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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經過一百二十餘年之努力，社會安全制度已蔚為世界潮流。社會安全

制度是一種社會政策，以特定事故對象，透過各種組織或制度來保障國民

生活，預防社會問題產生，改進人民生活環境，提高國民生活素質或社會

文化的功能之社會規範，也是保障國民生活需求的一種行為模式。（江亮

演 1990:14） 

國父孫中山先生（1866-1925）曾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

就是要求生存」。自工業革命以來，由於生產方式機械化，手工藝價值逐

漸降低，師傅與學徒關係解體，並同時淪為一般勞工，此外，農村過剩的

勞力大量湧入工業生產部門，在人力不虞匱乏情況下，勞動使用成本接近

農業邊際生產力，若此邊際生產力因缺乏效率誘因而為負值時，工業勞動

的使用成本可能為零，成年勞工的勞動供給可能呈現 L型的供給曲線，市

場形成的工資水準仍可能不足以養家活口，生活的壓力使勞工願意以延長

工時，或使配偶、子女就業以貼補家用，結果因為勞動力的增加，工資更

形下降，這種低工資、高工時、童工與女工等社會問題便成為工業化初期

重要之勞工問題。（吳忠吉等 2003：9-10）勞工問題逐漸浮現，產生許多

職業災害、失業、疾病、老年等問題。1883年時，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E. 

Bismarck 1815-1896）遂於該國施行勞工疾病保險法而開創社會保險先河

，（Williams 1995:595)後為英、法、美等國仿效，加上英國國民健康保

險及失業工人法，以及1935年美國聯邦政府因應經濟大蕭條而制定社會安

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方多採用社會

安全制度，社會安全制度方為世人所認知。 

我國憲法除在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中專列第四節名稱為「社會安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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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其他條文中實質規定社會安全理念（例如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生

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之保障；第一百五十條規定國家應普設平民金融機

構，以救濟失業等）。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一百五十七條更詳細規

定各種社會安全政策，其內容包括保障人民工作權（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

）、保護農民、勞工、婦女及兒童（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勞資之協調

與合作（憲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社會保險與社會救濟之實施（憲法第一

百五十五條）、推動落實婦女及兒童福利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推行衛生保健及公醫制度（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此外，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條第七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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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我國制憲及修憲國大代表均明瞭社會安全制度在國家

根本大法中重要地位。 

然而，近代政治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在其大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明白寫

著：「對於社會的存續而言，利益－相較於公義－並非最重要的。拋開利

益，社會還是會存在，只是會比較不舒服而已；但是普遍的不公義卻是會

摧毀這個社會。」也就是「社會安全」的概念必須建立在整體公平正義上

，否則就只是一個空洞假意識。1近來在許多報導中看到，我國社會貧富差

距屢創新高，2社會安全制度似乎應該需要檢討，因此，觀察我國社會安全

政策實施之現況，對照我國法令及外國先進國家經驗做深入探討，檢驗我

國現行社會安全政策及實務是否已落實憲法「社會安全條款」與增修條文

                                                 
1本段文字摘錄自黃承儀，〈誰留下的未爆彈〉，《中國時報》，2004年 12月 6日，版A15。黃律師係
針對白米炸彈客被捕而發表意見。渠稱：如果一個政府無法保障人民基本的社會、經濟權利，造成社會
財富分配失衡、失業率節節上升，農產品必須含淚收割，這個社會有所謂「社會安全」可言嗎？該項見
解確實觸及當前社會問題之核心。 
2郭奕伶（2003），〈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商業週刊》，台北市：商週文化，第 800期，頁 82。該文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1年統計資料指出，該年台灣個人所得最高族群（前十分之一），其所得金額是最
低族群（後十分之一）的六十一倍之多，這個倍數創下歷史新高。更驚人的是，一年前，這個差距倍數
是三十九倍，十年前更僅為十九倍。再以台灣的家庭所得差距，最高所得組（前五分之一）是最低組（後
五分之一）的六‧三九倍，而在十年前這個倍數僅為四‧九七倍，顯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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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立之目標及其存在之優、缺點，係本研究之第一動機。 

政策性保險係有別於傳統商業保險、社會保險，係依據國家法令強制

某類團體或個人必須投保，或是以法令要求經營保險事業之法人必須強制

承保的險種，其特點為利用訂定契約（主要為保險契約）方式達成原本應

由政府透過社會保險、福利服務或社會救助等制度實現之社會安全目的。

根據統計，至2005年 05月 06日止，我國目前仍在實施之政策性保險為九

大類，超過一百二十六種以上，各級政府藉由法令強制民眾投保該類保險

或規定保險公司不得拒保，相關法令及保險種類詳如附錄一。本論文認為

政策性保險之實施確為強化社會安全網之方式之一，並符合自 1980年代以

來新公共管理學說與政府再造之時代潮流。3即政策性保險推廣確為強化社

會安全制度功能之ㄧ項良方，並期以推行至其他傳統社會保險領域，促成

降低政府財政負擔、貫徹受益者付費、保障民眾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創造富

裕與繁榮等多重目的，並分析該項保險可能面對的問題，此為本研究之第

二動機。 

或有識者質疑，本所為政治學研究所，本論文卻以保險為研究重點，

兩者關聯性為何？查保險之意義，重在分散危險，消化損失。有人謂，現

代之保險，無論名之為社會保險，或名之為商業保險，殆無一不具有「社

會安全」之深意，旨哉斯言。4保險制度所涉及者主要既為風險分散與利益

分配之問題，政治學者有言：政治不僅涉及「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

凡人類爭奪利益，分配利益的現象，都是政治現象，都是政治系統所該涵

                                                 
3國內學者在探討「政府再造」的過程中，曾將「官僚性政府」及「公民性政府」加以比較，發現鼓勵民
間參與，塑造公、私部門「合產」（Public-private coproduction），將是促進地方自治發展的有效途徑，
請參紀俊臣（1999），《精省與新地方制度－始末‧設計‧發展系論》，台北市：時英出版社，頁 103-104；
更有許多學者認為政府服務的供應越來越少是由公部門所提供，反而是越來越多藉由契約，而由私人或
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所提供，請參休斯（Hughes, Owen E.）著，林鐘沂、林文斌譯（1999），《公
共管理新論》（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2 nd ed.），台北市：韋伯文化，頁 123；麥克羅夫
（Macarov, David）著，官有恆譯（2000），《社會福利：結構與實施》（Social Welfar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台北市：雙葉書廊，頁 325。 
4請參桂裕（1978），〈桂裕序〉，施文森著，《保險法論文集》，台北市：作者自印，序頁；此外，江
朝國教授也認為：保險，不僅社會保險，商業保險亦具有強烈之社會性意義，兩者相輔相成，為社會安
全保障之兩大支柱。尤其特具彈性之商業保險，得隨社會之變遷，按個別所需提供多樣不同之保障，以
彌補社會保險之不足，更是民主自由國家表徵之所在。詳參氏著（1999a），《保險法基礎理論》，台北
市：瑞興圖書，自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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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的範圍，都是政治學者所該分析的對象。（蕭全政 1988:76）藉由政策

性保險的介紹，引領政治學界、實務界瞭解其廣度與深度，期待更多迴響

，提供政府機關施政參考，俾利民生，此為本論文研究動機三。 

 
貳、研究目的 

過去五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持續成長，國民所得水準已大幅提高

，一般人民之基本需求獲得滿足，進而關切生活品質之提升與社會安全保

障制度之建立；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之變遷，使得貧富

差距逐漸擴大，以致社會問題增加、治安愈加惡化，均促使各界呼籲政府

加速規劃完整的社會安全制度作為因應。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在過去五十多年

間增加非常迅速，目前每年度全國社會福利支出已近新台幣三千億元（表

1-1），為國家預算支出項目之第一名。（黃煌雄等 2002:57-66） 

此外，雖然一般民眾要求政府應加強推動各項福利措施，但仍普遍缺

乏受益者付費的觀念，使得現行社福財源之籌措方式不盡理想，更影響制 

度規劃之效果；此情形與歐美先進國家發展路徑如出一轍，惟該等國家也 

 

表 1-1:2001年中央政府歲出職能別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新台幣億元 

科

目 

一 般

政 務

支 出 

國 防

支 出 

教 科

文 支

出 

經 濟

發 展

支 出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社區

發展

與環

保支

出 

退 撫

支 出 

債 務

支 出 

一般

補助

及其

他支

出 

合 計 

金

額 

1,758 2,449 2,585 2,334 2,970 223 1,413 1,599 423 15,755 

資料來源:黃煌雄等 20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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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國內意識型態之衝突、國家經濟成長趨勢趨緩、政府合法性危機以及 

國家財政危機等四大問題5，亦值作為借鏡，在此情況下，如何妥善規劃符

合國情且具前瞻性之社福制度，避免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的發生，乃是

政府施政應慎重考慮的課題。 

本論文在透過理論之探討，觀察我國各項社會福利實施現況，提出研

究建議為未來政府規劃社福政策之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基礎在

於下列四個面向： 

1、以民生主義思想為本，對照憲法「社會安全」條款及增修條文之精神，

並以社會基本權觀念與社會正義角度為基礎，綜合先進國家經驗，確定

完善社會安全制度之建立為現代各國政府不可推卸之執政責任。 

2、藉由先進國家過去百年實施社會安全制度所累積經驗，思患預防，同時

檢視我國目前社會安全政策的困境和瓶頸，提出改進的途徑與策略。 

3、介紹我國已實施或正在規劃實施之政策性保險，評析規模及優缺點，並

就已發展成熟之政策性保險歸納其法則，俾在其他傳統社會保險或行政

行為複製，以期強化完整社會安全網絡。 

4、提出我國社會安全制度建構之最適當模式，應以社會保險、政策性保險

為二大支柱，輔以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以建構完善之社會經濟安全體

系。 

5、藉由政策性保險實施，政府可節省人力與物力支出，並可將其資源轉至

                                                 
5 意識型態與價值的衝突係指馬克斯主義者與新右派主義者抱持著不同的正義觀，前者主張應由國家來重
新分配生活機會（life chance），後者主張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來展現社會福祉；經濟衰退的危機係指 1970
年代以後，福利國家用在社會福利支出不斷增加，妨礙經濟體制累積資本的需求，同時也造成國家財政
的危機，另一方面，政府的福利方案於某程度言亦降低人民工作意願，間接形成生產停滯問題，甚至被
稱為「由福利國過渡至懶人國」；政府合法性危機係指有資力者怨恨政府剝奪其財產，而福利受益者則
忽視本身所應承擔之社會責任，當經濟衰退降低福利程度時，亦會引起該類人士抱怨，因此各種社會衝
突乃轉移至政治領域，形成對於政府合法性的質疑與挑戰；國家財政危機在馬克斯主義者認為絕大部分
政府福利措施皆集中在「社會消費」（例如醫療、衛生與教育）與「社會支出」（例如社會服務），該
等支出逐漸流向私人（資本家），但資本家並不願意將利潤回饋到「社會消費」與「社會支出」，致使
國家財政收支失衡，造成財政危機，新右派主義者則認為，福利國家之所以發生財務危機，主要是並未
考慮到資源有限的先天因素，政府所提各項免費福利方案，反而刺激需求增加，更加速資源的浪費，造
成財政的危機。參劉獻文（2000），〈當代福利國家之研究〉，《三民主義學報》，台北市：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頁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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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或開發新型態之社會保險，使真正有需要人民得

以減輕其負擔。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謹將本論文主要研究問題簡述如下

： 

1、目前西方先進國家社會安全體制為何?其所本之政經思想為何? 

   （此問題將在本論文第二章詳述） 

2、上述國家是否經歷福利國家危機?其以何種方式因應?有無以政 

   策性保險改善之先例? （此問題將在本論文第三章詳述） 

3、我國社會安全制度的建立過程為何?是否業已發生或有發生前 

   述福利國家危機之虞? （此問題將在本論文第四章詳述） 

4、我國目前政策性保險推廣情況為何?有何缺失與優點? （此問題將在 

本論文第五、六章詳述） 

5、政府及民間未來應如何利用政策性保險以強化社會安全功能?  

  （此問題將在本論文第七及八章詳述） 

法國著名企業家及經濟學家艾伯特（Michel Albert 1930-）曾說：未

來民主國家一切重大的政治社會論爭都離不開保險的主題。6以今（2005）

年初以來國內發生搭乘捷運乘客在車站遭到電扶梯割裂頭皮事件、受虐女

童無法在台北市內各大醫院找到加護病床、醫生與家屬為爭奪加護病床在

醫院互毆、病死豬肉及其他黑心、千面人下毒食品供消費者食用及熱心同

                                                 
6參艾伯特（Albert, Michel）著，莊武英譯（1995），《兩種資本主義之戰》（Capitalism vs. Capitalism），
台北市：聯經，頁69。捷運車站事件係捷運公司並未依據大眾捷運法第47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且事發
後隱瞞案情所致；找不到加護病房因係健保給付金額太低，許多醫師不願意在急診室值班，而值班醫師
因身心俱疲推拒病人所致；醫師與病人家屬互毆近因係長期慢性病患長時間佔用床位，遠因則為我國並
未開辦長期照護保險所致；病死豬外流事件說明我國並未全面建立家畜保險制度，農人為減少損失將病
死豬屍體販售商人圖利；千面人於知名提神飲料下毒導致一人死亡，二人受傷事件涉及產品責任保險及
製造廠商產品下架、回收、銷毀及滯銷損失保險均未建立；玻璃娃娃致死案係教育當局僅要求學生投保
平安保險，卻未要求學校投保責任保險所致（請參本論文第六章第一節註100）；健保財務吃緊問題顯示
單一保險人之經營方式（尤其是單一公營保險人經營方式），欠缺市場經濟競爭機制，浪費與無效率自
容易導致虧損。另關於找不到加護病房原因亦有學者認為係醫師責任保險不健全導致外科醫師人數大減
所致，詳參劉宗榮（2003），《外科新醫療科技之發展與醫療風險之界定與分擔－外科醫療風險與責任
保險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計畫編號：NSC 91-2420-H-002-026），台北市： 國家科
學委員會，頁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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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背負玻璃娃娃同學因跌倒致死引發鉅額損害賠償案例等震驚社會大眾之

消息，以及諸如全民健保財務吃緊等引發社會大眾關心之議題，艾氏所言

確實有其參考價值。而此亦為撰寫本論文之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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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理論基礎 
 

壹、文獻分析 
一、資料蒐集來源 

本論文資料蒐集主要來源：各級政府主辦社會保險業務之年報、財政

部主管各種保險業務年報、國家圖書館、政大社資中心、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中華經濟研究院、各大學相關圖書館、相關重要網站等，國內外學者

所著關於社會保險、商業保險、保險學等學科教科書以及關於國父孫中山

先生民生主義思想介紹之著作，相關資料請詳參本論文後附之參考書目。 

二、與研究主題有關之文獻分析 

本論文主要研究問題及架構已簡略介紹如上節，因此可歸納出本論文

四大研究主題，分別為：（1）社會安全制度由來及其理論基礎；（2）先

進國家及我國實施社會安全制度之經驗及其產生優、缺點之分析；（3）政

策性保險實施由來、經驗及其可歸納實施法則；（4）政策性保險法則可運

用在其他補充社會安全制度之分析及可能引起副作用之因應。因此本論文

撰寫所參考之文獻也依據該四項主題加以整理、閱讀。謹就蒐集與本論文

主題有關著作要旨分述如下： 

（一）社會安全制度由來及其理論基礎 

1、江亮演著《社會安全制度》 

本書為作者於教學之餘，發現社會安全的理論與實際常常有些距離，

因此努力收集相關資料撰成，全書共有十一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

我國社會安全的思想與社會政策，第三章介紹社會保險，第四章為公共救

助，第五章為國民就業輔導，第六章為社會福利與服務，第七章為公共衛

生與醫療保健，第八章為社會安全制度之經濟效益與財政，第九章為近代

國家社會安全制度與體系，第十章我國社會安全制度概況與體系，第十一

章為世界各國主要國家的社會安全的新動向。全書資料極為豐富，對社會

安全制度觀念之建立，具有極多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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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懷真《台灣經驗的難題－工業化、新興問題與福利需求》 

本書為彭教授1980年代初期，畢業於台大社會學研究所時所提碩士論

文，資料雖嫌陳舊，但確提供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其與中期階段面臨關

於社會安全制度之現象、問題與解決之道。 

本書分為七章，除前後兩章分別為導言與結論外，分別包括工業化對

福利思想的衝擊、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國社會福利的檢討、工業化與社

會福利、工業化中社會福利的演變與發展。作者綜合各家學說得到：經濟

成長為福利國家發展的最重要原因，社會福利制度是隨著經濟成長而變化

。因為工業化後之社會會發生諸如工業傷害、交通事故、污染等社會成本

，導致嚴重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因此該社會需要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作為社

會重新整合的機制。 

3、亞斯平‧安得森（Esping-Andersen, Gosta）《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

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本書為英國學者亞斯平‧安得森於 1980年代，利用三個大型的資料庫

，經歷八年期間研究而得，渠發現西方國家有三個主要的福利模式，各自

有國家建構與階級發展的歷史根源，而最後形成三個明顯不同的政治經濟

體－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自由主義、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

以及大部分歐陸國家的組合主義－保守主義式的家長制度。自由主義式的

政治經濟偏向於立基在市場原則上的福利，藉由資產調查式的救助措施來

針對貧民提供協助；而社會民主模式則是追求普遍而完整的福利國家涵蓋

範圍；組合主義式則是保守主義式的體制，建立在社會保險的基礎上、助

長地位的區隔、並試圖維持家庭成為主要的福利供給者。渠也同時發現，

東亞福利國家也正浮現一個新而獨特的福利模式，或可稱為儒家模式，簡

言之，這套體制係結合自由主義中的職業福利方案和儒家家庭孝道與福利

責任的倫理，而家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但是出生率極速的降低，渠認為

東亞國家會有最大的可能性喪失目前的特性，而向上述三套模式之一項靠

攏，剩下的問題就是權力與利益之爭，換言之，即是必須嚴肅討論究竟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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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需要負擔成本的問題。 

4、吳老德《正義與福利國家概論》 

此書是吳教授整理博士論文而得，主要介紹近年被廣泛應用在公共政

策、社會福利與政治理論，由美國學者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

所創見之「正義論」。該書共有十二章，分為理論基礎、福利模式、政策

分析以及福利願景，對於落實公平正義的理念，頗有助益。 

5、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 

本書為陳教授運用德國實務意見，就我國及該國發生重大事件，以憲

法保障基本人權、尊重人性尊嚴為著眼點，運用極為嚴謹之法學方法論探

究基本權利之內涵以及政治、司法實務之得失，並試擬建構一完整基本權

利保障之架構。 

（二）先進國家及我國實施社會安全制度之經驗及其產生優、缺點之分析 

1、楊艾俐、楊瑪俐等著《禁忌的福利》 

本書係楊艾俐等作者於 1990年至 1995年間發表於天下雜誌，一系列

關於各國社會福利現況及檢討報導之合訂本。首先介紹施行已逾半世紀，

被世人譽為現代桃花源的北歐社會福利制度及其近年所造成之財政負擔；

其次介紹我國近年來主要政黨競相以社會福利作為爭取選票之最佳利器，

從敬老年金、老人津貼、國民年金到全民健保，這一連串政黨競標下的福

利國的理想，是否真能將台灣提升至福利國的理想，或是未蒙其利，反而

拖垮財政，成為草率規劃下之受害者？作者們皆有共識：社會福利並非政

客隨便允諾的天方夜譚，它背後有完整理念，建立完整組織架構，一步步

分期實施的。 

2、監察院《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總體檢調查報告》 

本書為監察委員主動調查案件報告之結論，係針對我國目前社會福利

七大項目：職災保險、疾病保險、年金保險、失業保險、家庭津貼、社會

救助、福利服務等業務，以歷史的、世界的觀點進行體檢，費時十五個月

，於 2002年初出爐。該報告認為如何將社會福利資源做有效整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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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與管理，絕對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福利的首要課題。本書結論稱到目前

為止，該報告可能為國內最全盤性觀點檢討我國社會福利的調查報告，可

謂實至名歸，確對研究我國目前社會安全體制上存在之缺失，提供一份完

整的說明並提出可行之解決方法。 

3、民主進步黨政策研究中心《公平正義的福利國》 

此研究報告為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許信良先生任職期間，主張建立台灣

為一福利國的政策白皮書，對該黨爾後參與各項選舉及 2000年取得中央政

府執政權後制定並執行社會安全政策助益甚大。 

4、王玫《荷蘭、德國、英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 

此資料為王君任職中央健康保險局期間赴歐考察心得報告，主要著重

在醫療保險，尤其對於各國委託民間保險公司辦理社會保險之經驗做非常

詳實介紹。 

5、勞工保險局編印《1999世界各國安全制度要覽》 

此資料為美國社會安全總署每十年透過該國在全世界之使領館人員蒐

集當地國社會安全最新資料彙編而成，再由我國勞保局翻譯而成，本版共

有一百七十二國資料，內容充實而新穎，對明瞭各國當前社會安全情況，

頗有助益。 

（三）政策性保險實施由來、經驗及其可歸納實施法則 

1、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 

    世界最早發展社會保險制度的國家為德國，且在十九世紀開辦之初即

採取多元、民營方式經營，郭教授留學德國，對於該國社會安全制度之建

設、近年社會法典之編纂以及因應福利國家危機所做改善介紹詳盡，為社

會安全發展史不可或缺之資料。 

2、曾妙慧《社會安全與社會保險》 

   曾教授雖赴笈日本，然本書尚包含美國及歐洲重要國家社會安全建置與

近年之改革。此外，渠對於我國社會保險之架構、功能亦作非常詳細分析

，文筆精鍊流暢，對於加深讀者明瞭與每人從初生至死亡所不可或缺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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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與社會安全制度，頗有助益。 

3、Keeton, R.E. & A. I. Widiss, Insurance Law 

    Keeton 教授為哈佛大學法律系保險法教授，其《保險法》大作在美國

校園視為經典，本論文「政策性保險」英譯名稱即採自該書，該書且對政

策性保險一百餘年來在該國發展經驗作相當完整介紹。 

4、雷文玫〈美國年老國民健康保險『健康維護組織』法制改革之研究－尋

繹對於我國全民間健康保險法制改革之啟示〉 

 雷教授為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並任教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對於美國

社會安全體制極為熟悉，該國『健康維護組織』，係典型公辦民營社會安

全體制，其對抑制醫療保險費之成長助益頗多，然而也相對剝奪病人權益

，美國近年司法、立法及行政三權機關對於該項保險提出許多興革，讓讀

者更加體認社會福利私有化並非放任化。 

（四）政策性保險法則可運用在其他補充社會安全制度之分析及可能引起

副作用之因應 

1、林云云〈台灣全民健康保險民營化的理論與實務研究〉 

林教授任職慈濟大學，係一位公共衛生專家，我國 1995年開辦全民健

保制度以來，有關改制之呼聲從未間斷，林教授彙整前面三年有關主管機

關內部所做調整體系報告分析其利弊得失，並提出其精闢之意見，根據渠

之見解健保制度並非不可委託民營，然而配套措施必須完備。 

2、Rejda, George E.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Rejda教授任職為內布拉斯加大學，本書《風險管理與保險原理》將美

國一百餘年來有關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沿革以及近年興革做了非常豐富之探

究，有助讀者明瞭該項制度之歷史，並可供我國推展政策性保險時參考。 

3、賴本對〈淺談壽險業在退休金市場的發展策略與展望〉 

   賴教授任職興農人壽董事長長達十餘年且為大學保險學教授，先前更
在財政部金融司保險科服務，係國內具產官學經驗之保險專家。本論文標

題雖為淺談，實是對於即將實施之勞工退休金條例作了非常廣泛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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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於年金保險規定之優缺點更是分析透徹，說理清明，更佐以數據證

明，讀者可藉由其評估預覽未來我國企業及個人年金全貌。 

 
貳、理論基礎 

   在本論文第二章至第五章中將介紹社會安全制度觀念由來及實施現狀

，並針對其缺失研議採取政策性保險，其相關理論基礎涉及：（1）社會國

之建立；（2）正義論之淵源；（3）平等權之尊重；（4）新公共管理理論

及（5）福利多元主義等五項。除在各章中詳細論述外，本節先做概述，俾

方便各章節體例之建立。 

一、社會國（Social Country）之相關理論基礎 

    所謂社會國的理念，即使在其發源地西歐也沒有一個固定之內涵。（

蔡維音，2001:62）其立意本是對十八世紀以來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所帶來

負面後果之修正，彌補其不利之立足點，以充分發揮自我之機會。惟其具

體做法究竟是使一個人能夠獨立自主承擔生活風險與責任?或是必須倚靠

社會連帶之互助方能享受安定生活水準?則有相當大之差異。惟近代以來，

後者逐漸成為各國政府立法、施政重心，因此逐漸走向社會國之道路上。 

    以我國憲法為例，第十五條宣示：「人民之生存權、財產權、工作權

應予保障」及第七條宣示:「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七

條關於社會安全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等，均證實我國憲法

已具社會國理念。有關社會國詳細內容請參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第參項介

紹。 

二、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之相關理論基礎 

  �詮釋正義理念，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於 1971年初版其大作《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7該書中提出兩項檢證原則，透過原初狀態及無知
                                                 
7 羅爾斯的《正義論》巨著，全著分成三大部分，計有九章，第一部份是「理論（theory），計有三章。
討論正義理論的主要內涵，是對「正義即公平」、「分配的正義：一些補充」等文章的擴充與延伸，提
出正義產生的內容與證明，對自由權平等的重要性與優先地位作了充分的說明。第二部份是「制度」
(institutions)，計有三章。包括「憲法的自由與正義觀念」、「公民的不服從論」等所論及的範圍，把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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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幕的設計，確立了正義兩個原則的形式及內容（Rawls 1971:293-294）

。正義理論建立的兩個原則既是人們訂立契約的內容，且是人們在社會中

的行動準則。大體而言，第一原則指的是政治權利；第二原則指的是所得

分配、財富及職位的分配原則。正義的第一個原則又稱為：「最大均等自

由原則（the greatest equal liberty principle ），即每個人都在最廣

範圍中平等地享有和他們相當的基本自由權利」，（Rawls 1971:60）渠並

於 1982年有系統地修正如下：「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最適度的自由，而且

大家擁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一個人所擁有的自由要與他人擁有同

等的自由能夠相容」。（Rawls 1982:5）正義的第二原則又稱為:「差異原

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應予以適當

規劃，使之滿足下兩個條件：第一是各項職位及地位，在公平機會平等的

條件下對所有的人開放，即「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第二是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安排必須使社會

中處境最不利的人(the least advantaged)獨得最大的利益。（吳老德 

2001:114）關於正義兩個原則的安排，羅爾斯認為第一原則「自由的優先

性」原則優於第二原則，亦即，只有在滿足第一原則之後，才可以再安排

第二原則，而第二原則的第一部份又優先於第二部份，此次序，渠稱為「

詞典式的序列」(lexicographic ordering)。（羅爾斯 1980:40） 

    查羅爾斯《正義論》的差異原則，係在於解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經濟

地位的不平等，他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存在。但是這種不平等必須是對於那

些不幸者有利的安排，能替弱勢者帶來最大利益，同時必須保證機會絕對

平等。因此差異原則，其實就是對於不幸者提供更多照顧與利益。 因此，

平等原則的意義，應該正要確切地實踐社會平等、人民生活地位之提昇等

實體價值，以成就人人有尊嚴的人性化社會。從此一角度來看，對於社會

                                                                                                                                                         
正義的原則運用到社會生活的背景中來討論正義、忍容、法律、責任和不服從的具體問題。第三部份是
「目的」(ends)，計有三章。包括「正義感」內容，論及理性、正義感與善等個人倫理問題。參羅爾斯（Rawls, 
John）著，黃丘隆譯（1980），《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台北市：結構群文化；吳老德（2001），
《正義與福利國家概論》，台北市：五南圖書，頁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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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弱勢族群給予優惠的差別待遇措施，原則上應該符合憲法平等原則的取

向。 

三、平等原則及非歧視原則(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之理論基礎 

    在國際人權法中，「平等原則」與「非歧視原則」是最受矚目亦係影

響最為深遠的兩項基本原則，平等原則適用旨在促進私人之基本人權受公

平合理的保障；非歧視原則則在避免基本人權不客觀與不合理之侵犯。基

於此一見解，大多數國際人權法學者認為平等原則與非歧視原則其實係同

一原則之兩面，亦即平等原則是非歧視原則的積極外觀，而非歧視原則則

是平等原則之消極面向。儘管如此，平等原則依然不等同於非歧視原則。

按依國際人權法之法理，非歧視原則旨在避免個人因具特定身分，而在基

本人權的享有上，遭受與他人不同且較不利益或不合理之待遇，其旨趣應

係在確保基本人權保障的相同待遇。 

    今之國際人權公約多禁止國家基於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見

解、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地位等理由，對具特定身分者之權利享

受予以不合理的限制。是故在平等原則的適用下，對於所處之地位較不利

者，法律可予「特別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以確保其基本人

權。就以上觀之，平等原則實已包括非歧視原則的法理，且較之涵蓋較廣

大的範圍，而反歧視原則的存在目的，則是在確立「差別待遇」不得適用

的範圍。 

四、新公共管理理論(Theory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傳統公共行政係以官僚體系為基礎，惟近年來遭受：（1）政治對於行

政的干預與控制問題；（2）官僚體系無法提升行政效率問題；及（3）追

求政府與預算極大化之問題挑戰，因此有以下數點質疑：（1）政府是沒有

效率的，但市場則有高度效率，為何不將市場分配資源的能力應用在公部

門呢？；（2）政府規模實在太大，應該要加以限縮；（3）政府連解決少

數民族貧窮問題都無法完成，為何還要擴張其規模？（4）為了縮小政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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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政府部門必須解除管制，卸下更多的責任負擔；（5）政府所處理的公

共事務最好予以民營化，以提高其效率；（6）私部門的企業管理手段同樣

可以適用於公部門。為解決上述問題，自 1980年代中期開始，學術界倡導

新公共管理理論，其核心理念則為「市場機制的引進」。（丘昌泰 2000:60-85

）。 

關於新公共管理的主張，謹以胡德（Christopher Hood）教授所述為

例：（1）積極有為的專業管理者；（2）明確的績效標準與衡量；（3）非

常重視政策產出與結果控制；（4）將公部門分為若干管理單位，再就每一

單位實施統合性管理，以收管理之效；（5）強調以簽約外包方式引進市場

機制，期望以競爭提高公共服務品質與降低成本；（6）強調以顧客導向、

彈性雇用與報酬的管理；（7）主張資源運用上的紀律性與簡潔性。（丘昌

泰 2000:87-88）政策性保險的實施符合新公共管理理論有關以簽約外包方

式（contract out）引進市場機制主張，因此本論文也以其為理論基礎。 

五、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 
這種思潮淵源於 1970年代以後福利國家危機的反省，認為國家當前的

要務不再是獨立提供相關的社會福利措施，而是應該以具體的制度鼓勵其

他全社會部門（市場、家庭以及第三部門）共同參與福利的生產，以達成

福利的混合（welfare mix）。（考夫曼 2002:26） 

英國的混合經濟，就是把市場與第三部門納入社會福利體系一個很好

的例子。（李翠萍 2003:85）二十世紀著名之自由主義哲學家海耶克（F.A. 

Hayek 1899-1992）也認為政府處理公共福利事務應當小而不應當大，那些

事物應該儘可能在地方的層次執行，政府的服務應當透過競爭性方式來執

行，而且應當盡可能讓私人部門提供公眾福利的服務。（艾本斯坦 2005:440

）趨勢專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 ）也同意:最近十年或十

五年，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委由民間機構（不論是營利機構或非營利

機構）經辦的社會計畫，成效最好。（杜拉克 1994:143）上述專家之論點

即為福利多元主義已逐漸在各國政府官員及人民心中接受之觀念與實踐之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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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 
 

壹、研究途徑 
   大體而言，政治學研究途徑有哲學的研究途徑、制度的研究途徑、行

為的研究途徑等數種。 

    哲學的研究途徑，亦稱為規範理論研究途徑。該途徑之狹義說，其重

點在於：影響政治生活的根本道德意涵；該途徑之廣義說，係含括所有規

約性或約束性的政治理論，亦即政治生活中所有涉及「應然」而非「實然

」的理論，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意識型態以及當前政治文化研究。由於後

說之途徑也可針對制度和政策進行更詳細之討論，本論文在第二章有關中

外社會安全理論基礎分析中採之。 

    制度研究途徑到十九世紀末葉，發展成兩種途徑：第一種為歷史的研

究途徑，其重點在於政治制度的歷史發展層面，而研究其源起、演變與發

展；第二種為法律的研究途徑，其重點在於憲法及其他相關的法律對於政

治制度的職權，以及其與人民間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本論文在第三章與第

四章介紹世界主要國家與我國社會安全制度，係屬歷史的研究途徑方式，

第五章與第六章評析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與原則，則屬於法律的研究途

徑。 

    由於歷史與法律研究途徑多屬靜態的研究，所以自 1950年代起，乃有

行為的研究途徑的興起。在技術上而言，係指政治學的研究採取嚴格的科

學方法，例如數理分析、邏輯、調查、訪談等，而其理論的意義指建立理

論架構，用有系統方式去分析或解釋人類政治行為。（朱浤源 2001:185-186 

）本論文第七章將調查我國現行已實施超過一百二十種政策性保險，評析

其缺失，並結合第五章與第六章見解建立理論架構，以期套用在其他原本

為社會保險領域之險種，印證政策性保險與社會安全制度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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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主要採取以下方法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the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均是經過重複的討論與深入的研究，而

得，因此將會留存大量文獻供後學者參考，本論文以文獻分析法，就

四大研究主題（社會安全制度由來及其理論基礎、先進國家及我國實

施社會安全制度之經驗及其產生優、缺點之分析、政策性保險實施由

來、經驗及其可歸納實施法則及政策性保險法則可運用在其他補充社

會安全制度之分析及可能引起副作用之因應），蒐集現有史料、書籍

、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法典、政府公報及出版品、會

議紀錄及報章雜誌等有關社會安全政策源由、實施現況、保險理論及

實務予以閱讀、分析並加以運用； 

二、歷史研究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本方法係以回溯方式研究過去所發生事件或活動，也就是間接觀察

導致某種現象發生的事實，以科學方式探詢史料，檢驗歷史紀錄，以

組成一般原理的方式。本論文係以歷史研究之方式，研究泰西各國社

會安全建構之歷程與經驗，並整理出其制度之優缺點，並以同樣之方

式研究我國遷台以來，社會安全體制建構之經驗與歷程，當足以發覺

其中異同，並去蕪存菁，以建構更完善之體系。 

三、制度研究法（the institutional method） 

由於本論文係研究社會安全制度、各類社會保險實施現況，因此

各個保險制度及相關社會安全制度的背景差異即為重要的研究重點。

本論文將分析上開制度之立法依據、法典之架構、法學理論、法理學

的解釋、大法官會議解釋等加以分析運用，藉以一探社會安全制度發

展全貌。 

以上各項研究方法均為本研究所採用，俾使議題之選定與資料之

蒐集能由多元角度和觀點做客觀研究，而為有效達成研究目的，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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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義學說與西方社會安全體制建構發展理論相關文獻分析為主，

配合社會基本權觀念及正義理論之探討，透過解讀、整理、歸納、客

觀分析以作為本論文邏輯推演之基礎，進而詮釋中西國家以往社會安

全體制建構之利弊得失，提出我國未來社會安全體制建構發展趨勢之

建議。 

除此之外，鑑於本研究議題範疇之廣泛，因而必須從科際整合途徑

等方式(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pproach)著手，透過

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福利哲學、倫理學及公共政策等

不同領域的多元觀點，掌握未來社會安全發展的最新方向，作一整合

性分析歸納，以求本研究方法之嚴謹與客觀。 

 
參、 研究流程 

   茲以圖1-1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流程，即蒐集中外主要國家社會安全
制度建立之歷史資料，並結合著名思想家有關社會安全制度之學說，自

文獻之記載內容加以探討其理論之基礎，確立研究途徑，分別從哲學的

研究途徑、制度的研究途徑及行為的研究途徑做詳細探討，並採取前述

之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與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比較先進國家與

與我國社會安全制度，以及我國社會保險與政策性保險之現狀，評析其

優缺點，進行深入分析與調查，俾建立可行之假設模式，並提出建議與

結論，以建構更為完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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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資料收集 

理論基礎與文獻分析 

確立研究途徑 
（哲學、制度、行動） 

決定研究方法 

現況分析 比較國外制度 

研擬實施策略 

研究結論與建議 

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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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論文主要介紹美國、法國、德國、及英國等先進國家目前社會安全

體制現況，並就其近年因應經濟不景氣、人口老化等嚴峻問題時因應方針

及其成效提出優、缺點分析，以供本論文建構理論時參考。同時就我國已

開辦政策性保險（主要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法制化過程必要掌握之原

則進行評析。並建構政策性保險可強化社會安全功能之論述。 

茲以圖 1-2及圖 1-3表示社會保險與政策性保險構成我國未來完整社會

安全體系。其中圖 1-2係較為簡要說明，而圖 1-3則為較為詳細之說明，

俾讀者可輕易明瞭本論文之要旨，即在社會安全體系之中，政策性保險居

於中間樞紐地位，不僅可以強化社會安全網之完整性，甚至還可以部分取

代第一層社會保險之功能，落實福利多元主義之精神。 

 

 

 

 

 

 

 

 

 

 

 

 

圖 1-2：政策性保險與社會保險及商業保險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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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 經營主體 

1、生活扶助 
2、貧病補助 
3、危難救助 
4、災害救助 
5、救助設施 
6、犯罪被害人補償
基金 

7、汽車交通事故補
償基金 

1、嬰兒及幼童照護 
2、未成年人輔導 
3、老年人居家服務 
4、殘障者居家服務 
5、孕婦照護 

各級政府為主
，民間機構為輔 

政策性保險（以受益者付費為原則，政府擇
要作部分負擔） 

經營主體 

企
業
退
休
金
保
險 

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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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保
險
可
以
政

策
性
保
險
代
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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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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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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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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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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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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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鐵
路
責
任
險
）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其
他
政
策
性
險 

（
例
如
住
宅
地
震
保
險
） 

商業保險公司 
為主 

 

社會保險 經營主體 

國民年金 * 1 全民健康保險 
雇
用
人
投
保
之
企
業
退
休
金
個
人 

帳
戶
亦
可
委
託
國
民
年
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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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公
務
人
員
退
撫
基
金
亦
可
委
託 

國
民
年
金
主
辦
單
位
代
辦
＊
３ 

殘障年金 
失業給付 
遺族給付 
老年給付等 

生育 
傷殘*2 
疾病等 

政府機關主辦 

 

＊1:建議由勞保局改制，此外，原公、勞、農、軍、私校教職員保險部分均予納入。 

＊2：職災部分及車禍造成的部份，由承保全民健康保險之機構先行墊支，再依法向各承辦該政策性保險

之保險公司請求歸墊。 

＊3：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及雇用人投保之企業退休金理念上可由民間保險公司承保，目前基於法令，係由

考試院退撫基金及中央信託局辦理，惟基於競爭性，建議未來也可委託國民年金主辦單位代辦。依據勞

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2005年7月1日起，後者將以勞工個人帳戶方式管理，勞委會有意請勞保局代為

管理，與本論文見解相同。 

 
圖 1-3完善社會安全體系建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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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文將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介紹我國已開辦之重大政策性保險，為一千

五百萬輛汽、機車強制責任保險之現況及成果，以及第七章中介紹勞委會

正規劃之勞工退休金保險，研究重點主要在歸納上述政策保險重要內容以

及可資參考之因素；惟本研究所受限制可歸納為幾方面: 

1、由於現行各級政府預算科目之編列不太一致，且未能將有關社會福利的

項目妥善歸類，以致影響資料的準確性。 

2、為了解現行福利的支出計算方式，以及未來支出水準的規劃，均須根據

各項福利項目之潛在受益人數、實際受益人數、應有服務水準與實際服

務品質等數據；然目前國內有關該方面基本資料的建立均甚為粗糙或缺

乏，因而影響本研究之深度與廣度。 

3、社會福利體制之完整規劃，必須就政策的擬定、制度之設計與具體措施

執行一併考慮，因涉及主辦機關內部事務，因此可能造成本研究未能完

全詳盡探討。 

4、政策性保險主要承保機構為民間保險公司，其承保、理賠資料或有屬於

商業機密而不願公開，因此亦有可能影響本研究之完整性和正確性。 

   根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搜尋得知，自民國八十年

以來，有關「福利國家」為主題之論文多達三百六十八筆，有關社會保險

為主題之論文數目亦較多，惟關於「政策性保險」者則付諸缺如，此外，

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主題之論文共十四篇，專屬保險機構為主題之論文

共十五篇，惟均無博士論文，因此可資直接參考之文獻將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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