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標      
 
 
爭議長達 14 年，攸關數台灣 5 百萬勞工退休後重要經濟保障的勞工

退休金條例草案，終於在民國 93 年 6月 11日晚間在立法院挑燈夜戰後完

成三讀，確立未來勞工退休金將採取可攜式個人帳戶制。此一新制最大特

色在於年資可隨勞工轉換工作持續累積，不至因轉換工作中斷年資喪失領

取退休金資格。而就政治意義上來看，此一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的通過及

定案，也代表長久以來勞資雙方及國家在退休金議題上的拉鋸終告劃下一

暫時句點。 
 
回顧近年來台灣勞工退休金改制過程，其亦可說是一段國家資方及勞

工三者相互角力的歷史。退休金改制本身是一個高度複雜的政治互動過

程，就國家來看，除了兼有施政理念及意識形態考量外，也包括了經濟層

面諸如勞退金政策對商業市場的衝擊以及國家在退休金財務方面責任的

釐清等思考；以及社會層面如對政策所可能產生社會保障效果等考量。而

對勞資雙方來說，退休金政策更是直接對勞資雙方產生實際上權利義務負

擔效果，因此退休金政策乃成為勞資政三方兵家必爭之地。           
 

而就歷史觀點來看，台灣勞工退休金改制的發展脈絡亦和台灣整個政

治民主發展在不同過程階段所顯現的國家、商業以及民間力量的興起及變

化有所密切相關。台灣民主發展過程大致上可以政府播遷來台之時將之視

為所謂威權戒嚴時代的起點，經歷數十年威權統治，到了 1987 年實施解

嚴陸續開放報禁黨禁，許多勞工社會團體以及政黨等政治力量開始興起，

則可以視為一個政治自由化時期的開端。隨後國家機器對民間力量開始反

撲，使得先前初解放蓬勃之勞工及社會政治運動暫被壓制而出現短暫的沉

寂局面。之後進入 90 年代，在李登輝主導修憲工程之下開啟加速了民主

化的腳步。而後陸續國會完成全面改選，新國會在 1993 年誕生，則是代

表以往一黨獨大的局面開始轉變為兩黨甚至多黨的競爭。由政策形成方面

來看，此一時期特色是民間團體力量介入政策運作的狀況變的更為鮮明，

在勞工政策的形成上則可以清楚明顯看到勞資政三方形成了一個三角的

競爭關係。而這樣的競爭關係又因為勞資政三方彼此內部，出現因歷史發

展經驗所產生的的特殊結盟關係，導致彼此在互動上呈現複雜的合作及分

立現象，此亦為本研究所主要欲探討目標之一。 



 
綜觀退休金政策在台灣不同政治發展階段之下，亦隨之呈現不同發展

狀況。而研究者感興趣之處則在於探求影響退休金改制方向形成的因素包

括哪些? 其展現之影響狀況又是為何? 就內部層面政策場域參與角色互動

來看，作為主要參與者的勞方資方國家在不同政治發展階段呈現的發展特

色及互動模式又是為何？其互動結果又對勞退金改制方向產生何種影

響？而就外部環境因素來看，各階段政治經濟環境又是如何對勞工退休金

政策的形成發揮影響力? 試圖對影響勞工退休金改制過程內外部因素進行

分析理解其對勞退金改制產生之影響狀況，乃是引發筆者從事本研究之主

要動機。 
 
而本文之研究目標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三個重點： 

 
1、觀察不同政治發展階段之政經環境特色。 
 
2、分析各個不同政治發展時期中勞工資方及國家彼此發展狀況及互動特

色。 
 
3、分析不同時間階段中勞工退休金議題改制發展狀況，以及國家資方勞

工等主要政策參與角色在勞退金改制過程中互動狀況及其所代表意涵。 
 
 
第二節 理論探討與文獻回顧 
 

過去四十年台灣地區政經變遷顯示，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過程基

本上涉及包括了政府與民間社會，整體國內政經體制及國際政經體系間的

複雜政經互動關係。就學術界對於國內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的討論分

析取徑來看，大致上可區分為五種不同研究取徑： 

 
第一類主要以政治民主化為中心，而論列相關重要政治議題與政治變項。 
第二類主要以經濟自由化為中心，而論列相關重要經濟主題。 
第三類則將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一併討論，認為兩者是相輔相成的現

代化工程。 
第四類主要在分析戰後台灣地區威權主義（authuritarianism）的轉型。 
第五類的看法直接針對公權力的式微與提振而立論1。 
 
而以上所區分出的各種取徑，若將之歸納為以民主化發展過程為主

                                                 
1 請參閱，林仲修，前揭文，頁 244。 
 



軸，相關政治經濟因素變遷為分析重心，以某一特定公共議題作為主要分

析對象，則成為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趨勢變遷之下，對於某一公共

政策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之研究，此亦為本文所設定之研究取徑。 
 
就本研究所設定研究主題勞工退休金改制而言，以往研究大多是由財

務面切入，對實質政策內容或是不同退休金方案設計進行財務效果之評估

研究（張碧玲，1994；曾博泰，1994；林信志，1996；邱淑萍；1996；龐
寶宏，1998；翁朝棟，1999；楊淑珠，1999；郭俊甫，1999；李君屏，2000；
胡萬茹，2001；陳麗如，2002），亦有從退休金政策本身之社會性評估加

以入手（陳新立，2000），以及對各國退休金制度的法制面分析者（洪千

雅，1997；林炫秋，2001），而鮮少有由歷史途徑以勞工退休金政策本身

形成過程及發展為分析主題者。以退休金為分析主要分析重點者僅王玉竹

（1998）曾以勞基法制定為例，探討其中勞工退休金的形成過程，但重心

亦較偏重於其立法過程部分。 
 
就與本研究所採取相同研究途徑，但政策議題不同者則不在少數。  

李順帆（1998）《台灣勞動基準法一九九六年修正之研究：後工業轉型的

國家與社會觀點》中以 1970 年代歐美新保護主義趨勢興起為分析起點，

威權轉型與社會經濟變遷階段為時間主軸，分析政經變遷對勞基法修正  
所產生的推力，兼而對當時立法過程中勞工退休金各爭議版本進行內容比

較。許雲翔（1999）《台灣基本工資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則是納入以資
本家及勞工互動為主之因素，分析 92及 93 年基本工資政治化過程始末。 
而楊明璋（2000）《我國國民年金制度規劃過程之研究》則是首先分析界

定出民主政治下民意導向之流程，另外在主要分析成果方面，除了分析政

策過程之民間團體、工商團體及勞工團體參與狀況外，相當篇幅處理了政

策制定中行政官僚、立法機關以及學者專家在政策形成中所扮演之角色。 
蔡韻竹（2001）《全民健保改革過程中的國家官僚與社會團體～以健保多

元化保險人政策為例》一文中，首先分析了我國重要社會政策的決策模式

及特徵，而後主要分析部分則包括了對影響健保政策形成民間力量扮演的

角色及發揮作用之分析、作為決策層面行政部門內部對政策認知的分歧狀

況，以在全民健保政策形成過程中財團及商業勢力的涉入狀況等分析重

點。沈世國 2002《勞基法修法過程之研究-以工時案為例》一文重點則置

於分析在「少數政府」情況下，為維持政局穩定與政策遂行，行政院、立

法院與利益團體三者之間之互動模式以及採取不同協商妥協模式如何影

響政策合法化之結果，分析重點包括對各個政策參與單位及利益團體對如

何達成所欲結果所採取之影響政策手段及路徑的指明。呂宗芬 2003 《台
灣的反核四運動與政治轉型》則由一個對台灣進十年來社會運動的回顧開

始，重點點則置於檢視台灣反核四運動的發展歷程，分析為何過去與在野

黨密切結合之反核四運動未能隨政黨輪替完成運動目標的理由。試圖由政

黨輪替前後所表現的政治機會結構的轉化釐清政治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



發展的作用。周賢平 （2004）在《我國大量解雇保護法形成過程之研究》

一文中則以政治、經濟及政治經濟整合環境因素說明雇主、政府及勞工團

體所參與之政策形成過程如何受到外在政治經濟環境變項之影響而形成

決策結果後，復經反饋過程再度進入政治系統之內。其將大量解雇保護法

形成過程分為政策問題及議程形成、行政措施及立法行動三階段，並分析

出團體決策 官僚決策 及經發會政治議價 分別為三個時期主要之決策模
式。 
 
    而在本文預定採取研究架構設定方面，則將我國政治經濟環境重要變
遷時間點劃分為一個時間點及三個分期做為主要敘事時間架構，首先對該

階段政治經濟環境主要概況加以描述，而後檢視此一階段政經環境中國

家、資方及勞工各自發展狀況，再而進入彼此在政治經濟議題上的互動狀

況，最後則進入描述國家、資方勞工在勞工退休金改制議題上的互動狀

況，並結合該階段所具有之特殊政經環境因素對退休金改制所可能產生的

影響進行說明分析。就敘事流程而言有其層次性，就分析面向而言則含括

了外在因素影響作用的說明及與內在參與角色實際互動之描述。 
 
本文分析架構設定方面，則主要置於分析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各個參

與者扮演角色及互動模式。在主要政策參與者中，而除了企業團體所代表

的資本力量以及勞工團體所代表的勞工勢力外，國家乃是另一個重要的參

與角色，其定義及定位亦經常為外界所混淆誤用。在進入正式討論分析之

前，有必要先將國家機器之定義及其影響政策形成方式作一扼要釐清。 
 
國家定義眾說紛紜，與國家機器亦經常為人所混合使用，但亦不乏誤

用者。較常見的一種使用上的方式是直接把國家與政府直接等同，如

A.Giddens便認為國家機器乃指政府的行政組織（Giddens，1985:17），但
Miliband則由制度內涵加以剖析，他認為所謂的國家包括了一組特殊的制

度，可稱之為國家系統，這些制度包括了政府、行政機關、軍隊、警察、

司法部門、地方政府、議會等等。而韋柏則從強制性宣稱的特色來看，他

認為國家機器與其他組織之同，不在於強制力及暴力的擁有，而在於正當

壟斷性的宣稱上。在歷史上不同時期有不少組織也具有強制力，但卻非屬

於國家機器，如中世紀之教會。而由範圍上來看，有些機構如福利機關、

公營企業、學校等，在名義上可歸為國家所有，但卻不一定具有強制性，

而只是執行那些具有強制性機構的決策。因此國家機器的範圍可以說是隨

時間、地點不同，隨著各種要求而改變的2。 
 
而由另一個重要面向，國家在實際運作權力方面來看，則可以提出幾

個重要問題：國家權力運作是受到哪些要素所影響的？以及國家中心論者

                                                 
2 請參閱，韋積慶，（1988），《台灣的國家機器----權力技術的分析》，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所主張的，若國家可以視為一行動主體，則國家（國家機器）如何宣稱其

具有自主性?  
 
有關國家權力問題可以說是更早於現今各種國家理論爭議的早期重

要爭議問題。除韋伯關於國家及國家權力各種主張之外，另一個重要傳統

是來自於馬克思及其後追隨者對於國家權力之論述。 
 
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馬克思的名言，發展了工具論的論點。馬克思

及恩格斯曾說：「現在國家政權不過是管理整個資產階級之共同事務的委

員會罷了（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3）。」列寧也認為「國家是剝削被

壓迫階級的工具」（1962：9），這些說法是把現代國家機器的國家權力看

成資產階級的權力。 
 
而這種看法到了 1960 年代開始有了轉變，著名國家理論家Poulantzas

引進Althusser結構主義觀點開始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工具論做出修

正。他認為一個階級有展現其利益的能力，而在實踐階級利益的

過程中會與另一階級的利益發生對立，這種情境決定了階級實踐

的支配 /從屬關係，這是一種權力關係（ 1982： 105）。而這種階級
間的力量對比會在特殊制度下加以組織，制度本身成為一種權力中心，而

在他的觀點看來，國家便是一個最重要的權力中心。他認為國家（國家機

器）並不見得有任何權力，所謂國家的權力乃是由特殊階級貨派系與其他

階級對比後，所有擁有的權力（ibid：115-116）3。而在這個國家機器內部

又常出現力量方向不一致的情況，因為國家本身是各種力量的鬥爭場域，

各種不同階級派系會掌握不同的國家機器部分，因而各機器監會相互傾

軋，結果是較有力量的機器擴張權力，使弱勢機器發生短路。因此在資本

主義國家之中經常出現的是不是行政部門的高度擴張而使其他部門受

阻，便是立法部門高度發展而造成其他部門短路，或是部門之間彼此相互

衝突的情況。雖然國家機器各部之間有著矛盾存在，但Poulantzas卻認為各
派系中最有力的支配派系，可以利用對其他從屬派系的領導而使得國家產

生統一4。 
 
而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多半把國家是為階級鬥爭的場所，國家權力僅

是階級權力的反映而言，許多具有韋伯主義傾向的學者則加以質疑。

O.gintze及Elias皆主張不可將對國家的考慮僅僅放在階級之上，而必須將國

際上的國家系統納入考量。Elias認為國家間的對立，是形成國家壟斷暴力

的主要原因。而Skocpol則對這種看法加以詮釋，她認為國家一但處於國家
體系之中，便使得國家有超越其他團體的自主潛力，自此也開始引發一股

由社會中心論到國家中心論的典範轉移潮流5。 

                                                 
3 請參閱，韋積慶，前揭文，頁 11。 
4 請參閱，韋積慶，前揭文，頁 13。 
5 請參閱，韋積慶，前揭文，頁 12。 



再次回顧有關國家理論的發展歷史，許多學者指出，近年政治學上出

現某種近於「典範改換」（paradigmatic shift）之狀況，亦即國家概念的復

起。學者認為早先許多團體論及系統論之研究，莫不包括強烈「社會為中

心」（social）取向，並因而忽略某些重要議題與現象，故他們隨之主張重

新使國家（state）成為界定政治生活的主要概念以糾正前者之缺失。 
 
在整個典範演變的過程之中，多元利益的論點是首先被接受的觀點，

他們大多以個人主義的角度出發。如J.Lock認為，國家存在的理由在於維

護個人的利益，一旦社會成員可以在利益競逐中達成共識與遊戲規則，那

國家將是一個備而不用的消極仲裁者。而A.Smithe更將利益競爭的遊戲規

則推廣到經濟角度，個人的自由會在「看不見的手」的運行過程中達到極

致發展，國家過能過於強大，否則個人的自由將受國家介入受到干擾6。 
 
綜觀所謂社會中心論相關理論論點大致上包括有：古典馬克斯主義、

新馬克思主義、多元論、菁英論、國家統合主義及社會統合主義等理論觀

點。就各理論主要觀點來看，多元主義比較是從個人看的見的行動來看權

利和國家機器，認為國家機器是受社會決定的，因此對權力的研究重點在

於較傾向政策分析中的權力對立來看何者擁有較多權力。菁英主義則較傾

向發現制度權力和權威，認為少數人直接或間接地統治著社會，研究權力

的方法則傾向聲望法或制度位置法。而馬克斯主義則強調階級和體系的決

定性，認為國家機器在資本主義內是受體系的力量和階級力量所決定，在

方法上傾向階級和體系分析7。而在統合主義方面所有統合主義的定義大抵

不脫兩個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合作與控制，或是誘因與限

制。近一步區分，可以區分為國家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合作與控制關係、社

會團體彼此之間的合作與控制關係，以及社會團體內部上層菁英對下層組

織或基層（rank- and - file）的合作與控制關係8。 
 
    必須再做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多元主義、菁英主義及統合主義雖然
被歸類為所謂「社會中心論」，但誠如Ham and Hill所指出的，國家自主性
仍隱含在這些理論中。例如多元主義傾向將政府機構視為一系列的壓力團

體，且與很多其他壓力團體相互競爭；菁英主義則認為公共官僚的權力與

其他菁英沒什麼兩樣；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其能力足

以對抗資產階級的意志；至於統（組）合主義則強調國家日益增長的獨立

性之外，同時也強調國家行動的重要性9。 
 
除了社會中心論之外，與其相對的便是以國家中心為出發點之理論。

在國家中心論的興起方面乃是基於某些學者對過去以社會中心觀點的不

                                                 
6 請參閱，何學政，（2002），《我國工會與政黨關係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7 請參閱，王振寰，（1998），＜誰統治台灣? 轉型中國家機器與權力結構＞，台北，巨流。 
8 請參閱，丁仁方，（1999），《威權統合主義：理論、發展與轉型》，台北：時英出版社。 
9 請參閱，林仲修，（2001），《台灣政治轉型中國家蛻變之內環境因素分析》，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論文 



滿，認為其忽略了國家作為一個自主性組織而對社會具有強大影響力的事

實，自 1970 年代末期開始，美國社會科學界開始掀起「將國家機器帶進

來」（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學術運動，國家機器的研究乃蔚為風潮，
學者稱此學術潮流為「國家中心主義」（state - centered）理論。其理論中

心則以強調將國家機器視為自主的制度和組織為基調。 
 
    國家中心論並不否認卓家機關在政治過程或社會轉型中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來自民間社會乃至於國際社會的影響所約制，但它強調國家機

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往往會具有本身特定立場，有本身憑藉稟賦以

及可以運用的資源，也會經常對抗社會上的優勢群體或階級以謀求叫廣泛

的整體社會福祉，或國家機關本身成員的利益，因此在許多時候，國家機

關都應該被視為一個積極主動的行動者10。 
 
而國家中心主義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政策歷史的比較研究，支持者

認為國家機器具有自主性及塑造社會能力，因此政策形成過程成為一個討

論國家機器是否具有此一能力之重點。透過政策形成過程，國家中心主義

學者可以看到國家官僚是否具有自主性及前瞻性，以及制度結構是否一致

能夠達成政策目的。在主要論點方面，國家中心論主要觀點大致上可歸納

如下11： 
 

第一、國家機器是具有自主性的社會行動者，因此政府官員的作為深深影

響社會的運作，他們也塑造社會團體和利益。即「國家機器是社會

行動者也是塑造社會的制度結構者」（Skocpol，1985:6）。 
第二、國家機器內部並不是完全一致，它的內部有分工和利益的分歧，未

必使得國家機器完全有效率。 
第三、國家機器的能力（state capacity）與制度安排是否能有效地整合內

部、政府官員是否有能力、它們是否能夠拒絕社會利益的影響、是

否能夠帶領或連結社會團體去達成目標有所密切關聯。 
第四、國家機器的官員有不同於社會菁英的利益。一般而言，社會菁英的

利益較為短期，而國家機器官員則相當分歧，具有長期觀點和創造

能力者佔多數，就比較能夠使得國家機器有較強大能力達成政治和

社會改革目標，反之則容易使得國家機器喪失能力而癱瘓。 
 
除社會中心論與國家中心論論點外，另外有些國家中心論研究者在討

論國家中心論特性時，也嘗試綜合社會中心論的一些論點，期望建立一個

更周延的分析架構。在他們看來，國家機關其實應該是四種特性的混合體

（Reudchemeyer and Evans，1985:47 - 48）12： 

                                                 
10 請參閱，蕭全政，（1987），＜為成長、平等與民主而規劃—中華民國發展過程中的非經濟因

素＞，中央月刊 20 卷 11 期。 
11 請參閱，林仲修，前揭文，頁 49。 
12 請參閱，林仲修，前揭文，頁 50。 



 
一、國家機關可能是一個統治工具：這個統治工具是按照某種「統治協定」

（pact of domination）來運作，這個統治協定則由國家機關的各個不

墳和民間社會最有力的階級或團體所制定。 
二、國家機關可能是一個團結合作的行動者：所有的統治菁英都會期望國

家機關的政策與行動能夠協調一致，為了動員民間社會的力量來支持

這些政策與行動，統治菁英有時候甚至會壓制優勢的社會階級或團

體。 
三、國家機關有可能成為社會衝突的競技場：每一個國家機關都是由許多

不同的部門和個人所組成的，儘管國家官員會儘量採取一致的行動，

但是它們對於實質的施政目標卻可能有歧異的看法。因為它們也許會

有不同的切身利益、不同的意識形態，並代表不同的社會勢力。同時，

各種社會團體，不管是優勢或是劣勢的，都會嘗試利用國家機關來爭

取它們的特殊利益而使得國家機關成為衝突的競技場。 
四、國家機關也有可能是社會整體利益的維護者：維護社會整體利益或大

多數人的福祉，本來就是國家機關應履行的功能之一，在許多時候國

家機關也是以此來吸引國家官員投入奉獻和號召民間社會的支持。 
 
 
總合以上不同理論之看，國家在政經發展中所扮演之角色，大約可以

歸納出以下幾種定位13： 
 
一、國家是多元社會中不同利益團體的競技場（Arena），各種社會勢力相

互較勁，企圖爭取國家機器的主控權。自由主義的多元論多數採取此

種看法。 
二、國家是一理性的行為者（Rational Actor），扮演行為者（Actor）/參與
者（Player）的角色。 

三、國家是擁有相對自主性的，必須照顧自身利益，它擁有其獨立的價值

目標與利益，而這些價值、目標與利益，也不能被劃約為任何社會中

利益團體的專屬目標。 
四、國家扮演裁判（Umpire）的角色。這是傳統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看法，
國家角色是中性的，基本上只是制定遊戲規則，除了提供公共財，矯

正市場失靈的例外情形，國家不會輕易介入市場經濟的運作。 
五、國家是資遣階級的代理人（Agent of Capitalist Class），這是典型的馬
克思主義工具論的看法。國家目標只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利益 

六、國家扮演守衛者（Guardian）的角色。這是馬克思主義結構論的看法，

國家是要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制度與運作，而不是只一味保護資本家

階級的利益。 

                                                 
13 請參閱，鄭又平，（1996），＜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國家與資本家階級互動關係之演變＞，

收錄於陳文俊編，《台灣的民主化—回顧․檢討․展望》，高雄：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七、國家扮演家父長式（Paternalist）的角色。 
 
另外，有學者以組合主義國家體制來分析台灣政治體制現狀，不同於

多元論架構下之參與者共同塑造政策之模式，在組合主義社會中，無論是

社會組合主義或國家組合主義，國家均相當程度介入了市場與主導政策的

制定。在組合主義架構下，國家不再只是被動反應利益團體之間談判的結

果，也不是某一階級用來控制另一階級的工具。然而國家與企業間的互動

關係則被視為是影響財經相關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14。而就本研究台灣勞

工退休金改制過程來看，亦可發現國家在其中扮演著如同組合主義之下國

家所具有的特色一般，在退休金改制過程中顯現出主動主導政策方向的種

種角色表現。 
 
回顧以上關於國家定義的諸多討論後，本文所定義政策形成中國家作

為參與者角色，更明確來說乃是較限定於國家機器中的行政部門作為一個

行動者的角色部分在政策形成中的表現，其代表的究竟是一個國家機器自

主意識的發揮？或僅僅是反映特定階級的利益？抑或是無特定政策方向

偏好，僅僅作為被動配合完成政策決定程序者的角色? 而國家機器所呈現
究竟是一個統合的意志，抑或國家機器本身內部意見仍有所分歧拉鋸? 這
些問題將在本研究中加以分析探討。 
 
    除了國家本身角色外，作為政策形成另一個參與者的民間部門亦有擁

自身影響政策之獨特方式。民間社會不同部門與階層，在與政府聯合或衝

突的過程中，可能運用的影響政策手段包括使用合法的投票、遊說、資金

外流、示威、遊行等方式，也包括運用不合法的賄賂、暴力等方式以改變

或影響政府政策。這些手段大致上來說可以分為兩種：在企業界方面主要

以資金外流或不投資（投資罷工）等會妨礙經濟發展或導致資本累積危機

的方法來進行對抗；而非企業部門或勞工階層則以危害政府安定或會造成

政府統治正統性（legitimacy）危機的方式來進行對抗。資本累積危機與正

統性危機都將使得政府無法正常履行其汲取性之功能，甚而危及自身存在

與運作。因此，儘管政府能相當自主地制定他認為最有利或最恰當的政

策，但也要以避免重大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為限度15。 
 
    總結以上論點，在本研究主題勞工退休金改制過程中的分析中將逐一

檢證包括企業及勞工影響政策所採行的手段為何，以及分析國家在同時面

臨來自於企業及勞工兩方面壓力時，其所採用的回應手段以及表現的角色

傾向，最後要觀察的則是在不同退休金改制階段中中國家、勞工及資方三

者顯現的是一種合作，或競爭，或控制，亦或是其他互動類型之情況。 

                                                 
14 請參閱，周育仁，（2000），＜全民政府的迷思---誰是執政黨?誰是在野黨?＞，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政策研究會，政策月刊第六十一期。 
15 請參閱，蕭全政，（1990），＜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下政府角色的調整＞，政治科學論叢

第一期，國立政治大學出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方法及資料來源 
 
本文所採用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及深度訪談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資料來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相關研究主題專書、期刊、博碩士論文、研究資料。 
 
2、官方單位 
包括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台北市政府勞工局、高雄市政府

勞工局、勞工保險局、職業訓練局等單位退休金議題相關統計資料、公告、

新聞稿級會議紀錄等等。 
 
3、民間單位 
包括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台灣勞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高雄市保險

職業工會等相關單位所發行之宣傳文件、期刊、新聞稿等等。 
 
4、報紙報導及評論 
有關報紙及新聞媒體歷年關於勞工退休金議題發展相關報導之回顧及整

理。 
 
5.電子網址 
包括以上資料來源機構單位電子網站及其他相關電子網站資料。 
 
（二）深度訪談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本研究有部分內容乃在對某些重要時間點參與者

的實際行動及互動意義進行分析與了解，在此一部分上則以深度訪談資料

作為輔助說明功能。主要訪談對象包括四種參與勞退金改制之角色： 
1、勞工運動人士。 
2、政府官員。 
3、相關領域學者及專家。 
 
在訪談方式上採取親自面訪，徵得受訪者同意後始錄音。訪談進行設

計上採取開放式結構訪談，亦即訪談前先行擬出問題大綱，確立訪談主題



與綱要，再而讓受訪者針對主題綱要自由發表看法，若受訪者因年代久遠

而遺忘或有漏誤時，則由文獻資料輔助補正之。 
 
 
 
二、研究範圍及章節安排 
 
 
本文預定將台灣勞工退休金改制探討依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變遷重要

分歧點劃分為一個時間點及三個階段。一個時間點乃是民國 73 年勞基法

制定通過之時。三個階段則分別為：第一階段自 1984 年台灣第一個勞工

運動組織台灣勞工法律支援會的成立至 1993 年政治民主化時期開始為

止，此段時間一般來說通稱為政治自由化時期。第二階段自 1993 年政治

民主化時期開始至 2000 年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新政府上台為止。第三階

段則是由民進黨上台執政至經發會的召開為止16。 
 
將研究階段配合政治經濟重要變遷時間點作劃分，主要考量乃是在於

隨著重要發展階段所顯示出來的不同政經環境轉變特色，亦影響國家、資

方及勞工呈現不同的發展狀況及互動模式。在政策形成方面，隨著不同政

經環境變遷，作為政策形成主要參與者的國家、資方及勞工對政策改制方

向亦有不同考量，彼此所具有實力也隨政經發展階段變遷而有不同消長情

況，而顯現出殊異之角力結果。 
 
在一個時間點的部分，本研究首先將對勞基法制定形成背景做一交

代，而後論及勞基法中退休金制度之內容及其形成過程。 
 
而在第一時間階段方面，則是由 1984 年體制外第一個重要勞工運動

組織勞工法律支援會的成立開始至 1993 年政治民主化時期為止。第一個

重要勞工運動組織成立的意義，代表以往國家威權體制逐漸轉型放鬆對民

間的控制，而 1987 年解嚴後開放的報禁黨禁，更使得民間力量快速組織

化，並逐漸發展出獨特抗爭方式來對體制不公表達抗議。但是大體上而

言，此一時期國家對這些民間力量所表現的回應仍是較為威權及鎮壓性

的。      
 
第二階段則由 1993政治民主化時期的開始至 2000 年總統大選結束新

政府上台為止。1993 年李登輝開始繼任總統後的新一波政治經濟改革。李

                                                 
16 此處採用政治自由化時期之用語，意指時間點自 1984 年開始，即較 1987 年解嚴開始早 3 年，

其作為分期指標重要性在於此年乃是第一個以運動為組織特色及手段的勞工運動團體—勞工法

律支援會於此年成立，以及同年頒布通過勞動基準法，開始了政治自由化浪潮之下的勞工運動開

展時期，與採取 1987 解嚴為劃分時間點，含括意義較廣泛的威權統合體制轉型起點的解嚴後民

主化時期有別。持此一看法者有張茂桂、李建昌及李允傑等人。引自梁雅慧，（2001），《戰後台

灣勞工運動之研究(1945-2000)》，台北：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 



登輝首先完成對國民黨內部收編整合，而後隨即召開「國是會議」，並在

1996完成首度直接民選第九任總統。此間一連串憲政改革使得憲政法制逐

漸回歸常軌，以及權力分享的分化，以往一黨獨大局面則開始演變為二黨

甚至多黨的競爭，而在彼此越來越依賴廣大民意作為後盾實力的情況下，

也創造更多民間勢力運作影響政策的空間。 
 
第三階段則由 2000 年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新政府上台

開始，至經發會的召開為止。在此階段具有獨特性在於，民進黨上台後面

臨的是一個經濟環境的低迷及快速惡化以及政治環境上朝小野大的高度

惡劣情勢，皆考驗著民進黨危機處理之能力。而從民進黨對於這些政治經

濟危機所採行的處理手段中，加以觀察可以發現，相較於國民黨時代以及

前一期一時期國家機器對政經問題的主要考量。而在以解決經濟危機為主

所產生之勞資政角力戰場經發會中，則是創造了一個勞資政直接面對面表

達意見進行角力的場域，更可以從其中明顯觀察的到勞資政三方呈現的實

力消長優勝劣敗的局面。   
 
另外在章節安排部份，除了第一章的緒論、第二章文獻探討以及第七

章結論外，其餘四章則分別為：第三章勞動基準法的制定及其中勞工退休

金制度的形成，第四章為政治自由化時期之政經環境及退休金改制發展，

第五章為政治民主化時期勞之政經環境及勞工退休金改制之發展，第 六
章則為 2000 年政黨輪替後之政經環境及勞工退休金改制發展。 
 
三、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受限於整體寫作時間安排，原本預定進行第二波修

正題綱後訪談部分因而取消，除了導致資料運用受到部分侷限而對於真實

互動情況在描述上深度將有不足外，由筆者對當時行動者思考所做的詮釋

亦可能與其真正想法有所偏差，此部分乃輔以更多二手文件資料作為替代

彌補，但仍恐有不足之處。而另外考量到章節篇幅安排及研究時間限制之

故，在研究時間範圍上僅設定至經發會結束為止，至於經發會後至日前勞

工退休金條例在立法院通過三讀底定階段之間退休金改制狀況，則留待有

興趣之研究者將此一主題加以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