檢疫、封

城，或是獨居、減少外出等活動，加上染疫的病痛，皆有可能造成個人極大的

心理負擔，對政府而言，亦需要謹慎務實面對。 

從日本案例的研析，當老人工作和職涯因為退休年齡的延後、退休再就業

可能衍生「雙元勞動市場」問題，多數高齡者只能找到基層、低薪工作；其次，

OECD 提出個人職涯工作條件改進的「生命週期路徑」（Lifecycle Approach），

強調個人進入職場時，需要讓工作與健康保持良性關係，並且避免工作的職場

安全或傷害健康的問題，例如姿勢不良、機具操作或是對身體、體能傷害等職

業災害或職業病的風險，因此，政策需要強化產業改善現有勞動環境，降低職

災風險，對於全體、全齡勞動者都能產生正向的幫助。最後，針對想退休的中

高齡者，持續就業可能造成身心負擔，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機制也要

涵蓋到此一群體，讓全民真正能夠享受到勞動與退休的成果，且能自由選擇想

要的工作與生活方式。 

3.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影響 

保障就業權益方面，需要綜合考量中高齡者與女性等群體，儘可能彌平任何

與年齡、性別的歧視行為，讓雇主能夠理解中高齡員工知識、經驗的累積與傳承，

會是產業經營與技術研發創新的來源，增加員工和團隊的多樣性，也能豐富產品

設計和技術研發。我國宜借重瑞典、德國和英國等經驗，以「全齡」適用之角度，

最終逐漸讓中高齡者融入到各年齡層，以利消除年齡歧視問題，目前可先從產業

特性角度切入研究，納入雇主與受僱者及各方利益關係人見解，規劃能夠確切保

障延後退休者的就業或再技能化的培訓權益之政策，藉以讓我國快速進入超高齡

社會時，仍能維持現有勞動人口水準和品質。 

針對年輕世代關注的就業排擠問題，亦需要提早投入研究可能的潛在影響，

進而依據產業、職業種類、職務設計等面向，設計符合世代公平的制度，避免排

擠新鮮人聘用的問題。同時，政府應該提供未來 5 年的職缺預測，引導高等教育

體系和技職專科學校等科系轉型，培育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並且搭配完善的轉

職媒合、教育和技能培訓（或預測）體系，導入教育和培訓科技應用，協助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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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加精確、有效率的學習技能，以利成功轉換到適切的職位，確保就業權益、

求職和容易取得之教育培訓。針對高齡者社會參與所需的教育內容，則需要引導

民間投入相關內容之發展，讓高齡者在退休後的生活與知識能持續豐富。 

維繫國民健康方面，除了確保期望繼續工作的高齡者就業權益外，也需要投

入資源研究國民對於退休的期望，包含意欲提前退休、準時退休者所能獲得的年

金，以及如何鼓勵雇主、受僱者延長聘用及延後退休的鼓勵機制，協助雇主建立

職務再調整機制，包含可行且兼顧世代公平的年資、晉升和職務調整方案，並且

鼓勵用科技降低各年齡層可能遇到的職業傷害、職災問題，例如鼓勵採用外骨骼

裝置、機器人系統，降低勞動者體力勞動負擔，或是增加各年齡層友善的智慧操

作介面，讓中高齡者能夠更容易學習科技產品或機具操作。而從避免社會孤立和

孤獨的公衛問題來看，亦需要擴大社會安全網，並且納入民間力量，增加高齡者

或退休者的社會參與選項，創造社交互動和世代交流之機會，鼓勵實際參與、理

解，進而改善年齡歧視。 

再者，延後退休年齡讓高齡者能工作獲得收入，高齡者會更具有購買力進行

消費，降低社會轉型到超高齡社會可能面臨的需求不足、投資轉為保守、導致經

濟停滯的問題，因此，民間產業發展面向，亦需要鼓勵發展「樂齡創新市場」，

鼓勵中高齡者消費，取得能夠增加身心健康、維持舒適生活等涵蓋食衣住行育樂

的市場，並且是以「全齡」皆能感到舒適的角度出發，改善相關基礎設施，如此

一來，便能協助全民改善生活品質，舉例來說，增加全齡通用的無障礙設施，或

是改善交通環境，對中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友善，也對孕婦、孩童友善，放眼更

長遠的未來，除了有助於提升觀光，也有利於導入智慧交通所需的自主駕駛機載

具或送貨機器人等，有助於讓全民享受智慧科技的舒適生活。 

小結 

從國際間對延後退休可能產生影響的各方辯論（表 4.19），可以作為我國討

論這個議題時必須思衡的面向。首先，延後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從正面角

度認為延後退休可以減緩高齡少子化帶來勞動力缺口的負面影響，有助於維持經

濟穩定；反對聲音則認為高齡勞動力可能會排擠青年勞動力，影響到年輕世代的

就業機會，這部分國外已有一些相關研究，但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這是成立

的。 

在延後年金給付的策略上，各國普遍共識是逐步延後請領退休金年齡，正面

看法認為可以提高年金的永續性；但負面看法認為會影響到現有的就業者準時退

休的權益，甚至影響到老年生活。在取消強制退休年齡的思考上，有些國家取消

強制退休年齡，認為可以避免形成雙元勞動市場的問題；反對意見則認為，延後

退休年齡必須與社會做溝通，溝通的成本是很大的。觀察其他國家的案例，均是

花費很多時間在與社會溝通，甚至會衍生社會罷工或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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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高齡就業或再就業的面向上，正面看法認為讓高齡者的所得收入可以

得到有效的支持，進而緩解高齡少子化下消費需求停滯的現象，且若有持續就

業，高齡者的身心狀況會比較健康；負面影響則是高齡就業亦有可能造成身心負

擔，甚至有些高齡者還是會去從事相對耗體力或危險的工作。此外，也進一步產

生高齡友善工作條件，或者高齡友善職場環境的討論，如果高齡員工持續留在職

場上傳承經驗，也必須思考提供更友善的環境，讓高齡員工願意繼續做出貢獻。

然而高齡歧視仍普遍存在於職場上，使高齡員工的心理健康和福祉面臨挑戰。雇

主必須付諸行動來緩解這些挑戰，支持高齡者可以樂齡安心就業。 

表 4. 19、延後退休可能產生之影響與他國配套 

延後退休影響面向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他國配套 

增加勞動市場供給 

(維持勞動參與

水準) 

減少勞動參與

缺口 

可能排擠年輕世

代就業機會 

 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北歐) 

 開放新移民(日)、吸引人才回流 

延後年金給付策略 增加年金財務

永續性 

影響現有就業者

準時退休的權

益 

 逐步延長法定退休(年金請領年

齡)－幾乎為各國政府共識 

 避免世代不公平的年金制度 

取消強制退休年齡 避免形成雙元

勞動市場問

題 

逐年延後強制退

休年齡，社會溝

通成本大 

 歐美多國已取消強制退休年齡 

 規劃漸進式分段逐年延後退休 

高齡就業或再就業 

(包含退休人力

再利用機制) 

 所得與收入

較高，緩解消

費需求衰退 

 身心狀況較

為健康 

高齡就業亦有可

能造成身心負

擔，如從事危

險、耗體力工作 

 以產業別規劃延退方案(勞力密集

/知識密集) 

 建立有效再就業機制(日) 

 發展兼具志願性質的工作型態 

 民間保險體系參與(職安風險) 

高齡友善工作條件 高齡員工續留

職場，得以傳

承知識、經

驗、技藝等 

部分高齡勞動者

生產力低落 

 職務/薪資/工時再設計 

 職業訓練促進再技能化(歐美、新

加坡)、終身學習環境(瑞典) 

 以科技改善工作條件(歐、日) 

高齡友善職場環境 對高齡友善，亦

對全齡友善 

高齡歧視仍普遍

存在職場，雇主

改善職場環境

的誘因不高 

 消除職場年齡歧視，歐美國家將

高齡者融合到其他年齡管理，非

單獨思考高齡者就業問題 

 高齡友善與尊嚴職場 

資料來源：各國資料，資策會 MIC，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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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延後退休相關層面之實務探討 

為探討超高齡社會延後退休年齡所可能產生的實務問題，本研究透過座談會

和深度訪談方式，蒐集產業團體、公協會、企業界與政府相關單位專家與實務人

員，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

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台

北市電腦公會、佳世達集團、古稀創意、中正大學、104 人力銀行等，及政府相

關單位專家和退休退職人員（詳參附錄一），對於延後退休年齡和活化銀髮人力

資本的意見。以下將就延後退休年齡的效益與機會、挑戰與可能產生的議題、政

府的角色，以及產業社會應有的準備與配套，進行相關的意見歸納。 

一、延後退休年齡對國家產業的效益 

國內大型企業（如中鋼）較早因應嬰兒潮離退和人力老化採有相關措施，例

如專案離退及設置退休人才庫等也有一定成效，似乎延後退休年齡沒有很大的急

迫性；但考量世界各國均已就此議題加以研究並研訂配套措施，再加上 2021 年

起臺灣面臨「大缺工潮」，需求端因中美貿易戰後臺商大量回流、轉單效應發酵

等因素，所需人力增加不少，然而供給端包括新鮮人、外籍移工數都在減少中，

各行各業都面臨「爭才」大戰。如今應是研究此一議題的適當時機。 

(一)產業對勞動力需求殷切 

1. 半導體，電動車普遍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必須擴大人才的供應量、讓年輕人

對有前景的產業保有期待外，可以研議除如何善用中高齡資深人才的知識經

驗，例如過去面板產業發展初期，大量聘請退休於日本大廠的老師傅來臺指導

工程師如何使用設備。而目前資訊產業所需的人才，除了增加資深人才的流

動，推動高齡友善的就業環境，更需積極留住在臺留學的優秀外籍學生，或是

回鄉之後維持和臺商共事；其次，透過企業福利條件或政府獎勵等誘因留住已

在臺任職的移工或外籍幹部。同時也應重視年輕人低薪、學用落差的困境、強

化技職體系訓練等，吸引人口紅利的年輕人重回職場。 

2. 產業園區目前勞動力平均年齡相對其他產業雖較年輕，但也已在逐漸高齡化

中。以南科而言，從業員工約 9.2 萬人，平均年齡約 36 歲，但 50 歲以上者亦

有 4.5 千人，約占 5%；竹科發展較早，平均年齡會稍高，近年園區廠商招募

過程確實已遇到不易招募之難題，可能與現在年輕人嚮往自由彈性的工作而無

應徵意願或抱怨工時過長而無法久任；中高齡者相對在職場的穩定度較好，如

果具備相關經驗的中高齡想再就業，加上教育訓練，是有可能接受做為補充的

勞動力。 

3. 基於現今國人平均壽命更長，且健康情況都較好的前提，延後退休對彌補人力

資源的不足的確有其必要性，如依目前的退休年齡退休，很明顯是人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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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議題僅適合民間企業。對於公務機關，其員額預算編制是固定的，意即

一個蘿蔔一個坑，不像企業組織可視業務成長隨時增聘新的人力，公務機關並

不適合比照民間企業進行延後退休，恐會嚴重排擠到世代的接替。 

4. 透過宣導及補助讓社會和更多企業了解和願意進用高齡者，同時逐步形塑企業

社會責任的文化。 

(二)建議鼓勵合適的產業職類延後退休 

1. 在職員工屆退可以繼續工作是最好的，如果不適合就輔導轉職。例如「日本的

宅急便」為高齡員工成立派遣公司案例－成功留下 40 年前就進入公司打拚的

員工，藉助其重要的職能（如對當地區域的熟悉度、開車的謹慎度和服務精

神），留在企業轉職（加上一些職訓）即能接受其他異業的委託提供服務，如

NHK 需要進到各地區家戶訪查接用天線和收費、又如美國運通公司透過派遣

員工的在地人脈行銷信用卡市場等。這些轉職的員工和企業主可能共同雙贏創

造新的工作領域。 

2. 可以考慮參採荷蘭區別不同產業做合適的人力資源政策。例如商業界長年呼籲

有關《勞動基準法》的工時規定，應將各個產業分開來看，因為不同產業有其

不同的生產模式，應可訂定不同的（如間歇性、連續性)勞務契約。 

3. 從產業的需求端來看，有些產業是工廠生產型態，不用接觸人群，但是產品銷

售、服務業，或是觀光相關產業，可能更需要及合適具備待人處事有豐富經驗

的中高齡者加入。也有一些社會企業開始關注推動青銀世代交流合作的工作方

式。大部分企業對於少子化、高齡化衍生缺工缺才也有相當程度的體認，惟總

會在協助服務企業會員瞭解政府相關政策時，面臨很多不同的聲音，包括獎補

助就業措施、退休制度乃至強制進用等政策思維，是不是可以在防弊以外，還

能多一些興利的配套，較能廣收成效。 

4. 我們相信中高齡/高齡者和年輕人可以是一種世代合作，因此在《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以下簡稱中高齡就業專法）的第 10 條、第 20 條都有揭

露這樣的法制精神與實際做法，其實年輕人具備現時的技術能力和中高齡擁有

的人脈/經驗是可以互補的。 

5. 需要與人接觸頻率高的工作比較不會被機器取代，例如陪伴、照護等。可提供

鼓勵措施、轉職教育訓練等，讓退休人員的能力和經驗可以繼續在相關領域發

揮，如果有好的人力和人才運用的機制，對整個社會也會有更多幫助。 

二、延後退休年齡可能產生的挑戰與議題 

(一)對於企業在用人成本及勞工安全方面的考量 

1. 「法定退休年齡」（指可以開始請領退休金的年齡）並不會影響企業人力的運用；

而「強制退休年齡」（則是依勞基法可請員工退休的年紀）若是往後延，對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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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衝擊比較大，可能會有人事僱用成本加重或是對於人力運用彈性減少的疑慮。

企業對於具有特殊技能和經驗的退休員工，自會以顧問方式回聘或其他彈性方式

維持人才的運用；但是也會有不少情況是因為資深人員的勞動力無法符合公司期

望等薪資成本的考量，於是 65 歲的門檻對企業而言，也是一個可以彈性運用的

機制。如果把這個時間往後延，企業的平均年齡可能會繼續增長，營運成本又不

斷增加，將衍生更多問題。 

2. 對於聘僱 65 歲以上勞工的雇主，建議可研議免予提撥 6％退休金，應該能產生

實質的誘因，讓企業可即回聘已退休的勞工做經驗傳承、顧問諮詢等工作。 

3. 雇主會顧慮勞健保等社會型保險的成本（雇主分擔比例相對勞工和國外都是高

的），像日本有一些社會型保險，達到 65 歲即由國家吸收，相對雇主的壓力就

減少。 

4. 增進企業進用高齡的意願，配套政策可以再思考補貼雇主勞保負擔外；對於有意

願重返職場但已請領退休金（或一次性老年給付）者，在兼顧社會保險的公平原

則，研議可以再投保模式或是其他激勵高齡者繼續累積工作年資意願。 

5. 有關僱用高齡者最大的疑慮應該是職場安全問題，隨著《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的通過，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這對僱用 65 歲以上勞工衍生職業相關風

險負擔是相對可以減輕些。 

6. 若要延後退休年齡，考量各行各業之間差異大，應該留給企業自主規劃的空間，

例如服務業與傳統產業便存在差異性，即使同一公司中的藍領與白領階級亦有不

同，若能夠採取分流退休是最好的，但就臺灣當前的制度、環境與文化而言較不

可行，所以政府在制度面應該保留彈性，例如現行中高齡就業專法已有放寬 65

歲以上高齡者亦可簽訂勞動契約。 

(二)現行中高齡僱用衍生過多的行政繁雜等聘僱成本   

1. 聘僱中高齡員工的成本管控，仍是多數企業重要的考量因素，包含提撥退休金，

以及勞工年資延續產生法定福利等，而部分高齡勞工（例如保全業）亦有退休金

請領年齡及申請作業的規範而阻礙受僱，勞資雙方雖均有僱用意願，但仍需應付

不必要的作業流程。 

2. 關於現行補助政策配套的思維，例如企業人資回饋部分的補助不太好用，原因是

必須進到就服體系去開職缺，同時還要應聘的人也要進到就服體系做架接且不能

指定，相對需要較多行政作業，措施的友善度可以再加強。 

3. 思考目前政府所推動的職務再設計與改善，一旦沒有補助，是否仍會留用/進用

中高齡勞工。其實往往是企業本來就想留住高齡職員，恰好有政府補助資源可利

用，並將資源用於硬體設備的改善。惟從資源有限的觀點，相較補助的做法，建

議或許可從稅務減免層面著手，相對務實且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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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務再設計措施宜考量企業進用、職務調整的成本和意願 

1. 由於傳統企業工作型態（例如需要搬運體力、久站等），勞工年長中高齡時可能

意識到自己的體力較差、需要彈性的工作時間或是不想全職工作，加上有退休年

金，短期內並無太大經濟壓力，致再回到原來工作職場的意願不高。對於企業而

言，即使願意把一份工作拆成兩個人做，但會衍生企業勞健保等成本變高，企業

會比較猶豫。因此要從企業人力進用的成本效益角度去思考，讓工作內容的調整

轉化為人力或智慧資本的優點，即便企業要付出相同的薪水，也許仍有積極誘因。 

2. 現行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是從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措施延伸過來，所以大部分的

補助多是輔助工作障礙硬體設備的建置，例如鼓勵雇主透過照明、友善職場相關

的採購來獲得補貼，較少能在職務工作上做改變得到補貼；假設購買油壓設備讓

倉庫工作者比較省力，從人力運用的角度來看，新的油壓設備讓 30 歲和 60 歲的

人來用，是不是讓 30 歲的勞動力搬得比 60 歲還多數倍，所以軟體輔具-職務設計

亦需要融入補貼機制中。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另外的機制，針對企業本體對於中

高齡職務設計有新作為的，就以類似獎金或補貼的方式，金額也許相當於每人每

年勞健保支出成本，鼓勵企業人資和業務部門協力思考未來人力供給的問題。 

(四)需提供有經濟需求的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之外的基本經濟安全  

相較其他國家延後退休的進程，我們才剛開始進行逐年延後退休（至 65 歲），

如果很快又再延後，會面臨一個議題是讓即將屆退者經濟收入可能要往後延，加上

現今企業對於進用中高齡還是比較保留，需要考量這些有經濟壓力的中高齡者，是

取決於企業或典型勞動市場要不要用。因此有需要先就目前已經延後的狀況，去了

解和蒐集 61 歲延後到 65 歲這段時間勞工的經濟生活。 

(五)高齡者是否擁有因應未來職場工作的技能 

大部分企業在數位轉型浪潮下，即使部分企業具有內部在職訓練的能力，但未

來中高階員工會面臨例如數位技能等就業能力不足的問題，雖然多數來自初入職場

的新鮮人，但隨著高齡就業的意願增加，技能需求缺口亦會隨之擴大。再者，高端

人才轉職往往沒有太大問題，是否有為中高齡族群開出職缺並非重點，而是中高齡

者的能力是否被市場買單，因此未來在談相關議題時，除了剛剛所提產業類型之差

異性以外，也應考量不同對象的需求亦不同，以單一政策解決所有人的需求便顯得

相對複雜。 

(六)如何協助高齡者解決家庭照顧需求 

國人因為照顧而離職者仍然很多，如果面臨退休選擇時會更願意自請退休，很

多企業為職工開設幼兒園，未來也有可能變成日間照護，帶長輩來上班，或許能和

企業溝通試辦，讓員工能夠延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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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的角色與高齡僱用的相關配套 

(一)政府的角色 

1. 從國家人力資本規劃的角色，可從勞工、雇主和政府三方面思考，應對資訊化時

代和快速變遷的勞動市場，鼓勵勞工積極參與教育訓練和終身學習，在企業端，

鼓勵提供中高齡員工再訓練機會，現行就保法亦有提供相關訓練學習的補助，惟

在職勞工反應沒時間參訓。建議可參考國外有薪的訓練假，於中高齡就業專法或

職業訓練法修訂時可納入參採。 

2. 政府可以提供友善的職場/工作環境、相關保障的法令，不宜過於僵化，特別是

為實現自我、維持身心健康、保有長者貢獻舞台，而非以工作換取酬勞為目的，

應該是鼓勵多於處罰，讓高齡就業可以更彈性化，沒必要過度限制。二次工業革

命以來，許多勞動法令是基於保障勞動條件工作權，但有時候反而成為某些人就

業的障礙，例如年齡歧視、基本工資、非典型就業等，雇主也會有其應對或規避

法令的管理方法。因此勞動法牽涉供需市場複雜層面，需要精算評估、也需要相

當程度的共識才能推出。 

3. 中高齡就業專法規劃中央、地方兩個架構，分別成立區域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和服

務據點，據點可以做在地的銀髮人才服務，而資源中心的角色比較多在於倡議、

推廣，包括必須做一些觀念的倡議改變、研議新興的勞動模式如何適合高齡者。

另外還有開發工作職種，跨部會會商適合銀髮者工作的產業，加上在地產業發展

下來不少資深的人力資源，對於世代合作和青銀共融都會有幫助。 

4. 銀髮族特別是次級勞動市場較弱勢的中高齡者，可透過各地區銀髮資源中心媒介

就業機會，由於目前就服體系臨時人員占比高，其專業度可能不足，國際勞動組

織於相關建議書中有提到專業人員的功能，因此宜多增僱正式專業人力，並強化

就服人員諮詢媒合、勞動市場分析、開拓就業機會的專業度。  

5. 宣導延後退休對社會的貢獻是很重要的，包含勞雇雙方，一方面鼓勵勞工持續留

在職場的意願，建議用漸進方式，從個人職涯規劃、工作與生活間的身心靈安排，

到工作環境都有很大的空間可做調整；另方面鼓勵雇主讓勞工留下來繼續僱用，

以過去企業問卷調查和輔導經驗，延後退休有其企業成本意涵，依成本由低到高

可概分為：在職者、轉職者和重返職場者 3個族群的延後退休，主要和進入/維持

勞動市場所需技能有關。 

6. 建議強化年齡歧視教育和數位轉型技能訓練，從新興產業或工作模式找出適合高

齡者（例如彈性工時、進入門檻較低）的就業，評選績優企業，透過宣導補助讓

社會和更多企業了解和願意進用高齡者，逐步形塑企業社會責任的文化。需要整

體社會和企業長期支持中高齡就業專法的推動，高齡者就業常遭遇年齡歧視問

題，首重年齡平等教育宣導，提供更多的企業指引與社會教育的機會；建議投入

較多資源穩定 55~64 歲勞動者續留或重返職場，例如給予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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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僱用的相關措施與配套 

1.適合中高齡勞動參與的工作，應有彈性的勞動條件和保障  

(1) 隨著科技進步和經社環境快速變遷，銀髮勞動者如能協助續留職場或社會貢

獻至 70、75 歲再離開，對國家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因此，終身學習、運動、

反省和貢獻的人生價值觀應從年經時期開始養成，銀髮族可以從事志願服

務、換工或就業，不一定都是有所得的性質，而工作的型態和職務可以更彈

性，也可以是社區共同勞動互相幫助，類似時間銀行概念，在自己有需要時

也可以提取接受幫助，假設經濟無虞，都應儘可能讓長者延續在社區的參與。 

(2) 未來可考慮讓國人在屆齡 55、65 歲中高齡時，透過轉介式的學習服務中心

或高教的學習資源，養成所需能力後以自給自營方式去接派案，可助勞參率

的提升，也有助健康促進，這是以現行舊有的架構去往後延伸可以考慮的。

日本在非典型就業的運用很多，這一塊是不是未來在鼓勵彈性工作的配套措

施，需要一起考量的方向。這類工作相當符合沒有太大經濟壓力、不想要朝

九晚五的工作，或是有老老照顧需求的中高齡者，這也關乎職務設計上能否

推動類似的勞動條件。 

(3) 若從產業觀察，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政策背景，措施未必適合不同國情和既

有制度的臺灣；另一個切入點則是從競爭國家來看，其中又以高科技產業的

競爭國家最為重要，儘管在社會文化等層面不同，但若他們也想延後退休年

齡，所考量的議題與臺灣又有何不同？例如日、韓鼓勵非典型就業的友善環

境，即是亟具參考價值的面向。 

(4) 可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離開職場的人得以繼續增加社會貢獻。勞動者會想提早

退休，其實受到過去舊觀念影響甚大，包括退休金是否會破產等因素，會影

響提前退休的意願，因此從年輕人投入職場和中高齡勞動參與率之議題作為

切入點外，亦可思考打破現有制度，將健康管理社會化，透過社會制度來支

持延後退休年齡政策，也是觀念調整的思考方向。 

2.善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和資源，發掘社區互助照顧銀髮人力 

從中高齡就業輔導的實務經驗觀察，多數來面試或參與課程的長者主要是為

了學習專長和社會連結，反而不是就業或被照顧需求，部分長者需要發揮能力和

貢獻長才的舞台。如能善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和資源，例如結合發掘社區互助照

顧銀髮人力，透過政策方案讓關懷據點轉型，讓在地豐富的人力資源可以再做貢

獻。 

3.提供多元管道促進中高齡者不同需求的參與 

(1) 白領和藍領勞動者對於延後退休的需求和能力不同，白領一般在社經地位和

薪資水平相對較高；會面臨退休後經濟和養育、照顧的問題，以藍領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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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 

(2) 不適合以弱勢或特殊族群來匡列看待中高齡族群，而是每一個年齡階段都存

在弱勢族群，而不是用年齡來區分，只是在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族群若要轉

職，通常是離開職場一段期間，（二度就業、中高齡轉職等）往往會需要更

多的協助，這一部分才是政策補助真正需要處理的面向。 

(3) 檢視中高齡者選擇離開職場的原因，有部分基於家庭照顧需求、也有部分是

不能適應數位科技或新工作方法，覺得重新學習有很大的負擔或在職場環境

中無適合培訓規劃促使其在就職期間習得新技能以因應未來。加上新興工作

職務有別於傳統產業愈來愈多元，現有中高齡職訓模式和內容需要因應產業

數位轉型需求做一些調整，讓中高齡者可以便利獲得所需的技能訓練或轉職

能力，也因具備市場技能而維持理想的報酬。 

4.鼓勵友善中高齡的新作為，兼顧軟體輔具等多元做法 

除了補助建置友善的硬體設備，軟體輔具亦需要納入補貼機制中，如果企業

對於中高齡職務設計有新作為的，就以類似獎金或補貼的方式（其金額也許相當

於每人每年勞健保支出成本），鼓勵企業人資和業務部門協力思考未來人力供給

的問題。多數人資會希望退休後再回聘，比延長退休的期望度更高，因為涉及到

企業成本；但退休後再回聘也需要考量薪資和職務設計，才不會有低薪高就問

題，是職務再設計可思考的方向。 

5.建立中高齡者人才轉換平台 

可從前瞻角度檢視各個產業，預先架構人才服務價值與創建，即定期提供未

來產業趨勢和所需技能（職能基準），協助即將離開職場者了解做好回到職場所

需具備的能力和尋求協助。或許可建立一個國家級的人才轉換平台，對於已離開

職場一段時間的中高齡者、或是即將離開職場的僱員再就業的需求，提供其所需

技能相關資訊。 

6.檢討如何與雇主合作支持退休再就業  

(1) 中高齡就業專法相關子計畫在執行上可再優化，例如：a.中高齡員工退休準

備與調適協助—目前僅補助給雇主協助年滿 64 歲員工做退休的準備或調適

的課程，思考目前很多人約在 61~63 歲即計劃退休、而預備退休者可能計劃

轉換跑道；如能放寬補助的年齡、以及允許勞工也可自主申請，或可多協助

有需求的屆齡退休者預先做職涯規劃；b.僱用退休高齡者傳承專業技術與經

驗補助—本是協助傳產可以聘回已退休員工傳承技術和經驗、紓解人才斷層

的美意，可惜限定 65 歲以上，很多人是在 65 歲以前退休且未滿 65 歲者便

不適用，如可擴大納入這些較早退休者，對於企業人力的調整會有實質幫助。 

(2) 中高齡就業專法在支持退休再就業的推動上，有部分計畫（如鼓勵僱用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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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鼓勵提供退休再就業的協助等）對雇主而言，申請意願並不高，可能不

太符合職場實際情況，已經檢討調整由政府來協助勞工，另外再規劃與雇主

團體合作執行相關計畫來推動。 

(三)未來延後退休年齡的準備和建議 

1.企業、勞工和社會的觀念 

(1) 從政府推動中高齡僱用的角度，還需要做很多的企業和社會溝通。例如：事

業單位對中高齡就業專法的了解還不是很多，如果政府現行補助不符期待、

或是行政流程沒有順遂時，可能就不會認同和自發去做；但是事業單位應該

認知到未來勞動市場人力結構可能很快會出現和過去所想的面貌不一樣

時，人力資源運用應該做一些調整。 

(2) 另外對於中壯年勞工也需要去做一些倡議，特別是有意願重返職場的人，要

重新認識職場環境以及工作對自我的價值。揚棄過去傳統退休養老子女奉

養、或是年老退休讓出機會給年輕人上台的觀念，現在繼續工作除了一部分

人是經濟需求外，也有是基於社會參與或是人生自我實現。 

(3) 從協助就業的實務面，關鍵仍在於勞雇雙方的態度，尤其是企業端（特別是

外商）普遍並沒有想過針對 50 歲以上員工的退休後聘用規劃，人資單位便

會缺少相關做法與參考，需要更新企業永續經營的思維，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等單位未來可協助人資盤點人力光譜。國內中高齡相關的服務單位相對算

多，卻沒有法人相關的資源，例如日本則於全國設有 1,300 多個公私協力之

部門單位在做相關調查，因此臺灣目前最需補足之處，在於結合產官學的資

源與力量。 

2.延後退休是勢在必行的議題，營造無齡的工作環境 

就業和退休兩者需要連結討論，延後退休並非可不可行，而是勢在必行，且

要引導高齡就業友善環境，至於強制年齡是做法問題。以往是大企業才重視的人

力資源管理，別忘了臺灣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微型企業，重要人才或是核心人物很

可能集中於少數人員甚或長者，因此營造無齡的工作環境極為迫切，如同性別平

等，工作表現不因年齡而有差別待遇，儘可能延續職業生涯。 

3.延後退休年齡制度參考日本、荷蘭做法，採取多元鼓勵、循序漸進 

(1) 循序漸進，小幅度的延遲退休年齡，以利企業逐步適應，並可避免反淘汰現

象的發生；同時維持僱用彈性規定，給予企業自主規劃空間，以利各行各業

依其需求調整因應。 

(2) 在制度設計上以鼓勵性質的政策大於強制規定，讓勞資雙方和社會逐漸形成

共識，才不會產生勞資兩方面反彈。 

4.利用多元方式讓不同需求的人可以發揮終身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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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年齡愈大，個體之間的健康或心智的差異性也愈大，難以適用單一退休

制度讓不同的人（想留在職場/不願意繼續工作/需要轉銜其他舞台的人）獲

得人力資本的發揮。中高齡工作性質可採彈性、部分工時、非典型為主的型

態，改造工作來適應人，透過在地老化的實踐、青銀跨域創新合作，適合發

展地方內需型、社區自給（如健康養身、長照、觀光等）的綜合型產業，營

造在地青銀互助共融的職場環境。 

(2) 發展在地互助、青銀共事的環境，共享經濟發展成果。近兩年疫情的啟示（清

零政策代價過高，讓城鄉居民無法自給自足），需要強化在地、社區自我照

顧能力，透過區域性互助組織（不僅能救急，也要擴及到經濟面）亦能創造

社區就業。或可依區域性質不同（如集合式農村、散村、而城市資源較為集

中）而有不同的產業模式設計，核心重點是讓社區有自給自足的能力。 

(3) 延退並不是唯一人力運用的模式，亦可參考新加坡的「退休後再僱用」、南

韓的「青銀共創」、OECD 國家的「漸進/階段性/彈性退休」。例如倡議如

何應用退休後的人力，對勞雇雙方較有彈性；同時中高齡就業專法可多推動

世代共融的概念，提供企業採用青銀共事的方式達成任務。其次是可研議讓

55 或 60 歲以上中高齡勞工，在勞資雙方合議前提下，以減少部分工時、薪

資略減的做法，逐步漸進到完全退休，亦可參酌日本就業保險法，提供 60

歲以上工作者在減少工時和薪資時做相關的補貼；相關的配套則需改變以貢

獻度/生產力取代年資為主要敘薪方式。 

5.可考慮/參考日、韓經驗，鼓勵合適中高齡就業職種實施 

(1) 建議研議比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2 項「私立學校、團體

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67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1%，且不得少於 1 人」的規定辦理。或是可

以參採搭配鼓勵措施來推動。 

(2) 對於定額比率僱用的產業建議持保留意見，目前只有南韓採用，以其從 300

人企業實施結果，也仍然約 22%企業未能達到法定僱用率目標；日本也有提

過，但也約 4~5 成未達成，故後來改以持續僱用、退休後再僱用取代之。評

估臺灣的中小企業(1)不太可行，有人倡議過但沒納入。 

6.勞動相關法規的修訂 

(1) 面對超高齡社會、少子化勞力短缺的大環境，對於有工作意願者應儘量排除

就業的障礙，中高齡就業專法以外的相關法規也應配套修訂：例如勞保、就

保的投保年齡上限（65 歲）也可取消。日本 2017 年、南韓 2019 年即已取

消就業保險的投保年齡上限；又如勞保有 5 人以上才需強制投保的規定，沒

有因應現今就業型態（例如多職工、一人多職/斜槓）多變和彈性化的需要，

這些人容易受經濟環境或是特別情況（如疫情）影響收入而不能安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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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保人數只有勞保投保人數的 6 成，反而是限定不穩定就業者不能投

保，但相對這些對象更需要有短期/臨時的經濟保障。 

(2) 中高齡就業專法目前只對於就業促進有較多推動，未能處理退休制度彈性

化、還有敘薪制度的討論等，未來也應可通盤思考。 

(四)延後退休必須考量退休年金制度的配合 

1.調整勞工保險「展延/減給年金」機制 

現行勞保年金延後或提前，每年增減 4%。建議可增加延後退休的財務誘因，

例如「增給老年年金」機制，可以從現行 5 年延長為 10 年，最多可以增給 40%

年金；而年金請領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請領基準（現行平均 60 個月月投保薪資）

便會顯得不公平，建議可以將平均值提高為 180 個月（15 年），以鼓勵投入勞動

生產並能獲得經濟支持。以 65 歲為例，延後至 75 歲提領的話即增加 40％。 

2.年金改革應考量青銀世代負擔的公平性 

未來 45 或 55 歲以上族群將成為國家人口的主體，對應到年金制度，便顯現

確實年金制度存在問題，也確實可以透過制度調整影響退休意願，但年金制度問

題需考量人口年齡中位數，臺灣 2020 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已來到 42 歲，因此在談

論年金議題時容易引起年輕族群的反彈，如何避免世代間的債務問題，也是在設

計年金制度時需要考量的面向。 

3.適度整合現行各項退休年金的年齡 

現行退休金制度過於複雜，勞工、公務員、軍人、教師、保全人員都有不同

退休年齡制度的適用，也因為退休制度不同造成不公平感，這些制度應該適度整

合。其次是保險設計是否能搭配社會制度做支持，由於若要讓高齡者延後退休，

其健康管理和職業災害的處理，都不是雇主單方面可承擔之風險，透過社會制度

銜接各層面顯得更加重要。 

 



第六章 我國延後退休之政策及配套建議 

119 
 

第六章 我國延後退休之政策及配套建議 

本章參考前述第三章鄰近國家及歐盟、英美等國推動延後退休政策與施行經

驗、第四章探討我國已有之延後退休政策與施行現況，以及第五章產官學研座談

會及深度訪談，蒐集到的未來若實施延後退休政策產業實務可能遭遇的挑戰、議

題，綜整歸納延後退休政策對我國產業經濟可能產生的正面影響及挑戰，藉此提

出政策法規調整與應有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期能在未來政策研議與施行時能夠

與實際狀況相配合。 

一、施行延後退休政策的正面影響及挑戰 

(一)施行延後退休政策的正面影響 

1.提升勞動力參與率，補充勞動力 

我國 2020 年人口死亡數超過出生數，自然增加率由正轉負，總人口開始呈

現負成長，連帶造成勞動力減少。現今醫療進步，許多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仍相

當健康，若有意願持續工作，延後退休政策的實施將有助於緩解人口少子化勞動

力供應的短缺，減少對產業人才斷層的壓力。 

2.持續中高齡者收入，維持消費和發展銀髮相關產業  

有收入的高齡人口，相對也比較有意願消費，對經濟活絡亦有助益。目前一

般勞工退休所得替代偏低，加上不知多久的餘命考量，這些高齡消費行為趨於保

守，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不小。若能延後退休持續有收入，其相關需求消費亦會帶

動銀髮相關產業商機，對國內經濟將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3.有助累積智慧資本與傳承 

從先進國家與目前國內產業的現況觀察，高齡少子趨勢已造成企業接班傳承

斷層的現象，因而產生許多產品設計、產線及品管，甚至經營上的諸多問題。透

過延後退休政策的實施，可以藉由盤點與累積資深員工的經驗與智慧，並透過工

作設計進行青銀共創與協作，有助於企業的順利傳承與永續發展。 

4.緩解部分高齡者社會孤立及貧窮的社會問題 

林宗弘、林文正（2020）相關研究指出，部分已退出勞動市場的高齡者容易

遭遇經濟困境及社會孤立的問題。根據第三、四章國際經驗的觀察，OECD 國家

亦有部分高齡者在經濟上仍有繼續工作需求（例如南韓老年貧窮率即高達

43.4%，是 OECD 國家中最高），強制退休將造成其經濟上的困窘。而高齡轉職

並不容易，若能在退休年齡上有所調整，將有助於緩解其經濟上的問題。此外，

高齡者繼續工作也有助於維持其社交關係，比較有生活重心與社群關心支持，也

能因為持續貢獻社會，而對高齡就業者的身心形成正面幫助，亦可降低社會安全

體系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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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年金財務的永續性 

隨著高齡少子趨勢的明顯，勞動人口減少，領取年金的人數增多，擴大負擔

與支付不平衡的問題。這對於年金永續性和財務風險形成重大的挑戰，且可能衝

擊現有的經濟結構。因此延後退休年齡的政策，提升高齡者的勞動參與和財政貢

獻，被許多國家認為是減輕衝擊、降低財務風險的解方之一。 

(二)施行延後退休政策的挑戰 

  由於延後退休涉及勞動市場人力供需和勞雇關係的存續，分為勞動供給和需

求 2 個面向分析需要克服的地方。 

1.勞動供給面 

(1)影響即將準時退休者的權益 

若施行延後退休政策，將立即影響現有就業者準時退休的權益。而未來隨

著年金財務持續惡化，將有必要進行延後強制退休年齡之政策，甚至每 5 年、

10 年就要進行延後的政策討論，除了需要曠日廢時的討論，也容易讓勞動者產

生相對剝奪感。例如法國的退休金改革、荷蘭延後退休政策等不約而同面臨過

工會和社會團體的反彈。 

(2)可能造成工作替代效應 

延後退休政策可能對年輕人就業產生影響，引發剝奪就業機會世代不公的

疑慮。根據韓國的研究，隨著企業將退休年齡延後至 60 歲，每增加 1 名延後

退休的勞工，新僱用的年輕勞工人數會減少 0.6 人。目前國內未有直接關聯性

的實證研究，但這種替代效應有可能會表現在企業年輕員工產生心理排擠。 

(3)不同產業有不同程度的職業傷害風險   

勞力密集型產業一般發生職業傷害的風險高於知識型工作，因此勞保職業

災害保險依不同行（產）業訂有差別費率，由最高的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建築

工程業到最低的教育業、醫療保健業、資訊服務業。知識密集型產業若僱用更

多高齡員工，由於其豐富的經驗與知識，對於勞動力的提升有所助益；但勞力

密集型產業（如生產線勞工）或職業傷害高的職業類型（如警察、醫護人員等），

則因工作型態不適合高齡者，若強制延後退休年齡，恐將增加員工的職業傷害

與負擔。 

(4)中高齡者必須具備的職場能力 

中高齡者要能續留職場或再就業，必須具備職場所需專業技術、數位資通

訊、電腦文書、溝通等能力，這群工作人口需有教育訓練的機會和時間。然而，

延後退休也可能加劇高齡者之間的不平等，瑞典的調查顯示，良好的健康和高

等教育是長期職業和晚退休的重要因素，亦即比較高教育程度的年長者，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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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延後退休的機會，而較低教育程度的高齡者需要考量轉職的困難。 

2.勞動需求面 

(1)不同行業/職業之間存在勞動力差異性，需要聘僱彈性 

不同行業或職業之間存在勞動力的差異性，勞力型或部分艱困環境工作的

行業仍需要較年輕具體耐力的勞動力，而該行業中亦有其他支援服務、業務行

銷等工作者，似不宜用均一、固定的退休年齡標準。國內目前有明定異常氣壓

危害作業（如潛水員、高壓室內工作者）可較早退休，未來亦可參考從事保全

工作的任用年齡已有上修到 70 歲，思考其他不受年齡增長影響的行業/職業是

否還需要訂定可以工作的年齡。 

(2)企業組織人事成本負擔增加，需要減低競爭力障礙 

從組織的運作來說，延後退休年齡將延長員工的工作年數，因此亦將增加

企業在人事成本上的負擔，且不利於組織人事的新陳代謝，進而恐降低企業的

市場競爭力。此外，部分高齡勞動者因薪水相對較低，工作企圖心與動機較弱，

生產力較差，可能影響組織整體的工作氛圍與士氣。 

(3)年齡歧視仍普遍存在職場，需要強化政策措施 

高齡歧視仍普遍存在職場，高齡者在工作中仍常遭遇年齡歧視的困境。而

許多雇主改善職場軟硬體環境的誘因不高，亦不利於高齡者融入工作環境，如

何建立高齡友善與尊嚴職場已是重要議題。 

二、施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思考和建議 

綜整主要國家現行退休年齡的設定，多數已將強制退休年齡取消，甚至沒有

做相關限制。迄今仍有規範的，例如日本強制退休年齡是 70 歲，而新加坡、芬

蘭、瑞典，則另訂勞工有權利工作的年齡規範。另外也觀察到多數國家為了因應

未來的人口結構，逐年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指勞工退休年金請領者延後退休可獲

得全額應得年金）。 

針對不同族群，部分國家對於退休年齡也採取彈性化措施，以日本為例，政

策思考延後法定退休年齡時，針對男性在 2025 年時提高到 65 歲，但是女性會延

後 5 年才開始實施；同時也思考不同職業的狀況，像公務員強制退休年齡是採分

階段，最後會提高到 65 歲，而面對弱勢族群的狀況，提供可以申請免付養老保

險金的福利。至於芬蘭或法國，針對特殊職業型態或弱勢工作族群，允許可以提

早退休，且有機會領全額退休金。 

而為鼓勵勞工延後提領退休金，部分國家也提出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德國為

例，推出基本養老金政策，也就是針對繳納養老保險達 35 年以上者，每月可以

獲得額外的補貼，進一步鼓勵勞工可以延後提領年金。再以荷蘭為例，除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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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退休年金以外，另有採取一種遞減累積機制，也就是隨著年齡增長，其提撥

額度會呈反比，提撥額度比例降低是為了解決世代公平性的問題。其他國家基本

上也類似把年資門檻提高，希望勞工可以延後提領退休年金。 

也有些國家是在年金制度上做設計，以鼓勵延退。亦即當勞工延後提領退休

金時，政府可以多提供額度給他以鼓勵國民延後退休。以日本為例，如果是延後

至 75 歲提領退休金者，提領額度會比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退休時多出 84%；美國

也是針對勞工 70 歲以後退休，每個月可以拿到 132％的退休金。另外對於提早退

休者，進一步做相關限縮，如果在法定退休年齡之前申請退休，提領退休金的額

度會減少，以減額的形式讓勞工避免產生退休動機。 

由於延後退休年齡搭配年金請領的機制，當高齡者選擇提早退休，中間會衍

生沒有年金收入的空窗時間，多數國家同時積極促進高齡就業，讓高齡勞工有可

以繼續就業的環境，或者採取一些政策，運用補貼讓雇主願意繼續僱用高齡勞動

者。以日本為例，2021 年修訂《高齡者僱用安定法》，即特別規範企業有義務確

保 70 歲以下的人員有繼續就業的權利，同時也搭配補貼政策，企業聘僱 60~64

歲的中高齡者，提供企業補助金為期一年，以激勵雇主多聘僱高齡勞動者。 

日本和英國還提出義務繼續僱用制度，例如日本擴大企業範圍，不論是法人

或子公司等關聯企業，都有義務聘僱高齡員工，且進一步制訂監督制度，例如未

來公布名單等。此外，也針對提出將退休年齡提高到 65 歲以上的企業提供補助

金來確保高齡者的就業機會。 

從前述各國案例可知，高齡化牽動著各國的公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

保障，以及退休年金制度的變革。過往在關注人口高齡化的議題時，多關注福利、

照護等社會保障問題，然而，當前高齡者身體健康狀態遠比上一代高齡者來的健

康，許多高齡者不需要照護也能過得很好，不僅能自理生活，甚至能從事更多社

會參與，更優雅、更活躍的老化。另方面，少子化的趨勢下，勞動力不足將是未

來產業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如何提升勞參率，除了鼓勵女性勞動力加入職場及

提升自動化科技水準之外，健康高齡人口的投入也是重要的解方。而延後退休年

齡，對高齡者本身，不管是從自我實現的觀點，或是有經濟需求的應對，也都有

很大的助益。對於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實施，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政策如考量延後退休年齡，宜採彈性、漸進遞延原則 

由美國人力資源顧問業者 Mercer 與特許金融協會針對全球國家和地區的退

休金體系所進行的評比，在其共同發布的全球退休金指數（Mercer CFA Institute 

Global Pension Index）結果，2021 年首次納入臺灣的評比為：「公正性尚可、保

障性不足」。在全球 43 個受評比國家和地區中僅排名 34。在評比報告中指出，

三類次指標的表現中，適足性（Adequacy）的表現最差（排名第 40 名），公正

性（Integrity）也不理想（69.3 分，排名第 28 名），永續性（Sustainability）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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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佳（排名第 20 名），該報告也建議除了要提高對最貧困高齡者的最低支持水

準之外，也應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提高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 

為增進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延後法定退休、再聘僱的方式，能讓高齡者在

退休後的生活可以更具經濟保障，生活更有重心。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提出，在

根本的思惟上，隱含著一個隱性的問題：養老金的不足以支應退休後生活，不管

是人們對於未來通貨膨脹的憂慮，健康狀況的難以預期，都讓勞工對於自身退休

後的經濟安全保障，充滿不安。 

然而，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設計與落實，也涉及到事業單位諸多複雜的考

量，在期待勞動力的良性新陳代謝的前提下，也可能因為礙於勞動力不足或斷層

問題，而傾向支持延後退休政策，要創造出三贏（政府、企業、勞工）的政策也

著實不易。 

綜觀前述章節中提及的國際經驗可知，法定退休年齡乃至延後退休年限的界

定方式，各國會根據自己國情與理念來訂定，受社會制度、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

沒有統一的標準，一般會考量人口結構、勞動年齡、預期壽命、健康狀況、勞動

力供需、退休年金制度、職業差異、產業特性、人均 GDP 水準等因素。 

因此延後退休年齡的界定，可從「彈性化、漸進遞延方式」的方向進行研議。

所謂的彈性化：可依性別、弱勢族群、職業別、產業別，讓女性、高風險工作者、

弱勢工作者等族群可較早退休，或可借鏡第三章法國政策經驗，考量產業特性透

過積分制的參數換算，例如將「艱苦勞動」參數較高之醫護人員因夜班值班可提

前近 2 年退休。同時鼓勵合適的產業職類延後退休。而遞延方式，則有：定年延

長（例如每 3 年延後 1 歲）、逐年遞延（例如退休年齡每年提高 3 個月）等類型。

然而「延後退休年齡」只是高齡勞動參與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更深層的課題

是，如何打造出高齡就業安全網，讓高齡者的經濟、生活都安心尤為重要。 

(二)政策研議與落實應系統性規劃、專家辯證、公民參與、實證調適 

退休制度改革無法一蹴可及，許多國家在變革退休制度時，多發生過許多爭

議事件，甚至引發民眾的不滿，發起街頭活動，此一課題也往往是各國總統大選

過程中無可迴避的課題。但也正因為此課題極為複雜，相關政策、利害關係人複

雜，不宜單點式調整，應以系統性思維綜觀全局，找出平衡點。建議可採行「系

統性規劃、專家辯證、公民參與、實證調適」決策路徑。從第三章的案例可知，

無論是亞洲國家、或是歐美國家，在論及延後退休政策的同時，多方考量綜合性

的課題包括 4 個面向（表 6.1）：(1)瞭解退休年齡設定與退休傾向；(2)同步改革

退休年齡設定與年金制度；(3)提升企業聘僱高齡勞動力的意願；(4)因應延後退休

年齡可能的負面影響。而政策上儘可能可以兼顧想退休、想延續職涯、想再就業

者的需求。例如推動分段逐年延後退休；針對職業別、性別等差異，提供可行的

延後退休制度；規劃適合我國產業的職務、薪資、工時再調整機制，促進中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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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可依個人需求投入勞動生產或是其他社會參與；進而適度整合不同職業的

退休年資銜接機制，鼓勵全齡勞動價值。 

表 6. 1、延後退休年齡牽涉的綜合課題 

面向 綜 合 課 題 

退休年齡設定與

退休傾向 

․ 有效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間的差距變化情形 

․ 近年高齡勞動力的勞動參與意願變化 

․ 缺乏工作能力的工薪階層與高階經理人對退休與延後退休

的意向有何等的落差 

․ 高齡就業者的健康狀態對「退休與就業」的影響 

退休年齡設定與

年金制度 

․ 退休年齡與養老年金請領年齡是否有「收入空窗期」 

․ 退休年金與養老保險是否應同步改革 

․ 為延後退休年齡，退休年金提繳率的調整幅度為何 

․ 延後退休年齡所增加的年金支出與就業所創造的政府稅收

之變化關係 

企業聘僱高齡勞

動力的意願 

․ 延後退休年齡推動後，對於企業端的續聘制度，政府只有蘿

蔔(獎勵、補助)？只有鞭子(罰則、規定)？還是兩者兼備？ 

延後退休年齡可

能的負面影響 

․ 延後退休後，企業的負擔與競爭力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 高齡勞動力排擠年輕勞工的工作機會的可能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應該注意的是，由於此議題牽涉廣泛，在政策研議的過程中，廣納各界

專家的參與是必要的。除了財政年金、勞工領域的專家外，新興科技、醫藥健康、

醫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未來學等領域專家共同參與。同時為免發生菁英

主義，以少數具備知識或地位的社會菁英之意見來進行決策，讓政策內容可以為

民眾所接受，是現代民主社會政策建構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適度的各

種產業、勞方及資方代表、多元世代的對話也是必要的政策途徑。 

(三)現階段政策宜擴大激勵雇主聘用及強化高齡勞動者職場能力，提高勞動參與 

1.擴大激勵或補助措施支持雇主創造具有年齡包容性的工作環境 

例如由雇主與受僱者彈性溝通協調，包含能夠包容高齡者身體老化或體能不

足的職務再調整方案，例如轉為顧問導向的職務，或是發展彈性工時，與高齡員

工討論工時和薪資再調整等，減少企業的負擔，讓高齡員工得以延後退休；企業

則能夠留住有經驗的員工，促進經驗傳承與世代交流。 

2.強化高齡和中高齡者職場能力再技能化 

  為適應職場新興技術和科技應用，續留或重返職場的高齡和中高齡者均應定

期接受例如數位技能教育等職業訓練，或是持續瞭解相關的就業趨勢以強化心理

知覺，避免基於過去經驗或職務造成人際關係或是不適應工作崗位。 

(四)中長期而言，可思考取消強制退休年齡 

基於人力資本為國家發展的基本要素，不論是人口、勞動、經濟和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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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宏觀、前瞻性，我國人口政策綱領（2014 年修訂）即有宣示擴大勞動參與、

營造友善職場，並研議漸進式及適齡退休制度，使中高齡在職延長。 

儘管已訂定中高齡就業專法及相關子法，鼓勵企業支持中高齡和高齡者再就

業，惟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為 65 歲。歐美多數國家除了設定部分職業（如美國

要求飛行員、軍人有強制退休年齡）需要強制退休之外，已取消強制退休年齡的

規範，僅設定可領取年金的法定退休年齡（或稱法定請領年齡）。而在有強制退

休年齡的國家如日本與新加坡，可能會形成的問題則是「雙元勞動市場」，此一

問題意謂中高齡者必須退休、離開原本熟悉的職場環境，重新從事技術水準較低

且薪資也較低的工作，導致人力資本流失，也不利於企業累積知識資本。 

若從勞動者中區分出高齡者，亦是一種建立在年齡歧視基礎的思考模式，若

能從跨年齡、世代、性別的角度，消除雇主對聘僱的疑慮（例如影響企業競爭力），

將有助於增加高齡者、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並且增加世代合作共好之機會。 

(五)對於企業的建議 

1.重視人力資本為企業競爭力重要資產  

對於當前服務於企業裡的人資人員來說，如何協助公司維繫充足的勞動力，

是極為重要的課題。對於大多數的人資人員而言，其實都還沒有「老」的經驗，

「該如何與中高齡員工討論退休規劃？在公司內部如何創造高齡友善環境？該

如何協助主管進行工作再設計？如何協助低年級上司與高年級部屬進行職場調

適？如何創造不分年齡都可以在工作上找到自我價值的環境」等課題，多是從前

沒有遇過的陌生問題，因此在現行的政策當中多是從企業（資方）、勞工（勞方）

的角度來進行思考，對於第一線處理高齡事務的人資人員相關能力的提升，則是

比較少有對應的資源，這個部分可以有更多的強化。 

例如日本百貨零售通路商唐吉軻德，透過工作職務再設計的方式，在 2014

年推出「清晨貨品上架員（Rising Crew）」的職缺，招募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每

天利用清晨的 2 個小時到店面協助貨品上架，清潔店面環境。這群熟齡員工普遍

認為工作不會很累，可以鍛鍊身體肌肉，使自己更靈活、更健康，也可以運用高

齡者早起的習性，既能打發時間，也由於工時不會太長，白天還可以去做其他想

做的事，時間運用更為彈性，對這樣子的工作型態感到滿意。這群高齡員工不僅

責任感強、很少遲到，還會主動幫忙其他員工，加強店內團隊精神，2014 年引進

1 個月後，上午時段業績提升 5~10%，這類型的職務至今仍在持續招募中，可見

其對勞動力缺口的緩解，團隊及公司的發展多有助益。 

2.鼓勵混齡團隊工作免於人才斷層 

而為融合不同世代的員工一起工作，在企業內部應鼓勵並推動混齡專案，藉

由混齡團隊組成，創造更多自然而然經驗傳承與交流的機會，經由年齡管理（Age 

management）的思維，重新設計職能與績效評估方式，創造高齡者參與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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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的活動，設立企業內部大學，透過企業知識儲管理資料庫的建置，讓高齡

員工擔任導師、培訓人員，傳授工作線上的實務經驗，促進高齡員工將職場上所

累積的經驗與知識等轉移給年輕員工，提升組織整體的效能與發展，高齡員工也

能從中獲得成就感與認同，為企業、年輕員工、高齡員工開創三贏的局面。 

以家電大廠 Panasonic 為例，在歷經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2011 年 311 大

地震、2012 年歐債危機、2014 年日本調漲消費稅等的衝擊下，也面臨業績連年

下跌的窘境，為力挽狂瀾扭轉頹勢，該公司於 2014 年推出「J Concept」系列商

品，此系列商品鎖定中、高齡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設計，透過 3 萬名中高齡者的需

求洞見調查，以及 2 位退休的高階主管參與商品開發，找出高齡者使用家電時的

「困擾、壓力、共鳴之處」進行商品設計，該系列商品上市後大受歡迎，並獲得

許多獎項的殊榮。 

其次是人資人員的數據資料治理能力，過往人們對於高齡者的刻板印象，往

往也是造成世代衝突、青銀難以共創共榮的原因，這些刻板印象包括：高齡者體

力不好、反應慢、不願學習新事物、經常倚老賣老、固執難以溝通等。事實上，

在許多公司的經驗中，高齡勞動力的參與，也能為公司創造許多價值，為年輕員

工帶來許多正向的助益，透過數據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確實瞭解高齡員工為組織

創造的價值，高齡員工的工作表現與年輕員工的差異等分析，破除對高齡者的刻

板印象，也更加有助於混齡團隊的組成，增進對高齡勞動力的接納。 

3.鼓勵社會企業和專業團體參與超高齡社會解方行動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具備企業目標和非營利組織雙重使命的特性，

也是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方式，加上一些非營利專業團體的服務模式，可以

串連渴望貢獻自己專業和經驗傳承的人力資源，擴大社會影響力。例如常被引為

典範的新加坡社會企業 Silver Spring（銀泉）開創退休菁英再度投入職場貢獻社

會的風潮、德國 Senior Experten Service（SES）組織彙集專業退休人員到海外擔

任技術顧問或講師工作等。國內有許多相同理念結合的團體組織並各有專業人才

庫，可以協助這些人才在規劃退休人生前有更多貢獻己力的管道。 

三、政策的相關配套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 2002 年即提出「活躍老化」的觀念，鼓勵世界

各國政府應制定健康、參與及安全的政策，為高齡者尋求最適當的發展機會，以

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質。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2009 年提出健康老化的政

策，指出健康老化具有 3 大效益：1.高齡者工作時間可以更長，退休時間可以更

晚；2.高齡者可以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或者幫忙照顧家人；3.可以減少醫療及

長期照顧支出。 

歐盟（EU）也在 2012 年提出高齡者增能計畫，希望歐洲各國能夠制定政策，

促進高齡者與被孤立高齡者的互動與增能；提供願意投入公共福利之高齡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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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訓課程，增進社會參與；同時提出「新活躍老化：生產老化」的觀念，將就

業列入活躍老化的一項重要指標，新的活躍老化觀是指當人們逐漸老化時，仍然

能夠繼續參與勞動市場，以及投入無給職的生產活動（如家人照顧和志願服務），

並且能夠健康、自主、安全地生活。以高齡者增能學習為導向之生產老化，逐漸

成為國際趨勢之一，高齡者退休年齡將逐漸延後，中年及高齡者再就業的需求將

日漸增加，未來高齡者將有繼續參與生產和志願服務工作的需求與機會。 

參考以上國際組織對於如何成功老化的倡議，以全齡勞動、鼓勵參與、健康

促進和年金安全 4 個面向提出相關政策配套建議如下： 

(一)關於全齡勞動和退休年齡 

    從國際經驗及本專題研究可以瞭解，延後退休年齡的政策對於國家經濟及產

業面而言，可以提升勞動力參與率，增加勞動人口，補足人口因少子化所產生勞

動力不足的問題，而高齡者有持續收入對國內市場經濟發展也有貢獻，並有助於

企業累積智慧資本與傳承；而從個人及社會面觀察，延後退休有助於緩解部分高

齡人口社會孤立及貧窮的問題，降低社會安全體系的負擔，提升高齡者的幸福感

等效益。因此建議進行退休年齡的相關調查研究、社會溝通和高齡就業機制，以

推動全齡勞動活躍老化。 

1.進行未來工作形貌之前瞻研究 

  (1)未來工作形貌之前瞻 

在世界經濟論壇（WEF）2018 年 9 月 17 日發表的《未來就業報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中指出，2025 年之前人類在處理的工作，將有半數會被

機器人取代。2020 年時 WEF 再次發表《未來工作》報告，這次則是強調 2025

年最重要的工作能力就是「不斷學習」，沒有人會知道未來工作會是什麼模樣，

這些工作現在可能也尚未存在，2025 年之前，隨著企業採用科技技術，將改變

現有工作的樣貌，企業可能因此裁掉不符發展需求的職務，另聘能夠運用新興

科技技術的新勞動力。 

因此，對於未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及可能的樣態，也會因新興科技的運

用，而演化出新的產業及工作型態，在延後退休年齡政策規劃與落實的過程

中，除須瞭解當下的勞動力市場需求外，也需為 5~10 年中長期的變化預做準

備，同時也應對長期（10 年以上）的未來工作形貌有所預見。建議政府應責成

相關的智庫進行研究與前瞻，以應對未來環境可能變化。 

(2)新興勞動力相關研究調查 

以行銷學領域上的 AIDA 模型為例，在消費者購買的說服過程中，會歷經

4 種不同的階段，包括：吸引注意力（Attention）、提高興趣（Interest）、刺

激慾望（Desire）、促成行動（Action），新興政策的推出，大抵也會經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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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同的歷程，透過研究調查瞭解和探討：相關政策與計畫的施行，是否真的

吸引到高齡者及企業的目光？現行配套措施中企業使用意願低落的原因為

何？對於目前的獎勵措施是否真的有感？窒礙難行的地方在哪裡？等。 

儘管現行的政策，已為促進高齡就業、降低年齡歧視、提升企業聘僱意願

等做了許多規劃，也成立銀髮資源中心，協助進行高齡勞動力的工作媒合，但

對於這些政策配套、計畫的推動，在實務上仍有可以再優化的地方，因此建議

在當前的勞動力相關統計調查上，深化高齡就業相關的主題分析，以掌握勞資

雙方對於政策落地的接受度，找出政策實施上可強化之處，簡化行政作業程

序，透過 PDCA 循環（Plan-Do-Check-Act Cycle）的設計，持續優化政策、配

套措施及相關計畫。 

(3)確實掌握中高齡者和高齡者勞動參與狀況統計 

   我國現行勞工退休年齡的統計，係依勞保年金開辦後改為「可領勞保年金

的年齡」規律性提高，預估 2026~2027 年平均退休將達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

而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提供勞工新進和退出工作場所

的統計，係按勞基法或事業單位優惠退休辦法的退休，兩者退休統計均不代表

該群員工從此退出勞動市場。因此實際退休年齡和勞參率有可能是被低估的。 

   中高齡就業專法的推動，需要掌握退休後再就業、相關工作型態（例如非

典型、部分工時）、甚或是賦閒非勞動力的調查統計，不論是主計總處或勞動

部的「人力運用」、「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等相關調查，需能與時俱進充實調

查方法，作為促進就業、提升勞動參與策略之重要參考。 

2.推動延後退休活躍老化之社會溝通 

透過社會溝通，讓民眾瞭解與接納此一觀念與政策，並樂於延後退休，同時

也應採取必要措施降低延後退休年齡政策的實施所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以減輕

民眾與企業主對於延後退休可能造成個人權益受損，年輕人工作替代，以及企業

競爭力可能下降的疑慮。企業也必須瞭解人口結構未能扭轉、各國競相爭才的趨

勢下，終究沒人可用時，勞動力缺口將呈長期性，而且衝擊企業生產力。 

而這種社會溝通，應不僅止於公聽會或者社會與產業的交流，也應思考從教

育著手，透過教科書、相關教學活動，強化高齡者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扭轉社

會過去對高齡者又病又弱的錯誤認知，增加青銀共處的機會，並提供高齡者多元

適能的青銀共創方案，形塑跨代互助風氣，降低世代衝突發生的機率。年輕世代

也必須瞭解勞動力結構的高齡化，父母若是不工作終有一天要靠年輕一代奉養。 

3.考量高齡就業或再就業機制之設計 

(1)以產業別規劃延退方案，鼓勵合適的產業及職類延後退休 

從產業人力需求端來看，有些產業是工廠生產型態，不用接觸人群，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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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服務業或是觀光相關產業，可能更需要及合適具備待人處事有豐富

經驗的高齡者加入。而在職員工屆退可以繼續工作是最好的，如果不適合就依

意願輔導轉職。並建議考量將各個產業分開來看，因不同產業有其不同的生產

模式，例如勞資雙方可彈性協商勞務契約，有助合適高齡勞動多元型態的發展。 

(2)調適勞動法規，鼓勵彈性工作型態和勞雇協商 

建議勞動相關法令應從促進高齡就業、鼓勵多元型態就業、彈性人力運

用、勞雇協商為原則，讓高齡者就業可以更彈性，不宜太過僵化與限制。例如

中高齡及高齡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占比已有增加

趨勢，依行政院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2021 年 10 月的統計 38.3 萬人，占就業者比

率 8%高於全體就業者，其原因係為職類特性、找不到全時或正職工作、個人

偏好以及兼顧家務。 

(3)鼓勵發展兼具志願性質的產業及工作型態 

思考發展兼具志願性質的產業及工作型態，讓高齡者採取彈性、部分工

時、非典型為主的工作型態，並透過在地老化的實踐、青銀跨域創新合作，發

展地方內需型、社區自給（如健康養身、長照、觀光等）的綜合型產業，營造

在地青銀互助共融的職場環境。讓高齡者的經驗與智慧可以繼續貢獻，需要豐

富產業經驗與豐沛人脈的企業、新創及非營利組織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與協

助。 

(二)勞動和社會參與面向 

退休是個人角色轉變的階段，而未來長壽人生應是在持續學習、勞動和社會

參與的循環，而人力資本是國家達成經濟發展與科技研發的基礎與經濟，經過培

育與訓練特定技能的人才更是全球化企業競相爭取的對象。尤其現在接受高等或

專業教育的時間愈來愈長，應該延長參與社會和勞動的時間，同時有不少高齡者

具有終身學習意願，亦不需要被照顧和就業，需要發揮能力和貢獻長才的舞台。

因此善用銀髮人力資本、建構高齡尊嚴友善環境，是未來超高齡社會必須做好的

準備。 

1.善用銀髮人力資本 

(1)擴大協助中小企業續留屆退員工，或是共享顧問諮詢 

不同的產業因為生產地點、技術含量或工作方式而有不同的人力運用，大

部分製造業多傾向利用正職全時方式僱用、軟體業等則可運用兼職或在家工作

方式、而部分企業採用顧問諮詢的方式僱用高齡的比例高，但有可能基於人事

成本或是競業疑慮而未聘用，建議政策可以對於中小型企業都會需要的專業人

才例如數位資通訊、國際經營行銷等，提供共享高齡人才平台。 

(2)鼓勵專業技術社團結合人才資源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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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已有許多專業技術人員例如工程師、護理師等社團或特定職業公協

會，如能鼓勵建置退休或高齡人才庫，鼓勵提供人才資源的再運用例如接派

案，一方面可協助會員逐步適應退職或退休後的生活規劃，一方面也能補充部

分缺工產業的人才。 

(3)結合長照據點資源，讓初老照顧老老 

為落實在地老化目標，公私協力建構社區長照服務體系，布建許多巷弄長

照站、失智據點等提供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投入許多領域專業人力外，中高

齡者亦有許多適合陪伴、擁抱人群者，如能善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和資源，例

如結合發掘社區互助照顧銀髮人力，透過政策方案讓關懷據點轉型，可以讓在

地豐富的人力資源再做貢獻。 

2.建構高齡尊嚴友善環境 

(1)職務、薪資及工時的再設計 

擴大鼓勵企業針對高齡的職務、薪資及工時再設計措施，不受限硬體設備

的改善，如果企業對於職務設計有新作為的，亦有類似補貼或獎勵機制，鼓勵

企業人資和業務部門協力思考未來人力供給的問題。多數企業人資認為退休後

再回聘對於企業人力運用較為方便，而退休後再回聘也需要考量薪資和職務設

計，而員工亦需考量勞保退休權益。 

(2)產業數位轉型並導入科技改善工作條件 

新興數位科技的運用，可以協助產業轉型和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而高齡者

透過學習訓練使用科技工具改善效率勝任工作。以日本建築業為例，飛島建設

公司與翻譯系統開發公司 Rozetta 聯合開發 AI 翻譯軟體「e-Sense」，可利用單

眼顯示器和平板協助監工與外籍勞工於嘈雜工作環境中進行溝通；中壯年建築

人員需要學習穿戴與操作外骨骼動力服（Power suit）等各式數位科技。其他服

務業、農業的工作現場，也可看到許多導入新興科技輔助中高齡者得以順利工

作的例子，藉由持續學習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數位工具，積極跟上科技創新的潮

流，將是活躍老化、積極參與社會的一種展現。因此政策上應強化獎勵工作與

職場環境之再設計，導入自動化、智慧化、具通用設計概念之生產設備與機具，

一方面降低勞動力之耗損，也可降低高齡者就業之困難度。 

(3)持續宣導禁止年齡歧視和全齡勞動價值 

高齡者在工作中仍常遭遇不同形式年齡歧視的困境，職場或是社會環境如

未能友善高齡、組織主管或同事之間的排擠對待，都有可能不利續留職場的角

色壓力，落實中高齡就業專法排除年齡障礙外，也應宣導全齡勞動價值。 

建議可將高齡者的管理整合到與其他年齡的管理，而非僅單獨思考高齡者

的勞動參與，會更有助於政策或配套之制定。因為區分出中高齡、高齡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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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建立在年齡歧視基礎的思考模式，若能從跨年齡、世代、性別的角度，

消除雇主對聘僱高齡的刻板印象和影響企業競爭力的疑慮，將有助於增加高齡

者投入勞動市場，並且增加世代合作共好之機會。 

(三)健康促進和產業發展面向 

工作年齡人口的健康關係著經濟生產和國家競爭力，人口結構老化更影響政

府健康照護醫療支出，而工作職涯占人生階段最長，除了建構友善高齡的職場環

境，亦需同步發展大健康相關產業，以滿足超高齡社會工作人口的需求，保障國

民在職場內的安全健康風險、與職場外家庭休閒生活平衡，發展其他社會支持基

礎設施等，以提升工作與就業品質。 

1.維繫促進高齡者健康 

  (1)鼓勵高齡就業者維持健康 

國外已有健康相關研究，每晚一年退休可減少 5%失智風險。國人普遍有

養生健康動能觀念，歷年我國老人狀況調查，有工作的高齡者提到是基於經濟

需要（約 7 成）、為避免大腦退化、維持體力活躍等健康因素（約計 3 成）、

其他則為持續社會活動和貢獻、傳承經驗、怕無聊等社會因素（約 3 成），以

上工作理由可重複選擇。建議可以結合健康動能的激勵誘因，例如提供在職或

受僱高齡者可以健康運動/飲食等換取旅遊補助等，鼓勵高齡者持續參與勞動，

亦能減少不健康的餘命和醫療照護支出。 

(2)鼓勵大型企業提供延後退休員工健康檢查 

中高齡工作者在職場可能面臨的安全健康風險，包括體力負荷、職場角色

模糊與衝突、低教育技能不足的精神壓力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雇主

對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年滿 65 歲者每年檢查 1 次，鑒於許多高

齡者延後退休的工作型態或是職務並非是企業編制的職員，例如部分工時、顧

問等職務，可能僅有薪資受領權而未涵蓋企業職工的健康福利，建議大型企業

提供延後退休員工健康檢查，並且可多提供身心健康諮詢的福利。 

2.發展健康照護產業 

(1)鼓勵智慧健康醫療照護 

隨著醫療技術和資通訊科技的變遷，未來高齡健康福祉應是結合預防醫療

和長照整合性服務，結合健康促進．老人醫學、社會福利和產業，讓高齡者可

以透過相關的政策措施和服務提供滿足健康和照護的需求，特別是初老世代對

於健康生活和醫藥保健等消費能力不低於一般族群。其次醫療照護是勞力密集

的行業，照顧高齡醫療需求的人力可能是一般人力的 2~3 倍，因此鼓勵智慧醫

療產業發展，輔助科技照顧人力、減低一線醫護人員負擔，亦是人力資源運用、

智慧銀髮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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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結合托老照顧、家務支持 

      女性和中高齡者退離職場的自願性因素，除另有生涯規劃外，照顧家屬、

料理家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提升婦女和中高齡勞動參與的策略，即可採取托

兒、托老或結合長照體系、家務支持等措施，提供在職勞工能夠安心、穩定的

工作。而健康的中高齡或是延後退休者如有因家庭照顧而有轉職的需求，亦可

鼓勵和提供投入托老或照顧的訓練，透過政策引導中高齡者能夠兼顧就業與家

庭照顧。 

(四)就業安全和年金保障面向 

    我國勞工就業和經濟安全政策，主要涵蓋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就業保險和

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協助尋職、在職/轉職、失業勞工透過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和

保險年金制度，保障勞工就業和經濟的安全。面對超高齡社會所需勞動力和人才

資本，延後退休可先從以下相關政策進行配套： 

1.就業安全 

(1)鼓勵勞工數位技能進修 

   國內產業積極發展數位轉型，導入應用 AI 與自動化技術之際，建議可研

議產業常態缺工、不易吸引年輕就業的職缺，彈性即時開設對應的數位技能課

程訓練和產業聘僱可參考的時數認證，並考量提供在職者訓練津貼。或可因此

緩解人口老化所導致的勞動力不足的困境，數位高階技能的人才需求大增，中

階技術勞動者相關的工作機會逐漸減少，其中高齡者容易上手的勞力型低進入

門檻的工作，尤其容易受到影響。因此，目前的高齡者尚可在無須擔心 AI 所

帶來的工作消逝，但此刻尚未邁入高齡的中壯年人，在老後的工作職場上，若

不學習使用新興科技，將面臨更為嚴苛的挑戰。 

(2)鼓勵企業提供數位技能訓練或教育訓練假 

   目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已有諸多補助中小企業辦理在職訓練計畫，建議

除了需要強化未來工作所需數位技能訓練外，也可鼓勵企業定期提供員工教育

訓練假，有助提升勞動力素質；此外讓勞工也可依自主意願提出參訓規劃，中

高齡員工如有漸進退休或轉職規劃，亦可有機會透過在職途徑調整工作型態、

做好全齡勞動的準備而不用擔心技能不足而退離勞動市場。  

(3)補助雇主僱用/留用高齡者的社會保險負擔 

對於聘僱高齡者以及衍生的企業進用、職務調整等企業用人成本，建議政

策思考對於 70 歲以上就業者勞健保費和退休金提撥，例如以促進就業計畫經

費或就業安定基金補助雇主的負擔，或是其他例如合理的稅賦減免等有效補貼

的經濟誘因，以促進企業繼續留用高齡者。 

2.年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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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議放寬勞保、就保的再加保年齡 

面對超高齡社會、少子化勞力短缺的大環境，對於有工作意願的高齡者應

儘量排除其就業的障礙，除了施行中高齡就業專法促進就業，建議可研議放寬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的再加保年齡，讓已領取老年給付退保者可有再就業的保

障。日本 2017 年、南韓 2019 年即已取消僱用保險、就業保險的投保年齡上限；

又如現行勞保 5 人以上才需強制投保的規定，沒有因應現今就業型態（例如多

職工、一人多職/斜槓）多變和彈性化的需要，這些族群反而容易受經濟環境或

是特別情況（如疫情）影響收入而不能穩定就業，相對這些族群更需要有短期

/臨時的經濟保障。 

(2)研議增加展延年金的領取額度 

現行勞保年金對於延後或提前請領，每年增減 4%至多 5 年共 20%。建議

可增加延後退休的財務誘因，例如「展延老年年金」機制，可以從現行 5 年延

長為 10 年，每年以增給 4%計算，愈晚請領可以領取愈多，例如規劃 75 歲退

休者可以增給 40%年金；或是鼓勵 70 歲仍在職未退保者延後請領可遞延適用

每年增給 4%，應可激勵部分覺得勞保年資已觸頂的勞動者延後退出勞保。 

(3)勞保年金財務和改革宜有持續進程 

勞保老年年金機制牽動國人退休意願，退休所得替代影響高齡工作動機，   

各國為永續年金制度和財務，紛紛採取延長工作（投保）年資、鼓勵延後請領

的政策。依據勞保局近期精算報告，勞保基金 2028 年仍要面臨破產危機，考

量人口老化和國人過早退休現象，年金改革需要有持續的社會溝通討論，環環

相扣的政策牽動著勞動參與、人力資源、產業用人、就業安全。其中相關的年

金請領基準（現行平均 60 個月月投保薪資）便會顯得不公平，建議可將平均

值提高為 180 個月（15 年），除能避免退休前不實投保，也能實質鼓勵投入勞

動生產並能延續工作年資以獲得晚年適足的年金收入。 

四、結語—打造終身活躍的產業與社會環境 

    不論是從先進國家的演進軌跡，或是國內發展現況觀察，高齡少子趨勢已逐

漸影響國家的經濟成長、產業發展及社會穩定等各個層面，為了促進產業發展、

活絡市場、緩解勞動力缺乏、增進年金財政的永續性，並增進高齡者的身心健康，

延後退休政策的實施已成為各國政府重要的施政思考方向。不過延後退休也帶來

一些挑戰，包括影響現有就業者準時退休的權益、對年輕人可能造成工作替代效

應、勞力密集型產業恐大幅增加職業傷害的風險、增加企業在人事成本上的負擔

進而降低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以及高齡就業歧視等等議題。 

本研究藉由梳理各國，包括亞洲鄰近國家（日本、南韓、新加坡）、歐盟國

家（芬蘭、瑞典、德國、荷蘭、法國）及英國和美國等 10 國政府推行延後退休

政策的背景、歷程、政策措施與配套，以及政策實施後對經濟/產業、社會/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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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產生的影響，希望借鏡國際經驗，同時也透過座談會及專家深度訪談蒐集產政

學研各界對於「延後退休」的可行性意見，參照本土國情，綜整歸納提出上述我

國延後退休的政策及配套規劃與施行的建議。 

這些政策及配套的建議，有些已開始實施，但在執行上仍有優化及調整的空

間，有些尚未實施，仍須進一步探索、討論與溝通，但在人口結構老化趨勢難以

扭轉的衝擊下，期望本專題報告可以成為未來各界討論延後退休政策籌劃與推動

的一個基礎，透過產政學研攜手，藉由更多的系統規劃，專家辯證及公民參與，

以及實證調適，希望能掌握延後退休為國家社會所帶來的機會，克服延後退休可

能帶來的各種挑戰，以維繫產業勞動力，奠定經濟永續發展之基礎，打造終身活

躍的產業與社會環境，解決社會及產業所將面臨的問題，為我國永續經濟發展開

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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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專家主題座談訪談人員及大綱 

中技社「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的影響和因應 

－延後退休年齡之機會與挑戰」  

專家主題座談訪談人員及大綱 

 

期    間：2022 年 6~11 月 

地    點：中技社（視訊、分場座談訪談） 

主 持 人：詹文男 召集人            數位轉型學院共同創辦人暨院長/ 台大商

學所兼任教授/ 前資策會資深產業顧問兼

所長 

出席人員：（按姓氏序） 

王權宏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前中華民國移民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李明倫 資深協理 104 人力銀行董事長室 

李  雄 前董事長（退休） 中鋼運通公司 

呂協翰 總監創辦人 古稀創意 

沈舉三 資深總監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前資策會資深

產業顧問 

林宗弘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林旺賜 人資長暨永續長 佳世達集團 

施淑惠 組長 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

組 

郝鳳鳴 副校長 中正大學/ 前勞動部次長 

陳益民 秘書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前行政院顧問/ 

前勞動部次長 

郭振昌 系主任（退休） 台北海洋科大/ 前勞委會職訓局副局長 

詹麗淑 秘書長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廖燕秋 專員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總會執行長室 

劉家孟 副營運長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職涯發展中心 

薛光揚 理事長 

（未具名）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科學園區 

列席人員： 

林博文 副院長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陳忠仁 主任 台大科技政策暨產業發展中心 

辛炳隆 教授 台大國發所 

楊振甫 執行長 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台（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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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火生 講座教授 弘光科大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勵秀玲 副主任 資策會產業情報所 

盧冠芸 產業分析師 資策會產業情報所 

楊  晴 產業分析師 資策會產業情報所 

高雅玲 研究協理 資策會企劃處 

王釿鋊 主任 中技社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 

陳潔儀 副主任 中技社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 

呂雨龍 研究員 中技社經濟暨產業研究中心 

潘惠萍 管理師 中技社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 

座談會議大綱： 

 全球與臺灣人口結構老化與勞動力現況與課題 

 標竿國家人口及勞動現況與延後退休年齡政策做法 

深度訪談大綱： 

 面對超高齡社會，有人主張延後退休或鼓勵高齡退休者再就業，提高 65 歲

以上人口的勞參率。請問您對於我國退休年齡從現在的 65 歲再往後延的看

法如何？是否能夠紓解人力短缺？或是需要有其他配套？產業是否會支

持？您的看法如何？ 

 職場環境/企業態度是提高退休人力重新回到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國人中高齡/高齡者的勞動參與，依職業別或專業性不同或有很大的異質

性，除了透過傳統就業結構，您認為還有哪些領域是可以開發、或是其他活

化退休人力資本的建議？基金會長年也在社會參與領域（社區健康促進、不

老夢想生命價值）有很多的耕耘，是否也能分享如何在制度面協助活化長者

繼續對社會的貢獻。   

 有關 3年前曾進行「科學園區勞動結構與產業發展之關係與影響」研究，提

到科學園區（含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在引入產業並無太大差異，惟園區面

臨外在經濟條件改變和國際競爭，產業升級、人才外流、研發能量不足等的

挑戰。想請問目前園區勞動力結構為何？是否會有高齡化的現象？就您在實

務面如何看園區面臨的人才、人力與人口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由於本社研究團隊研討過程中，認為退休機制/年金制度是影響國人退休選

擇的重要因素，也參考國外主要國家的做法（例如增加勞保展延年金的額度） 

，以經濟誘因等各種政策配套鼓勵延長工作年資。想請問您對這個議題的看

法，以及從法制面是否有哪些是我們可以深入研討的？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簡稱專法)施行即將 2 年，請問就您對社

會和企業雇主的觀察，有哪些相關政策可以改善？例如去年底基金會曾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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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提到，在其他相關法規(如勞基法、就業保險法)仍存在年齡天花板，對於

鼓勵高齡就業仍有諸多不便。想請問在「年齡歧視/刻板印象/企業僱用意願」

或其他各方面，還有哪些法規仍然存在綁手綁腳問題？ 

(註：例如現在退休族群再就業的工作安全已受到職災保險的保障，減輕勞資

雙方的風險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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