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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歷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檢視年金政策的歷史演進與變遷過程，試圖

從縱切面的時間序列，及歷史脈絡中，尋找制度環境對國民年金制度的影

響，發現其中制度變遷的「因果關係」及「路徑依賴」現象；並比較分



析，英國與台灣兩國年金制度變遷中的重要歷史事件與各行動者的選擇偏

好；從英國的變遷歷史汲取對台灣未來年金改革有利的參考經驗。 研究

焦點著重於英國與台灣兩國年金政策形成的原因與歷史脈絡，運用歷史研

究法推論、重建年金政策形成時的社會狀態與歷史圖像，藉由政策演化過

程的了解，說明問題與政策形成間的因果關係，並比較分析制度變遷中各

行動者的選擇偏好對制度變遷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包含以下兩大面向： 

一、 環境脈絡對年金制度建立的影響：包含政治文化及社會結構兩要素 

（一） 台灣政治文化對年金制度建立的影響因素有：1970 年代，「外交

挫敗」視為年金制度第一波變遷的偶發性因素，使國家角色從主動的規劃

管理（regulation）轉為被動的福利變革、1992 年，在野黨的年金選舉策略

視為年金制度變遷的第二波偶發性因素，使台灣的保險制度從階級對立轉

為全民福利。 （二） 英國政治文化對年金制度建立的影響因素有：1900

年代，自由黨推翻保守黨政權並實行福利改革，福利模式從殘補式朝普及

式靠攏、1946 年，貝佛里奇給付模式，引領英國年金政策朝私有化方向

發展。 （三） 台灣社會結構對年金制度建立的影響因素有：50 年代的特

權式保險進入 80 年代的政治力保險，視為「制度造成的權力不對等」給

予年金制度發展的第一波回饋、80 年代的政治力保險進入 90 年代的年金

保險，視為「制度發展下型塑的權利不對等關係」給予年金制度發展的第

二波回饋。 （四） 英國社會結構對年金制度建立的影響因素有：1908 年

自由黨推翻保守黨政府，視為「制度造成的權力不對等」給予年金制度發

展的第一波回饋、1942 年「貝佛里奇報告書」的出現，視為「經濟結構

累積出的階級利益團體」給予年金制度發展的第二波回饋。 二、 行動者

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的關係：包含政黨與民間團體兩行動主體之選擇偏好 

（一） 台灣政黨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早期國民黨主政的年金政策較局

部的、零散的、殘補的、選擇式的社會福利取向、民進黨則依循舊有制度

的路徑發展，加以黨團特有的組成方式，形成多版本年金制度。 （二） 

英國政黨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保守黨強調市場機制，希望由私部門扮演

更多的給付角色，建構與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工黨與自由黨則重視較多的

國家責任，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普及式的年金給付。 （三） 台灣民間團體

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企業或是勞工對於國民年金的想法是以維護自利的

角度著眼，思考國民年金的制度設計是否增加財政負擔或是剝奪給付額、

社福團體則重視國家功能的發揮，強調社會保險的精神。 （四） 英國民

間團體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TUC 偏好工黨的主張，年金政策應走向國

家介入、消極的年金私有化、CBI 偏好年金私有化，讓社會的貧富差異交

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本研究，透過對年金制度的演進過程，比較台灣與

英國年金制度的變遷路徑，了解不同國家之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及各行

動者選擇偏好，在制度演進的歷史脈絡中發揮之影響，參考英國的年金變

遷歷史，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展望包含以下三點： 一、 擴大承保對象，解

決小國民年金之風險。 二、 整併現有津貼，兼顧既有權益保障。 三、 設

置獨立監督與審議機制。 完善老年社會安全體系之建構，台灣還有一段

很長的路要走，其他各國的年金改革方向或許值得借鏡，但考量國情間的

差異，相信並不能一體適用；受制於繼承、選擇的機制，制度必定產生變

異，未來，台灣年金制度的變遷是可以預見的；如何從政策面檢討、經濟

面分析、成效面調查，甚至教育面的宣導都是未來可以著力的研究面向，



建構國家、市場、家庭皆贏，三者共同負擔的社會安全體系。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

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3 

壹、 研究目的...........................................3 貳、 研究問

題...........................................4 第三節 名詞解釋............................................5 

壹、 年金...............................................5 貳、 國民年

金...........................................5 參、 經濟安全...........................................5 肆、 

新制度主義.........................................5 第二章 理論基

礎............................................7 第一節 新制度主義..........................................7 

壹、 制度的定義.........................................7 貳、 制度的發

展.........................................8 參、 新制度主義的緣起...................................9 

肆、 新制度主義的分類..................................11 第二節 歷史制度主

義.......................................14 壹、 歷史制度主義的內涵................................14 

貳、 歷史制度主義的特徵................................15 第三節 制度變遷與路徑依

賴.................................16 壹、 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16 貳、 

制度變遷的種類....................................24 參、 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

遷............................26 第四節 相關文獻整理.......................................27 壹、 台

灣年金政策分析相關文獻..........................27 貳、 英國年金政策分析相關文

獻..........................30 第三章 研究方法...........................................33 第一節 研

究方法...........................................33 壹、 歷史研究法........................................33 

貳、 歷史比較分析法....................................34 參、 政策分析

法........................................37 第二節 研究架構...........................................38 

壹、 研究架構..........................................38 貳、 研究工

具..........................................39 第四章 英國與台灣國民年金制度介

紹.........................41 第一節 英國國民年金制度歷史背景...........................41 

壹、 低收入戶老人津貼階段（1908-1924 年）...............45 貳、 老年年金制

度奠基階段（1925-1945 年）...............45 參、 全民皆年金階段（1946-1960

年）.....................46 肆、 導入所得相關年金階段（1960-1997

年）...............46 伍、 推動創新方案階段（1998～至今）....................46 第二

節 台灣國民年金制度歷史背景...........................48 壹、 50 年代到 80 年代－

特權式保險........................49 貳、 80 年代到 90 年代－政治力保

險........................50 參、 90 年代到現在－年金式保險..........................52 第五

章 英國與台灣國民年金制度比較分析.....................70 第一節 環境脈絡對制

度建立的影響...........................70 壹、 政治文化..........................................70 

貳、 社會結構..........................................81 第二節 行動者選擇偏好與制度方

針的關係.....................87 壹、 政黨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88 

貳、 民間團體選擇偏好與制度方針........................98 第六章 結

論..............................................108 第一節 研究發現..........................................108 

壹、 環境脈絡對制度建立的影響.........................108 貳、 行動者選擇偏好

與制度方針的關係...................114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

議....................................119 壹、 研究限制.........................................119 貳、 研



究展望.........................................120 參考文獻.................................................125  

參考

文獻 

外文參考資料 Adami, Roberta ＆ Gough, Orla（2008）. Pension reforms and 

saving for retirement: compar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aly. Policy studies, 29

（2）, 119-135. Araki, Hiroshi（2002）. Pension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policy transformations of pen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pp.1-21）. Conference paper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2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 Atkinson, A. B.（1991）.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pen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Schmaehl, W.（ed.）, The future of the basic 

and the supplementary pension schem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1992 and 

beyond（pp.117-134）. Nomos Verlagsgesllschaft：Baden-Baden. Attanasio, 

Orazio P ＆ Rohwedder, Susann（2003）. Pension wealth and household saving: 

evidence from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5）, 1499-1521. Baugh, W.E. （1983）.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ervice（4th ed.）. London：Macmillan. Blake, David （2003）. Pension 

schemes and pension fun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noli, Giuliano ＆ Powell, Martin A.（2004）. One third way or several？

In Lewis, J. ＆ Surender, R.（eds.）, Welfare state change：towards a third 

way？（pp.47-6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noli, Giuliano 

（2000）.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J. (199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J. (1995). Mechanism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bricolage. In Magnusson, 

Lars ＆ Ottosson, Jan（e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ath dependence

（pp.10-32）.US: Edward Elgar. Coase, Ronald H.（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Claude, Menard （ed.）,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pp.3-6）.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Crawford, Sue E. S., Ostrom, Elinor（1995）. 

A grammar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3）,582-599. 

David, Paul A. (1994). Why are institutions the carriers of history? :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2）, 205-220. Daykin, Chris

（2002）. Contracting-ou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partner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pension plans.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14（1）, 23-

36. Dilnot, A. W. ＆ Kay, J. A., ＆ Morris. C. N.（1984）. 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Oxford：Clarendon Press. DiMaggio, Paul J. ＆Powell, Walter W. eds.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nitto, Diana M. （1991）. Social welfar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Disney, R, 

Emmerson, C ＆ Wakefield, M（2001）. Pension reform and saving in Britai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7（1）, 70-94. Evans, Eric J. （2004）. 

Thatcher and Thatcherism.UK：Rout ledge. Fawcett, Helen（1995）. The 

privatization of welfare: the impact of parties on the private/public mix in pension 

provis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8（4）, 150-169. Fawcett, Helen.（1996）. 



The Beveridge strait-jacket: policy form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old ag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0（1）, 20-42. Field, Alexander James (1981). The 

problem with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ritiqu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rth/Thomas Model of pre-1500 Europe. Explan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8(2), 174-198. Gilbert, Neil ＆ Terreel, Paul （1993）.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Boston: Allyn & Bacon. Goetz, Klaus H. ＆ Philip, George（2000, 

31 August-3 September）. Transferring good governance to emerging democracies: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Gough, Ian ＆ Wood, 

Geoffrey W. （2004）. 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context.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nville, Brigitte ＆Mallick, Sushanta（2004）. Pension reforms and saving 

gai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7（2）, 123-136. 

Hall, Peter A. ＆ Taylor, Rosemary C. R.（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7. Hill, Michael （1990）. 

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Hill, Michael （1997）.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ldershot：Edward Elgar. Hill, Michael （2007）. 

Pension. Bristol：Policy Press. Hodgson, Geoffrey M.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37（1）, 85-97. Immergut, 

Ellen M.（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26（1）, 1-34. Jones, Tim（2009）. A pension for all: pension reform in 

the United Kingdom. Rot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nsion management, 2

（2）, 42-48. Liebowitz, Stan J. & Margolis, Stephen E. (1995).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1), 205-

226. Lindberg, Leon N.＆Campbell, John L.＆ Hollingsworth, J. Rogers (1991).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gnusson, Lars, Ottosson, Jan ＆ Rizzello, S.（1997）. The micro foundations of 

path dependency. In Magnusson, Lars ＆ Ottosson, Jan (e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ath dependence（pp.98-118）. US: Edward Elgar. March, James 

G. ＆ Olsen, Johan P.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Free Press. Nesbitt, Steven （1995）. British pension 

policymaking in the 1980s：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e policy community. 

Aldershot：Avebury. Nijhuis, Dennie Oude（2009）. Rethinking the Beveridge 

strait-jacket: The Labour party, the TUC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uperannuation.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0（3）, 370-395. Oesch, Daniel（2008）. 

Stratifying welfare states: class differences in pension coverage in Britain, 

Germany, Sweden and Switzerland. Swiss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533-554. 

Orloff, Ann Shola （1993）.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Orloff, Ann Shola（1993）. The role of state form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s: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i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880s-1930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8, 3-44. 

Peters, B. Guy （1999）.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Wellington House. Pierson, Paul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Quadagno, J. S.

（1984）. From poor laws to p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age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62（3）, 417-446. Reid, I. （1989）.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Britain. 

London：Fontana. Rizzello, Salvatore. (1999）. The endogenous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 market for "lemons" according to Hayek’s legacy.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7（1-2）, 13-41. Ross, Fiona（2000）.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new partisan politics of welfare. Governance, 13（2）, 155-133. Rushefsky, Mark 

E. （1990）.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Grove, Calif.: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 Schotter, Andrew （198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lze, Isabelle ＆ Moran, 

M.（2006）.United Kingdom：Pension politics in an adversarial system. In 

Immergut, Ellen M.（ed.）, The handbook of western European pension politics

（pp.49-9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 (195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63（2）, 129-

138. Skocpol, Theda (1980).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9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kocpol, Theda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pp.356-

39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mo, Sven ＆ Thelen, 

Kathleen ＆ Longstreth, Frank （1992）.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Gooby, Peter（2005）. UK pension reform：A test case for a liberal 

welfare state. In Bonoli, G. ＆ Shinkawa, T.（eds.）,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pp.116-136）.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Taylor-Gooby, Peter, Larsen, T. ＆ Kananen, J. （2004）. Market 

means and welfare ends：The UK welfare state experimen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3（4）, 573-592. Taylor-Gooby, Peter, Larsen, Trine, ＆ Kananen, 

Johannes（2004）. Market means and welfare ends: the UK welfare state 

experimen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3（4）, 573-592. Thane, Pat （1996）.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Turner, John （1992）.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Great War : coalition and conflict, 1915-1918.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Macmillan. Veblen, T. 

(1919).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uebsch. Waine, Barbara（2006）. Ownership and security: individualized 

pensions and pension poli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hange, 10（3）, 321-337. Whiteside, N.（2003）.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 Clark, G. L. ＆ Whiteside, N.

（eds.）, Pension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redrawing the public-private debate

（pp.21-4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Graham K. (1990). 

Interest groups. Cambridge, Mass：Basil Blackwell. Wong, J. (2001). Democracy 



and welfare: health polic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中文參考資料 Babbie,Earl

（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李美華譯）。台北：時英。（原著於 1986

出版） Esping-Andersen,Gosta（1999）.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古允文

譯）。台北：巨流。（原著於 1990 年出版） Gould,Arthur（1997）.資本主

義福利體系（吳明儒、賴兩陽譯）。台北：巨流。（原著於 1993 年出

版）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04）。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十週年特刊－老盟的誕生、未來展望。台北：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

盟。 內政部經建會 a。96 年我國所得分配與因應對策。檢索日期：2008

年 8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epd.gov.tw/dn.aspx?uid=5925。 內政部經建

會 b。台灣人口統計－民國 50 年至 145 年。檢索日期：2009 年 9 月 4

日。取自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2631&key=&ex= 

&ic=&cd=。 王光旭（2001）。制度、網絡與政策產出－台中工業區聯外

道路案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所。 

王季云（2002）。我國退休金制度與老人經濟安全保障之探討。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 王增勇（2000）。誰代表老

人發言？台灣老人福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載於蕭新煌、林國明（主

編），台灣的社會福利運動。台北：巨流。 王麗容（1991）。老人制度

相關理論與國外制度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55，18-27。 王耀生

（1997）。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文化。 田國興（2003）。我國政風機

構組織設計之研究－新制度主義之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

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朱雲漢（1994）。政黨競爭，衝突結構與民族鞏

固：二屆立委選擇的政治效應分析。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擇學術研討

會。台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 朱雲漢

（2000）。90 年代民主轉型期經濟政策制定的效率與公平性。載於朱雲

漢、包宗和（主編），民主轉型與經濟衝突。台北：桂冠。 朱敬一、楊

建成、胡勝正、黃定遠（1994）。國民年金對財政收支之影響。臺灣經濟

預測與政策，25（2），35-68。 行政院內政部（2000）。國民年金政策分

析。台北：內政部。 行政院內政部（2004）。國民年金法草案進度報

告。台北：內政部。 行政院內政部社會司（1999）。內政部八十八年度

研究報告─國民年金保險與相關津貼救助制度配合之研究。台北：內政部

社會司。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國民年金保險制度整合規劃

報告。台北：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余漢儀（1991）。少年問題與少

年福利法制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經建會經設法規研究報告。 吳庚

（1993）。韋伯的政治理論及其哲學基礎。台北：聯經。 吳明儒

（2007）。台灣整體社區照顧系統初探－社政觀點。社區福利的時間方法

與開發：市場化的相關課題探討。少子高齡社會的福祉政策之實踐與發

展：台灣、日本的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 李易駿

（2005）。臺灣地區國民年金規劃之探討－新社會風險觀點的初步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4），715-760。 李英明（2005）。新制度主義

與社會資本。台北：揚智文化。 李瓏（2001）。由國外年金制度私有化

改革趨勢看我國國民年金之規劃。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財政

研究所。 李明璁（1996）。國家機器，政治轉型，與社會福利─以「老

人年金」議題之發展(1992~1995)為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清華大學社會



人類學研究所。 周麗芳（2000b）。國民年金財務制度之選擇－我國金財

務模型與模擬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2（2），197-235。 林洸民

（2002）。新制度主義的迷思：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分析。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林桂香（2003）。我國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法規範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巨流。 林萬億

（2005）。1990 年代以來臺灣社會福利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

刊，109，12-35。 林萬億、黃玫玲（2000）。我國國民年金制度的規劃。

社區發展季刊，91，17-29。 林國明（2000）。平等主義與社會團結的幻

影？新政府國民年金政策的困境。對新政府社會福利政策的建言學術研討

會。 林萬億（2000）。社會抗爭、政治權力資源與社會福利政策的發

展：一九八 0 年代以來的台灣經驗。載於蕭新煌、林國明（主編）。台灣

的社會福利運動。台北：巨流。 邱燕君（1998）。台灣戰後老年經濟安

全政策之歷史分析 : 國家與社會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 金耀基（1997）。中國政治與文化。台北：牛津大學

出版社。 柯木興、林建成（2007）。淺談英國年金改革對 IPOD 世代的影

響。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檢索日期：2009 年 4

月 13 日。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2/2113。 胡佛（1998）。政治學的

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 胡婉玲（2001）。從

新制度主義論歐洲議會職權之變遷。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中

山學術研究所。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

世紀智庫論壇，16，86-95。 胡康大（1997）。英國政府與政治。台北：

揚智文化。 徐廣正（2002）。我國國民年金制度之規劃與評析。政大勞

動學報，12，373-394。 高岱（2005）。英國政黨政治的新起點：第一次

世界大戰育英國自由黨的沒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民年金制度

規劃工作小組（1998）。國民年金制度初步規劃結果簡報。台北：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 國民年金制度規劃指導小組（1999）。國民年金制度

規劃報告簡報（修正版）。台北：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張津鳳

（2009）。論政黨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礎－基於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的研

究視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4，28-32。 張雪真譯（1994）。歐美國

家年金制度。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張馨文（2004）。政治民主化與台

灣國民年金的制度選擇：歷史制度論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 莊文忠（2003）。制度研究：「新制度論」觀點

比較與「後現代制度論」的發展。理論與政策，16（4），15-44。 莊正中

（2007）。檢視百年歷程、省思改革經驗：談英國公共年金制度的啟示。

勞動保障雙月刊，14（5），24-29。 許文彬（2006）。路徑依賴理論：文

獻回顧和發展前沿。廈門：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 許玉君

（2000）。是福利國家？還是愚人天堂？—談「國民年金」制度。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許振明、周麗芳、何金

巡、林建甫（2000）。國民年金與政府財政負擔。財稅研究，32（2），

1-40。 郭承天（2000）。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收錄於政治學報特輯，

p.171。 陳秉瑋（1987）。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 陳琇惠（1997）。

初探老年經濟安全新策略─保險、救助及津貼整合之研究。社會學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刊，1（1），161-199。 陳琇惠（2004）。游移不絕，進退維



谷─台灣國民年金制度建構政策過程之評析。台灣社會福利學會年會暨

「快樂兒童、活力老人、健康社區─建構台灣社會福利的新願景」國際學

術研討會。 陳敦源（2001）。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

點的方法論檢視。行政暨政策學報，3。 陳敦源（2001）。臺北市政府接

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臺北市：研考會。 陳雲中、王靜怡

（1995）。我國國民年金保險財務處理暨其基金運用與管理之研究。保險

專刊，39， 58-100。 陳麗春（2007）。從新制度主義觀點探討全民健保總

額支付制度。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陳

聽安（2003）。國民年金制度。台北：三民。 傅立葉（2000）。老年年

金，政黨競爭與選舉。載於蕭新煌、林國明（主編），台灣的社會福利運

動。台北：巨流。 傅立葉（1993）。台灣社會保險制度的社會控制本

質。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39-64。 曾中明、姚惠文、鄭貴華

（2007）。我國國民年金之規劃歷程。社區發展季刊，116，11-27。 曾明

發（2000）。漸進式實施國民年金制度之規劃研究（下）。立法院院聞，

28（8），頁 84-96。 曾明發（2000）。漸進式實施國民年金制度之規劃研

究（上）。立法院院聞，28（7），頁 99-110。 黃福良（2005）。我國國

民年金制度之政治運作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

研究所。 黃德福（1994）。「政黨競爭與政治民主化：台灣地區政黨體

系的新挑戰」。選舉研究，1（2），199-220。 楊明璋（2000）。我國國

民年金制度政策規劃過程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 楊瑩（1992）。英國社會安全制度之重要改革及不同措

施之研究。台北：國科會。 楊瑩（1993）。英國老年年金制度的重要改

革。保險專刊，32，81-86。 楊瑩、詹火生編譯（1994）英國社會安全制

度－改革與現況探討。台北：勞工保險局。 葉崇揚、施世駿（2008）。

Beveridge 遇見 Bismarck－英國與德國年金制度的變遷。新世紀社會保障制

度的建構與創新：跨時變遷與跨國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107-135）。嘉

義：台灣社會福利學會。 董安琪、江豐富、劉克智（2001）。國民年金

永續經營財務決策初探。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31（2），35-66。 詹火生

（1994）。先進國家年金保險制度－英國年金保險制度。台北：內政部。 

詹火生、柯木興、林建成（2003）。檢視英國政府年金改革計畫——兼述

台灣建構年金制度的省思。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分析。檢索

日期：2009 年 4 月 13 日。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3/3486。 詹宜璋

（1997）。由風險觀點探討老年經濟安全與保障。社會學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刊，1（2），3-38。 道格拉斯．諾斯（1990）。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

績效。上海：三聯書局。 劉義周（2001）。解嚴後台灣政黨體系的發

展。載於中央研究院台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體制的變遷：解

嚴後的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劉賢雄

（2004）。日本國民年金制度之探討及其對台灣國民年金制度之啟示。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蔡明哲（2005）。台灣

國民年金政策規劃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鄭建琪（1996）。英國國民年金制度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賴兩陽（1999）。選舉對老年年金政策形成

的影響分析。載於詹火生、古允文（主編），新世紀的社會福利政策。台

北：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閻照祥（1999）。英國政治制度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 龍冠海（1963）。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臺灣大學

社會學刊，1，1-12。 薛曉源、陳家剛（2007）。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台北：五南。 謝明瑞（2001）。臺灣國民年金財務規劃模型之研擬。商

學學報，9，287-313。 謝明瑞（2004）。國民年金制度之比較。華人經濟

研究，2（1），86-105。 謝俊義（1999）。新制度經濟學對當代行政改革

之啟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謝讓鴻

（2004）。我國菸酒專賣制度之研究－歷史至度的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鍾佩珍（1995）。臺灣老年年金

制度政策形成過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 簡士偉（2004）。從台灣地區政權輪替論政治文化之發展。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 

論文

頁數 
133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0/6/16 

轉檔

日期 
2010/06/2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646027 2010.6.16 14:07 125.232.142.232 new 01 495646027 2010.6.16 14:17 

125.232.142.232 new 02 

異動

記錄 

C 495646027 Y2010.M6.D16 14:18 125.232.142.232 M 495646027 

Y2010.M6.D16 14:19 125.232.142.232 M 495646027 Y2010.M6.D16 14:21 

125.232.142.232 M sowo2988 Y2010.M6.D16 14:21 125.232.142.232 M 

495646027 Y2010.M6.D16 14:24 125.232.142.232 M sowo2988 Y2010.M6.D21 

8:54 140.136.129.12 M sowo2988 Y2010.M6.D21 8:54 140.136.129.12 M 030540 

Y2010.M6.D21 9:31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1 9:31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1 9:45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1 9:45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6.D21 9:48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2 15:15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10.M6.D22 15:15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10.M10.D5 11:05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10.D5 11:05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