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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勞動力市場默默進行人力結

構翻轉，未來企業界面對的是老年人

口逐步高升、勞動人口逐年下滑的局

面，驚覺時，已對勞動市場發生衝擊，

因此，企業界如何從人力資源的角度

因應此一環境變遷，遂成為未來組織

發展的關鍵，準此，社團法人中華人

力資源管理協會經訪談業界專家彙集

勞動力相關議題後，編成問卷對全國

百家企業進行量化調查與質化訪談，

再針對問卷結果召開專家會議討論，

針對勞動力不足之因應、期待政府對

勞動力翻轉的因應制度，以及對現行

勞動法規的建議等三部份提出建言。 

人力結構翻轉的成因複雜，諸如

醫療進步提升平均餘命、出生率降低

造成新生兒人口減少等，然而最顯而

易見的現象則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

之所以會造成企業營運的影響，在於

企業組織內的人力資源產生斷層。 

    如果把一個組織視為整體，那麼

人力資源斷層的產生主要來自於流出

大於流入，人力資源的流入通常指企

業運用合適的管道或方法來徵聘企業

所需的人力，透過此招募流程使其能

為企業所用，而人力資源流出則是指

因退休、離職或組織不適而從內部釋

出，當一個企業流出的人力資源大於

流入時，斷層便有可能產生。值得注

意的是，人力資源的流入流出並非單

以人數作為衡量單位，而是因其流動

產生對企業的助益，來計算無形的人

力資本流動，如當員工累積了一定工

作經驗或技能後，其具備的人力資本

亦隨之提高，而員工因各式原因而離

開原職場時，長久累積的經驗或技能

也隨之遺失，無疑對企業是一大損失。 

因此，整體而言，企業面對人力結

構翻轉時，應透過開源節流的概念來

豐厚公司的人力資本。以開源的概念

而言，運用管理基本功來減少人力資

源斷層的產生或差距，此為首要之

務，其次的節流，則為開發潛在的人

力資源，包含如高齡工作者（指 65 歲

以上的勞動參與者）或已退休之員

工，甚或海外人才。另外很重要的當

然是政府對於勞動環境的支持。接

著，針對三部份建言分別說明之。 

 

一、 勞動力不足之因應 

面對勞動力不足處，企業目前推動對

策與期望政府支援的措施分別進行

問卷調查與訪談後，彙整如下： 

（一） 企業現行因應對策 

目前企業內部的常見作法如下： 

1. 近六成企業針對知識型或專業型

工作者，採邀請已達法定退休年齡

的同仁擔任顧問、資深講師或類似

專案經理的角色，繼續協助企業培

育後進或接班人員。也有四成企業

針對一定的管理職階（例如經理）

以上或技術專才，達法定退休年齡

後，公司提供優惠的退休方案，並

回聘擔任顧問，可能採一年一聘或

聘為部分工時人員。 

2. 另超過五成的企業人資人員也表

達在制度上已經先採取行動積極

因應，例如做好人才資本管理、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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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回聘人員做好知識管理，進行內

部學習與傳承，並積極推動跨世代

交流，學習對象不限世代年齡，以

自我成長為首要任務；並對不同專

業技能職系分類，依不同層級建立

完整的學習地圖等。 

（二） 您認為政府應該實施哪些增加勞

動力的措施？ 

大致可從三方面來探討增加勞動

力的可能性。 

1. 公部門：針對中高齡公務人員可

負荷的工作職位，開放中高齡人

士二度就業，或結合部分工時制

度，讓中高齡人士可以充分貢獻

所長。 

2. 產業界：近七成的受訪者建議可

由政府統籌開發符合中高齡者就

業之產業，並加強專業訓練課

程，以增加中高齡勞工的可僱用

性，例如照顧服務、社區就業媒

合的推廣。 

3. 外籍人士：開放外籍白領的定額

限制改為比例限制，任用一定額

度以上本國勞工，即可任用一定

比例的外籍白領勞工，並可以成

立中高齡知識工作者輸出海外的

管理機構，並給予語言與多元文

化的訓練。 

二、 期待政府對勞動力翻轉的因應制度 

(一)  針對法定退休年齡及其配套措施 

近年各國討論退休年齡是否應從現行

65 歲延長，經問卷調查國內 237 位

HR 專業夥伴，有 69%的人認為法定

退休年齡不須延長，但可鼓勵企業靈

活回聘優秀的法定退休人員，例如政

府可比照聘用身心障礙人士獎勵政

策，限定一定人數以上企業應維持一

定比例之高齡或退休後回聘員工，其

人數得與身心障礙人士任用同比例進

行抵充；另考量高齡員工有其職涯規

畫與體力限制，建議調整勞動法規中

有關勞動契約的規定，賦予企業及員

工雙方更多彈性作法，如放寬定期契

約或部分工時的限制，改由勞資雙方

另行約定；同時亦可由政府協助建立

整體人才資料庫，由企業於員工退休

時通報，並登錄技能資料，由政府協

助輔導或訓練，結訓後開放企業做為

選才管道，以縮短媒合過程。 

    另就法規的配套措施部份，因應

高齡勞動力的開發越來越重要，或許

日後修訂勞基法時，可改成「雇主最

低可要求退休年齡」，以取代現行「強

制退休」的法律用語。 

(二)  台灣退休金制度需做的改革  

在退休金制度改革方面，有 34%的人

認為政府應可參照日本退休金給付

制度，每 5 年檢視薪資、物價、人口

結構等指標，調整給付額度係數，設

定給付係數，當物價指數調升時，可

以調整係數，以提高金額符合實際需

求；雖然另有自提退休金的配套方

案，目前自提退休金有節稅與保證利

率等優惠，但仍有 25%的人認為政府

應在鼓勵勞工自提退休金配套措施

上，釋放更多誘因。 

    重 點 放 在 讓 員 工 有 基 本 的 保

障，因目前新制勞工退休的 6%是跟

著個人走，故不需要再提高或是改變

比例，以免過分增加雇主的負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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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會造成產業移動的連鎖效應。但

對於受僱者來說，要增加退休金保

障，應該也要自力救濟，而非完全從

法令強迫規範。目前勞退新制已有規

範退休基金及退休年金保險，但市場

上還缺乏積極推動的供給者（保險公

司），保險公司覺得無利可圖，當然

也不願意承做，而受僱者也無管道加

入年保險，將 6%直接存到勞保局簡

單得多；因此，在勞退年金保險的部

分，政府應該要思考讓這三方（雇

主、受僱者、保險公司）覺得是一個

平衡可獲利的方式，共創三贏環境。 

    而針對舊制勞工退休金的課稅

上應與所得稅分開，採分離課稅，舊

制高退休金是奠基於過去長期工作

努力換來的對價，因此可以重新檢討

其規範，以降低有長期貢獻勞動者的

稅賦。 

(三)  年金破產原因分析與避免 

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在調查中有

42%的人都很擔心政府的勞保基金

破產，基本上現在是用公告利率來設

算，如果政府對所有基金計算的假設

基礎都是周全的，就不至於破產，之

所以會有破產之虞，是因為政府經常

把假設條件做一些改變。舉例來說，

現在在研議育嬰留停津貼要延長到

一年的給付期間，以前制度規畫並無

此假設，現在突然想開放，這項保險

制度就容易破產。所以政府端應先確

認之前的假設基礎，而不應因政治關

係考量就要釋放利多。換言之，每一

任政府在面對保險制度時，應有通盤

規劃後，再執行政策變更，避免輕易

承諾，畢竟社會保險給付或年金的保

費大都是企業主和員工共同提撥的。 

(四) 漸進式退休制度的可行性 

很多國家政策跟企業實務上，都在討

論漸進式退休的機制，並透過回聘或

導師制作為配套，受訪對象中有高達

54.9％的人認為適用漸進式退休年

齡者，因工時逐步縮短，所以工時應

該開放彈性，由勞資雙方在一定條件

下議定，而企業則應輔導漸進式退休

之資深同仁，轉成導師職（mentor）

或資深講師，在離開職場前，將知識

及技能傳承給後繼員工。 

三、 現行勞動法規的建議 

    針對現行的勞動法規，其實已經有許

多明顯不符現況需求，雖然勞動部逐年進

行修改，但仍趕不及產業變化的速度。 

改善工時制度束縛 

工時近年持續受到政府關注，也讓企

業在管理員工時多了許多限制。在實

務運作下，目前有許多公司針對管理

階層或全體同仁採取不打卡或自行

工時記錄，表示尊重並鼓勵同仁自我

管理，但因為勞基法規範，不得不重

回舊路，人人打卡，建議不一定非要

有打卡記錄，才是唯一的工時證明，

或能透過勞資會議取得共識後，放寬

此限制，而找到彼此都可以信服的工

時約定；另建議可放寬加班工時上

限，但針對每月加班總時數愈高者，

加班費率就應愈高，如總時數超過 50

小時，或平日加班時數超過四小時，

加班費計算倍率可提高至三倍、甚至

四倍，讓企業可以在此規範下試算，

衡量在此加班費的總額下，要繼續請

員工加班，還是要直接增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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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勞動法規 

 相關勞動法規的修訂，還有以下幾個

建議思考的方向： 

1. 改善育嬰留職停薪措施 

    育嬰留職停薪是政府對於性別工作

平等的美意，讓婦女在工作之餘，能夠先

專心照養家中嬰幼兒，但企業面臨員工八

週的產假後，緊接著至少半年以上的育嬰

留職停薪，且需保留原職原薪的規範，不

僅臨時人力調度困難，政府補助半年六成

薪，也造成育嬰同仁可能考慮自身權益，

而導致資源耗費。本次調查中，有高達

58.2%的企業表示，建議可以配合政府推

動的托嬰措施政策，透過增加托兒所及政

府補助，讓育嬰同仁可縮短育嬰留職停薪

的期間，及早回到工作崗位；另也建議可

放寬保留原職原薪的規範，例如應保留原

薪，但可以在符合調動五原則的條件保護

下調整其職務，還有 42.6%的受訪者建議

不只在政府與公司端規範，在勞工方面，

政府也應規範其在育嬰留職停薪三個月

或半年前就提出復職申請，讓企業有足夠

的時間準備人力的培養與交接，另外有約

三成受訪者建議可比照失業補助精神，針

對半年內提早結束育嬰留停回到工作崗

位者，可獲得政府未發出全額補助金的五

成，以提高育嬰留停同仁提前回任意願。 

 

依產業別訂定勞動基準細則 

在調查中，近八成的受訪者提到因應

產業轉型，從事知識型工作的勞工應建立

另一套法令管理，如在勞基法的規範下，

訂定服務業勞動基準規則、製造業勞動基

準規則… 等，放寬無法一體適用的勞基法

母法，對多元化的工作型態做更進一步的

調研後，進行細部規範。 

 

1. 護理人員配置規範 

原訂之 300 人以上企業應設有專職護

理人員的規定，應限縮在工廠製造

業，其餘如服務業等，應開放自行找

特約醫療院所配合即可。 

2. 哺集乳室設立 

哺集乳室的規範除公司人數外，還可

以考量公司員工平均年齡（如平均年

齡 45 歲以上企業需求度低），並可考

量開放區域空間整合或多元運用，以

免空間閒置。 

3. 政府獎項或相關補助並不一定全以

TTQS 為基礎 

企業從事人才發展，不一定只有教育

訓練單一管道，有很多企業專注在人

才的輪調發展與師徒制度的建置，當

各項獎勵獎項都與 TTQS 連結時，有

時反而會模糊獎項原本設置的中心思

維。 

4. 勞動檢查項目與標準 

針對工時的查核應放寬出勤記錄的形

式與彈性，理解並尊重公司針對主管

或知識工作者採不打卡的趨勢，並研

擬彈性的工時查核方式；另外，應針

對原舊制退休金不足額提撥之公司提

高罰則，並將社會保險高薪低報的公

司列入勞動檢查重點查核對象。 



 

6  

 

附錄一、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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