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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背景

年出生人數逐年下降，從96年20萬3,711
人，109年出生人數僅剩16萬1,288人，

《就業服務法》於81年制定初期，考

110年1月死亡人數首次高於出生人數，正

量中高齡者就業特性及需要，已將45-65

式邁入人口負成長時代。另依國家發展委

歲中高齡者列為主管機關應致力協助就業

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

之對象，並規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定期

年）」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

公告適合之就業機會。從法規面將中高齡

推估119年總人口將較109年減少近37萬

者定義為需要政策協助之特定對象，相較

人，其中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減少約

於一般求職者，政府需提供專屬中高齡者

170萬人，但65歲以上的高齡者將成長近5

就業服務與協助措施。依內政部統計，當

成，整體推估結果呈現我國人口高齡少子

年中高齡者人數為323萬6千人（內政部，

化的情形將越來越嚴重。報告中也指出，

2021）但時至109年，中高齡者人數已成

109年每4.5位青壯年扶養1位高齡者，至

長至698萬9千人；當年高齡者136萬6千

159年降為每1.2位青壯年人口即需扶養1

人，109年已成長至367萬5千人，近20年

位高齡者，對未來青壯年而言，需兼負的

間中高齡者人數翻倍成長，65歲以上高齡

照顧與扶養責任也越來越大。

者人數大幅成長，也正突顯我們和日本

在勞動狀況部分，我國55-59歲、

及韓國一樣，正面臨國內人口快速老化之

60-64歲及6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衝擊。

56.1%、36.7%及8.3%（勞動部，2021），

此外，我國亦面臨少子化及人口紅

仍低於日、韓、美國等主要國家，平均退

利逐漸消失影響，依內政部統計，我國歷

離勞動市場年齡男性為64.6歲、女性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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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勞動部，2020），亦低於該等國家，

高齡者有不同就業需求，在職者應著重於

呈現勞動力晚進早出的趨勢，亟需提早預

協助其穩定就業，排除就業障礙；失業者

為因應。

應協助強化其就業知能，促進儘速重返職
場；而退休者應強化其再度就業之動機，
並鼓勵雇主進用退休者，促進專業技術與

貳、立法過程

經驗之傳承。另於勞工退休前，亦應鼓勵
鑑於我國現在面臨上述少子化及高

雇主辦理退休調適或再就業準備協助措

齡化之人口結構變遷，為建構友善就業環

施，鼓勵退休後仍能持續參與社會，達成

境之勞動政見，故勞動部推動制定「中高

活躍老化之目標。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參考各國作

三、強化現行就業促進措施，高齡者亦

法，自105年成立立法小組，邀請勞動法
及勞動政策專家學者，召開9次立法小組

得適用

會議規劃條文，於全臺辦理6場次座談會

因高齡者無法適用部分就業促進措

廣納事業單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建議與

施，造成雇主僱用中高齡者得適用就業促

想法，及2場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諮詢會議

進措施，然進用更年長高齡者反而並無相

完成草案內容，並參採下列專家學者與與

關措施之適用，建議評估放寬，以提高高

會民眾建言事項：

齡者就業動機與雇主僱用之意願。

一、禁止直接或間接年齡歧視，公布違

四、建議鼓勵措施多於強制罰則，以提

法企業及負責人

高雇主進用意願

《就業服務法》第5條雖有禁止年齡

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歧視相關規定，但實務上中高齡者及高齡

法》立意良好，但建議政策施行初期應以

者仍有因年齡遭受直接或間接歧視之情

鼓勵代替懲罰，方可提高雇主進用意願，

形，宜立法明文禁止，且應參考性別工作

如強制規範事業單位應負相關義務恐產生

平等法罰則公布違法之事業單位，以達立

負面效果，促使事業單位避免進用中高齡

法實益。

者及高齡者。

二、針對在職、失業、退休之中高齡者及

五、放寬雇主以定期契約進用高齡者

高齡者應有不同之協助作法與策略

實務上事業單位多於受僱者退休後，

考量在職、失業、退休之中高齡者及

改以定期契約進用退休員工擔任顧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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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經驗傳承，且部分高齡者因年齡

八、建立退休人才資料庫便利事業單位

增長或已工作多年，從事部分工時或彈性
工作意願較高，建議放寬定期契約雇主高

查詢退休人才

齡者可同時兼顧勞資雙方需求。

部分事業單位因業務推動需求，亟
需借重領域內具專業技術之中高齡者或高

六、結合部會資源共同開發工作機會

齡者傳承或指導，但不知如何尋找專業人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除有賴

才，僅能透過口耳相傳或親友推薦，宜建

勞動部積極運用各項協助就業措施外，相

立銀髮人才資料庫，便利事業單位查詢運

關就業機會之開發仍有賴於各部會通力協

用，亦可有效活化退休人力。

助，並配合當前國家重要產業發展政策，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草

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鼓勵相關

案108年4月19日經行政院審查完竣，108

事業單位開發及釋出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

年11月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

者就業機會，方可建構友善中高齡者及高

108年12月4日公布，全文共計9章45條，

齡者就業環境。

包含禁止年齡歧視、協助在職者穩定就
業、促進失業者就業、支持退休後再就

七、參考日本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作法

業、推動銀髮人才服務、開發工作機會等

規劃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重要內涵：

日本為協助銀髮族持續就業，補助民
（一）禁止年齡歧視

間單位成立銀髮人才中心，開發適合銀髮
族之彈性工作機會，以促進銀髮族在地持

規範雇主不得以年齡為由差別待遇，

續就業，建議應參考其運作模式於《中高

如招募、升遷、考績、訓練、薪資或退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規劃相關協助

休等，須保障平等工作機會，違者處30

措施，並可與地方政府合作協力推動。因

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亦規定雇主

日本銀髮人才中心主要以推介臨時性、季

對非年齡因素的差別待遇負舉證責任，

節性、短期性、部分工時、社區服務等彈

同時對申訴員工不得為解僱、調職等不利

性工作機會以促進銀髮者在地就業，爰

處分。

專法銀髮人才服務據點參考其主要服務

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內容，於第34條規範據點應開發前開工作

立法前，檢舉就業歧視須由勞方提出遭受

機會。

歧視之樣態或事證，向地方政府提出檢
舉，課予其舉證的責任，但事業單位於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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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時亦會避免有歧視文字，或有間接歧視

專法立法前勞動部雖已推動各項獎

之情事致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工權益受

助措施協助失業者強化職能，促進重返職

損。基此，《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場，但仍有部分措施高齡者無法適用，爰

法》新增課予雇主舉證責任，並禁止因年

立法放寬將高齡者納入，以保障更多想工

齡因素而有直接或間接歧視，以保障中高

作高齡者；此外，專法鼓勵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及高齡者享有均等的工作機會。

齡者與不同世代合作創業，借重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經驗與智慧，並結合青年創意思

（二）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

維共同創業，並提供最長7年、最高200萬
元之貸款利息補貼，期透過世代合作激盪

主管機關得予補助或獎勵雇主採取在

出不同的火花。

職訓練、職務再設計或提供就業輔具，也
鼓勵雇主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4條

（四）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第1項第1款強制退休規定之員工，協助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工作，傳承其技術及

彈性放寬雇主可用定期契約僱用高

經驗，並促進世代合作。

齡者，不受《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及

專法立法前勞動部雖推動各項協助措

第2項規定限制，同時補助雇主僱用依法

施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續留職場，穩定

退休之高齡者，並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

就業，但實務上當受僱勞工達勞動基準法

活化及充分運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資

第5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強制退休年齡時，

源，傳承其知識、專業技術及經驗。

仍有雇主會強制其退休，為協助延緩高齡

專法立法前，勞動部推動各項中高齡

者退休年齡，故本次立法新增繼續僱用高

者及高齡者協助措施聚焦於穩定在職者就

齡者補助，鼓勵雇主持續留用屆齡強制退

業，並促進失業者儘速重返職場，然考量

休年齡之高齡者，續留職場傳承其經驗予

國人平均餘命已達80歲，為協助中高齡者

不同世代。

及高齡者於退休前培養第二專長，支持其
於退休後再就業或轉業，新增補助雇主辦

（三）促進失業者就業

理退休調適及再就業準備等協助措施，鼓
勵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開創第二人生。

對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除政府發給
相關津貼、補助或獎助雇主進用外，並推

（五）推動銀髮人才服務

動職前訓練提升工作能力，增加就業競爭
力，亦提供就業媒合、創業輔導與創業貸

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倡議延後退休、

款利息補貼，協助重返職場或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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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辦或委託民間辦理開發全時、短期

勞動部於109年12月3日完成訂定《中高齡

性、臨時性、部分工時等適合銀髮族就業

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細則》、《在

機會及就業媒合等，協助依法退休或年滿

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辦法》、

55歲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

參考日本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促進中

法》、《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

高齡者及高齡者之成功經驗，為活化國內

助辦法》、《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服務

銀髮勞動力，並開發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

據點補助辦法》、《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之彈性工作機會，促進在地就業，勞動

者就業獎勵辦法》等6部子法，並與母法

部補助地方政府設置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同步於109年12月4日施行。勞動部也陸續

期藉由據點之推展，鼓勵事業單位積極進

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修訂相關補助

用，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擴展銀髮人才服

計畫，相關內涵如下：

務範圍。

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
細則

（六）開發就業機會
透過公開表揚進用中高齡及高齡者

就《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績優單位、運用僱用獎助獎勵雇主進用及

相關事項予以補充，包含中央主管機關應

提供雇主中高齡及高齡人力運用手冊等措

至少每3年公布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相關調

施，鼓勵雇主釋出職缺，開發適合中高齡

查或研究成果、每3年會商相關部會訂定

及高齡者的工作機會。由公立就業服務機

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計畫應含括之內

關定期蒐集轄內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現

涵、提供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了解就業市場

況、就業情形及勞動市場供需等就業資

趨勢、法令及就業措施之職場指引手冊內

料，並公告各類工作型態之職缺。

容、國際交流定義、職務再設計定義、與
65歲以上高齡者簽訂定期契約不受勞動基
準法第9條限制、高齡者於定期契約屆滿3

參、配套作法

年後得終止契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定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經

期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工作機會之開發

總統三讀通過後，已明定應推動各項措施

計畫內容、鼓勵雇主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

內容，但部分獎補助措施之資格條件、項

者之人力運用指引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

目、期間等相關執行事項，授權由勞動部

委任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機構、委辦地方

另行訂定，為利該法能順利推動與落實，

政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及團體辦理。

社區發展季刊

176 期

95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專題論述

者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設備或

二、《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

機具、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

辦法》

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等項目，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補助金額每人每年以新臺幣10萬元
為限。

法》第3章穩定就業措施而訂定，各項措

2. 欲申請職務再設計之雇主，得至

施重點如下：

職務再設計官網線上申請（https://
（一）職業訓練之補助

jobacmd.wda.gov.tw/DJOB_WEB/），

1. 補助雇主指派所僱用之中高齡者及高

或親自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書面

齡者參與職業訓練課程，並以國內訓

申請，相關職務再設計之申請表件

練單位公開招訓之訓練課程為限，最

與作業流程，勞動部已訂定於《推

高補助70%之訓練費用，每一雇主每

動職務再設計計畫》中。

年最高以30萬元為限。相關訓練計
（三）世代合作之輔導及獎勵

畫需先經勞動部審定始得辦理，並
需遵守辦法所定之各項作業期程。

鼓勵雇主為所僱用之中高齡者及高

2. 相關申請書表、文件及相關規範，

齡者與不同世代間辦理世代合作，促進知

勞動部已明定於《在職中高齡者

識、技術與經驗傳承，主管機關亦得遴聘

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訓練補助實施計

專家學者或顧問輔導雇主辦理。

畫》中，雇主得於每一年度12月1
（四）繼續僱用之補助

日起至12月31日止檢具計畫申請表
件向雇主所在地之勞動力發展署各

1. 為鼓勵雇主繼續留用屆齡強制退

分署申請下一年度訓練計畫，補助

休年齡之高齡者續留職場傳承經

課程範圍以國內訓練單位公開招訓

驗，凡雇主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

之訓練課程為限，且須依雇主經營

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受僱

發展及所僱用之中高齡及高齡者穩

者，達其所僱用符合該規定總人數

定留任之需要規劃。

之30%、繼續僱用期間達6個月以
上、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

（二）職務再設計與就業輔具之輔導及

有薪資，得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補助

請繼續僱用補助。
2. 雇主繼續僱用期間滿6個月，依受

1. 補助雇主為所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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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數每人每月補助1萬3千元（非

助訓練費用85%，辦理訓練最低開

按月計酬者每人每小時70元），一

班人數應達5人，且訓練時數不得

次發給6個月補助，繼續僱用期間

低於80小時。

逾6個月，自第7個月起依受僱人數
（二）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每人每月補助1萬5千元（非按月計

1. 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如符合本辦

酬者每人每小時80元），按季核
發，最高補助12個月。

法及《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創

3. 勞動部已訂定《繼續僱用高齡者補

業貸款及利息補貼要點》規定，

助計畫》規範相關申請書表、文件

得具相關文件及資料，經勞動部

與相關應符合之事項，雇主得於繼

同意核貸，得向金融機構辦理創

續僱用勞工屆齡強制退休年齡前

業貸款，利息補貼額度最高200萬

一年9月至10月，填寫並檢具相關

元，如為商業登記法第5條規定得

申請表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

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最高貸

申請。

款額度50萬元，前2年利息由勞動
部補貼。

三、《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2. 另為鼓勵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與29歲

辦法》

以下青年共同創業，凡中高齡者及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高齡者與29歲以下青年共同創業，

法》第4章促進失業者就業而訂定，各項

貸款期間前3年之利息，由勞動部

措施重點如下：

全額補貼，結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經驗與智慧，並運用青年創意，促

（一）職業訓練之補助

成不同世代合作。

1. 補助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免費參
（三）跨域就業補助

加勞動部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
訓練課程，並依高齡者身心特性及

鼓勵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跨域謀

需求開辦高齡者職業訓練專班。

職，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異地就業交

2. 補助雇主依僱用人力需求，自辦或

通補助金、搬遷補助金及租屋補助金等

委辦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業

獎助津貼，鼓勵前往異地就業，相關申

訓練，由雇主自行辦理訓練者補助

請程序、應備文件、資料、核發標準、

訓練費用70%，委託辦理訓練者補

補助期間及不予核發或撤銷等事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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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用《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相關

四、《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

規定。

助辦法》
（四）臨時工作津貼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提供短期性臨時工作機會，協助失業

法》第5章支持退休後再就業而訂定，各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短期就業安置，按每小

項措施重點如下：

時基本工資核給臨時工作津貼，最長6個
（一）補助雇主辦理退休準備與調適

月，相關應備文件、資料、撤銷、廢止、
停止或不予給付津貼情事，準用《就業促

為鼓勵雇主於受僱勞工65歲退休前
1年辦理退休準備，促進其適應退休後生

進津貼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活，勞動部修訂《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
（五）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助計畫》，補助雇主辦理退休準備與調適

加強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準

之課程、團體活動、個別諮詢、資訊及文

備，並鼓勵用人單位釋出學習機會，補助

宣，補助同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50萬元。

用人單位行政管理及輔導費，按發給之職
（二）補助雇主辦理退休再就業相關協助

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之30%發給。並發給

措施

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最長3個月職場
學習津貼，按每小時基本工資發給，高齡

為鼓勵雇主於受僱勞工65歲退休前

者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後得延長至6

1年辦理再就業訓練與準備，促進延緩退

個月。

休，勞動部訂定《中高齡者退休後再就業
準備訓練補助實施計畫》及《中高齡者退

（六）僱用獎助

休後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補助計畫》，補

為提高雇主進用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

助雇主辦理退休再就業之職涯發展、就業

者之誘因，雇主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諮詢、創業諮詢及職業訓練，同一雇主每

推介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滿30日，得檢具

年最高補助50萬元。

相關文件資料向原推介轄區之公立就業服

五、《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務機構申請僱用獎助，中高齡者每人每月
發給1萬3千元，高齡者每人每月發給1萬5

補助辦法》

千元，最長12個月。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第6章推動銀髮人才服務而訂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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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願景

考日本銀髮人才中心作法，補助地方政府
成立據點所需開辦之設施設備費、設施設
備汰換費、房屋租金、人事費、業務費，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關

勞動部並訂定《補助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

措施的推動，除了因應我國人口快速高齡

才服務據點計畫》，規範各項補助費用標

化外，在日、韓、美及歐洲國家經驗也可

準、申請、審核及核銷作業事項。

以發現勞工退休年齡越來越晚、企業進用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將是未來難以避免的趨

六、《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獎勵

勢，對勞動部而言，專法推動即為鼓勵企

辦法》

業提早預為因應，學習績優事業單位運用

為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中高齡及高齡人力之成功作法，從中高齡

法》第40條規定而訂定，規範主管機關得

者及高齡者身上發現優點，將具備的智

獎勵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有卓越貢

慧、技術及經驗傳承與不同世代，促進世

獻之事業單位及從業人員，成立評選小組

代溝通、合作與交流，達成勞資雙贏，共

每2年辦理1次評選，以宣導及倡議事業

同營造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環境。

單位及從業人員成功作法，促進更多事
業單位複製成功經驗，共同營造友善就業

（本文作者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

環境。

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科長）
關鍵詞：中高齡者、高齡者、就業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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