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臺灣人口的組成、數量、素質及分布等問題，已經面臨

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自 1993 年起，臺灣 65 歲以上的

老年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率已達 7.1%，正式邁入聯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再根據內政部調查發佈的人

口統計資料顯示，2002 年臺灣地區總人口數為 2252 萬人，

其中老年人口總數為 203 萬人，約佔總人口數的 9.02%，可

見人口老化的現象在臺灣是愈來愈嚴重。(內政部，2004)除

此之外，生育率逐年下降，至 2003 年，臺灣平均每一位育

齡婦女總生育數下降到 1.2 人，與義大利同列為全球生育率

倒數第一名，少子化的情況，更加速人口年齡結構的老化，

今後與老人相關課題的研究，值得政府部門加以關注。（蔡

宏政，2004：4） 

    臺灣經濟發展帶來了物質生活的改善，也促進了醫療科

技的進步，使國人的平均餘命得以延長，更多的人有更長的

時間去安排老年生活，相對的也會迫使政府決策部門，重新

擬定各種政策：包括各級學校的發展計畫、國民住宅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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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通建設的規畫、醫療健康照護系統的設置等措施，是

否符合未來人口的需要，是否會造成政府財政的龐大負擔，

都是攸關個人與政府的重要課題。 

    臺灣人口結構中的生育率持續下降，在經濟層面的影響

將會有兩方面的衝擊：第一是未來勞動力人口數量減少；第

二是未來青壯年人口扶養老年人口的經濟負擔加重。如果按

照人口老化的速度推估，到了 2026 年，臺灣 65 歲以上的老

年人口佔總人口數的比例，可能達到 20.4%，而 15 歲到 64

歲的中高齡人口佔總人口數的比例有 67.6%，到了 2051 年臺

灣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佔總人口數的比例，將高達 35.5%，

而 15 歲到 64 歲的中高齡人口佔總人口數的比例有 55.6%，

也等於說平均不到 4 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是老年人。（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15）面對這種情況就政府的勞動政

策而言，如何妥善的開發老年人口的勞動力，讓有能力、有

意願的老年人口再提供其人力資源於就業市場；就個人而言

如何得到晚年經濟生活的保障，免於老人貧窮化的恐懼，在

自己的健康體力尚佳的情況下，能在就業市場中賺取養老

金，使晚年的生活不虞匱乏，是每一位工作者必需事先規畫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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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臺灣人口的現況與預估，並了解中

高齡人口的就業狀況，從人力資源開發的理論、就業市場的

演變、企業對中高齡人力的看法，以及政府現行有關中高齡

就業輔導政策的分析，提供有關中高齡人力運用的對策及建

議。 

二、研究目的 

    彼德 ‧皮特森(Peter G. Peterson)在「老年潮」一書中曾經

提出，為了因應少子化及人口老化的現象，可行的對策包括

增加工作年齡勞動力的規模，鼓勵延長工作年齡等策略。(彼

德‧皮特森，2000：10)未來臺灣的勞動力市場，可能需要朝

此方向進行，也就是在老年人口的健康狀況良好，且有工作

能力及工作意願之下，繼續在職業市場工作。不僅滿足老年

人口經濟的需求，可以達到自給自足的老年生活，更協助政

府在勞動力日益不足的問題下，使人力資源有效利用，有助

於整體經濟的發展，並能減輕政府在老人年金上的財政壓

力，未嘗不是一個相當符合時代潮流的方案。（鍾俊文，

2004：8） 

    近年來臺灣受到大陸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許多廠商外移

至大陸設廠，將臺灣的工廠關閉，造成臺灣中高齡人口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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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針對這個現象，政府需要積極的介入，避免中高齡

口因為失業而造成更多的社會、治安等問題。本研究從兩方

面進行：第一是研究目前臺灣人口老化的現象，以及對未來

50 年臺灣人口的推計；第二是研究政府對中高齡者就業輔導

的決策及方向，並提供建議。 

    臺灣是一個自由而開放的社會，只要願意努力、肯用心

付出，每一個人都可以有一份工作，或者開創自己的事業，

不過，如果社會環境、政府政策、經濟資源等條件，能夠提

供更好的機會與協助，相信個人也比較會有成功的機會，人

民也比較會有幸福的日子。透過政府政策的制定，來開拓中

高齡者的人力資源，是未來人力發展策略上需要積極規畫的

一環。當人口平均餘命較以前延長時，如何在老年經濟生活

中，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需要個人與政府共同努力。因此本

研究的目的有： 

     (一) 探討人口老化現象是否是臺灣社會人口發展的

必然趨勢，並對於促進人口成長的目標提出建議。 

     (二) 分析人口老化是否會使未來勞動人口的扶養比

加重，未來如何延長勞動人口的勞動年限，提出建議。 

     (三) 說明人口老化是否會導致臺灣勞動力結構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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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針對高齡化的勞動力的職務設計問題提出建議。 

     (四) 探討臺灣未來就業市場的工作是否會更趨向多

元化，對於企業的需要問題加以探討，使人力的規劃更符合

企業未來的需要。 

     (五) 分析現行的中高齡就業問題與就業輔導措施，以

了解目前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的貢獻以及不足之處，並提出

相關的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對臺灣中高齡者的人數，以及中高齡者在未來人

口結構上所占的比例，依據現有的重要人口指標，配合社會

變遷的狀況加以分析、探討，再蒐集有關政府對中高齡就業

輔導所做的政策，加以分析、探究政府的決策過程，希望建

立一個更好的決策模型，來協助解決中高齡者的就業問題。

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為文獻分析途徑、比較

分析法及決策分析法。 

一、研究途徑：文獻分析 

有關臺灣人口結構的發展與改變，以及臺灣中高齡者未

來人數的預測，中高齡人力發展的相關理論，以蒐集政府統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6

計資料、政府期刋、學者專家的論文、著作、研究報告等，

為主要的資料來源，所採取的研究步驟有蒐集、摘錄、整理，

以朝向所設定的論文主題作整體有系統的進行，對龐大的資

料作有選擇、取捨的整理，以求所蒐集的資料能適用本研究

的主題。 

    二、研究方法 

（一）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是研究的重要方法，主要原理有二：比相同

與比差異。為了了解中高齡者就業的狀況，我們將以日本及

美國的企業來對照，因為日本及美國也面臨人力資源高齡化

的現象，從日本及美國企業的經驗來分析中高齡勞工問題的

因應方法，加上社會環境差異的因素，希望謀求適合我們中

高齡勞工的政策。 

（二）決策分析法 

    政府決策如有不當，其後果可能比貪污更嚴重，影響的

層面廣大而深遠。如何在問題出現時，有效的處理問題，尋

求最佳方案並加以妥善執行，這是決策分析法的目標，也就

是一種「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決策分析模型，也稱「決策樹」的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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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要素包含： 

1.決策點（Decision Node）：代表決策者可能採行

的行動。 

2.機會點（Chance Node）：代表所有可能發生的不

確定情況。 

3.機率（ Probability）：代表不確定情況出現的機

會。 

4.償付值（ Payoff）：代表各種情況的結果。 

於決策樹內，決策點以正方形「□」表示，機會點以圓

形「◯」表示，各個枝幹按時間順序依次列示可行方案及可

能的情形。（郭昱瑩，2002：73） 

三、研究架構 

    高齡化社會中人口年齡結構的老化，是許多先進國家的

社會現象，臺灣的人口年齡結構也已邁向高齡化的趨勢，在

人口老化的社會環境下，中高齡者需要為其老年生活的經濟

需求，提早做好準備，因此，本研究在探討臺灣人口老化的

現象，以及政府如何運用政策幫助中高齡者就業，分析政策

制定的過程，評估政策產生的影響，期待能認清問題的核

心，掌握相關的資訊，對問題有所反應。研究的流程及架構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8

如下： 

（一）研究流程 

1.研究主題的確定 

    觀察臺灣社會的發展狀況，擬定研究的方向，向指導教

授請教、研商有關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設定討論的方向，

經研議之後，確定研究主題。 

2.研究計畫的製作 

    確定研究主題之後，就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研究限制

等擬定研究計畫，呈送指導教授審核。 

3.研究資料的蒐集 

    研究計畫獲得指導教授的同意後，開始進行相關研究資

料的蒐集，包括國內有關的碩士論文、行政院內政部人口統

計資料、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人口推計資料、政府期

刋、相關書籍、雜誌等文獻資料。 

4.研究資料的分析 

    根據所蒐集的人口統計資料，從人口學相關的理論出

發，分析臺灣人口年齡結構的變遷，以及未來人口數量與人

口結構的推估，預測將來臺灣人口老化狀況。另外，從就業

市場的改變，分析未來就業市場的產業型態，了解中高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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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失業的原因，及將來在就業市場的優勢與劣勢，並從政府

推出的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分析決策之模型，決策之影

響，予以說明。 

5.提出問題與建議 

    臺灣在邁向先進國家之列，也同樣有先進國家人口老化

的問題，無可避免的在人口轉變時，中高齡人口比例將愈來

愈高，政府有責任去營造一個較優質的政策，使中高齡者能

擁有較好的機會與資源賺取所需，如此也有助於改善未來勞

動力市場人力不足的問題，或減輕政府老年福利津貼的財政

支出。 

6.撰寫論文 

    依據蒐集到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得到初步的結論，

開始撰寫論文，期間指導教授不斷從旁指引論文撰寫的進度

與方向。本論文從事質化的研究，將所收蒐集的政府統計資

料、學者研究論文、相關書籍、雜誌等資料予以分析，盡力

能對研究的目的加以解釋，達到研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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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的假設與確定 

↓ 

研究途徑與方法的選擇 

↓ 

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 

研究理論與架構的確認 

↓ 

提出問題與建議 

↓ 

撰  寫  論 文  

圖  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章節安排架構如下： 

    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範圍與限制、名詞釋義與文獻探討。 

    第二章臺灣高齡化社會的形成與問題：探討臺灣人口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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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結構的演變、人口年齡結構高齡化的因素，以及臺灣未來

人口年齡結構的推估。 

    第三章中高齡人力資源的開發與問題：說明中高齡人力

的優缺點、分析中高齡人力資源的相關理論、研究中高齡人

力資源理論中最適當的、最符合時代潮流的理論。 

    第四章就業市場的演變與企業的需求問題：分析目前就

業市場發展的趨勢，以及企業界對中高齡雇用的評價，從產

業界的觀點來看中高齡人力的問題，希望從外在環境的變

遷，檢討中高齡人力所面對的困境。 

第五章臺灣中高齡就業輔導的內涵與問題：分析政府介

入中高齡就業輔導問題的意義，以及政府所實施有關中高齡

就業問題的法令、就業輔導措施、就業促進方案等政策，並

分析政府在勞動供需市場上所面臨的問題。 

第六章臺灣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之檢視：針對政府所實

施的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利用決策模型加以分析，包含政

策的制定過程、政策的結果，對政府政策實施後的優缺點加

以分析，以了解臺灣中高齡者就業的困境與突破，以及中高

齡人力運用時可行的解決方案，並說明日本的高齡者雇用安

定法就業輔導理念，以作為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設計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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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 

    第七章結論與建議：基於珍愛臺灣這塊土地，也希望這

塊土地上的人們有幸福的生活，期待透過政府政策的實施，

面對人口老化的問題時，使一些居於弱勢的中高齡勞工，有

工作的機會，能謀求穩定的工作收入，足以維持家人的生

計，同時也能獲得經濟上的保障，將來年老時有尊嚴享受無

虞的生活，不會造成下一代經濟上的負擔，在少子化的狀況

下，不必依賴子女仍然可以享有自足的物質生活。 

    本研究分析架構說明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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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中高齡就業問題

與就業輔導政策 

人口理論 

一馬爾薩斯人口論 

二適度人口理論 

三人口轉型理論 

人力資源理論 

一社會撤退理論 

二社會活動論 

三勞動力經濟論 

人口的發展 

一出生率演變 

二死亡率演變 

就業輔導政策 

一法制設計 

二輔導措施 

就業市場 

企業需求 

結論與建議 

回
應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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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臺灣的人口在荷蘭治臺時期，預估約有二十萬人，比較

可靠的人口數字是 1905 年舉辦的第一次戶口普查，有 312

萬人。到了 1941 年，人口增加一倍約有 625 萬人，但是在

1946 年，因為日本戰敗投降，約有 50 萬的日本人被遣送回

去，臺灣人口減為 609 萬人；到了 1949 年，國民政府遷臺，

有大量的人口自大陸移入，使人口數量增加到 740 萬人。（內

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1991：5）上述的這一段時間臺灣人

口受戰爭、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太大，因此本研究不予採計，

而以 1993 年之後到 2003 年之間的人口變動，為研究的時間

範圍，1993 年以前的人口資料為本研究的背景資料。 

    此外，有關政府輔導中高齡者就業的政策，以 1993 年

之後政府所制定的法制設計、就業促進方案、就業輔導措施

等內容為研究範圍，本研究以就業輔導措施的實施作決策分

析，從職業訓練以及職務再設計，建立決策模型，評估政策

的影響。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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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勞動基準法的規定，人民年滿 15 歲就可以進入

就業市場工作，而且可以一直工作到年滿 65 歲。從 15 歲到

65 歲之間，大致可以分成二大階段：其一是 15 歲到 44 歲，

其二是 45 歲到 65 歲，本研究的對象以 45 歲到 65 歲的就業

人口為主，因為目前 45 歲到 65 歲的人工作意願仍然很高，

但其失業率及未適當運用的比例相對 15 歲到 44 歲者為高，

如此顯示 45 歲到 65 歲的就業者的就業輔導政策有其重要性

及迫切性，政府如果能積極有效的介入輔導 45 歲到 65 歲的

勞動力，不僅可以改善臺灣失業人口的比例，也有利於將來

高齡化社會來臨之後人力資源的運用。 

（二）研究方法方面 

人口研究在先進國家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因為人口變數

與其他變數如：經濟變數、社會變數有密切的關聯性，同時

人口研究的結果可以運用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上，對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制定有相當大的參考價值。如果

缺少了人口資料的調查，許多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計

畫將很難制定，因此各國政府皆設有專門的組織來蒐集、分

析人口資料。 

我國政府負責蒐集及處理人口資料的組織在中央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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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衛生署；在省級有警務處、民政廳、衛生處；在縣級

有警察局、民政局、及衛生局；在鄉鎮市有戶政事務所、民

政課等，此外，學者專家成立的人口研究中心，也提供了許

多人口研究的成果，如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因此，本研

究以蒐集政府人口統計資料，及學術團體所作的研究報告，

為主要的人口數據分析的來源，限於個人能力之不足，無法

對人口資料作實際的普查。 

針對中高齡者就業輔導政策之分析，採用因果關係分析

方法，預測政策是否會產生影響或改變，因為無法將中高齡

者採用實驗設計，分成實驗群、控制群，故本研究為非實證

性研究，如果後續研究欲探求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實證性

研究將是未來可以繼續努力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內容方面 

    就業輔導政策包含了求職求才服務、職業訓練、就業環

境促進、就業法規制定、就業輔導機構及措施等，本論文以

就業輔導政策中就業環境促進的方向為研究的主題，兼論有

關法制設計、職業訓練等相關研究。因此，在本研究中有關

如何對中高齡者的就業輔導政策，定出一個較佳的方案，以

因應未來社會經濟的發展，不僅對企業提供足夠的人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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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也促進中高齡者業的就業機會，減少中高齡者將來老年

之後貧窮化的危機，是本研究想要達到的目標。 

 

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文獻探討 

一、名詞釋義 

（一）高齡者：本研究中所稱的高齡者是指 65 歲以

上的人。 

（二）中高齡者：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四款定義：「中

高齡者」係指年滿 45 歲至 65 歲之國民，也就是說年滿 45

歲以上，具有工作能力之國民，身體健康且具有就業意願

者，皆列為中高齡人力運用的對象。 

（三）貧窮化：因人口結構及家庭功能的改變，造成

部分的老人無法得到基本的生活資源，尤其是無子女及低所

得家庭的老人，產生了貧窮化的現象。 

（四）高齡化社會：一個社會中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

口，佔人口年齡結構 7%以上的比率，即符合聯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所稱的高齡化社會。 

（五）歧視：歧視的意思是指對於各種條件相同或相

等的人、事、物而有不同的價值判斷及待遇。（朱韻如，1988：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18

7）在勞動市場中的歧視，最普遍的現象是不考慮就業者的

生產力，而以其具有的某種特徵作為評價。 

    歧視的情形又可分為兩種，因制度法令的規定，在實行

時所造成一方明顯不利的地位，稱為直接歧視；另外，雖然

制度法令沒有明顯的差別待遇，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上卻不利

於某一類的人，這種情形稱為間接歧視。 

二、文獻探討 

有關臺灣人口發展及中高齡人力資源的研究，主要有政

府機構所推動的研究計劃、學術界所參與的研究，以及相關

的碩士論文等文獻資料，茲列舉如下： 

  （一）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針對 1994 年、1995 年

度為中高齡員工進行職務再設計的績優廠商作訪查，了解企

業常用的職務再設計方法，歸納出企業不願意僱用中高齡員

工的原因，另外，1998 年勞委會職訓局委託中華專業經理人

研究協會，組成「中高齡職務再設計企業諮詢服務團」，到

國內六家公民營企業訪問，就這六家企業對中高齡職務再設

計實施現況提出報告。（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1998：53）

但是這種訪查計畫沒有辦法代表國內相關企業的實際作

法，因為所訪查的六家企業都是國內的大型企業，或是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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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而且多集中在製造業，樣本量不足的情況下，只能作

質性的探討，其研究發現視為特殊個案，無法代表普遍企業

的觀點。 

1996 年行政院勞委會再針對中高齡的就業方面作實證

調查，以「民營事業單位僱用中高齡勞工及派遣人力」為主

題，以郵寄問卷調查的方式，按照行業別及僱用規模分層隨

機抽樣法選取樣本，合計回收有效樣本有 1886 家企業。這

項調查的主要目的在了解企業僱用中高齡勞工的意願及需

求，作為政府輔導中高齡勞工就業，規劃勞動力及勞動立法

的參考，抽樣的對象包括臺灣省、台北市、高雄市的企業，

由於樣本的代表性高，其結論值得參考。 

這次的研究發現企業僱用中高齡勞工的意願低落，主要

的原因包括：現僱的員工已足夠、沒有合適的工作、中高齡

勞工效率不高、訓練不易、僱用成本太高等，提供了政府了

解企業僱用中高齡勞工的意願，及不願意僱用中高齡勞工的

原因。（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1998：137） 

  （二）學者專家的研究：以中高齡勞工就業問題與對

策為研究的主題，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委託國立中正大學勞

工研究所，於 1999 年提出專題報告，內容包括中高齡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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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配合中高齡勞工的身心功能進行職務再設計、我

國中高齡就業促進的探討、日本中高齡者就業促進的法制設

計、從美國就業年齡歧視法看中高齡就業促進、中高齡勞工

就業的障礙與突破、論中高齡就業輔導政策、中高齡員工職

務再設計的需求、中高齡工作表現與企業職務再設計等研

究。 

這本論文集結合了政府官員的專題報告、大學教授的研

究論文及訪視報告，值得相關單位的參考，尤其中高齡勞工

失業問題在整體就業安全體系中日漸重要，如何幫助就業弱

勢的中高齡勞工，在產業變遷及自由化的市場競爭壓力下，

運用政府的行政能力，透過諮詢輔導、就業博覽會、奬勵雇

用等方法達到就業的目的，是這本論文的目標。（李漢雄、

曾敏傑主編，1999：11） 

  （三）相關的碩士論文 

1.朱韻如(1988) 《中高齡者人力資源應用—台灣

與日本之比較研究》，這本論文分析台灣與日本中高齡者勞動

市場結構之供需趨勢，且對中高齡者就業及失業問題加以分

析比較，同時舉出開發中高齡者人力之成功例證；並論述人

力資源管理具體之應用方案，藉由政府、產業界、中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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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努力，並配合中高齡者之能力開發、職務再設計等

措施，以建構中高齡者人力資源應用之最佳模式。 

人類科技和醫藥的發達、公共衛生的改良及生活條件的

改善，生育率的持續下降，使得人類平均壽命顯著延長，而

導致人口年齡結構逐漸高齡化，各國莫不逐漸面對人口快速

老化的問題，臺灣和日本也面臨此一趨勢的衝擊，邁入高齡

化社會國家之列。 

從人力資源的角度來看，中高齡者豐富的知識與經驗，

實在是國家社會寶貴的人力資源，中高齡者若能繼續發揮其

潛在能力，不僅有益其身心健康，中高齡人力更具有經濟學

上所謂的景氣「安定裝置」(stabilizer)的功效，也多少可以舒

解勞力不足的現況。尤其目前台灣人口高齡化的結構，更顯

得開發、應用中高齡人力資源有其必要性。在勞力不足聲

中，以中高齡人力資源為人力供給來源的勞動力應用政策，

成為一個需要重視與研究的課題，根據許多的研究的分析結

果，中高齡層勞工對現職的綜合滿意度最高，他們保有守

分、敬業的精神，形成工作職場的一股安定力量。若能以深

具意義的工作參與、能力再開發、職務再設計等方式，將可

使中高齡者再度燃起工作熱誠，獻出正值巔峰狀態的人生經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22

驗，對社會而言的，亦不失為一種有效的人力資源應用。 

          2.林毓堂（1995）《從職業分析資料探應中高齡適任

之職業》，這本論文主要是應用職業分類模式，及考量中高年

齡者的身心機能特質，分析現有的職業資料，藉以篩選出中

高齡適合的職業類別。首先，搜集 830 件職業資料，並將每

一職業賦予 79 個不同的職業描述變項，再逐項加以編碼建

立資料庫檔案。其次，對 79 個職業描述變項進行因素分析，

萃取出 11 個屬性因素，同時計算每一職業在屬性因素上的

分數，據以進行非層級集群分析(k-means 法)，將 830 件職業

區隔成 3 種不同特質的職群。結果簡述如下：根據中高齡之

身心機特質，可將各職群歸類為：  

（1）「經營與管理導向」職群：屬於"有利於

高教育程度的高齡者"的職業。 

（2）「操作與技術性導向」職群：屬於"高齡

者亦可勝任"的職業。 

（3）「重體力與危害場所導向」職群：屬於"

不利於高齡者"的職業。 

    這本論文對中高齡者的職務設計方面提供了一個實證

性研究，值得企業界及中高齡勞工在工作安排，以及找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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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參考。 

          3.葉致延（1995）《高齡者再就業原因與意涵之研

究》，這本論文主要研究高齡者本身對再就業的看法與需求，

並從心理，家庭及社會因素等方面切入，了解這些因素對高

齡者再就業的影響為何。研究者採深度訪談的方式收集了兩

家不同性質公司中退休及未退休高齡者之資料為分析的依

據，並以植根理論作為分析資料的方法。 

在分析資料的過程中，透過理論中的開放登錄與成軸登

錄的結果，型塑出「高齡者再就業之方式與過程」之核心類

屬，底下各以「工作認知及心理因素」、「工作環境/條件因

素」、「經濟因素」、「個人條件及家庭因素」、「人際網路」以

及「企業態度」等方面來分別說明。 

透過植根理論的分析與整理，將高齡者再就業的方式與

過程依高齡者本身之需求與想法共分成四個類型，分別為：

撤退型、連續型、活動型與補償型。其中撤退型所指的是無

就業或低度就業之狀態及其低度的人際關係；連續型是指高

齡者在就業事實或就業意願上呈現出繼續就業的事實及意

願；而活動型則是指高齡者於退休後不再就業、但依然繼續

規劃自我的生活並參與社會活動，最後補償型是指高齡者欲



臺灣中高齡就業與輔導政策之研究 

—以一九九三年後人口高齡化為例 

 24

以自行創業的方式在退休後繼續於事業上求得發展，不再以

受雇的方式來達成事業目標而言。最後在建議上主要是指出

放寬退休年齡的限制，加強宣導就業中心等正式管道以廣為

高齡者熟知與利用，另外透過對企業補貼的方式提高企業的

雇用意願，以增加高齡者的就業機會，充份運用此一充沛的

銀髮人力資源。 

    這本論文從高齡者個人的因素為研究主題，可以了解高

齡者再就業的因素，但是對於整體就業環境未作討論，以微

觀的觀點來說明高齡者就業的需求，較不能觀察到就業市場

對高齡者的看法。 

（四）臺灣人口方面相關的論文 

         1.陳英傑(1985）《台灣地區人口死亡率模型與出

生數模型之研究》，這本論文採用統計之迴歸分析，建立出生

數模型與死亡率模型，並據此推估未來臺灣的人口數。此

外，為了使預測模型更形簡化計算，在建立死亡率模型時並

考慮一適當之轉換，以使此模型更加簡易有效。經過實證

後，這本論文有兩點結論： 

          （1）年幼者及年長者有較多之變動產生而其餘

歲數之死亡率均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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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多數的步數均能符合轉換後的模型，故

我們已達簡化模型的目的。 

    此論文對臺灣人口的預測及人力規劃的課題，提供了一

個很好的參考。由於臺灣地窄人稠，如何有效的掌握人口的

變遷，是政府訂定政策時的重要依據。 

         2.林莉芳(1984）《台灣人口流動之差異性及原因

探討》，這本論文探討臺灣 1976 年至 1981 年之個人遷移流動

的特性及原因。研究分析方法，主要是以電腦語言 SPSS 及

BUDP 來分析，而分析的方法分別是卡方考驗（ω2 ）、對數

線性模型及統計表標準化方法三種作分析。 

    此論文研究結果發現臺灣人口流動的差異性以年齡較

輕、受教育程度較高、從事第三級行業及未婚者的流動情形

為最多。年輕人受教育最高者之流動原因以考慮外在環境及

制度的配合為主，而中老年人，則為自己本身的適應力為

主，同時此論文亦發現在婚姻變數的探討上或可以作為國際

性之比較，或許可以看出地區規範不同對婚姻地位，在流動

行為上所造成之不同的影響力，其他如地區之特性對變遷流

動之影響亦為可以探討的方向之一。 

         3.張德偉(1990）《台灣人口空間分布與變遷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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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兼評人口分布政策》，此論文主要探討兩大主題：（1）臺

灣地區人口分布變遷分析：（2）人口分布政策之檢討。主要

從整體觀點探討人口分布變遷，研究臺灣人口分布變遷過程

之演化，並基於對人口分布時間序列之實證，進而對過去人

口分布之顯性、隱性政策作一檢討，以作為未來人口重置之

參考。 

    這本論文很值得參考的是他認為：影響臺灣人口分布的

原因主要是經濟政策的演變，而非空間計畫或政策。空間政

策似乎並未體察到經濟發展的趨向，缺乏完整的整合，以致

空間計畫目標落空，以及與經濟計畫的銜接上都產生許多衝

突的地方。由於空間計畫或政策理想化，人口分布模式與計

畫目標始終存在極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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