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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報酬率的異質性—台灣實證 

 

5.1 前言 

對教育報酬率的衡量，一直是國內外許多學者所關心的議題，正如人

力資本理論所強調的，透過教育的投資，可以累積人力資本、提高技術水

準、增進生產力，進而使工資水準提升。52而經由教育程度之提昇對於個

人經濟報酬的影響效果，即為教育報酬率(return to education)。教育的報酬

率不僅左右個人的就學意願，也影響社會勞動力的品質，也是政府教育政

策成本效益分析的重要依據，因此教育報酬率對個人和社會的人力資本投

資決策影響深遠。 

然而，在測度教育報酬率的方法與過程中，長期以來國內外學者所重

視的，即在於如何估計出「真正」的教育報酬率。而在估計「真正」的教

育報酬率時，對勞動市場中（經由教育投資而累積的）人力資本之認定標

準，將足以影響教育報酬率的估計方法與估計結果，因此，對勞動市場中

人力資本的認定方式，就成為研究教育報酬率時的一個重要問題。以往的

文獻中對勞動市場中人力資本的認定有兩個主要的觀點，第一個觀點如同

Griliches(1977)所採取的勞動市場的效率單位觀點，認為所有的人力資本皆

是同質性(Homogeneity)的，但人們可以選擇不同的數量。這類的文獻集中

討論在估計教育報酬率時，所產生之個人能力偏誤(ability bias)與衡量誤差

(measurement error)的問題，常用的估計方法為工具變數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法（或稱之為一般係數模型(common coefficient model)）。而

第二種觀點則是強調勞動市場的比較利益(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則（如 

Roy (1951)、Willis and Rosen (1979)與 Willis (1986)等），認為人力資本是具

有異質性(Heterogeneity)的，而人們根據比較利益原則選擇教育投資。因此

                                                 
52 Card(1999)對教育提昇和生產力增加兩者關聯的實證研究，提供了完整的文獻比較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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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證上，通常採用隨機係數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對教育報酬率

進行估計。 

實際上，過去文獻中對教育報酬率的研究，大多採取 OLS 的方法估計

其教育報酬率，但傳統 OLS 估計法所採用的個體資料會產生兩個問題，即

樣本存在無法觀測到的異質性以及樣本缺乏與實際相反的狀況。因為樣本

存在無法觀測到的異質性，即使所有可以被觀測到的數據均相同的樣本，

仍然可能會選擇不同的教育決策以獲取不同的薪資。而缺少與實際相反的

狀況則引發了樣本資料缺失的問題，即當樣本選擇了某一種教育決策時，

我們將無法觀測到同一個樣本選擇另一種教育決策的結果。舉例來說，若

我們觀測到某樣本為大學畢業生以及該樣本目前的薪資狀況，則我們就不

可能觀測到該樣本若只選擇高中畢業就進入職場時，其薪資水準應為何。 

事實上，在實證的過程中，我們所能取得之大多數的資料或數據並無

法完全表現出個人能力的差異。因此，許多經濟學家嘗試運用一些方法來

解決個人能力偏差的問題。某一部分的學者採用工具變數(IV)法，尋找一

個或多個與教育選擇高度相關但與個人實質薪資或誤差項不相關的工具

變數（如 Angrist and Krueger(1991)、Trostel, Walker and Woolley(2002)、

Patrinos and Sakellariou(2005)與 Sakellariou(2006)等）；另一部分的學者採取

家庭固定效果(family fixed effect)方法，假設雙胞胎或兄弟姐妹具有相似的

個人能力，對資料進行成對比較（如 Ashenfelter and Krueger (1994)、Arias, 

Hallock and Sosa-Escudero (2001)、Bronars and Oettinger (2006)等）；除此之

外，還有一些學者使用個人能力的替代變數，並把這些替代變數作為解釋

變數包含在樣本的個人特質變數 iX 之中。 

然而，在上述的方法中，若採用固定效果的方法時，一方面大多數所

取得的數據並不具備足夠信息，而且使用該方法還必須滿足誤差項可分離

的條件，因此使用這個方法可能會使估計誤差更趨嚴重。其次，在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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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變數方法時，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找到令人滿意的工具變數。事實上，

Carneiro and Heckman (2002)認為大多數在實證上有關教育報酬與收益問

題的文獻中，普遍所使用的工具變數都是無效的，他們認為這些工具變數

往往與實證過程中被遺漏的個人能力變數具有高度相關。53 

因此，本文以Heckman and Vytlacil (1999, 2000)、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 (2001)等所建立的異質性教育報酬率模型為基礎，引入Bjorklund 

and Moffitt (1987)所提出的邊際處置效果(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 MTE)

的概念，54分別採用 1990 年與 2000 行政院主計處的「人力運用調查」的

原始資料估計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異質性教育報酬率。除了對選擇不同教

育水準者進行不同異質性教育報酬率的估計外，本文並採用另兩種方法：

傳統OLS法與工具變數(IV)法估計教育報酬率，並比較這兩種方法的估計

結果與異質性教育報酬率模型之估計結果的差異。本章共分成五節，第一

節為前言，主要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比較文獻中對教育報酬率模型論

述與傳統估計方式所可能產生的問題。第二節為理論模型，說明異質性教

育報酬率模型、選擇偏差與政策邊際效果。第三節為 1990 年與 2000 行政

院主計處的「人力運用調查」的資料分析。第四節為台灣地區的實證結果。

第五節為結論。 

 

 

 

                                                 
53 Heckman (1997)、Heckman and Navarro-Lozano (2003)認為只有當個人不存在未觀測到的異質

性；或雖個人存在未觀測到的異質性，但這些未觀測到的異質性與個人的教育選擇無相關，

此時工具變數(IV)才有可能為教育報酬率的一致性估計量。 
54 所謂的邊際處置效果 MTE 是指，處於接受或不接受教育的臨界狀態時的人，最終選擇接受教

育的平均報酬。這些人依據未被觀測到的自身特徵選擇接受不同的教育水準。(Heckman and 
Li(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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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異質性教育報酬與選擇偏差 

異質性教育報酬模型 

本章所採取的模型乃依據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 (2001)所建立

的異質性教育報酬模型為基礎，經由 Heckman and Li (2003)的演繹發展而

來。首先在考慮傳統 Mincer(1974)薪資方程式，假設不存在個人異質性的

教育報酬率模型如(1)式所示： 

iiii UXSY ++= γβln                                        (5.1) 

其中 i表示不同的樣本， iYln 為受雇員工平均每一工時實質薪資的自然

對數值， iS 為樣本教育年數， iX 為其他影響個人實質薪資之變數(包括年

資、經驗、性別、婚姻狀況、行業別、廠商大小等)， iU 為期望值為零的隨

機誤差項， β 即代表每增加教育年數一年的報酬率。 

若直接採用 OLS 法對方程式(5.1)進行估計，則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

即模型中可能遺漏了個人的能力變數 iA ，而這些個人的能力變數 iA 被包含

在誤差項 iU 之中。國內外許多實證文獻分析均認為個人的能力變數與教育

年數間存在相關性，即 0),( ≠ii SACov ，如此則 0)|( ≠ii SUE 。此時以 OLS 法

所估計的參數將會產生偏誤。 

因此，我們假設另一種具普遍性且考慮個人異質性之教育報酬率的模

型表示如下： 

iiiii UXSY ++= γβln                                        (5.2) 

其中 iβ 表示個別樣本存在異質性的教育報酬率，以此討論樣本 i在兩

種不同教育水準（高中與大學）選擇下之教育報酬率。假定 1=iS 表示樣本

選擇就讀大學，而 0=iS 表示樣本沒有選擇就讀大學（即高中學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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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兩種不同的教育選擇，而這兩種教育水準的選擇結果（ iY0ln 、 iY1ln ）

可以表示為 

iii UXY 000ln += γ （當 01 =S 時）                             (5.3a) 

iii UXY 111ln += γ （當 1=iS 時）                              (5.3b) 

其中 0)|( 0 =ii XUE ，且 0)|( 1 =ii XUE  

由於個別樣本只有可能選擇兩種教育水準（高中或大學）其中的一種，因

此在橫斷面的資料上想同時獲得同一個樣本的 iY0ln 與 iY1ln 是不可能的，我

們僅能確定的是 )0,|(ln 0 =iii SXYF 與 )1,|(ln 1 =iii SXYF 兩者的分配，而無法

確定個別樣本的 )|(ln 0 ii XYF 與 )|(ln 1 ii XYF 。且因為異質性與教育選擇問題

普遍存在於模型中，則我們將不能再使用傳統 OLS 法或 IV 法進行教育報

酬率的估計。 

在考慮兩種教育選擇的結果，我們將(5.3a)與(5.3b)式整理為 

iiiii YSYSY 01 ln)1(lnln −+=  

)])(1[()]([ 0011 iiiiii UXSUXS +−++= γγ  

iiiiii UXSUUX 000101 )]()[( ++−+−= γγγ  

iiii UXS 00 ++= γβ                                       (5.4) 

其中 

)()( 0101 iiii UUX −+−= γγβ                                   (5.5) 

表示為不同樣本 i的異質性教育報酬率，而由(5.5)式發現，教育報酬率 iβ 包

含了可觀測到的異質性的部分 iX)( 01 γγ − 及未觀測到的異質性部分

( ii UU 01 − )。因為每個人所能觀測到的異質性與未觀測到的異質性均不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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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則上述的異質性教育報酬率 iβ 將成為一個服從某一特定分配的隨機變

數。且在給定 iX 的條件下， iβ 的平均值為： 

])[()|( 01 iii XEXE γγββ −==                                 (5.6) 

另一方面，假定人們依據下列的選擇規則來決定是否進入大學就讀： 

Siiii UZPS −= )(*  

⎩
⎨
⎧

<
≥

=
00
01

*

*

i

i
i Sif

Sif
S                                           (5.7) 

其中 *
iS 為隱藏變量，代表就讀大學的淨收益， iZ 為可觀測到影響個人讀大

學的變數向量， )( iii ZPP = 表示樣本 i 就讀大學的機率， siU 表示樣本 i 在教

育選擇過程中未被觀測到的異質性，假設 siU 為服從在 ]1,0[ 之間的均勻分配

（Heckman and Vytlacil (1999)），對樣本 i而言，是否進入大學就讀將完全

取決於可觀測到的異質性 )( iii ZPP = 與未觀測到的異質性 siU 之間的大小，若

siU 愈小，則選擇進入大學就讀的機率愈大。 

 

選擇偏差與政策邊際效果 

令 iii YY 01 lnln −=Δ 表示某項政策使樣本 i由 0=iS 轉變到 1=iS 的經濟收

益。根據方程式(5.3a)、(5.3b)與(5.5)， ii β=Δ 。以 OLS 法所估計之教育報

酬率的極限機率為： 

)0,|(ln)1,|(ln)ˆlim( 01 =−== iiiiiiOLS SXYESXYEp β  

)0,|()1,|( 0011 =+−=+= iiiiiiii SXUXESXUXE γγ  

)]0|()1|([ 01 =−=+= iiii SUESUEβ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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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定義平均處置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為任一個具有 X 特

徵之樣本個體教育報酬的平均值，可將之表示為： 

ββ ==Δ= )|()|( iiii XEXEATE                               (5.9) 

如果人們知道各自的 siU ，且依據個別的 ),( 10 ii UU 進行選擇，則教育選擇 iS 將

與 iU0 及 iU1 相關，(5.8)式中的第二項將不為零。因此以 OLS 法所估計的參

數必為對 ATE 之有偏差的估計量。另外，(5.8)式也可表示為： 

    )0,|(ln)1,|(ln)ˆlim( 01 =−== iiiiiiOLS SXYESXYEp β  

       )]0|()1|([)1,|( 00 =−=+== iiiiiii SUESUESXE β         (5.10) 

定義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 = )0|()1|( 0101 =−= ii SUESUE 表示實際上

就讀大學者 1=iS 若假設其未就讀大學下未觀測到的變量與真正未就讀大

學者 0=iS 之未觀測到的變量，兩者之差的平均值。亦即大學畢業生如果

在高中畢業時就選擇進入職場而不繼續升學者目前的收入與真正高中畢

業就進入職場者目前的收入，兩者間未觀測到的變量之差異的平均值。 

另外，定義政策參與者（接受大學教育者，即 1=iS ）的平均處置效果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 TT)為 )1,|( =iii SXE β ，表示進入大學就讀者 1=iS 與

假設這些就讀大學的人沒有接受大學教育時，兩者相比之效果的平均值。

可將之表示為： 

    )1,|( == iii SXETT β  

       )1|( 01 =−+= iii SUUEβ  

)1|( 01 =−+= iii SUUEATE                               (5.11) 

其中另定義分類利得 (sorting gain)= )1|( 01 =− iii SUUE 表示就讀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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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S )，本身未觀測到的變量之差的平均值。(11)式可改寫為 

分類利得 = ATETTSXESUUE iiiiii −=−===− ββ )1,|()1|( 01      (5.12) 

亦即擁有大學學歷( 1=iS )者的教育報酬率，與隨機選擇特徵為 iX 之個人的

平均報酬率，兩者之間的差距。表示樣本透過選擇而進入大學就讀，所能

增加的平均報酬。可則由(5.8)、(5.9)、(5.10)、(5.11)式可得 

)lim( OLSp β )]0|()1|([ 01 =−=+= iiii SUESUEβ  

        (ATE)         (偏誤) 

         )]0|()1|([)1|( 0001 =−=+=−+= iiiiiii SUESUESUUEβ   (5.13) 

        (ATE)    (分類利得)         (選擇偏誤) 

即傳統 OLS 法的估計結果與平均處置效果 ATE 間的偏誤，乃來自於選擇

偏誤與分類利得兩者的加總。 

除此之外，另未參政策參與者（未接受大學教育者，即 0=iS ）的平

均處置效果(treatment on the untreated; TUT)為 

)0,|( == iii SXETUT β  

       )0|( 01 =−+= iii SUUEβ                                (5.14) 

表示沒有就讀大學的人，與假設他們進入大學就讀時相比，所產生之教育

報酬的平均值。在實證的過程中，因為個人存在異質性與教育選擇的問

題，傳統OLS估計法與工具變數(IV)估計法均難以對“真正的＂教育報酬

率進行一致性的估計。但是，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仍可能採用局部工具

變數 (local instrument variables: LIV)法，依據邊際處置效果 (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 MTE)來確定異質性教育報酬率，55其中MTE定義為在給定

個人特徵 iX 與未觀測到的異質性 siU 的情況下，個人選擇就讀大學與選擇

                                                 
55 Heckman and Vytlacil (1999, 2000)、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 (2001)等對邊際處置效果

MTE 有一連串詳細的討論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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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就讀大學的結果，兩者之間實質薪資差異的平均值。亦即在給定個人特

徵和未觀測到的異質性之下，若樣本選擇就讀大學（相較於未就讀大學）

所願意支付的平均代價。56表示如下： 

),|(),|(),( ssiiissiiissii uUxXEuUxXEuUxXMTE =====Δ=== β  

                 )|()( 0101 ssiii uUUUEx =−+−= γγ  

Heckman and Vytlacil(1999,2000)、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 (2001)以

局部工具變數法來估計邊際政策效果表示如下： 

MTEUUdzPUUUfUU
zP

zPZPYE
iiisiiiii

i

iii =−=−−+=
∂

=∂
∫
∞

∞−
)())(|()(

)(
))()(|(ln

010101β

通過以局部工具變數法可估計政策的邊際處置效果 MTE，且 Heckman and 

Vytlacil(1999,2000)與 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 (2001)建立一套以

MTE 來計算其他政策效果的方法： 

∫=
1

0
),()( SS duuxMTExATE  

∫=
1

0
),(),()( SSTTS duuxhuxMTExTT  

∫=
1

0
),(),()( SSTUTS duuxhuxMTExTUT  

其中各權數為 

1),( =SATE uxh  

)|(
1)|(),(

1

xXPE
dpxXpfuxh

SuSTT =⎥⎦
⎤

⎢⎣
⎡ == ∫  

)|)1((
1)|(),(

0 xXPE
dpxXpfuxh Su

STUT =−⎥⎦
⎤

⎢⎣
⎡ == ∫  

                                                 
56 邊際處置效果 MTE 會因為不同的 Us 而改變，Carneiro, Heckman and Vytlacil(2000)證明，若

MTE 不隨 Us 而改變，則 TT = ATE = MTE =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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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資料分析 

本文分別採用 1990 年與 2000 行政院主計處的「人力運用調查」的原

始資料，所選取的樣本係以具有跨代完整資料者為對象。57即樣本有父親教

育程度及家中手足狀況等資料，本文所選取的變數名稱及定義如表 5.1 所

示： 

表 5.1、變數名稱與定義 
變數名稱 變數定義 
工資 以每月實質工資所得換算為每一工時的實質工資之自然對數值。 
大學教育 樣本是否有進入大學就讀，以虛擬變數表示，1 表示有，0 表示沒有。 
工作經驗 以「年齡-教育年數-6」作為工作經驗年數的代理變數。然在台灣地區因男

性大多必須服兵役，因此在工作經驗年數計算上男女有別，男性的工作經
驗必須減去兩年的兵役。此外，本文亦將工作經驗年數區分為年資(tenure)
與工作經驗兩種，其中年資為從事目前工作的年數，而經驗為從事目前工
作之前的工作經驗年數。 

性別 以虛擬變數表示，1 表示男性，0 表示女性 
婚姻狀況 以虛擬變數表示，將未婚設為 0，有偶、同居、離婚、分居、或配偶死亡

者設為 1 
行業別。 區分為農林漁牧礦業、製造業、水電燃煤業、營造業、批發零售與餐飲、

運輸倉儲與通信、金融保險與不動產、公共與個人服務業，其中以批發零
售與餐飲為標準組，且依次設定 7 個虛擬變數。 

廠商從業人數 區分為 1-9 人(標準組)、10-49 人、50-99 人、100-499 人、500 人以上，與
政府機構，分別設定 5 個虛擬變數。 

註：城市與鄉村的區分乃根據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住宅發展處所發表之「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彙編」的分類標準，並按照內政部戶政司發佈的資料區分之。 

 

表 5.2 為本文所選取的變數之基本資料統計表，其中 1990 年與 2000

年的總樣本數分別為 7193 人與 7626 人，擁有大學學歷者的比例分別為 6%

與 12.5%，顯示由 1990 年至 2000 年，進入大學就讀的人數增加幅度超過

一倍。現職年資分別為 3.55 年與 4.30 年，而工作經驗則分別為 6.09 年與

6.56 年，其中女性樣本的比例在 1990 年與 2000 年分別占 34％與 31%，男

性樣本則分別占 66%與 69%，已婚者的比例在 1990 年與 2000 年分別為 31

％與 35%。主要從事行業為製造業，於 1990 年與 2000 年分別占 38％與

30%，其次為批發零售與餐飲業分別占 18％與 23%再其次為個人及公共服

務業分別占 17％與 16%。至於廠商規模方面，大部分勞動者在中小企業(50
                                                 
57 因為在本章中同時比較傳統 OLS 法、工具變數法與異質報酬率模型的估計結果，為使其比較

基礎相同，我們選擇以相同的跨代完全資料為估計樣本。但事實上，即使我們選擇以所有樣

本進行異質性教育報酬模型之估計，其與採用跨代完全資料的縮減樣本的估計結果相比，兩

者間並無太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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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下)工作，1990 年與 2000 年樣本分別占 70％與 72%，在 500 人以上的

大企業工作者則僅分別占 3.7%與 4.6%，1990 年有 8.7%的人在政府部門工

作，2000 年在政府部門工作者則占 7.2%。 

 
表 5.2、基本資料分析 

 1990 2000 
變數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工資 4.684 0.441 4.995 0.506 
大學教育 0.060 0.238 0.125 0.331 
年資 3.548 4.172 4.299 4.728 
工作經驗 6.087 5.703 6.565 6.069 
性別 0.663 0.473 0.690 0.463 
婚姻狀況 0.318 0.466 0.354 0.478 
行業別     
農林漁牧礦 0.046 0.210 0.035 0.184 
製造業 0.381 0.486 0.295 0.456 
水電燃煤業 0.005 0.072 0.002 0.044 
營造業 0.105 0.307 0.121 0.326 
批發零售與餐飲 0.183 0.387 0.227 0.419 
運輸倉儲及通信 0.059 0.235 0.049 0.215 
金融保險不動產 0.054 0.227 0.041 0.198 
個人及公共服務 0.167 0.373 0.155 0.362 

廠商從業人數     
1-9 人 0.439 0.496 0.448 0.497 
10-49 人 0.258 0.438 0.273 0.445 
50-99 人 0.073 0.261 0.065 0.247 
100-499 人 0.105 0.307 0.096 0.295 
500 人以上 0.037 0.189 0.046 0.208 
政府部門 0.087 0.281 0.072 0.259 

樣本數 7193  7626  
            資料來源：1990 年與 200 年台灣地區「人力運用調查」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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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實證結果 

本文分別以傳統OLS法與工具變數(IV)法 58估計 1990年與 2000年大學

教育的薪資溢酬，所得結果如表 5.3 所示。兩種方法所估計出的大學教育

的薪資溢酬，在 1990 年分別是 39.27%與 82.14%（年平均教育報酬率為

9.82%與 20.54%）；而 2000 年則分別為 33.33%與 69.12%（年平均教育報

酬率為 8.33%與 17.28%）。另外，以兩種方法所估計在職年資的報酬率，

1990 年分別為 4.02%與 3.83%，2000 年則分別為 4.59%與 4.46%；而職前

經驗報酬率方面，1990 年分別為 1.12%與 0.85%，2000 年則分別為 1.24%

與 0.99%。由表 5.3 的結果我們發現，以工具變數法所估計之大學教育年

平均教育報酬率，均高於傳統OLS法所估計之大學教育年平均教育報酬

率，且 1990 年之大學年平均教育報酬率，高於 2000 年之大學年平均教育

報酬率，表示從 1990 年到 2000 年，由於十年來學生愈來愈容易進入大學

就讀，59將使擁有大學學歷的人愈來愈多，因而使大學教育的報酬率相對

減少。除此之外，個人的婚姻狀況、行業別及廠商從業人數，亦顯著影響

個人實質薪資所得。基本上，已婚、從事營造業、運輸倉儲及通信與金融

保險不動產業、規模愈大廠商，薪資所得亦較高。 
 

表 5.3、教育報酬率-OLS 與 IV 
 1990 2000 

 OLS IV OLS IV 
大學教育 0.3927*** 0.8214*** 0.3333*** 0.6912*** 
 (22.20) (18.25) (21.66) (15.38) 
年資 0.0402*** 0.0383*** 0.0459*** 0.0446*** 
 (17.03) (15.21) (17.98) (15.35) 
年資平方 -0.0015*** -0.0015*** -0.0013*** -0.0013*** 
 (-15.27) (-14.75) (-11.70) (-9.32) 
經驗 0.0112*** 0.0085*** 0.0124*** 0.0099*** 
 (5.68) (2.80) (5.66) (4.42) 
經驗平方 -0.0003*** -0.0002*** -0.0004*** -0.0003*** 
 (-4.23) (-2.92) (-4.30) (-3.28) 
性別 0.2870*** 0.2837*** 0.1778*** 0.1689*** 
 (27.40) (26.75) (14.87) (13.88) 
婚姻狀況 0.1047*** 0.1215*** 0.1064*** 0.1058*** 
 (9.12) (10.50) (8.16) (7.99) 
行業別     

                                                 
58 本文以 probit 模型對大學入學機率進行估計，並採用進入大學就讀的機率做為替代變數。 
59 觀察台灣地區歷年大學聯考錄取率，1990 年約為 40%左右，至 2000 年則增加至 57.7%，表示

學生有較高的機會進入大學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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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漁牧礦 -0.3989*** -0.3595*** -0.4828*** -0.4667*** 
 (-15.99) (-14.18) (-14.99) (-14.27) 

製造業 -0.0819*** -0.0736*** -0.0533*** -0.0546*** 
 (-6.26) (-5.55) (-3.85) (-3.87) 

水電燃煤業 0.1094 0.1030 -0.0172 -0.0473 
 (1.41) (1.31) (-0.12) (-0.33) 
營造業 0.0904*** 0.1152*** 0.1080*** 0.1216*** 

 (5.32) (6.68) (6.05) (6.69) 
運輸倉儲及通信 0.0418** 0.0379* 0.0550** 0.0443* 

 (2.02) (1.81) (2.32) (1.84) 
金融保險不動產 0.1119*** 0.1257*** 0.0480* 0.0631** 

 (5.38) (5.99) (1.94) (2.51) 
個人及公共服務 -0.0657*** -0.0456*** -0.0004 0.0252 

 (-4.26) (-2.93) (-0.03) (1.61) 
廠商從業人數     

10-49 人 0.0733*** 0.0738*** 0.0817*** 0.0891*** 
 (6.51) (6.48) (6.48) (6.96) 

50-99 人 0.0784*** 0.0935*** 0.1242*** 0.1529*** 
 (4.38) (5.18) (5.88) (7.16) 

100-499 人 0.0982*** 0.1096*** 0.1635*** 0.1925*** 
 (6.23) (6.89) (8.82) (10.28) 

500 人以上 0.1230*** 0.1188*** 0.1744*** 0.2093*** 
 (5.25) (5.01) (6.89) (8.180) 
政府部門 0.1922*** 0.2090*** 0.2115*** 0.2814*** 

 (10.80) (11.65) (9.92) (13.31) 
截距項 4.2783*** 4.2605*** 4.5538*** 4.5380*** 
 (295.00) (287.98) (292.63) (281.90) 
     
樣本數 7193 7193 7626 7626 
Adj-R2 0.3316 0.3174 0.2332 0.2105 

註 1：括號內為 t 統計量，*、**、***分別表示達 90%、95%、99%的顯著水準。 
註 2：標準組的選定，行業別為批發零售與餐飲；從業人數為 1-9 人。 

 

圖 5.1 與圖 5.2 分別為 1990 與 2000 年對邊際處置效果 MTE 的估計結

果。邊際處置效果 MTE 為未觀測到的異質性 Us的函數，由圖一與圖二的

圖形結果我們發現，MTE 隨 Us 的增加而遞減，且遞減的幅度愈來愈小。

假定樣本依據(7)式的選擇規則決定是否就讀大學，圖一與圖二的結果顯

示，Us愈小（愈有可能就讀大學）的人擁有較高的 MTE，而 Us最大者（就

讀大學的機率最小），其 MTE 也最小。換句話說，愈有可能讀大學的人，

所能得到的邊際教育報酬也愈大，在勞動市場比較利益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選擇之下，因為選擇讀大學可以得到較高的邊際教育報酬率，

因此這一類的人較可能選擇就讀大學。這個結果似乎表示，在勞動市場比

較利益的選擇之下，「值得」進大學就讀的人就「應該」進入大學，而「不

值得」進大學就讀的人就「不應該」進入大學，因此提供政府在人力規劃

的思維中，高中職教育分流設計應該是政府一個可以依循或設計的方向 

除此之外，比較 1990 年與 2000 年之 MTE，由圖 5.1 與圖 5.2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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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1990 年與 2000 年之 MTE 形式均相似，兩者皆隨著 Us的遞增而縮

小，且縮小的幅度之愈來愈小。但 1990 年的 MTE 較 2000 年的 MTE 為大。

表示在相同就讀大學的機率之下，1990 年就讀大學所能獲得的邊際報酬，

大於 2000 年就讀大學所能獲得的邊際報酬。由這個結果我們可進一步推

論，從 1990 年至 2000 年，由於就讀大學相對變得較為容易，使擁有大學

學歷的人增多，造成就讀大學的邊際報酬亦相對較小。 

由圖 5.1 與圖 5.2 的結果來看，台灣地區大學教育的教育報酬率，的

確存在異質性，不同的異質性 Us，有不同的邊際教育報酬(MTE)，而遞減

的 MTE 曲線更進一步指明，樣本在教育選擇過程中存在未觀測到的異質

性 Us，則傳統 OLS 法、工具變數(IV)法等，都無法準確地估計出「真正」

的教育報酬率。 

 

 
圖 5.1、邊際政策效果 MT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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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邊際政策效果 MTE(2000) 

 

表 5.4 分別為 1990 年與 2000 年不同政策效應參數的估計結果，1990

年平均處置效果ATE為 45.99%（年平均 11.5%），表示在給定個人特徵 X 之

下，接受四年大學教育者的年平均教育報酬為 11.5%。而傳統OLS法的估

計參數為 39.27%（年平均 9.82%），顯示以傳統OLS法所估計之教育報酬率

有低估(underestimate)的現象。另外工具變數法所估計的結果為 82.14%（年

平均為 20.54%）與ATE相比則有高估(overestimate)的現象。601990 年台灣

地區教育報酬率的實證結果為 OLSIV ATE ββ >> ，而 2000 年的實證結則為

ATEOLSIV >> ββ ，表示 2000 年以OLS法與IV法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者有高

估的現象。且由表 5.4 我們可以發現 1990 年以不同方法估計所得之大學教

育的年平均教育報酬率亦皆大於 2000 年的年平均教育報酬率。 

1990 年政策參與者的處置效果(TT)為 77.45%（年平均為 19.36%），表

示有接受大學教育後才進入職場的人，與假設他們沒有就讀大學就直接進

入職場相比，其年平均薪資報酬高出 19.36%；而政策未參與者的處置效果

                                                 
60 以 IV 法估計的結果，依所選擇的工具變數的不同，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可能是估計某一特定

人口群的教育報酬率，亦即估計局部的平均處置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詳細可參

見 Griliches(1977)、Card(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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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則為 64.7%（年平均 16.18%），表示未就讀大學就進入職場的人，與

假定他們進入大學就讀相比，其年平均薪資將會提高 16.18%。另一方面，

由表四中參與者的處置效果(TT)和未參與者的處置效果(TUT)的結果我們

可以發現，勞動市場的人力資本有比較利益存在，擁有大學學歷的人選擇

就讀大學所提高年平均薪資報酬，高於高中學歷者若進入大學就讀所提高

的年平均薪資報酬。亦即教育選擇的結果將使“值得”進入大學就讀的人就

“應該”進入大學，而“不值得”進大學就讀的人就“不應該”進入大學就讀。 

除此之外，2000 年的參與者的處置效果(TT)和未參與者的處置效果

(TUT)則分別為 59.87%和 47.14%（年平均分別為 14.97%與 11.79%），均小

於 1990 年的估計結果。顯示從 1990 年至 2000 年，經過十年的時間，使

勞動市場的比較利益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且由於大學教育的普及，使勞動

市場中擁有大學學歷的人數愈來愈多，造成不論政策參與者(大學學歷者)

或政策未參與者(高中學歷者)，若選擇就讀大學所提高的年平均薪資報酬

將相對較低。 

 

表 5.4、不同參數比較 

參數 估計值(1990) 估計值(2000) 

OLS 0.3927 (0.0982) 0.3333 (0.0833) 

IV 0.8214 (0.2054) 0.6912 (0.1728) 

ATE 0.4599 (0.1150) 0.2655 (0.0664) 

TT 0.7745 (0.1936) 0.5987 (0.1497) 

TUT 0.6470 (0.1618) 0.4714 (0.1179) 

偏誤 -0.0672 (-0.0168) 0.0678 (-0.0170) 

選擇偏誤 -0.3818 (-0.0955) -0.2654 (-0.0664) 

分類利得 0.3146 (0.0786) 0.3332 (0.0833) 
      註 1：括號內表示大學四年的年平均值 

         註 2：偏誤=OLS-ATE 
         註 3：選擇偏誤=OLS-TT 
         註 4：分類利得=TT-ATE 
 

根據(5.13)式的結果，傳統 OLS 法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 OLSβ 與平均政

策效果 ATE 之間的偏誤乃由選擇偏誤與分類利得所構成。由表 5.4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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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1990 年的選擇偏誤為明顯的負值，達到 38.18%（年平均

9.55%），表示在估計台灣地區教育報酬率的過程中，選擇偏誤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選擇就讀大學與否而造成個人未觀測到之變量的偏差可達

38.13%，顯示樣本之個人存在相當程度的異質性。另外，表 5.4 中 1990

年的分類利得為 31.46%（年平均 7.86%），表示擁有大學者的教育報酬率，

明顯高於平均處置效果 ATE（平均教育報酬 β ），這個結果亦進一步地顯

示出勞動市場比較利益的存在，且人們會根據比較利益原則選擇教育水

準。另外，比較 1990 年與 2000 年的選擇偏誤與分類利得，發現從 1990

年至 2000 年，選擇偏誤有逐漸縮小的趨勢，表示經由選擇就讀大學與否

而造成個人未觀測到之變量的偏差愈來愈小；而分類利得雖然有增加趨

勢，但增加的幅度並不明顯（1990 年與 2000 年之年平均值的差異僅

0.53%）。 

經由表 5.4 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地區的教育報酬率，存在明顯

的異質性，且勞動市場的人力資本亦存在比較利益，人們依據比較利益原

則選擇不同的教育水準。而傳統 OLS 法與工具變數(IV)法皆無法對台灣地

區教育報酬率給予一個合理的估計。為了進一步表現台灣地區教育報酬率

的異質性，本文亦採用數值方法對 1990 年與 2000 年之樣本的預期教育報

酬率進行衡量，所得之預期教育報酬率的分配分別如圖三與圖四所示。 

比較圖 5.3 與圖 5.4 的結果我們發現，1990 年與 2000 年之樣本預期報

酬率乃為一個服從某一特定分配的隨機變數，人力資本明顯存在異質性。

且比較 1990 年與 2000 年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2000 年樣本的預期教育

報酬率分配明顯較 1990 年之預期教育報酬率分配集中，且 2000 年樣本預

期報酬率的分配亦較為偏左。另一方面，由圖 5.3 和圖 5.4 我們亦發現 1990

年平均處置效果 ATE 高於傳統 OLS 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且擁有大學學

歷的人們(S=1)，教育報酬率 TT 更高於平均處置效果 ATE 與傳統 OLS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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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計結果。然而，圖 5.4 中 2000 年的平均處置效果 ATE 則小於傳統 OLS

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主要是因為從 1990 年到 2000 年間，選擇偏誤逐漸

擴大而分類利得逐漸縮小而造成。 

 
圖 5.3、樣本預期教育報酬率的分配(1990) 

 

 
圖 5.4、樣本預期教育報酬率的分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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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結論 

由於勞動市場的人力資本普遍存在異質性與選擇偏誤，且人們會根據

比較利益原則決定選擇之教育水準，因此傳統 OLS 法與工具變數(IV)法皆

無法對教育報酬率有一個合理的估計（傳統 OLS 法的估計結果有低估的現

象，而以工具變數(IV)法的估計結果則會有高估的可能）。在考慮個人能力

的異質性與選擇偏誤之下，本文分別以 1990 年與 2000 年行政院主計處的

「人力運用調查」資料，對台灣地區的教育報酬率進行估計。 

估計的結果發現，若忽略異質性與選擇偏誤的重要性（例如傳統 OLS

法與工具變數(IV)法），將導致估計參數的偏差與不一致。由邊際處置效果

MTE 曲線發現，愈有可能進入大學就讀的人，有愈高的教育報酬，顯示勞

動市場存在比較利益，而遞減的 MTE 曲線更進一步指明，樣本在教育選

擇過程中存在未觀測到的異質性。 

台灣地區大學四年的年平均教育報酬率在 1990 年為 11.5%，至 2000

年則降為 6.64%，且對於擁有大學學歷（S=1）的人而言，1990 年與 2000

年的教育報酬率分別為 19%與 15%，更顯著高於平均教育報酬率，甚至高

於傳統 OLS 法所估計的教育報酬率。一方面表示台灣地區大學教育的教育

報酬率，乃因大學教育的普及而使教育報酬率有遞減的趨勢；另一方面也

更確切地顯示勞動市場中人力資本的異質性與比較利益原則的存在。 

過去文獻對教育報酬率的估計方法大多沒有考慮異質性，他們通常假

設不同個人之人力資本具有同質性。本文的研究則充分考慮個人之間顯著

的異質性，並且在個人異質性及選擇偏誤的基礎上，對台灣地區高等教育

的教育報酬率，給予一個合理的估計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