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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外社會安全理論基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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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是社會政策的因子之一，其目的，一在

保護個人抵抗其所受之物質匱乏威脅；一在授予個人平等生活的機會。（朱

諶等 1994:333）或是具有保障基本人權、維護個人尊嚴、預防家庭解組及

遏止社會貧窮之直接功能以及加強社會連帶責任、增進經濟生產效益、促

進財富公平分配及防止共產主義滋長的間接功能。（岑士麟 1983:194－196

）本章即在對該項制度進行理論基礎說明與分析。 
 

第一節  主要社會安全理論基礎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要求生存

」。如前章第一節所分析，自工業革命以來，產生勞工工時過長、工資過低

及童工女工加入生產行列等現象，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勞工問題遂逐漸浮

現，產生許多職業災害、失業、疾病、老年等問題，1882年德國首相俾斯

麥遂決議該國施行勞工疾病保險法而開創社會保險先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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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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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儒

                                                 
8 俾斯麥於 1881年首先向國會提出「勞工災害保險法案」，由於草案中規劃保險費由政府、雇主與勞工分
擔，違反勞災保險應由雇主負擔全數保險費原則，國會將該草案擱置，旋即由政府撤回。1882年 4月 29
日，俾斯麥因得威廉一世支持，先向國會提出「疾病保險法案」，嗣為勞工需要，再於 5月 8日提出「勞
工災害保險法案」。由於前者係利用原有保險組織經營，故於同年 5月 31日經國會表決通過，6月 15日
公布，成為全世界社會保險嚆矢。該項保險延至 1884年 12月 1日實施。「勞工災害保險法案」於 1884
年 3月 6日經政府三度提案，始獲得通過，同年 7月 6日公布，1885年 10月 1日實施。1888年 11月政
府提出「老年殘障保險法案」，翌年完成立法，1891年 1月 1日實施。俾斯麥社會保險三部曲計畫，始告
完成，德國乃被世人尊稱為社會保險的祖國，而俾斯麥也被後人尊稱「社會保險之父」。參吳凱勳（1986），
〈社會安全與社會保險〉，周建卿編，《社會安全通論》，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頁 152-153。林萬億（1994），
《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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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68-170）社會安全制度方為世界各國所採用。 

 

壹、社會安全理論之定義 
 社會安全其本質乃為保障國民經濟生活之安定，也是近代社會政策之一

環，其涵義如何，各國學者、專家及重要文獻卻各有不同的看法或解釋，

茲列舉數則陳述如下：（江亮演 1990:4-6） 

 1、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Bureau）：「所謂社會安全，乃社會

在其組成份子所可遭遇的若干種危險事故方面，經過適當組織機構，而給

予安全之謂。」 

 2、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美

國國民同意不惜一切保護自由民主，但保護自由民主的第一線，就是經濟

安全的保障，亦即社會安全制度之推行。」 

 3、英國貝佛里奇爵士(Sir W. Beveridge 1879-1963)：社會安全係指

保障人民於失業、疾病、傷害、老年退休，以及家長死亡後薪資中斷時之

生活費收入之安全，以及補助其生育、婚喪時之意外或必要之費用。」 

 4、岑士麟教授：「社會安全制度，顧名思義是一種旨在確保社會性安全

的國家政治制度，亦即國家為推行福國利民的社會政策，立法制定一種制

度，謀求國民生活普遍獲得安全保障，免於生活資源之匱乏而瀕臨於危險。

為期達到此一目標，社會安全遂著眼於保障國民的最低生活，且主要目的

只以確保最低經濟生活為限。」（岑士麟 1983:194） 

 5、林紀東教授：「社會安全者，謂人人皆獲得工作，可以生活，遇有疾

病、失業等情事時，亦可以社會力量，加以救濟，而謀社會之安全，更進

而促致文化進步之制度也。」 

   吾人知道，社會安全制度之建立係因應工業革命以來，由於貧富差距擴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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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各國主要基於下述之考量，逐步建立起社會安全制度: 

在傳統個體經濟分析之思維中，社會結構乃被視為「個人」之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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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體系中，個人可以憑藉其稟賦(endowments)，經由價格機制之交換

過程而取得貨幣報酬，以獲致某種程度之經濟安全保障。但是對於稟賦不

足之弱勢成員而言,市場機能等於失靈(market failure)。基於此，慈善組織

或政府乃提供以社會救助為主之「非市場」安排，適當補助已陷於貧窮境

域之個人或家庭，俾得以維持其最低或基本之生活水準。就機制之本質而

言，此類提供少數弱勢成員所採之事後救濟措施，乃針對傳統之個體風險

事故而設計。然而，此種基於「個體風險」邏輯思維所採之救助措施，若

面對大部分社會成員均可能面臨之結構性社會問題時，則顯然不足、不適，

須改由「社會風險」之角度觀照，採行集體保障措施以為因應，此即現代

社會安全制度(尤其是社會保險制度)建構之基礎。(詹宜璋 1998:71) 
 

本論文以圖 2-1表示個人安全與社會安全在社會連帶性與補助性之關

係。 

上述中外古今學者專家的解釋，雖然文字上有些差異，但內容則大同

小異，因此綜合上述專家學者對於社會安全意義的詮釋，本論文歸納社會

安全的意義如下： 

1、社會安全是國家社會政策的一環 

    因為工商業社會環境複雜，小家庭興盛，社會問題叢生，國家必須 

訂定政策一方面協助國民解決該類問題，以保障國民生存的權利，另一 

方面促進經濟發展，務求均與富同時達成。 

2、社會安全係為解決社會特定事故之政策 

      社會安全是以社會特定事故，9例如國民疾病、傷害、失業、貧窮、 

災害、殘障、老年孤苦無依等為對象，藉以降低損失，維持國民最低生 

活水準的政策。 

3、社會安全必須藉助團體主義，互助精神為途徑 

社會安全必須以整個社會成員樂於參加為要件，發揮互助精神，方 

                                                 
9此處之社會特定事故主要是指造成個人經濟不安全之原因，其因素有：1、個人生理的因素：如疾病、重
大傷害；2、總體經濟的因素：如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3、政治因素：如政治動盪不安、戰爭；4、
社會因素：社會階級差異、家庭結構；5、外力因素：如各種天然災害等。請參楊富龍（1995），《我國國
民對退休養老制度需求調查之研究－台北市之實證研究》，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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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促進社會成員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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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個人安全與社會安全關係圖 

資料來源：徐廣正 1993:154 

    

4、社會安全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為方式 

      社會保險部分包括疾病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老年殘障保險及失業

保險；社會救助例如低收入戶、天然災害受災戶之補助；福利服務例如

就業輔導、殘障人士就醫公車之提供等。 

5、社會安全目的在於謀求每一國民健康安全、職業安全與收入安全 

健康安全部分，積極方面可以預防傷病發生，減少醫藥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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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方面可以使傷病者早日康復，繼續為社會服務；職業安全部分，積

極方面在於提供安全及衛生工作環境，減少職業傷病之發生，消極方面

在於失業時給予相當給付，使生活不致於陷入困境；收入安全部分，係

指該國民不論在職、傷殘或退休後，皆有固定收入以保障其生活品質，

使人人得以安居樂業，過著安和樂利社會生活，創造文明進步之理想社

會。 

 
貳、社會基本權理論演變 

 社會安全之意義，已如上述。吾人可以明瞭社會安全為國家主導，藉助

團體主義，互助精神，以保障國民生活、社會安定為目的之國家社會政策。

究其內容實為解決社會問題（主要為個人健康、職業及收入安全問題）所

創設之制度，然而為何各國有此政策?其理論演變過程為何?則為本項重點。 

一、社會基本權觀念之萌芽 

 泰西各國在十八世紀開始推翻專制政府，人民所追求的權利不外「自由

權」、「財產權」及「平等權」。當時知識份子多相信只要擺脫政府之約束，

憑藉個人之努力，就可以獲得最大之幸福，在此思潮下，社會基本權尚未

萌芽。 

 進入十九世紀的工業國家，隨著社會貧富不均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日趨

嚴重，承認每一個國民皆應擁有最起碼的生活權利之思潮，也漸漸出現，

法國著名的早期社會主義者傅立葉(Charles Fournier 1772-1837)在1808年

即首先提出人民(工人)應享有「工作權」之見解。而同時代的德國大哲學

家菲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在1796年出版名著〈自然法的

學 理 基 礎 論 〉 (Crundlange des Naturrechtsnach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中也認為，財產權是人民不可讓渡之基本權利，作為其

生活之資。而國家也有義務，必須在人民遇到不幸時，負起扶助其生活之

責。 

 傅立葉氏提倡的「工作權」及菲希特氏提出的「生存權」，於十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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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國憲法內，並未獲得實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所頒布

的威瑪憲法，社會基本權利才正式的獲得其憲法之地位。（陳新民 

1999:98-99） 

 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民生凋弊所導致社會動盪不安，以及俄

國產生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之影響，德國1919年公布的威瑪憲法在第

二篇第二章(共同生活)及第五章(經濟生活)以下，臚列了不少承認人民享

有社會基本權利之條文。（史密特 2004:542-550）例如國家經濟制度應保

障每一個人皆能獲得合乎人類尊嚴之生活(第一百五十一條)；國民每一個

家庭能獲得健康之住宅及生活空間(第一百五十五條)；國家應特別保障勞

工之權利(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五十九條)；國民有獲得工作及失業救

濟之權(第一百六十三條)⋯等等。（陳新民 1999:98-99）威瑪憲法這些眾

多的條款，認為人民應獲得「生存權」、「工作權」、「住宅權」⋯等等基本

之「權利」，其目的都是使人民能獲得合乎「人類尊嚴」之生活(即威瑪憲

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所揭示之目的)。但是，這些條款也同樣是要求國家「應

該」有所作為，來促使人民這些權利之實現。威瑪憲法，除了對我國憲法

影響極為明顯及深遠外，這些「社會權利」之條款，也成為其他許多國家

之憲法理念所取材之對象。10 

 社會基本權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在各國憲法內或多或少獲

得肯定外，也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公約中，得以見之。例如聯合國在1948年

公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提及的「人權」雖絕大多數是傳統的、古

典的「自由權」，但也有部分條文涉及社會基本權利。另外，1961年通過的

「歐洲社會公約」更是廣泛的承認人民享有工作、公平待遇、教育、健康、

社會扶助⋯等等的「社會權利」。 

 這些各種形式的「社會基本權利」，都是期待國家要有積極的行為，來

                                                 
10 例如法國第四共和憲法、1948年義大利憲法、日本憲法⋯等，林紀東教授認為威瑪憲法為二十世紀的
領導性憲法，是極持平之論。見氏著(1970)，《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台北市：三民書局，頁
51。曾繁康教授則認為以迄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新憲法，可謂無不踵武威瑪憲法成規，均有諸種受益
權利之規定。參氏著（1978），《比較憲法》，台北市：三民書局，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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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這些權利的實踐。社會基本權利的追求目的，依學界的見解，認為應

在「維護人類尊嚴」的目標之上。荷蘭學者范得文(Frans van der Ven)氏主

張社會基本權利之存在，是為了人類「真正」的自由及為了「人類尊嚴」。

國家不再只是保障及維護過去(十八及十九世紀時的)追求個人主義式的

「自由」，而應是促使每個人民可以擁有真正之自由，能在社會中發展其人

格。因為這些社會基本權利之重心，並不在於保障人民之「自由」，而是在

保障「社會之安全」。由於「人類尊嚴」是最重要之價值，故為矯正個人自

由可能產生之弊害，因而須確認社會基本權利之存在。西德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所頒布的基本法，雖然不再採威瑪憲法形式，詳盡列舉社會基本權利，

只總括的提出「社會國」原則(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八條)作為立國之依據。

但是，學界普遍認為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仍是基本法所追求之理念。因為基

本法第一條規定「尊重及維護人類尊嚴是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而且，基

於追求社會正義及維持國民「合乎人類尊嚴」之生活(如同威瑪憲法一百五

十一條之旨意)來保障「社會安全」，都構成該國社會基本權利存在之目的。
11 

二、社會基本權之內容 

社會基本權之內容，學者界說不一，德國當代學者布魯納（G. Brunner

）與奧地利學者涂曼多（T. Tomandl）則將社會基本權區分為工作權、社會

安全（保險）權及文化教育權等三大類予以呈現。（陳新民 1999:103）渠

等認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個人藉自力工作以取得財貨，支持自己及家庭

生活之需要，故將工作權獨立成為一類；而為保障人民有一個符合人類尊

嚴之起碼生活，應分別物質與精神生活方面適當介入，因而將社會安全（

保險）權及文化教育權權責分別獨立；且這三類權利應能含括大多數之社

會基本權利。12易言之，社會基本權就是「基於福利國家或社會國家理念，
                                                 
11陳新民(1999)，《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冊》，台北市：元照出版，頁102。另德國當代法哲學教授
Hasso Hofmann認為「人性尊嚴」內涵即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承認、尊重對方自我決定的權利」，這
乃是共同體當中每一份子為了確保和平共存所必須相互認可的最基本的承諾。而這也同時正當化「人性
尊嚴」作為建構憲法基礎規範之地位，詳蔡維音(2001)，《社會國之法理基礎》，台南市：正典出版，頁29。 
12陳新民教授認為我國憲法內關於社會基本權利的全部條款，皆可以劃分於此三大項目之內。如憲法一百
五十二條（促使人民充份就業）及第一百五十三條、一百五十四條是「工作權」之範疇。第一百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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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任何人皆可得合乎人性尊嚴之生存，而予以保障之所有權利的總稱」。
13本論文著重在工作權及社會安全（保險）權之強化，文化教育權則暫不討

論。 

 

參、正義理論之演變 
 本節前三項分別介紹泰西各國追求社會安全制度的原因和結果，惟人類

社會制度的源起必有其更為深沉的哲學基礎，學者認為社會安全制度的基

礎來自於「人類對於正義的需求」。（黃人傑 2003:7）本款將針對「正義」

理論的演變提出說明。 

一、正義觀念源起 

   「正義」是外來名詞的翻譯，係由十九世紀日本學者翻譯出來之後，

才由中文吸收援用。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在《理想國》裡稱正義

(dikaiosune)是端正合宜、各得其宜或恰如其分，英文是 righteousness 或

appropriateness，目前則籠統被翻譯為 justice。（陳宜中 2004:70）亞里斯多

德（Aristotle 384-322 B.C.）則將它解作循規蹈矩(lawfulness)。亞氏認為國

家憲政體制就是在追求政治正義，而他的任務即在於尋找最理想之政體。 

 亞氏發現，正義可以區分為「矯正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與「分配

                                                                                                                                                         
條至一百五十七條，則是明顯且具體之社會安全（保險）制度，第一百五十八條至一百六十九條更是關
於「文化教育發展權」之條文。故我國憲法所包括的現行所有社會基本權利，可分成三大範疇，殆無疑
義。詳註11，頁104。  
13許慶雄教授認為:基本人權是人類與生俱有的原權，社會權(social rights，本論文翻譯為社會基本權)為其
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自從英國社會學者馬歇爾(T. H. Marshall) 1950年於其“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一書開始闡揚社會權理念，並將其視為公民權的一部份後，社會權之概念逐漸受學界及政界的注
意。其後，在一些國際組織，特別是在歐洲理事會藉由「歐洲社會憲章」(1961)、聯合國藉由「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66)以及歐洲聯盟藉由於「歐體社會憲章」(1989)的推動與影響下，社會權保
障乃普遍有其廣的落實空間。如今，社會權已廣為各國憲法所重視，成為人權保障之重心。參氏著(1991)，
《社會權論》，台北市：眾文圖書，頁13。另關於馬歇爾氏學說要旨，乃揭示社會發展係由保障個人自由
之公民權（18世紀），擴張到執行個人政治權利之政治權（19世紀），到保障一般化標準生活權力之社會
權（20世紀），而他所謂的福利國家，是由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所構成之聯結社會。參林萬億
（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頁 117-118；蔡宏昭（1998），《日本
法定年金保險制度擴張與轉型因素之歷史比較分析》，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6；吳明儒
（1999），《公私年金政策與制度發展之互動因素分析－台灣與英國之比較研究》，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
所博士論文，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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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兩種。14前者例如通姦、偷竊、傷害、搶劫、毀謗、

買賣、以物易物、借貸、租約等，均在矯正正義規範範圍，但後來學者多

半將此種正義歸類為「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由於此種正義所規

範對象多為社會上發生之經濟上不公平現象，當發生不公平交易時必須仰

賴國家(或政府)出面矯正，所以使用「交換正義」乙詞較為適切。 

 亞氏認為交換正義係等值交換，換言之，市場價格決定社會經濟活動是

否符合正義之標準，而「公平交換」則為判斷的依據。以二十世紀以來國

際間禁止剝削童工、女工、提倡勞動安全、最低工資、消費者保護、反托

辣斯等社會立法，均為此種正義之體現。 

 亞氏認為分配正義則是重要社會財分配狀態，必須符合每個人道德功績

(moral merit)。換言之，功績愈高者，應分得部分則愈多，反之亦然。 

 亞氏的上述思想雖在當時未獲重視，但是在中世紀時其著作被重新發現

後，泰西世界關於「交換正義」與「分配正義」的討論即不中斷，因此本

論文有關正義觀念的起源以亞氏為首，當屬名實相符。 

二、正義觀念在近代社會的修正 

 隨著中世紀的落幕和近代市場經濟的起飛，「市場價格即公平價格」之

觀點開始出現。十七世紀著名論者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洛

克(John Locke 1632-1704)皆認為市場價格就是公平價格，其理由是價格必須

由買賣雙方都同意才能成交，所以在邏輯上必然是等價物交換等價物，當

然也就一定是公平的。在此，「公平價格」脫離了亞里斯多德式的「需要」

概念，而由買賣雙方主觀認定，因此與市場價格是一致的。洛克即曾經表

示，如果壞商人哄抬價格而使人買不起食物，那當然是不人道行為，但卻

不是不合乎正義的，除非其違背了不詐欺、不違約、不使用暴力等最基本

的遊戲規則。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七世紀起，「分配正義」概念也遭遇到了一系列

質疑和挑戰。在中世紀自然法傳統裡，「生存需要之滿足」同時包含了交換
                                                 
14 黃越欽教授認為還有衡平正義(Epieikeia)，即將概括制訂之法律，適用在具體案例，惟此點與本論文無
關，茲不贅述，參氏著(2001)，《勞動法新論》，作者自印，頁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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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公平價格)與分配正義(進行救濟)之主張。近代自然法論者如格羅秀

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霍布斯和洛克，皆承襲了中世紀的生存權思

想，但其中格羅秀斯和洛克卻認為「分配正義」不是妥當的正義概念，而

必須為「慈善」(charity)所取代。（陳宜中 2004:74-75） 

三、正義觀念在現代社會中的體現 

 約翰.彌勒(J.S. Mill 1806-1873)是十九世紀中最早將社會正義與分配正

義相提並論，稱之為「社會與分配正義」，其目的在解決當時社會財產與經

濟資源不公平分配的問題。渠主張個人自由原則及其所保障的財產權，並

不適用繼承的財產，因此國家可對超過一定額度的遺產課稅，俾進行財富

重分配。普及的教育終將使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政治參與以發展自我；由

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不當政治與社會權力亦縮小至可容忍範圍。 

 時至今日，關於社會/分配正義的討論業已汗牛充棟，而根據學者的了

解，現代自由主義者至少提出了下列四大項社會正義主張: 

1、公民之基本自由及權利(尤指公民權與政治權)應予保障； 

2、公民之社會基本權應予維護，而社會基本權又經常被理解為社經基本需 

要(basic needs)之滿足，或「一個合宜的最起碼社會標準」(a decent social  

minimum)之保障； 

3、促進更公平之機會平等，透過如普及教育、經濟重分配等方式，以逐漸 

降低「出身」(階級、家庭、世襲財富、稟賦)因素對生活機會之影響； 

4、為避免政治自由徒具形式，為使公共領域不致淪為私利的競逐場所，社 

經不平等必須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並設法對社經制度進行改革。（陳宜 

中 2004:74-75） 

四、羅爾斯正義論在當代的價值 

  �詮釋正義理念，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於 1971年出版其大作《正義

論》，該書中提出兩項檢證原則，透過原初狀態及無知之幕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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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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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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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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義論》中，羅氏將正義的第一個原則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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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並

於１９８２年將此原則有系統地修正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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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正義的第二原則：正義第二個原則在解決一般社會及經濟上被允許的

不平等問題，羅氏認為，社會及經濟的安排必須滿足二個條件:（吳老德 

2001:114） 

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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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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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二原則稱為「差異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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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ority libe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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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次序

稱之為「詞典式的序列」(lexicographic order)。 

積極的差別待遇原則(positive discrimination)，依據羅爾斯《正義論》的

差異原則，在於解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因此他承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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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劣勢者帶來最大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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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一角度來看，對於社會上
                                                 
15John Rawls,” The basic liberty and their priority”. in S. M.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 Vol. 3,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2) , pp.5.此外，羅氏自 1980
年後陸續為文修正原先正義論之觀點，在其所著《政治自由主義》一書，即可參閱相關論文組合。John Rawls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xiii-xv. 
16此處之利益羅氏為了簡化起見，僅以「收入及財富」代表之，然而並未兼顧社會生活基本條件中有關權
力及特許權（prerogatives）、自尊的社會基礎（the social bases of self-respect），學者認為有待商榷，參張
福建（1991），〈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及其容許不平等的可能程度〉，戴華、鄭曉時主編，《正義及其相關問
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28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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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給予優惠的差別待遇措施（例如本論文所闡述之社會安全制度），

基本符合《正義論》之原則。17 

此外，羅爾斯教授認為：在規劃各種典章制度時，可以先設想自己眼前

有一層薄紗，因為這一層薄紗的遮掩，所以吾人不知道自己未來的身分、

地位、職業、才情到底是什麼？因此，在規劃時就可以不偏不倚的設計出

合於公平正義的典章制度。（熊秉元 1998:138-139、朱敬一等 2003:9-10） 

 
肆、平等原則與非歧視原則 

    然而吾人不能忽視《正義論》中第一原則及第二原則中之第一項條件

所代表之精神，即所謂「平等原則」與「反歧視原則」兩項基本原則之價

值，「平等原則」之適用旨在促進私人之基本人權受公平合理的保障；「反

歧視原則」則在避免基本人權不客觀與不合理之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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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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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與不得適用的範圍。 

「平等原則」與「非歧視原則」所揭櫫之「平等權」和「不受歧視權

」係植基於現代國際法的「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與「出生權」(birthright)

理論。此一理論之本旨是在承認人自出生時即享有平等的基本人權；同時

，在個人與社會活動時，其人格尊嚴應受平等尊重。依前所述，本論文認

為，反歧視原則旨在確保私人間之相同待遇，而平等原則則允許合理的區

                                                 
17羅教授提出「政府四個部門」之規劃，而將差異原則運用在社會基本結構中以實現分配正義。這四個部
門分別為：1、分派部門（allocation branch）：其作用在維持價格體系的有效競爭力；2、穩定部門（stabilization 
branch）：其作用在致力於合理的充分就業；3、轉換部門（transfer branch）：其作用在確定社會生活的最
低限度值；4、分配部門（distribution branch）：其作用在通過稅收和調整財產權所有的方式，以達到分配
上的正義。參徐鎮雄（1999），《從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探討我國之法律機制》，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頁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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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存在。 

以釋字第二百一十一號解釋及第四百八十五號解釋為例，前者規定:憲

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權，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並不限

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目的，而為合理

之不同處置；後者規定：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

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

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尚非不得制定法律，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

配，⋯為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

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

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

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

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

照顧。該二號大法官會議解釋內容，即在闡明實質平等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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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社會安全理論基礎 
 

壹、我國古代的社會安全思想 
 我國自古以來許多學說均很重視人民的地位，所以在我國不但很早就有

社會安全的思想，而且有相當完整的社會安全內容。同時對人民福利，認 

為養民、利民、為民謀最大幸福這是政治的主要目的，也是關心人民生活

的表現。18例如： 

1、尚書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2、周禮：國家社會責任為「以保息六養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

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鄭竹園，2004:284） 

3、孔子謂：「既庶且富、足食足兵。」又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又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4、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

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5、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治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又說：「使民養生送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 

                                                 
18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認為世界上無論任何民族，皆無法逃脫其傳統思想之支配。中國歷史悠久，其所受
傳統思想之影響較其他民族為深。渠認為：中國傳統思想，重在一「安」字，而西洋人則重在一「強」
字。中國人之思想，在個人言，重在「自安」，人與人之間，重在「相安」，國家所重，則在「治安」；在
經濟思想方面，中國傳統重視「均富」，即孔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而「均」與
「安」實有連帶關係，「均」為求「安」之手段，「安」為求「均」之目的。然而，馬教授也認為，時至
今日，傳統思想不能不改，以後絕不能再講「安貧」，應講求「均富」之法，以期達到「自安」、「相安」
與「治安」大道。參鄭竹園（2004），〈馬寅初的思想與風格〉，《當代中西思潮論叢》，台北市：幼獅文化，
頁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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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子謂：「倉廩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 

   另有學者發現，先秦諸子通過五百多年爭鳴，在經濟思想方面已經留

下許多寶貴之見解，分別是： 

1、富庶利民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客觀目標； 

2、發展經濟是實現富庶利民目標的唯一途徑； 

3、廉政節用是官府乃至宮廷生活作風的基本準則； 

4、薄賦輕徵是處理取予關係的指導方針； 

5、斷長續短是調整社會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蔡澤華 1999:276-284） 

   以上的主張，皆為我國傳統思想重視人民生活的明證，足證古代民生、

民本思想的濃厚。 

 

貳、孫中山先生有關建立社會安全制度學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

群眾的生命。他用「民生」這兩個字，來敘述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

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

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9 

 國父係鑒於當時歐美國家於資本主義興起後，以機器代替人力，一般工

人無法充分就業，導致貧富懸殊及社會階級鬥爭，因此當時有識之士主張

社會主義來加以改善，而中國因清廷腐敗無能，內憂外患，導致民生貧困，

但部分開發較早之城市也已發生類似歐美資本主義流弊，為思患預防，所

以他主張以民生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第一目的即在正本清源。20第二目的在

於防範中國再走資本主義的流弊或發生階級鬥爭，力求人民經濟地位的平

等，達到養民與均富的目標。 

                                                 
19〈民生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台北市：三民書局，頁176。學者也認為，「民生」二字有廣義、狹
義之分，前者指人類求生存，蓋必如斯，孫文的思想體系始得建立，而其「民生哲學」、「民生史觀」始
能成立；後者側重經濟，如《民生主義》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與「社會
公道」（social justice），亦即孫文常云：「發達生產以致富，合理分配以求均」。參莊政（2001），《孫文思
想與政略》，台北市：國立編譯館，頁306。 
20 國父稱當時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普通人對之有無所適從，此外，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
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而又切實而明瞭。同上註，《三民主義》，頁18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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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主義的社會安全思想 

  民生主義在於使人人生計上、經濟上地位的平等，要人人都能夠做事，

人人都有飯吃，並打破社會上不平等的階級，剷除貧富懸殊現象，以預防

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致陷於痛苦，

進而提倡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達到經濟平等與社會安全。21 

二、民生主義社會安全措施 

（一）解決土地問題促進社會安全 

  國父早年即注意到土地的問題，1904年在美國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

時，已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次年在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中，倡議

平均地權就是「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

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

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

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輿眾棄之」。22在民生

主義演講中， 國父曾提出數種具體實施方法，例如：自報地價、照價徵稅、

照價收買、漲價歸公及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 

（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增進民生均富 

  國父考察近代社會進化的事實，認為歐美的進化係由於社會與工業之

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分配之社會化等四種社會經濟事

業的推展。23第一種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工廠和機器及保護

工人的衛生等，以求極舒服的工作，提高生產的效率；第二種是振興實業，

要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

第三種是用累進稅率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與遺產稅，增加財源來改良種種

                                                 
21〈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二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70版，頁668-678。 
此外，學者認為民生主義與社會安全制度尚有如下共通點：一是兩者都以互助合作為基礎，貫徹社會
連帶責任，促成社會全體協調與和諧；二是都以財富公平分配為手段，旨在達成均富；三是可以促進
經濟生產，提高社會福利；四是悉本自由平等原則。參岑士麟（1986），〈社會安全與民生主義〉，周建
卿編，《社會安全通論》，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頁 106-108。 

22〈同盟會革命方略與政府宣言〉，《國父全集一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 70版，頁286。 
23〈民生主義第二講〉，《三民主義》，台北市：三民書局，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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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業；第四種就是一切日常消耗貨物不必由商人配售，可以由政府或

社會組織團體(如消費合作社等)來分配，消滅商人的從中剝削壟斷；並且

作為實施民生主義策進社會安全的主要方法。 

（三）發展社會經濟事業以促進社會安全 

 國父 1912年以英文著述「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提到：「地價

稅、鐵路收入及礦業收入與各種公共興辦之事業，將供給國家政費之需要

而有餘。然後舉其餘額，以興辦教育及慈善事業，如養老恩俸、收養殘廢

跛瞎之人。吾人應注意青年之養育與衰老羸弱者之安撫」。24對於中國實業

的發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礦、水力、�X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

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

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如是，則凡現之種種苛捐雜稅，概當免除，

而實業陸續發達，收益日多，則教育、養老、救災、治病及夫改良社會，

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展之利益舉辦，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

享」。25從以上所述，足見 國父所創民生主義增進民生均富，節制私人資本

亦要同時發達國家資本發展實業，當屬重要的途徑。 

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先總統 蔣公闡揚民生主義要建設我國社會成為一個自由、安全、幸福

的社會，貫徹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要做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壯

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大小，都可以享安樂」

的目標，在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育

的問題講述生育、養育及教育三個問題，樂的問題包括康樂的環境、心理

的康樂及身體的康樂，26其中有關社會安全與福利的具體措施摘錄如次： 

（一）兒童問題 

推行下列兒童福利事業： 

1、公立的婦產醫院。 
                                                 
24〈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國父全集第二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70版，頁
92。 
25〈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國父全集二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70版，頁169。 
26〈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三民主義》，台北市：三民書局，附錄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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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童教養院。 

3、托兒所。 

4、兒童保健院。 

（二）疾病殘廢問題 

採取下列措施： 

1、普設治療機構並加強檢疫及預防傳染。 

2、實行疾病保險。 

3、生理的殘廢給予訓練就業及接受教育。 

4、心理的疾病由精神病院之治療與保護。 

（三）鰥寡孤獨問題 

推展下列服務： 

1、減低離婚率。 

2、輔導就業。 

3、救助孤苦的人。 

4、設立游民習藝所與乞丐妓女收容所，俾教導其生產技術。 

（四）老年問題 

解決方法如下： 

1、建立年老退休的制度。 

2、注重家庭的孝養。 

3、推行養老金制度。 

4、設立養老院安置無家可歸之人。（陳水竹 1986: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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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世界重要社會安全宣言 
 

壹、國家為成員組織之宣言 
 依據本章第一節介紹，吾人可知社會安全理念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由英美

國家所發展形成，在大西洋憲章中即揭示社會安全之保障為戰爭目的之

一。(黃越欽 2001：507)二次大戰結束前，1945年 6月 26日通過之聯合國

憲章第五十五條即規定聯合國應促進國際間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

經濟與社會進展。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則在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

社會安全的具體作法。如：人既為社會之ㄧ員，自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

有權享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之經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

實現(第二十二條)；人民有工作權及失業保障(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人人

工作時享受之報酬，務使其本人及其家屬之生活足以維持人類尊嚴，必要

時且應有他種社會保護辦法，以資補益(第二十三條第三項)；人民有獲得

最起碼生活程度及其他社會保障之權利(第二十五條)等。1950年歐洲人權

公約，基本在保障公民權與政治權，也包括強制勞動之禁止及組織工會之

權利；1961年歐洲議會則提出歐洲社會憲章，以作為歐洲國家社會安全之

基準；1964年歐洲委員會制定歐洲社會安全法典，將下款所述國際勞工組

織(ILO)1952年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予以法制化；1972年訂定社會安

全公約。（黃越欽 2002:93）隨著歐盟成立，成員逐漸擴增，2000年 12月

7日時，歐盟理事會、執委會及歐洲議會三機關首長，共同公布「歐盟基本

權利憲章」（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其中第三十四條即在規定

社會安全與社會扶助。（卓恭本 2002:7；97） 

 

貳、國際勞工組織之宣言 
   國際勞工組織(ILO)1952年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正式將社會安全

制度納入基準。此項公約在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總結了自工業

革命以來，勞動關係造成的社會問題並導致激烈鬥爭的衝突所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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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開展了社會安全體系與勞動關係之新協調機制，並為未來的發展提供

了準則。此項公約詳細提供了社會安全九大領域中的最低基準規範，分別

包括醫療照護、傷病給付、失業給付、老年給付、職災給付、家庭給付、

生育給付、殘障給付、遺屬給付等，其內容如下： 

一、醫療照護 

 各公約國應以維持、恢復或增進被保護人之健康及其工作能力與照護其

個人需要之宗旨，對受雇者及其妻兒，提供預防性及治療性之醫療給付。

給付範圍包括普通暨專門醫師之醫療照顧、處方藥劑品、住院及產前、分

娩與產後必要照顧及住院。在能力範圍內得要求受益者負擔部分醫療費用。 
二、傷病給付 

 公約國應依各該國之法令規定，對因傷病而不能工作以致收入中斷者提

供按期支付之傷病給付。為避免濫用，得限定被保護者之資產標準並訂定

給付期限。 

三、失業給付 

 各公約國應依各該國之法令規定，對能工作並可工作而不能獲得適當就

業以致收入中斷者提供失業給付，為防止濫用得限定被保護者之資產標準

並訂定給付期限，並要求其使用就業服務。此外因勞資爭議導致停工而失

業者或無正當理由自動離職者不適用。 

四、老年給付 

 各公約國應對已完成繳費、就業一定期限以上，或居住相當期限之一定

年齡以上之被保護者，因生存時提供老年給付。各國法令得規定一人應享

之給付得因其從事任何規定之有酬活動而予停止，或得規定受益人之收入

超過一定金額，其給付如以繳費為基礎者，得減低其給付；如非以繳費為

基礎之給付，受益人之收入或其他資產或兩者合計超過規定金額者亦同。 

五、職災給付 

 各公約國，應以維持、恢復或增進被保護人健康及其工作能力與照顧其

個人需要為宗旨，提供因就業而導致災害或一定疾病者職災給付。給付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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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括：1、傷病醫療給付，除一般醫療照顧外並包括職業重建；2、因職

災而全部或部分喪失收入能力者應提供給付；3、因職災死亡者，其妻兒應

獲得按期給付。 

六、家庭給付 

 各公約國應提供被保護人撫養兒童之必要給付。給付內容為按期支付或

有關兒童之食物、衣服、住宅、假期或家務協助。 

七、生育給付 

 各公約國應提供女性受雇者本人及男性受雇者之妻子生育給付，給付範

圍包括二部分：1、妊娠、分娩及其結果之醫療給付；2、因妊娠、分娩及

其結果所引起之收入中斷，應按期給付。 

八、殘廢給付 

 各會員國，對於已繳納費用、居住達一定年限、就業相當期間之被保護

者，因殘廢不能從事任何有酬活動或用盡疾病給付後仍持續，應提供殘障

給付。給付期間應包括事故之全部期間，或至老年給付可支付時為止。 

九、遺屬給付 

 實施本公約之會員國，對於單獨負擔家庭生計者死亡，致寡婦或兒童生

活失去支持者，應給予遺屬給付。 

 按期支付之計算標準以男性熟練技術工人工資(包含生活津貼)為條

件，此外老年給付、職災給付、殘廢給付、遺族給付按期支付率，應隨生

活費用之實際改變而調整。實施該公約之給付費用及行政費以保險費、課

稅或二者並行之方式負擔之。(黃越欽 2001：509-511) 

 本論文依據自然人自出生至死亡之現象，整理出上述九種給付之順序如

表 2-1，並一併敘述該九種給付在法理上應由國家或私人(主要為雇主)承

擔，以為本論文架構先行確立研究方向。 

此後，國際勞工組織又陸續通過八種有關完整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的公

約，影響所及已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納，分別是 1962年關於社會政策之基

本目標與標準公約；1962年母性保護公約（1981年修正）；1962年平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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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社會安全公約（1964年修正）；1964年職災給付公約（1966年修正）； 

1967年殘障、老年與遺屬給付公約（1969年修正）；1969年醫療照護與傷

病給付公約；1982年社會安全權利維持公約；1988年就業促進與失業保護

公約。（Pennings 2002:26） 

 

表 2-1 ：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社會安全九大領域表 

編

號 
項目(自出生至死亡) 國家責任 

私人責任(主要為雇

主) 

1. 生育給付 生育津貼  

2. 醫療照護 全民健保 
受僱期間發生，可能

須再增給付 

3. 家庭給付 育兒津貼  

4. 

傷病給付(因勞工自

罹普通傷病不能工作

以致收入中斷)  

失能給付   

5. 職災給付 
國家負基本給

付 

雇主有責時應再增賠

償責任 

6. 殘廢給付 
雇主無責時由

國家給付 

雇主有責時應再增給

付 

7. 
遺屬給付(受雇者在

僱用期間死亡)  

雇主無責時由

國家給付 

雇主有責時應再增給

付 

8. 失業給付 
失業保險給付

與就業輔導 
 

9. 老年給付 國民年金*1 勞工退休金 

*1目前我國尚未實施國民年金制度，此處係指勞保、公保、軍保之老年給付。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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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我國憲法規定及政黨政綱主張社會安全      
政策的分析 

 
         壹、憲法規定民生主義的社會安全政策 
   依據本章第二節介紹，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為建立我國現代社會安全

思想最重要來源，因此中華民國憲法將其思想予以落實，27在憲法第十三章

「基本國策」中，第三節及第四節分別為「國民經濟」與「社會安全」。其

要點如下： 

1、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

計民生之均足。(第一百四十二條) 

2、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

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

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

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營之面積。(第

一百四十三條) 

3、公用事業及其他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

國民經營；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

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同時應運用科

學技術，以興修水利，增進地力，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地使用，開發

農業資源，促成農業之工業化。(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 

4、國家應普設平民金融機構，以救濟失業。(第一百五十條) 

5、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第一百五十二 

                                                 
27依據制憲國代雷震先生記載：對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在修憲原則上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
基本原則，國家應保障耕者有其田，勞動者有職業，企業者有發展之機會，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這是
三民主義的重要原則⋯而民主社會黨人員亦主張採行社會主義，故決定列入。參氏著（1956），〈張君勱
先生與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制訂經過的回憶〉，收錄在《張君勱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王
雲五等著，頁127。張則堯教授也認為：我國憲法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明文，可謂大體已為三民主義的社
會安全制度，立定實施的法律輪廓。參氏著（1987），《各國社會安全制度》，台北市：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頁4。另荊知仁教授也認為:國民經濟、社會安全及教育文化條款之基本精神（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至第
一百六十七條），一則在於實踐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遺教，再則亦為適應經濟民主與福利社會的世界潮
流。參氏著（1989），《中國立憲史》，台北市：聯經出版，頁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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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6、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 

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 

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一百五十三條) 

7、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勞資糾紛之調解與仲 

裁，以法律定之。(第一百五十四條)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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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第一百五十 

五條) 

     此外，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第九項及第

十二項亦有對建立現代化之社會安全制度加以規範。 

 

貳、中國國民黨社會安全政策的主張 
    由於民國初肇，國家陷於內憂外患境地，有關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

想一直無法在大陸地區落實。28自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之後，才有

實際執行之機會。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地區執政時期所主張社會安全制度政

策分別介紹如下︰ 

一、現階段政治主張 

   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翌年3月，先總統 蔣公復職視事，同年

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現階段政治主張」，在其第

三點「實行民生主義的經濟措施」中提及︰「我們主張配合著國家的建設

計畫，使一般民眾不受壟斷投機的操縱，各行各業都得有均衡合理發展的

機會。國營事業應加整頓，民營事業應加扶植，以求生產的加速，增進對

外貿易的儘量發展。我們更主張厲行所得稅、遺產稅、財產稅，以平均社
                                                 
28例如 1917年 國父護法南下，策劃全國工運，訂定全國工運八原則，其中第四項為「倡導工人之福利，
範圍包括⋯勞工保險、疾病保險、傷亡保險⋯」。參劉見祥（1991），《我國社會保險政策與實踐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216。另 1924年 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宣言中也訂定「國家應制定『勞工法』、『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殘疾之制及『普及教育之制』」，
參楊鶴皋主編，吳博文整理（1993），《中國法律思想史》，台北市：漢興書局，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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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財富」。又提及︰「關於勞動問題，我們要積極扶植勞工組織，保障勞

工權益，促進雙方互助合作，維護勞工擇業轉業的自由，並舉辦社會保險，

以安定勞工生活。要根據勞資共同利益，促進雙方互助合作，增加社會生

產。 有關工人福利問題的解決，應讓勞工充分參加意見」。關於土地及農

民問題，更提及︰「我們主張對城市用地，應抑制土地投機，取締不勞而

獲，厲行照價徵稅與漲價歸公的辦法，以實現市地的平均地權。對於農村

耕地，應普遍實行減租及限田政策，並切實扶植自耕農，以達到耕者有其

田的目的。為求增加農地生產起見，應利用科學方法改進農業，並鼓勵自

耕農從事合作經濟。（舒基亮 1978:141） 

二、七全大會政綱 

    1952年10月 18日，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中國國民黨

政綱，其中特列「社會」一節，內容涉及社會安全者如下︰ 

1、輔導國民就業，舉辦社會保險，擴展社會福利設施，以建立社會安全， 

   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工作權。 

2、改善農民生活，健全農民組織，扶植農民成為農村民主力量。 

3、發展勞工組織，保障勞工權益，改善勞工生活，並促進勞資合作，以 

   蒙勞資利益之均衡發展。 

4、對於被共產黨迫害流亡各地及收復地區遭受人禍天災之人民，扶助其復 

   居復業，其老弱殘疾貧苦無靠者，予以適當救濟。（舒基亮 1978:142） 

三、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改革 

    1964年 11月，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二中全會，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

會政策」，副題為「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生活實施方針」，內容分為

社會保險、國民就業、社會救助、國民住宅、福利服務、社會教育、社區

發展七大項三十三目。其中前言提及「本黨依據民生主義，促進經濟與社

會之均衡發展，曾於歷屆會議中，先後通過各項有關政策。今反攻基地之

狀況，日趨繁榮，社會福利措施，亟待加強，以建立社會安全制度，增進

人民生活為目的，以採取社區發展方式，促進民生建設為重點，決定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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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社會福利制度之實施方針」。（舒基亮 1978:144）此政策為綜合該黨歷屆

有關政策，因應時代需要而增加新項目，故內容較為完備。29 

四、現階段社會建設綱領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通過實施後，獲得良好績效，為期更擴大建設

的範圍，國民黨於 1969年 3月 29日召開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現

階段社會建設綱領」。該綱領的內容，分為社會建設之目標、社會建設之內

容、社會建設之推進三部份。關於社會建設的目標，該綱領揭櫫三點︰ 

1、發揮科學功能，培養企業精神，運用人力資源，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建 

   立社會安全制度，謀求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之平衡推進，以建設均富、 

   安和、樂利之社會。 

2、養成國民守秩序、重法紀、負責任、有組織之習性及互助合作之精神， 

   並發揚民意，健全基層組織，推進地方自治，以建設民主法治之社會。 

3、發揚民族精神，堅定民族自信，光大優良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提高人 

   口素質，確立國民生活規範，以建設明禮、尚義、重廉、知恥之社會。 

（舒基亮 1978:147） 

 以上三點主要目標兼顧到民生、民權、民族主義三方面的建設，可說極

為正確的說法，而從其目標中，也可以了解第一點與社會安全有直接關係。

第一點目標屬於民生主義的社會建設，內容又分十條，其中與本論文主題

有關者為第三條至第六條，茲分述如下︰ 

1、第三條︰擴大公保勞保對象與範圍，增加給付科目，改進保險給付辦法， 

  規劃辦理失業保險，逐步建立社會保險之完整體制。 

2、第四條︰建立職業平等觀念，推廣職業指導，辦理人力供需調查，加強 

                                                 
29依據劉見祥博士指出：此項政策，在逐步建立完整社會安全制度，其中以社會保險為首，並與國民就業、
社會救助、國民住宅、福利服務、社會教育及社區發展等措施配合實施，此與世界各國之社會政策目標
頗相契合。詳參氏著（1991），《我國社會保險政策與實踐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
文，頁 223。另外學者陳小紅也指出，此「政策可視為政府在台灣從事社會福利發展之指標」（May be 
regarded as guidelines for th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參閱Chen, H.H.（2001）
“Searching for Welfare Model（s）:Taiwan’s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the Millennium”, Taiwan, East Asia and 
Copenhagen Commitment edited by Chiu, L. C.,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p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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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改進學徒制度，擴展職業介紹，促進國民充分就業。 

3、第五條︰保障勞工合法權益，加強工礦安全與衛生設施，制定合理最低 

   工資，推行團體協約及工廠會議，實施生產獎金辦法，倡導勞工入股分 

   紅，並採行以「人」為中心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促進勞資合作。 

4、第六條︰擴展福利服務，增進農民、漁民、勞工、山胞、退除役軍人、 

   軍眷及遺族之福利措施，對貧苦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及不幸婦女， 

   予以積極救助，對貧民施醫並應擴大辦理。 

五、加強國民就業輔導工作綱領 

 1929年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訓政時期國民政府施政綱領中有設立職業

介紹機關的宣示。1945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戰後社會安全初步

實施綱領」，更於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創造就業機會及加強職業訓練事項。

1964年11月九屆二中全會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及 1969年十

全大會通過的「現階段社會建設綱領」對於輔導就業尤有進一步的具體規

定。但是近年來我國工商業發展極為迅速，為因應工業化的需要，有關開

發人力資源，投入建設行列的問題自極迫切，國民黨乃又於1970年 3月召

開的十屆二中全會中，通過「加強國民就業輔導工作綱領」，以便更積極推

動。關於勞工災害賠償與勞工保險分開，勞工保險的殘廢、老年及遺屬給

付，應改為年金制的政策，也是在本綱領中確認。（江亮演 1990:68） 

六、農村經濟建設綱領 

  保護農民，增進農民福利問題，中華民國憲法列為社會安全政策之於

第一百四十三條及一百五十三條中，明文予以規定。中國自古以農立國， 國

父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自亦注意及此，在渠早年言論中，曾一再強調增

進農民福利問題。國民黨在歷次宣言或政綱中，亦不只一次提及，而在歷

次所發表政策中以 1970年 3月第十屆二中全會通過「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

綱領」，最為完整。該綱領內容分為目標、基本措施及實施程序三部分，其

前言︰「本黨基於實施土地改革成果，為適應現階段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

謀求增進土地利用，提高農民所得，保障農民利益，改善農民生活，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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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農業現代化，特制定本綱領。」其目標列有三點︰ 

1、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廣機械作業，提高生產技術 

，以加速農業現代化。 

2、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減輕農民負擔，合理調節農產價格，健全農民組織， 

革新農產運銷制度，並改善農業金融，增加農業經濟效益。 

3、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增進農民福利，以促進鄉村都市化理想之實現。 

（江亮演 1990:72） 

 

參、民主進步黨社會安全政策的主張 
民主進步黨於1993年，以「建立公平正義的福利國」發表政策白皮書，

其中第肆點為該黨的社會福利主張。茲將該項白皮書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民主進步黨社會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則 

1、工作是繁榮的基礎，足夠的工作收入是福利的根本基礎。國家應保障國

民的工作權，使每一個人只要願意，都有機會從事安全的、有報酬的、

有意義的經濟活動，以取得生活需要的資料。  

2、國家有責任遵照民主社會的公共願望，通過財政系統提供比市場系統更

公平的收入分配。 

3、國家有責任為個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教育、住房，兒童托育等 

使現代社會能更有效運行。 

4、國家應採取各種方式，救濟社會上的貧弱組織。 

二、民主進步黨社會安全制度的具體政策 

   民進黨主張建立一個能實現以上基本原則，使人民基本生活受到保障，

不會為生存而喪失尊嚴之民主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達成這個理想，

民主進步黨主張︰ 

（一）建立普及的社會保險體系 

    社會保險體系應包括老年年金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工作傷害保險，

以及失業保險，給付的水平應以保障國民免於因耄老、病變、意外、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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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等事故而致生存受到威脅。保險費率不應因職業不同而有差別，且應

減少中低所得者的保費負擔。為了避免健康保險財務危機，應採取部份付

費制度，但付費部份應衡量投保人的財力負荷。此外，應加強行政管理，

避免濫用醫療資源，以及節省行政開支（目前勞保局過高的人事支出是一

種不合理的現象）。 

（二）提供家庭津貼 

    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得到適當的照顧、教養、健康發展，並且鼓勵適

婚青年結婚生育，應給與有養育未成年或已成年但無工作能力子女的家庭

生活津貼。家庭津貼的給付水平應能維持子女的基本健康營養、教育所需，

且不以所得的調查作為給付的資格審查要件，而是以有無未成年子女作為

發放要件。 

（三）改良社會救助方案 

    放棄目前政府採用嚴苛的貧窮界定，而改以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恩

格爾係數法」貧窮線界定標準。也就是對於低收入家庭或個人的生活扶助

應考量其基本生活所需，不只是能滿足飲食、衣著，還必需包括交通、教

育、文化、住宅、休閒娛樂等開銷，使得對低收入家庭的補助能反應市場

的物價水平。 

（四）開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 

為了解決職業婦女的育兒困擾，國家應提供高品質的托兒服務，如果

公立托兒設施不足，政府應鼓勵企業、民間機構廣設托兒所，政府應給予

低所得家庭托兒補助，以免造成兒童的階級隔離。國家亦應提供多元的養

老設施，如老人公寓、養老院、老人住宅服務、老人中心、慢性老人疾病

療養中心等協助家庭照顧老人，對於殘障者的照顧應以尊重殘障者的人格

尊嚴為前提，提供無障礙環境、就業保障、重殘養護、教育訓練、社區照

顧等方案。並將精神障礙者納入殘障福利照顧的範圍。 

（五）完善的醫療保健系統 

為了讓國民擁有健康的生活環境，疾病的預防、復健與治療必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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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醫療保健政策。包括公共衛生、食品營養、傳染病防治、藥物管

理、工作安全衛生、精神衛生、醫療照顧等。並且於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之

前，規劃完成區域性醫療保險服務網，使城鄉的醫療資源公平分配、有效

利用。 

（六）人人有屋住的住宅政策 

    目前我國的住宅政策是具有高度商品化的特質，住宅成了建築商人炒

作的標的，導致在房屋供應足夠之下，房價仍然超出國民購買力之上甚多。

將近兩成的國民沒有自己的住宅，必須向他人租屋，房租也隨著房價節節

上漲。因此，低所得家庭的房租壓力與貸款壓力大大地影響其工作生活品

質，尤其是都市第二代勞工的住宅壓力會比以前大許多。政府應透過租稅

政策或以有計畫地合理開放部分農地，以有助於增加房屋供給的措施來降

低房價，或釋出包括軍方在內之政府機關所管理，卻形同機關私有的公有

土地，做最有效的運用，廣建國民住宅，租給無力購屋的低所得者，使人

人有屋住。 

（七）集體同意的勞動政策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又能避免勞資對立，應由國家介入勞資雙方的議

價過程，制定共同同意的勞資關係法案，以保障勞工生活，提升工作效率，

最終目的達到利潤共享的工業民主理想。勞動政策應包括減少失業、保證

工資、縮短工資差距、共同決策、工作安全、兩性工作平等等重要內涵。 

（八）提高社會福利的決策與行政層次 

    目前的福利主管機關分散各部會，且層次偏低，如福利服務歸內政部

社會司主管，醫療保健歸衛生署主管，勞工保險歸社會司管，勞工福利歸

勞委會主管等。不但影響行政效率，也造成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因此，

民主進步黨主張將社會福利與衛生合併成立「社會福利與衛生部」或「衛

生與社會福利部」，以提升社會福利決策位階，並統一事權。 

（九）重新檢討六年國建中的社會福利方案 

    六年國建中社會福利計畫（含社會福利與醫療）僅佔七百七十五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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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四十四項。而其中有以延續性計畫為多。然而，在這四十四項計畫

中除了繼續推動全民健保的規劃，以及補貼農民健康保險虧損之外，其餘

計畫甚少觸及積極性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六年國建計畫因財政困難而大

幅縮水後，社會福利計畫也就首當其衝。更可悲的是，有幾項不該屬於社

會福利的項目也被用來分享社會福利有限的資源，如興建公訓教學綜合大

樓、高雄市銀行房舍購置與興建等。另外，有些計畫根本違反社會福利的

資源配置原則，如設立中收入老人自費安養機構、木柵景美自費安養中心

等，明顯違背當前政府社會福利應以低所得家庭為第一優先的原則。 

（十）進行國家資源再分配 

    目前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含社會安全、衛生、退休撫卹）占中央政

府總支出比例，尚不及百分之二十。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二左右是分配給軍

公教人員的福利，如果扣除該部份，則一般人大概只分到相當歐美國家人

民十分之一的社會福利金額，所以，我們主張重新調整稅收結構，使得稅

賦公平，並且，重新調整國家資源分配，逐年大幅度削減國際支出及對國

營事業之投資投入，撙節一般政務支出，以便有更多資源移作社會福利之

用，同時，社會福利支出也應作更合理、公平、有效配置與運用。這樣才

能使國民所繳的稅與獲得的服務成正比。最後，長久之計是提高政府公共

服務的儲備，擴大社會福利計畫，才能使國民擁有安全感。這對於中低所

得階層的國民來說，更是重要。（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 1993a:62） 

    民主進步黨主張，政府應配合各項不合理支出之削減，逐年以百分二

十左右的增長率，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以期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將社會福利

支出提高至中央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甚至視財政狀況，提高到更

高水平。我們認為，即使如此，我國人民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服務仍遠低於

經濟及合作開發組織（OECD）國家在 1980年代所享受之福利服務水平（其

占中央政府之比例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間），因此，這已是一個最低限

度的要求。（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 1993b: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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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一、社會安全制度之必要性：貝佛里奇爵士在1942年提出其著名之大作《

社會保險及其聯合服務報告》時稱：提出了社會安全的計畫，以確保

每位公民在有工作且能夠繼續貢獻的狀況下，如果因為任何其他理由

－生病、意外、失業或年老－而無法工作，並為他自己和依賴他生活

的人，賺取足以維持尊嚴生活的收入時，有一份讓他不虞匱乏的收入

，在他自己身無長物時也還算足夠的收入，以及在他擁有財物時，也

不會因為家境調查（means test）而被刪減的收入。（包曼 2002:65）此

應為吾人提倡社會安全制度之本意。 

二、社會安全制度基礎理論：本章中介紹德國1919年實施威瑪憲法所倡導

社會基本權理論、美國羅爾斯教授有關正義理論，而學者認為，最合

乎正義的經濟，是提供所有的個人與家庭，能夠平等地參與一般的經

濟福利，至少要達到所有人民在基礎線上能擁有最起碼的人類生活所

需要的財貨。（黃人傑 2005:197）。該二種理論確實為現代社會安全制

度之建立奠定紮實之基礎。 

三、社會安全制度建構程序：凡是人類群居之地，必有「社會問題」，有社

會問題待解決，有識之士方提出辦法成為議論，稱「社會思想」，該種

思想如為執政當局所採納，便為「社會政策」，基於民主法治精神，該

項政策必須經過議會同意，是為「社會立法」，法令通過後，則由行政

機關依法執行，稱為「社會行政」。這種社會問題－社會思想－社會政

策－社會立法－社會行政的程序，目標即在建立一國社會安全制度。 

四、社會安全制度思想與政策：本章所述有關中外社會安全學說及政治文

獻，例如我國先秦及古希臘諸賢哲學說、孫中山先生主張之民生主義

、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之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及歐盟基本

權利憲章等，即屬於社會思想與社會政策層面，足可證明完整之社會

安全網建立為古今中外各國人心之所向，至於中外國家有關社會立法

與社會行政執行成效為何？在下二章中將繼續深入說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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