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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中高齡人力資源的開發與問題 

  臺灣在人口成長減緩及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之下，要增

加勞動力的來源，並不能完全依賴輸入年輕的外籍勞工，如

何有效的提昇中高齡人力資源的運用，設計適合中高齡人力

的職務，對臺灣未來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尤其針

對臺灣勞動力不足的問題，更是一項可行的方案。 

經濟學中所提到的生產要素包含自然資源、人力資源、

資本三大項，其中自然資源是天然生成的，很難再攺變，而

資本是屬於人們勤奮成果的累積，都是被動的生產因素，只

有人力資源是主動的生產因素，藉由有效的運用人力資源，

可以成功的累積資本，進一步開發自然資源，創造更高的生

產力。（葉至誠，2001：161）因此，任何一個國家想要達到

經濟成長，必需經由人力的投資諸如：教育、職業訓練、就

業服務、勞動環境改善等方式，以達到人力資源有效開發，

促進經濟的成長，尤其當人口高齡化已是不可避免的趨勢

時，如何善用中高齡人力將是需要準備的人事工作了。 

 

第一節 中高齡人力資源的特質 

  中高齡者的特質會影響企業雇用的意願，一般來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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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常見的優缺點如下： 

  一、中高齡人力資源的優點-- 

   （一）工作經驗豐富。 

   （二）待人處事成熟，社會關係良好。 

   （三）對企業忠誠度、穏定性高。 

   （四）遲到、請假或犯錯率較低。 

   （五）勤奮、較任勞任怨。 

   （六）待遇要求不高。 

  二、中高齡人力資源的缺點-- 

（一）生理機能退化，體力不足。 

（二）觀念保守、固執、不易溝通。 

（三）不易適應環璄、技術變遷。 

（四）較不願接受調動、派遣。 

（五）缺少衝勁，阻礙企業發展。 

（六）人事成本較高。 

  綜合以上各點，企業對中高齡者在工作規律、人際關

係、經驗累積等方面傾向正面的看法，但是在學習意願、創

新觀念、企業發展等角度則為負面評價。（李漢雄主編，

1999：110-111）因此，如果政府積極向企業界宣導中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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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的優點，改變企業對中高齡者的刻板印象，例如：

製作宣導短片，透過電視媒體播放宣傳，對中高齡謀職者必

然有所幫助。其次，政府也可以向中高齡者宣導工資與非工

資報酬並重的觀念，因為中高齡者已經累積了豐富的工作經

驗，原先的薪資已有相當的水準，但是新雇主並不一定認同

中高齡者期待的報酬，新的工作年資大都歸零起算，因此，

中高齡者期望的薪資若能彈性調整，並且考量工作保障、工

作地點、工作環璄等條件，若能符合個人的期待，那麼工資

報酬少一點也可以接受，將有利中高齡者的就業。 

  此外，政府更積極的作法是協助中高齡者提升人力資本

量，因為在自由競爭的勞動市場，工資與人力資本量的優劣

呈正向關係，如果能加強中高齡者的職業訓練，提升其技術

水準，給予中高齡者再教育的機會，倡導終身學習，引導中

高齡者善用時間，提高工作效率等，必能充實中高齡者的人

力資本量，倘若中高齡者能妥善調整心態，培養實力，將能

擴大就業機會的範圍。 

  在資訊化的社會裡，網際網路的使用已經非常普遍，臺

灣的網路使用率，在全世界名列前茅的優勢下，卻有一些中

高齡者的生活裡，經常有資訊不充分的現象，政府有責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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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勞雇雙方資訊媒合的管道，設立中高齡者專屬的人力銀行

網站，對中高齡者蒐集資訊、運用資訊的能力提供服務，使

企業更方便找到所需的人力，而中高齡者能快速的找到工

作。 

  政府為了促進中高齡者的就率，必需從中高齡者的優勢

著手，使企業界有意願接納中高齡者，如此勞力的供給面和

需求面才能媒合。 

 

第二節 中高齡人力資源的理論 

  早期的農業社會中，一個人可以工作或者在社會上活動

直到老死，並沒有所謂的退休制度，然而工業化之後，一般

人都是受僱於人而工作，因此，工作年齡、工作能力就成為

有限制的問題了，針對中高齡人力的看法有以下的理論： 

  一、社會撤退理論（Disengagment Theory） 

  如果從退休的角度來說，社會撤退理論是最早有關退休

的理論，由庫明（E. Cumming）及亨利（W. Henry）所提出，

他們從「功能主義」的觀點出發，基本假設是：人的能力會

隨著生命週期而降低，在社會上服務的勞動者，其個人與社

會群體之間關係的終止，是高齡者的自然現象，成功的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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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社會上十分必要的。因此，退休是隨著工作變更及個人

意願所造成的行為，並強調社會必需淘汰那些失能及隨時可

能死亡的人，以維持社會的新陳代謝和系統平衡，也就是說

撤退理論主張老年人要休生養息，否則將不利於社會角色的

替換。（轉引自朱韻如，1988：12-14） 

  根據 Osgood(1989：59)的研究指出 Cumming 及 Henry 於

1961 年在美國堪薩斯城進行一項老人生活的研究，調查了

275 位 50-90 歲的中高齡者，發現這一群身體狀況良好，經

濟上也能自足的老年人，普遍有一種自動從社會退出的傾

向，而社會大眾也多數認為，老年人應從社會中退出。因此，

老年人退出社會並非單方面是老年人自動退出，而是老年人

與社會大眾有相同的看法，形成社會風氣，而變成了普遍的

行為。 

  Cumming 及 Henry 發現老年人逐漸從社會互動和團體角

色中退出，並轉而注重內在的充實、心靈的追求，所以撤退

理論被視為以生物學之內在發展過程為基礎的理論，反映出

能力減退及社會互動範圍縮減，正是老化的特徵。撤退理論

主張老年人減少活動是一種常態（ normal）和正向（ positive）

的作為，並追求符合其年齡的消極性角色（ passive roles）。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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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及社會建立了共識，能對老年人的死亡所引起的最終

撤退，預做時間上的準備，使個人及社會在漸進的撤退中，

維持平衡，一旦老年人死亡時，社會也不會有嚴重的斷層。 

  Osgood(1989：61)又指出社會撤退理論受到結構功能論

的影響很大，1963 年 Parsons 將之應用於解釋老化過程，他

指出社會體系強調年輕的、新的、具生產力的價值，而這些

價值是年輕人的特點，因此，為了要繼續維持社會的發展，

滿足社會體系的需要，那麼老年人的撤退就有功能上的必

要。 

   （一）對社會所產生的功能 

      1.撤退消除了因參與成員的死亡所引起的混

亂、瓦解和不均衡，以及確保社會體系的連續性，及權力有

秩序的自老年人轉移至年輕人。 

      2.撤退可以讓經濟體系中開發出位置，以迎接那

些具有現代知識和技能，而且獨立的年輕人口。 

   （二）對個人所產生的功能 

      1.老年人了解已經沒有足夠的能力去實現社會

角色及完成團體中的行動。 

      2.老年人認知到其能力表現日益減退，撤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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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休息的方式。 

  撤退理論對高齡者的退休現象提供了一個理論基礎，並

強調撤退對社會和個人是具有功能性的，其功能性在有利於

整體社會的世代交替，讓高齡者經由撤退過程，將其所擁有

的位子讓給後人，使年輕人口在社會上有往上升遷的機會，

也就合理的解釋了強制退休體系的實施，以及所謂在「適當

的年齡退休」的意義。從撤退理論的內涵來看，似乎主張高

齡者退出勞動市場，在退休以後享受人生，不要再為工作煩

惱，因此對退休再就業呈現負面的看法。批評者認為撤退理

論忽略了老人的人格因素及撤退意願，雖然 Cumming 及 Henry

對社會撤退論加以修正，認為退休者也會繼續和社會保持連

繫和接觸，算是有條件的贊成退而不休。 

  二、社會活動論（Activity  Theory） 

  社會活動論受到社會學派中符號互動論的影響，注重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社會角色的參與，符號互動論的學者認

為，人們在社會團體中因為佔有某個職位而與他人產生互

動，並在團體互動中去扮演被期望的角色，角色扮演的過程

中，人們取得了一個自我認同的途徑，因此其基本假設有： 

   （一）在複雜的社會互動中，對身份以有系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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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包括對自我、他人和情境的定義。 

   （二）與相同的他人在類似的情境中重複地互動，有

助於界定及穩定彼此的身份關係。 

   （三）身份會隨著自我、他人或情境定義的改變而有

所修正。 

   （四）隨著互動中“重要他人＂的改變，將會使人再

形塑其身份認同。（Osgood,1989：62） 

  因此，社會活動論強調人在社會團體中與他人的溝通，

以追求自我概念建立和個人幸福感的重要性。就如 Mead、

Cooley 等互動學者都認為人要維持自我實現及發展，而維持

的方式是透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透過社會互動讓每一個人

都知道什麼是合適與不合適的行為，並且確認和再肯定我們

的身份與自我的意象。所以，針對老年人來說，雖然老年人

的生理健康方面在衰退中，但是其心理的社會需求並無基本

的改變，可能在活動的方式與青壯年的活動方式不同，然而

繼續維持社會活動的參與，卻是老年人同樣的社會需求，並

且有助於提升老年人的生活滿意度。因此，老年人都需要保

有適度的活動，與他人參與社會團體和組織，反對將老年人

的生活空間縮小，或者減少老年人的社會參與，社會大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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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積極的找出能彌補老人在工作、家庭及社區中所喪失的角

色，以其他替代的方式，來維持老年人的個人認同感、自我

概念，及社會支持，並且讓老年人能夠自我肯定是有價值、

有用的人，使老年人在生活滿意度及社會參與之間維持正向

的關係。 

另外，學者 Blau 也認為老年人多參與非正式的角色，愈

能減低因年老而喪失許多義務性角色的沮喪。因此，老年人

應在中年時期努力維持社會活動參與率，並且去發掘適當的

活動，以備將來取代必須放棄的社會參與，（轉引自李臨鳳，

1988：11）同時個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調適退休生活，尋找與

原有的工作相類似的社會活動是可行的方式。 

  基於社會活動論的觀點，鼓勵中高齡者積極投入就業市

場、社會活動是持肯定的看法，雖然有人批評社會活動論沒

有嚴格的區分中年和老年之間社會活動的差異，也忽略了和

年齡相關的生活事件可能造成的影響，但是，對於中高齡者

參與社會、開發中高齡者的人力資源的作法，著實提供了一

個很好的理論基礎。 

  三、勞動力的經濟學模型 

  美國法學家理察‧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以理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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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經濟模型為立論的基礎，分析老年人的行為，他認為在

人類正常的老化過程中，年齡與工作能力必定呈現高度的負

相關，老年人即使再健康也很難像年輕人那樣身強體健、心

智功能完整無礙，但是人的工作能力也並沒有老化的那麼

快，如果用經濟學的模型來說明，工作能力的變化以倒 U 型

來表示，其分析如下：（理察‧波斯納，2001：112） 

 

圖  3-1 實際能力與工作所需能力的年齡變化關係圖 

資料來源：理察‧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2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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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力值表現在縱軸上，年齡表示在橫軸上，頂點落在 m

點，也就是二十歲時能力達到巓峰，之後即逐年下降，直到

八十歲時歸零，水平線 r 表示特定工作所需的能力值，與實

際的能力值交於兩點，我們可以發現特定工作所需的能力是

很容易的，因此在顚峰右方的那一段曲線 d，可以用下列的

方程式代表： 

d = m - k(a) 

k(a)表示隨著年齡增長所產生能力值的變化。當 r＜d

時，能力值超過特定工作需求值，特定工作所要求的能力值

愈低，則實際能力值與需求能力值交會的時點愈慢來到，當

某個人顚峰時期的能力值愈高，則他的能力因受到年齡影響

而下降的速度就愈慢。 

理察‧波斯納根據美國的就業狀況來說明，今日大多數

美國人的工作環境已經沒有那麼高的挑戰性，許多工作不需

要太高的生理或心智能力，就可以滿足工作的要求，一個職

員可能在退休年齡到了，還頗能勝任原有的工作，尤其整體

產業已經逐漸由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時，工作變得不那麼危

險，因此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發現，美國當代經濟體系的各項

職業所需的最小能力值，大多要等到勞動者六十歲以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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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下降到不適任的程度。（理察‧波斯納，2001：114-116）

因此，人們一生中顚峰時期的能力往往超出工作需求甚多，

這種現象造成了所謂「過剩能力」，即使雇主給予升職，其

工作能力依然可以持續的讓雇主滿意。 

以勞動力的經濟學模型來看，年齡所造成的能力衰退確

實存在，但是卻不是那麼早到來，中高齡者仍然有超出的工

作能力，可以繼續留在職場上，或者，藉由轉換職務，調整

工作的內容，仍就是很好的勞力，例如從事學術研究轉為學

術行政，從事外勤工作轉為內勤作業，都是可行的方式。不

過，在臺灣中高齡失業的情形似乎愈來愈嚴重，所以我們先

來談談中高齡失業的問題。 

 

第三節 中高齡人力失業的因素 

失業率節節攀升，中高齡失業的情況更是令人心驚！根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調查，2005 年臺灣中高齡失業者的平均失

業周數已突破半年，翻新歷年來的記錄，不但令中高齡失業

者苦不堪言，也使臺灣經濟雪上加霜。行政院主計處統計，

中高齡失業人數 1991 年為 9 千人，可是 1999 年時，人數高

達 4 萬人，中高齡失業人數不僅增加而且在失業人口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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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來愈高。由於中高齡往往是主要維持家計者，失業後不容

易再就業，問題的擴散性非常值得重視。如表 3-1 中高齡失

業者佔失業人口的比例逐年升高，且預期勞動人口逐漸老化

的情形下，中高齡失業是政府未來要面臨的重要社會問題。 

表  3-1  近十年臺灣地區中高齡失業者佔失業人口的比例 

年度 失業者 15-24 歲

（千人）

25-44 歲

（千人）

45-64 歲

（千人） 

中高齡失業者佔失業

人口的比例（％） 

1992 132 66 58 9 6.82 

1993 128 62 58 8 6.25 

1994 142 65 68 10 7.04 

1995 165 70 82 13 7.88 

1996 242 90 127 25 10.33 

1997 256 89 133 34 13.29 

1998 257 92 131 34 13.22 

1999 283 95 147 40 14.13 

2000 293 94 154 44 15.02 

2001 450 130 243 76 16.8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調查統計，2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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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失業」係指在調查標準週內，年滿十五歲具有工

作能力及工作意願，並積極找尋工作，但卻找不到任何工作

者，其中也包括等待恢復工作，以及找到工作因未開始工作

而無報酬者。在中高齡的失業者當中失業原因又分為：（薛

承泰，2000） 

一、外在經濟環境的因素 

（一）工作場所歇業：由於近年來我國經濟成長趨

緩，且正處於國內產業結構改變之際，造成許多因破產而關

廠的情形，以及因資本移轉國外而關廠者。此外，國內環保

意識高漲，政府開放企業到大陸及東南亞設廠，亦使得勞力

密集的產業紛紛外移，造成國內失業人口驟增。其中許多中

高齡從事勞力密集工作者，在僱工不易且面臨科技進步及產

業升級之下，總是成為企業裁減、解僱、或資遣的優先對象。 

根據 1997 年的「經濟統計年報」資料顯示，臺灣地區

關廠歇業廠數（不含商業登記歇業）共 83,175 家，其中包

括營利事業歇業家數 50,274 家，公司解散及撤銷家數 29,997

家，工廠申請註銷家數 2,904 家。1997 年關廠歇業家數較

1988 年增加了 37,797 家，是 1.8 倍。近十年來國內關廠情

形，呈現長期快速增加的趨勢，足見國內關廠歇業之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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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類的關廠歇業的項目中，以營利事業歇業為最多數，而

在營利事業歇業中，又以商業為最多，其次為製造業。公司

解散及撤銷家數亦從 1988 年的 7,918 家，大量增加到 1998

年的 29,997 家，足足增加了近三倍。由於中高齡大多非初

次尋職，根據主計處 1998 年人力資源調查，50-64 歲人口群

有將近一半是因工作場所歇業或緊縮而造成失業，其他年齡

層因此而失業者比例並沒有如此高。 

（二）景氣不佳，業務緊縮，缺乏工作機會：根據 1996

年「老人生活狀況調查」（內政部，1997）對中高齡（45-64

歲）工作情形來作進一步分析，在表 3-1 中，發現在「上週

從事工作情形」的問項中，在 6,638 男性受訪者中有 78.52%

從事正式工作，在 5,029 女性受訪者中有 35.77%從事正式工

作。女性從事工作的比例未及男性之一半。值得注意的，女

性從事工作比例低，並非代表女性不想工作，因為有六成的

女性受訪者「想工作而未去找工作」，相對地，男性只有 39

人（占 0.59%）。如果進一步分析從事正式工作者之工作時

間，發現不分性別，工作時數的分佈相當類似，例如均有近

八成的人每週工作 21-50 小時，工作 50 小時以上者男性比

女性略高一些（男性佔 15.53﹪，女性佔 14.73）。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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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 0 小時者）以及每週工作 20 小時以下者，比例都

很低，前者之比例男性較女性少，後者之比例則是女性略高

一些。 

表  3-2  45-64 歲中高齡工作情形     單位：% 

 男 女 合計平均 

上週從事工作           

(有工作)           

  從事某工作  78.52(5212)  35.77(2402)  57.02(7614)  

  利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0.08(5)  1.83(123)  0.96(128)  

  家事餘暇從事工作  1.33(88)  0.30(20)  0.81(97)  

(不在工作)           

  有工作未做  1.27(84)  0.19(13)  0.73(133)  

  無工作在找工作、  

  或已找到在等結果  

1.90(126)  0.10(7)  1.00(133)  

  想工作而未去找工作  0.59(39)  59.90(4022)  30.41(4061)  

  料理家務  2.12(141)  0.83(56)  1.48(197)  

  其他  943(14.21)  1.07(72)  1.48(1015)  

合計  100.0(6638)  100.0(5029)  100.0(13353)  

            

上週工作小時           

  0 小時  3.85(201)  4.87(123)  4.18(324)  

  1-20 小時  3.47(181)  1.70(43)  2.89(224)  

  21-50 小時  77.15(4025)  78.69(1987)  77.68(6012)  

  51 小時以上  15.53(810)  14.73(372)  15.27(1182)  

 合計  100.0(5217)  100.0(2525)  100.0(7742)  

註：括弧中為實際絕對數字。  

資料來源：內政部，1997：56 

二、個人條件的因素 

（一）年齡限制：廠商如果有短缺員工時，僱用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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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勞工之意願，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1998 年所做「專業人力

僱用狀況調查報告」發現近八成廠商，不願意僱用中高齡勞

工，參見表 3-3。報告中顯示遇有短缺員工時僅有 20.47﹪

之廠商願意僱用中高齡勞工，另有 79.53﹪之廠商不願意僱

用中高齡勞工。這些結果顯示出中高齡者不僅容易失業，且

再就業或轉換工作時亦相當困難。 

一般業者認為中高齡之體力差與工作效率不佳，實際

上，中高齡者長期以來所累積的工作知識、技能及經驗等，

對企業的經營及生產力之提升應有相當之助益。雖然一般認

為中高齡者的工作能力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降低，但除了

「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力工」等職業的勞

動者外，其餘如「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

務工作人員」以及「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等職業之工作

者，其隨著年齡增長未必會造成工作能力的降低。（薛承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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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廠商遇有短缺員工時僱用中高齡勞工之意願  

不願意僱用的原因  項目  願意僱

用  

不願意

僱用  退休金成

本負擔較

高  

生產技術

不符所需

體 力 狀

況不良 

工 作 效

率較差 

社 會 保

險 費 用

之考慮  

其他  

總計  20.47  79.53 17.46 31.86 46.17 31.43 11.62  2.35 

工業  19.83  80.17 21.41 35.49 52.13 31.55 13.90  1.7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8.46  71.54 15.27 26.26 55.50 22.51 9.44  0.65 

製造業  17.09  82.91 24.92 39.11 52.04 34.26 15.01  1.79 

水電燃氣業  7.19  92.81 14.95 13.54 70.94 68.12 64.32  9.03 

營造業  29.24  70.76 9.71 23.79 52.03 21.81 9.23  1.28 

服務業  20.83  79.17 15.20 29.78 42.74 31.36 10.30  2.72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19.42  80.58 15.89 27.33 46.54 34.21 9.91  2.28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8.66  81.34 9.97 20.16 58.27 39.97 8.42  1.50 

金融保險不動產業 31.67  68.33 20.51 28.03 24.54 19.43 13.39  8.94 

工商服務業  20.46  79.54 15.47 44.80 28.99 21.38 11.49  1.86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23.57  76.43 10.11 37.54 35.88 26.26 10.63  2.64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1999：27 

（二）季節性或臨時性工作的影響：根據「老人狀況

調查」（內政部，1997），45-64 歲的中高齡其工作未達 40 小

時的原因，主要是請假扣除了工作時間，包括例假、事假或

其他特別假，佔 43.23﹪。其次為季節關係未達工作量，尤

其台灣務農人口居多，因為季節時令影響工作量的比例佔

15.80﹪；或者，所從事的工作本身並不需要 40 小時，該人

口群佔了 11.08﹪居第三，顯示這一群中高齡勞工平均一天

工作未達 8 小時，其工作性質應為部份時間的兼職工作。值

得注意的是，「不願多做」一項僅佔 2.67﹪，而因「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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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工作者僅佔 1.50﹪，顯示只有不到一成的中高齡「沒有

工作意願」或「健康不佳」，這個調查結果可用來駁斥雇主

對中高齡工作意願低落和健康狀況較差的說法。  

（三）技術不符、缺乏就業求職資訊：行政院主計處

2000 年人力資源調查，中高齡失業求職途徑以透過「熟人介

紹」最多（77.4％），其次為「求才廣告及雜誌」（53.9％），

公、私立就業機構申請分佔 4.4％及 5.8％。（詹火生，2002）

可見中高齡缺乏有效而且普遍的就業求職資訊。此外，再加

上中高齡者的工作技能折舊、教育程度較低、健康體能衰退

等因素，使其就業的條件更為艱難。為了增加中高齡者的就

業機會，規劃出適合中高齡從事的工作，加強推動這些工作

的職業訓練與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是可行的方案，從這個觀

點出發，接下來我們就要研究有關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問

題。 

 

第四節 中高齡人力資源的職務再設計 

台北市就業服務中心推動一項比較務實的就業輔導方

案，就是協請連鎖經營零售店、大樓管理相關協會，釋出分

佈在各區里適合中高齡任職的工作機會，也的確解決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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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問題；但這種安排，也有其必須克服的困難。例如：連

鎖店的店長多很年輕，受雇的中高齡員工，尚面臨心理調適

問題。至於大樓管理的工作，由於治安惡化，中高齡的體力

和危機處理的反應能力，勢必面臨嚴苛的考驗，其勝任度終

將受到年輕族群的排擠。再以監護工、幫傭、保母和清潔工

為例， 由於外勞工資低廉，又可以廿四小時包辦所有工作，

足以壟斷本土勞工的就業機會；因此，在政府有心推動上述

工作為輔導重點的「社區型」和「居家型」就業機會時，中

高齡者必須重新調整心態，去面對更適合自己的工作。（劉

家鴻，2005：1） 

    一、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原則 

怎樣的工作才是適合中高齡者的職務呢？經由學者的

調查與研究發現，為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時要考慮到以下的

原則：（李漢雄、曾敏傑主編，1999：161-196） 

（一）工作環境：安全因素 

根據日本厚生部在 1978 年所做的人口動態統計中發

現，45-64 歲的中高年齡期，因工作中跌倒意外所導致的死

亡人數，隨著年齡增加而增加，由於中高齡者的行動較為遲

緩、體力較差、感官能力也較退化，因此在工作的環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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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先要考慮到安全性，例如： 

      1.工作場所裝設安全標示。 

      2.工作場所裝設通路照明。 

      3.工作場所裝設地板防滑措施。 

      4.工作場所裝設階梯安全防護措施。 

      5.提供明確作業程序與指示。 

      6.配合作業姿勢調整作業台高度。 

      7.購置自動化、省力化設備。 

以上的各項措施可以增加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是中高齡

者在就業時主要的考量。 

（二）工作方法：訓練與輔導 

訓練與輔導是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中第二項迫切的需

求，中高齡者的體力、反應、速度等方面的職業能力不如年

輕人，但是某些工作所需要的能力與身體功能衰退的相關性

不大，只要提升中高齡者教育訓練以熟悉新技術，並對中高

齡者心理給予適當的輔導，對其就業能力的提高是最直接的

方法。一般常見的訓練輔導包括： 

      1.開發中高齡員工的第二專長。 

      2.與政府職業訓練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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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3.提供中高齡員工技能學習的機會。 

      4.配合中高齡員工身心機能調整職務並給予訓練。 

      5.舉辦中高齡員工心理諮商與輔導等措施。 

      6.舉辦中高齡員工休閒與福利等措施。 

      7.中高齡員工退休前實施再就業輔導。 

      8.輔導中高齡員工共同創業。 

（三）工作時間：工作彈性化 

中高齡員工受限於年齡老化的影響，無可避免的會有工

作力不從心的狀況出現，如果雇主願意採用比較彈性的工作

條件，那麼中高齡員工繼續工作的比例將會增加，例如： 

      1.允許中高齡員工兩人等共同分擔同一份工作。 

      2.允許中高齡員工實施部分工時制度。 

      3.允許中高齡員工上班時間彈性化。 

（四）工作內容：工作豐富化 

企業中有某一些職務很適合中高齡員工，分述如下：（范

蓓怡，1988：151-152） 

1.包裹式的工作：中高齡員工較喜歡獨立作業，

也比較細心，適合從事秘書、文書等行政工作，負責行政規

劃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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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諮商性的工作：中高齡員工的工作經驗豐富，

生活歷練、人生經歷較成熟，對企業管理者而言，可以擔任

顧問的角色，或成為一般員工諮詢協談的對象。 

3.訓練性的工作：中高齡員工可以負責訓練的課

程，將其工作經驗透過有計畫的設計，積極地傳授給新進員

工，使新進員工很快的獲得相關的知識與能力，協助企業做

好教育訓練的課程。 

4.研究性的工作：在某些專業性的工作，中高齡

員工表現得更好，例如法律、文學、藝術等工作，可以發揮

中高齡員工所累積的專業知識，擔任研究性的工作或企業中

規劃者的角色。 

5.社會性的工作：中高齡員工如果在同一企業已

經有了很長的年資，不僅對企業很熟悉，也受到其他員工的

敬重，適合扮演企業中和事佬的角色，對組織中衝突的協調

及公共事務的推動，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力，適合擔任工會

幹部、顧問等。 

      （五）工作年限：延退制度 

    由於國人平均壽命延長，有意願再就業的高齡者愈來愈

多，因此企業可以考慮延長退休年齡，或採用階段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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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僱用原公司退休人員、部分工時制等，都是未來職務再

設計時，可考慮的方向。 

    二、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的案例  

    由於未來人口年齡結構高齡化，勞動人口的平均年齡上

升，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是值得努力推動的目標。但是因為各

產業及職業的差異性很大，目前在國內推動的方案並不普

及，比較可能運用在國營企業、大型企業、或工會力量比較

強的產業，以下舉美國的案例來說明： 

      （一）減低工作負荷量的方案：美國 Xerox 公司的工

人如果無法繼續負荷原有高薪的工作量時，則該名員工可以

依照自己的體能，分派至低薪但工作負荷量較輕的工作，透

過成衣與紡織工人聯合工會（ The Amalgamated Clothing and 

Textile Workers）與公司的管理階層達成協議，只要執行減量

工作，則該名員工可以領取原先高薪工作薪資的二分之一，

及目前減量工作薪資的二分之一。（Schlossberg,1990：196） 

      （二）減少工作時數的方案 

1.Varian Associate 是一家位在矽谷的電子公司，管

理部門建立了一套漸進式的退休制度，允許員工在退休的前

三年，逐漸降低工作的週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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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ravelers 公司修改強制退休及退休金的規定，

讓一些想減少部分工作時數但是還不想退休的員工，能降低

工作的時間，不僅可以稍作休息，也不會因此失去退休金及

醫療保險等福利。 

3.Grumman 公司以專職及兼職方式雇用其退休的

員工，並透過契約方式，來維持這些員工的退休金與醫療保

險金。（Stepp,1990：36） 

      （三）休閒與福利規劃的方案 

          1.美國克萊斯勒（Chrysler）汽車公司為了因應

員工高齡化的問題，推動了兩項計劃： 

（1）「活得好計劃」（Wellness Program）：開設

健康教育課程，為員工及退休者講解如何保持健康及預防疾

病，並與美國汽車產業工人工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AW）聯合舉辦訓練課程，說明酒精及藥物濫用的危險性，

設法創造及維持員工的健康水準，以因應員工高齡化之後，

醫療成本劇增的情形。 

（ 2）「 退 休 規 劃 計 劃 」（ Retirement Planning 

Program）：Chrysler 公司利用週末或下班時間，鼓勵 45 歲以

上，服務年資 10 年以上的員工邀請家人或朋友一同參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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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這項計劃的內容包涵財務規劃、老年與健康、人際關係、

居家選擇、退休後的工作與休閒等，強調退休只是生涯發展

的過程，協助員工做好完善的退休規劃。（ Stepp,1990：

234-235） 

      （四）職業訓練的方案 

          1.美國通用（General Motor）汽車公司面對汽車

產業的競爭，以及中高齡員工的增加，推動了兩項計劃：

（Warren,1990：237-238） 

           （1）訓練計劃：由於通用汽車公司與美國汽

車產業工人工會（UAW）訂有協議，除非公司有必要，否則

不再聘請新的工人，而以目前的在職員工做轉訓的計劃，以

因應員工高齡化的問題。此訓練計劃的重要方法是創設「工

作人才庫」（ Jobs Bank），將面臨資遣的員工安排進入「工作

人才庫」的訓練計劃，在這項訓練計劃中教育參加的員工新

的工作技能，以便將來安置在公司中的其他部門，或為其他

的工廠、產業預做準備，加入「工作人才庫」的員工可以繼

續保有全薪及其他的福利。 

       （2）退休前訓練：為了協助即將退休的員工做

好準備，通用公司規劃了有關退休金、醫療、壽險、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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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搬遷、預立遺囑、財務規劃等課程，在 1988 至 1989

年即有一萬名員工參加退休前訓練的課程。 

          2.美國福特（ Ford Motor）汽車公司的教育訓練

計劃 

（1）背景因素：1980 年代美國汽車業遭遇到

不景氣，大量裁員的結果，使得福特公司的員工年齡結構出

現老化現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員工年齡在 40 歲以上，平

均年齡高達 43 歲，其他汽車製造商員工的平均年齡大約只

有 27-32 歲，面對為數龐大的中高齡員工，福特公司必須承

擔較高的醫療及退休的人事費用，更使福特公司的競爭力惡

化。 

（2）教育訓練計劃：1983 年福特公司與 UAW

合作訓練課程，員工進行在廠基礎教育訓練，為了推動所有

相關的訓練及教育計劃，每個福特公司的主要廠辦單位均設

有訓練中心，並有一名專職的成人教育顧問，到了 1987 年，

福特公司有 20%的員工都志願參加了教育訓練，這些中高齡

員工成為公司的重要資產，他們有豐富的經驗、良好的出勤

狀況、追求上進的心，其中也有補助學費完成正式教育而獲

得學位的人，這些中高齡員工在生產過程問題的解決上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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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貢獻，成為福特公司轉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Savoie,1990：

281） 

    綜合以上的例子，可見美國企業有關中高齡員工職務再

設計的方式，主要著重在公司中高齡員工人事規則的彈性

化，以及訓練課程的加強，打破傳統僵硬的人事規則，採用

有彈性的工作量、工作時間、退休制度等，不僅適合中高齡

員工的需求，也不影響企業的運作，更積極的加強中高齡員

工的訓練課程，以配合工作環境的變遷，提升中高齡員工的

能力，或做好轉業的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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