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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齡化已是世界的趨勢，人口老化社會高齡人口與青壯人口的比率出現嚴重失

衡，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的衝擊便開始出現。如此快速的人口結構改變，除了政府政

策難以快速因應之外，整個社會也顯得無所適從。如何維持國家足夠的勞動力並促進

中高齡者保持經濟性生產，已成為現代化國家需要關切的議題。 

因國內學術界對於高齡創業的研究鮮少關注，研究者搜尋國外相關議題，並因高

齡創業相關文獻較少僅篩選出 13 篇涵蓋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間有關高齡創業相關議

題的國外文獻，並加以彙整討論 後給予結論與建議。 

當高齡化社會來臨，高齡者比例將會快速提高，若沒有完善政策來多加利用高齡

者人力的資源，將對國家經濟造成莫大的影響，較少數量的年輕人必須承擔照顧老一

代，必將成為年輕人的巨大負擔。因此，政府應建立健全高齡創業政策，審查福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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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高齡者友善的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讓退休人員可充分掌握許多關於創業的

信息，以及商業機會，並為他們媒合合適的產業。 

關鍵字：中高齡創業、高齡化、中高齡人力資源 

ABSTRACT 

Aged society is nowaday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worldwide. The imbalance 

ratio between the senior population and the young population begins to widen, resulting in 

the impact on a nation’s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rapid chang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not only makes it hard for the government to handle, but it also 

causes many social problems. As a result, it becomes a must concerned issue for modern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sustaining the sufficient demand of labor forces and 

increase economic productivity of senior force. 

Owing to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enior entrepreneurship in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for this issue, researchers had collected 13 international articles between 2011 

and 2017, and concluded the articles, and gave the suggestion. 

With the arriving of aged society, the elderly will be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If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policy to take advantage of senior labor force, the 

young will have to claim full responsibilities for taking care of the senior that not only 

becoming the great burden of the young but causing serious impact o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up a thorough policy for senior 

entrepreneurs to follow and also a welfare system to provide them a friendl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ith these resources, the retired senior could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nd chances for the new business and also be easier to find the match one. 

Keywords: Middle and the Elderly Entrepreneurship, Aging, Middle and Senior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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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高齡化社會對經濟的沖擊 

人口老化是全球性的問題，亞州地區我國、韓國、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即於過去二

十年間相繼步入高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分佈是一個國家國力強弱之關鍵，密切關係

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發展。根據美國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估算，2004 年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之比重已達 7%，目前全球人口

中，每 10 人中就有一個人在 60 歲以上，這個比例到了 2050 年將增加到 5 比 1，而亞

洲高齡人口比例雖不高，但老化速度卻相當驚人。在現今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延長與生

育率下跌使得勞動力的老化不可避免，因此公共政策與就業方針的設立，大幅的影響

勞動力市場中各利益族群的預期與期盼，形塑勞動關係的樣貌（Guillemard, 2003）。

Donghyun and Kwanho（2011）預估 2011 至 2030 年亞洲地區 12 個國家人口轉型對經

濟成長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各國邁入高齡化社會之速度不一，但未來的 20 年，

大部分亞洲國家將由「人口紅利」 階段邁入「人口負擔」階段。預計在 21 世紀末期，

許多現在處於低度開發的國家亦將邁入高齡化社會。高齡化是 21 世紀人類文明發展

下出現的無法逆轉趨勢，而高齡化的加速發展，更成為世界各國未來生活結構調整

重要的挑戰（范光中、許永河，2010）。在總生育率降至 1.07 的情形之下，我國高齡

化的時程較其他國家來得更短，臺灣由高齡社會步入超高齡社會的時間只比韓國好一

些，較之老化問題嚴重的日本反應時間更短。與歐美國家相較，我們由高齡社會邁入

超高齡社會的時間只有美國的一半，德、英、法等國的五分之一左右。人口結構老化

的趨勢通常與少子化或低出生率的現象同時存在，人口老化社會高齡人口與青壯人口

的比率出現嚴重失衡，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的衝擊便開始出現。如此快速的人口結構

改變，除了政府政策難以快速因應之外，整個社會也顯得無所適從，面對人口紅利的

消失，勞動市場如何因應，是當前國家發展的 重要課題之一。 

二、發展中高齡人力資源利用的重要性 

既然人口老化是各國人口發展之趨勢，各國政府如何以公共政策來發展高齡化社

會所帶來的產業價值或整體社會價值愈趨重要，在世界面臨高齡化的現在，有的國家

積極地藉由立法、計畫的訂定來明示其對中高齡人力資源的重視，英國與日本即為一

例。日本與英國皆為積極運用中高齡人力的國家，也是他國面臨勞動力老化時借鏡的

對象（Oka & Kimura, 2003；Van Dalen, Henkens, & Schippers, 2009）。以台灣而言，隨

著老年人口增加，各界紛紛探討未來退休給付、健保醫療給付等大幅提升，將造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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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未來財政負擔提高，不利我國與國際各國競爭力之發展等  等負面評價充斥，久而

久之，將造成對老年人負面觀感之社會價值（林美娟，2013）。受到台商外移企業購

併的衝擊，國人的平均退休年齡已經下降到 56.6 歲。有高達 8 成 6 的受訪上班族預

計退休後，將持續不同形式的工作以維持收入，13.1%有意「創業投資」（吳惠林、杜

英儀、彭素玲、王怡修，2014）。一般對於高齡者的研究中，「創業」是一個常被忽略

的面向，主要是因為「高齡者」被定義為 65 歲以上，然深入瞭解各國面臨高齡社會

的就業政策即可發現，「高齡者創業」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面向，各國並從國家財政、

退休準備、經濟安全、健康促進的角度，來善用高齡人力資源讓高齡者在創業中達到

經濟社會與自我實現的平衡（周玟琪，2006）。  

過去人力充足時，對人才短缺的議題，未必需予以重視，但今日先進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大都出現少子化、高齡化的現象，因此在人力不足下，更突顯人才缺乏的困

境，才引起世人更多的關懷，臺灣未來勞動市場的人力供應不足的失衡，將面臨極大

的挑戰，從當年度「可進入職場的潛在人數」（當年滿 22 歲之人口數）與當年度「可

退出職場的潛在人數」（當年滿 65 歲的人口數）的粗估落差，就可窺知其存在的嚴重

性，2020 年初期會來到較嚴重的時期，何況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12 年國人平均

退休年齡為 57.3 歲，也就是退休高峰期的 2020 年代，將會造成人力供給的窘迫性，

至今已漸次處於嚴重的窘況之下。如何維持國家足夠的勞動力並促進中高齡者保持經

濟性生產，已成為現代化國家需要關切的議題。面對人口高齡化及醫療科技的發展，

退休後的族群多半還有健康的身體及活躍的行動力；另因出生率降低，勞動力市場的

勞動替代率不足，先進國家逐漸思考延後中高齡就業者的退休年齡、鼓勵中高齡者持

續就業及退休後再創業等，以因應勞動市場結構變化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黃春長、

王維旎，2006）。讓中高齡人力價值創新與再造，翻轉老化觀念，透過不斷學習、再工

作、再奉獻，建立中高齡者自主尊嚴的角色定位，延伸出個人「價值」、「創新」與「再

造」等概念，開創中高齡者個人存在的意義，並為未來生活獨立自主尊嚴做準備，讓

長者們保持活躍力，再創下半場人生新價值。 

三、中高齡族群創業現況 

很多中高齡者會想，自己已經 50 歲以上了，還適合創業嗎？隨著年齡的增長，家

庭、房貸、養老......等等的限制愈多，投身創業的機會成本就相對的愈來愈高，容許失

敗的空間也就相對地愈來愈少。台灣人口快速老化，中高齡人口比例相對提高，到了

一定的年齡，許多中高齡人口須從原本的工作崗位上退休，然而這些中高齡人口依然

是有工作能力的，在現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資源更應該找尋到一個有系

統的方法來妥善運用，不管是物質資源或人力資源。中高齡創業者，相較於 20 來歲的



洪德俊‧林渭川：中高齡創業文獻回顧  47 
	
	
年輕人，承受了更多來自於家庭經濟、社會評價的壓力，所以創業前更要慎重其事。

政府為了鼓勵中高齡創業，勞動部 2009 年 2 月訂定《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要點》，提供

創業貸款 高 100 萬元，為期 7 年，免保人、免擔保品的創業補助計劃，但效果卻不

彰，核貸金額於 99 年達到 5.27 億餘元後，迄 106 年核貸金額僅 2.45 億餘元，復加貸

款規定利率自 97 年底以降，逐年走低，導致貸款利息補貼經費預算執行率偏低，11

年間之總執行率僅 6.29%（勞動力發展署，2016）。如何改善中高齡創業問題、推廣

中高齡人力資源的運用實為當前政府需要急需去關心的問題。 

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藉由中高齡者創業相關文獻探討，研究目的為： 

(一) 了解當前中高齡創業研究方法 

(二) 補充中高齡創業理論的運用 

(三) 中高齡創業文獻相關議題的整理與分析 

(四) 根據文獻整理提出具體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中高齡化人力資源的應用 

1982 年聯合國首度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召開第一屆因應高齡的國際行動方案；9 年

之 後 ， 提 出 其 處 理 高 齡 者 的 五 大 基 本 原 則 ， 包 括 ： 獨 立 （ Independence ）、 參 與

（Participation）、照顧（Care）、自我滿足（Self-fulfilment）及尊嚴（Dignity），並將

1999 年訂為「國際老人年」，高齡議題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當全球人口結構逐

漸邁入高齡化，也影響勞動市場中工作者的年齡結構，再加上少子女化之現象，使得

整體社會人力資源供給受到影響，進而衝擊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於我國來說，全球化

競爭加速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同時，少子化引起的人口銳減和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恐會造

成勞動力減少及老化、消費萎縮、經濟活力衰退，此對國內經濟規模及擴大內需不僅

是負面的影響，對整個社會與經濟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高齡化帶來的經濟影響是

不可忽略的問題。 

面對勞動力老化與勞動力短缺的情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歐洲聯

盟（EU）建議會員國，積極推動活躍老化觀念，希望透過新的人力運用策略，促進中

高齡就業者延長工作生涯，藉以減少國家因支應退休金所造成的龐大 財政壓力。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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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革命背景下的歐陸國家中，除法國之外，英國是較早面臨人口老化現象的工業化國

家，有鑑於 1980 年代的年輕勞動資源開始減少，1990 年代間的執政者轉而歌頌中高

齡者的智慧與經驗，甚至認為這群人是促成未來經濟繁榮的要角而重新啟用之，鼓勵

中高齡者延後退休或再返勞動市場。DWP 在 2005 年所出版的「Opportunity age: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geing in the 21st century」中，更明確指出因應高齡社會的策

略從促進就業開始，而促進就業亦是英國政府因應人口高齡化的 重要支柱與策略，

設定幾個具體努力目標（Dutton, Flynn, & McNair, 2007；DWP, 2008），包括提供重返

職場的技能訓練、生涯規劃、退休的充分資訊；改革失能津貼，鼓勵返回勞動市場等。

以德國為例，2009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面對勞動力結構老化的不可逆勢，提出五大行

動主軸：(一)形塑就業機會（如 IT 50 plus 方案協助資深員工發展資訊專業能力或獲得

證照；(二)鼓勵高齡人口創業；(三)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四)鼓勵參與志工活動；(五)

強化高齡人口健康照護（王寶苑、傅清萍，2014）。在亞洲方面中，對於高齡人力發展

早開始關注的首推日本，2008 年日本政府推出「中高齡者共同就業機會創造獎勵

金」，補助 3 人以上之 45 歲以上長者，藉由自身職業經歷而共同創業，成立法人。日

本政府為促進產業升級、獎勵中高齡創業或經營革新所的政策目標設定具體的「數值

目標」和期限，在這期間，日本政府發現以中高齡就業補助金降低失業率，易陷入消

化預算追求短期績效而成效不彰，不如持續中高齡者的創業低利貸款和無償的創業補

助金。完備中高齡者創業能與社區需求緊密結合，且易於「在地化創業」的支援環境。

 把有限的政府資源集中於可預期成效及發展潛能的新創事業或對社會公益有貢獻的

「社會企業」。並廣設創業支援中心，設立銀髮族人才培訓機構、銀髮族創業研究會、

創業塾、創業成功經驗分享研習營、網路創業手冊或網路創業成功事例發表。經驗交

流、製作創業教學經驗分享節目等都是對中高齡創業者提供直接有效的助益，並提供

中高齡者共同創業補助，3 人以上之 45 歲以上中高齡，藉由自身職業經歷而共同創

業，來達到中高齡失業的危機（林沛瑾，2012）。 

二、中高齡就業面臨窘境 

臺灣經濟發展，歷經各時期的產業結構變化，由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進入目

前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時代。近年來因鄰近國家或地區低廉勞動力的競爭及傳統勞力

密集製造業外移，使得工作機會驟減，而所釋出來之中高齡失業者，又以低學歷、低

技能居多，造成其尋職及轉業困難。雖有新增加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的就業機會，但

因本身條件受限或工作地點大多分布於都會區或定點，使得適合中高齡基層勞工的就

業機會相對減少。大多數雇主不願意僱用中高齡者的原因，有時並非勞動者不適任工

作，而是雇主不願負擔年資較長者較高的薪資與龐大的退休金，另有部分雇主對中高

齡者之年齡有刻板的印象，認為中高齡者體能差、反應慢、工作效率不佳、工作態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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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變等，往往忽略他們豐富的工作經驗、工作穩定性高及對職場動向的敏銳性等特質，

其實可為企業的經營及生產力的提升帶來更好的業績與工作經驗傳承（郭芳煜，2005）。

目前中高齡所面臨之就業問題包括就業機會減少、失業週數較長、轉業困難、雇主僱用

意願低落及法令的束縛等不利因素，而隨著人口高齡化進展及國內經濟結構快速調整，

未來中高齡失業問題可能影響範圍必將日益擴大，除關係到老年期生活保障受到衝

擊外，亦將造成受失業波及之人數增加，相對提高社會成本；在整體經濟方面則將導致

勞動市場結構失衡。我國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偏低之問題已久，綜合文獻及相關統計資

料分析，認為是退休制度機制設計的鼓勵、產業結構變化與結構性失業的交互作用、

社會對中高齡者的歧視或標籤化的不友善、社會價值觀多以提早退休為主流，以及

中高齡女性的低度參與等五者交互而成的後果，造就了我國中高齡者低勞動參與的

事實（吳惠林、杜英儀、彭素玲、王怡修，2014）。  

三、台灣高齡創業政策 

近對影響企業家行為的因素的經濟學得出結論，年齡是創業和自營職業 重要

的決定因素之一（Parker, 2009）。 鑑於全球勞動力年齡結構和人口動態的重大變化，

年齡與創業活動之間的關係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術和政策興趣（Lévesque & Minniti, 

2011）。反觀於國內景氣持續低迷、工作機會銳減，加上嚴重的「年齡歧視」，中高齡

失業勞工很難再覓得受雇工作，不少中高齡失業者正展開「自力救濟」，紛紛自行創業

或熱中加盟創業，國內烘焙店、小吃店如雨後春筍出現、各種加盟店暴增，都是中高

齡失業勞工自行尋找出路的例子。活得愈久，並不表示就工作得愈久，有許多人選擇

提早退休，但也有許多高齡者希望再進入職場卻不得其門而入。勞動者何時退休及退

休後是否再找工作的規劃，主要受個人所得及財富水準高低、個人的生活規劃以及社

會制度等因素所左右。在預期餘命愈來愈高且醫療水準提升的情況下，許多在 65 歲

依法規退休或提早退休者的健康情況仍佳，都還能勝任職場的工作環境。社會如能吸

納這些高齡人口，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除了可以避免有用的人力資源浪費，減緩人

口高齡化對經濟成長的衝擊外，另可提昇高齡人口的經濟自主能力，降低整體社會負

擔（范光中、許永河，2010）。 

近來台灣政府以行政院為首，推出創新創業會報，聯合國發會、科技部等部會共

同打造台灣創業生態圈。具體內容除了修法讓新創企業更容易發展、增 設 花 博 創 業

園 區、提 出 多 樣 的 獎 助 計 畫 贊 助 新 創 企 業 在 本 土 發 展，或 是 到 矽 谷 去 吸 取「 創

新 精 神 」。彈性、創新、快速的應變能力是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色，而創業家精神是台

灣中小企業的根本文化、打造台灣全球優勢的基石，也是帶動經濟成長、財富累積與

促進尌業的重要動力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9），更能大幅提高產出及開創新

市場、新顧客，因此積極培育創業家精神，對促進經濟穩健發展，至關重要。根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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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2010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對創業家精神項目進行問卷

調查，台灣的評分為 6.98（滿分 10 分），全球排名第三，僅次於馬來西亞及以色列，

為近十年來 佳表現。但在創業活動普及的今日，其實真正成功的創業者比例非常稀

少，許多企業家們不得不承認，光有創造力和技術是不能使企業成功的（Margarita, 

2004）；由此可知，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間經常出現落差，且新生創業家在創業過程

似乎也會遭遇很大的困難（劉常勇、莊立民、李信興，2008）。故若能在創業同時，

給予其相關創業訓練與輔導，將會提升創業成功之機率（張文龍、蘇睿鈞，2009）。

2009 年勞動部為辦理為了協助婦女及中高齡者創業開辦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建構創業

友善環境，協助發展微型企業，適用對象包括：(一)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婦女。(二)

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國民。(三)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且設籍於離島之居民。

內容包括，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對於創業者

提供全程創業陪伴輔導，包括指派創業顧問，辦理創業諮詢座談、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在高齡化社會中，不但要使高齡者能享受快樂生活，還要想如何活用其長年的知

識、經驗與技術來貢獻社會，讓他們感受高齡生命的價值，過著充滿健康活力的生活。

以往將老人視為健康情形不佳、社會功能退化的依賴者，因此許多年輕老人屆齡退休

後面臨未來數十年的生涯，產生無角色或社會角色喪失的恐懼，其實在醫學發達及資

訊流通的結果，老人不僅身心健康且仍對社會參與有期待（曾進勤，2003）。許瓊文、

楊雅婷（2007）針對「研發服務資訊網」資料庫的高階研發人才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銀髮族的特點在於本身所累積的工作經驗、產業經驗、及對未來產發展的前瞻遠景看

法。因此，退休銀髮族 適合投入知識密集型服務產業，其優先順序如下所示： 

(一)顧問服務業：如管理顧問、工程顧問、技術顧問等。 

(二)教育服務業：如人才教育服務、人才培訓服務等。 

(三)研發服務業：如研發策略規劃服務、專門技術研發成果運用服務等。 

(四)創投業：如企業天使等。 

多數的退休銀髮族樂於分享過去累積的經驗和知識，對於退休銀髮族而言，經驗、

知識的傳承是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而另一方面，也對於國家、社會也有相當的貢獻（王

瀅婷、成之約、廖文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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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齡理論與高齡創業之應用 

創業是一種無中生有、求新求變並且創造新價值的歷程。創業的關鍵在於是否能

創造出新價值，透過打破成規、創造性的破壞、重新組合各項生產要素、發現並加入

新生產要素等創業方法，因而帶動企業的成長。然而，創業學術研究仍面臨許多問題，

其 中 學 者 憂 心 的 是 在 創 業 研 究 中 一 直 缺 乏 一 套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理 論 基 礎 （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創業對於一般人與中高齡者所面臨的問題大不相同，對於一般

的創業模式中已缺乏代表性的理論，中高齡者創業的理論更是缺乏。如何在中高齡創

業中發展創業相關理論對於中高齡創業研究中實為重要。本研究在高齡相關理論中找

出可利用於中高齡者創業理論來做以下探討。 

在中高齡者創業，我們建立了四種可能被認為是部分相互關聯的理論：(一)角色

理論－創業對維持社會角色作為社會地位和地位的代表性具有重要作用；(二)脫離理

論－老年人逐漸退出社會活動和社會角色；(三)活動理論－個體越活躍，生活滿意度

和對健康的適應意識(四)連續性理論－年長的個體通常保持相同行為，偏好和與早年

的關係。 

(一)角色理論 

角色理論表明人們接受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Nye, 1976）。個人在生命過程中的

任何特定階段累積各種角色。在整個生活中，他們轉入和轉出不同的角色，並開始新

角色（Suhmidt-Burr, 1972）。這些角色轉換伴隨著人生階段的轉變，這取決於時間和社

會背景（Rodgers & White, 1983）。另外，轉換到一個角色可能會影響到另一個角色的

轉換。對於中高齡者而言，他們的工作角色可能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身份和地位。這種

變化帶來了退休後產生的不連續感和脫離感，年長者可能會發現自己缺乏他在工作期

間享受的角色定義。成為一名創業者重新開啟退休人士的工作第二春並重新定義他在

社會中的角色。 

(二)脫離理論 

老齡化的脫離理論（Cumming & Henry, 1961）提出，高齡者在不久的將來意識到

死亡的必然性時，將開始系統地脫離他們以前的社會角色。該理論進一步表明，社會

以一種相互理解來回應老年人的脫離接觸，認為為後代騰出空間符合雙方的利益。因

此，該理論認為，老年人退出社會是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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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人的主要角色是工作或撫養家庭，所以當老年人離開這些角色時，老年人

在退休後會面臨內部衝突。根據這一理論，脫離接觸可使老年人更容易承擔新的微不

足道的地位，從而加強年齡層的態度。此外，在這種情況下，脫離理論甚至可能會破

壞老年人創業理性。 

(三)活動理論 

Havighurst（1965）首次發表了他的活動理論來直接駁斥的脫離模式，認為老年人

應該保持活躍和社會性，而不是退縮。老齡化的活動理論提出，高齡者在保持活躍並保

持社交互動時 快樂。這些活動，特別是有意義的活動，活動理論也證實了老年人工作

活動的概念，包括創業和自營職業，有助於年長的成年人取代退休後失去的生活角色，

從而抵制限制老年人世界的社會壓力。它進一步表明，由於年齡相關的變化導致角色喪

失，應該掌握新的角色或活動以獲得持續的滿足感（Franklin & Tate, 2009）。 

(四)連續性理論 

連續性理論（Atchley, 1989；Maddox, 1968）提出，老年人保持過去同樣的活動、

行為、人格和關係。它假設個體的內部結構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包含諸如人格特徵，想

法和信仰等因素都保持不變，老年便是人生的延續。個人的內在由個人提供過去的經

驗來對未來做決策。個人的外在由人際關係和社會角色組成，它對自我概念和生活方

式的有很大的影響。這一理論與經驗發現是一致的，研究發現以往創業或有管理經驗

的中高齡者更有可能在退休年齡前開始創業（Fuchs, 1982）。 

以上四個理論反映了高齡者參與創業活動的傾向。角色理論支持個人需要實現個

人在社會和經濟角色。此外，活動理論認為，通過新的挑戰可以提高生活滿意度和活

躍老化。連續性理論通過過去某種工作經驗或相關技能的人在後來的創業中保持相同

的專業。 後，脫離理論為那些不想面對新的具有挑戰性的活動的老年人提供了解釋。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研究者希望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並對文獻作客

觀且有系統的描述。本研究為了釐清研究的理論發展狀況、世界個國學者對於此議題

的關注方向、研究方式及工具，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法搜尋近十年發表於 ABI、SDOS、

EconLit 等資料庫，使用關鍵詞：高齡者、創業、再就業，選取國外文獻並篩選。因高

齡創業相關文獻較少僅篩選出 20 篇涵蓋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間有關高齡創業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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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文獻。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後，逐步縮小研究範圍， 後確立研究目標並加以彙整

討論，分別就研究方法、研究議題、理論架構等分析討論，希望經由國外相關文獻了

解目前高齡創業研究趨勢、研究發現及補充高齡創業的理論。表 1 為檢索結果： 

肆、 研究結果 

一、研究方法 

在 蒐 集 2011-2017年 期 間13篇 國 外 文 獻 中 ，7篇 為 數 據 分 析 ， 分 別 為 Kurek and 

Rachwa （ 2011 ） ， 2002-2007 年 歐 盟 統 計 局 數 據 庫 、 Kautonen （ 2013 ）， 2009 年

Eurobarometer數據庫、Backman and Karlsson（2017），1993-2010年瑞典統計局、Teemu, 

Simon, and Maria（2014）2007年歐洲企業家精神調查（歐盟委員會2008年）數據集的

個人層面數據，Hantman and Gimmon（2014）、Marc, Murat, Nathan, and Etienne（2016），

全球企業家精神監測（GEM）數據庫、Pilková and Rehák（2017），2001-2012年全球

監測創業板。使用資料庫數據分析在近年已成為全球發展的趨勢，在本研究中更發現，

歐洲國家的研究者開始廣為利用數據庫的大量統計資料來更精準的研究與討論高齡

創業的相關議題。Maalaoui, Castellano, Safraou, and Bourguiba（2012）與Mahmood, 

Mahmood, Sohail, and Saeed（2016）分別訪談40位與4位受訪者以質性研究來闡述高齡

創業的相關面向。Teemu, Seppo, and Erno（2011）與Hong and Xiaoling（2016）則以

358份及300份樣本用量化的形勢調查高知識高齡者的創業意圖、創業家精神與創業選

擇。馬來西亞學者Jamil, Nasah, and Hassan（2014）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退休後創業

的可能性。Hantman and Gimmon（2014）以實驗性研究模式下22名參與者參與了創業

孵化器課程18個月，70% 後成功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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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齡創業文獻整理表 

年份 作者 研究議題 研究區域 研究方法 

2011 

Teemu Kautonen,  

Finland Seppo Luoto,  

Erno Tornikoski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the third age: The impact of 

career history 

芬蘭 量化 

2011 
Sawomir Kurek &  

Tomasz Rachwa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geing 

popu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歐洲 數據分析 

2012 

Adnane Maalaoui、 

Sylvaine Castellano、 

Imen Safraou、 

Malek Bourguiba 

“NO COUNTRY FOR OLD 

M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elderly: The 

French case(SUMMARY) 

法國 訪談 

2013 Teemu Kautonen Senior entrepreneurship 

31個歐洲國

家及日本、

韓國、中

國、美國 

數據分析 

2013 
Mikaela Backman、 

Charlie Karlss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瑞典 數據分析 

2014 
Shira Hantman 

Eli Gimmon 

Dare to dream: New venture 

incubator for older adults 
美國 實驗 

2014 

Nazarina Jamil,  

Caroline Rosie Jeffrey Nasah,  

Zakiah Hassan 

The fea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fter 

retirement 

馬來西亞 論述 

2014 
Teemu Kautonen,  

Simon Down 

Ageing and entrepreneurial 

preferences 
歐盟25國 數據分析 

2014 Hannu Tervo 

Who 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later in life?-Push and pull in 

Finnish rural and urban areas

芬蘭 數據分析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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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1 

2016 

Marc Duhamel, 

Murat Erogul, 

Nathan Greidanus, 

Etienne St-Jean 

Senior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 

加拿大 數據分析 

2016 

Babak Mahmood,  

Nehdia Mahmood,  

Malik Muhammad Sohail, Sidra 

Saeed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old aged people; 

evidence from sargodha, 

pakistan 

巴基斯坦 質性訪談 

2016 
Hong Gong,  

Xiaoling Zhang 

Entrepreneurship or 

reemployment?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of the elder 

knowledge workers on their 

re-occupation choices 

中國 量化 

2017 
Anna Pilková,  

Ján Rehák 

Regional aspects of 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 of seniors 

in europe
 

歐洲 數據分析 

二、 創業相關理論應用 

(一)Maria and Lévesque（2008）創業經濟模型 

在 Backman and Karlsson（2017）；Hannu（2014）；Kautonen, Down, and Minniti

（2014）；Marc, Murat, Nathan, and Etienne（2016）四篇文獻提及 Maria and Lévesque

（2008）創業經濟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包括年齡，風險厭惡（risk aversion）和財富，

被證明是個人選擇是否成為企業家的重要決定因素。創業機會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當年齡越大創業資源也越多，例如可支配的收入、可用作銀行貸款抵押品、社會資本、

專業行業經驗和知識資產。隨著年齡積累對於每個人來說，模型顯示了年齡限制，在

達到一定年齡後，個人創業精神的意願就會下降，因為對於年長的人而言缺少時間資

源，他們比年輕人擁有更少創業成功的時間。在 Maria and Lévesque（2008）創業經濟

模型中，將年齡視為一個觸發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但高齡者礙於體力的限制，有

關勞力的工作需分配給受僱的年輕人去執行，也可能因此減少創業動機。從形式上來

說，個人對其總體幸福感的效用函數（Wt）可以用來描述，以下為創業經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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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τt, ht, xt) = βωt[τt – ht] + δ
T-t

f(τt) + λ
t
v(ht, φt, xt).                            （1） 

在等式中，時間參數 t 表示年齡，τt 表示工作小時數，ht 表示用於創業的工作時

間部分，ωt 表示個人指定的工資。參數 0<β<1 表示獨立性的值。重視獨立的個人高度

受僱從事勞動力的效用較低，因此具有較低的 β 值。第二項，δT-tf（τt）表示個人從

休閒中獲得的福利，這與工作時間數量負相關。公式中的 後一項。λtv（ht，φt，xt）

表示創業者在時間 t 的收入。在這裡，v 表明企業家收入受到個人對企業投資時間（ht），

個人財富（φt）以及超出個人控制範圍的經濟條件導致的外部風險的正向影響。折扣

參數 0<λ<1 說明了這樣一種觀點：企業家勞動與有薪就業不同，其產生的收入有一定

的延遲，因此在未來期間收入。此外，由於 λ 隨年齡（t）而變化，因此它也包含了時

間的機會成本。 

後，假設個體擁有指數效用函數 U(Wt)=-e-αtWt，其中 αt>0 表示個體在年齡 t

處隨著年齡減少的風險傾向個人積累經驗，信心和知識。 

(二)Ajzen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在Jamil, Nasah, and Hassan（2014）；Teemu, Seppo, and Erno（2011）運用Ajzen

計劃行為理論（TPB）在其研究當中。把Ajzen計劃行為理論（TPB）應用於態度，主

觀規範和行為控制感知及高齡者創業意圖形成的影響。發現，如果一個高齡者認為在

任何年齡（特別第三年齡以上）成為一名企業家是社會可接受的，那麼這對企業家的

意圖可能會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事實上，「感覺到的年齡規範不僅直接影響了企業家

意圖的形成，而且還間接地通過個人對工作態度的創業友好程度，個人如何看待家庭

和朋友的支持程度和重要性，以及個人如何看待他們開展和經營業務的能力」。作者還

提出，感知年齡規範對企業家意圖的影響與社區的創業水平無關。 

(三)Gibb and Ritchie（1982）創業生涯模型 

Maalaoui, Castellano, Safraou, and Bourguiba（2012）；Backman and Karlsson（2017）；

Hannu（2014）引用 Gibb and Ritchie（1982）創業生涯模型，認為這些模型提倡將創

業精神視為一個過程並建議應用於高齡企業家。創業生涯模型中認為生命週期效應是

改善健康，財務和生活質量，以及各種創新的安排，使個人能夠在晚年繼續工作。 

(四)Shapero的創業活動模型（SEE） 

Teemu, Seppo, and Erno（2011）；Backman and Karlsson（2017）；Jamil, Nasah, 

and Hassan（2014）文獻中提及，SEE創業活動模型旨在說明開展一個創業的意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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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人對於創業可取性和行動可行性的看法，它受到過去經驗極大的影響。研究認

為，創業意圖的產生，源自於高度容忍風險度，期望和自信心，具有高風險偏好的人

具有更高的創業意圖和尋求自我效能的機會。此外，主觀規範指出家庭，朋友和親戚

鼓勵創業的重要性，儘管很難充分了解創業意圖背後的原因，但意圖是創業精神的

佳預測因素。 

三、 研究議題 

(一)高齡者創業家精神 

在 12 篇文獻當中，以 9 篇討論創業家精神的變項為 多，分別為 Kurek and Rachwa

（2011）；Maalaoui, Castellano, Safraou, and Bourguiba（2012）；Kautonen（2013）；

Backman and Karlsson（2017）；Jamil, Nasah, and Hassan（2014）；Hannu（2014）；

Kautonen, Down, and Minniti（2014）；Hong and Xiaoling（2016）；Pilková and Rehák

（2017）。創業是一種無中生有、求新求變並且創造新價值的歷程而創創業精神的關

鍵在於是否能創造出新價值，透過打破成規、創造性的破壞、重新組合各項生產要素、

發現並加入新生產要素等創業方法，因而帶動企業的成長，扮演創造與創新社會經濟

活動的重要角色，亦是形成創業型社會的核心，讓人類的經濟發展能夠持續向前邁進，

創業者在心態上 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的勇氣和風險管理的意識並且用心經營人脈，

借力使力（Hong & Xiaoling, 2016；Backman & Karlsson, 2017）。經由文獻發現年輕

創業群族與高齡創業群族對於追求新創企業的成長企圖較為強烈，除此之外，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家戶所得等背景的創業家，相對較具有追求高成長的意圖。企業家

精神與年齡之間的關係遵循倒 U 的形狀，即在年齡較小的年齡，成為企業家的概率隨

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在某一年齡，這種概率達到 大和下降（Backman & Karlsson, 

2017；Pilková & Rehák, 2017；Jamil, Nasah, & Hassan, 2014）。中高齡者具有經驗、資

源以及社會網絡的優勢，再加上付出的機會成本較高，因此也會對於創業具有比職場

就業更高的期待。然而研究中也發現就業率高的國家，企業家精神的指標很低。這表

明高齡者專業活動與中小企業發展之間缺乏相關性（Kurek & Rachwa, 2011）。創業環

境影響企業家活動的一些特點也是高齡企業家精神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高齡者積

累的財政資本對高級企業家精神有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在資金過剩的情況下，啟動新

業務的動機的影響可能是負數，但，創業卻依然需要足夠創業本，在政府太過完善的

退休計劃，或高額的退休金對於高齡者創業精神則是產生不良的影響（Pilková & Rehák, 

2017）。在對於馬來西亞高齡創業相關研究中，馬來西亞退休人員必須掌握許多關於

創業的信息，以及他們掌握的商業機會，並為他們了解合適的業務。他們可以通過參

加研討會、會談、加入商業協會與經驗豐富的人交流，甚至訪問企業進行研究。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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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退休人員必須有激情才能開業。與年輕人相比，他們在建立企業方面有時間

限制。因此，沒有激情，幾乎不可能冒險投資。退休人士對企業家精神的轉型對馬來

西亞創業環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在馬來西亞正在努力建立 Bumiputera 商業和工業

共同體（BCIC），以協助實現 2020 年願景，同時也必須重視發展老年企業家精神，因

為老年企業家精神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要比有形資本、知識資本和年輕的創業精神

（Jamil, Nasah, & Hassan, 2014）。政府不能只依賴年輕一代，而政府則需要將重點轉

移到為發展創業環境做出貢獻的退休人士。 

在對於歐洲 32 個國家研究中指出，政府政策的支持計劃，影響高齡者創業精神，

而且提高了社會對於高齡者創業中的包容性（Pilková & Rehák, 2017）。高知識技術人

員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選擇創業，而不是做以前做過的工作。但是，高等教育使他們

更容易在穩定的工資崗位上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不願冒險去創業。在學術背景上，

具有專利或應用研究成果的科學和工程專業的知識專業人員更有可能選擇創業，反之

社會學背景的人則有意繼續以往的工作（Hong & Xiaoling, 2016）。 

(二)高齡者創業意圖 

探討創業家的動機與意圖6篇為Teemu, Seppo, and Erno（2011）；Maalaoui, Castellano, 

Safraou, and Bourguiba（2012）；Backman and Karlsson（2017）；Jamil, Nasah, and Hassan

（2014）；Marc, Murat, Nathan, and Etienne（2016）。 

意圖可定義為「人類對特定目標或行為方式的注意力、經驗、行為的心智狀態」，

Bird 在 1992 年更進一步提出了創業意圖可以引導關鍵性的策略思維與決策，以及他

們預期行為的未來結果。高齡者的創業意圖主要受到他們對自己的創業想要多麼容易

或困難的認識的影響。然而，出於自我實現和經濟制約的原因，有三分之一的退休人

士願意從事再就業（Marc, Murat, Nathan, & Etienne, 2016）。工作歷程只能在人們以後

的職業生涯階段成為創業意圖的重要決定因素，「藍領」階級有明顯對於創業有負面影

響，主要是因為認為社會接觸不佳（Backman & Karlsson, 2017）。在老齡化過程中，

使用脫離理論、活動理論、社會化理論、終極連續性理論等老齡化心理社會理論，解

釋和了解退休或退休後老年人和老年人的企業家意圖（Maalaoui, Castellano, Safraou, 

& Bourguiba, 2012）。高齡者對創業的信念和態度是一種主觀規範的社會因素，其指的

是環境對個人的社會壓力，以執行或不執行行為， 後是影響意圖的因素是感知的行

為控制，實際行為不僅取決於執行某些行為的動機或意圖，也是對執行行為的難度的

感知。Jamil, Nasah, and Hassan（2014）年在對於馬來西亞高齡者創業研究中發現，退

休人員因退休後工作，因為他們需要錢，其中一些因為享受而工作。這是因為預期壽

命更長，醫療保健更好，確認需要額外收入，並尋求智力刺激。Marc, Murat,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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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tienne（2016）使用來自於 8000 多個人的加拿大全球創業監測數據集，其中觀察

55 歲以上高齡者的創業意圖，發現機會（退休的福利制度），失敗恐懼（知識和技能）

都會影響高齡者創業意圖。 

(三)創業教育 

Hantman and Gimmon（2014）在創業孵化實驗中，研究對象以 22 名以往沒有創

業經驗的退休人員。在 18 個月的創業輔導課程後，有 15 名（70%）成功創業。該計

劃提供了參與者使他們能夠開始學習並瞭解創業的知識並成功建立創業，大多數參與

者肯定此研究並覺得，此研究激勵他們成為企業家，並幫助他們理解和發展他們的商

業技能，提出商業計劃，並成功創業。結束此研究後，研究小組繼續對參與者加以追

蹤，並分享信息和經驗。參與者們在參與研究期間創建了一個創業論壇，其中包括沒

有參加課程的成功老年企業家，他們並根據自己的專業在論壇上分享創業經驗。這個

論壇是孵化器的一部分，作為該地區各個老年企業家的持續促進者和支持小組。未來，

這些人可以成為新手企業家的導師。通過這種方式，並將進一步推廣高齡創業。 

然而，此實驗中不能忽視所面臨的障礙。從社會角度來看，這個計劃提供一個成

功經驗。但在面臨創業過程中，高齡者經常面對自我年齡歧視，高齡者猶豫參與這樣

一個計劃，除非專業人員克服了高齡者對於自我年齡歧視的問題。此外，與老年人就

業能力有關的傳統觀念也會阻礙潛在的老年企業家。從經濟角度來看，高齡者較不願

意承擔不可預見的費用和資產損失的金融風險，或者當新的風險投資需要首次投資需

要籌集資金時，這些風險可能會阻礙老年人的創業活動。 

因此，研究中建立創業平台，為潛在的老年企業家創造一個支持框架。就個人而

言，它應該維持自我滿足和自我效能感。從經濟角度來看，雖然老年人往往比年輕人

擁有更多的積累資產，有更多的機會投資創業活動，但新企業難免有虧損因此 好提

供充足的財務流入和額外收入。在業務增長的同時，可以為其他人提供就業機會，促

進區域經濟發展。 

(四)中高齡創業與社會關係 

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反應是「積極老齡化」政策，旨在提高老年人的就業率，提

高退休年齡，並提及他們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務。人口老齡化將對

創業發展和「銀經濟」的興起產生影響，促進針對老年消費者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的開

發和營銷。中高齡者創業可以產生許多積極的結果，例如降低老年失業率、增加老年

人的社會融合、通過新的創新型創業公司、僱用老年人的人力和社會資本來增強經濟

的創新能力。創業行為會帶來更高的個人價值和社會效益，而不是選擇以前的雇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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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雇主。例如，高齡者將從創業中獲得自尊，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

高齡企業家的經驗將幫助、引導和激勵年輕一代。高齡者的知識和能力是初創企業所

需要的，若通過大學、政府和行業的聯繫，幫助中高齡者創業，不但改善高齡者失業

問題，而且還將通過提高生產力，改進做法，創造新產業和提高國際競爭力，來影響

整個外部環境和經濟帶來國家社會的經濟效益（Teemu, Seppo, & Erno, 2011；Marc, 

Murat, Nathan, & Etienne, 2016；Pilková & Rehák, 2017）。 

伍、結論與建議 

由於臺灣人口結構逐漸邁入高齡化，影響勞動市場中工作者的年齡結構；臺灣中、

高齡人口是潛在巨大的人力資源。即將邁入高齡社會之際，隨著平均壽命的延長及退

休年齡的提早，大約有 8 成以上的中高齡人口是健康或尚能從事職場工作者，如何善

於運用中高齡的人力資源，並協助其活躍老化，突顯這個議題的重要。 

一、高齡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性 

現階段全球面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少子化帶來了高齡人力運用的急迫性，高齡

者的創業能力提高了高齡者的生產力，並連帶影響國家的經濟。然人力資源的可貴在

於潛能的充分開發，若能及時把握運用中高齡人力資源，則其所產生的應有的價值是

未可限量的。為減少閒置人力資源的逐漸喪失其原有的能力與價值，唯有前瞻性有計

劃的與適時的運用人力資源，避免時間差的不利影響，創造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在

目前，政府鼓勵創業，卻把大部份的資源投入在青年創業中，但高齡社會的特質就是

高齡者勢必成為未來重要人力資源，因此，政府不能只依賴年輕一代，而政府則需要

將重點轉移到為發展創業環境做出貢獻的退休人士。若沒有完善政策來多加利用高齡

者人力的資源，將對國家經濟造成莫大的影響，較少數量的年輕人必須承擔照顧老一

代，必造成巨大成本負擔。因此，政府應建立健全高齡創業政策，審查福利制度，提

供高齡者友善的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讓退休人員可充分掌握許多關於創業的信息，

以及商業機會，並為他們媒合合適的產業是急迫去正視的問題。 

二、創業精神、創業意圖與創業教育對於高齡創業者的影響 

目前台灣關於高齡創業相關文獻甚少，國外的文獻中也大多以高齡者創業精神與

創業意圖為主要研究方向。在綜合以上文獻中發現，，因此，高齡創業家精神在當今

經濟中的重要性已是毋庸置疑的。高齡者的創業精神是他們擁有更豐富的創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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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驗，智力和社會資本，工作年限，年齡和職業技能不單單影響企業家行為，而是

也有助於創業行為。而影響高齡創業精神的原因包括：提供充足的政府支持計劃（政

府計劃）、鼓勵自力更生和個人成功的文化（文化和社會規範）、意圖是創業精神的

佳預測因素（個人創業意圖）。高齡退休人員必須有激情才能創業，與年輕人相比，他

們在創業方面有時間限制。因此，沒有激情，幾乎不可能冒險投資。企業家精神可以

被認為是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助立。政府不應該放棄適當健康的退休人員，因為由於

大多數人在退休後 20 年左右仍然會活躍，如果把他們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加入創新的

方式，長遠發展高齡企業家精神應被視為國家經濟戰略之一。而高齡者創業意圖多以

自我實現和經濟為主要原因，政府如何有效引導提高高齡者的創業意圖並轉化為實際

的創業行動，將是未來在制訂相關創業政策方案時可關注的重點之一。相關單位可以

通過參加研討會，會談，加入商業協會，與經驗豐富的人交流，甚至訪問企業進行研

究。 重要的是，退休人員必須有激情才能開業。與年輕人相比，他們在創業時有時

間限制。因此，沒有激情，幾乎不可能冒險投資。如何提高高齡者創業意圖與創業精

神便是不可或缺也更值得研究的部分。 

三、政府對於高齡者政策建議 

政府對企業家精神的關注不應該僅僅關注年輕人，退休人員應被納入創業計劃的

新焦點和優先事項。年輕一代非常渴望工作，但沒有激情和能力成為企業家，把握所

有的機會。因此，作為退休計劃的一部分，政府應該尋求方法，向退休人員或退休人

員提供創業資訊。政府機構可以為老年人設計低成本甚至自由的創業培訓和論壇計

劃。對於那些有想法但沒有足夠的知識的高齡者，做技能或開辦企業，編寫商業計劃

的必要培訓及學習財務管理，熟悉具有商業啟動程序。與年輕一代相比，學習可能要

慢一些，但政府可以設計一些適合老年人的策略和學習技巧，該政策幫助提高對退休

人員的創業活動的認識。擁有企業孵化器或學徒計劃也可以幫助正在退休年齡的企業

家通過創業活動來保留並瞄準他們的市場，包括有技能和興趣開展業務的高齡者。社

會應確保個體經營融資不歧視老年企業家，鼓勵有經驗的中高齡者參加指導或輔導活

動。加強企業、政府和大學之間的聯繫，促進產業和學術研究的合作與轉型，積極鼓

勵和支持老年知識型員工將專利成果和技術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

為老年知識工作者創造有利和有利的環境，老年人的潛能將得到充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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