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近 30 年來的台灣社會、經濟、文化價值等都出現劇烈的變化，同時在教育

機會的擴張上，也已有顯著的成果。然近 30 年來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勞動力教

育程度與性別組成的變化，對男女兩性的職業結構造成何種影響？女性是否因為

進入勞力市場中成為勞動力者增多後，即可在社會上認為「好的」職業中佔有一

席之地？亦或是在「好職業」中我們仍舊只能看到男性的黑西裝在其中頭角崢

嶸？ 

本章將從本研究之概念架構出發，再介紹本研究使用之次級資料---「人力資

源調查」與「人力運用調查」，及其抽樣方法，最後討論本研究之變項定義，以

及各個變項的操作化與概念化方法。 

 

 

第一節 概念架構 

    在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中，我們得知影響勞動者之職業地位高低之因素相當複

雜，大體上可分成微視面和鉅視面來探討。在微視面方面，首先闡述性別、教育

程度與職業地位三者間之關係，同時，此三變項間之關係，均有相關理論可輔以

佐證。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鉅視的結構層面對勞動者無形的影響，是絕對不

容忽視的力量。以此為出發點，本研究首先討論鉅視面的職業結構對勞動者職業

地位之影響，再切入微視層面，探討勞動者之性別、教育程度與職業地位之間的

關係。 

 

一、 鉅視結構： 

從雙元勞力市場論中，我們得知勞力市場可依職業之薪資、所需技能多 

寡、以及專門職業訓練豐富性、升遷機會多寡等因素，劃分為初級勞力市場與次

級勞力市場。據此，本研究從兩性職業長期分佈狀況，以及性別職業隔離程度來

瞭解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兩性從事之職業集中的情況，從不同職業中的性別組成

狀況，可以瞭解兩性所面臨的就業市場之差異，同時從長期趨勢分析，也可探討

台灣地區勞力市場長期以來整體就業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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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視層面： 

    在微視層面上，本研究從三方面來看性別、教育程度與職業三者間之關係，

三方面分別如下： 

（一）性別與職業成就之關係： 

    由文獻中得知，兩性之間由於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接受到的資訊差異，以及

對不同職業的性別屬性有刻板印象的學習下，大多數的文獻均發現，兩性均分

別有較多勞動者集中於社會化過程中所學習到的性別角色適合的職業。而若將

nominal 變項層次的職業，轉換為 ordinal 變項層次的職業地位時，兩性在不同

職業地位的分佈有何差異？除此之外，本研究透過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

（簡稱 ISEI，將在本章第三節的變項操作化部分，做詳盡的解釋）給予每一個

職業有一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也就是說每一位勞動者除均有個別從事的職

業外，同時也有一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此一作法乃更進一步將職業轉換為

interval-ratio 層次來討論，更增加討論的便利與彈性。除此之外，也能比較兩

性平均而言在職業地位上有何差異。 

 

（二）性別與教育程度之關係： 

   在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中，我們首先討論了在台灣地區長期的教育政策與教

育結構變遷下，兩性勞動者平均教育年數長期分佈趨勢，在圖 1.4 中正好映證

了大部分文獻的研究發現，由於家庭環境或社會文化等因素的限制，男性之平

均教育年數在過去均高於女性，然而，圖形中也顯示，近年來女性勞動者平均

教育年數增加的速度相當迅速，甚而到近年來女性勞動者平均教育年數已開始

高於男性。在此一脈絡下，本研究討論前段所述之性別與職業地位之關係外，

更將教育程度加入討論，以更瞭解在控制教育程度之後，兩性間之職業社會經

濟指標有何變化，同時，也能比較在同一教育程度中，兩性間之職業社會經濟

指標分數是否有所差異，以及教育程度對女性的影響，是否正如文獻中所言，

大於男性。 

 

（三）教育成就與職業地位之關係： 

     大多數的文獻均認為，教育成就越高者，職業地位也會越高，正如同地

位取得模式所言，儘管控制了父親教育與父親職業後，仍可發現本人的教育程

度對本人的職業地位影響是最大的。因此，本研究也將討論勞動者之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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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業地位之間的關係，以映證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勞動者之職業地位是

否也如地位取得模式所言，和其教育成就有高度的關連性。 

       

總體而言，在分析步驟上，本研究採循序漸進、抽絲剝繭方法。 

一、在結構面上： 

首先呈現台灣地區從民國 67-94 年間兩性之職業結構變化。其次探討性別職

業隔離情形，以能除瞭解兩性在各職業中分佈的狀況外，也更進一步發現，在每

個職業中，性別組成概況。如此從兩方向來剖析，台灣地區整體職業結構分佈情

況便能盡收眼底。 

 

二、微觀層次： 

在微觀面向上，本研究主要從長期趨勢變化與世代差異兩方面來探討。首先

在長期趨勢上，從分析民國 67-94 年間兩性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的變化開始，

其後再將教育程度別加入討論，以能比較兩性在不同教育程度時職業社會經濟指

標分數的長期變化。之後，由於在社會規範下，大多數人在同一個年齡階段時，

會處於相同的生命週期中，雖然現代社會越來越多元與複雜，生命週期的進程，

和年齡之間的關係有趨於不一致的現象。然而，在此我們仍然將年齡加入做討

論，以瞭解兩性在不同教育程度與年齡者，其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有何差異。     

其次，由於不同出生背景者，所面臨的社會環境有相當大的差異，因此，本

研究也加入「世代」此一概念來做討論，並且同樣依序加入性別、教育程度、年

齡別來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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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來源    

一、資料介紹 

 本研究之資料來源為目前由行政院主計處執行的「人力資源調查1」以及其

每年五月份的附帶調查---「人力運用調查2」，為使資料中同時具有「人力資源調

查」與「人力運用調查」，因此本研究之資料僅使用每年五月之「人力資源調查」

以及每年之「人力運用調查」。 

「人力資源調查」主要為蒐集民間年滿 15 歲以上人口之數量、品質、地區

分佈情形，以便策劃供應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人力，同時也探訪勞動力就業及失

業之人數，暨其行業、職業、從業身份、教育、經驗、能力、志趣等情形，以供

人力規劃、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決策之參據。「人力運用調查」旨在明瞭台灣地

區勞動力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狀況等短期變動情勢，供為訂定人力政策、推

動職業訓練、改善企業經營等決策之參考。 

在調查對象方面，主要為居住於台灣地區（含台灣省、高雄市、台北市）之

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其戶內年滿 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民間人

口為主（不包括武裝勞動力及監管人口），每次調查樣本約 2 萬戶（近 6 萬人）。 

    「人力資源調查」及「人力運用調查」皆乃國內少數由政府主持的大量、長

期性調查，早期在美國建議及援助下，由行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委託台灣省勞動

力調查研究所於民國 65 年 1 月份，在勞動力調查（現為人力資源調查）下並附

帶做人力運用調查，逐漸成熟穩定後，民國 72 年 7 月開始轉由行政院主計處四

局四科主責。 

    本研究採用的資料範圍民國 67 年 5 月到民國 94 年 5 月，共計 28 年。由於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範圍為有參與勞力市場之勞動者，因此，扣除非勞動者後，28

年共有 896,437 個有效樣本。 

 

二、抽樣設計 

人力資源調查之抽樣母體為最近一年之「臺灣地區年終戶籍村里別統計資 

料檔」，抽樣方式則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一段樣本單位定為村里，而

第二段樣本單位定為戶。進行第一段抽樣設計時，先將戶籍登記整理而得之村里

                                                 
1 參考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頁。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711016225971.doc 
2 參考自行政院主計處網頁。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6743&CtNode=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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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按主計處研訂之分層準則予以分層。臺灣地區 23 縣市各為單一副母體，

而各副母體分別依各村里都市化程度、產業結構及教育程度為分層標準，釐定適

當層數。第二段樣本由第一段中選樣本村里之最新戶籍資料名冊抽出。 

在樣本大小及抽出率方面，本調查估計抽出第一段樣本約為 520 個村里； 

第二段樣本戶約 20,000 戶，總抽出率約為 3.1‰，包括年滿 15 歲人口約 6 萬人。 

依照台灣地區的總抽出樣本按牛曼配置分配給 23 縣市。 

樣本輪換方式方面，各層之第一段單位（村里）先分成 A、B、C、D 四組， 

各組再區分為兩小組；共得八小組，即 A1、B1、C1、D1、A2、B2、C2、D2；每 

小組抽出三組樣本村里，每組樣本村里輪換調查四個月；故一年中各組內村里輪 

換調查三次，其輪值村里之開始調查期間為 A 組一、五、九月；B 組二、六、 

十月；C 組三、七、十一月；D 組四、八、十二月，由抽出之第一段樣本單位內 

再抽出兩組調查戶，組成第二段樣本，每組調查戶連續接受調查兩個月後輪換。 

續 A1、B1、C1、D1 組樣本使用一年後，繼續使用一年而變成 A2、B2、C2、D2， 

至於 A2、B2、C2、D2 組樣本使用一年，即不再續用，而更換樣本為 A1、B1、C1、 

D1 組，以後即按此一方式循環使用。 

在共同事業戶方面，則用上年各村里共同事業戶人口數為抽樣母體，以人 

為單位，直接抽出予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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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項定義及操作化 

    在「人力運用調查」中，本研究使用之變項共有下列幾個：教育程度、婚

姻狀況、年齡、職業以及依據 Ganzeboom et al.與 Ganzeboom and Treiman 分別在

1992 年與 1996 年依據 ISCO-68 與 ISCO-88 所建構之兩套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

表，所得出之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各個變項之操作化，分別陳述如下： 

 

一、自變項： 

（一）教育程度： 

    在人力運用調查中之教育程度分類，共分成八到十類不等，八等級之分類為

「不識字」、「自修」、「小學」、「國（初）中」、「高中」、「高職」、「專科（五專前

三年畫記高職）」、「大學以上」，另在大學以上之分類中，民國 77 年之後加上「研

究所」一類，在民國 86 年之後再加上「博士」一類，共為十類。 

    而本研究在教育程度別的討論上，區分為以下五類：「小學以下」、「國中」、

「高中及高職」、「專科」、「大學以上」。 

    在部分分析中，也將各級教育程度依其受教年數換算為受訪者之「教育年

數」，其中，「不識字」者之教育年數為 0 年，「自修」者考量其教育程度高於「不

識字」者低於「小學」者，因此取兩者之中點約略為 3 年，「小學」為 6 年，「國

（初）中」為 9 年，「高中」及「高職」皆為 12 年，「專科（五專前三年畫記高

職）」為 14 年，「大學以上」者為 16 年，民國 77 年以後加入之「研究所」為 18

年，民國 86 年之後加入之「博士」則略計為 22 年。 

 

（二）年齡： 

     人力運用調查中之年齡採一歲年齡組報告方式，而因本研究主要之依變項

為「職業」，考量在研究勞動者之職業時將年齡區分為十歲年齡組，可更具體而

明確地看出處於不同生命階段之勞動者其生命歷程的變化，因此本研究將勞動者

年齡以十歲年齡組來區分，共劃分為以下幾組：「15-24 歲」、「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 

     在部分分析中，也依調查中樣本之原始年齡來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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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代（cohort）： 

      本研究資料之時間範圍從民國 67 年到民國 94 年，其中將樣本限制在「勞

動力」後，受訪者之年齡範圍為 15-64 歲，因此本研究樣本之出生年範圍從民國

3 年到民國 79 年。考量台灣社會經濟歷史脈絡與教育發展之速度與階段，除民

國 29 年以前出生者，由於其成長背景和之後出生者之生活背景差異甚大，甚且

距離現在以年代久遠，因此將 1940 年以前出生者化分為同一世代，其後，每隔

五個出生年即化分為同一世代，因此本研究共將樣本分為 11 個世代，分別是：「民

國 29 年以前」、「民國 30-34 年」、「民國 35-39 年」、「民國 40-44 年」、「民國 45-49

年」、「民國 50-54 年」、「民國 55-59 年」、「民國 60-64 年」、「民國 65-69 年」、「民

國 70-74 年」、「民國 75-79 年」。 

 

二、應變項： 

（一）職業： 
 行政院主計處發佈之職業標準分類，主要是依據國際勞工組織之國際職業 

標準分類(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 ISCO)修改而來，大

致上是以 ISCO 之架構為主，而於細類層級中斟酌減其細類，或往下再增列子

類。ISCO 乃是聯合國於 1958 年訂定，並分別於 1968 年及 1988 年兩次修訂。 

在 ISCO-68 與 ISCO-88 兩套職業分類標準之間，有相當的差異，分別陳述

如下（Ganzaboom and Treiman,1996）： 

1. ISCO-88 以工作所需技能及專業技術層級為主要分類依據，因此不同產業 

中，擁有相同技能的職業也會被歸入同一職業類別中。然在 ISCO-68 中，則 

會以職業的工作內容為分類依據。 

2. 在 ISCO-88 中，職業地位不再被列入考量，然而在 ISCO-68 中，自營作業、 

所有權與監督地位都是考量的基礎。如在 ISCO-68 中，「業務監督人員」和 

「生產監督及領班」有獨立的類別，但在 ISCO-88 中，都被歸類為監督人員。 

3. 相對於 ISCO-68 而言，ISCO-88 對管理者的分類在三位碼中較為精細。 

4. 在 ISCO-68 中的某些中類職業，其所包含的範圍太大，以致於研究者無法明

確判斷，仍須蒐集其他資訊來做佐證，如領班與技術工人。在 ISCO-88 中

則將其融合為同一類別，但此變革對研究上僅有少許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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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ISCO-68 將所有職業分為七大類，分別為「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工

作人員」、「行政及主管人員」、「監督及佐理人員」、「買賣工作人員」、「服

務工作人員」、「農、林、漁、牧、狩獵工作人員」與「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

設備操作工及體力工」，在這七大類中，再分為 83 中類，284 個小類，1506 個

細類。 

而 ISCO-88 則是將所有職業分為九大類，分別為「民意代表、行政主管、

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工

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農、林、漁、牧工作人員」、「技術

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及「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在這九大類中，再分為 36 個中類，116 個小類，390 個細類。 

而「人力運用調查」中之職業分類即採用行政院主計處發佈之職業標準分

類。在本研究使用的資料時間範圍中，共用了兩套職業分類標準，分別為國際

勞工組織國際職業標準分類第 2 版（ISCO-68），本研究於民國 67-81 年時之職

業分類使用依據 ISCO-68 修改而來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第四版，以及在民

國 82-94 年時使用依據國際勞工組織國際職業標準分類第 3 版（ISCO-88）修改

而來的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第五版。 

由於 ISCO-68 和 ISCO-88 兩版本之間有前述之差異，若欲將兩職業分類之

間相互歸類會造成在職業類別上的誤差及困難，因此本研究在討論職業變項

時，把民國 67-81 年和民國 82-94 年分開來討論。此外，由於人力運用調查中，

在職業歸類上，最多僅將職業作「中類」上的區分，因此本研究中討論職業時，

只能作大類和中類上的討論。 

 

（二） 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標（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簡稱 ISEI）： 

1. ISEI 介紹： 

本研究所採用之職業社經指標量表為 Ganzeboom et al.與 Ganzeboom and 

Treiman 分別在 1992 年與 1996 年依據 ISCO-68 與 ISCO-88 所建構之兩套職業社

會經濟指標量表。選用原因如下： 

國內雖也有不少學者曾建立國內之職業聲望與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標量表

（何友暉與廖正宏，1969；張曉春，1970；Grichting,1971；文崇一與張曉春，1979；

林清江，1981；劉若蘭與黃光國，1984；瞿海源，1985；蔡淑鈴、廖正宏與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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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1986；蔡淑鈴、瞿海源，1989；黃毅志，2003），然鮮見國內學者引用，究

其原因，不是受訪者樣本數太少、代表性不足，就是職業類別的項目有限，或針

對某種特殊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或有些職業類別已達到周全，但在建構概念與指

標上並不是很清楚，因此這些量表被實證採用的情形並不多見。 

此外，在實際運用的目的上，由於本研究為貫時性的長期研究，而此兩套職

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乃是 Ganzeboom et al.與 Ganzeboom and Treiman 分別在

1992 年與 1996 年依據 ISCO-68 與 ISCO-88 以相同方法和資料建構而得，為使研

究具有相同的比較基礎，因此就本研究而言，此為最適用之量表。以下將兩套 ISEI

量表分別依其年份各簡稱為 ISEI-68 與 ISEI-88。 

 

2. ISEI 分數之操作化： 

 在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之使用上，本研究先將每一中類職業對照出其相對

的 ISEI 分數後（附表 3.1、3.2），每一位受訪者即均有一相對應的 ISEI 分數。而

在 ISEI 分數的操作化上，由於兩套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乃依據兩套職業分

類標準（ISCO-68 與 ISCO-88）使用同一方法編制而來，然在分數上，卻有些微

差距，也就是將台灣地區所有勞動者之職業轉換為 ISEI-68 與 ISEI-88 分數後，

民國 67-81 年之所有勞動者平均分數，與民國 82-94 年所有勞動者之平均分數有

所差異，即便在長期趨勢的分析上，也發現兩個時間階段間勞動者平均分數出現

很大的震盪情形。因此，研究者將此兩階段之分數均做過些微調整，在調整方法

上，以每一勞動者個人依據其職業而來的 ISEI 分數為單位，計算出三個時間階

段的所有勞動者平均 ISEI 分數，分別為民國 67-94 年，與依據職業分類標準變

動的時間階段，分為民國 67-81 年，與民國 82-94 年。平均之後，發現卻發現民

國 82-94 年之勞動者平均分數略高於將民國 67-94 年所有勞動者之平均分數 1.025

分，而民國 67-81 年所有勞動者之分數則是略低 0.965 分，因此，將民國 67-81

年所有勞動者之 ISEI 分數往上調整了 0.965 分，而將民國 82-94 年所有勞動者之

ISEI 分數往下調降 1.025 分，使兩時間階段之 ISEI 分數得以連貫，也能在長期

比較上，能有相同比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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