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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由於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導致教育市場的競爭壓力激增，大學以上畢業生在勞動

市場上的供需失衡，其薪資的變化逐漸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近 20年，已有諸多文獻探

討大學畢業生薪資的影響因素，也建立相當完整的薪資理論架構。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大學畢

業生薪資的影響因素，研究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以及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來源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動市場的連結（TEPS-B）為資料，採用資料庫的變項共 1,303 個，

設定研究三種薪資模型，分別是畢業初薪資、入職場後薪資以及薪資變動等模型，研究採用

大數據資料探勘作法，分別對三個模型進行決策樹資料探勘，因薪資為連續變項，故採用決

策樹中的迴歸樹方法，研究結果顯示：一、畢業初薪資模型篩選出教育程度、公司組織規模

以及高中職二年級時的綜合分析能力。二、入職場後薪資模型篩選出公司組織規模、工作職

務、工作時數以及高中職二年級時的綜合分析能力。三、薪資變動模型篩選出工作職務。本

研究結果亦顯示，決策樹分析能夠有效地發掘出既有薪資理論之外的薪資影響因素，即高中

職二年級時的綜合分析能力及答對題數。 

關鍵詞： 大學畢業生薪資、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來源後續調

查、決策樹、迴歸樹 

                                                        

通訊作者：許瑛玿，E-mail: yshsu@ntnu.edu.tw 

收稿日期：2016/03/29；修正日期：2016/09/30、2017/01/04；接受日期：2017/01/18。 



 

126 鄭永福、許瑛玿大學畢業生薪資之探索 

壹、前言 

Trow（1973）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認為，高等教育擴張都會經過精英期（elite type）、

大眾期（mass type）以及普及期（universal access type）三個階段，各階段是依據高等教育的

人數占同年齡人數的比率作區分，精英期為 15%以下，大眾期為 15%~50%，普及期則是高於

50%。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統計資料顯示，自 1995 至 2010 年間，其會員國在大學校院的入學率平均成長約

25%，同時 OECD也預估約 62%的國民在未來將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OECD, 2012），可見得

高等教育擴張與大學教育人口的提升是世界趨勢。我國則自 1994年教改團體發動四一○教育

改革行動後，政府開始全面對高等教育管制鬆綁，除了增設大專校院外，也推動專科學校和

技術學院升格改制，教育部自 1996年起推動「績優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及「績優技術

學院改名科技大學」，使得高等教育數量持續增加。依據教育部統計，我國 80 學年度大學校

數 21 所，學生數 224,351 人，然而，至 104 學年度大學數量增加為 126 所，學生數達到

1,190,345人，20餘年間大學校數成長 6倍，學生數成長 5.31倍。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103

學年度高等教育 18~21歲的淨在學率達到 70.85%，顯示我國已達高等教育普及期階段。然由

於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可能導致教育市場的競爭壓力增加，大學以上畢業生在勞動市場上

的供需是否因此失衡，是否會出現大學文憑貶值或大學畢業生薪資下滑的狀況，引起社會大

眾的關注。若能釐清教育歷程中影響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薪資水準的關鍵因素為何，應該會

有助於提升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生之未來就業競爭力。因此，教育歷程與薪資關聯性之研究是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關於教育與薪資的研究，有些相關理論，如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篩選理論（screening theory）、反訊號理論（countersignalling theory）以及勞

動市場區隔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等。教育是促進社會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

像是職業從事、薪資所得、生活方式與生活水準都與教育息息相關，根據 Mincer（1958）、

Schultz（1961）以及 Becker（1962）的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教育是提升人力

資本的方法，而個人人力資本的提升有助於增加個人的薪資所得，進而改變生活方式與提升

生活水準。隨後發展的 Spense（1973）的篩選理論（screening theory）以及 Feltovich、Harbaugh

與 To（2002）提出的反訊號理論（countersignalling theory）則提出教育對於人力資本提升的

不同主張。Doeringer與 Piore（1971）的勞動市場區隔理論是個人受完正規教育進入勞動市場

後，個人的薪資、升遷機會會因不同勞動市場的特質而有差異性的理論。上述四項理論是近

代對於個人在職場上影響薪資常提及的論述，以下分述之。 

一、人力資本論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指的是勞工的技術與能力，而物質資本（physical capital）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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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機器、設備、廠房等，人力資本論（Becker, 1962; Mincer, 1958; Schultz, 1961）認為經濟成

長的因素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占很重要的份量，因此藉由人力資本的提升能更有效率地提升

經濟成長，而企業則可藉由勞工人力資本的提升以提高生產力，進而增加企業獲利。人力資

本的核心是希望藉由提高人口素質以增加生產力，而教育則是提升人口素質的方法。就個人

而言，教育如果能夠提升就業力，取得較高學歷者，即具有較高的勞動市場參與能力，在職

場上會有更好的表現，最後會反映在薪資報酬上。因此個人在教育過程中累積的經驗與成果

可以增加個人的人力資本，生產力隨之提升，薪資也隨之增長。教育過程中累積的經驗與成

果則包括個人的教育程度、就讀的學制、學校為公私立別、主修科系、學習經驗以及學習成

就表現等。 

二、篩選理論 

篩選理論（Spense, 1973）認為，個人無法藉由教育累積自身的人力資本，由教育所增加

的知識與技術無法提升勞動力素質、也無法增加生產力，教育僅是作為篩選的工具，雇主將

教育視為篩選個人能力高低的機制，藉由教育的篩選，雇主可以區辨高低素質的人力，對於

較高素質的勞工給予較高的報酬。 

三、反訊號理論 

Feltovich等（2002）提出「反訊號」（countersignalling）理論，該理論指出，若將勞動力

區分為高能力型與低能力型，低能力型為提高個人在勞動市場的能見度，會呈現出具較高生

產力與人力資本的訊號；相反地，高能力型對於自身擁有的生產力與人力資本具備足夠的自

信，為了與低能力型區別，高能力型反而不願意花費成本以獲得訊號，此為反訊號理論。例

如，陳秀華（2007）針對財金、資管系學生所做的研究結果即反映出「反訊號」現象，學生

指考成績與考取證照成反比關係。 

四、勞動市場區隔理論 

勞動市場是個人受完正規教育後進入職場貢獻勞動力與生產力的市場，勞動市場的研究

主要在薪資、升遷機會與影響機制方面。勞動市場區隔現象（Doeringer & Piore, 1971）對於薪

資的影響歷來都是研究的重要議題，公司內部勞動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是勞動市場區

隔的現象之一。勞動市場區隔認為勞動市場依據不同的職業僱用結構，會有不同的薪資與升

遷機會。依據公司組織規模，規模大的公司組織會形成公司內部勞動市場或職業內部勞動市

場兩種型態，由於公司規模較大，公司內部勞動市場的特點是會有較明確的職務發展階梯，

勞工可由公司內部升遷並提升薪資；另外，薪資也與勞工的長期績效相關聯。除了公司規模

可能對於薪資有影響之外，也有研究以勞動市場其他的區隔特徵為主題，如黃毅志（2001）

提出勞動市場區隔的關鍵因素為公部門與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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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人力資本論、篩選理論以及反訊號理論是在論述個人的教育歷程對於就業與薪資的影響

效果，例如：教育程度、就讀學制、學校公私立別、主修科系、學習經驗、學習成就表現以

及取得證照等因素對就業與薪資的影響；而勞動市場區隔理論則是在探討個人進入就業市場

後，所處的市場結構之差異對於個人就業與薪資的影響，例如：公司組織規模以及公私部門

等。有關大專校院畢業生薪資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蒐集相關文獻，歸納出主要有四個面向

的因素對於就業與薪資造成影響，分別是學生個人與家庭特質、學生就學的學校特質、學習

特質以及勞動市場特質，以下分別就這四個面向摘要各文獻在大專校院畢業生薪資影響因素

的研究結果。 

一、個人與家庭特質 

有關個人與家庭特質對於薪資影響的研究，主要在性別、人格特質、家庭年所得以及自

尊心這幾個方面。田弘華（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平均薪資高於女性。Orazem、Werbel

與McElroy（2003）在研究中發現，女性的預期起薪比男性低，進而造成女性的起薪普遍比男

性低的現象。池進通、李鴻文及陳芬儀（2008）的研究顯示，人格特質對工作績效會產生影

響。楊彥廷（2015）的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年所得對畢業生薪資有正向影響。Goldsmith、Veum

與 Darity（1997）在自尊心對薪資影響的研究結果指出，自尊心的心理資本對薪資的影響比人

力資本大。 

二、學校特質 

在學校特質方面的研究主要在教育程度、學制、學校公私立別、主修科系等因素。關於

教育程度，吳慧瑛（2003）、Siphambe（2008）以及 Hungerford 與 Solon（1987）等人研究的

結果都顯示，教育程度與薪資報酬呈現正相關。Weiss（1995）則認為學歷對於薪資的影響是

較符合篩選理論，雇主是利用學歷、就學年數來篩選員工。湯堯與徐慧芝（2011）的研究指

出，公立大學畢業生之薪資顯著高於私立大學、公立技職與私立技職畢業生。田弘華（2008）

的研究結果則顯示，學制與學校公私立別對薪資有影響，依平均薪資由高至低排序依序是公

立普通大學、私立普通大學、公立技職院校以及私立技職院校；而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

專業性與應用性較高的學系，畢業生的薪資較高。Finnie與 Frenette（2003）的研究結果指出，

醫療、工程與計算機科學、商業與數學、物理等科系畢業生相對有較高的薪資，而教育、經

濟居中，藝術與人文、其他社會科學、農業、生物科學則較低。Kelly、O’Connell 與 Smyth

（2010）的研究發現，相對於藝術與人文系，醫學與獸醫學、教育、工程及建築、科學與電

腦等科系的教育投資報酬率較高。Chevalier（2011）探討過去 22 年間的英國大學畢業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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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同科系間的薪資差異很大。這些研究都顯示主修科系亦是影響薪資的重要因素。 

三、學習特質 

在學習特質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學習經驗、自我效能、學業成績、證照以及工讀經驗等因

素。在學習經驗方面，曾芳代、胡均立與陳韻宇（2011）的研究發現，學習經驗不會直接影響

薪資，而是透過對學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進而提高薪資。Pinquart、Juang 與 Silbereisen

（2003）的研究也證實，高自我效能感和高學業成績與就業有關聯，可以減少學生未來的失

業狀態。Weiss（1995）認為學業成績對薪資的影響有限。然而，田弘華（2008）的研究則顯

示大學學業成績的高低顯現出個人認知能力與工作態度的差異，使得工作認真與高能力的畢

業生有較高的薪資。Brooking（1996）、Kerckhoff與 Bell（1998）以及Weeden（2002）的研究

都發現，證照相較於文憑與職能更能提升薪資。Sanchez與 Laanan（1997）發現獲得職業證照

的學生在畢業 3 年之後對薪資有正面影響。林大森（2013）的研究顯示，專業證照對薪資的

單獨解釋力達 7.2%，田弘華也發現擁有國家或非國家考試證照者的薪資較高，約比沒有專業

證照的大學畢業生薪資高 5.1%，顯示考取職業證照的確有助於人力資本累積而使薪資增加。

然而，有些研究則指出，證照對於薪資的影響並非是正向的，而是出現反訊號的狀況。例如，

林大森（2011）的研究指出，高階證照對薪資提升有效益，但低階證照則有負效果。廖年淼、

劉玲慧、賴靜瑩及楊家瑜（2012）的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僅持有丙級技術士證照的科技校院

畢業生，其畢業後第 1 年在職場上所獲取的薪資，反而比未持有丙級者來得低。陳清檳、鄭

博文、賴慧敏與蕭錫錡（2015）指出，擁有低層級的證照傳達出來的訊息反而影響薪資所得

的提升。在工讀經驗方面，Neill、Mulholland、Ross與 Leckey（2004）以及 Sagen、Dallam與

Laverty（2000）的研究指出，工讀經驗能幫助培養責任感、學習人際互動、瞭解職場文化、

培養敬業態度，而這些特質則有助於畢業後的就業。 

四、勞動市場特質 

有關勞動市場特質對於薪資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組織規模、工作地區、職業類別

等因素。田弘華（2008）的研究顯示，在公司組織規模方面，在規模較大、員工人數在 30人

以上的公司組織，大學畢業生薪資較高，大約比規模較小公司組織的薪水高 1.8%；在工作地

區方面，在北部地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薪資最高，大約比在東部地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薪資

高 12.7%，顯見北部地區的就業機會較佳；在職業類別方面，薪資的高低排序依序是管理與專

業、一般專業、教師、其他、技術人員、行政人員與銷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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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關於教育與薪資的理論方面，人力資本論、篩選理論以及反訊號理論是對個人教育歷程

與薪資的論述，而勞動市場區隔理論是個人受完正規教育進入勞動市場後，個人的薪資、升

遷機會會因不同勞動市場的特質而有差異性的理論。相關理論涵蓋了個人教育歷程與個人所

屬勞動市場特質兩部分。另外，從文獻的結果所歸納出影響大學畢業生薪資所得的四個面向

分別為個人與家庭特質、學校特質、學習特質以及勞動市場特質，因此，本研究所需的資料

庫需完整涵蓋這四個面向。「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以及「『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來源』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 TEPS-B）的樣本調查資料為進行畢業生薪資探究與分析相

當適合的資料庫，TEPS資料蒐集內容主要分成兩類：一是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測驗；二

是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問卷。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包含 2001年高中職五專二年級學生

問卷（TEPS 2001年學生問卷）、2003年高中職五專三年級學生問卷（TEPS 2003年學生問

卷）、2003 年高中職五專三年級學生家長問卷（TEPS 2003 年家長問卷）中的部分變項以及

TEPS-B 問卷。TEPS 2001年的調查為第一波調查，以當年度就讀全國高中職五專二年級學生

為抽樣母體，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抽樣，調查結束後，釋出的學生問卷樣本數為 19,051

人（張苙雲，2005a）。第二波於 2003年進行，以第一波的學生樣本為追蹤對象、第二波學生

問卷樣本為 18,383 人（張苙雲，2005b），第二波家長問卷樣本數則為 17,920 人（張苙雲，

2005c）。 

TEPS-B是 TEPS的後續追蹤調查，自 2009年起持續追蹤 TEPS的學生樣本。這些學生目

前為初入勞動市場或繼續升學的階段，故 TEPS-B研究計畫的理論架構與研究議題主要是關注

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大學教學品質與科系選擇對於畢業生進入勞動市場後職業表現的影響（關

秉寅，2015）。2010年以面訪方式追蹤調查，實際完訪樣本數為 3,977人。本研究以 TEPS 2001

年學生問卷、TEPS 2003年學生問卷、TEPS 2003年家長問卷以及 TEPS-B 2010年面訪問卷答

題資料為研究資料庫。 

二、研究變項 

TEPS 2001年學生問卷資料，主要包含學生的生活、自我評價、家庭狀況、課外活動以及

學校生活等面向。學生的生活包括生活作息、學校作息以及課後活動；學生自我評價是針對

學生學習狀況、社交能力、心理狀態以及自我期許等方面的調查；學生家庭狀況主要在調查

學生與家中成員的互動情況；課外活動主要在瞭解學生是否參加學校校隊、社團、藝文活動



 

 

 

 

 

 

 

鄭永福、許瑛玿 131大學畢業生薪資之探索

或打工等情況，以及電腦使用狀況；另外，也調查學生中小學時期是否曾補習或請家教；學

校生活包含學生對學校的評價、師生之間的關係、學生的交友情況等（張苙雲，2005a），

TEPS 2001年學生問卷共有 321個變項。TEPS 2003年學生問卷資料調查以 TEPS 2001年學生

問卷為追蹤樣本。調查內容主要以學生的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為主，在家庭生活方面，包括

學生的生活狀況、暑期活動與課程的參與狀況、補習情形以及家庭對學生的影響等；在學校

生活方面，包括學校生活狀況、學習情形以及對公共事務的態度與看法等面向（張苙雲，

2005b）；資料檔同樣包含「綜合分析能力測驗」，第二波高中職五專學生問卷共有 383個變項。

TEPS 2003年家長問卷內容包括家庭生活狀況、家長與學生的相處互動方式、家長評估學生的

學習情形、家長工作狀況以及家長對公共事務的態度與看法等面向，共有 135 個變項（張苙

雲，2005c）。另外，TEPS-B 問卷內容則包括基本資料、教育歷程、工作狀況與經歷、謀職過

程、社會網絡、身心健康、家庭狀況、婚姻狀況、性別角色的態度與看法等面向，共有 1,005

個變項（關秉寅，2015）。 

（一）效標變項 

本研究想瞭解的是大學以上畢業生初入職場時以及畢業數年後薪資水準的決定因素，並

探究進入職場後造成薪資變動的影響因素，因此採用 TEPS-B 所蒐集樣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 

2010年面訪時的薪資資料作為本研究的兩個效標變項，並使用 2010年面訪時與第一份工作的

薪資之差作為第三個效標變項，問卷所填答的薪資資料為月薪資資料。TEPS 2001年與 TEPS 

2003年資料是蒐集學生在高中職時期的資料，若該生教育程度是大學，2010年填寫資料時，

則大約畢業後 3~4年，若是碩士，則是畢業 1~2年。這三個效標變項皆為連續變項（continuous 

variable），由這三個效標變項建立三個模型，分別是畢業初薪資模型、入職場後薪資模型

（2010年面訪時薪資）以及薪資變動模型（2010年面訪時薪資與第一份工作薪資之差）。 

（二）預測變項 

本研究的預測變項採用自 TEPS 2001年與 TEPS 2003年學生問卷、TEPS 2003年家長問

卷以及 TEPS-B 問卷。在文獻探討中所提及的變項幾乎都可在 TEPS與 TEPS-B資料庫中找到，

而大多數變項是在 TEPS-B中，TEPS-B資料庫包含的變項在個人與家庭特質方面，有性別、

人格特質；學校特質方面，包含教育程度、學制、學校公私立別、主修科系；在學習特質方

面，變項有學習經驗、自我效能、大學學測總級分、證照以及工讀經驗；勞動市場特質方面，

則有公司組織規模、工作地區、職業類別。TEPS 2001年學生問卷包含的變項有自我效能、學

習經驗。TEPS 2003年學生問卷包含的變項有自我效能。而 TEPS 2003年家長問卷則包含家庭

年所得的資料。 

TEPS與 TEPS-B 原始變項個數分別是 TEPS 2001年學生問卷 321個、TEPS 2003年學生

問卷 383個、TEPS 2003年家長問卷 135個，以及 TEPS-B 問卷 1,005個。對於 TEPS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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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問卷，本研究僅使用家庭月收入變項。由於研究的效標變項為薪資資料，問卷中有些變

項並不適合作為薪資的預測變項，篩選的條件主要是依據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為變項為類

別變項（category variable）且其類別（class）數過多，決策樹分析對於連續變項會找出最適合

的切點將樣本分成兩群，對於類別變項則是將類別變項的類別歸成兩群進而將樣本分群，當

有M個類別數時，其可能的組合數為 1
2
M − ，隨著M值愈大，組合數呈指數增加，這樣的結果

往往使得決策樹分析傾向選擇類別數較多的類別變項，因此必須適度地排除與薪資較無關聯

且類別數較多之類別變項，例如，TEPS-B 問卷中的其中一個題項，「請問你第一個居住地所

在縣市？」該題項就有 35個選項，像這類的題項需要事先排除以免干擾決策樹的生成。第二

種情況為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不符合因果的狀況，例如，第三份工作的公司組織員工人數不

可能作為預測第一份工作的薪資。 

傳統的研究方法是先建立理論架構，再設計實驗或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以驗證

理論是否符合，前述探討的文獻中幾乎都是依循這樣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所採用的 TEPS 與

TEPS-B 資料庫，變項高達 1,000 多個，這當中幾乎包含所有文獻中所提及的變項，本研究決

定採用大數據資料探勘的概念，也就是不對研究變項預設立場，除了上述兩種變項情況不適

合使用而必須事先移除外，其餘變項全部保留進行分析，所以最後採用的預測變項共計有 1,303

個。 

三、資料分析 

預測變項個數多達 1,303個，傳統統計方法（例如：迴歸分析）無法處理這類高維度資料

的問題，故本研究採用決策樹（decision tree）資料探勘方法作為研究分析方法。本研究以分

類與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建構分類模型，使用軟體為 R-3.2.0 版，

使用 R 套件 rpart進行決策樹分析（Therneau & Atkinson, 2015; Therneau, Atkinson, & Ripley, 

2015）。因研究的效標變項為連續數值的薪資變項，故採用迴歸樹（regression tree）方法，迴

歸樹建構的樹狀結構為二分式，由根節點開始，向下長成樹狀結構，每個子節點代表選擇了

一個變項進行分割，分割後分成左節點與右節點，以持續分支的方式生成。迴歸樹建構的程

序首先是樹狀結構的生成，然後是樹狀結構的修剪。樹狀結構的生成需要使用分割演算法進 

行分割，迴歸樹是使用 ANOVA 法，其分類準則為 SST − (SSL + SSR)，其中
2

( )
T i

SS y y= −∑  

為節點的總平方和，yi 為第 i 筆薪資資料， y為平均薪資，SSL、SSR 分別是左節點與右節 

點的平方和，分割的目標是希望組內的差異愈小，而組間的差異愈大。為避免樹狀結構生成

過大，本研究將複雜度參數（complexity parameter, CP）設為 0.01（Breiman, Friedman, Olshen, 

& Stone, 1984），隨著樹狀結構的增生，CP值會愈小，因此需要設定 CP值做適當的控制以避

免因樹狀結構過度增生而造成運算效率低落的狀況。樹狀結構的修剪則是採用交互驗證法

（cross-validation），作法是先將樣本平均分成 K份，先保留其中一份作為測試樣本，其餘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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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則作為訓練樣本，如此進行 K 次，最後選取風險值最小的節點作為最終節點，該節點以

下所生成的分支與節點全部刪除。 

在迴歸樹樹狀結構中，每個節點的變項稱為重要變項。rpart 套件也可呈現候選變項的重

要性百分比（Therneau & Atkinson, 2015），其作法是當一個節點的變項確定之後，會就 1,303

個變項，分別計算這些變項作為下一個節點時的適合度統計量，並將適合度最佳的五個變項

記錄下來，以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直到迴歸樹完全生成。最後將之前所記錄下來的所有變

項加總其適合度統計量並轉成百分比表示，稱為重要性百分比，而重要性百分比為 1%以上的

變項稱為候選變項。由於本研究變項多達 1,303個，候選變項中僅有極少部分變項會出現在迴

歸樹中，大部分的變項會因為迴歸樹的精簡緣故而沒有出現，然高重要性比例的候選變項仍

極具參考價值，故本研究亦將候選變項納入探討。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關心的是畢業初薪資、入職場後薪資以及薪資變動的影響因素，因此使用三個效

標變項，分別是 TEPS-B所蒐集樣本的第一份工作薪資、2010年面訪時的薪資以及 2010年面

訪時與第一份工作的薪資之差。由這三個效標變項建立三個模型，分別是畢業初薪資模型、

入職場後薪資模型及薪資變動模型。在樣本部分，原始資料中共有 3,977 人，其中二專以下

530 人、大學 2,633 人、碩士 774 人及博士 40 人。薪資欄位將教育程度二專以下、博士、沒

有工作過以及不願意填答者的資料排除。因薪資為較敏感資料，有部分受訪者不願意填答或

者因時間間隔過久而不記得詳細的數字，致有些效標變項資料缺失而必須排除，經整理後統

計畢業初薪資欄位有效樣本共 1,856人，包含大學 1,595人、碩士 261人；2010年面訪時的薪

資資料有效樣本共 2,359人，包含大學 2,056人、碩士 303人；薪資變動的資料有效樣本共 1,614

人，包含大學 1,387人、碩士 227人。迴歸樹分析依各模型建立迴歸樹樹狀結構，篩選出重要

變項；其次，計算候選變項的重要性百分比。在各小節中，分別對三個模型的重要變項與候

選變項進行探究與討論。 

一、畢業初薪資模型 

畢業初薪資模型的迴歸樹分析結果，最終樹狀結構如圖 1 所示，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對畢

業初薪資有影響，碩士以上薪資平均 33,757 元、大學平均薪資 24,306 元，而碩士以上畢業生

若在規模 1,000 人以上公司組織工作，平均薪資可達到 39,002 元。大學畢業生在 300 人以下

的公司組織工作則得到最低的平均薪資，大約 22,730 元，大學畢業生隨著公司組織規模擴大，

綜合分析能力值對薪資的效果開始顯現，然而，大學畢業生如果能在 300 人以上的公司組織

工作，且在 2001年綜合能力分析所測得的能力值高於 3.2，則平均薪資為 45,243 元，為所有

組合中最高。若綜合分析能力值小於 3.2，則平均薪資僅有 26,4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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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碩士） 教育程度（大學） 

平均薪資 

33,757元 

n＝261

公司組織規模

300人以下 

公司組織規模

300人以上 

公司組織規模

1,000人以下 

公司組織規模

1,000人以上 

平均薪資 

27,474元 

n＝530 

TEPS 2001年

綜合分析能

力＜3.2 

TEPS 2001年

綜合分析能

力≧3.2 

平均薪資

25,635元 

n＝1,856

平均薪資 

45,243元 

n＝30

平均薪資 

26,407元 

n＝500 

平均薪資 

22,730元 

n＝1,065 

平均薪資

24,306元 

n＝1,595 

平均薪資

39,002元 

n＝106

平均薪資 

30,170元 

n＝155 

 

 

 

 

 

 

 

 

 

 

 

 

 

 

 

 

 

 

 

 

 

圖1. 畢業初薪資模型之迴歸樹樹狀圖 

由於模型精簡的緣故，有些候選變項未在樹狀結構中，然這些高重要性比例的候選變項

仍具很高的參考價值。在候選變項摘要表（表 1），共有 14 個變項，其中 10 個變項屬於

TEPS-B、兩個變項屬於 TEPS 2001年學生問卷、兩個變項屬於 TEPS 2003年學生問卷。依四

個面向分，個人與家庭特質的變項有一個，為「完成學業後 10年你想從事的工作比較適合哪

種性別」。學校特質的變項有六個，分別是教育程度、最後一個學校開始就讀時間、最後一個

學校結束就讀時間、最後一個學校是第幾個學校、最後一個學校入學方式、男生或女生比較

適合你的組別。學習特質的變項有兩個，包括 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及 TEPS 2001年一

般分析能力。勞動市場特質的變項有五個，包括公司組織規模、從事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

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最近工作職務以及最後一個工作的工作時數。候選變項依重要性

比例高低來看，教育程度最高，占 23%；最後一個學校開始就讀時間次之，占 19%；公司組

織規模占 15%；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占 12%；占 10%以下的變項，由高至低依序是最

後一個學校結束就讀時間、最後一個學校是第幾個學校、從事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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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畢業初薪資模型候選變項摘要 

排序 變項 百分比（%） 資料庫 所屬特質 

1 教育程度 23 TEPS-B 學校特質 

2 最後一個學校開始就讀時間 19 TEPS-B 學校特質 

3 公司組織規模 15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4 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 12 TEPS-1 學習特質 

5 最後一個學校結束就讀時間 10 TEPS-B 學校特質 

6 最後一個學校是第幾個學校  4 TEPS-B 學校特質 

7 從事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  4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8 最後一個學校入學方式  3 TEPS-B 學校特質 

9 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  3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0 TEPS 2001年一般分析能力  2 TEPS-1 學習特質 

11 男生或女生比較適合你的組別  1 TEPS-3 學校特質 

12 最近工作職務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3 最後一個工作的工作時數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4 完成學業後10年你想從事的工作比較

適合哪種性別 

 1 TEPS-3 個人與家庭特質 

註：TEPS-1 表示 TEPS 2001 年；TEPS-3 表示 TEPS 2003 年。 

一個學校入學方式、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以及 TEPS 2001 年一般分析能力；其餘四個變

項重要性較低，都僅占 1%。 

二、入職場後薪資模型 

在 2010 年填寫問卷時已畢業且有工作的樣本共 2,359 人，迴歸樹分析的樹狀結構如圖 2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畢業生若在 300 人以上公司組織工作，平均薪資可達到 34,972 元，在

300 人以下則平均薪資約 28,047 元。畢業生如果在 300 人以上的公司組織工作，且每週工作

時數高於 64 小時，則平均薪資大約 45,864 元，為所有組合中最高。畢業生如果在 300人以上

的公司組織工作，且每週工作時數低於 64 小時，則平均薪資大約 34,038 元，再往下一層則是

以綜合能力分析為節點，其值高於 2.1則平均薪資大約 37,076 元，其值若低於 2.1則平均薪資

大約 31,270 元。隨著公司組織規模縮小，工作職務效果逐漸顯現，在 300 人以下的公司組織

工作且最後一份工作職務是幫家裡事業工作、派遣職員、無固定雇主以及受僱於其他私人或

私人企業，平均薪資為所有組合中最低，約 27,039 元。若在 300 人以下的公司組織工作且最

後一份工作職務是為自己工作且有僱人、為自己工作且沒僱人、受僱於政府機關、受僱於公

營企業以及國防役或研發替代役，平均薪資約 35,4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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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務類別： 

1：為自己工作，有僱人  2：為自己工作，沒僱人  3：幫家裡事業工作 

4：受僱於政府機關    5：受僱於公營企業    6：派遣職員（由派遣公司付薪水） 

7：家庭代工       8：無固定雇主      9：受僱於其他私人或私人企業 

10：國防役／研發替代役 

平均薪資 

30,574元 

n＝2,359 

公司組織規模

300人以上 

公司組織規模

300人以下 

平均薪資 

27,039元 

n＝1,319 

平均薪資 

34,972元 

n＝861 

每週工作時數 

＜64 

每週工作時數 

≧64 

平均薪資 

35,477元

n＝179 

平均薪資 

28,047元 

n＝1,498 

工作職務類別： 

3, 6, 8, 9 

工作職務類別： 

1, 2, 4, 5, 10 

平均薪資 

45,864元

n＝68 

平均薪資

37,076元

n＝378 

平均薪資

31,270元

n＝415 

TEPS 2001年 

綜合分析能力≧2.1 

TEPS 2001年 

綜合分析能力＜2.1 

平均薪資 

34,038元 

n＝793 

 

 

 

 

 

 

 

 

 

  

 

 

 

 

 

 

 

 

 

 

 

 

 

 

 

 

 

 

圖2. 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之迴歸樹樹狀圖 

在候選變項摘要表中（表 2），共有 14個變項，其中九個變項屬於 TEPS-B，四個變項屬

於 TEPS 2001年，一個變項屬於 TEPS 2003年。依四個面向分，沒有個人與家庭特質的變項。

學校特質的變項有三個，分別是高中職學程類別、教育程度及最後學校開始就讀時間。學習特

質的變項有四個，包括 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TEPS 2001年數學分析能力、TEPS 2001

年一般分析能力及 TEPS 2003 年綜合分析能力。勞動市場特質的變項有七個，包括公司組織

規模、最近工作職務、每週工作時數、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通過國家考試任公務員、

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第一個工作職務。依重要性比例高低來看，公司組織規模最高，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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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入職場後薪資模型候選變項摘要 

排序 變項 百分比（%） 資料庫 所屬特質 

1 公司組織規模 32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2 最近工作職務 15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3 每週工作時數 1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4 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  8 TEPS-1 學習特質 

5 TEPS 2001年數學分析能力  6 TEPS-1 學習特質 

6 TEPS 2001年一般分析能力  5 TEPS-1 學習特質 

7 高中職學程類別  4 TEPS-1 學校特質 

8 TEPS 2003年綜合分析能力  4 TEPS-3 學習特質 

9 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  3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0 教育程度  3 TEPS-B 學校特質 

11 最後學校開始就讀時間  2 TEPS-B 學校特質 

12 通過國家考試任公務員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3 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14 第一個工作職務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註：TEPS-1 表示 TEPS 2001 年；TEPS-3 表示 TEPS 2003 年。 

最近工作職務次之，占 15%；每週工作時數 11%；再接下來是三個測驗的結果，分別是 TEPS 

2001年綜合分析能力占 8%、TEPS 2001年數學分析能力占 6%，以及 TEPS 2001年一般分析

能力占 5%；接下來是高中職學程類別占 4%、TEPS 2003年綜合分析能力占 4%、第一份工作

公司組織規模占 3%、教育程度與最後學校開始就讀時間分別占 3%與 2%；其餘三個變項僅占

1%。 

三、薪資變動模型 

在 2010 年填寫問卷時已畢業有工作且有填畢業後第一份工作薪資與 2010 年面訪時薪資

的樣本共 1,614人，迴歸樹分析的結果顯示，樹狀結構修剪後只剩下一個節點，最後保留的變

項為工作職務，樹狀結構如圖 3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最後一份工作職務是為自己工作且有

僱人、受僱於政府機關以及無固定雇主，薪資增長幅度較高，平均約增加 11,262 元，其他工

作職務者平均薪資僅增加 3,881 元。 

在候選變項摘要表中（表 3），僅有四個變項，四個變項都屬於 TEPS-B，且都是屬於勞動

市場特質。四個變項中，以最近工作職務的重要性最高，占 74%；其次是通過國家考試任公

務員及第一份工作職務，都是 12%；最後一份工作的工作時數之重要性稍低，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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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變化 

4,810元 

n＝1,614 

工作職務類別： 

1, 4, 8  

工作職務類別： 

2, 3, 5, 6, 9, 10 

薪資變化 

3,881元 

n＝1,411 

薪資變化 

11,262元 

n＝203 

 

 

 

 

 

 

 

 

圖3. 薪資變動模型之迴歸樹樹狀圖 

表 3 

薪資變動模型候選變項摘要 

排序 變項 百分比（%） 資料庫 所屬特質 

1 最近工作職務 74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2 通過國家考試任公務員 12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3 第一份工作職務 12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4 最後一份工作的工作時數  1 TEPS-B 勞動市場特質 

 

表 4 彙整了在既有文獻研究後會影響薪資的變項，以及本研究三個模型所探勘得到的候

選變項，可將這些變項進一步歸納，首先是在既有文獻研究後會影響薪資的變項，然在本研

究三個模型都未列為候選變項，在個人與家庭特質有性別、人格特質；學校特質有學制、學

校公私立別、主修科系；學習特質方面有學習經驗、自我效能、證照、工讀經驗；勞動市場

特質為工作地區與職業類別變項。既有文獻研究後會影響薪資的變項，且在本研究三個模型

中有列為重要變項或候選變項，在個人與家庭特質以及學習特質方面都沒有對薪資影響的變

項；學校特質方面為教育程度變項；勞動市場特質方面有公司組織規模及通過國家考試任公

務員等變項。 

伍、討論 

在 TEPS 2001年與 TEPS 2003年的資料庫包含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及數學分析

能力等數個測驗的結果，在 TEPS-B也有大學學測級分的調查資料。在這幾個測驗中，綜合分

析能力對薪資產生最關鍵的影響，在畢業初薪資與入職場後薪資兩個模型的樹狀結構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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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既有文獻與三個模式重要變項與候選變項比較 

 本研究  

變項 既有文獻 畢業初

薪資 

入職場

後薪資 

薪資 

變動 

個人與家庭特質     

1. 性別 Orazem等（2003） 

田弘華（2008） 

   

2. 人格特質 池進通等（2008）    

3. 家庭所得 楊彥廷（2015）    

4. 自尊心 Goldsmith等（1997）    

5. 完成學業後 10年你想從事的 

工作比較適合哪種性別 
 

○   

學校特質     

1. 教育程度 Hungerford與Solon（1987） 

Weiss（1995） 

吳慧瑛（2003） 

Siphambe（2008） 

◎ ○  

2. 高中職學程類別   ○  

3. 大學學制 田弘華（2008） 

湯堯與徐慧芝（2011） 

   

4. 大學公私立別 田弘華（2008） 

湯堯與徐慧芝（2011） 

   

5. 主修科系 Finnie與Frenette（2003） 

田弘華（2008） 

Kelly等（2010） 

Chevalier（2011） 

   

6. 最後一個學校開始就讀時間  ○   

7. 最後一個學校結束就讀時間  ○   

8. 最後一個學校是第幾個學校  ○   

9. 最後一個學校入學方式  ○   

10. 男生或女生比較適合你的組 

別 
 

○   

11. 最後學校開始就讀時間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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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既有文獻與三個模式重要變項與候選變項比較（續） 

 本研究  

變項 既有文獻 畢業初

薪資 

入職場

後薪資 

薪資 

變動 

學習特質     

1. 學習經驗 曾芳代等（2011）    

2. 自我效能 Pinquart等（2003） 

曾芳代等（2011） 

   

3. 學業成績 Weiss（1995） 

田弘華（2008） 

   

4. 證照 Brooking（1996） 

Sanchez與Laanan（1997） 

Kerckhoff與Bell（1998） 

Weeden（2002） 

田弘華（2008） 

林大森（2011） 

廖年淼等（2012） 

林大森（2013） 

陳清檳等（2015） 

   

5. 工讀經驗 Sagen等（2000） 

Neill等（2004） 

   

6. 綜合分析能力  ◎ ◎  

7. 一般分析能力  ○ ○  

8. 數學分析能力   ○  

勞動市場特質     

1. 公司組織規模 田弘華（2008） ◎ ◎  

2. 工作地區 田弘華（2008）    

3. 職業類別 田弘華（2008）    

4. 從事第一個職務開始年月  ○ ○  

5. 第一份工作公司組織規模  ○ ○  

6. 最後一份工作的工作時數  ○ ◎ ○ 

7. 最近工作職務類別  ○ ◎ ◎ 

8. 第一份工作職務類別   ○ ○ 

9. 通過國家考試任公務員 田弘華（2008）  ○ ○ 

註：◎為迴歸樹重要變項；○為迴歸樹候選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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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能力變項，綜合分析能力愈高則薪資愈高。TEPS 每次的調查，除了要求受試學生填

寫問卷外，還會要求學生填寫綜合分析測驗，綜合分析測驗包含一般分析、自然科學、數學

及語文等分測驗，一般分析測驗屬於性向測驗中的智力測驗，包含分析能力、生活應用能力

及創造力等三方面智能，測量方式是以語文、圖像及數字三種題型形式呈現；而數學、自然

科學以及語文等分測驗是屬於學科成就測驗。因此，綜合分析測驗是涵蓋智力測驗與學科成

就測驗兩種範疇的測驗內容。不過由於語文與自然科學分測驗題數較少，不適合進行該分測

驗的試題分析，因此 TEPS僅針對一般分析分測驗、數學分測驗以及綜合分析測驗進行試題分

析，所以受試學生有一般分析能力、數學能力及綜合分析能力等三種能力數值。綜合分析能

力測驗的原則是重視解決問題能力的非學科測驗，是要測試學生透過分析、推理來解決問題

的能力，而非可以背誦的知識；綜合分析能力測驗在內容方面的特點包括幾項：一是測驗題

非侷限於課程內容，避免牽涉過於專門的領域或艱澀的內容。二是避免記憶題，測驗的目的

在瞭解學生的一般學習能力以及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三是測驗內容多元化，包含語文，自

然科學與數學，以及一般智力測驗型態的題型，以評量學生解決問題的綜合分析能力；在形

式方面則考量資料處理成本，故所有題項都以選擇題的方式出現，每個題項都是四個選項（張

苙雲，2005a；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2003）。以下分別就這幾個測驗結果對於薪資的影響

效果以及三個模型的變項進行探討。 

在大學學測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學測級分變項並未出現在三個樹狀結構中，甚

至在三個模型中的重要性比例皆低於 1%而未成為候選變項。從以往相關研究及一般社會大眾

的預期，學測級分應能有效預測就業後的薪資水準，田弘華（2008）的研究顯示，大學學業

成績的高低會影響畢業生的薪資報酬，從一般社會大眾的觀點，家長為了子女未來有更好的

發展與更高的薪資，會投注很多的心力與資源在教育上，希望子女擁有更高的學測級分。本

研究中代表高中階段學業成就表現的大學學測級分變項並未被篩選出來作為預測薪資的變

項。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職場中薪資的變化代表雇主評價勞工人力資本生產力所反映出

來的報酬，在三個模型中，大學學測的重要性比例皆低於 1%，顯示大學學測變項並無法預測

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後的薪資高低變化。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依據篩選理論進行探究，由於臺

灣的大學已進入普及期，大學生迅速增加，有能力的大學生為了在人力市場釋放自身具有高

能力的訊號，會傾向追求更高學歷（柯朝斌，2009），關於這個論點，本研究將畢業初薪資模

型的樣本依據教育程度變項進行學測級分的 t 檢定，結果顯示碩士學歷的平均學測級分為

55.59，顯著高於大學學歷的 51.60（t＝5.46, p＝ .00）。因此教育程度與學測級分可能產生混

淆（confounding）現象而導致學測級分無法有效區辨初入職場的薪資高低。另外，從高等教

育擴張與學用落差的角度來看，學測級分未被模型篩選出來可能是由於過度教育與學用落差

所造成的結果。臺灣高等教育擴張使得高等教育人力的供給增多，在人力需求市場沒有改變

的情況下，導致更多初入職場者無法找到與其學歷相應的工作，沒有機會發揮所學，造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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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育與學用落差的現象，有些研究證實此種現象的存在，劉正與陳建州（2004）的研究結

果顯示，有部分的高等教育人力從事非高等教育人力程度的工作職位；Wang（2009）的研究

也指出，大約有五成的畢業生入職場後，認為自己的所學超過工作所需要的技能；青輔會

（2009）指出就業青年主修與職業所需技能的差異而導致學用落差的問題，約有 37.8%的就業

青年有學用不符的情形。由以上文獻可知，過度教育的結果使得高等教育人力供給增多，雇

主較難評估相同學歷求職者的能力高低，因而給予無法辨識能力的求職者較低的起薪。 

本研究結果顯示，綜合分析能力對薪資有正向影響，在大規模的公司組織中，綜合分析

能力變項具有區辨高低薪資的能力，可見得綜合分析能力與就業核心能力之間應該有某種關

聯性，有些文獻的研究結果支持這樣的結論。賴玟潔（2012）的研究結論顯示，大規模的公

司組織給薪明顯受到「個人能力」與「工作經驗」的影響，而非勞動者所受的教育。這項結

論在畢業初薪資模型與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中也得到印證，綜合分析能力不僅在畢業初薪資模

型顯現對於薪資的影響，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同樣也呈現出影響力，然而，其影響都是在規

模較大的公司組織中，這是由於大規模的公司組織往往能在組織內部建立內部勞動市場，薪

資由低到高的職位所構成，由於公司組織規模大，可以提供的內部流動性較高，職位高低的

結構與制度也比較完整，因此具備就業核心能力者往往能獲得較高的薪資報酬。此外，有些

文獻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態度」、「表達與溝通能力」、「穩定度及抗壓性」以及「發掘及解決

問題能力」為就業核心能力之一（青輔會，2006；林妙真、張佩芬，2013；陳信憲、陳美華，

2005），其中「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或許可以解釋何以綜合分析能力為影響薪資的重要因素。 

在一般分析能力及數學分析能力測驗方面，在畢業初薪資模型中，TEPS 2001年一般分析

能力的重要性比例是 2%，排序為第 10，然而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中，重要性比例增長為 5%，

排序為第 6，顯示隨工作年數增加，一般分析能力對薪資逐漸產生正向的影響。在畢業初薪資

模型中，TEPS 2001年數學分析能力的重要性比例低於 1%，然而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中，重

要性比例皆增長為 6%，排序為第 5，顯示隨工作年數增加，數學分析能力對薪資逐漸產生正

向的影響，而影響效果甚至超越一般分析能力。 

透過迴歸樹篩選的重要變項與候選變項可以探究大學以上畢業生從畢業初薪資到進入職

場後薪資的增減過程中，影響薪資差異。畢業初薪資模型中，影響薪資最大的變項是教育程

度，是屬於學校特質，依教育程度將第一層分成大學與碩士兩群，在大學與碩士之下的第二

層都是公司組織規模變項，屬於勞動市場特質。在大學教育程度者且公司組織規模在 300 人

以上的節點，再往下分成第三層，為綜合分析能力值，此變項屬學習特質。在入職場後薪資

模型中，公司組織規模、最近工作職務與每週工作時數三個變項皆屬勞動市場特質，綜合分

析能力屬學習特質。在薪資變動模型中，工作職務則屬勞動市場特質。關於學歷是符合人力

資本論或篩選理論，根據畢業初薪資模型與入職場後薪資模型的分析，可得到一些實證的結

果。在畢業初薪資模型中，教育程度是第一個被篩選出來的變項，重要性比例為 2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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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是雇主決定剛畢業大學生及碩士生薪資最重要的判斷依據，畢業生進入勞動市場

後，薪資可以代表勞工提供生產力所得到相應的報酬，勞工薪資的變化也表示雇主對勞工生

產力評價的高低，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中，教育程度的重要性比例僅 3%，排序第 10。在薪資

變動模型中，工作職務是決定薪資變化最重要的變項，重要性占 74%，然而教育程度的重要

性比例低於 1%，由此顯示，大學畢業初薪資以教育程度為重要的區別變項，然進入職場後，

影響薪資的重要性逐漸被勞動市場特質的因素所取代，青輔會的調查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

該研究指出學歷、畢業學校與在校成績在畢業生初入職場時扮演篩選的角色，然而其重要性

隨畢業生的職場資歷與工作經驗而降低（青輔會，2006）。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程度對第一

份工作的薪資有關鍵的影響，可見得教育程度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支持篩選理論，然而進入職

場後，教育程度對薪資變動的影響逐漸變小。 

其次，就三個模型的候選變項進行探究，畢業初薪資模型的 14個候選變項，有一個變項

屬於個人與家庭特質、六個變項屬學校特質、兩個變項屬學習特質、五個變項屬勞動市場特

質。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的 14個候選變項，沒有出現個人與家庭特質的變項、有三個變項屬

學校特質、四個變項屬學習特質、七個變項屬勞動市場特質。在薪資變動模型的四個變項則

皆屬勞動市場特質。綜合三個模型的結果，顯示學生從畢業後學校特質顯現對畢業初薪資的

影響力，然而隨著進入職場後，學校特質的影響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學生綜合分析、一般分

析以及數學分析等屬於學習特質的變項，同時勞動市場特質也占有愈來愈重的份量，特別顯

現在對薪資增長的影響。 

從入職場後薪資模型及薪資變動模型中發現，自行創業（為自己工作者）是提升薪資水

準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入職場後薪資模型中，公司組織規模在 300 人以下者，為自己工作者

不論有無僱人，都與受僱於政府機關、公營企業、國防役或研發替代役一樣，屬於較高薪資

族群，平均薪資可達 35,477 元。而在薪資變動模型中亦顯示，除受僱於政府機關外，為自己

工作且有僱人、無固定雇主，皆屬於薪資增長幅度較高的族群，平均薪資增長可達 11,262 元。

然而 2010 年全球創業觀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之臺灣 APS（Adult 

Population Survey）調查資料指出，國人對於創業機會、創業能力的認知得分偏低，在害怕創

業失敗的認知比例（43.8%）遠高過於其他國家，是參加調查的 59 個國家中倒數第五名；此

外，臺灣人雖擁有較高的創業意圖，但卻呈現較低的創業行動與成就較少的新事業成功數量

（劉常勇、溫肇東、謝如梅，2011）。 

陸、結論與建議 

對於大學畢業生薪資的研究，現有文獻都是依據既有的理論，探討理論架構下對於大學

畢業生薪資的影響因素，目前文獻中對於薪資有影響的變項有四個面向，在個人與家庭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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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性別、人格特質、家庭年所得；學校特質方面，包含教育程度、學制、學校公私立

別、主修科系；在學習特質方面，變項有學習經驗、自我效能、證照以及工讀經驗；勞動市

場特質方面，則有公司組織規模、工作地區、職業類別。本研究採用大數據資料探勘的作法，

不先設定要探討的因素，而使用迴歸樹資料探勘法針對 TEPS 2001 年、TEPS 2003 年及

TEPS-B三個組合的資料庫，共 1,303個變項進行探索，迴歸樹探勘的結果顯示，被選取的變

項，教育程度、公司組織規模是既有文獻曾研究過的變項，然綜合分析能力則沒有在既有文

獻中出現過，可見資料探勘法對於未知的資料探索有其功用。本研究所探索出影響薪資的變

項，有幾個重要的結論，以下分述之。 

在教育程度方面，碩士與大學學歷在畢業初薪資模型呈現薪資差異。近年來高等教育逐

漸普及化，碩士與大學的薪資議題也逐漸受到社會大眾關注，高等教育普及化雖帶來國民素

質的提升，然而也會對求職者的生態產生衝擊。在 1994年教改團體發動四一○教育改革行動

之前，大學的錄取率低，大學學歷能夠提供雇主對於求職者能力的判斷，是否有大學學歷是

雇主判斷求職者能力的重要訊號，然而，高等教育擴張所導致的高等教育人力供給增多，對

於相同學歷的求職者，雇主較難評估其能力，因而會傾向給予無法辨識能力的求職者較低的

起薪。根據篩選理論，高能力者會傾向採取提高本身學歷的方式與低能力者進行區別，藉以

提高薪資報酬。在畢業初薪資模型中，教育程度為最重要的變項，重要性百分比為 23%，顯

見在初入職場時，碩士學歷與大學學歷是雇主用以區辨求職者高低能力的重要訊號。在入職

場後薪資模型中，教育程度的重要性比例驟降為 3%，在薪資變動模型中，教育程度的重要性

比例則低於 1%，由此顯示，大學畢業初薪資以教育程度為重要的區別變項，然進入職場後，

重要性逐漸降低。 

大學學測級分方面，學測級分變項未被模型所選取出來，甚至也都不是候選變項，根據

篩選理論，是由於大學生迅速增加，有能力的大學生為了在人力市場釋放自身具有高能力的

訊號，因而追求更高學歷，因此教育程度與學測級分可能產生混淆現象進而導致學測級分無

法有效區辨初入職場大學生的薪資高低。此外，高等教育擴張也造成過度教育與學用落差的

現象，諸多文獻也都證實這樣的現象存在，過度教育與學用落差的結果，使得雇主較難評估

相同學歷求職者的能力高低，而給予求職者較低的起薪。這些現象都間接導致大學學測級分

對大學畢業生薪資沒有預測力的結果。 

在 TEPS 2001年與 TEPS 2003年的資料庫包含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及數學分析

能力等數個測驗的結果，在 TEPS-B也有大學學測級分的調查資料。在這幾個測驗中，綜合分

析能力對薪資產生最關鍵的影響，在畢業初薪資與入職場後薪資兩個模型的樹狀結構中都有

綜合分析能力變項，且在這些測驗中，綜合分析能力的重要性百分比都是最高的，可見得綜

合分析能力測驗可能測量出學生未來就業的部分核心能力，然礙於目前資料無就業核心能力

調查的限制下，無法進一步探索兩者之關聯性，這部分可作為未來更進一步研究的議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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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能力的應用方面，從教育訓練及大型測驗研發兩個方面給予建議。在教育訓練方面，

學測級分無法區辨大學學歷者薪資的高低，然而綜合分析能力能夠在大規模的公司組織中區

辨出薪資的高低，從這樣的結果得到一個訊息，高中職學校或大學如果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

除了對學生學科知識的傳授外，如果能透過一些課程的設計或教學方式的改變，以提升學生

綜合分析的能力，且在大學或高職階段增加一些學生未來職能的訓練課程，例如：青輔會

（2006）所提及的工作態度、表達與溝通能力、穩定度及抗壓性、學習意願及可塑性、基礎

電腦應用技能、團隊合作能力以及發掘與解決問題能力等非學科與非專業技能的特質訓練，

將有利於提升未來就業的職能，進而提升薪資報酬。翁康容與張峰彬（2011）亦提及高等教育

在擴張後應該回應市場需求，應加強學生與產業人力市場銜接的訓練，以縮短高等教育人力

供給與產業人力需求之間的落差，提高學用相符的程度。在大型測驗方面，目前國內與學習

成就有關的大型測驗，像是國中會考及大學學測、指考，實質上是以學科知識測驗的方式命

題，由於大學學測、指考為學生未來升學重要參考依據，如果能從現有大學學測的學科知識

測驗，融入評量綜合能力的測驗內容，將有益於大學的選才並能夠適當地引導教學方向的改

變。 

在工作職務類別方面，近年來，為因應全球產業變革情勢，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創業政策，

期能帶動臺灣產業的轉型。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發現，自行創業確實為提升薪資水準的重要影

響因素，在進入職場後，自行創業者不但在公司組織規模較小的類別中屬於較高薪資族群，

且與受僱於政府機關者同屬於薪資成長幅度較高的族群。然而，從一些文獻的結果也發現，

國人對於創業機會、創業能力的認知得分偏低，雖擁有較高的創業意圖，但卻呈現較低的創

業行動與成就較少的新事業成功數量。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探究青年創業成功者的相關影響因

素，例如所接受過的創業教育或輔導、個人與家庭特質等，以作為創業教育發展、創業環境

改善及育成創業行動等相關政策擬訂的參考依據。 

關於本研究的研究限制，TEPS-B 問卷內容包括教育歷程、工作狀況與經歷、謀職過程、

社會網絡、身心健康、家庭狀況、婚姻狀況、性別角色的態度與看法等面向，然而畢業生進

入職場後，影響薪資的因素包含與工作核心職能有關的變項，例如，青輔會（2006）對大專

畢業生是否能勝任目前工作的主要就業力技能調查，前八項最重要的就業力技能分別是對工

作態度、專業知識與技術、表達與溝通能力、穩定度及抗壓性、學習意願及可塑性、基礎電

腦應用技能、團隊合作能力、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等變項。而 TEPS-B 問卷較為缺乏此類變項，

因此對於使用 TEPS-B 問卷探討勞動市場特質對薪資的影響是有侷限性的，建議 TEPS-B 問卷

於未來發展可增加有關就業力方面的問卷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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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led to a surge in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the education market and has increased the excess in university-educated labor supply. 

Thus, the salary of graduates is a major societal issu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factors that positively affect graduate salaries, and have construct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cheme. Our studies explored these factors by analyzing data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 which together comprise 

1,303 variables.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model were investigated: the initial model, workplace 

model, and change model. Data mining for the three models was conducted using a regression tree, a 

type of decision tree method for analyzing big data.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Three variables, educational level, firm siz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ere 

selected in the initial model. (2) Four variables, firm size, job title, working hour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ere selected in the workplace model. (3) One variable, job title, was selected in the 

change model. In summary, the decision tree effectively determined that academic achievement 

positively affects graduate salaries. 

Keywords: college graduate salaries, decision tree, regression tre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 

                                                        

Corresponding Author: Ying-Shao Hsu, E-mail: yshsu@nt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r. 29, 2016; Revised: Sep. 30, 2016, Jan. 4, 2017; Accepted: Jan. 18, 2017.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