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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與新移民人力資源
運用的探討

成之約/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根據政府調查統計資料顯示，我國0~14歲的人口呈現比率逐年下降的趨勢，而65歲

以上的人口比率則相對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結果，很顯然地，不僅老年人口比率逐年增

加，我國人口的老化指數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表1）。除人口老化指數和老年人口

比率逐漸增加之外，事實上，根據經建會所做的推估資料顯示（見表2），由於少子女化

因素的影響，出生人數將不斷減少；甚至到2017年（民國108年），出生人數將少於死

亡人數，進一步對我國的人口數量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衝擊。

綜上所述，若以「高齡化與少子女化並存」來形容我國現階段與未來人口變動的趨

勢，應該是一個十分貼切的描述。

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雙重因素的影響

下，政府甚至個別企業都將會面臨新生人力資源供

給來源減少的困境與壓力。一般而言，企業可以藉

由跨國性投資、要求政府開放外來人力引進或自動

化生產等方式來因應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然而，

不論是哪種因應方式，基於「少子女化」幾乎已經

成為許多國家共同的問題，再基於外來人力不可能

會無限制開放引進的前提下，政府與企業勢必要審

慎思考如何善用國內尚未充分運用的人力資源。據

此，新移民人力資源的運用應該列為政府與企業人

力資源政策考量的重點。

總體而論，本文旨在探討新移民人力資源運用

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進而提出因應建議。

  
貳、 影響新移民人力資源運用的

因素

近年來，導致我國人口長期流入的主要原因應

該是婚姻關係的發生。而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1（民國100）年底，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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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人口分布情形：按年齡分

年  份
年齡分配（%）

老化指數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2001 20.8 70.4 8.8 42.3

2002 20.4 70.6 9.0 44.2

2003 19.8 70.9 9.2 46.6

2004 19.3 71.2 9.5 49.0

2005 18.7 71.6 9.7 52.0

2006 18.1 71.9 10.0 55.2

2007 17.6 72.2 10.2 58.1

2008 17.0 72.6 10.4 61.5

2009 16.3 73.0 10.6 65.1

2010 15.7 73.6 10.7 68.6

2011 15.1 74.0 10.9 7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1年2月15日下載自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表2 臺閩地區人口變動數：中推估
單位：千人

年別

總人口成長率 (‰)

總生育率(人)
自然增加率 (‰)

社會增加率

(‰)粗出生率(‰) 粗死亡率(‰)

2010 2.0 1.1 7.6 6.5 0.8 0.94

2011 2.0 1.2 7.7 6.6 0.8 0.97

2012 1.9 1.1 7.7 6.6 0.8 0.97

2013 1.6 0.8 7.6 6.7 0.8 0.96

2014 1.4 0.6 7.4 6.8 0.8 0.95

2015 1.2 0.4 7.3 6.9 0.8 0.95

2016 1.0 0.2 7.3 7.0 0.8 0.96

2017 0.9 0.0 7.2 7.1 0.8 0.97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10，中華民國臺灣2010年至2060年人口推計，下載自行政院經建會網站，網址：www.cep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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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配偶的人數共計有45萬9,390人；其中，女性

的外籍與大陸配偶計有42萬7,580人，所占比率高

達93.1%。毫無疑問地，我國新移民的構成主要係

以女性新移民為主。

影響女性新移民就業或人力資源運用的因素

有許多，包含本身的學歷、這個社會願意提供他

們什麼樣的機會等，各項因素均不容忽視。據此，

本文整理有關文獻資料，（李淑娟，2009；許崇

賓，2009；鄭津津，2008；江亮演等，2004）以瞭解

他們所遭遇到的問題。 

一、語言溝通能力

語言障礙是大多數女性新移民所面臨到的最

大困難；雖然大陸女性新移民能流利地使用國語，

但多數人不會臺語，無

法使用臺語溝通，這對

大多使用臺語溝通的中

南部地區而言，大陸女

性新移民的勞動參與顯

然會受到語言方面的影

響。至於東南亞等國家

的女性新移民，除了語

言溝通能力較弱之外，

其中文識字及書寫能力

亦相對薄弱，造成他們

僅能從事勞力密集的工

作。

二、學經歷不足

女性新移民多數教育程度偏低，工作經驗又相

當有限，即使在母國擁有高學歷，也未必受到臺灣

認可。在學經歷不足的情況下，就業選擇便相當有

限，甚至會有勞動參與困難的問題。另一方面，臺灣

目前並不承認大陸的證照與學歷，使得許多大陸女

性新移民空有人力資本，仍然只能從事低薪資、低

技能的工作。

三、缺乏專業技能

缺乏一技之長，又沒有時間外出學習。若不具

有專業技能，在就業市場中相對較不具競爭力，專

業技能的欠缺因而會成為女性新移民就業或勞動

參與的障礙之一。

四、家庭因素

根據陳佩瑜（2004）的研究發現，女性新移民

（以越南籍為例），他們的家人通常不願意讓他們

外出工作，除非在無幼兒需要照顧、無年邁公婆需

要看護、夫家無經營事業等情況下，女性新移民才

能外出接受臨時、不固定、消耗體力而且薪資低的

打工工作。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文化下，婦

女外出工作的價值被貶低，女性新移民被侷限在家

庭中，必須負責傳宗接代、照養子女與處理家務。

因此，對女性新移民而言，要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

幾乎是不太可能；對他們而言，家庭因素也是另一

項參與勞動市場的障礙。

儘管有以上諸

多因素會影響女性

新移民的就業與人

力資源運用，嚴格地

說，這些因素尚可透

過政府資源的挹注，

例如職業訓練、社會

支持的協助等，來達

到促進女性新移民

就業與人力資源運

用的目的。事實上，

影響女性新移民人

力資源運用的關鍵因素，應該是來自於就業市場雇

主或需求端對女性新移民的差別或不公平待遇。

根據研究，（成之約、鄭津津，2011）女性新移

民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到差別或不公平待遇的情況

相當普遍，對於女性新移民人力資源的運用產生相

當程度的影響。根據這項研究，大約有70.1%的女

性新移民，求職時曾遭遇到差別或不公平待遇，而

其具體的發現還包括：

一、  女性新移民在求職過程中，曾遭遇到的差別

或不公平待遇，前三名的情況分別為：面試

後靜待通知（占68.6%）、沒有身分證老闆不

願意僱用（占55.9%）、與我交談後老闆說我

不適合（占23.9%）。

二、  東南亞國家籍的女性新移民在求職時，以「沒

有身分證老闆不願僱用」及「面試後靜待通

知」的情況最多，各占45.0%；「與我交談後老

闆說我不適合」者，占25.0%。大陸女性新移民

在求職時，則以「面試後靜待通知」的情況最

多，占65.7%；「沒有身分證老闆不願僱用」次

之，占51.5%。結果顯示，不論來源國為何，女

性新移民因為「沒有身分證老闆不願僱用」的

情況最多，約占五成。

三、  女性新移民在求職過程中，曾遭遇到差別或不

公平待遇的原因，前三名分別為：國籍／出生地

（占83.8%）、語言／口音（占43.0%）、年齡（

占13.3%）。

四、  東南亞國籍女性新移民在求職時，因為「國

籍／出生地」而受差別或不公平待遇的人數

最多，占67.5%；「語言／口音」次之，占55.0%

；「年齡」再次之，占12.5%。大陸女性新移民

在求職時，也是因為「國籍／出生地」而受差

別或不公平待遇的人數最多，占77.5%；「語

言／口音」次之，占42.0%；「年齡」再次之，占

18.9%。

經由以上數據資料可得知，女性新移民在求

職過程中確實可能會遭遇到差別或不公平的待

遇；由於人數比率高於六成，顯示差別或不公平待

遇狀況嚴重。其中，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到差別或不

公平待遇前三名原因為：國籍／出生地、語言／口

音、年齡。

 
參、結論與建議

在臺灣，女性新移民已占有相當的人口比率，

但一般民眾或是出於刻板印象，或是認為事不關

己，對女性新移民在臺工作是否受到平等對待欠

缺普遍之關切，甚至有些人將女性新移民視為「外

籍勞工」。然而，這些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新臺灣

人」的女性新移民和臺灣這塊土地已有了緊密關

係，相關政策與法令制定者不能從「外勞」或「外國

人」的角度來看待女性新移民在臺灣參與勞動應有

之保障與權利。

有些雇主對女性新移民的偏見係出於意識型

態，認為女性新移民在國家認同與忠誠度上不足。

然而，國家認同與忠誠度本非一朝一夕可以產生

的，對母國的感情與認同是人類共同的天性，不可

能因為與另一個國家的人結婚而立刻改變。重要的

是，臺灣的勞動市場提供女性新移民何種待遇與環

境。如果女性新移民在臺灣就業或勞動參與時普遍

受到接納與尊重，隨著時間的增長，對臺灣的認同

與忠誠自然會產生。

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若能

盡早為女性新移民建立積極公平之就業機制，使女

性新移民盡早融入臺灣的勞動市場，成為臺灣勞動

市場之生力軍，對臺灣未來勞動力之質與量皆會有

相當的助益。反之，政府與社會大眾若漠視女性新

移民在臺灣工作是否享有平等對待之問題，不僅會

影響到女性新移民對臺灣的認同，更會使的女性新

移民工作權和生存權受到不利的影響。

不論是大陸或是外籍女性新移民，只要是真正

因婚配來臺者，大多會長期在臺居留，甚至會永久

在臺居住。工作是人的基本需求，許多女性新移民

當然也有此需要。雖然女性新移民進入臺灣勞動市

場，難免會排擠本國人民的工作機會，但這些女性

新移民既已與我國國民結婚，對女性新移民（尤其

是對大陸女性新移民）在合法入境在臺居住之後

工作權做過多的限制，非但必要性不大，可能還會

有一些負面影響。首先，許多女性新移民來到臺灣

之後，很快就成為家中生計的主要負擔者，在此種

情形下，限制女性新移民的工作權，不僅會影響女

高齡化社會與新移民人力資源運用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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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結構變動與勞動力老化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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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移民個人的工作機會，還會影響女性新移民的

整體家庭生計。其次，不少與女性新移民婚配者係

屬於經社地位較低者，嫁入之家庭往往在各方面的

條件與資源本就較為弱勢，在此種家庭中，女性新

移民若無法順利就業，很容易成為家庭中的依賴人

口，使得此種家庭的狀況雪上加霜。

基於上述原因，對於已合法入境在臺居住之女

性新移民，非但不應限制其在臺工作之權利，反而

應積極建立完善之就業服務管道，宣導就業資訊，

並增闢相關訓練課程，以協助解決女性新移民普遍

學經歷不足、欠缺專業技術（證照）之問題。積極地

輔導幫助女性新移民在臺灣就業，一方面可以滿足

女性新移民在工作上的基本需求，二方面也可以有

效地改善女性新移民在臺家庭之經濟狀況，且可避

免女性新移民變成依賴人口。

女性新移民在臺灣就業時大多有受到差別或

不公平待遇的經驗，且常常是發生在應徵工作的時

候。大多數不願意僱用女性新移民的雇主，原因多與

「女性新移民沒有身分證」、「女性新移民講話有口

音」有關。有些雇主誤將女性新移民配偶當外勞，所

以要求看工作許可；有些雇主誤以為僱用沒有身分

證的女性新移民是違法的；有些雇主認為大陸女性

新移民的口音可能會引起特定意識型態者的反感，

因而影響雇主的生意；有些雇主擔心外籍女性新移

民的口音或是不流利的中文，會無法與顧客溝通，

或是因為溝通表達時的誤差產生誤會而得罪顧客。

上述種種原因都會造成某些雇主一聽到女性新移

民講話的口音，或是發現女性新移民尚未取得身分

證，即拒絕予以僱用。不論雇主是出於對相關法令

不瞭解，或是出於經營的考量，相關主管機關皆有

責任就我國現行有關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就

業之政策與法令，以法令宣導會、宣導手冊、電子郵

件等方式積極地向雇主進行宣導，使其瞭解女性新

移民一旦合法入境居留，即可工作，不需要工作許

可，也不需要取得身分證。

至於某些雇主對僱用女性新移民的其他考量，

相關主管機關亦應透過法令宣導之方式，使雇主瞭

解除非雇主能夠證明女性新移民的口音或是中文

不流利，會影響其執行特定工作之能力，亦即女性

新移民口音或是中文不流利會造成其不能勝任工

作，否則雇主單單因為女性新移民的「語言」問題而

拒絕予以僱用，雇主之行為有可能會構成「語言歧

視」、「出生地歧視」或是「種族歧視」。

倘若相關主管機關能針對上述事項做有效之

宣導，使雇主正確明瞭相關法令，並瞭解無正當理

由在就業上給與女性新移民差別待遇可能受到之

處罰，相信大多數之雇主應會調整其在職場中對待

女性新移民之政策。

最後，根據研究，（成之約、鄭津津，2011）就

國籍別觀察，東南亞籍女性新移民有61.2%對於就

業服務法、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三法皆不

瞭解，其他有19.4%的人較熟悉的法條為勞動基準

法；大陸女性新移民也有58.6%對於就業服務法、

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三法皆不瞭解，較熟

悉的法條也是勞動基準法占27.2%。因此，本文建

議對於女性新移民勞動法規的宣導課程應加強，以

利女性新移民對於我國勞動法規瞭解程度，進而達

到保障其工作權與平等權的目的。

徐 美/臺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壹、背景介紹 

經濟產業發展、家庭計畫和九年國教的成功，以及兩性教育普及提升，人口社會經

濟結構變革，醫療科技進步使得臺灣不僅人口老化快速且少子化嚴重。內政部資料顯

示，1989年的國人的平均餘命由73.5歲，提升至2009年的79.0歲，在20年間平均壽命約

延長了5.5歲。1993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數之比率已超過7%，正式邁入聯

合國所指稱的高齡化社會，於2010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全國總人口數的10.7%。

另一方面，女性教育水準增加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男女性薪資差異縮小，女性經

濟獨立性提升使得晚婚、不婚、及遲育的情況日益嚴重。臺灣婦女平均初婚年齡從1989年

的25.6歲提高至2009年的28.9歲，15至49歲婦女的初婚人數也從1989年的14萬7千人降

低至2009年的9萬8千人。根據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近年來臺灣平均每一婦女一生中所

生育之子女數(總生育率)已從1976年的3.08人降低至2010年的0.89人，臺灣幾乎成為世界

最低生育率的國家。晚婚、不婚、及遲育的現象惡化了少子化，促使臺灣未來的人口老化的

問題將更加嚴重。臺灣所需憂心的事情是，如何在少子化且快速地老化，以及勞動力持續

地老化和減少下，搭配勞動和移民政策以實施有效的人口政策，是當務之急。最佳的跨部

臺灣人口結構變動與勞動力
老化之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