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民主化運動開展時期之政經環境及退休金改制發展（1984--1993） 

 
 
勞基法退休金改制過程和解嚴以後政治自由化時期台灣整個勞工運

動的興起及發展是息息相關的。勞基法退休制度在民國 75 年建立後，因

其設計上的缺失使得不出數年後便因現實上諸多問題引發改革之呼聲，而

此時也是台灣社會解嚴後第一波民主化出現，威權政體轉化而勞工運動開

始蓬勃興起的時期。民主化是勞工運動的助力與推力，勞工運動的戰場則

是針對勞基法實施後明顯暴露出以往雇主諸多枉顧勞工權益事實之下所

進行的各種抗爭。在此一特殊政策環境之下，可以觀察到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和其他的勞工運動抗議主題比較起來，勞工退休金議題相對上能見度

是很低的，相對來說是較為個人化的，以及幾乎從未成為大型集體抗爭所

針對的主題，而這個情況要持續到了 1980 年底才開始有所改變。勞基法

退休金實施不過短短數年已經暴露出設計上的重大缺失，但是卻沒有因此

成為勞工主要集體抗爭議題，其原因乃與此一時期勞工特殊抗爭模式及勞

工對自身退休權利意識的認知有關，此部分則留待本章後段另做分析說

明。 

 
 
第一節、1980 年代政治經濟的轉型與勞工運動的興起及發展 

 
一、1980 年以後政治經濟環境的轉型 

 
（一）經濟結構的轉化 

 
    1970 年代台灣面臨一連串國內外政經危機的挑戰。先前階段出口導向

的工業化時期，加工出口業帶動了高速經濟成長，但是到了 1970 年代，

各種基礎建設不足開始出現經濟發展的瓶頸，加上退出聯合國、中日斷交

等外交挫敗，使台灣陷入外交孤立狀態進而造成出口市場貿易擴張的困

難。1973 年石油危機使得國內經濟不景氣情況更加惡化而加速資金外流。

前述危機促使政府在 1970 年代初期開始將經濟策略由出口導向工業化再

次轉向強調進口替代工業化，並在 1974 年推動十大建設以加入進行支援

整體經濟發展之基礎建設。1976 年起的經濟建設六年計畫，目的亦在於藉

由拓展輸出貿易，以及朝向資本及技術密集方向發展以擺脫以勞力密集產



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1。 

     
在國際情勢方面，國際上的新保護主義與區域經濟在 1980 年代以後

逐漸成型且有加劇之勢。1984 年美國修正其貿易與關稅法案，將過去強調

的「自由貿易」（freet rade）調整為具有雙邊主義特色的「公平貿易」（fair 
trade），進而要求普遍優惠關稅（GSP）受惠國，必須保護美國智慧財產權、
開放國內市場以及保障勞工權益。而此後每年召開的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中，美方更常以取消普遍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及採取三O一及特別三O一作為
報復措施像台灣政府施壓要求台灣降低關稅與非關稅障礙、開放市場與投

資機會、取締仿冒、新台幣升值及外匯管制等等。這些來自美方的政治與

經濟壓力直接促成台灣勞動基準法的制定，造就了勞工運動蓬勃發展的開

端，使得台灣經濟環境產生巨大轉變，而政府面對內部的社會經濟動盪逐

漸顯露出能力不足及公信力下降，因而被迫走向轉型方向2。 

 
 
（二）政治環境的轉型 

 
七零年代末，八零年代初台灣威權體制開始轉型，解嚴及黨禁的開放

促進了政治民主化及自由化的出現，以往國家機關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開始

出現鬆動的現象。在此時國民黨政府為了要逐步吸納民主化之下更多期望

參與政治需求的力量，便開始採取策略上的調整，將過去以壓制手段、外

省籍行政官僚為核心的剛性威權主義，調整為可以容納耕多台籍精英的柔

性威權主義，此一策略的具體表現則在於其所戮力的二個主要政策方針，

第一是政治參與上的「台灣化」及「本土化」，大量在中央層級的政黨部

門與行政部門拔擢台籍政治菁英，並積極吸收台籍黨員；另一方面則是大

幅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使得原本如同凍結狀態的中央國會部門逐漸開

放增加民間社會參與3。 

 
在實際運作效果上，「本土化」政策確實有效達到台及政治菁英參與

的拉攏目的，但有限名額仍舊難以滿足日益增加的參與需求，特別是在國

                                                 
1 請參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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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 
2 請參閱，李碧涵，（1994），〈台灣地區後工業轉型之國家與社會〉，《中山學術論叢》（國立台灣

大學），第十二期，頁 245-282。 
3 請參閱，余國正，（2001），《台灣民主化前後國家社會互動與國家機關職能關係之研究
(1949-2000)》，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黨選舉提名時往往選擇與既有地方派系妥協的方式，使得原先不少國民

黨吸納的台籍菁英，因在黨內發展機會受到打壓，因而脫離國民黨投入反

對運動陣營4。 

 
此一時期政治上的反對運動主要是隨著國家控制力量的鬆動而發展

興盛，主要反對政黨則是 1986 年成立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自 1986 年在

中央民代選劇中贏得 12席之後，其做為台灣最大反對黨的地位已然確定。
而就政治反對運動發展進程來看，大抵上以 1987 年做為一個分期，1987
年以前政治反對運動抗爭主要議題訴求為要求解嚴和組黨，1987 年以後解

嚴和組黨目標已經達到，由民進黨主要策劃推動的群眾運動開始指向政治

結構的進一步改革。而在手段的運用方面，隨著政治上反對運動的興起，

政治反對運動人士也想藉由打開社會運動的場域來增加反對運動的聲

勢，因而形成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互相動員的特殊現象。5。  

 
二、勞工運動的興起及發展 

 
勞基法在 1984 年實行後，由於不重視勞工權益已久的傳統，導致勞

基法驟然頒布實施之下，許多雇主不願遵守勞基法相關規定，造成八零年

代中期開始的勞資糾紛大量出現。此時勞工運動形式上的特色是多以單一

工會為抗爭單位，而尚未形成真正有組織的集體勞工運動，真正明顯以較

具組織性的集體勞工運動出現是在政治自由化之後才開始出現，解嚴後自

主性勞工組織的大量出現乃是因為政治轉化過程中，不同政治團體為了增

加其在機會開放的政治圈內之競爭機會，開始動員以往被排除在既有政治

體制(或政策形成體制)之外的「受排斥者」（包含勞工在內），進行自身政

治參與機會製造的結果6。另外就勞工運動之目標來看，可以說是伴隨運動

主體組織化及完整化而在訴求層次上加以擴大化及提升，過去勞工抗議往

往是針對較短期及較局部性之目標，例如單一企業之裁員、倒閉、欠薪等

議題，但解嚴後新興工運則開始朝向年終獎金的爭取、整體勞動條件的提

升、工會改造甚至挑戰政府勞動法規等更進一步層次7。 

     

                                                 
4 譬如張俊宏因在國民黨內爭取台北市議員提名未果，憤而脫黨競選選。請參閱王振寰，（1989），
＜台灣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5 請參閱，潘迪生，（1991），《台灣地區政治抗爭之研究：1977-1988》，政大三研所碩士論文。 
6 請參閱，張茂桂，（1994），《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北：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7 請參閱，丁仁方，前揭文，頁 86-87。 



另外在此一階段頻繁出現的勞工抗爭行動背後的重要推動力量，乃是

來自於此一階段開始陸續成立的以協助工會自主拓展工會運動為目的的

各個勞工運動組織以及以勞工運動為宗旨的政黨。我國第一個重要的勞工

運動組織是成立於 1984 年 5月 1日的「台灣勞工法律支援會」8（Taiwan 
Association of Labor Laws, TALL）。除勞支會外，另外較重要的勞工運動組

織還有在 1988 年 5月 1日成立的全國自主勞工聯盟9。在新興的反對政黨

方面又可區分為以勞動階級為主要訴求者，包括工黨（Labor Party，LP）10

及勞動黨（Wokers'Party ）11；此外還有以鼓吹台灣人民群眾主義意識為

運動宗旨的民主進步黨12。而就各個工運團體成立後的發展狀況來看，大

部分的工運團體都是在 1986 年下半年至 1987 年政治轉化後才成立或出現

分裂及分化，政治自由化的來臨可以說是工運團體多元化分立的必要條

件。張茂桂把此一時期的工運團體發展及分化區分為三種發展類型：第一

種類型是「當政治壓力減輕後，政治機會增加，動員成本降低，資源來源

擴大，原來同處內部聯盟的細縫因此擴大，進而發生異質化的現象」。此

                                                 
8 台灣勞工法律支援會當時主要組成份子包括了黨外運動新潮流系的一些黨工（如 「黨外作家

編聯會」）與左翼知識份子（如「夏潮」）成員的結合，成員則包括了邱義仁、賀端藩、簡錫堦、

袁嬿嬿、林獻葵、陳文茜、工人作家楊青矗、汪立峽以及一些美麗島事件的律師群包括郭吉仁、

陳水扁及謝長廷等人而勞支會成立的目的則是在於透過組織的方式，以法律服務作為手段，切入

勞工議題發展工運。請參閱，何學政，前揭文，頁 52。 
9 簡稱自主工聯，顧名思義目標在於團結解嚴後迭經抗爭所產生的自主工會形成聯盟以挑戰長久

以來為國民黨控制的一元化工會體系。其特徵為（1）加盟工會皆曾經歷勞工集體抗爭事件（2）
區域分佈上以桃、竹、苗、北縣、宜縣及台南縣市為主（3）產業分部上街為產業工會且以節言
以來最具勞工動員抗爭效應的化纖業和交通運輸業為主。請參閱，李建昌，（1991），《八零年代

的台灣勞工運動-結構與過程的分析》，台北，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0 工黨乃是當時原是民進黨立委的王義雄因自身對民進黨主要以爭取「本省人」政治、經濟地

位文化平等等主要以族群為主要訴求，而對其屢次要求增設勞工黨部想法不置可否，因而激起其

另組階級政黨的想法。王義雄因此結合當時一批工運份子、社會批判者與夏潮集團成員在 1987
年 12月 6日成立工黨。工黨可以說是台灣光復後工運史上第一個以號召增進工人權益為宗旨的

政黨，但之後因王義雄個人採取較為妥協路線而不願劃清工黨之階級立場，在 1988 年 5月 1日
另一批以下潮成員及部分工會幹部脫離工黨而另組勞動黨。請參閱，何學政，前揭文，頁 65-67。 
11 夏潮派 1988 年 6月工黨分裂後，即在隨後成立的勞權會中介下，於 1989 年 3月 29日成立勞

動黨。為與工黨選舉路線做明確區分，勞動黨清楚高舉社會主義標誌，目標則在於希望以社會主

義制度保障勞工權益與福利，並廢止一切剝削制度等等，具有激進反體制色彩。另外其政治主張

方面，依當時推動成立勞動黨夏潮系統一貫論述，其回歸中國統治主權則是其反對美日等強權刻

意使台灣自中國分離重要政治目標，因此在其政治路線上表現出明顯統左色彩。請參閱，李建昌，

前揭文，頁 93-94。 
12 民進黨於 1986 年 9月 28日成立，由於承繼統黨外政團的性格，其訴求支持的基礎乃來自於

台灣特殊歷史結構下孕育而成的「台灣人意識」。其政黨屬性較不適於以階級定位來看，而表現

為近似「民眾主義運動」（Populist Movement）色彩。吳乃德當時曾以民進黨為研究對象，認為
當時民進黨二個主要特徵是：一、缺乏具體清晰的社經意識形態。二、缺乏與群眾做進密結合的

中間幹部階層，而較多是由領導者直接對群眾做反建制的訴求。因此民進黨基本上比較可以歸類

為國民黨有限開放選舉管道和欠缺社會運動之下形成的選舉聯盟，與 80 年代逐漸興起的其他勞

工運動力量相較，民進黨對勞工所表險的態度為若即若離，而不見積極拉攏勞工的傾向。請參閱，

李建昌，前揭文，頁 90。  



類因統獨立場、政經意識形態或運動策略歧異所成立的團體類型有民進

黨、工黨、勞動黨、勞權會、勞支會等。第二種類型則是於勞工集體抗爭

風潮中，自主工會幹部為尋求彼此奧援所成立的工會（或工會幹部）聯盟，

此類團體如較具活動力的自主工聯、台灣工聯會、台灣勞工聯盟等。第三

種類型則是在政治自由化和勞工抗爭風潮刺激下轉化或強化既有組織機

能的團體，此類以天主教各修會勞工服務中心為主13。 

 
另外，在此一階段而各個工運團體與興起的勞工運動風潮中的勞工與

工會組織的彼此間關係又是如何? 我們可以從實際勞工抗爭運動中歸納出

工運團體採取何種介入方式及提供了哪些功能，一般來說工運團體的介入

和支援對於較缺乏動員知識和組織能力、法令認知以及談判技巧的勞工或

工會團體來說提供了重要的挹助，而工運團體提供的功能約可歸納為以下

幾種： 
（1）提供抗爭行動的正當性論述：透過外來支援者的法令解說，常能為

抗爭行動提供正當性的論述，卻除勞工從事激進化行動所具有的恐懼心

理。 
（2）於抗爭過程中協助文宣製作和士氣鼓舞：良好文宣製作一方面有助

於勞工團體動員抗爭，另外也可吸引媒體達到引起社會同情的效果。而抗

爭士氣的鼓舞亦是勞工團體主要任務。 
（3）引介或募集資源協助抗爭：在勞工抗爭較為激烈及形成僵持的個案

中，外來資源的引介如罷工基金的籌募、宣傳車輛、音響器材的提供、民

意代表的施壓等等往往扮演運動重要助力角色。 
（4）擔任勞資談判諮詢的角色：由於勞工團體長久受資方壓迫，加上較

缺乏談判所需技巧，因此外來支援者的專業知識和談判經驗提供亦是勞工

爭取自身權益之重大後盾。 
（5）協助自主工會組織的建立及經營：協助勞工建立自主工會，並持續

提供經營及發展方面的知識，幫助勞工藉由自主性的組織力量為自身權益

作有效率的抗爭14。 

 
 
三、國家與資方互動之歷史 

 

                                                 
13 請參閱，張茂桂，前揭文，頁 94。 
14 請參閱，李建昌，前揭文，頁 104。 



（一）威權時期國家與資方的互動 

     
在威權體制時期，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是處於主導的地

位，政府在遷台初期對待企業是採取盡力予扶植的態度，但除了經濟發展

之外，則大多是採取壓抑與控制的態度。這種政商關係的型態可稱之為「家

父長式的權威結構模型」15，國家機關一方面為了鞏固其「家父長」的地

位，一切政策、措施、法令都依循在「掌控之中」的原則，另一方面又扮

演呵護「子民」企業成長的父道型角色，希望企業能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有

成龍般表現16。 

 
除國家對企業採取呵護扶植態度之外，另外在政商關係模式上則顯示

了一種「主從式」，或者說是「恩庇-侍從」式的政商關係。這種關係是建
立再一種特殊利益與政治支持交換基礎之上。如同王振寰的分析，國民黨

遷台初期幾乎完全掌控了所有的政經資源，因而可以運用這些資源來作為

酬傭忠誠部屬的工具，或賦予本地菁英一些壟斷的利益以換取其政治上的

支持17。而政治所能創造給企業的利基則是大多數來自於管制，運用人為

的進入障礙措施提供給特定企業一個獨占的地位藉此創造利潤。在威權體

制之下，台灣企業家要迎娶政策上支持或獲取壟斷性利潤，除少數產業因

配合決策官員指示發展獲得主動協助與輔導之外，其餘仍需借助與政府官

員私人關係的運用，或是投入選舉建立本身的政治關係，來直接為自己的

企業爭取利益。對於一般民間企業通常都是順服於國家機構種種政策安

排，而一些較大型的企業與擁有地方派系勢力的資本家，則可以藉由本身

的一些條件，諸如與政府官員的私交及所擁有的地方派系實力等等，藉由

與執政者間的「政治—經濟」利益交換關係進而從國家機關獲取壟斷性的

利益，但這種關係仍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從屬關係，因為主動權仍然掌握

在恩庇者國家機關的手上18。 

 
另外在統治菁英對待企業的態度上，大抵上是抱持「政商分離」的原

則，刻意與企業家保持相當的距離。在龐大的黨國組織架構之下，企業菁

英實際上是處於國民黨權力結構的邊緣。而黨國領導階層與民間企業團體

                                                 
15 請參閱，張家銘，（1991），＜戰後台灣地區企業與政府的關係 － 一種家父長的政治經濟權
威結構＞，《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六卷，第一期。 
16 請參閱，余國正，前揭文，頁 105。 
17 請參閱，王振寰，（1993），＜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第 14
期。 
18 請參閱，余國正，前揭文，頁 110。 



之間則存在難以跨越的組織藩籬。因此在黨內形式上權力架構中，企業團

體的代表僅僅是點綴性。蔣經國也曾公開宣示中華民國政府絕不跟任何財

團勾結，整體而言此時國家一貫採取的是一個政商分離的立場19。 

 
總體來說，威權時代國家對企業所保持的是一種絕對的支配關係，就

如同國家對其所屬份子一視同仁般顯現一種威權體制下的家父長支配態

度。國家機關藉由強制性的政策制定力量及高度的控管能力主導其所規劃

的經濟發展方向，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是依照國家所規劃的經濟發展方向前

進，扮演為國家經濟轉型規劃開疆拓土的前鋒角色，國家機器全盤掌握政

經發展之下，企業本身發展的自主性則是相當受到侷限的。 

 
（二）政治自由化時期國家與資方關係的轉型   

 
  1980 年代中期台灣開始面對來自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新保護主義的

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的壓力，面對新台幣大幅升值以及國內投資環境的惡

化惡化，政府開始轉向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度化」政策來因應。

首先在民間企業方面，中小企業以往隨著經濟發展所累積的豐碩政經資源

開始發酵，逐漸向政府提出開放公營事業在上游產業獨占部分，要求資源

重新分配，如台塑六輕設立即是開放昔日中油所獨占提供石化業原料。另

外在大企業方面則在此一時期面臨轉型壓力，除繼續在傳統產業項目發展

之外，同時也開始擴大海外投資朝向跨國公司發展20。而四十多年來一直

依附在威權體制之下存活的公營體制隨著民營企業的抬頭以及國際經濟

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衝擊，開始在民間強大的壓力下逐步開放民營化。國家

機關在社會資源上的汲取能力也開始走向一個逐漸弱化的狀態21。 

 
    而在解嚴後原有政商關係則出現了戲劇性的轉變，民主化的浪潮使得

國民黨政權無法維持一黨獨大的統治模式，民主化導致的政治權力重組則

意味著以往由上而下的政治權力及經濟資源的連動開始產生了變化。首先

在蔣經國去世後的新體制佈局，黨中央領導階層權力集團紛紛開始自外引

進新的盟友以鞏固自身政治權力基礎，並且容忍這些盟友分享部分的權力

而這些各方急欲拉攏的對象自然是擁有豐富社會經濟資源和意識形態能

                                                 
19 請參閱，陳海鑫，（1998），《國家機關與企業之政經分析──以台灣發展經驗為例》，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 請參閱，陳海鑫，前揭文，頁 81。 
21 請參閱，余國正，前揭文，頁 129。 



與國民黨相互結合的企業集團22。而企業自身亦開始考量憑藉自身雄厚資

源積極拓展政商關係與黨國機器結盟，進而利用政治資源擴大經濟利益，

展現出來的是自身握有政治協商交換籌碼及相當自主性的一面。國家與企

業自此開始由以往從屬關係開始轉換為一種地位平行相互合作的關係。 

 
而在這種合作關係之下，政府開始改變以往指導命令的政策模式，並

在 1985 年主動設立由產、官、學界所組成的「經濟革新委員會」，透過企

業與國家的共同協商產生實質政策方向的訂定及調整。此一轉變的意涵在

於凸顯了政策訂中國家及資方協商模式正式形成，國家自此無法任意干預

要求企業，企業甚至可以反過來向國家施壓要求放鬆經濟管制，甚者國家

為保護勞工而採取某種管制性措施時，則可以經常看到企業領袖出面發出

批評政府作為缺乏彈性及效率及官僚蹣頇等不滿話語。雖然朱雲漢觀察指

出，此時「凡是涉及總體經濟政策，仍在行政部門主控的範圍」23，但國

家一方面面對國際化的壓力，政策方向亦不得不朝向開放資本流通以及減

少對企業約制以強化自身在國際經濟競爭能力。 

 
國家以往對企業採取的種種管制措施，除了維持國家對企業掌控外，

另一個重要意涵是因此達到對勞工的適當保護，譬如強制性勞動條件的訂

定。這些相關管制措施雖然保障了勞工權益，但對於企業來說卻是常是危

害其獲取更多利潤的障礙，譬如在勞動基準法中種種對勞工權益的保護。

但情勢變化戲劇之處在於由 1984 年勞基法的制定到 1980 年代末期國家對

於勞動政策的態度，可以說是受到此階段政治上的民主化及經濟上自由化

兩個不同風潮的影響而呈現一個極端的變化。 

 
而必須要在此處加以指出的是，政治民主化對政府對於勞動政策的態

度的影響是主要來自於企業本身對以往國家拘束力的解脫，進而影響政府

對於整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再而影響勞動政策的制定，而非來自於此一時

期勞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方面。勞動基準法的制定基本上是來自於面對國際

上開放國內市場以及訂定普遍保障勞工權益規定以增加貿易成本之壓

力，企業對普遍勞動立法的抗議不是沒有的，在勞基法制定過程中資方勢

力民意代表亦扮演一股強大反對力量，但最後畢竟是通過了對勞工來說保

障了大幅度全面性權益的立法。而在政治民主化時期企業約制鬆綁，自主

                                                 
22 請參閱，陳海鑫，前揭文，頁 188。 
23 請參閱，朱雲漢，（1992），＜台灣政權轉形期政商關係的再結盟＞，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七卷，第四期。 



性開始加強之後，更可以看到企業在國際貿易自由化的潮流之下對國家做

出持續去管制化的要求，包括與勞工直接相關的各種勞動條件的壓低以及

實際上的違反法令規定、資本外移以及施壓要求國家在外勞政策上做出明

確開放方向調整等等。 

 
而在此一時期實際上因為資方違反勞動法令所產生的大量爭議事件

方面，國家則是由對勞資雙方的道德勸說轉向為對勞方抗議採取直接武力

壓制態度，也顯現了隨著在經濟自由化的浪潮愈益興盛之下勞資雙方實力

的消長以及國家對兩者態度的轉變。 

 
 
第二節、1980 年代勞資爭議及國家、勞工及資方在退休金議題上的角力 

 
一、1980 年代勞資爭議概況及退休金爭議的發展 

 
（一）1980 年代勞資爭議概況 

 

勞基法通過後，原本執政政府已為此法可以為投資者保障，投資風

險，也可以提升勞 工待遇，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了回應美方之壓力。但

是從實行後驟增的勞資爭議案件數來看，顯然勞資雙方對此皆感到不滿

意。而八零年代開始資方開始採取一連串包括惡性倒閉及關廠歇業的方式

加以回應。 

根據吳介民的觀察，80 年代工運發展過程中在勞基法實施後到解嚴第

一個抗爭高原期前的勞工抗爭大多來自中小企業部門，若就經濟環境背景

加以分析，由於 80 年代台灣經濟情勢面臨國際景氣衰退及產業升級壓力，

使得一些經營不善或未符合投資成本效益的廠商紛紛關廠外移或倒閉，以

致於引發大量因爭取欠薪、追討退休金及資遣費的抗議行動24。而就實際

勞資爭議件數來看，1971-1973 年勞資爭議總件數為 636件，到了 1980-1982
則增加為 2670件，而最高峰發生在 1989 年，該年爭議件數共有 1943件，
而 1990 年則稍稍降低到 1860件25。 

                                                 
24 請參閱，吳介民，（1990），《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年代》，台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 
25 請參閱，孫登貴，（1990），《解嚴後台灣勞工運動之研究--以工會為中心》，政治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 



 
  另外在資方方面，資方對於勞基法的不滿則具體表現在如同台塑董事

長王永慶聯合八大資本家在 1989 年 1 月 4 日《經濟日報》聯合發表「資

本家之怒」一文，表達其對台灣投資環境日益惡化的不滿。同時厭惡勞工、

環保運動的興起以及公權力的不彰。但其同時又以關廠歇業及惡性倒閉為

殺手鐧並計畫引進外籍勞工為手段用以威脅國家機器與勞工。國民黨政府

原本試圖以法律規範解決勞資爭議，但由於資方的壓力與工運的日漸升

高，讓國民黨政權決議改採弱化勞工組織的方式，甚至以司法手段起訴工

運幹部在所不惜。 

 
就國家對勞資爭議的態度而言，1988 年發生的苗栗客運事件則可以視

作為一個國家對勞資爭議採取態度的分界點，在 1980 年中期勞工運動興

起初期國家對勞資爭議採取的是一個比較消極的態度，就國家介入方式來

看，國家通常會先以勞工法令來調解勞資爭議，但通常無效，而地方政府

會讓勞資雙方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但一般來說重大勞資爭議案件上地方

政府的調解也沒有太大效果，最後便任由勞資雙方自行廝殺，政府則採取

袖手旁觀的態度。而在 1988 年苗栗客運事件中可以觀察到國家的態度開

始有了轉變，國家開始以治安力量強制介入工運，包括警力的鎮壓及保護

資方廠房、對工人進行調查等等，國家態度開始趨於強硬不僅表現在對勞

工抗議事件的處理，而是一個廣泛的針對勞資爭議問題的態度的轉變。之

後國家機器不但大力介入工運，並且以壓制工運、修改勞動法令，運用「放

鬆」勞工的「社會權力」（彈性化、變形化），以及緊縮工人的「政治權力」

（罷工條件的限制、賦予資方鎖廠權等等）來加以徹底弱化工運，工運組

織因此組成反勞動惡法行動委員會等結盟團體以及發起遊行活動，希望能

反制國家機器的惡質勞動法令端上立法議程26。 

  

總括而言，由此一時期國家面對勞資爭議所採用的手段可以發現，在

威權轉型時期國家對於勞資雙方採取的是一種兩手策略，而關鍵在於此一

時期政治上呈現的是一個的威權體制的轉型，民主化及自由化的開展，勞

資雙方皆開始擺脫過去國家加諸於其上的強制逐漸發展出自身的自主

性，而能夠憑藉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及政治基礎在政策形成上面發揮影響

力。但另一方面此時在經濟環境仍然呈現的是一個接近封閉體系的特色，

其特性在於國家必須要仰賴勞資雙方的共同合作而非僅依賴任何一方來

                                                 
26 請參閱，何學政，前揭文，頁 113。引自王振寰、方孝鼎，1992。 
 



為國家創造其經濟成果。國家一方面對於維護勞工權益必須要做出法律規

範，對基本勞工權益加以維持以獲得勞工方面政治合法性支持。但另外一

方面又必須要兼顧資本家的利益採取必要性的安撫措施，而做法便是逐漸

運用越來越多對勞工組織工會及罷工權力上加以作出不合理的限制及壓

制之手段以弱化勞工抗議能量。 

 

在 1989 年第一次國家與資方開始聯手打壓勞工以前，基本上國家扮

演的是一個仲裁者及標準維護者的角色，而其後國家對工運以及勞工權益

的態度轉趨強硬則可以明確反應出 1980 年代後期經濟環境的轉變，封閉

的生產體系狀態開始被打破，資本家開始可以藉由貿易開放及自由化以及

生產線的外移降低生產成本，並因此增加了對國家談判的籌碼。資方所採

取的關廠歇業手段成為一種不滿勞方要求遵守法令爭取權益”合法”的應對
措施。而本土勞工原本賴以作為國家獲得經濟成長共同生產關係的籌碼地

位在資方順利獲得外援管道之下明顯被削弱，在往後類似的有關勞動條件

政策爭議場合之中，經常可以看到資方經常以勞動成本增加為理由及產業

外移為要脅，因而扮演一個主導政策方向進行的地位，國家在失去以往威

權時代對勞資雙方的控制後，在勞資雙方實力相差甚大的情況之下，即使

想退而求其次扮演一個公平仲裁角色，實際上也愈來愈形困難。國家此種

角色扮演上的無奈處境，可以由往後退休金政策形成場合中國家內部單位

意見出現不一致及拉鋸情況加以觀察出來。 

 
（二）1980 年代退休金議題的發展以及資本家與國家的回應與控制 

 
    由 1984 年勞基法立法目的加以觀察，國家乃是希望藉由雇主責任制

的精神來解決勞工的退休保障問題，這種想法經濟學者劉泰英及費景漢將

勞基法定位為「社會安全制度基本法」，並指出政府有企圖藉此建立三種

社會經濟安全制度，意即「準失業保險制度」、「影響破產法的勞工契約制

度」及「老年退休制度」。此外，郭明政則將勞基法有關退休及資遣等規

定歸類為社會保險，或稱其為我國社會安全制度之重點與新趨勢27。 

 
    退休金採取雇主強制責任方式是受到勞工歡迎的，但企業仍然大多無

法接勞基法退休規定一年發給兩個基數最高可達六十一個基數的退休金

                                                 
27 請參閱，鄭鳳珠，（1993），《我國老年退休所得維持體系之階層化分析》，政治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 



給付。對此當時內政部長林洋港在勞基法立法之初曾經正有過一個矛盾的

宣示，林洋港一方面宣告國家為保障勞工退休後晚年之生活，在社會保險

制度中給予老年給付，此為社會安全制度之一環；而退休金部份係為雇主

所給予勞工之延遲工資給付，乃雇主之責任，兩者實大不相同，對勞工來

說將原先舊制中最高三十五個基數提升為六十一個基數是為了盡量達到

和公務人員一致，而對於雇主普遍對退休金負擔問題感到惶恐之情況則認

為不必過於擔心，事實上達退休權利之勞工僅僅約百分之二十，因為勞工

密集之紡織、電子、塑膠等事業單位員工多為女性而經常在工作三到五年

後離職，因而不致產生退休金給付之問題，另外亦強調為鼓勵事業單位提

撥退休金，已自六十八年起開始推行雇主可於工資總額百分之八內進行提

撥，予以免稅優待28。由此番公開宣示的內容可以發現政府早察覺到了退

休金制度設計上的問題，雇主會因為在員工退休時必須一次給付退休金而

有所反彈，但是卻沒有抓到重點，國家採取的介入方式是在雇主提撥退休

金時加以免稅優惠，但這相對原先不提撥的雇主來說仍然是必須要額外付

出的部分，給予免稅誘因效果仍然不夠的，就往後制度運作情況可以發

現，仍然必須要透過大規模強制對不按規定提撥雇主加以懲罰才能提升雇

主提撥率，而這又造成雇主另一波強大反彈而直接間接導致退休金改制的

加速。另外可以觀察到的是和原先規劃雇主完全責任制的退休金設計，開

始有一個將部份責任讓渡到政府這邊的情況，一方面凸顯了原先制度設計

某種不合理性，另一方面也代表了資方議價能力開始展現，政府不能完全

不顧及資方的感受而在政策上逕自為之。 

    
在 1984 年勞基法開始到 1990 年勞委會開始第一次計畫改制方案這段

期間，有關於勞基法退休金的爭議大部分是圍繞在幾個問題：（1）適用範
圍是否要一體適用或分段給付的問題（2）退休金與資遣費差距太大的問

題以及（3）退休金提撥率之問題。 

    
（1） 所謂一體適用的問題指的是在勞基法施行前勞工已在同一事業單位

工作的年資，事業單位是否應該依照勞基法規定給予退休金或資遣費。這

個問題是勞基法開始實施後幾乎是立刻面臨到的衝擊以及勞資雙方和社

會各界爭論最激烈的問題29。 

                                                 
28 請參閱，鄭鳳珠，前揭文，頁 87。 
29 當時贊成及反對一體適用者所持理由分別為： 
（一）贊成一體適用者認為勞基法公佈實施後，之前任何勞工法令所定更低勞動條件均應自然無

效，而改以勞基法之規定為準。就法律新法優於就法之適用原則來看，勞基法公佈實施於後，自



 
（2）退休金與資遣費差距太大問題則在於依法令規定在勞工依自身意願

與雇主終止勞動契約以及非自願性原因終止勞動契約者，應依法給予資遣

費。依當時標準為：a、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年發給相

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b、依前項計算之剩餘月數或工作未滿一

年者，以比例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若同樣以合乎領取退休

金標準年齡 15 年加以計算，則可以領取之資遣費為 30個基數，而退休金

為 45個基數，短少了 15個基數。而在法令對於勞工在事業單位歇業之下

權益並無嚴格保護，因而導致企業主藉由關廠歇業來規避較多給付，再於

發放資遣費之後重新開業，造成勞工退休權益重大損害。 

 
（3）至於有關提撥率之問題，勞基法退休金在提撥率的部分當初立意為

增加事業單位退休金提撥之彈性，考量到規模較小流動率較大之事業單位

而放寬提撥標準，將提撥率訂在 2%到 15%之間，但事實上企業大部分都

以最低 2%標準進行提撥，造成除公營企業及大企業在最後退休給付沒問

題，但是中小企業通常未將最後所需支付之退休金納入其經營成本之內，

因而在給付退休金時無法一次無法補足頗大差額而造成給付跳票。 

 
除以上爭議外，資方所採取逃避勞基法退休金規定亦有從薪資結構調

整加以入手者，從單一薪資改為多重薪資制，待員工退休前，將其調往輕

鬆部門，薪資也較低，用以稀釋退休金的金額。另外有某大集團提出 60
專案，意即年齡家年資大於或等於 60 者，公司給予優於勞基法的資遣費

與以資遣，誘使員工放棄其退休金領取權利而達到節省大筆退休金支出之

目的30。 

 
另外在資方實際的行動上，資方早在勞基法實施剛滿一年時便對退休

金問題做出正式反彈，當時資方組成之經革會產業組以勞基法中若干條款

                                                                                                                                            
然以勞基法之規定為優先。而由法律不溯既往原則來看，法律不溯既往原則只是法律適用上之原

則，並非立法上之原則，及司法官雖不能使法律效力溯及既往，立法機關卻可以制定法律溯及既

往的法條，因此，勞基法之違反法律不溯既往的論點，顯有待商榷。 
（二）反對一體適用，贊成分段適用者認為由企業經營觀點來看，退休金是工資的一部分，廠商

可將此部分成本反應至工資或轉嫁到商品的售價上。現因勞基法之實施而要求企業為以往所雇用

之勞工籌措一筆當時未預見、也未能反映在售價上的退休金，顯然強人所難，而將引起雇主的反

彈。從法律觀點而言，「一體適用」違反法律不溯既往原則，將動搖法安定性。另外從勞雇契約

觀點來看，勞基法退休金效力溯及既往，將破壞勞雇間契約自由原則。就新列入勞基法適用事業

單位而言，強迫溯及既往將違反勞雇之間原先協定。（引自黃琴雀，前揭文，頁 88） 
30 請參閱，呂國清，前揭文，頁 74。 



違反經濟原理，長期實施必將腐蝕國內經濟發展基礎為理由，提出將勞基

法退休金與勞工保險條例老年給付「二制合一」的構想。其內容重點大致

上包括了:1、退休金與老年給付合併為一。2、合併後退休金給付基數及最

高總基數，仍以現行勞保條例規定為準。3、合併後應繳保費之分擔比例，

仍由雇主負擔百分之八十，勞工負擔百分之二十。4、勞基法施行前，按

勞工年資合計之退休金，由勞保局支付。另為彌補勞保局收支，勞保費率

則自目前百分之七提高為百分之十二，並酌予提高勞保薪資31。 

     
若按照經革會建議，勞保老年給付標準仍舊維持現狀，但勞基法退休

金部分則等同於完全取消，而合併後勞基法實行前退休年資的部分改由勞

保局給付，而勞工必須要多負擔百分之二十的保費，結果是整個免除了雇

主負擔的部分而將其轉嫁給勞工和國家。由於按這個方案勞工權益受損太

大，經革會產業組乃在第四次委員會的時候修正原先提議，將勞保投保薪

資及退休金給付基數標準酌予提高，但勞保費率仍維持前議由百分之七提

高到百分之十二上限，亦即表明超出的保費部分企業概不負擔而由政府加

以補足。 

 
另外在給付額度上，兩制合一的結果保留勞保老年給付而取消勞基法

退休金，雖然勞保費率提高到百分之十二，但實際上事業單位採低暴投保

薪資的情況十分普遍，若以當時平均投保薪資加以計算，兩制合一的結果

將造成比原先勞保老年給付加上勞基法退休金領取額度上大幅減少之情

況（見表 4-1），而在勞工必須多負擔 20%保費的情況下，實際最後所能領

到的數額一來一往之下較原先縮水更多32。 
表 4-1 

現行制度 
退休給付 

兩制合一 
退休給付 

 
勞保 
退休 
給付 

薪資：   7730 
基數：     45 
退休給付： 
       347850 

        11368.4 
           45 
  
         511560 

 
勞基法 
退休 
給付 

薪資：  13874 
基數：     45 
退休給付： 
       624330 

 
 

合計      972180      511560 

                                                 
31 請參閱，黃琴雀，（1996），《我國勞動基準法退休金制度調整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勞工

研究所碩士論文。 
32 請參閱，林耀東，（1989），《落實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制度之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保險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 



說明： 
（1）兩制合一為王永慶等人於經革會會期中所提之構想，將月投保薪資提高六成。參閱黃政民，

退休金兩制合一構想可行性分析。工商時報，民國七十四年七月二十六日，第二版。 
（2）勞保最後三年平均投保薪資（73-75 年製造業）7730元 
資料來源： 
（1）七十六年「台閩地區勞工保險統計」，台閩地區勞工保險局編印。 
（2） 薪資與生產力統計月報，行政院主計處編印，民國七十六年六月。 
 
  
經革會產業組兩制合一建議可以說是勞基法實施之後資方雇主針對

勞基法退休金第一次正式檯面場合的抗議，其爭議重點在於不反對強制雇

主責任前提之下，就提撥率及給付責任歸屬加以削減。往後種種政策轉變

場合亦然，資方對於給付勞工退休金抱持一個視其為影響企業資本運用的

障礙心態，雖說亦有企業較出於人力資源管理的角度是退休金為一種吸引

人才加入的福利措施，但畢竟屬於少數，因此退休金規定的彈性化可以說

是雇主及資方向來努力的重點，而在實際上種種規避措施導致低提撥率及

低給付情況也就不足為奇。而此一經革會決議重點並沒有獲得通過之關鍵

在於僅是一個完全由資方主導及以資方立場為出發點的考量，對勞工來說

此一方案勞工權益消減幅度過大導致勞工強力反彈，另外一方面國家亦反

對退休金給付基數標準提高，以及勞保費率至百分之十二的設計，在勞雇

雙方不增加保費負擔的情況下，將造成超出的部分必須要由政府補足的結

果。因此就意義上來說，資方受到勞工和國家”聯手”夾擊，是此一方案無
法順利闖關的重要因素。 

 
而在勞工部分，勞方此一時期對退休金爭議情況，大體上可以用「順

法鬥爭」及「權利意識不足」來加以作註解。 

 
所謂順法鬥爭，指的是在 1987 年解嚴之後，勞方採用的抗爭策略是

以一種合乎法律規定的模式進行抗爭行動33。而這種順法鬥爭模式若加以

詳細檢視，則可以區分出兩不同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抗爭行動程序合法

性方面，第二個層面是在抗爭目標方面。在抗爭行動程序合法性方面，此

階段勞工採用的是一種合乎法令規定程序的抗爭行動。譬如，勞工在進行

抗議活動時，會先依法請假或集體休假，進而形成變相罷工34。另外在抗

                                                 
33 請參閱，郭國文，（2003），《民主化時期的國家與工運(1993-2000)》，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
所碩士論文。 
34 例如在 1988 年第一次桃園客運勞資爭議事件中，工會幹部於 2月 15日接受工會法律顧問郭

吉仁建議引勞基法第三十七條：「紀念日、勞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

休假。」規定，於農曆年假依法集體休假成功以罷駛的手段壓迫資方妥協。此次罷駛抗爭塑立了



爭對象方面，則以違反法令之雇主為抗爭對象，針對單一雇主違反法令事

件作為運動訴求，範圍限定在廠區行動的就地抗爭。而此階段工運團體扮

演的角色，則是對這些個別勞資爭議提供法律諮詢、協助文宣製作及抗爭

士氣鼓舞等等，乃是屬於一種較為諮商及協助性的角色扮演。 

 
在退休金爭議方面亦可以觀察到類似的情況，基本上勞基法開始實施

以後，勞工對雇主違反退休給付的義務大多是循合乎法令途徑加以尋求救

濟，而工運團體則給予法令上的諮商及協助，走的是法律途徑解決，但此

種路線顯然沒發揮多大效果，中小企業勞工能夠順利領的到退休金仍是寥

寥可數。以 1989及 1990 兩年官方勞資爭議統計資料來看，其中有關退休

方面爭議件數總共為 434 件，佔全部總件數 11.41%，但在人數上則共有

900 人，僅佔全部爭議總人數 0.01%。反觀其他爭議類別，工資爭議佔全

部件數 23.93%，佔全部人數則是 30.41%；工時爭議佔全部件數 1.08%，
佔全部人數則為 5.17%；福利爭議佔全部件數 2.45%，佔全部人數則高達

38.16%35。在此種爭議模式之下可以看到，退休金相對其他爭議類別來說，

是屬於一種比較個人化以及單一事件模式的運作，這樣的運作模式的特色

是通常也容易給予雇主個別化解的空間，加上勞工本身尚缺乏退休金權利

意識，因此除了檯面上的退休爭議件數數字之外，恐怕尚有相當部份未成

為正式統計數字之爭議存在。而這種循法定程序進行的個案模式大致上一

直持續到了 1980 年底左右開始有了轉變，1988 年新光紡織士林廠關廠事

件算是第一個大型的單一廠場員工聯合以退休金為爭議目標的抗爭，不過

值得加以注意的是此一事件的導因乃是雇主開始採用關廠歇業作為因應

方式，而引起勞工針對資遣費及退休金的給付額度加以抗爭。如同前面提

過的，勞基法實施後雇主在面對勞動成本的增加及投資環境的惡化，到了

1980 年末期開始採用產業外移、提出開放外勞政策等策略，實際上惡性關

廠歇業而後重新開業也是屢見不鮮。而此一趨勢就可能引發的勞資爭議而

言，直接衝擊的則是勞工的資遣費及退休金給付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則是

爭議事件的遞增化、受害人數整體化以及抗爭活動的集體化。 

 
    另外在抗爭目標上，很清楚的可以發現勞工此時的抗爭是以要求雇主

落實勞基法退休金規定為主要抗爭目標。勞基法退休規定的精神是國家將

以往屬於命令層次退休規定落實為法定的強制雇主責任制，對於符合領取

                                                                                                                                            
依法集體休假的罷工模式，其後鐵、公路抗爭均開始援用同一模式進行抗爭。請參閱，李建昌，

前揭文，頁 56。 
35 數據部分引自，孫登貴，前揭文，頁 89。 



退休金資格的勞工來說是一個較從前為確定的保障，且可以拿到一筆為數

可觀的退休金。然而對於雇主來說，特別是私人中小企業之雇主，在心態

上普遍仍未接受退休金作為一種必然之付出以及勞工應得之權利的觀

念，而一筆確定給付退休金直接衝擊到的則是企業成本的增加及資產運

用，資方依法提撥及給付的意願低，處以罰則亦無效，而造成一種雖法令

明定但卻無法達到實質目的的特異現象。由往後退休金議題的發展看來，

此階段亦可以以一個順法鬥爭的狀況來加以描述，而後慢慢的勞工、國家

及資方間開始了一段長時間的妥協過程，當情勢發展逐漸往不利勞工方向

進行的時候，勞工亦開始逐漸認知到對勞基法退休金規定作出妥協是不可

避免的，而開始在勞工運動團體主導之下進行「修法鬥爭」提出自身方案

與雇主及國家進行改制方向的拉鋸。 

 
    而另一個導致此一時期勞工退休金議題抗爭能量無法匯聚的重要原

因則是來自於勞工對自身退休金權利意識尚未具有一個普遍強烈的認

知。一位從事勞工運動多年的工作者這樣描述道： 
 

對於我長期做社會運動的經驗是這樣就是說，太年輕的勞工朋友，你跟他提退休金這個東

西，他們根本沒有什麼感覺，他們即使觀念上知道，他們也覺得這個問題距離他們太遙遠。所以

我講很多的勞工朋友，甚至覺得說，找工作都有困難了，還在想說將來退休的問題。那他們事實

上是完全不知道說，這個退休金制度跟他在進入勞動力市場的時候，就已經跟他發生關係了⋯. 

⋯.所以我想我們把退休問題把它窄化成是一個退休金問題，退休金的問題又窄化成一個到退休

才來煩惱的問題，所以這個事實對台灣的勞工朋友來講，很大的一個資訊的匱乏，然後..教育的

不足。運動能量也沒辦法把這問題撐出的夠鮮明，讓每個人提早知道有所警覺。所以事實上是留

下很多..災難。那也就是說當政者他能夠為所欲為，很多勞工朋友本身對自己這樣一個權益，意

識，或警覺，他們對自己爭取這樣一個權利力道不夠。（訪談紀錄 471MJK1112：前工委會幹部） 

 
本章小結 

 
勞工對自身退休金權益意識的缺乏，連帶使其並不會去察覺退休制度

設計的不合理之處，以及因此妨礙其形成整體力量爭取自身退休權益的兌

現。就前者來說，制度規定必須要在同一事業單位累積滿相當年資才符合

領取退休金資格，這部分首先年資不夠或是因轉換工作導致年資中斷的勞

工便被加以排除，而在此一情況下並沒有看到勞工針對制度設計上的問題

有所質疑，勞工認為自己因不符合法定退休資格規定而無法領取退休金乃

屬合理，並未察覺自身退休權益已然受損。就後者來說，排除了前述不合



領取規定，而未覺察自身權益受損的勞工，另外領的到退休金的，多數屬

於公營企業及大企業的勞工，剩下合乎領取退休金規定但是雇主不履行退

休給付義務的人，他們的力量仍然是分散化及片面化的，經常以個案爭議

模式出現而非集體爭議。勞工退休權利意識不夠，配合上制度設計的選擇

性效果，進而將勞工一分為三：能順利領到退休金的、對自身退休權利意

識不足的，以及合乎資格但是領不到退休金的。造成結果則是勞工對退休

金的爭議流於個案化及抗爭的片面化而無法匯集整體抗爭力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