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我國現行老人福利政策實施之研討 

    由於人口逐漸老化與產業結構的快速變遷，民眾對於社會福利的

需求與日俱增，因此台灣極需一部福利基本法，為社會福利建構完整

和周全的社會福利體制。這部福利基本法應釐清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

會福利政策的角色與權責，一方面規範政府對於福利的責任以及福利

預算的配置，落實保障弱勢族群的權益。一方面還要謀求公共衛生和

社會福利的提升。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建立和健全具有本國特色的

社會保障制度過程中，在全面研究分析國內社會保障與實踐問題的基

礎上，應科學地借鏡國外的有價值經驗。 

    隨著醫療保健的進步趨勢，人類壽命不斷延長，美國、歐洲、日

本等已開發國家皆進入所謂的「高齡社會」，銀髮族暴增不但是全球普

遍趨勢，也是當前最急迫和重要的課題。台灣亦無法自外於這股世界

性潮流，由於近年來，台灣經濟發展的迅速成功與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快速，政府重視民意之要求，而隨著各種有關社會福利的法案相繼通

過實施，政府逐步推動多項社會福利措施，因此，每年花在社會福利

方面的經費越來越多，使得社會福利支出之比重持續上升，但是政府

執行社會福利措施所需要的經費主要來自於賦稅收入，為了建構健全

而完整的社會福利制度，積極朝向全民福利的目標，要如何在現有架

構上再精進與突破，是一項重要的議題。諸如：老年人的晚年生活由

誰來保障？在福利國家的經濟保障中國家、民間團體、家庭、個人承

擔著什麼樣的角色？這既是一個重要的理論問題，也是人們普遍關心

的實際問題。 

    本章擬從我國的老人福利政策與法制做一分析評估，並以日本、

歐美各先進國家經濟保障模式來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首應了解，先進

國家之所以實施年金制，其有三項歷史背景因素：  

一、 工業化雖促使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失業

問題。 

二、 大家庭式微，小家庭興起，導致老年安養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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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民主政治及人權的伸張，國家取代慈善團體，實施社會福

利政策，以照顧人民。 

    本章藉由探討國外歐美先進國家老人福利政策的經驗，提供學習

與驗證，因為福利不能光靠創意或一時之政治主張來建立，而歐美的

老人福利政策制度是社會福利重要一環，扮演相當重要角色與地位。

西方先進國家因應工業化下之社會及經濟等變革的生活保障問題，各

國保障老人經濟安全所提供之繼續性定期給付，始於十九世紀建立公

共或法定年金，二十世紀中期大致完備，從各國實施之經驗來看，該

制度類型涉及要各國不同政治、社會、意識形態、歷史傳承等因素影

響，可分為社會保險制、強制儲蓄制及課稅制三種（鄭文輝，1988：
124）。 

世界各國主要國家老人福利政策各有背景，結果自然有所差

異，但是面對老年問題的同質性以及彼此間的效果，各國制度之間對

於老人的福利又顯現出相當的趨同性，因此，必須對其主要國家制度

的福利政策內容加以探討才能瞭解，筆者在第四章中曾提到影響老人

福利政策的制定的各種因素包括有：政治、社會、經濟三個層面，本

章在探討先進國家老人福利政策時，同時分析這三個層面對於老人福

利政策制訂的影響，期能提供在爾後規劃我國老人福利措施時的參考。  

第一節   我國老人福利計畫之研討 

    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據大衛‧伊斯頓（D.Easton）的見解認為公共

政策是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而權威性的分配是指

政治系統經由決策制定過程，將上述各種價值分配於體系內的成員。

由於資源價值皆具有稀少之特性，不一定使得每一個人都滿足其需

求，因此，政治體系於分配價值時，對某些成員的報酬（rewards），

相對的亦形成對其他成員的剝奪，更甚的是政府所做的價值分配強制

性，不接受政府政策者，便可能遭受到處罰，我國「老人福利法」即

訂有罰則。   

長久以來，政策評估一直被視為是整個政策過程中的一環，除了

民眾外，政府對於政策的設計和管理尤為重視。一項政策的制定，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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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影響深遠，而且衝擊到各個層面，以下僅以我國社會福利之行政組

織結構及本文所提老人的五個需求面向：健康需求、經濟安全需要、

教育需求及休閒需求、心理及社會適應需求與居住安養需求等來評估

我國老人福利法制建構，本節將以描述性的知識，來解釋在過去、現

在及未來的情境老年人口的轉變結構、經濟結構、健康醫療問題、生

活問題等來探討已實施的福利措施，並以程序性的知識，即解決問題

的實際機構數據、歷經的過程以及方案的實施結果，來評估我國老人

福利政策之績效。 

第三章中曾提到對於行政組織的分析架構主要以 Van Meter 和 
Van Horn 的政策執行模式為範本，將執行變數劃分為：標準和目的、

外在資源投入、組織間溝通和活動、機構的特質、經濟社會和政治條

件、執行者意向等來評估。本節將依此對行政組結構、服務措施廣度

與目的、經費籌措與分配是否適度、醫療服務等面向作實施後之檢討 

壹、 分析架構：老人政策決策模式 

    影響政策形成的因素分析，依 Howard Leichter(1979)提出影響政

策的因素，包括：情境、結構、文化、環境因素等，本節以此四項做

為分析臺灣老人福利政策的架構，首先需檢視我國一個法案的制訂過

程與影響因素（圖 4-1、圖 5-1），目前我國對於老人實施的福利政策

法規如表 4-1，這些法規的涵蓋對象包含了一般老人、獨居老人、失能

老人、榮民、老農等。老人福利相關政策內容亦包含老人的權益、經

濟補助、居住安養及機構照護、保健養護、老人福利組織等。這些政

策與法規主要依據我國憲法與社會福利政策綱領的指導綱領訂定，「老

人福利法」則是這些法福利法規的上位法，因此本節以我國的「老人

福利法」政策決策模式來探討。 

老人福利政策的發展方向，應著重老人需求的滿足，因此，就國

內老人需求而言，以醫療保健與經濟安全保障是最主要的兩項，從老

人政策的決策模式與發展取向，可從需要觀點及肯定生命意義其次才

是休閒活動。從政策層面探討：民國六十九年制定的老人福利法令及

服務項目，服務對象仍是以低收入老人為主，服務項目則以機構式居



住安養和經濟扶助為重點，仍以殘補式為基礎，顧及全體老人福利的

服務僅佔少數17。直至民國八十六年修法始將老人年齡降為六十五

歲，擴大服務範圍，逐漸走向保障老人的社會權，建立老年經濟安全

保障制度，目前的老年經濟安全制度，主要分為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

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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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人福利法案

 

研究變項 

老人福利法 

法     令 

財政經濟 

人本主義 

民生主義 

福利需求 

組    織 

社會批判(醫
療、年金、機構) 

決策者思考模式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 

訪    談 

歷史比較法 

文獻探討與分析

因素分析 

             

       

老人福利法案合法化歷程 

院會三

提案 一讀 委員會 

院會二讀 

前置階段(政策性決策─專業

內政部送行政院，與各部會

圖 5-1   老人福利法案合法化歷程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我國立法流程編製。 

 

貳、 社會福利之行政組織結構 

                                                 
17 業鴻棋，(1998：166)，《我國老人福利服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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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組織之健全與否實關係老人福利之開展，民國五十六年老人

福利法第三條規定老人福利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為執行有關老人福利業務，各級

主管機關應設專責單位或置專責人員。涉及老人福利各項業務之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主管項目主動配合規劃並執行之。因此，民

國六十九年（1980）制定「老人福利法」時第二條規定，老人福利之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省（市）為社會處（局）；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施行了十幾年，雖然有福利措施，但較偏向消極性、救

濟性的設施。民國七十七年（1988）時內政部負責主辦老人福利者為

社會司轄下的社會福利科，其編制僅有科長一人，科員一人，而其工

作執掌有十項之多，其中第一項工作執掌即包括了婦女、兒童、老人、

殘障福利、少年感化、漁民福利規劃、推行及指導監督事項，人少事

繁，實難全力推動老人福利工作（傅家雄，1988：206）。 

    而民國八十六年（1997）的修法係為配合台灣省政府功能業務與

組織調整及地方制度法施行，有關省主管或執行事項應予修正，針對

老人福利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及第

二十七條條文。其第三條條文：老人福利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省（市）為社會處（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至民國八十七年（1998）6 月 17 日修定的「老人福利法」第三條

及第九條第三項指出：「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老人或留養無扶養義

務之親屬或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力之老人為目的。」歸屬社政體

系由內政部管轄。民國八十八年（1999）7 月 1 日起，配合台灣省政

府組織調整計畫，台灣省政府社會處業務與內政部社會司合併，內政

部社會司改設為十四科，調整了內政部社會司北部維持七科，分別辦

理社會福利綜合規劃、身心障礙者福利、老人福利、婦女福利、社會

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團體輔導等業務及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社政）

設置老人福利機構輔導等業務。至此才有老人福利科專辦理關於老人

福利法制、政策、預、決算規劃執行、安養服務方案推動、津貼等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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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論述，論及老人福利政策時，最重要的仍是依據老人需求的

各項措施、方案等，職是之故，就有關老人的行政組織結構主，顯現

了：  
一、 主管機關層級過低 
二、 社會福利行政體系缺乏整合 

    目前社會福利組織係以社政、衛政與勞政為主，且分別由內政部

社會司、衛生署及勞工委員會主管，這是否影響著現行老人福利機構

的組織和服務網絡以及老人問題的解決效能。 

參、 服務措施廣度與目的 
    在老人的各種需求中，根據學者研究在民國七十五（1986）年以

前老人感到最重要的需求是健康醫療、其次是經濟安全、教育及休閒，

再其次是居住安養，而心理及社會適應為最後，1986 年之後健康醫療

仍是最重要，其次是經濟安全，再其次是教育及休閒，而居住安養與

心理及社會適應最後（謝高橋，1994：37-39），我們發現老人的需求

排名是健康醫療第一，經濟安全第二，教育及休閒第三，居住安養第

四，心理及社會適應則是第五，筆者將以這五種需求檢視福利措施的

廣度與目的。 

我國的老人醫療制度是由疾病預防、機構服務及醫療補助三者構

成，在疾病預防方面，有老人病防治、健康檢查、巡迴義診、居加護

理、老人健康訪問等。機構服務方面有一般醫院、衛生所、療養機構、

養護機構等。醫療補助則有老人傷病醫療優待、低收入老人免費醫療

等。醫療照護是人類基本需求之一，也是衡量一個國家進步程度的重

要指標。衛生署於民國七十五年（1986）七月一日，將「中老人病防

治計劃」併入「建立台灣地區醫療網」的計劃，積極推動中老人慢性

病的防治工作，一般醫院設置高血壓及糖尿病等疾病的特別門診。民

國八十年起，即參考OECD18做法與國民所得統計制度，陸續發展出適

 
18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DC）於一九六一年成立，總部設於法國巴黎，另在德國波昂、日本東 
  京、墨西哥市及美國華府設有辦事處。OEDC 於 1961 年成立時有歐洲十八國及

美國與加拿大共二十個會員國，目前已增至三十個會員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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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國國情之國民醫療保健支出統計(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簡

稱NHE)，並與國內外學者、專家合作，逐年修正改進統計方法；並精

細各層級間資金流向之內容，分析如下： 

一、 健康醫療 
     包括有健康醫療給付、醫療服務、全民健康保險。台灣地區實施

社會醫療保險，始於民國三十九年（1950）開辦勞工保險，迄今已五

十多年，對於老人的健康醫療最初僅限於貧苦老人的醫藥費補助，以

及、榮民傷病醫療補助兩種。早在民國五十四年（1965）政府開辦退

休公務人員保險，使公務人員被保險人依法退休後，仍可自付全額保

險費參加保險繼續享受保險權利。榮民則設有榮民總醫院及台中分院

各 1 所，各地區亦有榮民醫院 11 所年邁榮民至榮民醫院就醫，享有

免費醫療，其眷屬亦可享受減價收費優待。直至老人福利法實施後，

才有專為老人免費身體檢查與提供醫療訊息，對於罹患慢性病或癱瘓

的老人設立機構給予養護或在宅照顧，但是尚未普及，係正在發展中

至於提供老人醫療給付的社會保險，其給內容除健康檢查與疾病預防

一項可勉強列入長期照護，其它的門診給付、住院診療，皆僅能提供

病患的急性期醫療照護。因此此階段的老人健康醫療福利政府除應增

醫療場所外，亦應積極籌劃老人醫療保險，除了讓已在公保、軍保、

勞保之被保險人於退休後轉入老人醫療保險外，一般老人亦應享有相

同醫療保險之利益。 

      民國九十四年（2005）六月，老年人口已增加到 2,180,230 人，

佔總人口的 9.60％（表 3-3），老年人口比例不斷上漲，造成醫療服

務的需求增加，繼而耗用較多醫療資源的問題正在我國社會中顯現，

社會需要提供大量的醫療設備、安養設施及醫護人員以照顧老人，有

鑑於此，了解現階段台灣老人醫療服務利用的情形及背後影響老人醫

療服務的因素，因此深入瞭解影響老人醫療服務利用因子是相當重要

 
織。其工作重點為建立會員國強而有力的經濟實力，提高效率，發展並改進市

場體系，擴大自由貿易，促進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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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了健康醫療外，尚有一項照護老人時不能忽略老化對人所帶來

的影響，其可影響到對健康的研判。 

     隨著醫療科技進步、所得增長、物價膨脹及人口老化等因素，使

的醫療費用快速膨脹是一個各國所面臨的共同問題，人口老化的情形

由於醫療科技進步使得主要盛行疾病型態也轉型從過往的急性、高致

死率的傳染病轉變成為以中老年人為主的慢性病、退化性疾病型態，

使得中老年人口的醫療需求量遠高於年輕的族群，根據內政部在

2000 年的「台閩地區老人狀況調查摘要分析」，六十五歲以上的老

人罹患疾病之第一位為心血管疾病，占 34.70%，前三位亦多為慢性

疾病。台灣人口的快速老化也造成了醫療支出的增加，並對於全民健

保的財務也形成了巨大的壓力。此外，隨著家庭結構近年來快速朝向

小家庭變遷，獨居老人與八十五歲以上老年人口成長比率快速上升，

在在都顯示未來長期照護的需求與政府必須介入的程度都將大增，因

此，政府部門應將有限的醫療照護資源加以整合。 

二、 經濟安全 
    我國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發展，自民國 38 年（1949）政府

遷台之後，政府除了有計畫的推動各項社會經濟建設外，當中有關老

年經濟安全的保障制度的建立與發展，亦有逐步規劃與實施，筆者依

據前一節依據老人福利法的制定時間（民國六十九）與制定之前的福

利政策（光復至民國六十年退出聯合國）以及三次的修訂時間（民國

八十六年、八十九年、九十一年）將我國老年經濟安全的保障制度分

為以就業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形成前期（1949-1971）、

以就業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形成後期（1972-1982）、以

國民權利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發展期（1983-1999）、以

國民權利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調整期（2000-2005）四個

階段，並對此四個階段的老人經濟安全之績效加以評估： 

（一） 以就業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形成前期

（1949-1971）：早期對於老人的經濟安全保障雖是以社會保險為

名，但是對各種社會風險並未明確區分，退休金方面僅限僅限於軍

人退伍給付公教人員退休老年給付、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時的養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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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以及勞工退休給付（表 4-3），且為一次給付，不是年金方式，

缺乏可攜性。再論規範企業退休金制度的「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

則」與「台灣省礦工退休規則」，因缺乏強制性效果，對於部分的

民營中小企業形同虛設。所以，在各類職業的工作者中，除了公教

人員與軍人在退休後獲有生活安全的基本保障之外，其他工作者，

大多數缺乏有效的就業生活保障措施，但是當時的公教人員與軍人

由於待遇微薄，退休金亦無明確隨物價或是薪資指數調整功能，且

醫療保障不及於退休人員，退休保障形同虛設。 

（二） 以就業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形成後期

（1972-1982）：本階段有關老人經濟安全保障的制度在發展架構

上缺乏大變化，法制上進展有限，政府僅於 1973 年開始組成專案

小組進行研究作業，規劃將隨收隨付的退休金制度改採其他適合的

方式辦理，但仍未有進一步的制度採行，但是在實際的涵蓋對象上

則有相當程度的擴張。 

（三） 以國民權利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發展期

（1983-1999）：在以國民權利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發

展期階段，此階段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的範圍以及保障強度都

有相當程度的進展。除了勞工保險的被保險人範圍繼續擴大之外，

在法制上 1984 年訂定的「勞動基準法」特別就勞工退休條件加以

強制性規定，但是此舉僅是一個制度的規定，並未確實強制雇主去

執行，徒具虛文義意。另外，勞動基準法的退休金制度並不是年金

制度，也本就是屬於工作條件的一部分，此舉與社會保險的角度來

思考，似有偏離社會福利制度的精神。 

其次，「勞動基準法」中的退休金制度，係要求員工長期步轉

換公司才能繼續年資保障，退休金仍不是可攜性，保障有限，在

1993 年之前社會上並無對於退休員工的退休金予以適當的轉換為

年金保障的養老金制度。僅在民國八十三年、八十四年（1994、1995）
才有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與老年農民福利津貼。而在民國 82
年由行政院發布的「社會福利 政策綱領」中揭示建立國民年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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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以保障老年之生活的目標雖已進行制度規劃，但因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制度而暫緩。 

值得一題的是，1995 年政府首度對於公務人員、軍人退休撫

恤制度，改採提撥基金制度取代了傳統的隨收隨付制度，並且提供

年金給付的選擇。經過了第二屆立委全面改選（1991）與第三屆立

委選舉（1996）後，立法院諸多委員擬具「老人福利年金暫行條例

草案」版本等，先後經由立法院會決議並交由內政及內政、財政、

司法三個委員會聯席審查，才交付立法院會議議決，並首次（1997）
對於「老人福利法」的修正，將老人的年齡由七十歲降為六十五歲。 

（四） 以國民權利為基礎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調整期

（2000-2005）：在實施了諸多年的社會福利制度之後，面臨了經濟

的產業的變遷，隨著傳統產業的逐漸式微，與就業者年齡日增而逐

漸失業，政府對於福利支出不斷上升，福利不斷擴張之下，亦面臨

了歐美先進國家的財政支出問題，加上民國八十九年（2000）五月

政黨輪替後，各政黨候選人為了爭取選票與執政，「老人津貼」成

為落實競選支票的象徵，各政黨競相在立法院提案，凸顯重視老年

福利的政黨理念，一個個草案版本紛紛出籠，以國民全力為基礎的

制度仍在持續中，加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企業在面臨政府與勞

工所施加的成本壓力時，有些選擇了出走以規避其責任。但是觀諸

政府財政狀況，一方面實質收入呈現負成長趨勢，另一方面社會安

全支出仍呈現成長的現象，面對財政困難，產生了退休金保障不足

與退休金制度財務失衡的問題，對於國內勞工保險老年給付、公務

人員保險老年給付、軍公教人員退休制度潛藏負債的快速累積，勞

工退休新制爭議的擾攘不休，政府如何能在這個狀況下建立健全的

退休金制度以強化整體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實屬一大挑戰。 

    經由上述資料發現，我國對於中低收入老人的生活津貼，目前是

每個月 3,000-6,000 元不等，但對於孤苦無依或低收入且不欲進養老機

構的老人似乎偏低，無法產生經濟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國老年給付規

範儘管呈現多元化，卻仍維持著過去一次給付之方式，給付水準也無

法充分發揮所得再分配之效能；而對於當下之貧窮者亦遲遲不見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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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之保障規範出現，至多淪為選舉工具；多元型態之給付法制也造

成法律關係的複雜。若仍僅使老年給付保障處於現階段之狀況，仍以

未整合的社會保險、敬老津貼、低收入戶老人生活補助以及中低收入

戶老人生活津貼等措施來保障一般以及經濟弱勢的老人，對於我國老

人之經濟保障實顯不足，綜觀目前全世界大部分國家都以年金保險作

為老年經濟的主要保障方式，故有必要就我國老年經濟安全保障議

題，進行法律規範之研究。筆者之思考脈絡主要是立於被保障者之立

場，希望能建構一套清楚、民主以及符合人性尊嚴之經濟安全保障規

範。 

    經濟安全的另一項政策即是「敬老津貼」（又稱敬老年金），「敬

老年金」實施的早晚，福利制度的健全與否可以說是實行民主政治的

標竿之一，早期的像瑞典、英國，近期的 45 年前的日本就已經實施「敬

老年金」，香港也在 1973 年公布施行，而我國則在民國九十一年（2002）
開始實施，凡年滿 65 歲以上的老人，每月領取＄3,000 元津貼，並於

民國九十二年（2003）十二月四日立法院三讀通過「老年農民福利津

貼暫行條例」，將發放金額從＄3,000 元提高至＄4,000 元，且增定依

物價指數每五年調整一次的規定，而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比照一

般老人。 

    以福利經費對於福利資源來看，地方政府對於「敬老福利津貼」

係採齊頭式發放，低收入及高所得老人均蒙其利，以致於 1996 年至

1999 年平均每一百億元縮小所得差距倍數，僅約及於中低收入老人生

活津貼的一半，另外「老年農民福利津貼」又因為 1998 年 11 月起請

領限定放寬及排富條款刪除，使得社會福利資源流入高所得家庭比率

提高了，導致於 1999 年所小所得差距倍數下降為 1998 年的四分之三

（黃碧霞，2003：19），又以法制的內涵探討，我國對於敬老津貼政

策的實施是依據「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及「原住民敬老福利

生活津貼暫行條例」施行，該暫行條例的內容混淆了社會救助及社會

保險不同制度的功能，且政府不斷擴大「敬老津貼」發放對象，且移

撥國民年金經費，將導致「國民年金」19制度開辦不斷延後。因此，

 
19國民年金保險是我國繼全民健康保險之後，另一個以「全民」為對象的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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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夠將各項的老人福利資源整合，以照顧中低收入戶家庭為主，除

了能夠使資源更為有效的配置之外，所得的差距改善效果亦會更為顯

著。 

    但是另一方面，由「敬老津貼」相關文獻資料分析發現，「敬老

津貼」議題一直爭議不斷，各種版本以及籌措財源、立法程序與修法

過程等，敬老津貼是在敬老津貼是對於無法符合「敬老年金」給付條

件的老年人的保障，其實是「老人福利年金」制度的一部份，所以，

「敬老年金」是主要的骨幹；「津貼」則是過渡性及救助性的福利。

其次，其發放對象設有多重限制，如排富條款，其設限的基礎與公平

性何在？為了負擔老人經濟生活的負擔，加上面對世界潮流與國內趨

勢，我國社會保險制度實有全盤規劃的必要，國民養老年金保險甚是

需要規劃與實施。 

三、 居住安養 
    老人安養福利機構包括扶養機構療養機構扶療養機構、休養機

構、服務機構。就上節中省、市政府辦理之老人福利措施來看，在「老

人福利法」實施之前台灣地區的老人安養係以機構安養為主，偏重孤

苦無依老人的收容安養，而貧苦老人的生活補助則包含於低收入家庭

救助與貧民失依，注重解決老人生存問題。在「老人福利法」施行後，

老人福利措施有了多元化的發展不再只限於貧苦無依老人，也為有能

力負擔且有需要的一般老人提供自費安養方式，亦逐步有社區性安養

設施與老人公寓的發展，更能滿足老人的需求使老人過著有意義的生

活。 

    我國「老人福利法」訂定之初，規定療養機構為老人福利基本措

施之一，老人居住服務是一種較為新進的老人領域，政府積極擴增公

立老人療養機構20，鼓勵民間籌辦老人自費安養中心給予生活照顧、

醫療護理、心理治療及機能復健休養之場所，使老人在社區與家庭之

 
方案，係針對國民的老年、殘障及生計承擔者死亡事故，提供長期定期性及持續

性的年金給以確保老年人、殘障者及遺族生活安定，以維護國民經濟安全所建構

的一種社會保險制度。 
20服務類別分為安養、養護、長期照護、混合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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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安養方式，而且也較能符合我們強調家庭或社區生活方式的文化

環境。 

    在新興老人福利實施時，政府並未嚴格監督老人長期照護機構的

設立，致使當時為立案老人長期照護機構成長迅速，頻頻發生結構不

安全、無視院內人權的事件，1997 年之後政府輔導未立案機構合法化，

立案機構遂大增，但是監督管制的方式不明確，加上醫界不重視老人

的相關醫療項目，諸如物理復健、營養、護理等，產生了專業人力不

足狀況〈蕭淑貞、李世代，1999：14-18〉，依機構收容規模21、服務

類別、機構所有權22與分佈地區來評估此期的機構狀況。 

    在機構收容規模各組別中，依「老人福利機構設立標準」（附錄

五）規定，小型養護機構只能收容 49 人，安養、養護及安養護則介於

50~300 人之間，表中低於 49 人者有 76 家其中小型機構有 60 家，可

能原因在「老人福利機構設立標準」小型機構最多可收容 49 人，但是

表中卻有一家超過 49 人。服務類別中亦是小型機構佔最多家數，再以

機構所有權來看小型機構全數為私立機構，安養、養護及安養護大部

分為財團法人，但是安養機構有 6 家是公立機構，公設民營類安養及

安養護各為 1 家。從分佈地區來看北部有 76 家是最多，其次是南部有

20 家，再其次為中部有 15 家，東部有 5 家，離島地區有 3 家，所以

從老人需求的地區來看，南部是需求最最高的地區應多增加。 

    再則，民國八十三年（1994）以後，我國的老人安養養護機構資

料如表 4-21 所列數據，其在收容對象方面，民國七十六年（1987）以

前著重健康且低收入的老人，其後才慢慢加入非健康的老人。經營方

面有公營、民營二種，慢慢轉變成公立私營，依據內政部統計處八十

九年台閩地區老人福利機構需求概況調查，八十五年台閩地區老人與

子女同住的比例占 64.3％（表 3-6）；而同期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與子

女同住為理想居住方式者占 69.20％，雖然比例較七十七年調查略降，

但是仍舊有相當高的比例；而在國人對老人福利機構居住意願及長期

照護方式之探討分析中更是指出，年長、教育程度不高又有子女可依

 
21至民國八十八年〈1999〉底，收容院民數。 
22分為財團法人、小型機構、公立機構、公設民營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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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者，有將近九成受訪者會選擇與子女同住為理想的養老方式；換言

之，老人仍認為居家是最理想的養老居住方式。 

表 5-1   機構數據資料表 

機構收容規模 

      種類 
人數 

安養 養護 安養護 小型 合計 

49 人以下 4 11 1 60 76 

50~300 人 11 8 12 1 32 

300 人以上 1 1 9 0 11 
總      計 16 20 22 61 119 

服務類別 

   種類 
服務類型 

安養 養護 安養護 小型 合計 

安 養 13 0 1 0 14 

養 護 0 18 1 51 70 

長 期 照 護 0 1 0 1 2 

混 合 3 1 20 9 33 

總 計 16 20 22 61 119 

機構所有權 

種類 
所有權 

安養 養護 安養護 小型 合計 

財 團 法 人 9 19 13 0 41 

小 型 養 護 
機 構 

0 0 0 61 61 

公 立 6 1 8 0 15 

公 設 民 營 1 0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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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16 20 22 61 119 

機構種類與分佈地區 

   種類 
地區 

安養 養護 安養護 小型 合計 

北 部 6 12 8 50 76 

中 部 2 4 6 3 15 

南 部 4 2 7 7 20 

東 部 1 2 1 1 5 

離 島 3 0 0 0 3 

總 計 16 20 22 16 119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以下文獻編製。 
          楊靜芸，（2002：45）。 

    在長期照護方面，老人乃罹患慢性疾病的高危險群，醫療方面，

在民國七十六年以前醫護人員普遍缺乏，雖然第七條中規定有療養機

構：以療養罹患長期慢性疾病或癱瘓老人為目的，但專業醫護人員鮮

少投入。至民國七十四年（1985）九月仍發布「台灣省老人傷病醫療

費用優待辦法」，透過各公、私立醫院給予老人減免費用優待，直至

民國七十五年（1986）七月一日衛生署才將「中老人病防治計劃」併

入「建立台灣地區醫療網」的計劃，積極推動中老人慢性病的防治工

作，一般醫院設置高血壓及糖尿病等疾病的特別門診，充實對於老人

的醫療設備與人員，爾後，民國八十四年（1995）「全民健康保險」

開辦，規劃整合的單一醫療保險體制，提供了更完善的醫療保健，亦

造福全國人民，而今日老人之疾病型態亦已轉以慢性疾病為主，使得

老人的長期照護需求成為重要的問題之一。人口結構已先老化之先進

國家，對於老人的長期照護需求已有妥善的保障。在美國，政府方面

有以醫療補助制度(Medicaid)和聯邦健康保險(Medicare)為主的長期照

護計劃；亦有私人的長期照護保險在保險業中興起。在日本，民營的

長期照護保險已建立了，適應其老人長期照護需求之體制，並帶動了

長期照護相關之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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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老人安養與醫療服務探討：各層級醫療服務機構、功能

設置標準及作業規範尚未釐清（楊漢泉，1993：74），老人社會醫療

及長期照護之連續性、健康照護體系尚未建立，老人慢性醫療、長期

照護與醫療普遍不足，安養及養護機構內醫師人力普遍不足、醫事人

員缺乏繼續教育。在我國，社會安全制度下的老人福利與老人保險，

都對老人提供了部分的健康保障，但對老人的長期照護需求問題，卻

尚無法解決。截至民國八十年底，在台灣省、台北巿、及高雄所有的

老人健康福利措施中，雖提供了老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老人醫療

服務、老人安養服務等長期照護服務，惟因老人福利措施成效不彰，

真正享有此一服務的老人仍僅限於少數。長期照護機構適用之法令規

章、人力運用、專業方面來看，長期照護機構的相關服務已不再是早

期的多由政府部門或非營利機構所提供，相對地，多倚重營利行組織

的服務供給，機構組織性質已呈現多元化，機構的服務目的、接案標

準、主管單位以及適用的法令規章，也會有相當的歧異性，似乎不再

單一連結，因此，在大力提倡結合民間機構以建構完整（劉麗雯，2003：
157）。 

四、 教育及休閒 
      休閒娛樂或教育、敬老活動與懇談專線，是新近出現的老人福利

措施尤 其在變遷的社會裡，更有其必要性都市化及家庭生活的變

遷，造成老人的角色喪失或變遷，造成老人的無奈、落寞之感，這些

新近出現的休閒、文康教育、敬老活動與懇談專線主要透過社區活動

中心、文康中心所辦理的活動主要在促使老人過得愉快精神不至空虛

無聊，幫助老人調適更換角色和變遷進而表現出健康的心態。 

    我國早期老人福利法訂有舉辦老人康樂休閒及聯誼活動為目的

的休養機構，老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陸空交通工具進入娛樂場所、

參觀文教設施予以半價優待，施行細則中亦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協調

各有關機關團體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給予老人機會與榮譽鼓勵其參

與活動（第二十三條），但實際上惠而不實者居多。以民國七十六年

以前階段的老人福利服務來說，包括有住宅服務創立長青學苑、老人

免費健康檢查及保健醫療、國內交通費用及參觀文教設施優待、敬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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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品及活動、老人日間托顧、推展老人志願服務、老人休養服務、低

收入老人生活補助、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老人住宅設備

補助改善。但是新式的老人福利措施，例如老人公寓養護中心營養餐

食服務、日間托老服務、巡迴講座等大都集中在都市鄉村甚少見到，

造成福利措施不平均，未能強調建立社區服務網絡，以符合老人需

求，應讓福利措施普及化、社區化、地方化，再者，各項福利措施似

乎都是假定老人有自行照顧的能力，忽視了老人生理機能退化，可能

需要他人的協助與照顧。有了法制之後雖然讓福利措施走向多元化，

但對於推動老人福利的工作，只是考慮政府的角色，很少考慮邀請民

間團體參與，老人福利是整個社會的需要與事業採行全體社會分工實

有必要。 

五、 心理及社會適應 
     心理方面指的是老人被尊重，諸如：乘車優待、老人諮詢、老人

專線、老人成就感、才藝展覽、老人休閒、家庭奉養、在宅服務、康

樂等都屬於心理方面。老人如患有短期不易治癒的疾病，加上由於從

工作上退休，老人於退休後失去其社會地位與經濟來源，便會影響其

心理平衡，所謂「不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情境便成了老年人的

心理寫照。因此，老人福利應是以解決當時社會變遷所產生的老人社

會問題，進而增進老人及其家庭的能力，謀求老人在食、衣、住、行、

育、樂等方面，不虞匱乏的生活福祉。 

     學者也指出了在民國八十六年的修法以前，相關的老人研究或是

老人福利法的修訂，似乎忽略了許多老人問題背後最基本的問題，那

就是老人的居住安排問題（鄭健雄、張惠真，1993：21)。當家庭組

成型態的變遷導致老人獨居的與日漸增，致使家庭本身對老人的照顧

顯得心有餘而力不足，這次修法除了將原本二十一條的老人福利法增

訂為三十四條條文，老人的年齡由七十歲調降為六十五歲外，並提供

符合國民住宅承租條件且與老人同住之三代同堂家庭給予優先承租

之權利。專案興建適合老人安居之住宅，亦鼓勵民間興建適合老人安

居之住宅，專供老人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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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內政部的「老人狀況調查」顯示 65 歲以上老人認為與子

女同住為理想居住方式，1996 為 73%、1999 為 69%、2000 為 67%，

顯示老人與子女同住的比例逐漸下降，老人居住在福利機構者從佔

1%上升到 5.59%，顯示國人在養老方式隨著經濟及社會環境的變遷

而逐漸改變，國人對於機構是照護接受程度似有越來越強的趨勢。但

檢視現行老人福利法及其施行細則和其他相關法規皆看不出有任何

鼓勵透過「家庭功能」以加強老人福利推展的政策，出現仍傾向消極

的機構式照顧，而對於老人經濟生活保障並無明確規定最重要一點，

此時期老人對於政府辦理之老人福利措施的認知有限依行政院主計

處（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1：72-73）與學者（陸光，1986：
80-82）之調查報告指出老人對於福利措施的認知中，表示不知道者

以交通工具優待最低，其次則是免費健康檢查占，文康中心等休閒場

所占、各項敬老活動占 47%、扶養機構 49%醫療保健 51%，對於其

他福利措施項目的比例不知道的均在 50%以上，也就是說大多數老

人都不知道。 

     居住安養從機構的種類上來看，小型機構在這一方面的施行比安

養、養護及安養護家數為多，但在收容規模上不妨再放寬，尤其是小

型機構的部分，雖然有超收的情形但與同年（1999）全台老年人口數

已有 1,865,472 人相較顯有不足。再以（表 4-21、附錄三）來看民國

八十年（1991）台灣省提供的老人安養服務 65.6%與 68. 3%療養服務

的養護率為 74.1%，台北市提供的頤養服務公費、自費分別為 93.2%
與 95%，高雄市提供的老人公費頤養服務僅有 381 人，自費 269 人，

收容率並不是很高，政府可輔導機構利用宣傳或其他方式，使潛在需

要的人與機構間能有更多接觸的機會。 

   因此這階段的老人福利服務大都屬於消極的服務，例如安養機

構，傾向於一種愛心、歡懷的體系，其規劃方式均是單一標準的型式，

雖然老人在各方面確有變化，但並未有積極的服務方式，再如老人醫

療服務，只提供醫療補助但並未有鼓勵老人運動、參與活動方式，在

面對老年人口逐年增高的趨勢，應鼓勵、輔導老人將過去知識經驗等

拿出來教導年輕人，使之有二度就業或是造福人群的機會，安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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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從不同的角度根據老人的不同需求、身體狀況，提供不同型態的

老人安養機構內容，可以將安養體系社區化化，來滿足不同老人的不

同需求，而不是一味將老人當作弱者來服侍。再從社會發展理論觀點

來看，老人安養不僅是老人安養，如何有效運用老人人力的資源，讓

消極性的安養變成積極性的規劃，這才是老人安養體系最好的規劃，

既可解決老人的心理問題，更可造就老人的經濟滿足與成就感，充分

運用國家社會人力資源。 

      綜觀從老人福利工作的內涵與特性中，我們了解倘若要使服務

工作的執行做得較好，常須依賴各種相關因素的配合，基本上在法令

方面，有關老人的法定福利仍在發展階段，目前銀髮產業市場的開發

亦尚未穩定，這三者皆面臨到結構性的發展限制時，老人問題於是產

生。然本研究嘗試運用政策執行過程的分析模式、組織結構與互動協

調的角度為出發點,期望能對目前老人服務工作執行的狀況,進行探討

與解析。 

肆、 效益計算不精 

    我們從財政的角度探討社會津貼具有特殊意涵，所謂的津貼無論

是敬老津貼或是老農津貼，事實上是屬於社會安全體系中所得保障現

金給付的一種制度。老人福利機構理論上是非營利的福利事業，沒有

賺錢的企圖，但是每個人都了解非營利機構的營運也需要能夠自給自

足，因此，財務的規劃與管理非常重要，綜觀我國的財務預算對於社

會福利支出與老人福利政策的支出比例與金額如(表 5-1、表 5-2)。 

由中央政府統籌分配之社會福利補助款，從九十年度起不再依照

計畫核發，改為一般性的補助款，由地方政府自行運用。政府對於地

方社會福利經費補助方式的變革，其淵源最早可溯及民國八十二年底

的縣市長選舉，當時民進黨以「敬老年金」作為選戰訴求，並發起「敬

老年金行動聯盟」，開出選後每個月三千元至五千元的津貼支票。選

後民進黨執政縣市為兌現選舉支票，遂要求中央政府補助地方發放老

人津貼，但由於省府與中央財政困難，一些民進黨執政縣市因經費短

缺，只好陸續停止老人津貼的發放，一場中央與地方的社福經費大戰



也才得以結束。這件事情暴露出地方對於財政自主性的需求，也開啟

了中央與地方爭奪社福預算主導權的開端，地方財政的自主性與中央

統籌分配成為兩難。 

表 5-2    全國預算支出分配情形 

全國預算支出分配情形 

單位：億元；％ 

92 年度 93 年度 94 年度 
項        目

金額 分配比 金額 分配比 金額 分配比

一般政務支出 3,315 15.0 3,485 14.5 3,535 14.6 

國 防 支 出 2,277 10.3 2,507 10.4 2,498 10.3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支 出
4,612 20.9 5,136 21.4 5,230 21.6 

經濟發展支出 4,048 18.4 4,254 17.7 4,348 18.0 

社會福利支出 6,096 27.6 6,665 27.7 6,696 27.6 

債 務 支 出 1,593 7.2 1,527 6.3 1,505 6.2 

其       他 120 0.6 482 2.0 407 1.7 

說  明：1. 社會福利支出包括社會福利支出、退休撫卹支出、社區

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等。 
          2. 債務支出主要為債券利息，不包括還本部分。 
          3. 其他支出包括補助支出與其他。 
          4. 九十二年度為決算審定數；九十三年度係法定預算數(含

追加預算)；九十四年度係法定預算數(其中擴大公共建

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為預算案數)。 
資料來源：財政部「財政統計年報」、行政院主計處（上網檢視日期：

05/21/2005） 

    由於我國偏差的選舉文化，社福資源常被作為政策性買票的工

具，一旦社福經費任由地方政府做政治性的運用，弱勢的團體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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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受到保障。所以由中央統籌分配社福經費的最大好處就在於防

弊，與保障社福資源分配的有效性及公平性。更由於這種負擔沈重的

財政成本，並未得到相關機構的檢討或審慎關注，對所規劃的福利政

策方案未能徹底執行。 

    再觀諸民國九十四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中社會福利項下的福利服

務支出佔了總額預算的 17.7％（圖 5-2），支出金額是 6,696 億元，再

觀全國預算支出分配，其中九十四年度的是 6,696 億元，九十三年度

是 6,665 億元，九十二年度是 6,096 億元，呈現逐年增加。而以表 5-4
的全國預算支出分配來看，敬老津貼九十三年度是 687,990 億元，比

前年增加了 7.6％，老農津貼是 688,840 億元，比前年增加了 1.7％，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是 156,446 億元，呈現比前年降低了 10.1％（表

5-3）。所以在預算財源方面，政府近年實施各項賦稅減免措施，使得

財源短缺，然而，老人福利最大的效益是老人醫療服務與老人年金發

放，以服務全國二百多萬老人的需求，且台灣的幅員不廣，人口密度

高，支出於老人年金的預算甚是龐大，加上人口不斷的老化，敬老津

貼、老農津貼以及原住民津貼等支出會年年自動加碼擴大，如此發展

下去，將會面臨財政困難。 

誠如前述，有關社會福利財務規劃之定位，牽涉的不僅是經濟層

面之考量而已，往往政治、文化乃至於意識型態、福利倫理等之影響

更甚於前者，隨著經濟發展由傳統農業轉型至工商業，甚至知識產業

為主，整體社會資源配置的原則也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公民權或社會

權概念的發展，使得資源的配置有關權利與義務也受到緊密關係的反

省，檢視社會福利財源籌措與分配，除了國內環境的變化之外，國際

經驗的歷史觀察更是不可或缺，在下一章中亦會探討日本與歐美各先

進國家的政策的制度緣起與財源籌措之比較。 



 

   圖 5-2   民國九十四年度總預算案歲出分配圖 
資料來源:http://www.dgbas.gov.tw/ct.asp（上網檢視日期：3/24/ 2005） 

表 5-3   全國社會福利預算支出分配情形 

社 會 福 利 

項   目 91 年底 92 年底 93 年底 
與上年同

期比較

支出總額(億元) 3,237 3,451   

占政府歲出比率(%) 15.1 15.6   

各 
級 
政

府 

社會

福利

支出

 占 GNP 比率(%) 3.2 3.4   

社會保險人數(萬人) 2,187 2,190 2,208 +0.6%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182,392 173,951 156,446 -10.1% 

老 農 津 貼 669,779 677,048 688,840 +1.7% 

老

人

生

活

津

貼 

請領

人數 
(萬
人) 敬老福利津 貼 424,096 639,427 687,99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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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 15,171 14,726 18,340 +24.5%

 6.16 6.07   

     
所得差距

倍數 
     

附  註： 
係年度資料。不含義務役軍人、軍校軍費生、在卹遺眷及替代役男資

料。 
91 年 6 月開辦，92 年 6 月三讀通過「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修

正案，將領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及軍人保險

退伍給付尚未折抵完竣者轉納為適用對象。 
91 年 6 月開辦，主要適用對象為年滿 55 歲至 64 歲之原住民；92 年 12
月「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修正，將領取勞工保險老年

給付尚未折抵完竣者轉納為適用對象。 
係年資料。 

資料來源：財政部、內政部、行政院主計處（上網檢視日期：05/21/2005）。 

    我國老人福利是根據憲法第二章第二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及第十三章第一五五條：「國家為謀

社會福利，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人民之老弱殘廢無力生活，及受非

常災害，國家應予適當之扶助與救濟。」；第一五七條：「國家為增

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行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度。」於是民國六十

五年（1976）十二月內政部訂頒「當前社會福利服務與社會救助業務

改進方案」，提出三大重點後，六十六年才實際試辦老人福利措施，

當時的福利則僅限於省轄市、台北及南投兩縣的半價優待老人搭車、

乘船、觀賞影戲或是遊覽觀光地區及局部地區的免費健康檢查 (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83：59) ，這是我國老人福利的初步

實施。直到民國六十七年內政部草擬了老人福利法草案，送於行政院

通過的草案計二十二條，經過立法法三讀通過，全文共二十一條，在

六十九年通過並於一月二時六日由總統明令公佈實施，即是我國最早

的「老人福利法」。實施多年仍感福利的不足，再次修憲時增修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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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第五項即指出：「國家應推行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

統醫藥之研究發展。」；第八項：「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福利服務、

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療保健等社會福利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

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列。」  

    健康醫療方面，老人健康問題之重要性，除了構成健康困擾的不

便，也影響到其自身與周遭家人親友的日常生活，甚至整個國家社會

的脈動與走勢。是以，老人健康問題不容忽視，在面對老年人的諸多

健康問題，必須先經探索方能進一部處理，包括了專業領域的健康問

題，調整健檢檢查的重點及方向。 

   檢視了我國從訂定老人福利法以及施行的諸多政策後，首先，其

所提供的在宅服務雖強調家庭觀扶養親屬的責任，但是解決人生活問

題的主要方式並未重視家庭在老人生活與服務上仍扮演重要角色，任

由閒散，使早人提早發生疾病或心裡失調，會導致增加醫療及社會資

源負擔。其次，都市及鄉村老人社會福利分配不同，都市地區服務品

質較佳，鄉間、偏遠地區等較缺乏福利服務項目；偏重於孤苦無依老

人或親屬無撫養能力老人，一般老人或家庭老人未能平等照顧。第三，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預算比例與執行項目，法令未明確規定，缺乏

切實可行辦法，導致地方政府限於人力與經費並未積極辦理，致使老

人福利法令條文多為宣示性，無法滿足老人需求。第四，老人福利機

構的醫療、長期照護、安養床位嚴重不足，需要服務的老老人以及長

期病患老人較難獲得服務；長期照護機構與老人養護機構皆為非營利

性質福利機構，而護理之家依護理之家設置標準規定卻是營利導向，

法令之間充滿矛盾。至目前為止，在照護服務的類型上可分為居家式

（在宅服務、居家護理）、社區式（送餐服務、日間照護、喘息服務、

支持性服務）、機構式（慢性病院、護理之家、養護之家、安養中心）、

特殊服務（臨終、安寧照護、癡呆症照護、植物人照護）等四大類。

然而，在老人的醫療照護內容亦包括了急性、慢性照護以及介於兩者

之間的亞急性照護，其內涵尚包括了老年人的疾病照會、定期的健康

功能檢查、急性病症療護、出院或後續追照護與長期追蹤、長期醫療

保健照護等。從高齡化社會相對衍生而來的疾病慢性化，使得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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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及長期照護的需求增加。吳淑瓊在民國八十六年（1997）的研

究指出，平均每十位老年人中就有一位失能老人，而在人口逐漸老化

下，需要照顧的老年人人數也隨之增加，我們在面對難以避免身有疾、

障礙而又長壽的狀況下，與其晚年身受疾病和障礙的束縛，都是一項

重要的問題，每個人都應該思索這個問題。 

再看世界各國主要國家老人福利政策各有背景，結果自然有所差

異，但是面對老年問題的同質性以及彼此間的效果，各國制度之間對

於老人的福利又顯現出相當的趨同性，因此，必須對其主要國家制度

的福利政策內容加以探討才能瞭解，筆者在第四章中曾提到影響老人

福利政策的制定的各種因素包括有：政治、社會、經濟三個層面，本

章在探討先進國家老人福利政策時，同時分析這三個層面對於老人福

利政策制訂的影響，期能提供在爾後規劃我國老人福利措施時的參考。  

伍、 西方老人福利計畫之研討 

我國過去十年來政府的福利支出，有顯著的成長，各級政府的福

利支出從民國八十年（1991）度的 2,061 億元到民國九十三年（2004）
度的 5,665 億元，成長了約 1.76 倍，其中福利支出占 GDP 比率，也從

民國八十年的 4.5％到九十四年度的 5.6％，其中九十年度還曾到 6.1
％（表 5-1、圖 4-2），此一比例與韓國、新加坡不到 3％相比顯的略高

點，但與鄰國日本相比略微低些，與先進國家福利支出較高的德國、

英國相比，相去甚遠。因此，有必要參酌先進國家老人福利相關計畫

與政策所帶給我們的啟示，予以借鏡。 

一、 日本的老人福利計畫 

    日本為近代開發國家之一，日本人口的老齡化問題，日本是亞洲

人口老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也是亞洲國家最早推動社會安全制度

的，在五六十年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的人口結構比較年輕，日本

在 1920 年時其六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有 2,917,000 人，占總人口的 5.3
％，伴隨著經濟起飛，該國人口結構迅速老化，只用了 20 年時間就步

入老齡化社會。到 1970 年，突破全國人口比率 7％，但是到 1979 年

時已增加到 10,130,000 人，占總人口的 8.7％，（江亮演，1982：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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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97 年的調查，1995 年日本的老化率為 14.5％；今後到了高齡

人數、老化率將大幅增加的，2025 年老化率將增為 27.4％，到了 2050
年推估將增為 32.3％，現在每 5 個日本人中有一個到了 65 歲，按照目

前的人口發展，到 2025 年左右，大約 3 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 65 歲以

上的人。 

    人口老化的現象已呈明顯趨勢，目前日本的人口老化率已超過 16
％；「老人福利法」自公布實施以來，也已歷經 30 餘年，不管是人口

老化速度（表 3-4）或是老人福利政策的制定，都為亞洲各國的先驅，

其社會福利在早期階段不少是移植歐美各國的福利措施，然而從近年

來日本進行一連串的老人福利相關政策之改革；各種社會福利政策的

取向來看，有回歸到屬於其日本文化考量的趨勢（莊秀美，1999：2），

就像 1970 年代提倡的「日本型福利社會」之建構，1989 年的「黃金

計劃」、翌年的福利八法及「醫療保險法」之改訂、1994 年的新黃金

計劃、之後有老人照護保險之規劃、國民年金保險法之改訂等。另外，

日本實施年金制的歷史導因於戰後日本工業再度復甦，大家族日漸式

微，核心家庭的普遍建立，加上個人所得有限和老人病患難以處理。

以上的老人福利政策的改革都是以因應高齡社會為前提而加以規劃。 

    日本社會福利基於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目標

在於提昇勞動力的質與量，第二階段是從第二次大戰後開始，主要係

配合政治民主化後，推行福利國家的政策，第三階段是從 1973 年開

始，此時社會安全費用的支出大幅增加之際，但其社會福利措施的法

律根源於 1946 年修正的「日本憲法」第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六條，其中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必須致力於增進社會福利、社會

安全以及公共衛生等措施，以提升全體國民的生活品質」。 

    日本在提升老人福利之政策與立法是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

1961 年至 1973 年是日本社會安全制度的關鍵期，亦是日本有計畫邁

向福利國家的發展階段。雖然日本早在 1963 年就已經頒布了「老人福

利法」，但是在 1970 年以前日本政府對於老人的所得保障與醫療保障

是採用社會保險、退休年金保險和社會救助的生活扶助，直到 1970 年

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首度占了總人口比率的 7％比例，政府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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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了老人福利對策，於 1972 年在厚生省公共衛生局設置「老人保健福

利部」，並首次進行修訂「老人福利法」，於 1973 年起實施人免費醫療，

並擴大與提高老年年金制度。 

    日本在高齡者立法上不僅注重經濟生活的保障，而且注重健康、

教育、文化生活等法律的配套和銜接。比如經濟保障方面制定有「國

民年金法」、「生活保障法」；健康保障方面有 1982 年「老人保健法」、

「健康保險法」等；就職保障方面有「穩定高齡者雇佣法令」﹔老人

教育方面有「社會教育法」；社會福利方面有「老人福利法」、「社會事

業法」1997 年頒布「介護保險法」、1998 年日本中央社會福利審議會、

社會福利架構改革分會提出了《有關社會福利基礎架構變革》的總結

報告、2000 年開始實施「看護保險法」。 

    鑑此之際，日本於 2004 年 4 月公佈實施「介護保險制度」，將以

往自治體所管轄的措置制度23轉成介護24支援體系，並開放民間業者自

由參加與介護市場（陳真鳴，2005，258）。 

表 5-4   日本老人福利政策與相關法規一覽表 

頒佈時間 名         稱 異動情形 

1946 年 制訂新憲法  

1951 年 社會福祉事業法  

1958 年 國民年金保險法 1985 年修正、 
1999 年再修訂 

1959 年 新國民健康保險法  

1960 年 開始給付老人福利年金  

1961 年 公共年金及疾病保險  

1962 年 實施國民年金保險、組成全國老人  

                                                 
23措置方式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實施的一種福祉制度，根據日本「社會福

祉小六法」規定，對於欲進入特別養護老人院、養護老人院、在宅服務的申請者，

依照措置基準的行政調查手續篩選後提供服務，其入院之措置費由公費負擔。 
24「介護」是依日本「老人福利法」第 14 條規定：「老人特別養護之家的對象為需

要經常照顧者」，日本將長期照護稱為「介護」，與台灣的「看護」、「照顧」一詞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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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樂部聯合會 

1963 年 老人福祉法 1972 年修訂 

1964 年 設置老人福祉課、公布九月十五日

為敬老日、建立受雇者退休年金基

金 

 

1969 年 實施老人免費醫療照護 1983 年廢止（恢復

部分負擔） 

1971 年 中高齡人力雇用機會特別法 1985 年修正 

1973 年 總理府設置老人問題部門、老人地

方稅扣除額方案、國家老人教育方

案 

 

1975 年 成立退休者協會  

1979 年 實施老人日拖服務  

1982 年 老人保健法 
健康保險法、醫療服務法 

1990 年改訂 
1991 年修訂 

醫療服務法 1999
年再修正 

1986 年 建立老人健康照護設施  

1987 年 社會福祉師及照護福祉師法 
建立看護員國家認證體系、創建銀

髮族照護國宅 

1999 年修訂 

1988 年 國家老人住宅保護方案、設置老人

保健福祉部、失智症老人對策本部 

 

1989 年 黃金計劃、引進照護專業職別系

統、創設常受開發中心外展機構 

 

1990 年 福利八法、高齡者保健福祉十年策

略 

 

1991 年 設置老人福祉振興課、創設老人訪

問護理制度 

 

1992 年 實施老人訪問看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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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 全國各市廳村老人福利計畫  

1994 年 設計二十一世紀社會安全體系、新

黃金計劃 

 

1995 年 制訂看護老人假  

1996 年 議決高齡社會一般原則法案  

1997 年 
老人照護保險法（介護保險法）、精

神保健福祉師法 
2000 年開始實施 

2000 年 開辦老人照護保險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下列文獻編製。 
1. 詹火生，（1998：55-56）。 
2. 台灣省政府公務人員出國報告書，（1990：118-120），《老人福利制

度。 
3. 吳老德，（2003：181-182）。 

二、 美國的老人福利計畫 

    美國由於是一個移民國家，採取聯邦制度，其社會福利安全保障

制度出現的較晚，一直到 1920 年以後都市人口快速激增，個人的經濟

以及社會風險是漸隨著社會變遷而增加，已不是個人所能應付解決，

加上 1930 年經濟大恐慌，失業及老年貧病問題出現，於是 1935 年羅

斯福總統在位時提出了「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25因此，

美國老年福利計畫，首推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但是全面性的保障

法案直到 1935 年「社會安全法」通過後，才有一個保障開始。另外，

由私人提供的退休金制度則是到了 1974 年「就業者退休所得安全法

案」（ERISA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通過後才開始

有了法律的規範。但是追溯其最早的公共養老金制度早於 1776 年僅對

當時的革命戰爭遺族支給年金，1862 年才立法提供因內戰傷殘的老年

給付，這是美國具備現代老年安全制度雛型的開始（楊永芳，2004：
56）。 

                                                 
25社會安全一詞創始於 1935 年 8 月 14 日美國國會通過的社會安全法，亦有人主張

社會安全一辭係由 1920 年 1 月 8 日公佈的祕魯共和國憲法中首先使用，其次是

1925 年 5 月 15 日的立陶宛憲法，再次才為 1935 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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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幾項較主要的老年福利措施項目列出以供參考，其大多

數是由聯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所負責主持或是協助辦理

推行，在這些服務項目當中，對於老年人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社會安

全保險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與 1965 年的「老人福利法」（Older 
American Act）。美國的「社會安全保險法案」是為因應 1930 年經濟大

恐慌而來的，於 1935 年由國會通過的，美國聯邦政府推行一些財政上

的支援輔助計畫以供给各州政府用來救濟貧苦者，特別是對失業者、

老年人、殘障者、疾病者以及孤兒等之救濟工作，其包括了三個項目，

其中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則包括了失業、退休、死亡保險，是

屬於救濟金的補助。當中關於老年保險僅限於工商業受雇者，對於六

十五歲退休者依其累計之提撥薪資差異提供每個月 10 美元至 85 美元

的年金，於 1937 年開始徵稅，1942 年開始給付（徐麗君、蔡文輝，

1985：146）。 

1965 年的「老人福利法」該法案中第二章即明定在衛生教育福利

部之下成立老年局，1974 年增訂第九章，准許老人局局長以合約方式

獎助公私立機構推動各地區的老年福利服務計畫，為老人提供居住、

教育、醫療、安養、交通等各項服務，1975 年再度修訂增加就業方案，

1976 年增訂興建多目標的老人活動中心，為老人提供衛生、教育、康

樂服務。 

    其次，老年人體質衰退，容易引起疾病，因此發在醫療費用的支

出自然較高，老年人在這方面的負擔顯得陳重，因此醫療保險方面和

低收入保險也很重要。美國是在所有工業先進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

健康保限制度的國家，但此並非意味著美國在醫療制度上沒有任何的

措施，事實上，在其措施中，又以醫療照顧（Medicare）與醫療補助

（Medicaid）分屬於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二大體系（鄭麗嬌，1999：
112-113）。眾所皆知，美國社會福利的建構是濫觴於 1935 年羅斯福總

統的新政（New Deal）中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但在 1935
年社會安全法案中僅以就業退休者及其遺屬為其對象，目的在保障最

低生活水準所需26，1961 年舉行的白宮老人會議，已為「老人福利法」

 
26 當時羅斯福總統曾想建立全國性的醫療體系，但一方面，當時美國仍有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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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奠定，直到 1965 年後，詹森總統的「大社會」號召下才建立了

醫療照顧（Medicare）與醫療補助（Medicaid）制度。因此，美國於

1965 年始將其加入「社會安全法案」。 

  醫療照顧依 1965 年「社會安全法案」修訂條文，設置之唯一公營

健康保險制度，1972 年再次修正，擴大至未滿六十五歲的殘障、慢性

腎疾患者，所以聯邦醫療照顧實即指六十五歲以上老人、殘障者、慢

性腎疾患者健康保險。其內容為兩大部分所組成：一為住院保險

（Hospital Insurance），屬強制投保項目；另一項為補充性醫療保險

（Supplemental Medical Insurance），屬任意投保項目。前前項以老人、

遺族、殘障年滿六十五歲以上老人皆可獲得免付保險金的保險，如：

住院服務、居家照護、安養院等；後項凡是任何每月付保險費的六十

五歲以上老人都可獲得，如：醫師服務、救護車運送服務等。 

表 5-5   美國老人福利政策與相關法規一覽表 

1935 年 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1972 年、1977 年修正

1935 年 老年保險，1939 年修正為老年與遺屬保險，1956 年修正為

老年、遺族、殘障保險。 

1950 年 幫助各州健康照顧費用的修正案（Amendments to assist 
states with health care costs） 
老人醫療協助法（Medical Assistance for the Aged） 

1960 年 老人指導委員會（Advisory commissions on Aging） 

1961 年 第一屆白宮老年會議（First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參議院老人特別委員會（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65 年 老年醫療保險（Medicare Insurance）、老年美國公民法案

（Older Americans Act）、成立老年事務局（establishnebtment 
of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的地區沒醫生及醫院，加上醫生擔心無利可圖，以及保險業者擔心偏遠地區民眾

的醫療成本過高，故在新政中，健康保險一直都過不了國會這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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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年 老人福利法（Older American Act） 
老年、遺族、殘障保險（Old Age ,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OASDHI） 

1966 年 成人教育法（Basic Education for Adults Act） 

1971 年 第二屆白宮老年會議（Second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糧票（Food Stamps） 

1972 年 補助安全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 ncome） 

1974 年 提供以需求為基準的社會服務基金（Title XX） 
老人房屋選擇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ging） 

1975 年 禁止歧視老人法（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Aged） 

1981 年 第三屆白宮老年會議（Third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社會服務方案（Social Sevice Block Grant Program） 

 退休者自願服務（Retire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 
 收養祖父母案（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退休經理人員服務團（Service Corps of Retired Executives）
 老年中心（senior citizen centers） 
 財產稅減免補助（Property tax relief） 
 公車優待（Special bus rares） 
 所得稅減免（Special federal income tax deduction） 
 老年國宅（Horsing projects for old people） 
 娛樂優待（Reduced rates for entertainment） 
 家內健康服務（Home health services） 
 營養計畫（Nutrition programs） 
 家事服務（Homemaker services） 
 托老所中心（Day-care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安養所（Nrusing homes） 

1989 年 護理之家改革法案（Nursing Home Reform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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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 第四屆白宮老年會議（Fourth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1999 年 聯合國公布 1999 年為國際老人年（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Year of Older Persons）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蔡宏昭，（1989：112-123）編製。 

三、 英國的老人福利計畫 

  英國是一個工業先進國家，是幾個工業化國家中最早面臨人口老

化問題，1930 年代已呈老化趨勢，1950 年歲以上老人已佔總人口的

10.7％，老年人口帶來的許多的社會問題。回溯早在 1349 年愛德華三

世（Edward III）曾頒布勞工法（Statutes of Labors）規定最高工資，禁

止救濟有工作能力之乞丐，這是一項阻止流浪漢及行乞的法令，主要

是保護貧困的老人，免受年輕子女所遺棄，救濟事業最初則是由私人

所施捨，一直到工業革命後，救濟事業才由地方政府負擔。英國最早

的社會保障立法是 1601 年的「濟貧法」，但是主要目的在解決工業化

與城市化後引起的勞動人口失業及貧病問題，並非以老年經濟安全保

障為主，其後到 1834 年濟貧法委員會報告書以及其後一連串相關立法

完成，其整體集中化的措施始告完成，在這之前仍然認為老年人的社

會保障問題是家庭及社會慈善團體的責任。直到 1908 年第一個國家養

老保險計畫正式誕生，其規定年滿七十歲以上的老人無需繳費，但是

需要家庭資產調查為低收入者，對其老人提供年金，性質傾向於老年

救助計畫，1925 年對計劃進行的改革，乃修訂頒布「寡婦、孤兒及老

年繳費式年金法案」（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 Act）。，同時將老人年齡放寬為六十五歲並取消家庭資產調查

的限制，此為英國具備現代的社會保險雛型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了鼓舞民心士氣，發表以福利經濟學為基

礎理論的「貝佛里奇報告書」（1942 年），建立了現代英國老年經濟安

全保障制度的基本模式27。1946 年訂定了「國民保險法」是以統一社

                                                 
27 但是英國的貝佛里奇計劃構想受到現實國家財務的壓力影響，最低生存水準保

障的原則從開始就不曾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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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乃採由世代繳費，集體供養退休世

代的隨收隨付財務制度，適用對象則普及於所有的工作人口，由勞資

雙商各按固定比例負擔，收支不足之處由國家彌補中間的缺口。1959
年修訂了「國民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形成固定數額及與

收入關聯的分級國家養老金（graduated state retirement pension）並存

的雙層國養老金結構，同時位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允許企業以外包

（contract out）的方式不參加分及國家養老金制度，直到 1973 保守黨

執政後乃積極改革養老金制度。1979 年柴契爾夫人開始主政，倡導民

營化，乃有計畫將退休競技保障的責任轉移給私人部門，到 1998 年政

府公佈了「福利改革與年金法案」，預定建立一個全新由國家提供的養

老金計畫。 

表 5-6   英國老人福利政策與相關法規一覽表 

頒佈時間 名稱 異動情形 

1601 年 濟貧法（Poor Law）  

1834 年 濟貧法委員會報告書  

1908 年 老人年金法案（Old-Age Pensions）、養老

保險計畫 
1919 年取消

道德限制 

1911 年 國民社會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Health and Unemployment） 

 

1925 年 寡婦、孤兒及老年繳費式年金法案

（ 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 Act） 

 

1946 年 

國民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 
國民健康保險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 
國民救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 

1959 年修訂

1998 年 福利改革與年金法案  

筆者整理編製。 

四、 瑞典的老人福利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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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社會安全及社會福利，世界各國莫不以北歐為學習的標準，

也因為北歐是全球社會福利制度的典範，所以世人視瑞典的國家福利

制度，為一個經濟和社會制度的實驗室。瑞典是現代福利國家具有代

表性的國家，其「瑞典模式」早年聞名於世，其工業化速度雖不如英、

德國兩國，但其福利制度發展之完善與成就，著實令人推崇。 

瑞典的老人人口在 1850 年是 16,6700 人，佔當年總人口 3,482,400
人的 4.79%，到了 1975 年總人口為 8,291,000 人，年滿六十五歲以上

的老年人口為 1,234,000 人，佔了總人口的 14.88%，老年人口指數

23.2，老化指數為 71.0（周建卿， 1983：53-54），2002 年佔了總人口

17.2%（表 3-2），同時瑞典為福利國家的先驅，其「瑞典模式」的福利

值得我們參考。有關瑞典的老人福利法案起源，在 1853 年制訂「濟貧

法」，1956 年才改為「公共扶助法」，在這之前的瑞典貧民均由教會依

據教會法規，來盡其救助的義務，同時在教會醫院中設有扶養老人的

場所。二次大戰後，由於經濟的加速發展，國防費用的減低，社會民

主黨乃主張推行社會安全制度，對於老人提高國民年金金額，以保障

其基本生活，來創造模範性的福利國家。 

瑞典最早的濟貧法案是參酌英國經驗提出「新濟貧法」，但有關勞

工老年年金的議案則是到 1889 年才在議會中提出28（胡薇麗：1997：
179-180）討論，1913 制定了第一個「國民年金法案」，由於瑞典的「國

民年金法案」是普及於全國凡十六歲至六十歲的國民皆強制參加，且

為個人負擔全部保費，雇主與政府皆不負擔，至六十七歲始可領取，

所以為世界上第一個普及性、強制性的年金制度。 

 

 

 

 
28 1884 年瑞典下議院議員Adolf Hedin建議議會成立委員會研究勞工老年、意外保

險事宜，而後當時的國王指示設立「勞工保險委員會」開始加以討論相關問題。 



 

資料來源：楊瑩，（2000：205）。 
圖 5-3 瑞典勞動參與率（16-64 歲） 

其老人福利方面，盡量縮短老年與壯年的差距，使其和老人之間

經濟階層的差距臻於平等化，瑞典菜行的社會保險與普遍年金的雙重

制度，大約可分為國民健康保險、國民年金、補充年金、勞災保險、

失業保險五種。1913 年實施的基本「國民年金法案」為一定額年金，

者的老年基本生活所需，瑞典政府於是於 1937 年加以修改制度， 1948
年起更與物價指數的變動相呼應改為浮動制度，廢止舊有的資產調查

制，改採隨實質薪資增加調整年金制度，雇者的被保險人繳納所得的

8.3%，雇主負擔工資總額的 8.3%，政府負擔經費 59%，制度雖然是普

及性，但是六十七歲所領的年金僅是基礎年金，並不能充分保障受領

人的生活安全無虞，1957 年透過公民投票方式通過，其年金以全體受

薪者為對象的強制性所得增設關聯式補充年金制度，乃是由雇主繳納

保費，以保障老年退休者的經濟安全保障，使得瑞典的老年經濟安全

保障趨於完備，並於 1976 年起原訂的老人受領年齡從六十七歲降為六

十五歲開始。 

  綜上所述，瑞典對於老人福利政策的年金是最早採行普及性及強

制性的國家，其建立了一套保障國民的年金法案，幾經改革與修法，

乃在建立一套對老年居民提供所得年金收入的保障，綜觀其對於年金

法案的不斷改革，健全體系是一個多層保障、單一體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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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瑞典老人福利政策與相關法規一覽表 

頒佈時間 名稱 異動情形 

1853 年 濟貧法 1956 年改為公共扶助法 

1913 年 國民年金法案 1937 年參考丹麥制度修改 

1948 年 國民年金法案 實施新制 

1953 年 老人住宅政府補助政

策 
國民年金法案隨薪資增加調整

年金制度 

1959 年 國民年金法案 由雇主繳納保費的關聯式補充

年金制度 

1973 年 國民年金法案 由雇主繳納保費 

1976 年 國民年金法案 退休年齡降為六十五歲 

1984 年 國民年金法案 設置「年金改革委員會」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下列文獻編製。 
1.蔡宏昭，（1989：67-89）。 
2.周建卿，（1983：57）。 

五、 德國的老人福利計畫 

    早在十三世紀即已存在依不同職業與階層顯現的意外保障制度，

例如：礦工之間因傷病殘死等意外保障之互助組織，十八世紀則有手

工業者的共計組織制度（張雪貞，1994：119）。但是德國的社會國根

本精神則是來自於十八世紀後期美國獨立時的憲法中強調的人權以及

法國大革命時所訴求的人權，其社會國思想在政治上的初步實踐則是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兩次大事件開啟了歐洲國家在社會政策方面的發

展。 

    1871 年德意志帝國建立後，「鐵血宰相」俾斯麥為了在政治上鞏

固政權，鎮壓反對者，於是採行強硬的政策手段，一直到社會主義工

人黨（社民黨前身）壯大之後，成為與俾斯麥相抗衡的主要力量，才

採行恩威並重的鎮壓與施惠，緩和勞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對峙，

1883 年訂立了「勞工疾病保險法」、1884 年訂定「勞工災害保險法」、

1889 年 訂 定 「 勞 工 老 年 殘 疾 保 險 法 」（ Invalitität-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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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s-versicherungsgesetz 

），這是德國首度實施老年年金制度的開始，也是舉世第一個年金保險

制度，其對於老年給付係針對符合三十年工作年資者，自七十歲開始

給付，其後，1913 年開始實施「職員年金保險」，提供老年給付。但

是德國 1919 年制定的「威瑪憲法」（die Weimarer Verfassung）中第六

十一條規定：「為維護健康及工作能力、保護孕婦，及預防因年老、殘

弱與生活中變遷事故而產生之經濟負擔，國家應在被保險人有決定性

的參與之下，建立一個普及的社會保險制度（吳佩真，2003：55）。」 

    德國因為參加了兩次的世界大戰，加上基本上它是一個由獨立邦

所組成的聯邦國家，因此各邦之間常會發展出不同的制度。1913 年訂

定「職員保險法」，將退休勞工年齡降為六十五歲，1923 年統一各邦

的礦工年金保險制度，1938 年規定自營業者也須加入職員保險，1957
年全面修訂在這之前的各項社會保險法案，訂定「農民老年扶助法」，

1968 年廢止了高所得者不得加入職員年金的制度規定，1972 陸續開放

主婦以及自營者自願加入職員保險，1981 年開放藝術家、自由作家等

也入續加入職員保險。 

    另外，在公職人員的保障方面，有軍人的「陸海軍人養老金及遺

屬救濟法」及公務人員的非提撥性退休金制度。綜觀德國對於人民的

保障係採年金制度，在 1957 年之前的法案做了重大的調整，統合為整

體給付架構，值得一提的是 1997 年兩德合併，為了解決東德移民的沉

重財政負擔，更大幅度的改革社會福利計畫，於 2002 年正式實施。 

  經過上述的立法與頻繁的改革，更於 1997 為了因應兩德的統一，

做了大規模的統合與改革，整體而言，人口結構的老化與改變，所帶

來的是財物的沉重負擔，德國藉由保險制度的實施，建立健全的退休

金計畫，緊縮公共養老金的規模，以有效的降低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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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德國老人福利政策與相關法規一覽表 

頒佈時間 名稱 異動情形 

1871 年 陸海軍人養老金及遺屬救濟法  

1883 年  勞工疾病保險法   

1884 年 勞工災害保險法  

1889 年 勞工老年殘疾保險法 退休勞工年齡為七十

歲 

1906 年 軍官養老金  

1907 年 遺屬救濟法  

1913 年 職員保險法、開始實施職業年金

保險制度 
退休勞工年齡降為六

十五歲 

1923 年 德意志礦工特殊保險法  

1927 年 失業保險制度  

1934 年 社會保險結構法  

1938 年 自營手工業者勞動者年金保險  

1957 年 農民老年扶助法  

1975 年 殘障者保險法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下列資料編製。 
1.吳老德，（2003：236-237）。 
2.蔡宏昭，（1989：142）。 

第二節   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制定之研討 

    老人福利福利是社會福利中最具普遍性者，由於在人生過程，老

年是必經的階段，因此對老人福利政策模式之擇取，應詳加進行先期

作業之評估規劃，以求取施行時的公平性及有效性（唐啟明，1993：
45）。 

     以我國的老人福利政策制訂的發展方向來看，其發展政策取向

為：保障老人的社會權、建立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健全老人醫療

保健、落實老人安養與休閒育樂服務等。再與先進國家之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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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日本老人福利制定之啟示 

近來，亞洲因為經濟全球化、政治推動民主化，家族型態變遷與

人口老化等問題，迫使社會保障政策愈加引人關注，而在亞洲榮登世

界上人平均壽命最高的國家是日本（附錄三），因此，我們勢必探討日

本的老人福利政策之計劃與制定過程，以及實施的績效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來，社會進入高速發展，各種社會問題逐漸浮

現，以「濟貧法案」而論，其最初目的係在救濟貧困者，但是工業化

及都市化出現後，貧窮問題日漸嚴重，日本的社會福利制度過去是作

為行政制度實施的，在法律上稱之為「福利措施」，這種行政管理措施

在滿足人們的福利多樣化需求方面存在許多弊端，決定福利服務的內

容、並指定提供服務的組織，需求者無法根據自己的需要和願望選擇、

享受福利服務，另外，現行的制度是根據家庭收入狀況承擔福利服務

費用，不僅加大了中高收入階層的負擔所以在契約模式導入的同時，

需要落實「公平負擔優先於公平費用」的原則。從日本的老人福利政

策與措施來看，老人福利政策與立法的制度在於整合老人福利服務，

包括老人經濟保障、長期照護、老人健康與醫療、老人的居住安排以

及老人就業等，來提升老人的生活品質。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戰敗的日本在初期出現了眾多

的戰爭受害者和被遣送回國的戰俘及家屬，政府為了救濟他們居無定

所、生無所依的貧困生活，開始製定、實施以救貧、扶貧為中心的社

會福利保障制度，創設了社會福利法人，近年來社會保障制度的修改、

創新給日本的社會保障制度，特別是社會福利制度帶來了根本性的變

革。 

貳、 日本老人福利政策之啟示 

日本社會福利政策基礎架構改革的具體內容包括修改 1951 年製

定的社會福利事業法，採取以提供的福利服務充抵增加服務設備所需

費用的方法，目的在於透過國民對社會福利事業的積極參與，增強對

社會福利事業的關心和理解，構築滿足現代日本國民需求的社會福利

文化新概念。1998 年 6 月 17 日日本中央社會福利審議會、社會福利



架構改革分會向厚生省社會援助局提出了《有關社會福利基礎架構變

革》的總結報告，並將福利政策與保險政策予以檢討改革。日本社會

保障制度的主要內容包括︰社會保險、國家救濟、社會福利和公共衛

生等四個方面，宗旨是︰對疾病、負傷、生育、生理殘障、死亡、失

業、多子女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貧困，從保險方面和國家直接負擔上尋

求經濟保障途徑，對陷入生活困境者，透過國家援助，保障其最低限

度的生活，其有關老人福利的中央行政組織的體系如下(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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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日本中央行政組織的體系 

資料來源：筆者參考周建卿，（1983：91）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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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老人福祉法於 1963 年 7 月 11 日公布，並於同年 8 月 1 日

實施，由厚生省為老人福利的中央行政主管機關，有一完整的組織系

統，配合老人福利的諸多項目與政策，分由各局各課來負責執行。 

觀察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隨著第二次大戰後的工業化、都市化

的正式發展，1960 年的上班族比率為 51.0％，到了 1993 年成長為 80.7
％，而自營業者、農漁民則有減少的趨勢。此外，煤礦業、因卡車貨

運發達而蕭條的鐵路貨運等特定產業的基盤也跟著衰頹。這對年金制

度具有下列兩項意義： 

一、 一般而言上班族從就業生活退休即意味著立即喪失工作收入來

源，這些人口的增加突顯了保障老後所得的公營年金制度的重

要性。 

二、 建立能夠因應產業結構變化的年金制度機制成為形勢上之必

要。 

    1961 年制訂的「公共年金」其制度制訂是讓全體國民投保，由實

施基礎性給付的國民年金和給付薪資比例超過部分的的厚生年金保險

及共濟年金所組成，而民間受僱者投保厚生年金保險、公務員等投保

共濟組織，此外還有對自營業者給付高於基礎年金的國民年金基金制

度、高於厚生年金保險的厚生年金基金制度。實施多年因為經濟危機

導致財政負擔，於 1984 年乃改為「公營年金制度整體一元化」，1985
年再次修正制度，實施全民共通的基礎年金制度，將公營年金制度的

基礎部分予以一元化，1989 年自營業者也改為和厚生年金、共濟年金

一樣適用雙重給付制度，國民年金基金制度乃趨於完整，並於 1991 年

4 月正式實施。 

再論日本所實施的年金制度有「雙重保障制」與「薪資相關制」

兩種，就厚生年金保險為定額年金－薪資相關公式制，即計算公式中，

一項為定額年金，一為薪資相關年金，兩項相加而得。說明如下： 

一、新厚生年金為薪資相關年金制。  

二、國民年金保險為定額給付制，視繳費期給予不同比率的定額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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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6 年起，由原各年金保險制度獨立運作轉變為以國民年金保險

制度為基礎（人人享受），各年金保險制度為輔之雙重保障體系。  

    在醫療服務方面，日本的老人醫療服務是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提

供老人的醫療服務，有工作的老人可以加入各種政府舉辦的健康保

險，無工作的老人則可加入國民健康保險或各種健康保險29的被扶養

親屬，只是醫療費用的激增和老人加入各種健康保險比率之不同，產

生了醫療保險財政的惡化和各種健康保險比率之不同，日本政府於

1982 年通過「老人保健法」30，其經費由中央政府負擔 20％，縣市政

府負擔 5％，市鄉村公所負擔 5％，其餘 70％則由各種健康保險負擔

（蔡宏昭，1989：51-52）。 

另外，日本的介護保險制度規劃是由 1990 年開始籌劃，除了有正

式組織外並成立審議會非研議小組，其主要功能在決定要不要辦理介

護保險。1994 年發表「21 世紀福利展望」，初步規畫出 21 世紀社會福

利的藍圖，同年則成立了「高齡者介護對策本部」，1996 年提出介護

保險制度之內容，1997 年定案，自 2000 年開始提供，在 1999 年底之

前則按照「高齡者保健福利推近十年計劃」31之規定辦理。 

日本對於老人福利的政策與立法的具體落實看來，在於整合老人

福利服務，包括有老人經濟保障、長期照護、老人健康醫療、老人居

住安排以及老人就業等，以提昇老人生活品質。 

貳、 美國老人福利政策之啟示 

    美國早期的社會福利措施，源自英國，其各項社會服務工作，都

由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熱心人士辦理，中央少參與，如新澤西州於 1896
年制「教員年金法」、亞利桑州於 1914 年制訂「老年退休計畫」，同年

聯邦政府建立了文官退休制度，這是美國最早的老年保障。到了 1930

 
29 日本政府舉辦的醫療保險制度包括了健康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國家公務員共

濟組合保險、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保險、私立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保險、船員保

險等。 
30 適用對象規定為各種保險中七十歲以上的被保險人和被扶養家屬及六十五歲以

上經地方首長認定的殘障老人。 
31 又稱為「黃金計畫」，1989 年通過，1994 年修訂為「新黃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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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經濟大恐慌，失業者眾多，地方政府及民間力量無法擔負此重任，

乃轉而由中央政府採取緊急救濟，但專為一般老人福利設想且為研究

則始於 1940 年代。 

    有關美國的老人福利政策制訂則有 1935 年「社會安全法案」，其

內容包括社會保險、公共救助、衛生福利等三方面，其社會保險包括

了老年、遺屬、殘廢者救助，以保障老人的生活，提供退休後最低生

活保障，而老年年金給付係基於平均所得，而不隨物價波動調整。1937
年的美國住宅法（U.S. Housing Act）對於老年住宅，予以特別協助建

築設計便於老年人活動、內部設備配合醫療康樂，租售價格較為低廉，

但以供有配偶之老年人居住為限，1961 年才修改為准許六十二歲以上

單身之老人亦可租住。1963 年訂頒心理衛生及低能法（Mental Health 
and Retadation Act）對老年患者改以療養方式或設立老年之家，在社區

中進行治療，以利復健。1960 年訂頒「老人醫療協助法」（Medical 
Assistance for the Aged），使貧苦老人透過社會安全法，獲得醫療協助，

1961 年第一次白宮老人會議，訂頒老人憲章立法行動具體方案，規定

六十五歲以上之老人如有需要可獲得一切免費醫療，係為醫療救助計

畫。1965 年訂頒老年、遺族、殘障保險（Old Age ,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對老人福利與服務，給予全面的考慮。 

    美國老年福利計畫，首推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但是全面性的

保障法案直到 1935 年「社會安全法」通過後，才有一個保障開始，為

說明美國的年金制度之內容，分別就其制度緣起以及政府籌措資金的

方式等部分說明。 

一、 制度緣起 

    從世界各主要國家實施國民年金制度的時間（附錄三）來看，美

國實施之福利政策時間相對較晚，較晚實施的主要原因為過去美國老

年人口比例較低，並且主張個人主義，以及強調經濟市場上的自由競

爭等，因此，政府遲遲未予介入，直至 1935 年通過「社會安全法案」

之後，美國的老人福利政策才逐漸受到重視，並至 1965 年間，陸續

對受雇者的老年、殘廢、遺屬與醫療問題，提供解決的制度，統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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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遺屬、殘廢、健康保險（Old Age, Survivor, Disability, and Health 
Insurance）。 

    以退休制度而言，目前美國的退休金制度包括國家社會安全法案

下的退休制度，民間企業的退休制度，以及個人退休帳戶制度等三種： 

（一） 美國社會安全法案之制度：此一制度產生是根據美國「社

會安全法案」所制定的退休金制度，政府對一般受雇者於退休

時，給付一定額老年年金，屬於基礎年金的社會保險制度。 

（二） 民間企業退休金制度：此制度是根據民間企業所辦的年金

計畫與職工福利計畫訂定而成，屬於職業年金的保險制度。 

（三） 個人退休帳戶制度：個人退休帳戶乃美國政府於 1981 年所

創立，是遞延課稅的退休金帳戶，並將相關規定訂定於「國稅

條例」第 401 條k款32中，故簡稱為「401(k)計畫」；大體而言，

個人退休帳戶制度係由企業員工將其部分的稅前薪資提存至

特定個人帳戶，提存者可掌控存款金額，並得自由選擇加入雇

主所規劃的投資組合；帳戶所有人暫時無須繳納存款與投資利

潤的所得稅，直到退休提領時才須付稅。 

    因為稅賦遞延可鼓勵儲蓄，促進資本形成，所以個人退休帳戶制

度有利於個人的保障與社會安全的維護，惟因此種制度的實施亦同時

會造成稅基流失。 

    其次是老人醫療制度，美國的老人醫療制度是由政府舉辦的「老

人醫療保險（medicare Insurance）」和「醫療補助」（medicaid），老人

醫療保險分為住院保險和門診保險兩種，及民間的各種醫療險所構

 

32 簡稱為 401(k)計畫；係由企業員工將其部分的稅前薪資提存至特定個人帳戶，

提存者可掌控存款金額，並得自由選擇加入雇主所規劃的投資組合。帳戶所有人

暫時無須繳納存款與投資利潤的所得稅，直到退休提領時才須付稅。由於未來年

老時所得較低，且享受較多的賦稅優惠，故退休時應繳的稅金相對減少。因為稅

賦遞延可鼓勵儲蓄，但同時造成稅基流失，因而美國國稅局每年均依照通貨膨脹

的變化，公佈不同的薪資扣除上限，企業員工提存金額不得逾越此一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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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住院保險的保險費若為年金受領者就可免繳，低收入戶醫療服務

經費是由聯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負擔。 

     醫療補助（medicaid）屬社會救濟體系，是一種所得直接移轉，

其或可稱為是對窮人的醫療補助。簡單來說，是以財富重分配達成對

於窮人的實際救濟（黃耀輝，1994：27），其種類可分為三大類： 

（一） 強制性需要者：一般而言，凡參與或領取各種社會救濟的

現金收付者，皆屬救濟對象，但是州仍有對於需要者的裁量權

力。 

（二） 選擇性需要者：州政府有權將未實際領取現金給付者，納

為有需要政府提供醫療補助的團體。 

（三） 醫療上有需要者：指有能力應付基本生活需要，但不足支

應醫療支出者，因此，這些團體通常需要通過州政府訂定的所

得與資產調查，而此所得資產標準又視家庭的大小而定。 

二、 政府負擔之財源籌措 

    美國之「社會安全法案」制度係採社會保險方式辦理，依受雇者

薪水之一定比率（雇主亦同）繳交之社會安全稅支應；因此，美國政

府對於公共年金的財務責任較為輕微。在社會保險制度的施行過程

中，財務的健全與否影響著推動的因素，由於社會安全制度的內容不

同，其財源的來源亦各有不同，茲分別說明如下述： 

（一） 社會安全法案制度：老年年金之財務來源主要為平時按受

雇者薪水之一定比 率所提撥社會安全稅（Social Security 
Tax），由受雇者與雇主共同負擔，政府只負擔資產調查的補

助。 

（二） 民間企業退休金制度：民間企業退休金制度中，其年金計

畫與職工福利計畫之財務來源，大多數是由 雇主全額負擔，

部分計畫則由受雇者與雇主按比例負擔，政府並未負擔費用。 

（三） 個人退休帳戶制度：在美國個人退休帳戶制度中，其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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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主要係採自願性質，工作者可依其個人需求自由選擇政府

核定之個人退休計畫，政府無權強制人民儲蓄，故其財務來源

為個人提存之金額，政府則未負擔任何費用。 

    美國「社會安全法」之立法精神，基於中央與地方分權之原則，

中央立法不能牴觸憲法，州立法不能牴觸中央立法，凡屬於全國性質

者，由聯邦政府主管，屬於地方者，由州政府主管，屬於全國性而地

方政府負責執行者，則由中央制定原則性之基本法，由地方政府依照

中央立法基本之原則，制定州法律或施行細則，故聯邦政府與州政府

均有高度之自治權，各州政府行政組織及職權劃分有充分之獨立性，

各級政府都能互相聯繫，已達到分工合作密切配合之原則。例如：老

年遺屬殘廢保險與醫院保險（聯邦保險）的社會保險計畫其主管機關

為聯邦政府，經費來源則是雇主、受雇者、自雇者負擔之特別稅，有

關社會救助計畫的的老人補助其主管機關為聯邦及州政府，經費來源

則為聯邦及州稅（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84：29）。 

以美國對於老人的醫療照顧與醫療補助來看，基本上，1965 年通

過的老年醫療保險是一項針對老人健康照護的計畫，而貧民醫療補助

則屬於貧窮以及失能者的健康照顧計畫，此兩項立法，乃係植基於政

府對老人與赤貧的公民的負有最低照顧責任之精神來的，是屬於正富

社會預算中應享權益33性質當中移轉性支出的項目之一，與福利救助

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大體而言，應享權益支出具有下列特徵： 
（一） 符合應享權益規定資格者，享有向政府收取補助權益金或

實物的權利；權益金或實物的多寡，另由法律明定之。 
（二） 政府有支付應享權益支出的義務，且無預算上限規定。 
（三） 任何具備應享權益資格的個人，若遭拒絕福利補助，依法

可以控告政府部門（鄭麗嬌，1999：124）。 

 
33 所謂的應享權益性質的支出，主要包括有：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老年 

  醫療保險（Medicare）、貧民醫療補助（Medicaid）、食物卷（food stamps）、家庭

扶助金（family support assistance，失依兒童家庭補助金，簡稱 AFDC）、所得 

  津貼（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與孩童營養費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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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者的受益者必須通過「需要檢定」，證明其所得資產低於政

府規定的標準，其後在 1972 年國會在度修正「社會安全法」，將醫療

照顧之實施範圍擴大適用於 65 歲的殘障者及慢性腎臟疾病者。 

然而，與醫療福利相關的福利亦有老人安養服務，美國的老人安

養服務可依其居住類型分為社區式的安養服務和機構式安養服務兩大

類，兩者區別在於是否提供醫護功能，在人員與經費編制上亦具有顯

著不同，前者不需要有醫療照顧責任，後者如養護之家（Nursing Home）
有二十四小時的輪值護士、兼職醫師、復健師、助理等，近年來有朝

向小型安養設施的趨勢，兼具家庭和機構照顧的優點。美國的養護之

家居民權利是由聯邦政府衛生教育與福利部門頒行的，為使得地區性

老人福利工作單位能據以執行，以保障老人照顧的品質，療養設施與

養護之家資訊的提供則由私立的非營利消費者團體提供，是政府與民

間合作督導安養服務的服務。除此之外，有關資源運用方面，除了醫

院資源的運用、屬於教育團體的老人大學或老人才藝工作坊、義工、

實習生的運用均是美國安養服務的一大特色（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992：38-40）。 

除了機構式的安養服務外，有關社區式的安養服務，主要目的是

讓老年人能夠繼續生活在社區，因此，諸多措施有：在宅服務、居家

衛生助理服務（Homemaker and Home-Health Aide Services）、住宅維修

服務（Housing Maintemance Services）、交通服務（Transportation 
service）、日托服務（day-care services），是為多元化的社區式安養服

務。 

三、 老人專屬行政體系 
    美國政府社會福利多偏向於老人的照顧，並成立老人局

（Administration on Aging，簡稱 AOA），於各州成立老人福利分支機

構，提供老人福利服務與活動，所以老人局為行政主管部門，統籌規

劃機構，協調老人福利政策、各項保險、救助服務的聯邦機構，其次

為州、地方、基層等四個層級，構成一個全面性的全國老人服務網絡

（the National Aging-Service Network），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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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1. Janet Black,Social Service For Older Adults and Families.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Departmen of Social Work,1994. 
2. Fernando M.Torres-Gil,the New Aging:Politics and Change in 

America.Westport:Auburn House,1992,p.56. 
3.轉引自吳老德，（2003：247）。 

圖 5-5  美國老人服務體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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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英國老人福利政策之啟示 

英國的社會保障制度是現今世界上歷史最悠久的社會保障制度之

一，其現行的社會保障制度包含社會保險、社會補助、社會救助、保

健服務、社會服務。社會保障資金來源、支出方向和行政管理三方面

內容構成英國社會保障制度的基本框架。即資金來源有個人繳費、雇

主繳費、財政預算、國民保險基金投資效益等四個管道；支出方向有

「全民保障」和「全面保障」；行政管理則由全國社會保障部門統一負

責。 

英國的老年年金制度於 1908 年開辦，年金給付並未按薪資相關原

則辦理，凡符合領取全額年金給付條件者，無論薪資高低，均享領相

等之給付。此外，近年來英國政府社會保障制度的調整和變革，主要

是透過鼓勵發展單位保險和商業保險、調整營運機製、項目實行支出

限額管理等模式，達到減輕政府負擔的目的。英國於 1946 年通過的「全

國保險法案」以及 1949 年的「國民救助法案」分別對老人提供所得維

持（老年年金）、健康保險以及急難救助的服務。 

英國的老人醫療服務方面，是以醫院醫療、日間照顧（day care）
及社區服務（community care）三者構成，由於在宅生活的老人約佔老

人人口的 90％，英國老人的福利制度，特別重視社區服務，1974 年曾

修改「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 NHS）即是結合

醫療機構和社區組織，以構成一個醫療福利的服務網（蔡宏昭，1989：
49-50），在此保障下，只要男性年滿六十五歲以上，女性年滿六十歲

以上的老人，均享有完全免費的醫療服務，直到 1970 年代以後，由於

財政困難，逐漸轉向民間服務。 

綜合上述看來，英國除了老年年金制度使得老年人有經濟安全上

的保障外，其對老人提供的醫療服務，亦叫其他國家為早在全民健康

服務的措施保障下，除了享有完全免費的醫療服務外，也包括了安養

照顧服務，英國的老人安養服務是以機構療養、日間照顧及社區服務

三者構成（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2：46-47），但是在宅老

人為全部老人人口的 90％，所以這部份特為重視。 



完善的社會安全制度仍需有行政體系來管理，基本上英國對於老

人福利的諸多政策在 1966 年以前是由年金暨國民保險部（the Ministry 
of Pensions National Insruance）及內政部（Home Office）來承辦管理總

的來說，1966 年後則合併成立了「社會安全部」，1968 年設立「健康

暨社會安全部」（Deo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簡稱

DHSS），所以英國現在國民年金與老人年金的主要管理部門為「社會

安全部」，如圖 5-4。此外，1940 年亦成立的「全國老人福利委員會」

（National Old Peioles’Welfare Council）以及 1947 年成立「全國老人

保護協會」，前者負責對全國慈善福利機構提供有關老人福利服務的消

息、建議和評鑑，以加強監督老人福利服務品質，後者從事有關老人

福利、需求的實地調查與研究，作為政策決策者規劃的參考。 

 

內閣（Cabinet） 

健康暨社會安全部（Department of 
Heatlth & Social Security）

健康部 
（Ministry of Health）

年金暨國民保險部（Ministry of Pensions 
& National Insurance）

退休（retirement
pensions）

其他短期給付

（short-term benefits）
疾病給付（sickness 

benefits）
失業給付 

（unemployment benefit） 

社會安全部（Ministry of Social Security）

寡婦年金 
（window's  benefuts）

依賴者津貼

（dependency） 
生育給付 
（maternity 

地區分部 

（regional branches） 
地區分部

（regional
地方辦事處

（local offices）

筆者參考：吳老德，（2003：240）編製。 
圖 5-6  英國社會安全部組織與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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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瑞典老人福利政策之啟示 

瑞典的老人福利在福利先進國家中，無論是提高老年生活的質或

量，是最為人所稱道，1913 年所實施的「國民老年年金」，其立法的

基本原則是給予所有老年人，不受有無繳納保險費的限制，且無論其

以前收入多寡，一律給予相同之金額，旨在提供老人維持基本生活，

並發揮生活保障之功能。以下就瑞典的年金制度以其歷史背景、制度

特色、緣起及政府籌措資金的方式探討之。 

一、 歷史背景 
    二次大戰後，瑞典比其他已開發國家更重視經濟安全與平等主

義，這兩個目標式瑞典二次戰後經濟社會制度設計的特色，通常被稱

為是經濟和社會制度上特殊的「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我們以

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來探討： 
（一） 政治面向 
     瑞典的社會民主模式，在社會民主的發展經驗中是十分獨特

的，依照 Esping Andersen 的看法，它具有幾項重要的特徵： 

1. 他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他北歐國家比較起來，是較為平順且漸

進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 

2. 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十分長，超過三十年以上，同時其所獲得

的政治支持比率   也十分高，平均高達四成以上，顯示其強大

的政治影響力。 

3. 瑞典的政黨與階級之間有十分強的聯繫關係，資本家多支持保守

主義政黨，小雇主則支持介於自由與激進間的政黨，工人（特別

是藍領階級）則多支持社民黨。 

    綜此，瑞典常常被認為兼有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

體，由於社會民主黨執政提出的經濟制度，常被視為介於兩種模式之

間的特殊混合體，這種混合的經濟計劃被視為「中庸之邦」（the Middle 
Way），這也是社會民主黨能執政四十多年的因素之一。 

（二） 經濟面向 



    戰後社會福利政策模式的興起，就總體經濟面來說，與凱因斯的

經濟學說有密切的關係，他認為市場經濟的自然調和是有其限制的，

因而強調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張全面調整消費、儲蓄與

投資的關係，以創造有效需求。一般而言，凱因斯十分重視所得崇分

配的重要性，他認為社會保險制度是所得重分配的良策，也是政府管

理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措施。其政策架構的流程大致如下： 

政府提供貨幣       刺激民眾需求上升 + 稅收       刺激生產 

   滿足 + 合法性 

（三） 社會面向 

     勞方、資方高度合作，這可追溯到 1938 年，瑞典總工會（LO）

與雇主聯盟（SAF）的「莎堡協議34」此協議成為總工會與雇主聯盟間

合作的象徵，中止了半世紀以來劇烈的勞資衝突，建立了新的遊戲規

則，也代表瑞典工業和平的來臨，成為「瑞典模式」的基石，也使二

次戰後瑞典少有罷工的事件發生。 

二、 制度特色 
瑞典的於 1913 年實施的「國民老年年金」制度，其淵源於 1884

年自由黨提案要求任命一個委員會，研究有關勞工安全與社會安全的

議題，該法並非普及式保險，而是依資產調查的給付制度，於是 1935
年通過「基本年金法」，凡六十五歲以上老人、身心障礙者均可領取年

金給付，始為普及性以及強制性的老年年金制度。瑞典年金制度源於

1962 年的「國民保險法」，其中社會行政保險由中央行「衛生與社會

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Affairs）主管，衛生部的責任的領域和社會

事務與社會福利有關，包括︰金融安全，社會服務，醫學和保健，健

康提升等。年金保險的中央主管機關是「國家社會保險委員會」（the 
National Social Insurance Board），負責監督管理各區域社會保險局，所

以亦是統一行政機關。其年金制度分為三大體系，第一層是基礎年金，

屬於定額的年金給付；第二層是國民補充年金，屬於與薪資相關的保

障體系；第三層是勞雇雙方協約所提供的企業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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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視全面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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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與老人醫療保健有關的醫療服務體系，瑞典的老人醫

療福利體系是由老人科中心（Geriatrics Center）、醫護中心（Care 
Center）、醫療中心（Medical Center）及社會福利機構所組成（圖 5-7）。
所以觀察其制度的特色，瑞典社會政策具有「高度中央集權化」的特

徵，這些特徵如下： 

（一） 工業民主──高度合作的勞資雙方 
     勞工力量乃是「瑞典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不但提供

政治支持，使社會民主黨得以長期執政，同時也促成了勞資關係的改

變，使社會更為平等與團結，我們可以從下列指標來說明瑞典的工業

民主，由 1946 年到 1976 年的平均統計值：在瑞典工人的組織比率為

71％，是歐洲國家中的前茅；工人支持社會民主黨的比率為 43％，若

是只看藍領工人時，支持率更是高達七成五以上，由此可見，工會被

攏絡到政治行動中，而愈來愈不重視工作條件及薪資問題，反強調就

業與社會安全的一般經濟問題。 

（二） 財富重分配──高稅率 

   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將實現平等分配做為期綱領的重要目標之

一，該黨在綱領中明定，國民收入應在個人、社會階級、集團與地區

之間平等地進行分配。二次大戰之後，其政府便實施下列政策：收入

來源中斷、收入不足的失業者、殘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過失業津貼、

養老金、兒童補助、孕婦津貼與其他形式得到社會保險金，六○年代之

後，更是全面擴大福利措施，包括健保、住宅政策等，使其成為全民

的基本權利。 

（三） 政府強烈干預 

   瑞典有 90％的企業是民營的，但是政府積極介入經濟生活的分

配，特別是提供每位國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照顧，如：生育補助、

免費教育、醫療保健、失業保險、有籌的職業訓練，以及優渥的退休

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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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瑞典老人醫療服務系統圖 
資料來源：吉田壽三郎著，（1987：61），東正德譯，《高齡化社會》。 

（四） 充分就業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業作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形成了一套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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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勞動市場政策，從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 Ο年代的「人人有

滿意的工作」，一直到八 Ο年代，發展出「培訓夕陽工業，解雇勞工

新技術」，成功地移轉近朝陽工業，而不再是消極地補助夕陽工業以保

持就業。 

三、 政府負擔之財源籌措 

    瑞典養老制度包括基本年金和附加年金，約為退休前工資的 70
％，在 1976 年前社會福利和保險的經費主要來自各級政府，1976 年

後政府的補助部分大為減少，但法律規定由雇主代雇員繳納全員保險

金和保險費中的 40％，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補貼分別佔了 24％和 28
％。 

伍、 德國老人福利政策之啟示 

德國社會保障制度的確立迄今已有一百多年的歷史，其制度緣起

於十九世紀八○年代，德國俾斯麥首相為了抗衡日益高漲的工人運動，

並向社會民主黨爭奪群眾，採取了恩威並施的政策，這項政策的重要

內涵是運用德國各地自發發展起來的用於養老、疾病等方面的工人互

助補助金，繼德國之後，西歐各國相繼效法普遍為勞工階層建立了一

些保險福利政策。 

  德國社會保障體系包羅萬象，但是其中最重要者，包括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以其他社會福利政策三大部分，社會保險是社會福利制度的

核心，為健康保險、職業災害保險、年金保險、傷殘保險、死亡保險、

失業保險等，其中較為主要有失業保險、年金保險、健康保險等，是

建立社會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柱。社會救助則是針對國家與社會遭受自

然災害、意外事故與生活貧困者提供實質的援助。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建立德國社會保障制度的基本原則有三項︰ 

一、 社會保障要有利於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 

二、 社會保險要保持在收入與分發的合理範圍內，以維護經濟效率

與社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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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保障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合理分擔，其將社會保障

視為一個維護社會穩定的過程，並將國家提負的社會保障任務與

每個人其能力自主決定的義務分開。 

年金保險（Rentenversicherung）方面是建構社會安全體系中使人

民獲得終老時生活上的安全保障，年金以社會保險的方式辦理，1889
年德國俾斯麥（O.E.L.Bismarck）的社會政策制定了「殘障及老年保險

法」，以十六歲以上工資勞動為投保對象，在年齡達七十歲以上，支付

年金給付。德國養老保險的目標在於養老金是以保障退休者的生計，

維持其購買力，其養老保限制度是法定養老保險、企業補充養老保險

和私人養老保險三大支柱，其中，法定養老保險的涵蓋面較廣，包括

了一般的年老養老金、就業能力喪失養老金、遺囑養老金，原則上所

有雇員都是法定養老保險的義務參保人，資金來源是雇主與雇員繳

費，費率則採用根據實際需要一年一定的辦法，國家亦會補貼部分。 

支另外，德國健康保險承保機構為「健康基金會」，有分為法定健康

保險（di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簡稱為 GKV）與私人健康保

險（die 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簡稱為 PKV）。投保法定健康保險

的義務人為雇員、法定年金保險的領用年金者、失業者、接受失業補

助者、學生、在職進修者、農林業從業員及其共同工作之親屬、部份

自雇業者、受長期照護者，具有強制的性質，無投保義務者則可以自

由選擇投保法定健康保險或是私人健康保險（吳佩真，2003：80）。所

以德國的年金保險與健康保險是依職業類別不同而設立，健康保險是

亦是如此。 

第三節   我國老人福利實施之研討 

老人經濟保障主要有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津貼三大體系，

社會保險指的是政府推行社會政策，採用強制方式對於全體國民或是

多數國民遭遇生、老、病、死、傷、殘及失業等特定危險事故時，提

供的最低收入安全及基本醫療照顧的一種社會福利措施；社會救助即

是國家以稅收來救濟貧民，是屬於一種非繳費的福利制度，目的僅在

維持國民最低生活水準所需的所得，也稱為公共救助（ pub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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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或是國民救助（national assistance）；社會津貼則是為達成

某一目的，對於所認可的特定對象，提供定期性或一次性的支付現金

或實物等定量分配，上述三大體系為老人的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其中

關於老年年金的定義是指被保險人加入保險滿一定其間而達到一定年

齡，或依法退休時所發給的定期性繼續保險給付，以保障老年退休後

之生活的終身年金保險採取社會保險方式。 

從目前訂頒之老人相關法規而言，服務對象仍是以低收入為主，

而服務項目則以機構居住、安養和經濟扶助為重點，就台灣老人需求

而言，以「醫療保健」與「經濟安全保障」是主要的兩項，近來休閒

活動也趨向於重要。再論本文所列出的五個先進國家中，在老人福利

實施方面，已建立三大體系的國家有美國、英國，而我國僅有兩大體

系，即是由雇主所提供的退休基金、政府所補助的部分職業養老給付

保險以及近年實施的老人津貼，制度均不夠健全，隨著工作化和都市

化的發展，家庭的保障逐漸式微，老年經濟安全保障若再依賴老年退

休前的私人儲蓄與家庭成員的支持，恐無法為老年生活帶來保障，因

此，必須建立制度化的社會保險，方能保障老年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安

全。 

在全球均面臨人口結構老化的潮流中，實施老年年金制度已成為

世界各國的共同趨勢，根據美國社會安全署（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簡稱 SSA）,於 1997 年出版之「世界社會制度要覽」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1997）中指出，1997
年全世界實施社會安全制度的國家共有 172 個，其中提供老年、身心

障礙、遺屬給付者，共有 166 個國家，可見得各國均積極建立社會安

全制度，且朝向年金制度，以保障老年之經濟生活，卻也面臨了財政

的沈重負擔，觀諸先進國家對於老年福利的計畫、政策與實施之啟示，

可提供我們借鏡與規劃參考。 

壹、 日本老人福利實施之啟示 

    去年十一月號時代雜誌日本版中，登載了一項消息：家住九州鹿

兒島的本鄉鎌戶不幸過世。這位高齡一百一十六歲的老奶奶當時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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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高齡的人瑞，自她過世後，將這項金氏紀錄寶座讓給另一位同樣

來自九州的日本女性─川手美都代。如上所述，日本社會由於社會生

活、醫療水準的不斷提升，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高的國家，男

性平均為 77.01 歲，女性平均為 83.59 歲（大連市民政局，2005），日

本自實施老人福利政策及「老人福利法」至今，發展數十年，雖然社

會經濟不斷變化，但是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得到了發展和充實，

社會福利保障制度的宗旨和政策並沒有隨之產生變化，仍然拘泥於救

貧、扶貧的框架。 

日本人普遍比全球其他地區的人更為長壽，國民平均壽命高達

81.6 歲，然而對日本來說，長壽鄉的美名儘管代表生活環境與素質提

升，不過卻也帶來與日俱增的社會壓力；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國民整

體醫療支出增加所帶來的沉重負擔。由日本經驗觀察，老人照顧服務

因為醫療支出龐大，本身亦出現了相當大的變化，1997 實施「介護保

險法」以來，儘管 1999 年老人醫療費用仍占國民全體醫療費用的比例

達 38%；不過比起先前老人醫療費用年增率高達 10.5%的情況，國民

整體費用成長漸漸受到控制（生技時代雜誌，34 期，）因此，以預防

保健、輔助醫療為主軸的「老人介護保險」政策，不但提高了老人們

的生活品質，對於抑制醫療支出膨脹效果亦相當明顯，相當值得具有

高齡化壓力的其他國家參考。 

1998 年日本中央社會福利審議會、社會福利架構改革分會提出了

《有關社會福利基礎架構變革》的總結報告，指出了日本的社會福利

政策正在發生變革，闡述了這場變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變革的理念

及方向，為了解決醫療問題所帶來的龐大支出，2000 年開始實施「看

護保險法」，將過去實行的全額公費的老人福利和由醫療保險、公費負

擔的老人保健制度一體化，將老人福利與老人醫療的綜合利用，使得

福利服務和保健醫療服務在申請手續、費用負擔等方面都將實現根據

使用者的意願，選擇享受看護保險的新體系，為由看護保險費加公費

負擔的看護保險，看護保險的對象一是 65 歲以上的人可以成為一等被

保險者；二是加入醫療保險的 40 歲至 64 歲的人可以成為二等被保險

者（大連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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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改革了現行的老人福利、老人醫療制度，導入了社會保險模式， 
即這樣不僅可以做到使用者享有選擇權，而且可以解決由於高齡住院

帶來的醫療難題，可以預測，在日本看護保險制度的實施之後，隨著

需要看護的高齡者的增加以及看護服務項目的充實，社會整體的看護

費用會逐步增大。但是， 看護保險制度的實施將不會加大國民個人的

負擔，因為看護保險的服務費用，現下是透過老人福利制度和老人保

健制度來負擔的。隨著新的制度的建立，老人保健制度中的醫療保險

轉移到看護保險中，相應地減少了醫療保險的負擔。透過看護保險制

度，可以減輕需要看護的本人及家屬的費用支出。同時，由於看護保

險費用的 80％以上是由公費和醫療保險費支付的，各市、鎮、村徵收

的高齡者保險費占全體費用的不足 20％，所以看護保險制度的實施也

將不會增大地方財政的負擔。 

再論日本的養老金制度最早始於 1941 年。老年、傷害及死亡時家

屬或本人可以領到養老金。加入養老保險後，連續 20 年交納保險費的

人，滿 55 歲後，每年可以領到相當於三個月工資的養老金。二次大戰

結束後，這項養老保險制度擴展到普通工薪人員，隨後日本又制定了

個體營業者參加的國民養老保險制度。到 1961 年，幾乎所有參加工作

的人都參加了某種養老保險制度，從而實現了全民保險制度。從 1961
年 4 月開始，日本實行的「國民年金法案」規定，20 歲以上未滿 60
歲的日本國民，必須強制加入國民年金，實施之初是以民間上班族為

對象的厚生年金、以公務員等為對象的各種共濟組織、以自營業者、

農漁民等為對象的國民年金等項目各自獨立運營，但這種分立的體制

隨著產業結構、就業構造的變化，財政基礎趨於不穩，無法謀求長期

性的安定，進而產生各制度間給付與負擔的不公平，於是 1984 年 2 月

內閣決議「公營年金制度整體一元化」，基於此一方向於 1985 年修正

制度，首先實施全民共通的基礎年金制度，將公營年金制度的基礎部

分予以一元化。同時給付高於厚生年金、各共濟年金的薪資比例年金，

重新整合雙重給付制度，到了 1989 年，自營業者等也和厚生年金、共

濟年金一樣適用雙重給付制度，國民年金基金制度乃趨於完整，並於

1991 年 4 月正式實施。 



 202

1961 的「公共年金」制度的架構，其年金給付所需費用，基本上

是以社會保險費的方式向投保人收取。日本實現此一「全民年金」體

制至今已有 40 多年歷史，公共年金觀念已深入國民之中，是日本國民

的老年生活不可或缺的存在，且成為日本人年老後所得的主要部分，

發揮了其對高齡家庭生活支柱的重要功能。然而其「公共年金」制度

的特徵是「各世代間的互助」制度，它形成了國民間的連帶意識、和

其他社會保障制度共同消除了社會的緊張、成為維持安定的根源。 

日本的養老金保險制度是社會保障制度的核心，它主要包括三方

面的內容︰退休金、傷病養老金和家屬撫恤金。在現行的養老金保險

制度體系中，既有政府承辦的公共養老金，也有企企業所有人辦的企

業養老金，還有個人自行投保的個人養老金。日本的養老金制度由國

民年金、厚生年金和共濟年金等組成。其中，日本政府管轄的養老保

險主要由兩大部分組成。一是由擁有 5 名職工以上的企業參加，以行

業或大型企業為單位組成的「厚生年金」。加入該養老保險每月應交納

的保費為月工資的 13.6％，由企業和職工本人各交納一半。二是由農

民、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以及 20 歲以上的青年學生為主體參加的

「國民年金」。  

其次，日本的老人醫療福利政策方面是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提供老

人的醫療服務，其醫療保險制度包括有：健康保險、國民健康保險、

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保險、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保險、私立學校教職

員共濟組合保險、船員保險等。同樣的由於醫療費用的激增，以產生

了醫療保險財政的惡化，從 1981 年一般勞工適用的「健康保險」中，

老人加入率為 2.7％，但是醫療支出卻占了該保險的 12.5％；而「國民

健康保險」，老人加入率為 9.8％，醫療支出亦占了該保險的 30％來看

（健康保險組合聯合會編，﹤社會保障年鑑﹥，1985：148-149），顯

現了醫療保險財政的入不敷出，為了解決此一問題，日本政府乃於 1983
實施了「老人保健法」，即是將凡七十歲以上的被保險人和被扶養家屬

以及六十五歲以上經地方首長認定的殘障老人，列入此項保健法的適

用對象，其經費來源是中央政府負擔了 20％，省縣政府負擔 5％，市

鄉村公所負擔 5％，另外的 70％則由各種健康保險負擔，解決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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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的 30％負擔；同時老人的門診每個月必須自行負擔部分，除了特

別的理由，經地方首長之認可才可申請減免。除此之外，亦有相關老

人保健措施，如：健康紀錄卡、健康教育、健康檢查、機能訓練、訪

問指導、中老年人病預防等。 

還有一項就是日本的老人安養服務，1972 年厚生省公共衛生局設

置了「老人保健福利部」，將日本老人福利服務導向幾個面向發展： 

一、 服務內容由機構服務轉向在宅服務。 

二、 服務對象的選定由所得條件的限制轉向特定需求認定的限制。 

三、 行政體系由保健醫療與福利服務的分立轉向兩者統合。 

四、 服務主體由政府轉向民間，協助民間推動銀色產業。 

五、 服務的目的由依賴保護轉想自立更生，以補充公共設施與服務

的不足。 

日本公營的老人服務機構種類很多，以服務對象來區分，大約分

為養護機構、特別養護機構、公費安養機構、自費安養機構四種，區

別如下： 

一、 養護機構：六十五歲以上老人因為經濟和身心障礙的原因，無

法在自己家中正常生活者。 

二、 特別養護機構：六十五歲以上老人身心障礙較為嚴重者，但是

並未考慮經濟因素。 

三、 公費安養機構：低所得老人，因為家庭環境或是住宅狀況，難

以在家中生活者。 

四、 自費安養機構：分為公立公營、公立私營、私立私營三種，因

為日本的個人所得普遍居高，加上退休後的年金制度領取，因

此甚為普遍。 

日本老人的在宅服務，由於文化因素的影響，通常與社區緊密結

合，服務對象為因為殘障或是傷病而無法從事正常生活之六十五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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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老人家庭為主，提供在宅服務與短期照護；服務的內容為飲食、

洗濯、修補、掃除、購物、外出及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等；服務的經費

為中央、縣、市各負擔三分之一。在 1982 年 9 月之前對於服務對象僅

限於低所得家庭提供免費服務，1982 年 10 月以後則開放於一般所得

家庭也提供，但是需要付費。 

日本老人的在宅服務中短期照護措施分為短期介護與日間照顧兩

種，前者是提供養護機構的空床給予七日以下的照顧，後者則有專屬

的日間照顧中心負責，但是兩者均是市政府指定或是委託相關機構辦

理。 

以上為對日本老人福利政策的變革趨勢進行的分析，儘管日本政

府部門還在對社會福利基礎架構改革的問題進行不斷的討論，但是維

護尊嚴與自主的老年，為目前已開發國家實施老人福利政策追求目

標，亦可為我國老人福利政策實施的啟示。 

貳、 美國老人福利實施之啟示 

   美國社會安全福利制度創立于 1935 年。由美國聯邦政府衛生教育

福利部主持，實施數十年來，這一制度已為美國人廣泛接受，並成為

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制度草創之初，僅限於保障部分工

商界藍領工人及其家屬的利益，1939 年增加規定，勞動者如死亡，其

遺屬可以領取社會安全金；勞動者退休后，依靠其撫養的家屬也可以

領取社會安全金，該制度自創立以來，歷經多次改革，內容不斷補充

和更新。 

1950 年，社會安全保障的範圍擴大到部分小店主、大部分省市公

務職員、農場雇員、武裝部隊人員和教會人士。1957 年 7 月首次發放

了「殘廢保險利益金」，勞動者因完全殘廢而無法掙取收入時，可獲得

保障。1965 年制度再度擴大，創立了「聯邦保健」，對於 65 歲以上的

老人給予醫院保險和醫療保險。1972 年美國又立法規定，社會安全福

利金隨著生活費用的提升而自動增加。保障範圍較廣，包括醫療服務、

殘廢保險、退休及生理殘障人子女教育補助金、社會安全福利金、失

業救濟金以及對低收人家庭子女的津貼、對失業者的工作訓練補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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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童營養等（徐苗，2004：25）。為此，美國聯邦政府全國總預算中

的福利預算數目頗為可觀。雷根總統上台後，大事削減聯邦各部門預

算，社會福利預算自然也在削減之列，因而相應有所減少。 

    美國老人年金制度採薪資相關制， 提供薪資相關年金35，美國的

養老金以四種形式出現︰政府退休金、基本養老金、福利養老金和儲

蓄養老金，說明如下： 

一、 政府退休金由政府向各級政府退休人員提供。他們只占美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的 8% 。政府退休金較為豐濃，領取者大體上

可維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準。 

二、 基本養老金是由政府向剩下的 92%的 65 歲以上的美國老人提

供的。這部分養老金的發放標準是︰如果退休者退休前的收入

在平均水準以上，其退休後每月領取的基本養老金約為其原收

入的 42%；可維持中低生活水準。 

三、 福利養老金是大企業的雇主向雇員提供的，完全由雇主出資。 

四、 儲蓄養老金是中小企業雇主向雇員提供的，其原則是自願參

加，資金由雇主和雇員各出一半。 

以老年遺屬與殘廢健康保險來看，其具有五項特色： 

（一） 與工作、薪資相關，係為因為勞力而得到此項權利。 

（二） 不需要調查經濟狀況，政府鼓勵儲蓄，避免侵犯人權。 

（三） 需要繳納保費，不用政府撥款補助。 

（四） 具有強制性質，為其經濟的基礎。 

（五） 法律中明白規定權利，減少行政的自由裁定。 

參、 英國老人福利實施之啟示 

    工業革命時，機器代替手工生產，造成農業生產凋蔽和手工業生

 
35即年金給付金額與薪資高低相關，但不一定是等比例的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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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的普遍失業，貧民數量增加，後經學者調查，認為「貧窮」與「老

年」有連帶關係，非個人過失，而是社會的共同責任。另費邊社積極

鼓吹社會改革運動，風潮激盪，使得二十世紀初，英國政府不得不負

起社會福利服務的責任，積極辦理福利措施以保護老年及貧困者的生

活。 

英國年金制度採雙重保障制，提供兩種老年年金，一種為定額年

金，保障基本需要，一種為薪資相關年金，視薪資高低提供不等的年

金。 

英國的老人醫療制度是以醫院醫療、日間照顧（day care）及社區

服務（community care）三者構成，當中在宅活的老人約占老人人口的

90％，英國的老人福利制度，特別重視社區服務，1974 年的「國民健

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 NHS）即是結合醫療機構和社

區服務，構成一個醫療福祿的服務網，凡是男性年滿六十五歲以上，

女性年滿六十歲以上的老人，均享有完全免費的醫療服務。 

其次，一般的醫院均設有老人科，接受老人的醫療檢查以及治療，

有需要長期療養者則有介護病房與長期療養病房；不住院治療的老人

亦可定期前往醫院附設的日間醫院（day hospital）接受檢查、復健、

入浴、理髮、洗衣等服務。同時亦有短期養護（short stay）、庇護住宅

（sheltd housing）、在宅服務員（home Helper）為老人服務、老人的健

康訪問、日間照顧中心等。其中老人的健康訪問是由家庭醫生、保健

員、訪問護士、社會工作員等專業人員共同組成的「基層保健服務隊」

（primary health care team），由各地區家庭醫生共同開設的「保健所」

（health center）為健康訪問的據點，「保健所」的醫生除了提供醫療服

務外，必要時得要求有關機關提供飲食服務或是在宅服務員；日間照

顧中心（day care center），亦會有專車接送老人至該中心享受各種服務

（蔡宏昭，1989：49-50）。 

此項醫療服務網本為政府所提供，由於 1970 年代以後政府財政困

難，因此逐漸由政府轉向民間服務，家庭責任即逐漸受到重視，亦發

展成為社區內服務，可見證於英國政府在 1976 年提出「做個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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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Good Neighbour）以及1981年提出的「協助老人」（growing older）
強調非正式的志願服務以及社區內服務（in community service）。 

肆、 瑞典老人福利實施之啟示 

    瑞典的社會保障被評價為「從搖籃到墳墓」的高福利國家保障制

度，幾乎無所不包，瑞典公民年滿六十五歲即可領取全額基本養老金，

年滿六十三歲可以領取養老金的 94%，而且無需繳納任何費用，也無

需經過收入情況調查，貧富一視同仁，雇工和雇員不需繳納保險稅，

政府負擔基本養老金費用總額的 55%。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來源是稅

收，這一政策不僅為瑞典公民普遍提供了基本的保障，而且其中社會

再分發的部分也明顯地高於其它西歐國家。在瑞典，男女退休年齡均

為 65 歲。65 歲以上的老年人的收入來源，主要靠養老金，養老年金

由三部分組成︰即基本養老金，附加養老金和部分養老金，說明如下： 

一、 基本養老金向所有 65 歲以上的瑞典公民（包括從未參加過上作

的家庭婦女）提供，根據瑞典全國退休金法案規定，所有 65 歲

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從地方社會保險部門領取一定數額的養

老金，而不論他們退休前的收入水準如何。 

二、 附加養老金向所有退休者提供，退休者退休前年資有長有短，

原收入有高有低，因而得到的附加養老金有多有少。一般是以

過去 30 年中收入最高的 15 年進行評算。 

三、 部分養老金是指年滿 60 歲的人可以要求減少工作時間，並能領

取因工時縮短而減少的收入補貼。上述三種養老金的支付基本

上不受通貨膨脹的影響。 

  一般來說，瑞典人領取的養老金相當於其原收入的 70%，但瑞典

的養老金必須交納所得稅，瑞典養老金的來源，全部由雇主支付。根

據法律規定，瑞典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每年除支付職工工資外，

還得向社會保險部門交付占職工工資總額 37%的保險金，其中 20%用

於養老金。實行這種模式的國家，還有英國、加拿大、澳洲、紐西蘭

等，是實施範圍較大的另一種社會保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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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福利國家型養老保障制度，它是這些國家借助於財政經濟政

策的調節作用，來保障老年人的生活安定，緩解社會矛盾的主要措施。

其特徵主要是養老金支出由國家財政負擔，公民個人不交納或交納低

標準的養老保險費；貫徹“普遍性”原則，保險對象涵蓋全體國民，保

險項目多，包括「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生活需要，保障水準也較高；

保險費用主要來自國家稅收，實行「現收現付」辦法；即當年徵收的

稅收，用於支付當年的社會保險開支，沒有累積。福利型的社會保險

制度，雖然收到了保障生活的作用，但是，高福利、高消費，也造成

了福利費開支太大，國家財政不堪重負，難以為繼。 

瑞典模式福利國家並非刻意根據某些大規模的設計有計畫形成

的，而是從 1940 到 1960 年代屬百種經濟發展個別決定逐漸形成的，

直到 1960 年代中期才發展出與其他西方國家不同的模式。然而也正因

為瑞典模式，所以付出的社會成本非常巨大，1970 年以後，瑞典由於

每人國民平均所得逐漸下滑，面臨了經濟穩定、效率以及成長等經濟

危機以及社會民主黨合法性的政治危機，加上高失業問題、政府財政

赤字過大，均造成政府刪減社會福利支出。其福利實施之啟示方面，

在老人福利制度的缺失上，包括有福利支出、公部門赤字、過度保護，

論述如下： 

（一） 福利支出方面：因為主要是福利制度仍無法避免貧窮的困

境，無論是疾病津貼、社會救助、單親家庭經濟扶助等制度

上，都與道德危機及福利欺騙問題有關。 

（二） 公部門赤字：瑞典經濟上最大的問題，乃在於預算赤字，

即經濟成本逐漸超過其經濟能力，公部門的支出由 1950 年佔

GDP 的 25％到 1992 年佔 GDP 的 70％，而補救之道則為提高

稅率，但高稅率所引起的後遺症，則為影響勞動者的工作動

機，降低生產利的成長，而形成長期的失業，惡性循環又影

響了經濟的成長。 

（三） 過度保護：由於瑞典的福利政策十分完善，對人民而言，

是一種從出生到死亡的照顧，因而引發人性中怠惰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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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過度的保護，不但造成政府支出龐大負荷，另一方面，

對社會進步也是一種障礙，導致缺乏勞動彈性，直接加社會

福利成本。 

伍、 德國老人福利實施之啟示 

    德國統一後，主要政治、經濟、社會制度大都依照原聯邦德國的

體制實施，為了適應統一後的社會狀況，其公共年金制也有一連串的

調 整 ， 首 先 ， 1989 年 通 過 了 「 一 九 九 二 年 年 金 改 革 法 」

（Rentenreformgesetz 1992），將其內容中的年金領用人、保險費繳納

者及聯邦政府三者間的負擔重新分配，另一項重點則是在年金計算

上，將以往的全有或全無原則（Alles-oder Nichts-prinzip）改為以總績

效模式（Gesamtleistungsmodell）來計算為繳交保費的時間，並且將因

為養育子女或是居家照護而造成的年金權利上之損失納入年金權利的

考量範圍內（呂坤煌，1994：45-48） 

    德國養老保險金的來源，主要是投保者及其企業交納的保險金，

以及小部分是政府提供的財政補貼，德國的養老保險實行的是多交

費，多受益的原則。在職時交保險費越多，退休後領取養老金也越多。

因此，在計算養老金時兩個原素最重要︰工資高低和投保時間的長

短，工資越高、投保時間越長，到退休時領取養老金也就越多。 

第四節   我國老人福利績效之研討 

隨著社會經濟體制和價值觀念的急速變化，傳統家庭模式的逐漸

解體，老年人口群體的文化心理和價值系統也在發生變化，他們需要

長壽健康、知識與價值肯定，除了身體健康的需求外，也需要得到精

神上的尊重與尊重，多方位的過其老年生活，一般認為老年人生活的

基本需求包括了經濟需求、健康及醫療保健需求等。 

    目前國內現有老年經濟安全制度，主要分為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

兩大體系，雖然公務人員保險與勞工保險中都有老年給付的規定，卻

僅有人務人員可以選擇領取月退休金或一次退休金，獲得保障較為周

全。相對地，勞保的老年給付採一次給付方式，不僅給付金額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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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造成退休勞工運用不當致老年給付耗盡，或因通貨膨脹而使給付

金額逐年貶值。而勞基法雖有退休金給付的規定，但實際上提撥退休

準備金的事業單位比例偏低，勞工領不到退休金者居多。 

    而在社會救助方面，主要為「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以民國

九十三年（2004）度來說，九十三年（2004）底合格中人數 692,954
人，占全部老年人口之 32.22％，具原住民身分，年滿五十五歲至六十

五歲未滿者：開辦至九十三年（2004）底，受益人數計 20,360 人；九

十三年底合格中人數 18,503 人（表 4-14），就算是廉低收如互一起計

算，總數約為七十萬人，這些事實，說明了目前的社會保險與社會救

助體系不足以保障多數老人的經濟安全。 

為解決社會與經濟變遷下生活保障問題，老人經濟安全之繼續性

定期給付，在西方工業化國家從十九世紀之公共年金（法定年金）開

始，到二十世紀中期已大致完備，在制度實施類型上，因為各國政治、

社會、意識形態、歷史文化傳承等因素各不相同，制度也不盡相同，

但大致可分為社會保險制、強制儲蓄制及課稅制，三者對保障老年經

濟安全各有優劣。 

但自德國 1889 年制訂了舉世第一個年金保險制度以來，歐洲先進

國家紛紛起而效尤，屈指算來，老年年金制度已有百年歷史了，此期

間各國人口、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均有甚多的改變，間接的也影響

到各種社會保險以及年金制度的發展，究竟要如何改革才能使社會福

利制度更公平，財政如何籌措與分配能收到最大效益，這都是一大挑

戰與問題。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老年社會保障是各國建立的社會

保障體系中首要內容，各國養老保障制度的實施及籌措資金的模式各

有特色，可借鏡之處有以下幾點︰ 

壹、 先進國家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一、 日本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日本養老制度中，因為文化背景相似，老人多希望在自家中居

住，其安養服務可為我國的參考，一是行政體系十分統一，在中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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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省（衛生福利部），轄下設老人福祉課、老人保健課、保護課，

其內部與之配合的單位有公共衛生局、醫務局、保險局、年金局，另

有相關的大藏省、文部省、勞動省、建設省等（圖 5-2）；其健康保

障、所得保障和福利服務均在同一個體系下規劃，有助於資源的統一

運用和政策推動。第二以在宅服務為主，強調家庭觀扶養親屬的責

任，在輔以機構安置，減輕其扶養親屬負擔，其付費制度與提供服務

的內容頗為實際充實，且依所得狀況收取費用，十分具有福利社會化

的功能。第三鼓勵民間企業投資新建老人介護措施頗值的參照。 

日本現在大多數老人的經濟保障主要是靠年金，其中70%的老人

其所得收入的一半來自公共年金（國民年金與厚生年金、共濟年金等

綜合給付），老人因此享有多種所得扣除額的優惠減扣，公共年金給

付實際上幾乎課不到稅，醫療保險制度中，七十歲以上的老人保險費

免繳之外，診療費的自付額遠比其他年齡層低，而老人醫療費的支出

卻是其他年齡層患者的五倍，即是現行的制度不論貧富，將老人視為

弱者的情況也存在（日本法研，2001：40-45）。 

另外，「介護保險法」於1997年12月成立，1997年版的《厚生白

書》明示：隨著高齡化的進展，可以預估長期臥床或痴呆的老人必然

急速增加，加上老人照護工作的長期化，獨居或是老夫婦家庭的增加

以及婦女就業的增加，因而福利政策也轉而為社會化的照護體制，以

彌補日益減低的家庭照護功能。 

根據「介護保險」的設計，讓有經濟能力的65 歲老人和長期照

護高危險群的40-64 歲以上中高年者共同負擔「介護保險」財源的一

部分，一方面為了藉此紓解健保組合、政管健保以及國保等醫療體系

為支應老人醫療所引發的財政危機，同時也安撫企業界因提撥保險費

支應「老人保健制度」，以致造成各醫療保險體系財政赤字連連而極

端不滿的情緒。 

至於公費負擔，「介護保險」成立前，長期照護福利政策時的公

費負擔是50%，「介護保險」實施後，政府仍得負擔一半經費，比例

上政府並沒有因此而減輕負擔。  但是「介護保險」的實施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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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遏止「社會性入院」的歪風，倒是可間接減輕政府投注於醫療方

面的預算。直到2000 年4 月1 日起，介護保險如期實施，2001 年1 
月1 日開始，老人保健制度的自付額也提高到10％，與介護保險的

收費制度相呼應，目的在導正老人於捨棄「介護」而就「醫療」的

習慣，減輕醫療資源的浪費（李光廷，2001：103）。值的一題的是

1970年修訂的日本政府在保障老年人利益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值

得借鏡： 

（一）養老保險：日本的年金保險法在 1973 年與 1985 年曾進行了兩

次較大的修訂，1973 年主要是引進新的思考和評價方式，即保

險金的支付水平與平均工資相對應，對過去低收入參照現行的

工資體系進行了重新評估，同時對於物價的跟蹤制度，為確保

年金不會因為物價的上漲而貶值，但是規定了消費物價指數超

過 5％時才適用這一方法，1989 年取消 5％的規定，改為根據前

一年的消費物價指數變動率自動確定年金的數額。 

而 1985 年的修訂則是引入了基礎年金，即國民年金的方

式，1989 年再次修訂則引入了物價滑動制度，確保值年金，改

善了年金支付的水準，所以這次修訂於 1991 年實施時實行了國

民養老金基金制度，及實現在日本的國民養老保險制度。同時

1994 年將領取養老金的年齡規定為 65 歲，無工作或低薪的勞

動者在 60 至 64 歲其間，亦可領取部分的養老金，同時修改「養

老保險法」，將保險費的比例提高了 1％，亦減輕了將來人事勞

動的一代的過重負擔，將一部份負擔提前分散。 

（二）醫療保險：日本政府 1969 年制訂的「健康保險法」制度規定

七十歲以上老人享有免費醫療保險，1982 年修訂 60 歲至 70
歲的老人是受雇者醫療保險適用對象，當其退休就醫時，由

受雇者醫療保險提供援助雇用者，1984 年則降為 90％，1991
年則修定為全國人民負擔老人的醫療費制度。 

（三）照顧看護措施：1990 年日本制訂了「高齡者保健福祉十年策

略」，並於 1993 年制訂了「全國各市廳村老人福利計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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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全國市街村大力發展實施，2000 年 4 月 1 日其又實行一

個新的保險法律，即「介護保險法」，開辦老人介護保險。日

本於 2000 年 4 月開始實施櫝「介護保險法」是將老人福利和

老人醫療等制度，進行的統合和調整而製定的老人綜合福利

制度。 

    在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到來，大部分國家皆全力建立老人福利政策

及制度，目前日本已經老人及身心障礙者的長期照護問題納入社會的

照顧政策中，並且建立了獨立的「介護保險制度」，但是隨著人口的

繼續膨脹增加，這「介護保險制度」能持續多久，這一個議題已開始

引發爭議，因為「介護保險制度」的照護費用是否仍以稅金方式或是

以社會保險方式來籌措，有許多的爭議之處，在長期的財務負擔上，

恐成一個問題。 

制度建立的目的是要解除國民因為增長年齡引起的各種生活上

的不安。關於老年人看護，一般來講，按看護的場所分將看護分成居

宅看護和設施看護，按看護的利用方法是公的看護和私的看護，而對

看護的選擇問題，以往的研究往往是或者二者擇一，或者二者對立的

觀點來進行的（王海燕、谷晴美 2004：34）。然而，由於進入 21 世

紀後，從老年人人口的流動動向和擔當看護主角的女性的流動動向來

看，家庭看護和設施看護均作為看護的重要資源也被列入研究的領

域。 

    另外，日本為何陷入養老金危機？近日，日本多名高官被揭養老

金醜聞，這一拒交養老金風波大大增加了民眾對國民年金的不信賴

感。據統計，日本現在有 37%的國民漏交或少交政府規定的養老保險

金。數據顯示，日本參加社會養老保險的沒有退休的人有 7000 多萬

人，已經退休領取養老金的人為 1800 萬人，也就是說，現在每 4 個

勞動力就要負擔一個老年人的生活。專家稱到 2012 年，日本養老金

體系就有可能出現 519 萬億日元，約合 4.3 萬億美元的缺口（濱海新

聞：2004-05/14）。在日本，每個企業的員工每月都要交納月工資的

13.6%，政府和企業各支付相同數量的保險金，而農民和自由職業者

以及 20 歲以上的青年學生每月交納 1.33 萬日元，約合 123 美元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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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保險金。一直以來，以社會養老保險體系為代表的高福利保障一直

是日本國民的驕傲，但現在日本養老金卻入不敷出，究其原因，主要

有三個方面： 

（一）養老金征收基礎不斷弱化，前幾年經濟衰退導致大量人員失

業，這些人交不起養老保險費用。 

（二）因為養老金支出不斷擴大，到 2020 年，養老金支出將占日本

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半以上。 

（三）低利率政策和前幾年股市低迷，導致投資國債和股市的日本

養老基金得不償失。 

    日本政府從去年開始采取了開源節流的改革措施。在開源方面，

將按月工資收取養老保險費改為按年收入收取。另外，現在規定 65 歲

至 70 歲的就業者也必須交納養老金。在節流方面，日本政府決定逐步

把領取養老金的年齡從目前的 60 歲推遲到 65 歲。 

二、 美國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伊崎資本主義學派對於福利的價值，

是個人應該對本身的成功或是失敗負責任，人類的上進源於經濟或是

物質的報酬，政府的責任只限定在維護自由交換的經濟秩序，因此，

美國的各項社會福利均發展的較晚。同時，美國偏向自由主義，其發

展了一套獨特的老人福利制度，進一步來看，其社會安全中有關老人

的各項福利提供並非依其公民地位，而是根據工作地位、資格與收益

法則，其社會權利的概念並不彰顯（古允文，1990，207），所以美國

的自由與平等看法也都是異於歐洲國家，其包括了政治因素（政治價

值、政治意識形態、政治民主化程度）、社會利益和壓力團體的形成

和影響，所以其老人福利政策制度的發展因素，是多元（multi）的而

非單元（mono）的，所以美國的老人福利政策制訂是有結構性因素。

所以 1935 年羅斯福總統在位時首度提出「社會安全法」開啟了美國老

年福利計畫，首推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制度，但是全面性的保障法案直

到 1935 年「社會安全法」通過後，才有一個保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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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政治理念中，從來就沒有一種中央集權的觀念，相反地，

地方主義始終受到尊重，同時社會變遷的過程是社會調適克寬環境的

手段，而美國的憲法賦予人民許多基本的人權，這些基本的人權使不

少弱勢者在憲法保護下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權力空間。同時在美國從來

就沒有養兒防老的理念，美國老人和子女的生活相對獨立，很多美國

老人在年輕時就未雨綢繆，透過個人積蓄和投資收益、退休金以及社

會保險收入等為自己的養老做了準備。 

美國之社會安全法案制度係採社會保險方式辦理，但其所收取的

是以薪資稅型態而不是保險費，依受雇者薪水之一定比率（雇主亦同）

所繳交之社會安全稅來支應，所以政府對於公共年金的財務籌措財源

方面責任較為輕微。美國的養老保障原則是︰「每一代人都為前一代

人支付退休金，而從下一代那裡領取退休金。」這一原則本身並沒有

什麼問題，然而，如果經濟條件發生變化，這一原則就必然面臨挑戰，

這個條件就是人口和勞動力的增長，就如美國的出生率下降，新增勞

動力增長速度減慢，人口老齡化程度提升，這樣適應於前一代人的養

老保險規劃就不完全適應於後一代人了，或者說，同一規則在不同條

件下會產生不同效應，所以，各級民眾政府應將社會保險事業納入本

地區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貫徹基本養老保險只能保障退休人員

基本生活的原則，把改革企業職工養老保險制度與建立多層次的社會

保障體系緊密結合起來，確保離退休人員基本養老金和失業人員救濟

金的發放，積極推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度，在國家巨視政策指

導下大力發展企業補充養老保險，同時發揮商業保險補充作用。 

美國薪資相關制， 提供薪資相關年金（即年金給付金額與薪資高

低相關，但不一定是等比例的的關係）一九二九年經濟不景氣，失業

問題嚴重，引發社會恐慌，羅斯福當選總統後認為為免除人生兩大威

脅（失業及老年），需要有完整的社會安全體系才能保障。 

三、 英國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英國是幾個工業化國家中最早面臨人口老化問題，就其社會狀況

言，由於人口老化嚴重，使得退休後經濟保障需求殷切，在 193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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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呈人口老化趨勢，1950 年代，65 歲以上老人佔總人口的 10.7％，且

持續上揚到 1990 年後才有下降趨勢。在就人口依賴比而言，依據推估

到 2040 年將高達 30％（吳明儒、張菁芬，1999:39-40），老人經濟保

障政策在英國相對十分重要。 

英國的社會安全年金制度源於 1908 年的「老年年金法」，是屬於

國民保險制度中的一環，提供了雙重保障制，即指兩種老年年金，一

種為定額年金，保障基本需要，一種為薪資相關年金，視薪資高低提

供不等的年金，前者早期採取一般稅收支付非繳費的老人年金，適用

對象是七十歲以上的老人，至 1925 年改為為針對六十五歲至七十歲

的老人採繳費與資產調查兩種均等年金，超過七十歲以上的老人則仍

依 1908 年所訂定的提供免繳費式的老人年金。 

1946 年英國政府制訂了「國民保險」法，規定全國國民必須參加，

而國民保險則提供了生、老、病、死、傷殘有關現金的給付，形成了

單一式的國民年金保險。然而其貝佛里奇模式的普及式模式，其社會

保險強調均一的費率，即所有勞工及自雇者皆要交均等的費率，以及

均一的給付，但實施的成果顯示所得重分配效果偏低(redistribution 
weakly)，僅足以維持其基本生計的普及式均等給付，還有賴社會救

助、私人給付或個人儲蓄作補充（Hill，1999：74）。 

其次，英國療養院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退休和患病的老人，向退休

老人提供家庭氛圍的養老環境，幫助老人恢復自信和讓他們享受人

生，療養院因此成為老人們生活的樂園，對於英國大多數的老人來

說，療養院成了他們養老的好去處，因為這裡像家裡一樣溫暖。 

四、 瑞典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北歐國家因為地理位置、歷史、道統、文化等方面接近，並在經

濟社會制度選擇方面有許多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徵，形成獨特的北歐模

式，瑞典模式被認為是北歐模式的代表。瑞典的老人福利政策係保證

為每個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這種全面社會保障包括的對象覆蓋全

體公民，既包括漁民、林業工人，也包括居住在當地的外國人或其他

納稅人，並使享受社會福利成為公民的一種基本社會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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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高齡化是一大問題，目前瑞典近 900 萬人口中，60 歲以上

的占總人口的 20％，70 歲以上的占 10％。醫療支出方面的 90％是由

公共財政提供的，幾乎是免費對每一個人提供，但也隨生活條件的改

善和醫療技術的進步，人的壽命越來越長，醫療費用越來越高，這將

使財政開支不堪重負。老齡化不僅使社會福利需求增大，而且使從事

財富創造的人口比例降低。其結果，現行經濟活動人口所承擔的社會

負擔加重，不利於社會再生產。 

     瑞典國家社會福利的核心是社會安全制度，其模式係以社會安全

制度、積極的勞動市場政策及龐大的公共服務部門而形成，屬於普及

式的社會安全制度。因為信奉凱因斯因為福利理論學派的社會裡論，

十分重視所得崇分配的重要性，因此強調 政府對於資源分配的介

入，尤其「瑞典模式」更被世人譽為經濟與社會制度的實驗室，其「由

搖籃到墳墓」緊密的社會安全福利網，全方位的照顧到每一個從出生

到死亡的瑞典人，強調公平，政府介入資源的分配，以福利政策從事

所得重分配來扶助弱勢者，以高額稅捐來經由國家機器進行。 

觀諸其福利政策的推行過程，從上個世紀的七八十年代，瑞典

經濟飛速發展，國民收入迅速增加，政府開始推行慷慨大方的高福

利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福利國家」。1884 年之前以德國俾斯麥

模式提出普及式及繳費式老人年金建議，但未實施。直至 1913 年國

民年金法案之年金以未滿 67 歲之公民為對象，但對貧困殘疾者，無

年齡限制，使瑞典成為世紀第一個建議普及性（universal ）且強制

性（compulsory）年金制度國家，其年金制度簡稱 AFP，即是定額的

基本年金給付（flat-rate basic pension）（楊瑩，2000：210）。 

1990 年末期經濟危機國家經濟不堪重負，政策乃有所轉變，瑞

典是世界上人口老齡化程度最高的國家之一，超過 65 歲退休年齡的

老人佔到全國人口的 17％，其中 80 歲以上的老人佔 5％。據估算，

目前瑞典用於養老保障的開支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20％。直至

1990 年末期經濟危機使政策有所轉折改革為與所得相關的法定附加

年金給付 ATF （ earning-related supplementary 或現稱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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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ary Pension），但該年金給付僅足夠老人基本生活需求。

（王育瑜譯，Eskil Wadensjo，1999：168)。 

近年來，瑞典正遭遇自 1930 年代以來最嚴重的危機，因為瑞典

的社會福利制度，使得政府的支出甚為龐大，政府鉅額的支出帶來

了重稅政策，大大增加了納稅人的負擔，高所得者的稅率更是高達

70％左右，使得一般民眾產生不平的心裡， 

瑞典如何克服此一危機，將會影響該國未來的發展。瑞典經濟情況

的優點是：社會富有、民主制度穩定、人民對國家的未來有共識。

缺點是：危機是有週期性的問題、無法單獨藉由短期措施來解決。

當然瑞典的經濟社會情況與台灣不同，問題自然也就不同，瑞典有

它本身的問題，而台灣有台灣的問題。基本上來說，瑞典是先進已

開發國家，國民所得、生活品質都比台灣高些，而台灣是在社會政

策發展的階段，政策的成熟度當然比不上瑞典，但是目前台灣的政

策，彷彿是追隨著瑞典的模式，期望走上由政府干預來保障全民的

福利政策。 

因此，瑞典政府近年來對社會福利制度的進行改革，養老保障

制度也有所改進，比如：新的退休金制度強調人們退休後的收入與

他一生的收入相關，工齡越長，工資越高，他的退休金就越多。個

人對自己的將來負責，它不僅將提高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同時還可

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前幾年，瑞典政府開始拿出一筆資金，用於

補貼由子女承擔照料老人責任的家庭，由於中央政府下放了部分管

理許可權，有的地方政府將老人服務設施私有化，以提高效率，養

老金的數額也不是年年相同，它隨著年度經濟增長率、人均預期壽

命的變化而浮動，當年經濟增長快了，養老金數額將會提高；人均

預期壽命高了，養老金數額會跌一點（感受瑞典人的金色晚年，《文

匯報》，2002 年 4 月 16 日）。從瑞典的老人福利措施可讓我們得

到啟示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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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老人福利政策的經驗給予台灣的啟示，在於兩國的經濟制

度不同，瑞典是政府介入資源分配的工作，然而，其年金保險系有

幾項特色，可供台灣作為參考： 

（一） 普及性與完整性：瑞典全國國民均在年金保險內，其年金

保險給付涵蓋了老年、遺屬、殘障，以及各種津貼給付、附

加給付，非常完整與普及。 

（二） 兼顧基本生活保障與所得差別的退休生活水準：保障最基

本「基本額」的所得安全，有工作者可依其以往所得差別，

而有附加年金的保障，其保障是退休前所得水準的 60％。 

（三） 雇主負擔制：雇主為其員工繳納保費，以照顧員工退休生

活。 

（四） 事權統一的行政體系：由中央「衛生與社會部」主管社會

保險業務，事權統一，其下在設置「國家社會保險委員會」

管理監督各地區的「社會保險局」，收事權統一、效率高的

績效。 

    所以，我們可參考瑞典模式的優缺點，以及它所發生的困境，對

照台灣的國情，加以修正或更新，找出屬於我們台灣社會的政策。 

五、 德國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生育率降低和人口老齡化，讓 19 世紀創建的養老保險體制帶來極

大的衝擊，德國的退休保險體制實行的是「代際合約」36，但是隨著

人口生育率和人口老齡化的發展進程，繼續下去未來幾十年後，想靠

在職員工交納保險金來保障退休者的生活已不可能，面對此一問題，

政府勢將調整新的政策。 

     政府採取的改革措施有三項內容，首先是提升退休年齡，德國政

府打算從 2011 年開始把退休年齡提升到 67 歲。第二，對現行退休保

險制度進行改革，擴大私人養老保險。第三，政府每年將拿出 700 億

 
36「代際合約」是指由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用其所繳納的退休保險金來支付退 

休人員的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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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來補貼養老保險基金，但德國有關專家認為，這些措施對於人口

老齡化的局面只是杯水車薪。  

在西方工業國家的年金制度中，德國於 1889 年通過「老年與殘

障年金保險法」，對於年滿七十歲獲釋加保繳費滿一千二百週者給予

老年給付，首先發展出以勞工保險為架構的社會保險，由國家強制工

人與企業主分攤繳費保險，以解決老年退休時生活的風險，所以它是

強制性社會保險年金制度的國家。 

綜上論述，德國的年金保險體制，是由多種依職業類別不同而設

立的年金保險制度構成，主要包括有：勞工年金保險、職員年金保險、

礦工年金保險、手工業者年金保險及農民年金保險五種，1913 年制訂

的勞工年金保險提供了老年、殘障、遺屬及孤兒給付，起初限定年齡

為七十歲，至 1916 年才降為六十五歲。另外，有關健康醫療保險除

了法定的健康保險外，均源於「社會法典」的法令，其承保機構是健

康基金會，內涵分為八大類，財務為自給自足，自負盈虧，其照護保

險制度亦需繳費。 

貳、 養老保障基金有確定的資金來源 
   養老保障基金的來源主要有三種︰職工本人按其工資總額的一定

比例交納的保障稅或保障費；企業或雇主按雇員工資總額的一定比例

交納的保障稅或保障費；國家財政提供的費用。幾乎所有國家的養老

保障基金都來自上述三種中的至少兩種，也有國家其養老保障基金由

勞、資、政府三方提供，有兩種保障基金來源的國家中，保障基金通

常由勞、資雙方提供，其中大多數國家資方提供的基金比例要大於職

工提供的比例。 

但是美國政府由於注重自由競爭，對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注重強調發

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因此其社會保險稍低於歐洲國家，主要將費用承擔

責任置於雇主和雇員身上，歐洲國家則不然，為每個社會成員謀福利看

作是社會集體的責任，養老保險計畫的設計出發點是平等地為居民分配

福利，政府的作用大於市場作用，因此福利制度已變成其基本的社會制

度；日本則較為注重單位的福利事業，德國則介於美國與歐洲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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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瑞典模式福利國家政策的經驗給予台灣的啟示，再於兩國的經濟制

度十分不同，瑞典市政府介入資源配置但不介入生產，台灣則是政府介

入生產與資源重分配。   

在國民年金的制度類型中，各國所採用的方法雖不同，但大致可

分為保險型、儲金型以及福利型等三種型式，每一種類型均有其制度

特色，如「保險型」年金是國家透過公權力辦理的年金制度，以人民

繳交的保費作為其財源，一般可分為社會保險型37及一般保險型38兩

種，後者則視保險單位之不同而可分為企業年金與個人年金等。「儲金

型」年金39就是一般通稱的「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DC），
每個人擁有自己專屬的帳戶，每一期均由雇主與自己提撥一定金額，

存入該帳戶中。至於「福利型」年金則是以政府稅收作為財源，只要

符合年金資格者皆可領取，亦即為「稅收制」的年金制度。而目前，

我國政府正在規劃的「國民年金」制度，主要是採取「社會保險型」

的年金模式，但不論是採那一種類型的國民年金制度，其政策的規劃

完善與財政資金的來源能否充裕，都是影響國民年金制度是否能夠順

利推動的主要原因。 

觀諸上述諸國所採行的老年年金以社會保險居多，其概念即是一

種定期性繼續支付的給付金額，其支付方式通常按年、按季、按月、

或其他一定期間給付之，雇主負擔參加年金制度的全部費用，或是由

勞雇雙方共同負擔。似乎年金的主要財源負擔方式是採取社會保險居

多。但採全民式制度或社會救助方式提供年金者，都採定額給付制，

其中多數制度均以國民年金制度形態出現。而建立國民年金制度的國

家也大都有基礎年金規劃，一般稅收為其主要財源，並採定額給付方

式者為多，同時基礎年金的規劃依其性質通常有兩種類型，一為採社

會保險方式辦理者，主要以繳納保險費為其財源；一為採普遍式或全

民式制度（Universal or demogrant programs）的社會津貼方式或社會救

助方式辦理者，主要以居住條件或所得調查的方式而由國家一般稅收

 
37 指一般的公共年金。 
38 視保險單位之不同而可分為企業年金與個人年金等。 
39 例如新加坡的公積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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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財源，前者以英國、日本為代表，但是日本國民年金制度的老年

基礎年金與英國的給付方式的不同處是採不定額給付制。 

參、 實行多層次、多形式的養老保障制度 
    由於年金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種，許多採行年金保險制的國家均採用

了社會保險的實施原則，惟各國為適應國情需要，亦採有強制參加原則、

繳費原則、給付與薪資相關、提存基金準備等等。世界銀行（World Bank）
於 1994 年提出「老年危機之避免：能提供老人保障並促進經濟成長之政

策」（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Policy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ormote 
Growth）報告指出，老人經濟保障之三層建制，應建立一個至少有三層

架構的養老制度，第一層為基礎年金（或稱國民年金），屬社會性年金，

不分職業、身分、勞工、農民或家庭主婦，隸屬社會福利制度中所建構之

社會安全網的一部份，財源來自稅收，是強制公營層次。第二層為職業年

金（或稱附加年金），屬企業年金性質，由雇主提撥，國家可立法強制要

求，將企業年金公共化；或由企業自行設計自願提撥，但政府需設置一套

保證給付制度，屬於社會保險性質，是強制民營層次。第三層為商業年金，

屬於個人儲蓄性質，依照個人能力自願提繳，是個人自願層次。 
觀諸上述諸國中，在養老保障制度方面，各國亦有不同層次的保

障方式，分析如下： 
第一個層次是國家立法規定的，低有保證、高有限額的強製性的

基本保險。 
第二個層次是，各企業自定的企業年保險金，這種保險比政府規定靈

活得多，形式多種多樣，標準有高有低。如︰美國，有相當多的企業補充

養老金的私人養老金計畫。英國有補充退休年金，英國的退休年金一般包

括基本年金和補充年金兩部分。瑞典也有老年補充年金，雇員除享受基本

養老年金外，還可享受補充養老年金。實行補充養老金的意義在於實行補

充養老保險，對提升養老保險水準，同時可以喚醒公民的社會保險意識與

責任感；再則實行多層次的保險制度。 
第三個層次是，政府對企業、社會團契、私人舉辦的保險項目，只

提供法律上的保護和財政上的支持。在美國，除了聯邦政府舉辦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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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項目外，還有各州政府根據聯邦政府的有關規定舉辦的保障項

目，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自己管理的項目。 
各先進工業國家在創立社會養老保險制度初期，領取退休金的老年人

數很少，國家每年支付的養老費用不多，社會負擔不重。經過幾十年的運

轉，如今許多國家都面臨著退休金支付危機。根據 1994 年世界銀行報告

研究小組組長埃斯特爾•詹姆士說，在德國政府預算約有 1/3 被用作養老

金；而在瑞典、英國和美國，政府開支有將近 1／3 被用這種狀況（呂學

靜，2005︰2），如不設法改變，許多國家的社會養老制度都將面臨崩潰

的危險。從上述國家企業補充養者保險實行的情況看，對我國有一定的啟

示，首先，國家頒佈法規強制符合條件的企業必須實施補充養老保險，也

同於實行國家統一的基本養老保險一樣。再則實施強製補充保險的國家，

一般都透過稅收政策上的優惠，加以引導。 

以上三個層次的養老保險各有特色，在管理上國家基本養老保險

實行一體化原則，企業補充養老保險由企業內部決定，個人儲蓄養老

保險則遵循自願原則，而已建立了完整的三個層次架構以美國、英國

為代表，這可供我國實施國民年金參考與借鏡。 

另一項有關醫療的長期照護政策，在經費方面，英國和瑞典，均將

經費移撥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負責轄內長期照護需求，地方政府為達

收支平衡，會盡量增加居家支持服務，降低機構的使用，又在兩國的照

顧管理服務模式中，以居家式服務為最優先之考量，並實施居家照護、

房舍修繕、輔具科技的開發與提供，幫助功能障礙者留住社區。德國 1995
年開辦的「長期照護保險」是以預防功能障礙為最主要目標，在支付標

準中，重度障礙者居家比住機構能得到更高額的給付，表示對居家的絕

對支持，希望盡量將功能障礙者留住家庭或社區。看到歐洲這三個工業

國家對老年醫療中長期照護的努力，我們也在為這項政策目標規劃與實

施，但是我國目前缺乏社區照顧基礎，居家支持服務欠缺，民間發展意

願其實不高，因此公共政策如不積極介入，很難達到成效。 

最後，一項好的政策仍須有財務作為支撐，政策才能實現，英國和

瑞典因擴大福利範圍與內涵，財政日益困難，瑞典這一套老人福利社會

政策制度，使得政府支出甚為龐大，而政府鉅額支出帶來了重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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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增加了納稅人的負擔，1980 年代瑞典多數所得者的稅率高達 70
％－80％（包含所有類型的稅捐），這使得一般民眾產生不平的心裡，

或許已領用政府所給付的各項津貼來生活，較自己工作來的輕鬆。因此

他們乃研議提昇效益策略，由其在瑞典過去因為財源雄厚，著力於服務

的提供，因此至今管理制度仍然十分鬆散，提不出相關財務管理分析數

字，多是他們未來必須發展的部份。雖然這方面他們可供學習的部份不

多，但是給我們相當大的啟示，我國正在體制建構的階段，應同步規劃

財務管理制度，以保障財源的有效利用。 

 


	第一節我國老人福利計畫之研討
	第二節我國老人福利政策制定之研討
	第三節我國老人福利實施之研討
	第四節我國老人福利績效之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