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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資本兩項非常重要的特徵。許多研究已經發現教

育和健康之間的具有正向的關係，但是這種關僻、的因果型態和相互影響

因素可能相當複雜。除了教育以外，本文嘗試探討在職訓練與過量教育

對健康的影響。

本文使用二階段遞迴模式估計中學老師的教育對健康的效應。在使

用自我描述的健康狀態數據下，本文實證發現中學教師工作成就感對健

康的影響是確定和重要的，教育水準對健康無顯著的影響，在職訓練亦

無顯著結果，學校教育無法被證明對健康有生產效率。過量教育的虛擬

變數對健康機率值亦無明顯效果。

關鍵字:教育適量性、學校教育、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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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是人力資本的內涵之一，人們花費在身體疾病的預防、治療和健身鍛煉

上的費用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人力資本理論興起和發展的幾十年後，工作者的身

心健康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健康問題的產生，會影響工作者人力資本的質量，從而

影響人力資本的收益。工作者健康問題給公司行號造成的負面包括缺勤離職、人際衝

突，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下降，工作效率下降，內部的合受到影響等(張序， 2006 )。

國內已有許多相關研究探討健康知識、行為、狀況、指標、衛生保建、醫療服務等議

題。由於相關統計資料的不易取得因素，對於健康投資、教育與健康的關係'缺乏有

系統的研究，使得人力資本理論探討，出現相當部分的闕漏。

許多研究發現一國經濟成長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來自於國民健康水準的提高

(Barro, 1997) ，這項發現，提供了人力資本主張有力的佐證。教育除了可以直接創造

生產價值外，也有助於提高個人健康的認知與行為，提高生產效益，文獻上大多肯定

教育對健康之正向價值，而且在不同年齡、種族、性別間有相同的結論(Arendt， 2005;

Berger & Leigh, 1989; Gros品sman， 1972; Kenkel, 1991; LIe叮ra船s

學術爭論仍處於方興未艾階段，需要更多實證分析就各國情形比較之。

除了上述學校教育與健康之間的論爭外，另外一個文獻上較少考量的問題是不同

程度的教育對健康是否有影響，此即教育的適量性問題。過量教育與薪資報酬、工作

配合研究已討論多時，文獻相當多 (Hart嗯， 2000) ，至於其如何影響個人健康，個人

是否會因為不適量之教育產生對工作之不滿足，進而影響其健康狀況，是一個可以探

討的議題。目前中學教師進修蔚為風潮，中學教師具有碩士以上學歷者比例大為提升，

高學歷的影響效果，已開始引起學者的注意，本文擬由學歷影響健康狀況面向來探討，

利用調查資料觀察學校教育年數、過量教育等對中學教師健康狀況的實質影響。

本研究利用問卷收集方式，取得中學教師關於健康的各種資料，包括身體健康(生

病)狀況、學歷、年資、在職教育等資料，探究健康因素與教育的關係'以便瞭解中

學教師教育對健康現況的影響，建立我國教育與健康狀況互動關係研究之統計方法，

為將來相關研究提供理論與實證基礎。

貳、文獻探討

傳統上人們認為健康問題屬於醫學與公共衛生的範疇，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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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健康問題的形成與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心理等因素有著十分密切的因果關係。

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健康保障是純粹的投入和消耗。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 Schultz 建

構了人力資本理論，以及 80 年代內生成長理論 (endogenous growth the。可)的興起，

使我們可以以人力資本的視野來探討健康和健康投入(曾永清，2007) 。理論模型之

建立始於 Grossman (1972) ，他認為健康是人類一種自然需求，作為個人效用的一個

變數，健康受到學校教育與其他投入之影響，良好的健康投入才能產生持續的最佳健

康狀態，教育將導致健康存量增加，所以教育與健康具有正相關。後續學者大致依循

Grossman做法，將健康視為效用增加項目，透過教育之效益與成本考量，來追求最佳

健康狀態。上述理論建構後，均利用實證方法加以驗證。

關於學校教育如何影響健康，學者間有不同的解釋。第一種看法認為教育具有生

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 。因為教育可以直接提高人們醫療知識，增加個人對自

己健康情形瞭解並善加利用相關技能來照顧自己，因此在既定的健康投入量下，可以

獲得較高的健康產出(Grossm妞， 1972) 。學者以教育作解釋變數，分別以血壓、自我

描述( self-reported) 工作能力、生病情況、藥物治療與生活型態等作為健康狀況，以

不同年齡層人們的動作行為作為健康狀況來觀察不同年齡階段之健康情形，估計發現

兩者具有顯著正相關，且有因果關係 (Berger & Leigh, 1989; Gi11eskie & Harrison,

1998)。第二種看法認為教育具有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 。教育使人們對於

健康投入方法有更好的選擇，人們會選擇較有效率的投入，改善自己的健康。例如調

整生活作息、調整飲食習慣、降低吸煙次數、改變飲酒數量、增加運動時間與其他有

益健康行為(如國人練氣功)等，進而促進個人健康 (Arkes ， 2003; Hammand, 2003;

Kenkel, 1991)。第三種看法認為教育可以提高心理能力與文化素質，使人較能處理環

境與社會帶來的壓力，生活較有彈性也較愉快，教育具有提高心理素養的功效

( Hammand, 2003 )

綜言之，由於資料、健康的操作型定義、統計模型衡量方法等各有不同，學者間

對教育與健康關係有不同的結果。由此可知影響健康的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情形是複雜

的，對健康影響亦是多元的，因此需要以理論與實證來持續驗證彼此的關係。

過量教育文獻方面， Duncan 和 Hoffman ( 1981 )建立了過量教育( over-education)

的開創性實證研究，他們將實際接受的教育水準和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準間加以區

分，據此差別確定了過量教育研究的三個核心概念:過量教育、適量的教育和教育不

足。國外文獻大多以實證研究為主軸，透過總和資料進行過量、適量與不足教育投資

報酬率分析或教育年數變化，藉之觀察過量教育之影響，實證上紛紛發現過量教育的

薪資所得報酬率有下降的趨勢(曾永清，2007 ; Hartog, 2000) 。過量教育與健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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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Johnson 和 Johnson C1999)研究美國中西部工作者兩期資料發現，在橫斷面資

料中，超過工作所需教育標準的工作者，其健康情況較差，但是跨期分析上則兩者不

顯著。 Wirz 和 Atukeren C2005) 以 probit 模式方法，利用 stress-illness 關係證實工作

者在一個存在過高教育程度環境下長期工作，容易導致健康情況變差。國內目前則無

相關文獻。本文透過資料收集，可以觀察過量教育對健康的實際影響，並比較教育年

數值與過量教育的不同效果。

參、研究設計

一、抽樣方法與問卷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於 2007 年 10 月至 12 月起時間以問卷調

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問卷之抽樣按照中學數比例隨機選取 50 所學校，總計發出 1000

份問卷，總計回收到l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50.1% '其中國中教師 378 份，高中教師

123 份。回收之所有問卷經過篩選後，剔除問卷題目之基本資料部分一題以上未回答

者，視之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計為 46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46.5% 。

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自述健康狀況、學歷與進修資料部份，包括性別、任教

學校、教學年資、學校行政職務、薪資所得水準、工作成就感、在職訓練時間、自認

擔任本職教師所需教育程度等，問卷經專家效度分析與前後預試後，並經因素分析與

信度分析 C Cronbachα>0.85 )後定稿。本研究藉由性質相同行業對象(教師)進行個

體分析，可以避免行業特徵被總合資料給予平緩現象，有助於呈現觀察對象真實統計

關係，且可運用於其他產業上，以瞭解各該產業過量教育的生產效益。

二、統計模式與變數內容

(一)棋式設計

本研究以二元 logistic 方程式估計各項解釋變數對健康狀況的影響，方程式設定為

Pr (H=l) = F (α。 +α1 E+ 2 Ojt+α3 0E +α4 Ach+ LαjXi+μ)

exp (xα) / (1+ exp(xα»
、
‘
，
/

••
I/

s﹒
‘
、

式中 'H 為健康狀況、 E 為學校教育，是以實際教育年數代入， Ojt 為在職訓練，

Ach 為個人之工作成就感， OE 為過量教育'2: αi Xi 為個人特質解釋變數項目。 Fe.)

為累積機率函數 C cdf) ，在二元 10git模式中，可以用 exp (xα) / (1+ exp (xα» 方式表

示 'xα 為各變數向量式。μ 為本式之隨機誤差項，服從常態、分配。上式取分對數值，

得到 10gi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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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H=I) /1- Pr (H=l»=α。 +αlE+ 的 Ojt+ 叫 OE+α4 Ach+ :E糾糾 +μ (2)

本研究以兩階段遞迴 (two-stage recursive) 方程式估計學校教育與健康狀況的聯

立影響，如以單一迴歸式估計，由於兩變數間存在內生性問題，會相互影響，在不確

定影響變數間方向與效果前，這種方法求解，將不可能得到真實的結論 (Groot & van

den Brink，2004) 。學者認為兩階段遞迴方法可以得到教育與健康兩變數之正確關係

(Arkes, 2003;Berger & Leigh, 1989) ，本研究循此方法估計。根據前述相關文獻內容

及研究需要，本文建構之統計模式包含健康方程式(2) 式與教育方程式(3)式，教

育結構式(structural form) 為:

E= 戶。+戶lW+恥 OE+恥Care +戶4JH +ε (3)

(3)式是文獻上常用的函數型態，用以表達教育與相關變數之關係'式中 W 為薪資

水準、 Care 為教學年資、 JH 為國高中虛擬變數， ε 為上式之隨機誤差項，服從常態分

配。 E (ε) =0 ' E (εjf:i) =泣， E (ε向) =σ元，峙。兩階段的第一階段先驗證教育的

解釋關係'包括薪資，過量教育、教學年資、國高中學校等內容，第二部份將教育預

測值代入健康式以觀察彼此關係。文獻證實教育是健康的解釋變數，本文嘗試探討兩

者正向結果在台灣是否成立。

(二)變數操作捏定義說明

1.健康狀況 (H)

問卷設定之排序量度以 1 (極易生病)、 2 (易生病)、 3 (少生病)、 4 (不生病)、

5 (從不生病)的順序來呈現，係由教師自行認定自己的健康狀況(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但是由於沒有通過平行線檢定 (test of parallel lines) ，因此本文擬將l 與 2

合併 '3 至 5 合f井，採取binary logit model (BLM) 來分析，健康與否各以 H=l 與 H=O

表現。文獻上學者各採用兩種方法取得資料，例如Arent (2005) 以 5 等量度作為主要

健康數值，並以 ordered logit model 分析， Arkes (2003) 利用 probit 模式來估算 H=l

與 H=O 健康情形， Berger 和 Leigh( 1989)分別使用血壓與自我描述的健康狀況來分析，

Gil1eskie 和 Harrison ( 1998)係以優、佳、尚可、差等 4 種量度表示健康機率。我們取

得 BLM 模式結果後，即可比較各個解釋變數係數與顯著|生差異。不過合併量度的作

法，可能失去使用樣本的效率性( efficiency) 。二元 logistic 模式轉換成 logit 模式， logit

模式的基本形式和probit模式相同，差異在於累加機率分配函數為logistic函數，和probit

模式一樣是屬質因變數迴歸模式的一種，均可以求出事件發生與否之機率。 logit 模式

之優點為可解決自變數非常態的問題、所求得之機率值落於O 與 l 之間、模式可適用

於非線性的情況，均和 probit 模式一致，其實證效果大多優於probi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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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教育 (E)

以中學教師填寫之實際取得教育年數代入，這是一個連續變數。經由 (2) 式可以

判知學校教育對健康之影響，我們係以教育預測值來表示，這是由生產效率面觀察教

育如何影響教師的健康狀況 (Adams ， 2002; Berger & Leigh,1989; Grossman, 1972) 。

3. 在職訓練( Ojt)

文獻上甚少觸及在職訓練(on-the-jobtraining) 與健康之間的關係，既然教育與健

康已獲驗證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我們亦想瞭解在職訓練是否亦具有相同的效益?在職

訓練是學校教育的延伸，其與學校教育在專業理論與實務上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而

且在職教育通常會影響工作者目前的工作表現績效與所得，直接影響其在職場上的身

體與心理健康，僅觀察學校教育的效果，將可能出現統計上低估與遺漏變數現象，如

果教育對健康有統計上的相關，可以合理地推論在職訓練亦具有類似關係。

4. 過量教育 (OE)

本文以虛擬變數處理，操作性定義是以Hartog( 2000)自我評估法( self assessment,

sa) 來界定過量教育，亦即由教師自己主張擔任現職工作所需要之教育年數，這是文獻

中常見的一種界定過量教育的方法 (Duncan & Hoffman, 1981 ;Sicherman, 1991 )。若

教師實際教育年數超過自認擔任現職所需要之教育年數時，其值為 1 (OE=l) ，末超

過時，其值為 o (OE=O) ，虛擬值設計的目的是要避免此數值與教育年數產生共線性

問題。第二階段時，則以工作分析法(job analysis, ja) 之過量教育值帶入，本法乃運

用有系統的評估方法，判斷各專業職業工作所需之教育程度，以避免兩階段重複使用

相同變動的模型錯置。

5. 成就感 (Ach)

成就感進入迴歸式作為解釋變數乃是要呈現教育可以提高心理素養的概念，教育

使個人有較高的成就感，能使自己保持較佳的心理狀態，進而有助於身體健康

(Hammand, 2003)。本文按問卷設計之排序量度 5 (非常好)、 4 (良好)、 3 (尚良

好)、 2 (不好)、 1 (非常不好)順序呈現，係由教師自行認定對教學工作的成就感

;rr4
Jι

6. 其他變數

薪資變數 (w) 。以中學教師實際獲得之薪資額來考量，這是一個加總值，包含

教師之薪資，行政、導師與其他加給等。性別變數項，男性設為1 '女性設為0 。教學

年資變數以實際年資計入。行政職務項，有擔任行政職之教師，其值為1 '無擔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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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者，其值為 0 。國高中教師別，高中教師設為卜園中教師設為 0 。

表 1 樣本特性之描述性統計

變 數 樣本特性 次 數 百分比

女 211 45 .4
性別

男 254 54.6

國中 342 73.5
國、高中

高中 123 26.5

1-5 197 42 .4

6-10 121 26.

11-15 69 14.8

教學年資 16-20 34 7.3

21-25 16 3.4

26-30 20 4.3

30 以上 8 1.7

16 282 60.6

17 14 3.0

18 86 18.5

教育年數 19 51 1 1. 0υ

20 28 6.0

21 2 .4

22 2 .4

有 73 15.7
行政職務

無 392 84.3

非常良好 9 1.9

良好 161 34.6

健康狀況 尚可 176 37.8

不好 115 24.7
非常不好 4 9
非常高 28 6.0

I日司 158 34.0

成就感 尚可 175 37.6
不高 87 18.7

非常不高 1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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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相關性分析

表 2 呈現主要變數間相關情形。由表中可知，性別與教學年資、健康狀況成反比，

亦即樣本中女老師的年資與健康，均比男老師為佳。教學年資與成就感則出現負相關，

反應出可能的教學倦怠感，當然其中因果或混淆關係，有待更多的分析。成就感與健

康狀況成正相關，在遞迴方程式中亦獲得相同結果;成就感與在職訓練也存在正相關。

在職訓練與教育年數成反向關係'兩者替代關係似乎隱然呈現，不過需要更確定的分

析。過量教育是以教師自行評估的虛擬值表示，過量教育與在職訓練是反向關係，取

得較高學歷的老師，認為所學超過其教學所需要(過量教育)時，參與在職學術活動

的時數明顯減少。

表 2 主要變數相關係數

\\\ 1世 8U 教學年賀 成就感 在職訓練 教育年數 健康狀況 過量教育

性 別

教學年資 -.099*

成就感 .061 -.1 88**

在職訓練 -.063 -.016 .150**

教育年數 .005 -.014 -.004 -.1 91 **

健康狀況 -.129** -.082 .231 ** .054 -.049

過量教育 .025 -.036 .078 -.172** .839** -.040

言主 : **p<.OI ' *p<.05

二、兩階段遞迴分析

第一階段先對教育方程式之結構式以OLS 求解，求出解釋變數係數值與教育預測

值，次將教育程度預測值帶入健康式(2) 式中，再予估計，如此可求得具一致性與不

偏性的估計式。

(一)教育方程式

表 3 列出教育年數估計式，調整的R2
為 73%' P 值為 131 1.461 '有 1%顯著水準

(p=O.OOO) ， 具備線性解釋能力。 4 個解釋變數均對教育有顯著影響。各解釋變數允

差( tolerance) 均大於 0.7 以上， VIP 均小於1.4 以下，可以判定各解釋變數間不存在

明顯共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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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背景變數下，教學經驗(年資)與教育水準成顯著的反向關係。高中教師進

修情形較國中教師顯著，多出了 0.43 年。過量教育虛擬變數有正顯著效果 (p<O.O I) ,

當教師自己覺得教學需要具備高學歷時，他們似乎已採取實際行動來實現這項認知。

薪資與教育水準呈現正向關係，一般在丈獻亦獲得相同結果。本階段獲得的教育水準

預測值即可帶入健康式中，避免產生兩變數的因果互動對統計結果產生的干擾 O

表 3 教育迴歸式統計結果

教育水準

<nr

稱
一

名
-
a

-so轍
一
育
資
中

ι

一
教
年
高

量
學
、
資
數
「

過
教
國
薪
常

=
R
-
F一
註

B

2.553

-.018

.434

.065

15.945

SEB

.076

.007

.081

.025

.095

t 值

33.525**

-2 .488*

5.338**

2.646**

168 .468

73%

31 1.46**

(二)健康方程式

首先利用 logistic 模式觀察教育年數對健康的影響，以便建立一個精簡能擬合資料

且實用合理的模式。在模式建構完成後，須檢驗所建構的模式對樣本資料的適配程度 O

表 4 是對 logistic 健康模式之檢定。模式係數 Omnibus 係數檢定中 ， X 2
為 40 .1 07 '達

1%顯著水準 (p=O.OOOO) ， 表示此 logistic 迴歸預測模式達到顯著。概要百分比的數值

達 70%以上 (74.4%) ，表示此模式佳。 Hosmer- Lemeshow 檢定值為 2.2 12 (p=0.974)

未達顯著，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各個自變數所建立的迴歸模式適配度( goodness of

fit) 是理想的。從關聯強度係數而言(見表6) 'Cox-Snell 關聯強度值為 8.3% 、

Nagelkerke 關聯強度指標值為 12.2% '顯示自變數與應變數間有低強度的關係存在。

表 5 是健康與不健康狀況所得出觀察、預測結果分類情形，若以0.5 為預設值為分割值

( cut value) ，整體正確預測率為75.9% 。圖 l 是估計機率圖，由圖l 可見，該模式對

1 (健康)的預測是比較好的，多數的概率都在 1 (健康)附近，但對 o (不健康)的

預測不佳。



102 公民訓育學報第輯二十一輯

表 4 模式檢定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險定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步驟 40.170 6 .000
區塊 40.170 6 .000
模式 40.170 6 .000

步驟 l Hosmer 和 Lemeshow 檢定

2.2 12 8 .974

表 5 分類表

預 測 百分比修正

觀察 不健康 健康

不健康 14 105 11.8
健康 7 339 98.0

概要百分比 75.9

分割值為.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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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是以 logistic 模式之勝算值 (odds) 表示的健康狀況。低於 1%顯著水準下，

女教師與男教師性別、成就感係數值有顯著性。性別係數值顯著，女教師之健康情形

較男教師為佳，這種身體健康自我評估狀況，男教師似乎比女教師要較為保守。教師

工作成就感與健康情形成正相關，勝算值為 0.487'Wa1d 值為 12.638' 與Hammand( 2003 )

看法一致，自認教學上有成就感的教師，亦覺得較為健康，兩者相當一致，不過何者

為因、何者為果關係則有待進一步驗證。本研究教師成就感高低，除了教師主觀心理

素養外，可能與學校整體客觀環境亦有關，如果學校能協助教師提高其教學成就感，

對學校提高辦學效能有積極加分效果。

教育水準項教育的效益呈現不顯著的負值 (5%顯著水準) ，表示中學老師無論接

受教育水準如何，對自述的身體健康狀況均沒有影響，這或許是中學老師勞心甚於勞

力造成的效果。此結果與國外文獻發現不同 (Arendt， 2005; Berger & Leigh, 1989;

Grossman, 1972) ，但與陳世能、曾昭玲(2005)、 Gilleskie和 Harrison (1998) 顯著

負值的研究結果略相似。陳世能、曾昭玲(2005)對其模式的解釋，教育程度對健康

之生產效果 (productive effect) 不甚顯著，但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ect) 卻是顯著

負值，健康行為反而有負面影響，綜合效果即為顯著的負向。Gilleskie 和 Harrison

( 1998)發現在男性中，教育水準將降低最佳健康者的機率，而提高次佳健康者的機

率。本研究教育水準與在職訓練對健康不顯著影響，這是中學教師的計量結果。我們

認為，較諸國內外文獻的綜合性資料，若能利用資料探討單一職業別，例如醫師或金

融從業人員，或不同年齡層，則可能會獲得迴異於綜合性資料的結果。

接續上述的討論，若就職業別變異程度考量，模式中教育水準與健康關係於不同

職業間可能有很大差異，文獻間兩者有正向關係可能來自於不同職業別所造成，當然

此一推論需要更多實證分析方能驗證。陳世能、會昭玲 (2005 )認為變數衡量誤差

( measurement error) 亦可能是造成負值的原因。若以此觀點檢驗，本文衡量誤差可能

來自於自我描述健康問題與抽樣樣本值問題。Perri (1 984) 認為受訪者會有自我描述

的誘因 (incentives to misreport) 問題，他主張這種誤差與自我描述的誘因有關，受訪

者回答問題的答案與答案帶來的效應產生關聯，因此決定該如何回答顯得相當重要，

這將引導人們做出對自己有利的答案，因此往往形成錯誤的自我健康描述。例如不想

工作的人可能會為了獲得所得補助而聲稱自己健康不佳，導致錯誤的自我描述，但是

有工作的人就不會做出錯誤的自述。就本模式而言，健康狀況係以教師填寫之排序量

度數據表達，量度經合併處理，文獻上多有使用。研究者認為不顯著負值現象可能是

因為自我描述的健康狀態無法正確呈現真實健康情形，在沒有良好替代變數可供使用

下，無法避免將出現衡量誤差。若能以真實健康數據評估，結果可能更具實證性。至



104 公民訓育學報第輯二十一輯

於誤導性自我描述的誘因，教師均已有穩定的工作，他們不會有這種的誘因，所以此

一問題不大。因此若是存在衡量誤差，應該來自於抽取樣本或替代變數的問題。

在職訓練變數雖是負值，但不顯著，其對健康沒有顯著效應。 Becker ( 1974) 認

為在職訓練的人力資本包括一般性與特殊性類別，教師在職訓練比較屬於一般性的資

本，可以完全移轉到其他教學現場。人力資本認為在職訓練成效對工作投入具有的正

向影響，而員工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呈現正向效果，因此在職訓練最終影響工作績效 O

不過在職訓練對同為人力資本的健康效益少有文獻探討，本研究在職訓練對健康似乎

看不出有明顯影響。

過量教育對健康影響情形學者間有不同結論， Wirz 和 Atukeren (2005) 研究指

出有過量教育的人健康情況較差，而 Buchel (2002) 卻有不一樣結果，他發現過量教

育者健康情況較好，其係數值顯著。本研究則發現，過量教育虛擬值對個人健康狀況

出現不顯著影響，與 Buchel (2002) 、 Wirz 和 Atukeren (2005) 均不同，這意謂無論

是否取得較高學歷教師，面對教學負擔，自述身體健康不受影響，當然教師對健康狀

況真實性是否有所保則無法確知。綜言之，對於影響教師們健康狀況，教師的教育水

準、過量教育、在職教育時數等三個衡量教育狀況的因素，均無顯著差異 O

表 6 健康 logistic 式統計結果

(2) 式 BLM

B S.E. Wald

性別 且.720 .232 9.628**

行政職務 .500 .357 1.957

教育水準 -.246 .1 80 1.868

在職訓練 -.001 .005 .087

過量教育Ja .1 02 .153 .445

成就感 616 .125 24.467**
常數 3.636 2.958 1.511

對數概似 488.757

Cox & Snell R
2

8.3%

Nagelkerke R
2 12.2%

註 :**p<.OI' 可 <.05

本研究模式設計上，由於自評性健康樣本是虛擬變數而非連續變數，故利用兩階

段遞迴方法觀察教育水準對健康的單向影響，是屬於前述文獻第一種看法，探討教育

是健康主要因子的單向關係 O 如果欲反向觀察健康是否影響學校教育或者有其他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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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則需要具有連續性變數性質的健康狀況資料，如此就可以採用聯立方程模式方

法(例如 2SLS 法)同時求解教育水準與健康的相互關係'以解決內生性問題的爭議，

這將需要更完整的客觀性健康指標。

伍、結論與建議

健康是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本存量，無論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還是對勞動者個人的就

業和收入都具有很明顯的經濟意義。健康影響人力資本的生產，使一個人工作的時間

增多，工作效率提高，參與經濟社會的生產。一個健康的人才能正常的從事工作，享

受生活。健康具有內在的生產價值與外在使用價值。一個人的健康存量包括先天遺傳、

健康投資(預防和治療、體育、休閒)與行為選擇(吸煙、飲酒、心理調節和作息習

慣)。這三者中，教育會影響後面兩項，因此教育對健康帶來正面效益。但是教育是

知識和技能，不能代替健康，教育能否轉化成有益健康的因素，仍值得持續觀察。

關於教育與健康的研究大都獲得正向關係，不過以何種資料作為健康的替代變

數，使用動態或靜態資料，都會影響所得到的結果( Groot & Van den Brink, 1996)

對於兩者為何存在正相關則沒有一致的答案，學者間結果說法仍相當分歧。由於教育

與健康的研究需要長期資料來觀察相互因果關係'兩者長期變化方向與影響因素頗值

考量。雖然學者主張利用實證方法來得到兩者間關係，但是由於兩者間不穩定的內生

性問題，教育如何透過中介變數來影響健康，引起不同角度的討論(Groot & Van den

Brink, 1996) ，因而不同研究工具紛紛出現，期能為兩者關係找到合理的解釋原因。

本文運用自我描述健康狀況資料以遞迴方法進行分析，嘗試由教師職業別層面思

考兩者的關係。於健康狀況方面，本研究考慮了教育水準、在職訓練、過量教育三個

不同意涵教育變數對健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三個教育變數均無法通過顯著性考

驗，說明教育對健康的直接生產效率無法獲得證實，影響教師健康正向因素來自於其

他變數項。於過量教育方面，儘管文獻上有正負兩種不同的結果，本研究顯示其對健

康無顯著影響，這種額外的教育投資除影響薪資外(Hart嗯， 2000) ，並不影響個人健

康。

性別、成就感項對健康具有顯著係數值。女老師自認身體健康狀況是較佳的，成

就感具有顯著之正相關，說明了工作成就感較高的教師，健康情形亦較佳。

綜合言之，由本文對中學教師統計結果顯示，文獻中關於教育與健康的正向關係

並不能適用於所有職業中，不同職業、不同年齡可能有不同結果。人力資本理論將教

育、健康、在職訓練活動均視為人力資本構成項目，這三項增加代表人力資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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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帶動生產力的增加。教育與健康對個人而言，具有長期正向累積關係'這是可以確

定的，然而三者間相互關係如何，彼此影響因素文如何，則需要更多跨期資料追蹤觀

察，以獲得較為明確之答案。此外，本文資料是橫斷面資料，統計結果是呈現目前的

相關性，然而教育與健康間的相互關係，須要收集長時間動態資料來驗證，方能得到

更具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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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and health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apital.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found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education and health, but the patterns of causality and effects of factors

underlying these correlations are likely to be complex. Besides schooling, this

paper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on-the-job training and over-education

on health.

This paper uses two-stage recursive model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schooling on health. Using the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working achievement effect on health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schooling on health is insignificant, on-the-job training has the

same result, schooling cannot be proved to have a substantial productive

efficiency on health. Dummy variable of over-education appears to have no

measurabl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of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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