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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估計不同教育年數對於中學老師生產力的影響效果。

一般文獻多以總合資料探討這個議題，然而不同行業間教育年數對生產

力影響可能並不相同。本文使用教師自行評估的橫斷面調查的數據，以

多元迴歸模式來檢驗教育年數對教學效能的直接影響，以ordered logit

和 logit 模式測試教師多個面向的態度變數，作為他們生產力的替代變

數。結果顯示過高教育水準的教師對他們的工作感到不滿意、有較低的

事業成就感、比較不願意參加在職訓練和更高的轉換工作可能性，但是

於教學效能上則在教師間沒有明顯的差異，教學效能四個觀察指標均有

相同結論。

關鍵字:教育年數、生產力、教學效能、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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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內的大學教育，近十年來在數量上快速擴增，使教育內涵從傳統的菁英教育轉

變為大眾化的教育，校院家數、學生畢業人數增加(曾敏捷、賴人豪， 2003 : 219) ,

人才培育與教育資源議題也引起許多討論，大學學歷不再是找到工作的門票(蕭霖，

2002) 。就教育供給的面向觀察，大學教育數量的發展已漸趨飽和，擴充限度已引起

學者廣泛注意(曾敏捷、賴人豪， 2003 : 218) ，資源配置上教育事務也不能不考慮投

資與報酬間的關係(蕭霖，2002) ，如何尊重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避免教育資源的

不當使用及人力供需的失衡，對社會產生外部成本的衝擊(顏敏娟、葉秀珍，1997 :

38) ，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重要課題。高等教育擴張對勞動市場產生向下擠壓效應，

影響就業的供給，原本要進入藍領勞動市場的人力資本，因為獲得大學學歷，而進入

已競爭激烈的白領勞動市場(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 ，這種現象在各行各

業中逐漸成型。

由教育需求的面向觀察，大學教育在增長的過程中，如果產業需求與就業供給之

間產生不平衡，這種現象如果無法透過勞動市場供需的調整來改變，教育性失業

( educated unemployment) 的情形將會發生，勞動市場呈現出「高學歷、高失業」的隱

憂，教育年數合宜性問題引起大家的注意(曾敏捷、賴人豪，2003 : 218) 。研究指出

過量教育( overeducation)是一個長期的持續問題(Hart嗯， 2000; Sloane, Battu &

Seaman,1999; Tsang & Levin, 1985) ，無法改善，不過亦有研究認為這種現象只是短暫

性變化，可以隨著人力經驗累積與職業流動，改善高學歷、高失業情形(林祖嘉，1996;

Sicherman,1991; Tsang & Levin, 1985) 。過量教育對人力資本影響，引發學術界論辯，

至今仍未有定論(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 2005 : 70) 。

教育對生產力的發展有沒有直接關係'是大家關切的焦點。篩選理論認為由教育

而來的知識與技術，不能真正提高勞力素質與生產力，文憑代表擁有者的能力，只是

一種篩選的媒介，使其能享有較高的收入。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理論認為學校

教育與專業知能沒多大關連，教育程度越高，所得到的文憑越佳，代表所受到的上層

文化之薰陶越深，也就越能為上層精英所接納，越可能取得上層職位與高報酬。亦即

教育所代表的是文化資源，而非人力資本，教育擴充與專業學識技能、生產效率提高

並沒多少關連，不能促進經濟發展(黃毅志， 1998) 。由於國內教育與生產力相關文

獻不多，本文擬利用中學教師探討生產力的議題。

目前國內中學教師進修蔚為風潮，透過教學碩士班或者出國進修取，教師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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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後薪資福利增加，吸引不少教師進修，使得目前中學教師具有碩士以上學歷者比

例大為提升，就知識經濟發展言，教師充實專業知能，可以滿足知識更新之時代需要，

但就教學意願與方法而言，是否取得更高學歷即能提升教學品質，尚有疑慮?或者降

低工作意願，亦有可能，目前國外已有類似之研究報告出現 (Tsang， 1987; Hersch,

1991) ，可見此一問題存在的可能性。

本文冒在探討中學教師進修碩、博士學歷後，教育年數與生產力間之因果關係與

這些關係間共通性或個別性，瞭解個人生產力等教學品質是否顯著提昇?是否如研究

顯示有健康不佳 (poorer health status) 、缺勤( absenteeism) 、高度工作不滿意 (job

dissatisfaction) 、想轉換工作 (turnover) 等負面狀況 (BUche1， 2002; Tsar嗯， 1 987) ?

本文利用調查資料追蹤生產力內容包括教學效能(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工作滿意度、

成就感 (job achievement) 、參與在職訓練意願(on-the-job training) 、轉換工作誘因

等身心指標。

貳、文獻探討

一、適度、過量與不足教育研究課題之發展

文獻上探討這一課題時是以適度、過量與不足教育三種情況同時討論，稱之為

ORU (over-, required, and under- education) 分析 (Hart嗯， 2000)。國外相關文獻可追

溯自 Berg ( 1970) ，他指出過量教育者比非過量教育者有較低的生產力，因為他們會

覺得目前工作單調無趣、缺乏動機(Tsang， 1987:239) 0 Freeman (1976) 發現 1970

年代美國大學畢業生正面臨就業機會減少與薪資報酬下降之困境，而其主要原因並非

外在經濟因素造成，乃是勞動供需失調所致。一方面政府高科技人才需求下降，使謀

職不易;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資數量不變，使人才有過剩現象。當然Freeman 承認大學

教育提供其他非貨幣利益，學生得到好的學歷，不只工作與所得能獲得改善，也同時

得到一般教育好處(蕭霖，2002) 0 80 年代之後，相關研究逐漸增多，意見相當分歧，

根據學者的文獻，本文將過量教育的研究歸納為三方面分別說明。首先是評估各國適

度、過量與不足教育的比例，並進行跨年比較，藉之觀察過量教育靜態與動態變化。

這部份的研究須先確立研究對象或產業之過量、適度與不足教育的定義與決定因素

( Duncan & Hoffman, 1981; Sloane, Battu & Seaman, 1999) ，方能估算嚴謹的比例值，

一旦根據該模式確定了適度教育年數後，超過此教育年數即視為過量教育，低於此教

育年數為不足教育，因此正確地定義適度教育年數非常重要。過量教育的不同模式設

定，會產生不同的估計值與結論，因此需要檢驗不同時點、不同產業下適度教育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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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度，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 (2005 )、蕭霖 (2002 )、 Hartog (2000) 均嘗試提

出不同模式帶來的差異，比較估計值高低差異。使用定義式處理方法存在一些問題，

例如 Kiker ， Santos 與 de Oliveira (1997) 即提醒大家注意工作者行業與職務亦會產生

分析的差異，而且這些具排他性的定義式僅估算實際量度，忽略相同教育水準間的異

質性( heterogeneity) ，對於適度教育的要求是以獲得該項工作或者完成該項工作，也

無法有明確規範o 在實際估計值上，Hartog (2000) 歸納多位學者研究結果發現，各國

適度教育約在 60%上下，美國約為 45% '英國與荷蘭適度教育則有上升現象，西班牙

相關研究結果與荷蘭相同，而葡萄牙有較低的29%適度教育水準o Verdugo 與 Verdugo

(1 989)估計美國的過量教育達 11%之比例，而 Duncan 與 Hoffman( 1981) 、 Sichennan

(1 991 )認為甚至高達 40% 。

在得知過量教育存在的事實後，學者開始朝兩個方向思考，一為解釋過量教育形

成的原因;二為過量教育可能帶來的影響。丈獻上建構不同的模式來說明過量教育的

原因，例如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過量教育是個人對於能力、工作經驗等方面不足的一種

補償現象( Sichennan,1991) ，教育與工作經驗具互補性O 配合理論(matching the。可)

認為這是工作者自己的選擇，過量教育代表他們有資格勝任更高職務的工作，目前的

不匹配僅是短暫的現象，不久他們將尋找合適的工來改善不配合情形，因此過量教育

者會有工作調整與移動 O 工作競爭模式 (job competition model) 則認為擁有高教育水

準者較易取得有利的競爭順序，較能說服雇主優先錄用他們，他們可以降低公司的培

訓成本 (Ru恤， 2003; Sloane, Battu & Seaman, 1999; Tsang & Levin,1985) ，過量教育是

長期現象 o 這些學理的爭辯，多透過實證方法加以驗證。

過量教育帶來的影響可以區分為過量教育對薪資報酬高低與對生產力影響兩部

份 o 於估算教育水準之報酬率上，實證方法大致係就Mincer ( 1974) 人力資本薪資函

數略加修改，來估計過量、適度與不足教育年數投資報酬大小，並觀察其他解釋變數

與薪資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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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教育

的報酬率高於過量教育，適度教育有最佳的投資效益，而不足教育的報酬最低 (Cohn

& Khan, 1995; Daly, BUche1 & Duncan, 2000; Kiker, Santos & de Oliveira, 1997;

Rumberger, 1987; Verdugo & Verdugo , 1989) ，結論大致強調適度教育的重要性。

就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傳統理論認為教育會帶來生產力的提升，有助於一國經濟

成長，這種新古典看法並未獲得大多數的支持，工作競爭與工作篩選模式(job

screening) 認為過量教育對個人生產力具有反向效應(Tsang & Levin, 1985) 。由於生

產力不易直接觀察，丈獻上係以就業者的態度變項為替代變數來衡量 (BUche1， 2002:

p .264) ，例如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缺勤頻率、轉換工作情形、參與在職訓練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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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者認為由於過量教育產生的挫折感，使得接受過高教育者各態度變項呈現反向

效果，因而降低工作生產力 (BUche1 ， 2002; Tsang, 1987) 0 Berg ( 1970) 、 Hersch

( 1991 )、 Tsang (1987) 、 Tsang ， Rumberger 與 Levin (1991) 、 Verhaest 與 Omey

(2003)發現過量教育者有較低的工作滿意度與職業企圖，因此生產力較低。於在職

訓練上， Alba-Ramirez (1993) 、 Hersch (1991) 發現過量教育的工作者較不願意參加

工作訓練， Groot (1993) 指出學歷配置恰當的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機率最高而低學歷

者參與在職訓練機率最低，無法證實過量教育與職訓練間存在互補或替代關係。Kiker，

Santos 與 de Oliveira ( 1997) 認為教育與工作經驗、在職訓練間可以相互替代或補償。

高水準教育工作者以教育替代了工作經驗與在職訓練，低教育工作者則以工作經驗與

在職訓練來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從而不同教育的人會有相同的人力資本，可以做相

同的工作。 BUche! (2002) 分析德國廠商得出過量教育者有較多機會被挑選參與公司相

關訓練，因此在職訓練參與率高，此結果與美國的研究結果不一致。 Verhaest 與 Omey

(2003)亦發現過量教育者有低的訓練參與率，低學歷者結果不確定。綜合言之，文

獻關於過量教育與工作者行為其有反向效應之假設獲得了證實，認為公司對於過量教

育者須承擔相當程度的雇用風險(BUche1， 2002; Tsang & Levin, 1985) 。

除了使用替代變數外， Tsang (1987) 率先使用產量值來估算生產力，以 1981-1982

年的生產函數估計產量變化，研究發現支持原先的假設，即過量教育與產出有顯著的

負相關，顯示每增加 1 年過量教育，公司產出將減少 8.35% 。他並以工作滿意度為被解

釋變數，以過量教育、性別、白黑人等為解釋變數，來尋找造成生產力下降的原因。

上述國外交獻多以總合資料探討過量教育對生產力影響議題，然而不同行業間兩

者關係可能並不相同。因此本文使用中學教師行業的橫斷面調查數據，以不同模式來

檢驗過量教育對生產力的直接影響。

二、國內文獻回顧

我國有關之研究，主要以觀察ORU教育(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或勞動低度利用)比

例變化與 ORU 教育之薪資效果兩個方向進行。顏敏娟、葉秀珍(1997)以邏輯迴歸模

型得出不相稱是顯著的。王昭蓉(1999)發現樣本高教低就率高達到.20% 。曾敏捷、

賴人豪 (2003 )利用邏輯迴歸式得到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改善、失業率機率無差異的結

論。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 (2005 )以常用之標準差法與自我評量兩式估算不相稱

數值差異，研究兩者有否高估或偏誤情形，基本上仍屬於過量模式比較分析。蕭霖

(2002)治襲Hartog (2000) 方法，利用標準差、泉數與半標準差模式，分析ORU教

育問與薪資所得之關係。曾永清(2007)建構 3 個估算式，發現適度教育有較佳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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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報酬約為 3%-4%間;過量教育薪資報酬各為 1.6% 、1. 1% 、 -4% '無論用何種方

法估計報酬均偏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工具設計

(一)抽樣方法

本文以台灣地區中學教師為對象，以問卷調查取得資料，問卷採取分層隨機抽樣

方式，按照比例數隨機選取的所國中、 20 所高中，發出問卷共 1000 份。回收之問卷

經過篩選後，剔除問卷題目任一題以上未回答者，有效問卷國中教師計 342 份、高中

教師為 123 份，共計 465 份。抽樣時間為民國 94 年 3 至 4 月間。

(三)樣本持性

本文採取國、高中等學校教師合併資料，觀察教師過量教育的影響效果，實證結

果可以作為未來國內總體或個別產業生產力研究之基礎。中學教師雖有相同薪倖制

度，但是其薪資將會因為是否兼任行政主管、擔任級任導師、學術研究費、超支鐘點

時數等因素而差異。而教師教育水準高低對工作滿意度、成就感等相關態度變數則有

明顯的差異性，不完全受薪偉因素影響，因此可以使用統計方法推論教育年限與教學

效能、相關態度變數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聯性。

本文係以全國中學教師為母群體，按教育部統計資料隨機抽樣，有效資料中國中

老師有 342 份，高中 123 份，各占 73.5% 、 26.5% '女老師 297 份，男老師 168 份，各

占 64% 、 36% '有無擔任行政主管人數各為 73 與 392 人，有無擔任導師人數各為 196

與 269 人，分布地區北部 158 份，中部 124 份，南部 122 份，東部 61 份，另外平均教

學經驗為 9，04 年，平均年齡為 34.61 歲，平均教育年數為 17.01 年，各相關因素均納入

分析使變數更具解釋能力與代表性，以瞭解其影響效果。

(三)變項定義與解釋

1.生產力

生產力在管理上定義為衡量生產活動投入的資源與產品或服務的產量之間的關

係，其投入資源與產出結果均須求算，以便呈現真實生產力，然而不是每種行業能將

投入資源與產品量化，例如技術品質增加、顧客服務品質提升等皆是，因此生產力的

意義與估算會因產業不同特性呈現多樣化的內涵。生產力叉可區分為公司整體(學校)

或工作者個人(教師)生產力，本文以探究教師個人生產力為範圍，將生產力定義為

是人的一種能力，包括人的技能、智力、知識、心理狀態等。依教學原理(黃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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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教師之直接生產力包括教學方法技巧、教學教材、教學內容、師生互動等的

教學效能提昇，因此以教學效能指標來衡量教師直接生產力，以態度變項為替代變數

來衡量不易直接觀察的行為部份(Buchel， 2002, p.264) ，包括工作滿意度、工作成就

感、參與學術活動意願、轉換工作情形等四項，來衡量教師間接生產力。

表 1 樣本特性之描述性統計

變 數 樣本特性 次 數 百分比

性 別
女 297 63.9

男 168 36.1

校 別
國中 342 73.5
高中 123 26.5

1 年以下 2 0.4

1-5 195 42.0
6-10 121 26.4

教學經驗
11-15 69 14.8
16-20 34 7.3

21-25 16 3.5
26-30 20 4.5

30 年以上 8 2.5

行政主管
有 73 15.7
証 392 84.3
有 196 42.2

導 師

無 269 57.8

16 282 60.6
17 14 3.0
18 86 18.5

教育年數 19 51 11.0
20 28 6.0
21 2 0.4

22 2 0.4

過 量
有 138 29.7
鈕 327 70.3

不 足
有 87 18.7
無 378 81.3
北部 158 33.98

地 區

中部 124 26.67
南部 122 26.23
東部 61 1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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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

變 數 樣本特性 次 數 百分比

非常好 31 6.7

良好 173 37.2
滿意度 尚良好 157 33.8

不好 83 17.8
非常不好 21 4.5
非常好 28 6.0

良好 158 34.0

成就感 尚良好 175 37.6
不好 87 18.7

非常不好 17 3.7
O 小時 45 9.6

1-50 386 83.1

在職訓練
51-100 28 6.0

101-150 3 0.7

151-200 2 0.4

200 小時以上 0.2

表 2 教學效能之描述性統計

教學計畫

教材內容

師生關係

學習表現

最小值

5

最大值

25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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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度教育與過量教育

過量教育有不同的定義 (Rumberg缸， 1987; Verdugo & Verdugo , 1989; Sicherman,

1991) ，最常見的定義是由Duncan與 Hoffman ( 1981)提出，他們將實際接受教育水

準和工作所實需教育水準間加以區分，若個人目前的教育水準高於工作所實需的教育

水準時，稱為過量教育。 Tsang (1 987, p.239)擴大過量教育內涵，認為有三個含義:一

是指相較於歷史上較高水準，受教育者目前的經濟地位下降;二是指受教育者未能實

現其期望的事業成就;三是指工作者擁有比工作要求較高的教育技能(教育技能沒有

充分發揮)。本文認為適度教育是指就當時社經環境下，完成一項專業工作應具備之

主、客觀教育程度;就客觀而言，是指工作當時需要之基本教育程度;就主觀而言，

是指工作者自認可以勝任該工作之教育程度。依照 Hartog (2000) 分類標準'目前常

用的有工作分析模式(job analysis) 與工作者自我評估模式( self-assessment)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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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式通常使用各國人力運用調查的相關資料，判斷各專項職業工作所需之教育程

度。本文設計特色，係以教師完成該項工作所需教育水準來考慮，而非以獲得該工作

考慮，因此，本文所探究適度教育的測量方法為工作者自我評估模式，由工作者自行

認定擔任某一職業所需教育程度。這是一種由工作者直接認定的適度教育年數方式。

本模式亦稱為「主觀型 J (subjective type) 定義，在研究過量教育原因時，對接受教

育者參與教育之社經心理因素探討，提供一項重要觀察指標。Cohn與Khan ( 1995) 利

用總合動態所得資料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 、 Duncan 與 Hoffman

( 1981 )運用 5000 名美國工作者資料、 Sichennan ( 1991 )亦以 PSID 資料來分析薪資

報酬。這個方法會因受訪對象不同而有不同問卷設計。

表 3 彙整中學教師自認擔任現職所需適度學歷，國中教師認為勝任現職以大學畢

業為適度教育水準者仍佔多數，比例為 83.04% '認為需要碩士學歷者佔 16.37% '認為

需要博士學歷者僅為佔 0.59% 0 高中教師自評所需適度學歷情形則明顯提高，認為勝任

現職僅需大學畢業者降為 20.32% '比例大幅下降，認為需要碩士學歷者提高至

76 .42% '是國中教師的 4.6 倍，認為需要博士學歷者亦上升為3.26% '高中教師本身對

適度教育水準的要求高於國中教師。

表 3 教師自評擔任現職所需學歷

大 學 碩 士 博 士 4Eb3 計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國中教師自評擔任現職學歷 284 83.04 56 16.37 2 0.59 342 100
高中教師自評擔任現職學歷 25 20.32 94 76.42 4 3.26 123 100
A口 二三口t 309 150 6 465

(四)用卷設計與資料處理

本問卷包含基本資料、教學效能、工作滿意度、成就感、學歷與進修現況等內容 O

教學效能依相關理論共設計三十個題目，採用因素分析法取 elgen 值大於 1 者，獲得四

個共同因素，分別命名為教學計畫、教材內容、師生關係、學習表現等。

工作滿意度與工作成就感係由教師自評而得，次序量度 (ordered scale) 由 5 (非

常好)、 4 (良好)、 3 (尚好)、 2 (不好)至 1 (非常不好)排列。工作成就感與工

作滿意度實質內涵不同，本文分別考量，工作者可能滿意於日前高所得、穩定之教學

工作，但是成就感偏低，例如對部分取得更高學歷的教師而言，所學無法用於日前教

學上，工作沒有挑戰性，成就感相對較低，這種情形雖具個別性，但亦值得利用過量

教育模式觀察。此外，工作者也可能覺得工作具有前瞻性，面對不同程度學生，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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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法、教材均須有所調整，師生、家長間互動關係亦須重新建立，成就感高，但是

對於工作環境、人際關係、薪資所得不滿意，滿意度較低，由此可知成就感與滿意度

兩者需分別考量。

學歷與進修現況內容包括目前教育程度、認為國中、高中教師之適度教育程度為

何、是否想要轉換工作、參與學校教育訓練意願等項目。由教師自述擔任教師工作一

職所需教育程度，可以取得「自我評估法」所需教育年數，即為主觀型適度教育年數

值，由其個人實際教育年數減去該主觀適度年數，可以得到過量或不足教育值。

表 4 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求各主要變數之相關係數，其中教學效能四項變數彼此

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p <0.01' 工作成就感與工作滿意度亦有正的相關性 'p <0.01'

教育年數與過量教育虛擬值有正的相關，與不足教育虛擬值變數有負的相關'p <0.01 。

表 4 Speannan等級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任教 教學 教學計畫 教材內容 師生關係 學習表現 滿意度 成就感 學術 教育 過重 不足虛緩

學校 年資 時數 年數 虛擬

01

02 -.205**

03 -.156** .112*

04 -.097* 142** 664**

05 -.132** 137** .583** .617**

06 -.108* .152** .598** .635** .765**

。7 .578** -.103* .021 055 .079 .159**

08 .467** -.188** .045 .087 .057 .142** 806**

09 .122** -.015 .071 132** .088 110* .149** .150**

10 -.081 -.013 .070 .041 128** .105* -.024 -.002 -.191 **

11 080 -.036 031 .016 .088 .065 .060 .078 -.172** .841**

12 -.375** 154** 105* .123** .066 .048 -.191 ** -.179** -.013 -.298** -.312** l

*p < .05 ; **p < .01

二、統計方法說明

本研究擬探討過量與不足教育對教學效能、滿意度與成就感、參與在職訓練、轉

換工作意願的影響，這些變數為被解釋變數，使用不同統計方法驗證之，解釋變數係

以教育水準、過量教育虛擬值、不足教育虛擬值、性別、任教學校、公私立、教學年

資、北中南東地區等變數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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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效員長 3析

此處分別以四種教學效能指標為被解釋變數，欲檢定之迴歸模式設計如下式:

EFi士 α。 +αISch+α2DuOe+α3DuUe +α4EF j+αsEF k +α6EF， +yPI (1)

式中， EFi 分別為不同教學效能指標 ， 1 芋j 、 k 、 I ; Sch 為實際教育年數; DuOe 、

DuVe 為過量、不足教育虛擬值，實際教育年數 Sch 減去主觀適度年數之餘數，大於 1

時， DuOe 為 1 '其他情形 DuOe 為 o '實際教育年數減去主觀適度年數之餘數，小於 1

時 ， DuVe 為 1 '其他情形為 O;y 為其他解釋變數向量， PI 為對應係數。

(二) ~錯，走皮、成就感方析

模式設計分別以教師主觀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成就感等為被解釋變數，工作滿意

度部分係使用 odered logit model (OLM) 分析，排序量度由 5 遞減至 1 。因此 'y 值之

機率計算 (y=m)

Pr(Yi =m IXi) =F(rm - Xi~) 一 F ( rm - I - Xi~ ) (2)

將y值分別以 5 到 1 代入估算中。'[;為臨界值( threshold) ，通常設定'[;=0 '在

誤差值 μ 設定為對數分配情形下，μ 之平均數為 o '變異數為封汀，使用這種排序應

變數方法估計模式，進行係數與配合度分析。工作成就感亦是以OLM 方法估計，用最

大概似法求解，探討模型適合度問題。Buchel (2002) 、 Verhaest 與 Omey (2003) 係

以此種方法分析。

(三)參與在職訓練方析

以教師全年參與學術活動之時數為在職訓練參與程度，總時數值即為被解釋變

數，其他變數大致與(1)式相同，Buchel (2002) 、 Verhaest與 Omey (2003) 設計的

迴歸式為

OJR=α。 +αISch+α2DuOe+α3DuUe+α4TEF +yP2 (3)

式中， OJR 參與學術在職訓練之時數， TEF 為教學效能加總值，此為對應 y 的係

數。

(四)轉換工作，走願方析

本小節詢問教師未來希望至更高薪資水準工作任職意願以評估教師職場調整動

因，設定之題目包括是、否、不確定 3 部分，答是者以 1 表示，合併回答否、不確定

者為 o '採取 binary logit model 來分析。 Buche! (2002) 認為這部份可由兩方面呈現，

一是明顯的轉換意願'二是職業成功感受，前者為真實的意願表達，後者藉由目前成

就感評估可能更換誘因，本文將兩分開考慮，而結果仍可以相互比較。解釋變數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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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任職期限、行政職務、教育水準、過量教育虛擬值、不足教育虛擬值等 o logit 模

型的基本形式和 Probit 模型相同是質性應變數迴歸模型的一種，可以求出事件發生與

否之機率，差異在於累加機率分配函數為 Logistic 函數。

肆、實證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效能實證結果

表 5 呈現教學計畫與過量教育等變數相關性，判定係數 R2=53.3% 、 F值=34.128 、

p=O.OOO' 達到顯著水準'本迴歸式線性關係顯著。 5%的水準下行政主管變數項係數

為負，表示中學教師無擔任主管職務者較有時間從容完成進行教學規劃與設計，其教

學計畫表現較優。

表 5 教學計畫迴歸結果

自變數 係數 B 標準誤 t 值

性別 -.3191 193 -1.651

任教學校 -.3 12 .255 -1 .225

公私立 -0.072 .379 -.1 89

教學經驗 0.007 .012 .574

行政主管 -.671 * .268 -2.503

導師 .620 .063 9.769

教材內容 .182** .055 3.327
師生關係 0.075** .024 3.1 98

學習表現 0.031 ** .125 .240

教育年數 -.I ll .373 司.298

過量教育虛擬 .1 10 .268 .409

不足教育虛擬 .1 52 .1 94 .787

北區 .316 .303 1.046

中區 -.281 .310 -.907

南區 .121 .323 .376

Constant 6 .1 59 2.202 2.797
2

53.3%R

F 34.128**

**p<.OI ' *p<.05 '全 <.1

教育年數、過量教育虛擬變數、不足教育虛擬變數，三者均呈現不顯著狀態，顯

示了中學教師的教育程度多寡與教師教學計畫的編撰無顯著相關。教材內容、師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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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學習表現，三者均與教學計畫有顯著相關，意謂著教學效能各組成因素間彼此的

正相關，教師的教學效能四個主成分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連動關係。至於任教學校、

公私立校別、教學經驗、導師等各項變數均不顯著，與教學計畫無關。北、中、南、

東各區教師表現亦無差異。共線性部分，由於各自變數允差(即容忍、值)值均高於 0.26 ，

VIF 均小於 3.9 '教材內容、師生關係、學習表現三變數亦相同，故沒有明顯的共線性

現象，以下各迴歸式亦同。

教材內容與各自變數的關係由表 6 呈現之， R2值為 56.9% 、 F 值為 39.556 '迴歸

式呈現顯著線性現象。在教材內容的各解釋變數之中，教育年數與過量教育虛擬值均

與教材內容無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不足教育虛擬值有正的

係數值，意謂當教師覺得完成教學工作較有不足時，會自行收集資料改善教材，期使

教學內容更具豐富性。另外，導師變數項有負的顯著係數，擔任導師者似乎較無時間

充分準備良好的教材，提供其課堂教學。其它解釋變數則無顯著影響。

表 6 教材內容迴歸結果

自變數 係數 B 標準誤 t 值

性別 -0.045 .1 31 -.347

任教學校 .127 .1 72 .740

公私立 .228 .256 .891

教學經驗 0.005 .008 .635

行政主管 -0.063 .1 82 -.346

導師 -.457** .1 29 -3.541

教學計畫 .283** .029 9.769
師生關係 .147** .037 3.985

學習表現 0.079** .016 5.071

教育年數 國0.016 .085 -.1 84

過量教育虛擬 0.003 .252 .013

不足教育虛擬 .339f .181 1.875

北區 -.301 .204 -1.474

中區 -0.025 .210 -.1 24

南區 0.099 .218 .456

Constant -.615 1.500 -.4 10
2

56.9%R

F 39.556**

師生關係與自變數之間的顯著性由表7 來說明。由表中， R2值為 63.7% 、 F 值為

52.604 '本式亦具有顯著線，性關係。10%的顯著水準時行政主管的表現具正的顯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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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與教學計畫結果不同，中學教師擔任行政主管者，與學生接觸機會相對的多，也

比較願意與學生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導師變數亦呈現顯著的正係數，顯示擔任導師

的中學教師亦較願意發時間與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而在教材內容準備上就相對

不夠。

教育年數、過量教育虛擬值、不足教育虛擬值均呈現不顯著的狀態，此意謂了師

生關係的好壞與教師的教育程度無關。至於在區域別上，南部地區學校的師生有顯著

的負向互動關係，其他地區則無此現象。

表 8 乃在說明學習表現與自變數的關係。由表內可知教學計畫、教材內容、師生

關係三者均有正相關，而北部地區學生學習意願與效果較佳，其他自變數均呈現不顯

著的狀態 o

表 7 師生關係迴歸結果

自變數 係數 B 標準誤 t 值

性別 .127 .165 .770

任教學校 -.1 37 .217 -.632

公私立 -.1 03 .323 -.3 19

教學經驗 -0.007 nυ 11且自 -.074

行政主管 .4321 .229 1.889

導師 .3051 .1 64 1.856

教學計畫 .132** .040 3.327

教材內容 .233** .058 3.985

學習表現 .239** .017 14.1 17

教育年數 0.052 .107 .496

過量教育虛擬 .169 .318 .531

不足教育虛擬 -0.024 .229 -.108

北區 -.297 .257 -1.1 52

中區 -0.026 .264 -.102

南區 -.4751 .274 -1.734

Constant 4.252 1.880 2.262
2

63.7%R

F 5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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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學習表現迴歸結果

自費數 係數 B 標準誤 t 值

性別 -0.047 .382 -.1 24

任教學校 .102 .504 .201

公私立 -.470 .748 -.628

教學經驗 0.028 .024 1.162

行政主管 .160 .533 .300

導師 .410 .382 1.073

教學計畫 .294** .092 3.1 98

教材內容 .680** .134 5.071

師生關係 1.285** .091 14.1 17

教育年數 .1 18 .247 .478

過量教育虛擬 -.3 17 .736 -.431

不足教育虛擬 -.461 .529 -.870

北區 1.403* .594 2.362

中區 .851 .611 1.392

南區 .505 .637 .793

Constant -.692 4.383 -.158
2 64.7%R

F 54.893**

工作競爭模式認為，對於某一特定的工作而言，生產能力與薪資都是固定的，因

此就該職業中過量教育者與有適當教育水準職業者相比，他們的生產力是相當的

( Sloane, Battu & Seaman, 1999) 。這個看法將導致三種結果，其一是由於薪資是固定

的，以人力資本 Mincer 函數來估計過量教育的薪資效果時，必然有較低的教育報酬;

其二是由於參與該項職業者需要相同生產力，過量教育者與其他教育水準者有相當的

生產能力 (Rubb， 2003 , p.54) ，因此高教育水準相對生產力較低;其三隨著後來競爭

者教育程度提高，該職業的過量教育，情況將逐漸增加，不匹配情形會持續存在。由表5

至表 8 的統計結果顯示，教育年數值、過量教育均與教師教學效能無關，略與工作競

爭模式直接生產力結果相同。教師的教學效能與教師的教育程度不具有直接相關性，

亦即過量教育投資對直接生產力不具有實質效果，既不會提高教學績效，也沒有降低

教學表現，僅不是教育者會有補充教材內容的動機而已。觀察代表人力資本變數的教

學經驗項，可知其在4 個迴歸式中均不顯著，意謂著這部分的人力資本累增，不會提

升生產力。文獻中，Rumberger ( 1987 )、 Tsang (1987) 、 Tsang 與 Levin (1985)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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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過量教育與生產能力有反向效果，Tsang (1987) 已證實增加過量教育，將使公司

產出減少。

Buchel (2002) 則發現在較低技術工作中，過量教育工作者比起其同事，於工作

生產力有較高的表現。就兩篇文獻比較，發現過量教育者在低階的技術工作上，比高

階的技術工作有較佳的生產效益。

二、工作滿意度、工作成就感實證結果

本小節以 ordered logit 模式進行分析，為簡化表格，不列出各臨界值。表8 呈現工

作滿意度的實證結果。本文發現性別、公私立校別、教學效能、教育年數、過量教育

虛擬值、不足教育虛擬值，均具有顯著的關係。男性老師之工作滿意度低女性老師。

私立學校老師自我滿意度較高。教學效能總值與工作滿意度成正相關，教學效能相對

較高的教師對於工作越感覺滿意，然而是教學效能提高了工作滿意度，抑或工作滿意

度影響教學效能，兩者的因果關係有待進一步探究。

過量教育對個人心理產生影響，而在工作滿意度上尤其明顯(Bu汀尬， 1983 ; Tsang,

1987) ，在衡量教育水準與工作滿意度上，教師教育年數愈多時，工作滿意度愈低，

隨著教師受教育年數增加，似乎對其原有職務的工作狀況產生了不滿意的心理狀態，

如果這種結果在中學教師中普遍存在，則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過量教育虛擬值亦呈

現負的顯著機率，高於一般教育年數的機率，當教師自己覺得受教育程度高於擔任本

職的適度教育時，他對目前職務的滿意度將呈現下降趨勢。文獻中，Burris (1983) 研

究發現過量教育者通常伴隨著工作上的不滿意，白領階級工作者在面臨工作性質與教

育程度不同時，容易產生「地位恐慌J (status panic)現象(蕭霖'2002) 'Tsang (1987)

發現過量教育是顯著的且與工作滿意度呈現負相關，工作滿意度與產出是顯著的正相

關，因此過量教育有低的生產力。Tsang 、 Rumberger 與 Levin (1991) 以及 Hersch

(1 991 )發現過量教育的男性工作者有較低的工作滿意度與職業企圖， Verhaest 與 Omey

(2003)亦獲致相同結果。而Buchel (2002) 則發現過量教育者與學歷配置恰當的同

事相較，有較高工作滿意度，係數正而顯著。不足教育虛擬值則呈現正的顯著相關，

說明若教師自覺擔任本職所需適度教育高於其所受教育時，會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

教學經驗較多的教師可能因為授課自我要求高，工作滿意度相較為低，呈現負的

效應，其他變數均無顯著結果，擔任行政主管或導師於工作滿意度無差異。

表 10 為教師自評工作成就感與各自變數的關係。由表中可知公私立、教學經驗、

是否擔任導師、教學效能、教育年數、過量教育虛擬值、不足教育虛擬值等變數均有

顯著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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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作滿意度 ordered logit 模式結果

自 變 數 估計值 標準誤 Wald 值

性別
男 -.394* .1 88 4 .373

女 (=0 )

公私立
/ι\λJL -1.440** .345 17.388

私立 (=0 )

教學經驗
_0.02' .012 2.917

行政主管
擔任 -.1 28 .262 .239

無 (=0 )

導師
擔任 .250 .1 85 1.816

無 (=0 )
教學效能 0.031 ** .007 20.250
教育年數 自.393** .116 11.401
過量教育虛擬值 幽.896* .354 6.414
不足教育虛擬值 .788** .248 10.067

北區 .407 .293 1.932

區域
中區 0.095 .298 .1 03
南區 -.282 .3 13 .816

東區 (=0 )
-2Log Likelihood 1185.108

t 79 .209**
Pseduo R2 (Cox&Snel1) 15.7%

表 10 工作成就感 ordered logit 模式結果

自 變 數 估計值 標準誤 Wald 值

性別
男 -.297 .188 2.485

女 (=0 )

公私立
/ι1λ.JL -.961 ** .345 7.766

私立 (=0)

教學經驗 -0.046** .012 14.924

行政主管
擔任 -.3 12 .262 1.421

無 (=0 )

導師
擔任 .492** .187 6.932

無 (=0 )
教學效能 0.031 ** .007 19.769
教育年數 -.3 10** .116 7.069
過量教育虛擬值 -.769* .354 4.722
不足教育虛擬值 .711** .249 8.1 40

北區 .332 .294 1.276

區域
中區 -.258 .300 .744
南區 -0.043 .314 .020

東區 (=0 )
-2Log Likelihood 1160.882
χ 80.984**
Pseduo R2 (Cox&Snel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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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較多的教師工作成就度為負的效應，與滿意度相同，私立學校老師自我

滿意度較高，這兩類教師心理因素值得探討。導師變數項有正的機率值，擔任導師的

中學教師對於目前教學職務之心理成就較高，鼓勵教師擔任導師有其正向影響。教學

效能值較高的老師其工作成較感亦較高，這種關係如同工作滿意度一樣，其真實相互

關係有待追蹤。

教育年數變數項呈現負的顯著相關，接受愈多教育的老師對目前職務成就感較

低，再次說明教師在更高學歷上所學習的專業技能不一定能在目前的職務上發揮出

來，致使教師成就感偏低。同樣地，過量教育虛擬值也有顯著的負機率，當教師覺得

所受教育超過擔任目前職務所需時，所學末能充分運用，工作成就感自然較低。不足

教育虛擬值則有正的係數值，即當教師自覺所受教育低於適度教育時，反而有較高的

工作成就感 O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發現教育年數與過量教育會對中學教師產生相對不利的心理

態度，進而影響其教學生產力 (Buche1， 2002; Tsang, 1987) 。本文滿意度與成就感雖然

是一種靜態的時點觀察，但是其乃反應教師過去以來的心理狀態，長期下會影響教師

的教學效能。

三、在職訓練實證結果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取得，如正式教育、經驗、工作

年限、工作訓練等，工作者雖然教育年數低，但是可以擁有其他形式的人力資本，以

獲得相同的工作，產生所謂的可替代假設( Sloane, Battu & Seaman, 1999) ，這部分內

容學理上爭議較小。本小節利用複迴歸方法來探討教師參與在職訓練的意願，應變數

是教師年度參加與工作有關學術活動時間。表 11 呈現本實證結果 'R2=13.1% 、 F 值=

5.662 '其顯著水準。在行政主管變數項上，擔任主管的教師參與學術活動的意願相對

較高。公立學校教師參與較多的學術活動。在教學效能總值變數項上亦呈現正的顯著

相關，教學效能較高的老師比較願意參與各式學術活動。至於性別、教學經驗、導師

等變數項上的老師參與各種學術活動意願無顯著差異。

教育年數總值與教師工作訓練呈現負的顯著相關，這意謂教育年數與在職訓練間

呈現替代性的關係。當中學教師教育年數相對低時，他會以在職訓練的方式補足其專

業知能，反之當中學教師有較高學歷時，他會認為不再需要參與各種在職訓練。本研

究中，自覺學歷不足的教師亦是以增加學術活動方式來累積本身的人力資本。雖然過

量教育虛擬項為不顯著的負值，但由於教育年數具負的顯著性，仍可推論高教育水準

教師較不願意參加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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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參與在職訓練迴歸結果

自變數 係數 B 標準誤 t 值

性別 2.797 2.610 1.072

公私立 9.996* 4.776 2.093

教學經驗 -.195 .166 -1.1 74

行政主管 16.564** 3.628 4.565

導師 1.458 2.585 .564

總效能 .356** .097 3.679

教育年數 -3.338* 1.612 -2.071

過量教育虛擬 -3.957 4.895 -.809

不足教育虛擬 -4.839 3.454 -1.401

北區 “.4 13 4.079 10 咀且圓

中區 -6.4 11 4.174 咀 1.536

南區 -2 .342 4.372 -.536

Constant 37.347 28.015 1.333
2 13.1%R

F 5.662**

Alba-Ramirez ( 1993) 、 Hersch ( 1991)亦得到相同統計結果，他們發現過量教育

的工作者有較低的職業企圖，較不願意參加工作訓練。 Sicherman ( 1991 )亦發現過量

教育者的工作訓練數量較適量教育者低。 Groot ( 1993)指出過量教育與訓練參與間既

不是替代財亦非互補財，且不足教育者參與訓練後報酬將增加。Verhaest 與 Omey

(2003)亦發現過量教育者較無參與意願。但是Buche1 (2002) 與前述結果不同，其

係數為正，過量教育工作者參加工作訓練機會較多，將提高參與時數。

四、轉換工作意願實證結果

這部分內容學者看法與實證結果分歧。配合理論或職業移動理論(occupation

mobility the。可)認為過量教育將造成工作者於短期內尋找更高職務的工作，轉換工作

有助於改善工作的不匹配情形， Sicherman (1991) 是主要的支持者。工作競爭模式則

認為過量教育不會造成工作者轉換工作情形。本文先將答「是」者以l 表示，合併回

答「否、不確定者」為0 ，採取 binary 10git 來分析。由表11 之 I 式發現，國中教師轉

換意願比高中教師高，私立學校老師轉換意願高，教學經驗少的老師有較高轉換工作

機率，行政主管似乎亦有倦勤現象，而教學效能高的老師有較高職業調整機率，北部

地區的教師亦想要有工作異動，情形。

Buche1 (2002) 認為分析生涯職業更動時，應該同時考慮明顯的轉換意願與潛在

血也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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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換誘因，因此本文再以教師中回答「是」看為明顯的轉換意願，回答「不確定」

視作潛在更換誘因，這兩部分合(并為 1 '回答「否」的教師其值為 o '仍以 binary 10git

模式分析之。表 12 之 II 式顯示實證結果，由表中可知，對未來是否做職業更動回答不

確定的教師比例增加，為樣本數的30.54% '其原因值得探討。任教學校有正的機率值，

國中老師似乎比高中老師更有轉換工作意願，教學經驗較少的老師也有較高轉換工作

意願，與 I 式相同，而在 10%水準下，教育年數較多的老師也似乎想轉換工作。雖然

過量教育虛擬項為不顯著的負值，但由於教育年數具正向機率，可以推論高教育標準

者較有轉換職場意願 O 此處教學效能高低與職業調整機率無關，與I 式結果不同，這可

能意謂不確定未來職業是否更動的教師中有教學效能高者所致。國外實證研究中，

Alba-Ramirez (1993) 、 Hersch (1991 )、 Robst ( 1995 )、 Sicherman ( 1991 )、 Tsang

等人(1991)發現過量教育者有較高遷移率，他們在理論上是支持職業移動理論的(Rubb，

2003 , 54 )

表 12 轉換工作意願 binary 10git 模式實證結果

I II

係數B 標準韻 Wald (系數 B 標準誤 Wald

性別 -.052 .219 .056 .243 .277 .770

任教學校 .548 .294 3.486 .743* .343 4.680

公私立 -.725 .440 2.720 -.040 .495 .006

教學經驗 -.098** .016 36.293 -.1 11** .017 43.825

行政主管 .701 * .308 5.177 .043 .368 .014

導師 -.050 .214 .055 .004 .276 .000

總、效能 .018* .008 5.1 27 -.012 .011 1.314

教育年數 078 .140 .311 .378" .197 3.674

過量教育虛擬 -.425 .415 1.047 -.613 .569 1.160

不足教育虛擬 -.094 .305 .095 .198 .370 .286

北區 .622" .338 3.392 .095 .466 .042

中區 .315 .349 .815 -.324 .452 .512

南區 .759* .365 4.335 -.1 73 .478 .131

Constant -2.558 2.469 1.074 -2.99 3.422 0.77

有換工作意願 224 366

無換工作意願 241 99

t 62.865** 83 .1 6**

R2 (Cox&Snell) 12.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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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本文由教師生產力角度討論教育年數的影響，研究發現教育年數對教學效能無直

接顯著效果，教學效能四個組成因子均有相同結論。由實證結果可知，以教學效能為

生產力的衡量指標上，無論教師們的教育年數多寡，他們的效能無統計上的差異，過

量或不足教育虛擬項均無顯著差異。這一部分說明了教師自我評估的效能高低是來自

於非教育水準的其他因素，教育年數多寡沒有產生影響的作用。

教育除了影響個人實質薪資水準外 (Hart嗯， 2000) ，對個人心理亦產生影響，這

種心理狀況會反應在工作績效上，因此成為文獻上用於衡量間接生產力的一項指標

(Tsar嗯， 1987)。適度的教育可以提高人們的心理能力與文化素質，使人較能處理社

會與工作帶來的壓力，然而過量教育可能產生負面心理症狀，例如較低的工作滿意度、

較低自信心、容易沮喪、地位恐慌等 (Buηis， 1983) ，本研究於中學教師之結果，與

國外文獻使用總合資料的工作滿意度、在職訓練等結果類似(Buchel， 2002; Tsang,

1987)。教師教育年數多寡影響其工作滿意度與成就感，高教育水準教師通常工作滿

意度與成就感偏低，呈現負向效應，由過量教育虛擬值估算，結果亦同。另外，教育

程度高的老師參與學術活動意願較低，也比較想要轉換工作。這些間接性結果顯示，

過量教育對教師生產力的確有負面現象。因此配合相關理論與實證可以推論出教育年

數對生產力的負向影響是存在的。

本研究為實驗，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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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各該產業適度教育的投資價值。然而生產力本身的衡量不易，加

上資料不易取得，數值之誤差難免，未來可以朝蒐集教師授課時數、生師比等投入數

值，班級基測或學測通過率、學生滿意度等產出數值方向增加量化資料，期使資料更

加多元，不過蒐集工作將較為龐大。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旨乃在衡量中學教師不同教育年數之教育投資之生產力效益，教育年數

依研究設計區分為過量、適度與不足教育 3 種。教育生產力係建構在教學效能、工作

滿意度、成就感、參與在職訓練意願、轉換工作誘因等變數上，並以 ols 估計教學效能

與在職訓練意願，以 odered logit 估計滿意度、成就感，以 binary logit 估計轉換工作誘

因，分析不同教育年數定義對生產力的影響，方程式具有良好解釋能力。研究發現教

育年數對教學效能無顯著性，高教育水準教師通常工作滿意度與成就感偏低、參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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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活動意願較低，也比較想要轉換工作。

本文結果可以作為未來相關生產力研究之比較分析，以持續觀察教育投資的效

益，了解勞動市場供給與需求變化造成的工作能力、職業移動等現象，不可諱言的是，

在高等教育持續發展的 21 世紀，過量教育的原因與影響效益仍值得追蹤研究，未來文

獻所獲得新的結論，均可與本質證結果具有相互補強的效益。

基礎教育可以培養國民具備基本的演算和讀寫等認知能力，應付日常生活並行使

公民權利，高等教育培育出社會技術進步所需要的各種人才，進入各行各業，成為社

會中堅份子，並發明創造各種的創新設備，就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培養人文素養而言，

教育有其重要的價值，這種價值無法完全以數量來權衡。對於受教育之教師而言，其

專業知能的提高，將帶動中學教育整體的提升，對中學生和國家帶來無形的貢獻，教

師進修將是國家的一項資產，因此教師進修的效益需多重考量。針對統計成果，本文

認為可以進行跨年度之追蹤，瞭解教師進階學歷之趨勢，觀察教師進修多元意願與動

機，並長期追蹤進修後教學表現及工作滿意度，以建構教育投資完整之事前、事後分

析系統，有助整體地觀察教育投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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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中ose of this work i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schooling on

productivity for middle schools teachers. Most articles discuss this issue with

aggregate date, however the different industry may have the different effect

about schooling on the productivity. Using the data from a cross-section

survey reported by teachers,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ar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direct effect of schooling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rdered logit and logit

model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dimensions of teachers attitudes as proxies for

their productivity. As expecte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vereducated teachers

have been found to be more dissatisfied and lowly career-achieved with their

jobs,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on-the-job training and higher turnover than

other comparable teacher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uld be determined

with respect to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schooling, productivity, teaching effectiveness, job satisf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