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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生命史的觀點，探討個人自小學階段起，在重要的求學轉銜階

段以及初入職場前，如何面對下一階段的教育或職業選擇，以及影響這些

選擇的重要因子與條件，同時亦探究這些影響力量在不同階段中之消長狀

況與原因。本研究以2001年參與「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

的二萬多名學生為母體進行取樣，在2008年對26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並於2009年進行第二輪的訪談（包括續訪13人及新訪11人），總計訪談37

人及50人次。本研究發現，社會化、家庭資本、教育階層化等概念，可總

結性地說明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輕世代在現代台灣社會的教育體系與勞

力市場中，會如何進行教育與職業選擇。

關鍵詞：教育階層化、社會化、生命史、教育成就、勞力市場、選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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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問題意識

2008年九月傍晚，詠瑄一下班便從奇美電子的下包工地，匆匆趕到台南的

遠東百貨公司接受訪員的訪談。那時，氣氛是愉快的；在經濟不景氣的年代，

擁有一份工作是一件值得愉悅的事。健康與環境相關科系畢業的她，在工地從

事工安的工作正與自己的所學完全符合。難能可貴的是，這份工作也完全符合

自己的興趣。這樣令人欣喜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她在就讀綜合高中升高二時，

決定就讀高職科系所致，讓她有機會跨入技職體系，進而擔任工安的工作。

隔年三月，經濟不景氣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而她也失去了工作。雖然

她那時已經超過半年沒有工作，但也沒有因為失業過久而顯露出任何的不安，

還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夠回到自己喜歡的工安崗位上。然而，要是她當年選擇繼

續就讀高中部的話，如今的結果不知又會是如何？

本文將從生命史的觀點，探討個人在教育與職業選擇方面的發展曲線，以

及選擇過程中的重要社會影響因子。透過質性訪談資料，我們將逐一剖析，個

人從小學階段起，在每一個重要的求學轉銜階段以及初入職場前，如何面對下

一個階段的教育或職業選擇，並嘗試分析會對這些選擇有所影響的重要因子與

條件。同時，本文亦會探討不同階段當中各種因子在影響上的消長變化。

不同於過去台灣論及教育與勞力市場相關研究的量化取向，本研究採

取的是質性的研究方式，而在眾多的質性研究工具中，本研究運用了「生

命史」（life history）的研究方法。雖然生命史與口述歷史分屬於不同領域

傳統（前者屬社會學範疇，後者屬史學範疇），但在方法與目標上十分相

近（Thompson, 1981）；兩者皆強調透過生命故事的敘事（narratives）所表

現出的主觀經驗與記憶，以理解鉅觀的歷史圖像與社會過程（McLeod and 

Thomson, 2009）。對法國社會學家Daniel Bertaux來說，生命史方法的關注焦

點，在於「探究社會動態與歷史變遷的關聯性：個人、集體慣習與實踐與社

會歷史的變遷之間，具有何種關係？」（Bertaux, 1981：6）。本研究自2001

年時參與「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簡稱TEPS）建置的二萬多學生當

中，抽取了三十七位在2008及2009年進行深入訪談。本文的分析焦點，在於

這三十七位行動者如何在面對各種制度性的約束與壓力下，在不同的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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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職業選擇。雖然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會發展出一條專屬自己的

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軌跡，不過，在這三十七條選擇發展曲線的背後，人們

還是可以看見，制度性文化的社會結構一直在發揮效力，牽引著人們的選擇與

決定，而教育體制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性制度，會對人們的生命歷程有所影響。

Pallas（1993）便認為，教育的文化與制度性角色，會反映在人們的生命傳記

當中。

在經濟景氣變動的年代，以生命史的研究方式，比較可以理解該世代的年

輕人以何種方法來回應社會上與經濟上的壓力。Anisef（2000）等研究者也曾

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對在經濟不穩定年代中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加以探討。

他們運用了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理論來研究1973年高中畢業世代在教

育與勞力市場方面的連結狀況。他們發現，相較於1993年高中畢業的世代，

1973年高中畢業世代雖然曾經歷過1980年代的經濟不景氣，但是他們的初職

取得與勞力市場的參與則較為穩定，變動沒有後面世代來的大。也就是說，年

輕世代的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越來越不穩定。該研究表示，就1973年高中

畢業的世代來說，人們的向上流動是因為政府的政策以及經濟擴張所致，另

外，進一步的正式教育會有助於工作職位的提昇與個人目標的達成。該研究之

所以不用人力資本理論而改用生命歷程理論，目的是為了瞭解個人與社會之間

的動態關係，亦即社會化與選擇過程的關聯。

Mayer（2004）指出，「生命歷程」這個詞彙其實就等同於「人類發

展」、「傳記」與「成長」的意思，而生命歷程研究共有兩種面向，分別探討

了歷史階段與制度對於生命歷程的影響力。Shanahan（2000）則認為，生命歷

程理論同時會關照社會結構與人類的能動性，並考量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亦即會考量到生命史與社會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原因就在於人的生命歷程會

烙上社會的印記，而社會則是人活生生的社會經驗的一種反映。類似於生命歷

程的理論觀點，本文一方面處理社會結構與制度如何形塑行動者的社會位置、

角色與機會，另一方面也關照行動者對於社會壓力的因應方式。相較於過去

的研究，本文的超越之處就在於不是以橫切面的方式，單由某一教育階段（如

大學）來解釋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而是把人們所經歷的完整教育歷程

與勞力市場的參與加以串連為一發展曲線。我們由此可看出，人們在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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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選擇不僅具有累積性，同時這種累積性選擇會早在人們進入勞力市場以

前，就已經引導他們對未來將進入的產業與職業進行安排與選擇。這是一種

「路徑依賴」的理論觀點，強調不同階段的教育選擇，都會受到前一階段教育

選擇的影響，並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影響了後續的職業選擇。而這個教育與職

業選擇軌跡，其實也會反映出台灣特有的教育性制度文化與社會價值觀。

貳、文獻回顧

Super與Wright（1941）曾經進行過經濟大蕭條時代勞力市場的相關研

究，分別對大蕭條年代前後幾年的高中畢業生進行就業狀態的研究。其研究對

象共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大蕭條前畢業的高中生，第二組是1933年大蕭條高

峰的高中畢業生，第三組則是經濟有點回穩的1935年高中畢業生。他們的研

究發現，經濟大蕭條會影響人們進一步就學的動力，也會影響到人們的初職、

就業與婚姻。例如，大蕭條前畢業的學生全部就業，相形之下，蕭條期間或之

後畢業的學生僅三分之二就業，且願意從事低薪資工作，因而他們的就業信心

較低。這意味著，一旦經濟條件改變，就業信心就也會改變。此外，該研究亦

指出，學校課程、家庭社經地位與智育表現也會對人們的就業情況有所影響。

也就是說，家庭、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其實頗大，而連結家庭、教育與勞力

市場的一條生命軸線，其實就是一種生命歷程的發展過程，並鑲嵌在個人生命

史當中。Andrews與Stott（2002）在論及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性時，也曾表

示職業性別區隔、考試成績、族群與社經地位會影響到人們的就業機會。依此

論點，家庭背景、教育經歷與勞力市場的關聯十分密切，可說是環環相扣。

Parsons（1952）曾表示，人們在社會當中只能在有限的選擇之間進行選

擇，因為這些選擇受到社會價值觀與規範的限制，最終這些選擇便會轉變成各

種社會角色。也就是說，文化系統的價值觀一旦制度化之後，就會變成一種社

會系統。因此，社會化指的是把各種社會價值觀加以內化的過程，而家庭、學

校與勞力市場就是在當中極具代表性的社會化單位；從家庭、學校一直到勞力

市場，其實就是一條社會化的路徑。就家庭的社會化來說，Schaffer（2006）

認為，家庭顯然具有社會化的功能，例如說家長對於子女的控管方式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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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過，管控過程絕非單向的過程，而是一種子女與雙親共同涉入其中的

決策過程；也就是說，這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就學校的社會化而言，

Brint（2006）認為，由於學校必須維持最起碼的秩序，因此學校就必須出手

來調整學生們的行為表現，以培育出起碼有點紀律的學生群。若就Erikson

（1963）的人格發展理論來說，社會化指的就是人類從生物階段開始發展，

不斷地與周遭人物進行互動，向他們學習，進而培養出統整性自我認同的過

程，而此種歷程亦可說是人類由被動漸次發展到變得較為主動的過程。以下，

本文將依序簡要檢閱與家庭、教育及勞力市場有關的文獻，並就這些文獻與本

研究的關聯性及其具有的啟發性進行說明。

一、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對於個人成就的深刻影響，充分反映在現有相關學術研究結果當

中。例如，Lareau（2003：236）認為，出生時的社會位置對其日後日常生活

習性的形塑來說非常重要，即便說家庭成員並未特別注意到社會階級的存在，

情況也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家庭經濟背景之所以會影響人們的教育表現，原

因就在於中產階級家庭以上的小孩，確實會比勞工階級家庭的小孩更願意配合

學校課程在成績上的競爭性要求。Devine（2004：174）則探討父母如何運用

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源來保障子女的教育與職業成就，發現中產階級會運用一

些方法與資源把階級複製到子女身上。此外，針對美國三至七歲學齡前孩童進

行研究過後，Entwisle與Alexander（1993）指出，三至七歲乃是銜接教育階段

的關鍵期，之後就會進入成就表現競爭階段，進而建構出學習成就自我形象，

往後的階段都會受到此階段學習成就的影響。而貧窮、族群與家庭類型等因素

可以說明孩童未來的學習表現，且其中貧窮因素最具解釋力。依此說法，家庭

背景的資源多寡，確實會對孩童的未來學習表現具有極大的影響。

台灣的教育階層化十分明顯，輕技職而重學術，特別是反映在一般教育

（高中）與技職教育（高職／專科）的分流教育上面。家境的好壞與社會地位

的高低，往往對於人們的教育成就有直接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上的不平等

很可能會演變成教育上的不平等，而教育階層化不過是社會階層化的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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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蔡瑞明與林大森（2000：144）的研究就指出：家境比較不好的人，比

較會就讀技職體系，家境較好者，則大多會選擇就讀於一般體系。此外，依循

高中大學體系就讀者，未來的職位與收入都會比技職體系畢業者高出許多。由

此可知，家庭經濟條件的優劣，其實對人們未來的生涯發展影響甚巨；相較於

高職生而言，高中生一開始似乎就佔據了教育階層的優勢地位。鄭勝耀與洪志

成（2009：120）的研究也發現，高達40.02%公立頂尖大學（「頂尖大學」以

下簡稱「頂大」）之大一新生的家庭收入超過115萬，非頂大的大一新生則有

30.26%的家庭收入超過115萬。此外，高達12.47%公立頂大大一新生的父親有

碩士學位，非頂大的大一新生則為3.56%。29.28%的公立頂大大一新生的父親

有大學學位，非頂大的大一新生則只有16.61%。若母親學歷為研究所以上，

子女則更有機會進入頂大，且其影響力高於父親（鄭勝耀、洪志成，2009：

118）。這說明了社會階層與教育階層的直接關係：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學生

學業成就越好；家庭教育資源越豐厚，學生學業成就也越佳（林俊瑩、黃毅

志，2008）。同時，父母親的教育程度高低，往往會直接反映在其子女的教

育成就。

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透過家庭較為豐富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財

物資本，不僅在教育成就方面明顯佔有優勢，也可能在未來取得較好的地位與

收入（林俊瑩、黃毅志，2008）。這說明社經地位較高者為何會比較關注其

下一代的教育狀況：為了延續下一代的優勢地位，對於子女的教育學習狀況

就必須予以留意。誠如林俊瑩（2006：202）的研究所指出的，家長職業為主

管或專業人員者，相對於職業別為農漁業的家長，對子女的學習狀況的關注程

度會比較高。由此可知，代間社經地位及教育成就的沿襲，有某種程度的穩定

性。

二、台灣分流教育之階層化

就台灣的教育制度來說，高中職的區分是具有上下位階的階層化區分，位

居上位的是為了培養專業人才的高中教育，處於下位的則是為了培養技職人才

的高職教育。為了更為理解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性，我們有必要理解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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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角色。

人們一般會認為，分流教育乃是出現在國中階段結束以後。其實，國小階

段的能力分班，亦可說是一種分流教育。林大森（2002）認為，將學習較快

和較慢的人分開，按照學習能力高低而進行的分班，便可算是一種分流教育。

就台灣的教育制度來說，國（初）中過後的銜接教育共可區分為高中、五

專與高職等三條路徑，其中高中屬於一般教育體系，後兩者則屬於技職教育體

系（蔡瑞明、林大森，2000：151）。林大森（2002）的研究指出，國中三年

級時，六成以上的前中段班與四成以上的後段班學生，都期望有機會可以就讀

「公立高中」。此外，家境愈好的學生愈傾向於選擇公立高中來就讀，家境較

差者則容易進入私立高職，因而便形成了「高中／職、公／私立」的雙重教育

階層化現象。一般教育體系與技職教育體系的階層化關係，在台灣已然是一種

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家庭資源豐富的人，自然比較會選擇一般教育體系這條路

徑，因為比較會有機會延續原本的家庭優勢。在台灣的分流教育制度下，家庭

背景對選擇就讀「高中／職校」的決定，遠比對選擇就讀「大學／技術學院」

的影響還大（蔡瑞明、林大森，2000：150）。這就意味著，家庭背景條件會

對人們在分流教育制度中的選擇，特別是在「高中／職校」階段，有極為重要

的影響。

此外，由於台灣的高中以公立學校居多，高職反而是私立學校較多，因

此，除了「高中／職」的差異之外，「公／私立」的差異亦會造成學歷、地位

和收入的「階層化」現象（林大森，2002）。依此論點，私立高職的選項，

似乎意味著未來的社會地位與收入可能都會處於劣勢，因家境較差而進入私立

高職就讀的學生，便可能會受到加倍的社會排除。同時，高中的優勢與其多屬

公立頗為相關，高職的劣勢則與其多為私立有關，因此公立高職的地位並不亞

於私立高中（林大森，2002）。高中隸屬公立的比例偏高的情形，顯示政府

對於高中的資源挹注遠多於高職，從而指出了高中在分流教育當中的優勢地

位。

蔡瑞明與林大森（2000：157-158）指出，雖然台灣的高職教育目的在於

培植基層技術人員，但超過七成多的高職畢業者卻未曾從事科系相關工作。由

此可見，台灣的高職教育幾乎沒有與職場產生有效連結。這與前文提及的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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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在雙重階層化下所處的劣勢地位不無關係；由於台灣的高職教育訓練難以

在勞力市場中擁有競爭力，因此就沒有與勞力市場產生緊密連結，而私立高職

生的處境也就更加不利，唯一的解決之道似乎就是盡力取得更高的學歷。

由於台灣的中學教育特別強調智育，不注重個人特質的探索與發展，再加

上中學階段升學壓力較大，中學生便很少有機會了解自己的興趣所在，因此在

初入大學面臨科系選擇時，容易產生徬徨茫然之感，也才會有高達三分之一

的大一新生出現志趣不合，以及四分之一的學生想要轉系的情形（王秀槐，

2006）。另外，隨著學歷的提高，「高中／職」的階層化現象會逐漸減弱，

但「公／私立」的階層化效果則仍在（林大森，2002）。由於公立學校在資

源上具有優勢，而社會主流價值觀又對公立頂大學校具有偏好，因此，台灣大

學生往往會依據分數高低來挑選院校，而個人性向與學校特性也就被輕忽了

（張雪梅，2009：19），於此種情況下，志趣不合的情形自然就會增加。雖

然說國立大學對於學生來說頗具有吸引力，不過，若是面對專業化高且未來薪

資高的科系，學生就會傾向選系而不選校（沈俊毅，2009：81）。

沈俊毅（2009：79）曾針對蒐集的文獻進行歸納，進而彙整出國內大學

生選讀校系的七個考量因素，按優先順序依次為：（一）學校品質、（二）經

濟取向、（三）考試分數、（四）個人特質、（五）他人影響、（六）交通取

向、（七）同儕關係。不過，雖然存在著這七個要素，王秀槐（2006）卻仍

然認為家長對於子女的大學科系選擇的影響力頗大：選擇大學科系對很多家庭

而言，可能是親子共同作成的決定，對部份學生而言，甚至可能是父母親強勢

主導的結果。按此說法，即便是已接近成人階段的高中畢業生，對於大學科系

的選擇，仍然沒有獲得完全的自主性，仍舊必須受到雙親的影響。

就大學生生涯的重大抉擇點來說，學生們多會在大學第三年，就未來學習

計畫與生涯目標上開始進行規劃（劉若蘭，2009）。就高等教育的分流體制

而言，林大森（2010：115-116）的研究指出：國立大學畢業者有42%選擇繼

續讀研究所，僅有不到三成的人會選擇工作，選擇兼職、待業或延畢者比例也

相對稍高（18%），而技職體系畢業者則約莫過半人數會選擇進入職場從事全

職工作。就家庭社經背景與畢業學校類型來說，大學畢業後念研究所的人會比

取得全職工作的人更具優勢，但任全職工作只較兼職、待業與延畢者稍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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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此外，在檢視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時，林大森也發現，國立科技大

學畢業生有29%繼續升學，與技職教育「畢業後即就業」的宗旨有所落差，已

出現「（一般）大學化」的傾向。依此論點，國立大學的畢業生會寧願選擇繼

續升學，也不願及早取得全職工作，因為對其而言，研究所文憑的重要性，遠

遠高於儘早取得專職工作的迫切性。由此可見，分流教育的階層化現象，似乎

也會延伸至高等教育的研究所層次。

三、勞力市場

關於高中職教育的差異，Arum與Shavit（1995）表示，高職教育雖無助於

讓人獲取專業或管理職，卻可以降低失業率，讓人成為技術工。情況或許真是

如此，不過，高中職的階層化差異卻也同時被指出來了。而此種差異也近似於

台灣的一般／技職教育體系之間的階層化關係，其間主要是顯現在職業的社會

位階差異上。

前已提及，除了一般教育體系與技職教育體系之間的階層化關係之外，公

私立的區分也是一種階層化關係。這種雙重階層化關係，會表現在大學生的平

均薪資上。章英華與黃毅志（2007）的研究發現，普通公立大學院校畢業的

學生，現職地位與收入都比私立大學院校畢業的學生高出了許多，進入政府部

門的機會亦較高。李燕美（2008）也指出，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資，以公立

一般大學為最高，以私立技職學院為最低，可見學生所就讀學校會影響到薪資

所得。由此可見，相較於其他類型學校的畢業生，公立大學的畢業生仍然穩坐

教育階層化及社會階層化的頂端，而私立技職學院的畢業生相對來說，顯然是

現今教育體系「雙重階層化」下最大的受害者。

蔡瑞明與林大森（2000：159）的研究發現，只要能夠升學到大學階段，

無論是一般體系還是技職體系，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就會大大提高，比僅

升學到高中階段者明顯高出許多。也就是說，隨著學歷的提高，一般體系與

技職體系的階層化程度就會逐漸減弱。今日的大學生也普遍認為，若能擁有

大學以上的學歷，就業機會就會相對提高（李燕美，2008）。另外，趙長

寧（2009）的研究發現，七成六大學畢業生認為大學教育有助於取得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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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時，被視為有助於找工作的因素依序是：外語能力、證照、主修科系、

相關工作經驗、國考證書。鄭勝耀、洪志成與侯雅雯（2008）在針對94學年

度之大學應屆畢業生的研究發現，該年度的求職錄取者以女性為多，學校類型

則以私立大專校院錄取者較高，就讀商業管理科系學門的錄取者人數最多，而

求職錄取者大多有工讀、工作經驗、證照或檢定證書。

依據Muller與Shavit（1998）的跨國研究比較，台灣的教育與職業連結

程度屬於中度，因此在台灣地區，大學科系與未來工作之間的關聯並不十分

緊密。情況即便如此，學校與科系的重要性仍舊不可忽略。游秋怡與林大森

（2008）表示，學校類型與主修學門在人們尋找工作的時候，具有相當大的

影響力。若就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性來說，李燕美（2008）發現，關聯緊

密的科系是教育、藝術與法律學門；中度連結的是人文、經社心理與商業管理

學門；鬆弛連結的則是運輸通訊、體育與農林漁牧學門。而趙長寧（2009：

376）的研究亦有類似發現：醫藥衛生、教育、藝術與法律等學門，其教育與

勞力市場的連結緊密；中度連結者是人文及經社心理學門；而鬆弛連結者則是

商業管理學門。由此可知，即便台灣的教育與勞力市場屬於中度連結，但是有

些科系的所學在未來卻可直接為勞力市場所用。

近年來由於台灣的大專院校大量擴張，人們開始擔心「高學歷帶來高失業

率」的問題，不過，劉正與陳建州（2004）的研究卻發現結果並不會如此。

雖然1980年代大量增加的工科生與1990年代大量增加的商科生，顯然都與台

灣的大環境變化有關，而且從1979到2000年，人們的學歷普遍提高，但擁有

大專學歷者卻沒有因此找不到工作。原因就在於，產業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釋

放新的工作機會。由於商業學門介於中度與鬆散連結之間，因此，1990年代

大量增多的「商科」畢業生，反而更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能夠彈性地取得產

業所釋放的新工作。

至於說一般教育者與技職教育者在勞力市場方面的差異，蔡瑞明與林大森

（2000：184）的研究顯示：接受一般教育者多傾向於商業服務業，但接受技

職教育者則多在製造營建業；一般教育者的職業身分傾向於白領高階專業人員

與事務工作人員；技職教育者的職業身分則幾乎都是以技術工人或服務銷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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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居多，這是兩條分流途徑就業結構的最大差異。�一般教育與技職教育的階

層化差異，在結構上已經預先劃分出了高低之分。誠如蔡淑鈴所言，台灣的高

度階層化教育系統，具有一種分類的功能，高等教育的文憑比較容易獲得較高

職業地位的回報（Tsai, 1998：466）。

在對於相關研究文獻進行簡要回顧之後，基本上可以發現，家庭社經條件

與個人的教育選擇、學習成就及未來社經位階的取得間具有緊密關聯。此外，

台灣分流教育中「高中／職、公／私立」的雙重教育階層化現象，不僅反映出

學生在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差異，同時也影響著學生畢業後的職業取得及薪資水

準。在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上，相關研究指出畢業生所學專業與畢業學

校類型，以及整體社會經濟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其就業動力與機會。這幾

點對本研究來說，具有極大的啟發性。

目前台灣對於教育與勞力市場的相關研究，雖然已經累積了頗為可觀的研

究論述，不過，這些研究大多為量性的研究。本研究採取質性的研究方法，期

望能夠對於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提供更為深入的瞭解，並探究相關的影響因

子。另外，由於國內的研究目前尚無任何相關文獻，完整地探討台灣社會中整

體教育歷程與勞力市場間的關聯性，因此本文便企圖從生命史的角度，來理解

台灣人所經歷的種種教育歷程，究竟會如何影響人們進入到台灣的勞力市場。

此外，現有文獻指出了家庭對其子女的學習成就與教育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

力。本文亦期待透過生命史的觀點，除了進一步討論台灣社會中家長對子女教

育選擇的影響力之外，並以子女的教育歷程為主軸，探究會影響台灣學子在不

同階段中進行教育選擇的各項重要因素，同時試圖解釋這些因素在不同教育階

段中影響力的強弱消長變化。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簡稱TEPS）於2001年對當年

� 單就技職教育本身來說，公私立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林大森（2007）便指出，在電腦
能力方面，公立科大畢業生的優勢在於專業應用軟體、程式語言、系統維護、電腦硬體
等能力；私立科大則是強調文書處理、網頁設計、資料處理等方面的能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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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中、高職和五專二年級所調查的二萬多名學生，依城鄉、學校與家庭背景

等因素考量，於2008年抽選出三十七名受訪者，並成功邀請當中的二十六位

進行個人深度訪談，藉由質性研究方法，以探究教育歷程之發展，及其與勞力

市場之間的關聯。依據研究需要，我們在2009年進行了第二輪的訪談，一方

面追蹤前一年接受訪談者在其教育或就業經驗的發展上是否有所變化，另一方

面也加入新的受訪者資料。第二輪訪談人數共二十四人，其中續訪者則有十三

人，新訪者共有十一人。在續訪者中，工作狀態出現變化者共有五人，有三人

由前一年的待業階段轉變成全職工作者，有兩人失去了工作，進入了轉銜階

段，另有一人為了準備公職考試而持續處於轉銜階段。

研究人員先以信函邀請受訪者接受訪談，再以電話確認訪談意願，以及可

以接受訪談的時間與地點。為配合受訪者，訪談地點遍佈台灣北、中、南地

區。訪談時間大致約在一至兩個小時之間，同時在獲得受訪者同意下對訪談進

行錄音，事後再整理成逐字稿，並以逐字稿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

肆、分析與討論

一、父母教育程度與職業對其教育與職業的影響

為了討論父母教育程度對於子女的影響，下表將本研究中受訪者之最終學

歷與其父母之教育程度並列，以便於檢視兩者之間的關聯。另外，我們也把受

訪者父母親的職業置於同一個表格，一併探討雙親職業對於子女教育程度的影

響（見表1）。

■表1　受訪者背景簡表
化名 最高學歷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父親職業 母親職業

芸莉 私立○○大學　心理系 專科 高中 基督牧師 教會工作

思敏 私立○○大學　會計系 高中 高中 開工廠 家管

建易
私立○○技術學院　電子
工程系

專科 國小 建築業 建築業

書偉 私立○○大學　會計系 高中 高中 機器師傅 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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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 最高學歷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父親職業 母親職業

子皓 私立○○大學　企管系 國中小 國中小 成衣業 成衣業

立賢
國立○○大學　教育相關
學系

大學 高職 文化園區園長 護士

家慧
私立○○技術學院　設計
相關學系

國中 國中 基層勞工 基層勞工

詠瑄
私立○○科技大學　健康
與環境相關科系

專科 高中
與他人合夥開

公司
褓姆

姿蓉
私立○○科技大學　會計
相關科系

高中 國中 模具工作 馬達工作

凱元 私立○○大學　機械學系 專科 專科 中華電信 技術員

智淵
私立○○高職夜間部汽修
科（肄業）

國中小 國中小 鋼鐵工作 家管

雅雯
私立○○技術學院　應用
英語系

專科 高職 中華電信 家管

哲銘
私立○○大學　休閒管理
相關科系

專科 高中 商 商

怡馨
私立○○技術學院　企管
系

高中 國小 賣水果 賣水果

彥宇
私立○○科技大學　電子
所

專科 高中 中醫 診所輔助

冠佑
私立○○科技大學漁業相
關科系

國中 國中 板金工人 工廠測試員

巧如
私立○○技術學院護理系
（肄業）

專科 高中 當鋪 家管

品杰
私立○○大學　機械所
（休學）

缺 缺 小頭家 頭家娘

杰勳
私立○○技術學院　電機
系

國中小 國中小 小頭家 家管

德安 國立○○大學　經濟系 國中小 國中小 勞工 勞工

盛鴻
私立○○技術學院　資訊
相關科系

國中 國小 缺 手工業

政廷
國立○○大學　資訊工程
所

博士 專科 中科院研究員 會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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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 最高學歷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父親職業 母親職業

宏堯 ○○軍校　土木工程系4 大學 高職 過世 過世

皓維
私立○○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系

高職 高中 開早餐店 開早餐店

睿恩
國立○○大學　材料科學
相關研究

高中 國中 一般勞工 罐頭廠工人

怡鈞 國立○○大學　獸醫所 專科 專科 在郵局服務 在郵局服務

守致
國立○○大學
生物相關領域研究所

碩士 碩士 科大副教授 國中校長

弘文
私立○○大學　資訊工程
所

小學 小學 攤販賣玉米 家庭理髮師

以禎
國立○○科技大學　設計
相關研究所

大學 專科 家具公司經理 家管

亮甫
私立○○科技大學　電子
所

高中 高中 養殖業 家管

志翔
國立○○大學　物理相關
研究所

高中 高中 中鋼技術員 家管

耀仁
私立○○大學　休閒管理
相關學系

大學 高中 奇異家電 家管

建順
國立○○科技大學　電子
系

專科 高職 農會公務員 會計人員

佳儀 國立○○大學　經濟系 大學 大學 缺 國中教師

曉琦
私立○○大學進修部　企
管系

國中小 國中小 娃娃車司機 家管

家泰
私立○○技術學院　電子
系

專科 高中 教師 教師

芝瑩 國立○○大學　財金系 國中小 國中小 一般勞工 一般勞工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表可知，在三十七位受訪者當中，父親的教育程度普遍都高於母

親，這反映了父系社會中男性平均教育高於女性的現象。�受訪者父親學歷大

� 本研究把軍校視為國立大學看待。
� 雖然說前述文獻回顧告訴我們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學習成就影響較大，但若依據表

1資料可知，父親的學歷似乎比母親的學歷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我們便把重點放在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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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上者有七人，作為其子女的受訪者學歷除一人就讀軍事大學及一人就讀私

立大學外，均為國立大學以上。另外，有六位就讀國立大學的受訪者，其父母

的教育程度在專科／高職或以下，但當中有三人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公務員

或技術人員。在八位就讀研究所的受訪者中，父或母學歷在大學以上者有三

位，但父或母從事專業或經理型工作，或擔任公務員者有五人。可見，家長的

教育程度及職業對於子女的影響大致存在。

受訪者之父親的學歷為專科者有十一人。受訪者之父親的學歷為專科者，

受訪者的學歷多為科大或技術學院畢業，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父親的學歷為大學

畢業者。須注意的是，雖然說怡鈞目前就讀於國立大學碩士班，但其過去就讀

的仍是科技大學，所以她基本上是循著技職體系繼續升學。受訪者父親學歷為

高中職者有八人，其中共有三位受訪者就讀於研究所。相較於父親的學歷為專

科畢者，父親學歷為高中畢者，就讀非科大的一般大學的比例較高，但教育表

現還是比不上父親為大學畢業者。

受訪者父親學歷為國中小者有十人，其中弘文的雙親均只有小學畢業，自

己則為私立大學資工所的學生。芝瑩國立大學財金系畢業，目前在銀行上班，

而德安則是國立大學經濟系畢業。這三位算是其中教育成就比較突出的代表，

不過，總體來說，除了智淵是高職肄業之外，其他受訪者都有大專以上的學

歷，即便就三十七個受訪者來說，情況也只有他沒有大學畢業，因此，我們可

以認定，大學、科大或技術學院等學歷，似乎是現時台灣人一般所認可的學歷

要求。情況之所以會如此，除了與父母教育程度有關之外，極有可能也是因為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結果。4

為了更清楚檢視雙親的教育程度對於子女教育程度的影響力，我們可由交

叉表來看出父親或母親之學歷對於子女教育成就高低的影響力：

的學歷上。
� 政府於1972年凍結了私校設立的申請，不過在1985年開放了私校的增設，而台灣的大專
院校便從1945年的四所增加到2000年的一百五十所（蔡淑鈴，2004），高教擴張的成果
明顯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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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父親教育程度與子女教育程度交叉分析表（次數分配與列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小 總計

子女教育
程度

研究所
2 1 2 3 1 9

100.0% 20.0% 18.2% 37.5% 10.0% 25.0%

國立大學
0 3 0 0 2 5

.0% 60.0% .0% .0% 20.0% 13.9%

國立科大
0 0 1 0 0 1

.0% .0% 9.1% .0% .0% 2.8%

私立大學
0 1 3 2 2 8

.0% 20.0% 27.3% 25.0% 20.0% 22.2%

私立科大
0 0 5 3 4 12

.0% .0% 45.5% 37.5% 40.0% 33.3%

高中職
0 0 0 0 1 1

.0% .0% .0% .0% 10.0% 2.8%
次數分配
總計

2 5 11 8 10 36

列百分比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表2可知，父親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其子女全數就讀研究所；父親

學歷為大學程度者，其子女則有六成會就讀於國立大學，另有兩成會就讀研究

所。父親學歷為專科或高中職學歷以下者，其子女則有較高比例就讀私立的大

學或技職學校，而父親學歷為國中小程度者，其子女的教育程度則偏低，僅有

一成會就讀研究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父親學歷為專科或高中職學歷者，其

子女亦有37.5%會就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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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母親教育程度與子女教育程度交叉分析表（次數分配與列百分比）
母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小 總計

子女教育
程度

研究所
1 0 3 3 2 9

100.0% .0% 75.0% 18.8% 14.3% 25.0%

國立大學
0 1 0 2 2 5

.0% 100.0% .0% 12.5% 14.3% 13.9%

國立科大
0 0 0 1 0 1

.0% .0% .0% 6.3% .0% 2.8%

私立大學
0 0 1 5 2 8

.0% .0% 25.0% 31.3% 14.3% 22.2%

私立科大
0 0 0 5 7 12

.0% .0% .0% 31.3% 50.0% 33.3%

高中職
0 0 0 0 1 1

.0% .0% .0% .0% 7.1% 2.8%
次數分配
總計

1 1 4 16 14 36

列百分比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顯示，母親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其子女全數就讀研究所；母親學歷

為大學程度者，其子女亦全數會就讀於國立大學；母親學歷為專科者，其子女

亦有七成五以上會就讀研究所；而母親學歷為國中小程度者，其子女的教育

程度則偏低，僅有14.3%會就讀研究所。此外，母親學歷為專科或高中職以下

者，其子女有較高比例就讀私立的大學或技職學校。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家庭背景確實會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所影響，於其

中，雙親的學歷越高，子女的學習成就普遍會越高。因此，家庭社經條件，特

別是父母的學歷，可說是影響子女學習成就的一個重要因子。

本研究的樣本中，有較高比例是就讀工商或工程等所謂「熱門」的領域，

相對來說，就讀農、教育、文、史等所謂「冷門」領域的學生很少甚或沒有。

針對這樣的樣本特性，我們認為需要在此進行說明。一方面，這是由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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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是由當年（2001年）為高中、高職和五專二年級的二萬多名學生當

中抽出，因此在進行抽樣時，僅有在七、八年前受訪者在2001年填答問卷時

留下的資料，而沒有他們現今的資料（包括受訪者後來就讀的大學科系）。因

此，在選取受訪者的當下，無法從所謂熱門或冷門科系來進行抽樣。另一方

面，本研究著重的是完整教育歷程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且分析的依據來自

受訪者在的國（初）中過後的分流教育歷程。這樣的抽樣結果，也許也正反映

了人們在進行教育的學門領域選擇時所表現出的社會趨同性；也就是說，工商

或工程領域的就讀人數較多，正反映出這些學門領域的「熱門性」。

二、如何選擇小學

政府在1968年宣布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九年國教的時代正式來臨。九年

國教的出現，意味著小學與國中教育都要受到政府的管控，也就是說，人們在

接受基礎教育的時候，都會受到政府力量的強勢干預。政府不僅把基礎教育視

為國民的權利，亦視之為國民應盡的義務。政府廣設公立學校，透過學區來劃

分提供教育之機構。教育接受者無法決定是否要接受小學與國中教育，也往往

無法任意選擇任何公立學校就讀，而是在必須接受基礎教育的前提下對就讀學

校作有限的選擇，如選擇改變所屬學區（如以遷戶籍方式越區就讀），或進入

私立學校等等。

除了政府之外，另一個對人們的中小學就讀選擇有所影響的角色是家庭，

特別是父母。一方面，家長會替自己的小孩做決定，考量是否要配合就讀政府

限定區域的小學，另一方面，家長有權利決定是否採取策略來規避政府的干預

（例如遷戶口，利用特殊管道進入其他國小，或就讀私立小學）。在我們的研

究中發現，父母考量的因素主要可分為兩點：其一是要便於看管子女，其二是

交通上的親近與便利性。因此，中小學可說是家庭的教養代理人，能夠替主要

照顧者扮演「褓姆」的角色。在雙薪家庭日益普遍的今日，這樣的一種角色更

顯重要。

就三十七個受訪者來說，小學的選擇方式主要是接受政府的影響，在政府

規定的學區就讀小學。在所有的受訪者當中，只有兩位受訪者就讀於私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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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如的父親決定讓她就讀私立小學，主要原因並非為了課業問題，而是因

為她的家庭世代經營當鋪，為了確保她的安全，便要選擇管理較嚴格、上下學

有人接送的小學。思敏就讀私立國小的原因也是離家較近、方便家裡管理，她

的說法是：

就讀私立小學，是因為我爸媽他們覺得比較近，比較能控制⋯。

此外，哲銘雖然就讀的是公立的師大附小，但據其所言，他是因為他的父

親透過關係才能就讀該學校。於此，政府劃定學區的小學教育政策，大大地影

響了人們在何處及如何接受小學教育。依據受訪者的經驗，小學階段大多是接

受政府規定的學區來就讀，而就讀私小的原因則是為了方便管理子女。

綜合而言，政府與家庭乃是影響人們選擇小學的主要影響因子。政府制訂

義務教育政策，再依學區的劃分及戶籍政策來規範人們可以就讀的小學。父母

則依據學校的親近性與管理子女的便利性等因素的判斷，決定是否要接受政府

為子女所安排的小學，亦或是透過各種方式（如遷戶口，利用特殊管道或就讀

私校）來規避政府的限制。決定權是在政府與家長手上，孩童本人並無決定

權，只能接受家庭與政府「協議」過後的決定。另外，國小普遍都沒有能力分

班，但有特殊才藝分班，例如音樂班與體育班的設置。通常，能力分班往往會

帶來學業壓力，然而，根據訪談資料可知，由於小學階段普遍沒有能力分班，

受訪者對於小學的主觀感受大多是喜歡上學。因為學業壓力較小的緣故，對家

庭來說，學校扮演的「褓姆」角色便更形重要，最好可以替家長於白日上班之

時做好看管子女的工作。

政府的義務教育政策與學區制度，以及家長的「托育心態」，讓政府與家

庭成為影響台灣人們選擇在何處及如何接受小學教育的兩大關鍵因子。基本

上，學齡階段的孩童並無任何教育選擇權利可言，僅能全然被動地接受政府與

家長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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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選擇國中／初中 

在九年國教成為義務教育之後，就讀中等學校的選擇，同樣有賴於政府與

家庭之間的「協議」。首先，政府透過義務教育政策與學區制度，限定人們就

讀戶籍所在地所屬學區之學校。同時，家庭（多是父母）亦決定是否要接受政

府的要求。若決定不接受，便需進一步思考是否以遷戶口或透過特殊管道的方

式來改讀其他國中，亦或是到私立初中就讀。在政府與家長的「協議」之下，

學齡孩童的中學就讀學校就被決定了。在此階段，父母對於子女就學機構的考

量因素主要包括了教學品質、安全性與學校環境。與小學選擇考量不同的是，

由於國中／初中階段面臨較大的升學壓力，因此往往會反映在家長對於學校角

色的要求與期待上，會較為強調課業學習的資源與環境。相較於小學的就學條

件是它是否扮演好「安親班」或「褓姆」的角色，家長在國中階段更要求國中

學校最好是一個良好的「教育代理人」，能夠同時善盡教育學習與安全管理的

責任。

依據訪談資料可知，國中的選擇方式主要還是接受政府的決定。小學階段

原本只有兩位受訪者就讀私立學校，可是到了中學之後，就讀私校者則增加為

五位，且多是因為升學的考量而有此種現象出現：姿蓉的家長不願把她送到所

屬學區的國中就學，而決定把她送到私校女中就讀，原因就在於，該所女中的

名聲頗佳又沒有異性學生，比較可以讓他們的女兒專心讀書，亦即學校環境的

性別組合能夠滿足家長的需求；彥宇就讀的國中完全是由父親所選定，他的說

法是：

國中那時候，主要是家裡幫我決定要讀哪一間。私立○○〔初〕�

中。那時候我親戚有朋友在那邊讀，那時候就也不會想什麼，也沒有

自己太多的主見，所以都由家裡決定。

最特殊的例子是巧如，由於她的家庭世代都在經營當鋪，而其父所經營當

� 〔〕內文字為作者補充文字，以利逐字稿的閱讀。

47094.indd   159 2011/11/4   上午 11:29:01



160　社會科學論叢2011年4月第五卷第一期

鋪的同行好友的子女又曾被撕票，因此基於安全考量而決定讓自己所有的子女

皆就讀私校。據她所說：

〔讀私立學校是〕爸爸選的，因為校長是我爸爸的同學，國中念私立

○○高級中學。早上出門就是司機，不然就是父母接送，晚上就是

一定父母司機接送，因為我們同行跟我爸爸私交比較好的小孩，也

是這樣被綁票撕票。對我爸爸來講，我們家的小孩一定要念私立〔學

校〕，不能念公立〔學校〕，因為我們家的小孩如果念公立〔學校〕

一定完蛋。⋯⋯早上校車接送，晚上一定要坐校車回去，你不能不坐

校車喔，你不坐校車的話他會打電話回去通知。我們家不是因為有

錢，而是因為我們家身分背景比較特殊，怕被人家「那個」，所以

說，才會清一色要念私立。

在那些就讀公立國中的受訪者中，哲銘雖然按照政府規定於學區就讀國

中，但其家長已經預先選定某些老師的班級來就讀；守致因為母親曾在自己學

區的國中擔任訓導主任，因此他一進該校便進入特別班就讀；冠佑與建順的家

長皆認為自己學區的國中辦學還算不錯，便決定接受政府的安排。而詠瑄雖然

父親希望她就讀私校，卻因為自己沒有考取而無法就讀。

根據訪談資料可了解到，撇除私立初中不談，除了佳儀就讀的國中沒有能

力分班之外，其餘的公立學校都有能力分班，不過分班的方式在形式上會有差

異，有的學校是國二、國三才分班，有的學校是課後輔導時進行分班。就讀私

校大部分都是為了未來的升學考量，希望高中可以考取一般認定的好學校。在

這個階段，政府與家庭仍是國中選擇的主要影響因子，也就是說，中學階段的

就學選擇的裁量權便在於家長是否接受政府的介入，而受訪者本人通常只能扮

演配合的角色。情況雖然如此，但明顯可見地是，就讀國中的策略性考量增多

了，相較於國小階段，家庭在這個階段更著重於學校的學習環境是否良好，是

否有辦法讓他們的子女在學習方面取得一定的優勢。畢竟，普遍的能力分班狀

況既會讓家長擔心子女會被預先排除在良好的就學管道之外，也讓受訪者對

於國中階段的主觀認知開始偏向不愉快。訪談資料也顯示，國中資優班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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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幾乎都是高中，甚少考量高職或五專，此乃意味著，高中與高職／五專之

間，在國中生的認知上，已存在著位階的高低之別。

於國中階段，政府與家庭依然是影響青少年就讀學校選擇的兩大重要因

子。不同於小學階段完全注重學校的「托育功能」，此時期開始比較注重學校

的「教育學習功能」，不過，與小學階段相同的是，國中階段的學子仍然沒有

選擇權利，全然受限於政府與家庭的「協議成果」。

四、如何選擇高中／高職／五專 

不同於國中小時期，教育的選擇權總是被動地受制於政府與家庭之間的

「協商」，在國中階段結束之後，人們開始有權利加入自己下一個階段教育選

擇的「協商」過程，並有機會表述自身的意見，在選擇上多一點自主性。

三十七位受訪者當中，就讀高中者有十八位，就讀高職者有九位，就讀五

專者有十位。一般而言，願意選擇高中來就讀的人，通常是那些國中時期就讀

於資優班的人，他們的下一個階段的選項只有一個，也就是「高中」。這意味

著，相較於五專與高職，高中被視為社會價值較高的選項，突顯出了較高的

「社會地位」。多位受訪者皆有認為就讀高中具有較高社會評價的類似表示：

那時候可能你讀A＋班會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優越感，覺得讀高職跟五

專真的是不會想去耶。（曉琦）

我那時並沒有特別想要去念高職或其他�的耶。（佳儀）

高中比較好。（以禎）

我就念高中；我對高職五專一點興趣都沒有！（立賢）

就是以高中優先呀！因為如果能考上好的高中，當然就是讀好的高

中，如果沒有好的高中就去讀好的高職或是五專。（宏堯）

就讀私立大學資工所的弘文，便認為資訊的不足或資訊內容引導的缺乏，讓他

� 此處的「其他」指的是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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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夠選擇高中就讀：

因為高職不是很好的學校所以完全不考慮，完全搞不懂五專分科的類

別以及學校給我的資訊實在是太少了。而且老師就只有介紹一下說你

就是要讀高中。像我媽就只知道建中、成功這些明星高中學校，像其

他學校她就不知道。

就讀國立大學物理相關研究所的志翔，認為同儕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

同學們都覺得就讀高中乃是一種不必多言的風氣：

因為班上的風氣也就是全部都上高中這樣。

由於就讀高中在台灣的社會裡受到了有形無形的鼓舞，自然會讓成績表現

較好的學生選擇高中做為優先選項。以就讀高中的十八位受訪者來說，自身的

學業表現與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讓他們走上了高中

這一條路。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受訪者開始有機會參與涉及自己未來生涯的

討論。

就九位就讀高職的受訪者來說，只有一位受訪者乃是完全聽從父母的意見

而直接推甄就讀高職。此外，對一些國中學業表現比較不理想的受訪來說，就

會因為經濟考量的緣故而想要就讀公立高職，而在其字句間也透露出他們所感

受到的一般教育體系與技職教育體系間之階層落差：

就想說考上公立〔學校〕其實就OK了，不用特別再說換來換去，想

說公立〔學校〕就可以了。看分數落在哪裡就去念那間學校啦！我媽

就說國立〔學校〕比較省錢。（杰勳）

因為家裡經濟考量。公立和私立〔學校〕一學期就差兩萬塊了啊！我

不忍心看我爸媽那麼辛苦工作。因為爸爸媽媽覺得我功課應該考不上

高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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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中學業表現較佳的學生多會選擇就讀高中，意味著高中的學業壓力

可能頗大，皓維便想要選擇相對輕鬆的高職來就讀，他說：

念到最後就是會煩吧！就會不想念，想說我要走技職這條路，然後我

就跟老師說很累，我不想要這樣子念書，我想要走技職這條路。

由此可知，這些選擇高職路徑來就讀的受訪者，心中其實有一把尺，多少

都認為在通往升學的這一條道路上，就讀高職乃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項。依

照這些受訪者的說法，他們之所以會讀高職，自身學業表現與家庭經濟因素乃

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就十位就讀五專的受訪者來說，有三位受訪者由於高中學測表現不佳而決

定就讀五專，有四位認為五專較輕鬆而決定報考，例如姿蓉：

高中考爛了，高職那時候上○商，五專○商是第一，要考600多分才

能上。我覺得念五專不錯啊—不用考大學。

此外，建易亦認為五專的投資報酬率較高，既輕鬆又可學到技能：

感覺跟我哥念高中這樣比較起來，覺得我姐好像比較輕鬆，而五專還

會有一技之長在身，那高中的話還要考上大學才會有，我那時候就想

說五專又輕鬆又能有一技之長，我就選五專。

其餘的說法是，盛鴻認為五專可以選學校，學測則無法選學校。彥宇由於

直升的高中部會提早於國三上高中的課，而自己的決定又有點太晚，因此決定

就讀五專。此外，睿恩的五專選擇原因十分特殊，是因為他的選擇受民間宗教

信仰影響頗大：

那時候其實我考這個〔五專〕也是有原因的，那時候因為我爸就是比

較信拜拜那個，然後大家就去問啊，然後神明就說，好那就去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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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他說我的命格比較適合往南部發展。

從以上這些話語可知，「五專」這兩個字似乎結合了「輕鬆」與「一技之

長」的意涵，與「高中」兩字所象徵的「學業壓力」截然不同，畢竟，學業能

力與企圖心略高一籌的人才敢投身高中這個場域，因為所投資的時間精力較

多，相對風險也較大，也因此，對於自認較無籌碼或把握投入這種「長程競

賽」的人而言，專科或職校是較為穩當的選擇，因為相對投入的時間與精力較

少，即可獲得技術訓練進入職場。很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使得高中相對

於技職學校而言，具有較優勢的地位。

在進入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之後，政府已經逐漸淡出了「協議」的

陣營，比較明顯的影響，往往僅在於其對公私立學校資源投注上的差異，使得

公立學校因學費較低，學校整體資源較為豐富而較具吸引力。在此階段，影響

教育決定的因素變得比較複雜，包括受訪者自己、學校、老師、父母與同儕在

內，都可說是影響教育選擇的因素，而此階段的決策考量因素則包括自身的學

業表現、社會價值觀、家庭的經濟狀況、技術能力的獲取及其價值、資訊、民

間信仰以及投資風險。

就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的選擇來說，一般教育體制與技職教育體制

的階層化差異，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影響脈絡。此種分流教育體制在「重學術輕

技職」的社會價值觀影響之下，國中學業表現較好的學生，未來的選項就只有

高中，特別是集中在資源豐富的公立高中。此外，學業表現較差的學生，可能

會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而決定選擇公立的高職或五專來就讀。此處，分流教育的

階層化差異、家庭經濟因素與自身學業表現，可說是影響此階段選擇的重要條

件。緊接著，下一個事關重大的決定便是高中組別與高職／五專科系的選擇。

由於分流教育引發出來的階層化現象，可說是與未來的社會階層化息息相關。

在接下來對所有階段的分析當中，我們的研究將會把高中／高職／五專當成分

析時的基本單位。

47094.indd   164 2011/11/4   上午 11:29:02



向左走，向右走：從生命史探討教育及職業選擇之發展曲線與社會影響　165

五、如何選擇高中／高職／五專的組別或科系

在就讀高中的十八位受訪者當中，有三位因為英文不好而決定選讀自然

組。德安與政廷之所以會選擇理組，是因為覺得理工科比較容易賺錢，在當時

電子業的景氣還算不錯。弘文雖然覺得自己對社會組可以駕輕就熟，卻因為文

組無法跨理組而決定選擇理組，才能增加自己未來進一步就學的機會。志翔因

為從小立志成為古生物學家與物理學家而決定選第三類組：

我選第三類組，因為我那時候想說，這可能是我最後一個學期，在人

生過程中有人教我生物這門課，就想說賺到了這樣子。我對物理還有

歷史都很有興趣，對，那時候就覺得，要是我不是念物理系就會去念

歷史系吧！

比較特殊的例子是芝瑩，她因為害怕女生之間的流言蜚語而決定選擇理

組，而女性念理組也似乎是一種被肯定的社會價值觀：

我不想要去文組，因為我覺得那裡女生好多喔⋯⋯就是我很害怕她們

那種勾心鬥角的感覺，這樣子很恐怖。我覺得女生念理組比較帥！

有趣的是，芝瑩由於害怕女性之間的勾心鬥角而決定選擇理工組，但最後

卻跨考社會組的數學乙，進而錄取了只採計國英數分數的商學院科系，某種程

度上，她當初的選組決定讓她在就讀大學的時候多了一些選擇的籌碼，讓她的

未來多了一些新的可能。

就讀高職的九位受訪者普遍都是先選學校再選系。於其中，就讀國立大學

獸醫所的怡鈞的教育程度最高，她一開始想要讀護理系，最後卻改讀獸醫相關

科系，一方面是因為本身「喜歡動物」，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考量家裡的意

見：

其實國中剛畢業的時候，我是想走護理系，因為，也就是其實我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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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很有興趣，可是家裡面又覺得說，女孩子當護士太累了，而且那時

候就是獸醫開始有點越來越被重視，我爸就說，那妳要不要去念職業

學校，往上再念獸醫。我自己也沒有興趣念高中。

雅雯因為喜歡英文而選擇應用英語系，建順則是唯一從學校到科系均聽從

父母選擇的受訪者。冠佑之所以選擇就讀漁業相關科系，是因為母親同事就讀

之後覺得不錯。而家慧之所以會選擇化工科，則是性別因素使然，因為學校的

其他科系都過於陽剛。於此，我們發現，在大多數的受訪者中，家庭因素對其

科系選擇的影響頗大。

在就讀五專者的十位受訪者當中，男性多以理工科系為主，且就讀電子相

關科系的比例偏高，女性則偏向就讀商業相關科系，充分顯示了不同科系的社

會性別化意涵。在這些人當中，品杰乃是唯一興趣與科系結合者。

就高中分組與高職／五專的科系選擇來說，家人、老師以及自己都參與了

決策的過程，所考量的因素也變得十分多元，例如說投資報酬率（將來是否會

賺錢以及學習會不會太累）、風險（有多少機會能夠進入好的大學）、選擇性

（跨組及跨領域機會）、自身學業表現與能力限制、領域的社會化性質（陽剛

特性與性別比例）、個人興趣、社會價值觀、家長、老師與同學等重要他人的

意見，以及勞力供需的市場取向等等。同時，領域與科系的性別化區隔也暗示

著不同性別的人在選擇上的差異。

在就讀高中、高職抑或五專的岔路上，人們必須做出選擇，決定是否要左

轉選擇高中，繼續衝刺下去，還是要右轉進入技職體系，就讀高職或是五專，

這可能是攸關未來學習曲線發展及如何累積職場競爭資本的第一道關卡。緊接

著，分組的決定與科系的選擇便是下一道抉擇的關卡，皆與人們的未來生涯緊

密相連。未來的人生方向，經過這兩次的抉擇過後，未來職業生涯的雛形其實

已經大致出現。在課業競爭明顯存在的中學階段，資優班學生的選項偏向高

中，普通班學生的選項則偏向高職與五專，此種區分反映出來的，往往是社會

賦予高中與高職／五專的階層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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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選擇大學／科大／二技

在就讀高中者的十八位受訪者當中，有一半的受訪者是透過考試分數高低

的分發而就讀該大學。其中，弘文、德安與芝瑩都是理組跨考社會組，最後進

入商學院就讀，因為該學校只採計國英數三科成績。佳儀因為很想念某國立大

學，能錄取該大學便能獲得社會價值觀的肯定，於是她就運用申請入學方式進

入該國立大學就讀。政廷因想讀某國立大學資工系卻分數不足而選擇該學校的

應數系就讀，最後再轉系進入電機系就讀。宏堯由於父母雙亡，家庭經濟狀況

不佳，與家人商量過後，決定就讀軍校。以禎因為喜歡設計系而決定申請進入

某國立科大設計相關科系就讀。芸莉希望就讀某私立大學，因為從自家搭公車

到該所大學只要十五分鐘，十分便利。比較特殊的是立賢的例子，他因為高三

的時候喜歡一個女生，而想要追隨其腳步進入某國立大學就讀，可見個人因

素也會影響教育選擇的決定。就讀高中的十八位受訪者都有繼續升學，由此可

知，高中生升學狀況已成常態，也就是說，高中學歷已經不是基本學歷，因為

就讀高中便等於是下一步就要跨入大學，變成大學生。

在就讀高職的九位受訪者當中，有七位是因為考試成績分發而就讀該學

校。其中，怡鈞所就讀的○○高農一般都是以某國立○○科大為主要考取學

校，學校的聲望頗具影響力：

我們○○高農的終極目標就是○○科大，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說國立○

○大學比較好，可是說真的，我們職校生頭腦並沒有比高中生好。

有八位受訪者想要繼續就讀四技或科大，唯有智淵高職未畢業就投入勞力

市場。由此可知，高職生畢業繼續升學的狀況亦為常態。

在就讀五專的十位受訪者當中，有八位繼續就讀二技，有一位受訪者巧

如，由於準備繼承家業而放棄專科學業，儘管如此，她實際上是有繼續升學的

意願，是故，五專畢業續讀二技已然是一種尋常現象。另一位受訪者家泰則仍

就讀於二專部。有六位受訪者是因為考試成績分發而就讀該學校，剩下的二位

則有其他原因選擇繼續就讀二技：怡馨家人希望她留在屏東，她自己卻因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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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某私立科大的休閒管理相關學系而就讀另一所科大的企管系。睿恩則是因

為十分嚮往理想的教育環境而決定繼續升學：

因為專四那時候我們還有那個什麼大專盃，就是全國大專院校的材料

相關科系去比什麼球類啊，跑步什麼的，然後那時候就是去交通大學

比賽，就覺得哇靠校園怎麼這麼美（笑），又有什麼正妹之類，就覺

得我一定要考，看以後可不可以插〔班〕大〔學〕。

至於另外一位就讀於專科部的受訪者家泰，他續讀私立二專的原因是學分可以

重計，投資報酬率頗高：

四年級下學期辦休學可以直接轉念到二專，不用考試，欠學分數太多

才轉二專，因為我之前欠的學分全部不用修回來。

在這個階段，家人、學校與自己都是參與教育決策的一份子，考量的因素

則包括成績高低、個人興趣與其他個人性考量、社會價值觀、便利性、投資報

酬率、與教育環境等。依據訪談資料得知，高中職與五專已經逐漸不被視為是

基本學歷，大學、科大或二技學位的取得，已是一種普遍狀態。因此，高中職

與專科學歷，基本上是下一個學習階段的銜接點；至少，對一般小康家庭來說

狀況是如此。

在所有的三十七名受訪者當中，只有兩位於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沒有

選擇繼續升學。基本上，大學／科大／二技的學歷，今日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已

經將之視為一個進入職場的基本學歷。因此，高中／高職／五專的畢業生大多

會選擇繼續升學。此外，由於台灣的中學生大多把時間用於考試的準備上面，

沒有時間進行自我探索，因此對於就讀大學／科大／二技的選擇，大多會依照

分數高低來選擇就讀學校。於此，按分數分發的作法以及繼續取得大學基本學

歷的觀念，便容易引導人們面對大學／科大／二技此一階段的教育選擇。

在取得大學、科大或二技的入學許可之後，下一個關口便是科系的選擇。

畢竟，大學、科大或二技的科系選擇，可說是未來職業生涯的風向球，因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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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未來職業，很可能與其科系的選擇高度相關。

七、如何選擇大學／科大／二技的科系

在就讀高中的十八位受訪者當中，除了那三位理組跨社會組的受訪者之

外，其餘大多按照「國立優先」與「熱門科系」的社會價值觀來選填志願。佳

儀由於很想就讀某國立大學，因其學測分數只能面試經濟系，若自己想要從事

金融相關工作的話，經濟系應該也不會太遠。弘文覺得資訊相關科系的投資報

酬率較高：

一開始是覺得土木還不錯，不過家裡的父母就說土木是要去工地做粗

工什麼的，那時候想說資訊類人才比較缺乏，然後就全部都填資工或

軟體工程之類的〔科系〕。

子皓的科系選擇方式則是結合了個人興趣、家長建議與民間信仰：

外文跟商科比較有興趣。外文的話主要是因為，小學的時候有去學過

美語，商學我覺得是家裡給的建議。媽媽有做過算命之類的，可能覺

得走商對我是個不錯的選擇。

以禎由於從小的興趣就是美術，因此決定投入能夠結合個人興趣與發展前景的

設計系：

因為我那時候會念設計其實是我爸幫我找到的。國立○○的設計相關

科系是理組的，我也沒辦法考，因為我是文組的。然後我爸就發現國

立○○科大的設計相關科系。就說妳去申請看看，申請上了然後就

念。其實老師那時候有點反對。因為他覺得○中的學生為什麼要去念

一個科大的學校。可是那時候就還是想念自己喜歡的，所以就念了。

就是想念設計或美術。可是我沒有念美術是因為我知道美術的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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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好所以我就選設計，那時候設計的人才還蠻缺的，覺得說未來應

該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所以就念設計。

志翔由於從幼稚園階段就立定了志向要成為物理學家，因此從第一次大學學測

到隔年重考都只填物理系：

然後那個時候〔第一次學測〕，我的志願卡上面只有填所有國立大學

的物理系，然後就剛好落榜，對，然後第二次考的好像只比第一次好

二十幾分而已，那個時候我是填所有的物理系包括私立大學的，然後

就剛好到國立○○大學，就是這樣子。其實我父母算是蠻給我自主空

間，算給我很大的空間，然後我這方面我可以自己去選擇，那接下來

就是物理系在父母他們的觀感來講的話，應該就是以後也不至於會失

業的科系啦！

在就讀高職的九位受訪者當中，除了智淵沒有繼續升學之外，多數受訪者

的科大科系與他們的高職科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對應性。於其中，皓維雖然高職

讀的是資訊系，但與後來科大就讀的電機系的相關性頗大：

○○高工的教務主任建議我走電機系，他也有跟我們的導師討論過，

電子走得比較精密，電機走得比較廣泛，電機組的分數分發到的學校

比較好。

家慧一開始就讀的科大也是與高職的科系相同，都是化學系，卻在大二才發現

自己的真正興趣：

高三之後考上台中○○技術學院，可是在讀了兩年之後發現興趣是別

種，先休學，然後轉學考，考到○○科技大學的設計相關科系。大學

的時候又念化學，可能那時候雖然說不喜歡，可是還沒有發覺自己另

外的興趣所在。我也是到大二的時候才遇到設計系的同學，我才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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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興趣〔究竟為何〕。

哲銘決定由電子科轉讀休閒管理相關科系，是因為覺得這個科系頗有前景，頗

有前瞻性：

休閒是台灣的未來趨勢，每個人都要休閒，之前就是大家只知道工作

嘛，但到了這幾年，甚至到了未來，休閒可說是領域最廣的地方⋯⋯

我媽很支持我走餐飲業。

怡鈞則發現了動物實驗的工作頗具前瞻性：

我當初會選擇實驗動物也是因為，它在台灣越來越被重視，而且它在

台灣設立越來越多的動物實驗中心。

就讀二技或五專的十位受訪者，在科系選擇上表現一定的趨同性。在學校

的選擇上，會盡可能選擇社會聲譽較高的學校；若能考取國立學校就儘量考取

國立學校，若無法考取國立院校，就盡量考取聲譽較佳的私立院校。就大學／

科大／二技的科系選擇來說，由於「公立大學」與「熱門科系」被認為有助於

未來工作機會的創造，這些條件便會對人們的教育選擇有深刻的影響。

就大學／科大／二技的科系選擇而言，家庭、老師、同儕與自己都是參與

科系抉擇的一份子，考量的因素則包含社會價值觀、個人興趣、個人理想、前

瞻性以及未來的投資報酬率等。此外，有兩項變革對受訪者來說具有影響力。

其一是理組因為可以跨考社會組，未來就讀的科系就會有更大的變化。原本只

收社會組考生的商學相關科系，由於中央、中正與中興等大學商學院只採計國

文、英文與數學分數，便吸引大量理組學生來跨考社會乙，讓他們有機會從事

商業相關工作。比方說，芝瑩便是藉由跨考考取某國立大學財經系，畢業後也

順利地在銀行找到工作。其次，在科技大學也開始廣收一般高中學生之後，由

於高中生的學業表現普遍比高職生好，因此他們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比例就比一

般高職生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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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受訪者當中，家泰雖然自專科以後的教育選擇（包括選科與轉

校）都是由自己來做決定，但是，據他所言，父母（特別是母親）在他小時對

他其實仍是管教頗嚴。父母對他管教方式自中學後的改變，某種程度與他的

學業表現不佳有關，使得父母修正了對他的要求。此外，更因為他在進入二專

後開始半工半讀，在經濟上完全自立，家長對他的管束遂完全放手。然而，正

因為家長的管控消失了，不同於其他受訪者，家泰可以完全朝向自己的興趣邁

進，努力營造一個搖滾樂手的未來生涯。

進入大學／科大／二技就讀之後，照理說學生們的身分都已經是成年人，

理當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但是，此處我們可以看見，家長的影響卻始終都

在，「媽媽說」、「爸爸說」等家長的影響力一直如影隨形地環繞著子女的決

定。不過，我們也發現，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模式與參與程度，往往也與子女的

態度及學業表現有關。此外，即便說家長的影響還是存在，但有些學生們卻還

是可以保有一定的自主性，會在考量自己興趣下選擇大學科系。如果個人可以

經濟獨立，則在選擇上的自主性會更為提高。

八、開始思考未來的時間點

依據訪談資料可知，受訪者大多是在大三或大四之時，考量是否要就業抑

或進入研究所，而主要的考量有三點：其一為經濟考量；其二為學歷需求與

否；其三是工作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對增加人力資本的價值。

就十八位就讀高中的受訪者來說，共有五位繼續就讀研究所，其中志翔、

政廷與守致均認為繼續就讀碩士班乃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政廷的父親甚至主動

要求他延畢一年來準備研究所考試。另外兩位受訪者則都是在大三的時候決定

繼續就讀研究所。普遍而言，其餘十三位受訪者雖然沒有繼續就讀研究所，但

是大多會有想要就讀研究所的念頭，我們可由芸莉的說法看出此種念頭：

曾經有考慮過就是我繼續念研究所，因為我想趁我還年紀小的時候，

趕快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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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元在大三的時候思考是否要繼續讀研究所。私立○○大學會計系畢業的

思敏因為大三下要填會計事務所的求職申請，自己由於沒興趣便一個也沒填，

這個時間點也是她開始思考未來的時候。財金系畢業的芝瑩在大三開始考各種

金融業相關證照，替自己的未來預先做一點人力資本的累積。書偉在延畢那一

年開始思考未來，有去考會計研究所，但沒有考取，接著便開始履行服兵役的

義務。立賢在中學時候就決定往後要當小學老師，因此就認為研究所的學歷並

不必要，畢竟人力資本已經足夠。子皓的說法，似乎可以代表那些決定不續讀

研究所的人之普遍心境：

大概是大三大四的時候，因為大四的時候就已經快要步出社會了嘛，

所以已經快要結束學生時代的生活，其實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就已經

很篤定我不會再做繼續升學的這個動作了。第一，念大學我覺得已經

給了家裡經濟負擔，再來就是自己並沒有很想要念書，主要的構想就

是出社會找工作，我們如果能夠及早出社會的話，那等於我們可以多

累積兩年的工作經驗。

就九位就讀高職的受訪者來說，只有怡鈞繼續就讀研究所，其餘若非處於

服役階段，便已投入勞力市場。普遍來說，大多是在大三、大四的時候開始思

索未來應該如何。有些受訪者在大三時便開始為未來作準備，如皓維就是大三

開始補研究所，睿恩則是在大三時開始思考未來：

就是老師會跟我們講，如果你認真的考上研究所，譬如說台清交這幾

間學校，你以後根本就是拿那個文憑進去什麼台積電。 

有些受訪者則是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年開始進行規劃。如盛鴻於二技二（亦

即大四）規劃未來要工作，品杰則於五專四開始想到未來，覺得自己就讀學校

的知名度不高，想要換一所比較知名的學校。建順與怡鈞則是於大四開始思索

未來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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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四年級吧，比較空⋯空閒的時候。故意的延畢。就是再想想

看⋯自己規劃自己後面看還要怎樣。我問過學長之後發現，如果要從

事這方面的工作的話，其實，像現在電子業就是蠻操的，工作壓力

其實真的很大，若我之後要就業的話，可能也不會往業界發展。（建

順）

爸媽他們很希望我，一直保持這樣子念。其實我也是一直被灌輸要當

公務人員，像如果我研究所畢業，人家問我，我也是會說，可能會去

考公職獸醫師，參加高考。在大四開始思考你真正要的是甚麼，到底

我要走哪方面，我是不是還抱持大一剛進來時的那種想法，我要走臨

床獸醫師，要走臨床這樣，還是說我是要走分生那一方面？然後就思

考很多。（怡鈞）

就十位就讀五專的受訪者來說，有四位考上研究所（其中一位先暫時休

學），有一位準備考公職，其餘皆已進入勞力市場。

依據前述討論資料可知，大三、大四最可能是台灣學生開始思考未來的時

間點；人們多會在即將面對下一階段之前，開始思考是否要進入勞力市場還是

要繼續升學。在思考與規劃過程當中，家長的影響力、經濟因素、學歷需求與

工作經驗的累積所可能產生的人力資本價值，影響著人們在這個重要選擇上的

考量與決定。

九、如何選擇研究所

依據受訪資料可知，家庭、老師與自己，均參與了人們對於研究所選擇的

決定，而影響人們是否要就讀研究所的重要因素是：父母的期望、就業機會與

條件的提升�、學校聲譽、理論與實務訓練之考量、學校區位與資源分佈、開

眼界以及翻身機會（“the second chance”）。

就讀高中的十八位受訪者當中，絕大多數會認為就讀碩士班乃是一種常態

� 有趣的是，亦有受訪者持相反論點。有受訪者指出，學歷較高反而較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見本文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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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若他們自己無法考取研究所的話，下一步就要投入勞力市場。弘文便認

為學歷提高能增加就業機會：

因為轉學考沒有考得很好，對父母沒有一個交代這樣子，想說再考一

個研究所，然後看能不能考一間比較OK的學校這樣子。一方面也是

工作的考量，因為好像在資科這一個區塊來說的話，他們要工作可能

會以碩士或者是博士之類的人才來錄取這樣子。因為我在○○大學的

時候，新聞一直報大學生很氾濫之類的，這樣子讓我很想要再多爭取

一個學歷這樣。那個時候喔，那時候有跟父母商量，因為我媽不太認

同我讀很沒有名氣的學校。

以禎認為研究所學歷讓自己在畢業後可以選擇就業或繼續修讀博士班課業：

算是我自己的決定。然後我考量很久就還是選了○科。那時候○科就

是理論OK，實務的部份也OK。就是研究所畢業之後出去工作的機會

也還蠻多的。對，那時候我就想說○科這兩個都有，而且又是在台

北，就是資源比較多，然後離家近也不用再多付一筆住在外面的錢。

所以後來就選國立○○科大這樣。

政廷的父親希望他延畢一年來準備研究所考試，先不要入伍，因為入伍會讓人

因為遠離學業過久而無法把考試考好：

其實是爸爸叫我去延畢一年，那時候他覺得我當完兵再去考的話會沒

辦法。若你決定升本科系的話，那補習的比例就沒有這麼多，在我們

學校，大概是排名前三分之一可以直升啦！其實我轉到電機之後，我

發覺我比較喜歡的是資工的部份，就是寫軟體的。

守致則認為碩士學歷應該是基本學歷，所以一進入大學就積極為考取研究所而

做準備，而就讀聲望較佳的研究所不僅可讓自己的眼界大開，同時對於大學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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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就讀學校聲望不高的學生來說，進入學術聲望佳的研究所提供了一個讓自己

「翻身」的機會，可以提高自己未來的競爭條件：

上了大學我就覺得要考研究所，然後我整個路就是要為研究所鋪的，

我故意不修很多課，然後只要是我一聽這分數不好過的我就不修，因

為我要讓我的成績維持在水平之上。那時候大學生又越來越飽和了，

自己心裡面又有一種不甘心，就覺得自己能力這麼強，為什麼只窩在

○○大學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就覺得要出去看一看。然後國立○○

大學離自己家裡這麼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不念國立○○大學心裡

面就會覺得怪怪的。

儘管子皓的同學有三分之一以上要報考研究所，他卻認為碩士學歷不一定要

有：

研究所文憑喔，那方面我覺得是看個人吧，你覺得它有差的話就有。

就讀私立科大健康與環境相關科系的詠瑄，一開始雖然有準備要考研究

所，卻因為覺得工作可能變得不好找而放棄報考。

在就讀高職的九位受訪者當中，雖然繼續就讀碩士班者只有一位，但未完

成四技二技者亦只有一位，因此大學學歷已然可說是一個基本學歷。多數受訪

者覺得沒有必要再續讀研究所，此外，雖然皓維大三就開始補研究所科目，且

同學大多以考研究所為目標，但最後還是因為沒有錄取而決定進入職場。家慧

認為研究所就代表學術，因為自己把工作考量視為優先，便認為沒必要就讀研

究所：

沒有想過要考研究所，我不走學術阿，我走的是商業類的。爸媽希望

我們工作，不太支持，〔覺得〕浪費錢。

在就讀五專的十位受訪者當中，有四位受訪者考上研究所。其中，睿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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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專五的時候想要考研究所，家人也都支持。建易與姿蓉的父母也都鼓勵他

們繼續考研究所，儘管最後他們沒有考上，但整體而言，這也指出了就讀研究

所碩士班的普遍性。品杰報考研究所的原因是覺得自己原有的學校不夠好，想

要碩士班就讀比較有聲譽的學校。彥宇則認為碩士學歷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覺得現在主要可能是因為念研究所也比較普遍，所以就想說讀研究

所。私立○○科大有讓我的學習會感興趣的老師。爸爸媽媽覺得讀書

讀到研究所就好，就可以了。因為我覺得我讀電子科，就還是要往上

讀，如果家裡讓我自己去決定，我覺得還是需要往上讀。

訪談資料顯示，受訪者普遍就讀博班的意願並不算高，儘管如此，理工科

系就讀博士班的意願會比文法商科系高。原因就在於，理工科系博士的出路不

僅限於學術界而已，業界也會接受。就讀私立○○科大電子所的亮甫，他的父

親有鼓勵他繼續就讀博士班，自己也有意願繼續讀，但若真的取得博士學位，

卻並不想在學界工作。就讀國立大學物理所的志翔與就讀國立科大設計相關研

究所的以禎，兩人都想要繼續就讀博士班，未來都想要待在學術界。若果真取

得博士學位，專科出身的亮甫想待在業界，循高中體系出身的志翔與以禎想要

進入學界，而高職體系畢業的受訪者則無人想要就讀博士班，此乃三者之間的

最大差異。以禎的說法或許可以作為一種解釋，說明高中生與高職生之間在學

習曲線長短上的差異：

大學班上有三十個學生，其中有二十個高職畢業生，十個高中畢業

生。高中畢業生普遍會比較想往上念，高職畢業生就會想說要趕快去

工作。可是念高中的很多父母其實都是公務人員。像我們十個人裡面

就有三個的爸媽是公務員。然後那幾個現在都在念研究所。出國的也

都是高中生，沒有高職生。

另外，專科體系出身的睿恩，自己目前身處於某國立大學的材料科學相關研究

所，他的說法指出了高中體系與技職體系出身者的心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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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跟私立的，跟技職那種訓練過程都有差⋯⋯可能是成績很好的學

生才有可能當主管⋯⋯而且我覺得我大學都不是讀什麼很好的大學，

我是從二技跳到研究所的，我覺得這在訓練上應該是有差啦！

把大學學歷提高到碩士學歷，可以提高自身的就業機會與條件，對不滿意

自己原本就讀學校聲譽的人來說，若能取得風評較佳的碩士學歷，便不啻是一

種「翻身機會」，既可以提昇自己的學歷價值，亦可強化未來在職場上的競爭

條件與能力。職是之故，「就業條件的提高」與「翻身機會」便是影響人們

是否繼續就讀研究所的兩大社會機制。至於博士班，除了理工科的博士學位

之外，一般還是認為博士學位純屬學術，不符一般就業市場的需求。在這個階

段，雖然說人們的自主性有所提高，可以對自己的未來握有較大的決定權，不

過，「爸爸說」、「媽媽說」的影響力還是明顯存在。

華人世界由於強調集體主義，因此一些社會主流認定的價值觀就很容易被

一般人接受，所謂的「熱門校系」便是此種觀點下的產物。而從家長意見的深

遠影響力上，亦可看出華人世界對於家庭的看重。

十、如何選擇工作 

依據受訪資料可知，家庭、師長、同儕與自己，往往影響著人們對於工作

的決定，而在選擇過程中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了學校聲望、就讀科系、實習經

驗、工作性質、薪資高低、求職管道與社會關係。

就十八位就讀高中的受訪者來說，目前有八位擁有正式工作，有五位處於

轉銜接段（其中兩位因為金融風暴而在2009年失去工作），有五位就讀研究

所。有五位受訪者是透過人力銀行而獲得保險、銀行行員與工程師等工作，這

顯示至少對初入職場的新鮮人來說，透過網路來找工作已經逐漸變成常態。在

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中，我們發現有一些科系與工作的關聯性頗大：健康與環境

相關科系畢業的詠瑄從事工安工作，財金系畢業的芝瑩在銀行上班，機械系畢

業的凱元在當工程師。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會計系畢業的思敏與書偉，他們都不

願意到會計師事務所上班：思敏從事壽險工作，書偉則想要從事房仲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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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從事非本行的工作，書偉的解釋是，除了因為會計工作過於勞累而不願

投入之外，自己的基本能力也有所不足。曉琦乃是唯一大學畢業後回流到原來

兼職工作的受訪者，但未來計畫轉向業務相關工作。子皓企管系畢業後，投入

壽險工作主要是因為學校師長與同儕的建議，以及被其產業的專業訓練吸引：

熟識的助教、教授之類的，還有學長姐，他們覺得業務是比較理想的

選項，那我詢問過我舅舅之後，他覺得在接觸這麼多的業務員裡面，

保險業是可以學到完整一整套的一個行業⋯⋯我考慮的是媽媽跟舅舅

的意見。

從事壽險工作的思敏與從事傳銷的芸莉，都是透過同學介紹而取得工作。德安

則加入了房仲業保障底薪頗高的「聚英計畫」：

參加「聚英計畫」⋯⋯他對新人一般都前半年保障底薪四萬，然後我

這個計畫有五萬，他這個計畫最主要的是因為未來想要讓你朝管理發

展，一般房仲業對學歷要求真的不高，○○房屋是因為他從2003年才

開始要求都用大學學歷以上的員工。他可能是想要提昇品牌形象⋯⋯

他要白紙。因為你可能在其他房仲有其他習慣吧，而且可能是他們覺

得不好的習慣，如果要他們來改變你或教你，就是比你什麼都不懂還

難改變。

佳儀由於實習經驗而取得月薪十幾萬的助理工作：

我大四的時候有做實習生。去○○銀行證券，等於是跟我現在做的是

一樣的事情。實習影響還蠻大的。知道哪邊有個空位，可以補那個位

置。我現在的老闆覺得與其做不久，倒不如選一個看起來就是比較穩

一點的。他很期待這個職務是要可以做長期的人來做，因為需要花很

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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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九位就讀高職的受訪者來說，有兩位尚在就學中，有三位透過人力銀行

取得工作，有一位繼承了家業。雅雯的第一份工作是百貨業，乃是透過朋友介

紹而取得。智淵高職讀的是汽修科，雖然沒有畢業，卻也開了一家機車行。比

較特殊的例子是○○休管相關科系畢業的哲銘，實習的工作引領了他往後的工

作走向：

我國三就開始工作了，父母他們會覺得我是學一份經驗，而且我也比

較傾向不跟家裡的人拿錢，所以比較喜歡自己賺自己買。之前是討

債，我覺得這種生活太那個了，每天都要這樣躲來躲去，嚇得要死幹

嘛這樣。實習找到王品，你想升店長，必須要有大學畢業。

由此，我們見到了教育擴張的實質效益，讓一個曾經誤入歧途的年輕人有

機會在取得大學學歷之後，朝正當管道尋找出人頭地的機會。

就十位就讀五專的受訪者來說，有三位尚在就讀研究所，有兩位處於轉銜

階段，有一位透過人力銀行取得工作，有三位透過親友介紹取得工作，剩下的

一位則從事加盟店的工作。會計系畢業的姿蓉在會計事務所上班，電子工程系

畢業的建易在親戚家從事修車工作，而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的盛鴻，先是透過夾

報傳單取得生技技術員工作，其次又經由親友介紹從事塑膠技術員工作。比較

特殊的例子是護理系肄業的巧如，因為未來會接手家傳的當鋪工作，父親先讓

她在便利店磨練經營技巧：

爸當初要決定讓我去開SEVEN�，是因為我脾氣不是很好⋯⋯我是從

小開始決定想要做SEVEN的，SEVEN是我吃的百寶地⋯⋯我是全台

灣最年輕的加盟主⋯⋯我是加盟主，所以公司認為，若我太年輕就接

這個店，要圓滑處事是不可能，員工會帶不好，然後跟公司也會處得

不好，甚至跟客人也會處得不好，所以公司希望我到直營店去歷練一

年。我現在是先學人事部分，跟學情緒與服務態度，我以後還要再去

� 即統一超商（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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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上珠寶鑑定課。

依據訪談資料可知，運用網路上的104等人力銀行來尋找工作機會，已經

逐漸成為一種常態現象，像盛鴻這樣透過夾報傳單而獲取的工作，可能都比較

偏向傳統產業，而壽險業務與傳銷等類型的工作，則比較容易透過親友介紹

來取得。此外，受訪者過去的打工經歷普遍與未來的工作無關，唯有曉琦一

人大學畢業後回去原來的打工場所工作，但她其實也只把這份工作視為過渡性

工作。然而，實習工作與未來的工作關聯反而較大，佳儀與哲銘的狀況即為例

證。

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家庭與同儕對人們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而網際網路

則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媒介角色。於此時期，人們的選擇自主性雖然增加，

但家長的影響力普遍仍舊存在。

十一、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關聯

依據受訪資料可知，自身能力的專業性、技術門檻與學歷價值，此三者可

說是教育與勞力市場能否有效連結的關鍵因素。

就十八位就讀高中的受訪者來說，有十一位受訪者覺得科系與工作之間有

所關聯，七位受訪者覺得兩者沒有關聯。於其中，有些科系明顯與工作的關聯

性頗大。其一為電子相關科系，舉例來說，雖然就讀於國立大學物理所的志翔

還沒有畢業，若問到他的科系與工作之間的關聯性，他的回應是：「百分之百

相關。」就讀於國立大學資工所的政廷，雖然現在也仍在就學狀態，但他已察

覺自己就讀科系與勞力市場的密切關聯：

我們現在研究室，其實就跟在外面工作差不多。事實上我們是跟外面

的公司一起合作開發軟體。因為像○大的學長真的是蠻多的，那如果

你是要去科學園區的，是○大生的話會蠻有機會的。你要找工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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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工作內容你是不是喜歡，就不太一定了。�

其二是生化相關科系，這從就讀於國立大學生物相關領域研究所的守致所

提出的觀察便可看出：

第一是當sellers、第二是當研究助理、第三就是當教授、第四就是去

什麼藥廠和公司。假設我要往生物這方面，關聯性還蠻強的啦！

其三是財金相關科系，國立大學財金系畢業的芝瑩，她指出財金系與銀行

業之間的充分相關性，並佐證說她大部分的同學都在銀行工作。其四是設計相

關科系，就讀於國立科大設計相關研究所的以禎，便認為設計工作的專業性保

障了自己的未來工作：

我覺得設計的取代性比較低，就是說它真的很專業，你要進來不是這

麼容易。

其五是會計相關科系，雖然說自私立○○大學會計系畢業的思敏自己並沒

有從事會計相關工作，卻說出了會計系與勞力市場的密集相關性：

我們班剛退伍的都在事務所，剛畢業的也都在事務所，但是事務所待

不到半年就離開的也很多。

不過，自另一所私立大學會計系畢業的書偉，因為自認為基本能力不足，

� 就美國的情況來說，Collins（1971）認為衝突論的解釋比較有效，因為不同地位的群
體，會壟斷對於工作機會的取得。Collins（1979）的論點是，即便是醫師或律師的專業
能力，也是要在正式進入職場之後才能夠培養出來。職是，大學學歷的取得並非代表專
業性的保證，重要的反而是學校培養出來的社會關係網絡，因為正是這些關係網絡壟斷
的職場工作機會的取得。此處，就政廷的例子來說，就讀學校的社會關係網絡與同質
性，確實也會影響人們是否容易進入勞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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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校會計系的風評也普通，自己就不想從事會計工作。除此之外，私立大學

企管系畢業的子皓從事的是壽險業務工作，認為企管系所學可在工作中運用，

或者說，業務工作其實就是一種類似經營者的工作：

企管系對我的影響，就是它讓我們可能在組織領導或是管理階層方面

的涉獵其實還蠻深的。就企管系的學生來講，嗯，這算是一項利多

吧！因為其實最少我們已經在求學期間學習到了這方面的知識，剩下

就是等待時間的累積與運用。事業就是屬於我自己的部分，並沒有任

何人對我設下任何的限制。

私立大學企管進修部畢業的曉琦，未來想要從事業務工作，她的看法是：

我只能說從企管學出來可能就只學了一張嘴，跟業務可能會比較適

合。

國立大學經濟系畢業的佳儀與另一所國立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德安，雖然均

認為經濟系與勞力市場的關聯不明確，但是在三十七位的受訪者當中，佳儀的

月收入卻是最高的，而從事房仲業的德安也表示，自己的大學同學都往金融財

金業發展了。

就九位就讀高職的受訪者來說，有四位受訪者覺得科系與工作之間有所關

聯，五位受訪者覺得兩者沒有關聯，這似乎也可說是學歷價值的一種反映。在

當中，電子相關科系畢業者還普遍認為工作不難找，例如自某私立科大電機系

畢業的杰勳就認為，電機系畢業者應該會有許多工作機會。不同於前述國立科

大設計所的以禎的說法，私立科大設計相關科系畢業的家慧，便認為科系與職

業之間沒有關聯：

〔科系與職業之間〕沒有關係。經驗來講是比較重要⋯⋯這個行業資

歷很重要⋯⋯我們班其實從事設計業的是少數，其他的都是做一些無

關緊要的工作。提升能力就要靠自己，我的感覺，學歷真的不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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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啦！

比較以禎與家慧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程度與公私立學校等的

差異，其實對職業的取得還是有影響。

就十位就讀五專的受訪者來說，有六位受訪者覺得科系與工作之間有所關

聯，四位受訪者覺得兩者沒有關聯。其中，就讀國立大學材料所的睿恩覺得

工作好找，私立科大機械系畢業的品杰�0則表示，雖然學校所學頗適合市場需

求，但同學求職多不順利。這當中的差異，可能暗示了學校聲望與學歷層級所

造成的學歷價值差異。另外，也意味著學校教學與業界對勞動能力要求之間存

在差距；學校訓練不符業界所需，而造成一些「學而無用」的現象。例如，就

讀私立科大電子所的彥宇就表示：

學校跟業界差蠻多的。軟體工程師應該說也不需要經驗，但是可能你

在學校學的東西會跟業界的不符，所以你也是要業界想去培養你才有

可能學會。

而自○○技術學院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的盛鴻，雖然想要回到本行從事網路

管理工作，卻一直無法得償夙願，他的解釋是：

我覺得要求的條件太高。因為不管找工作啊，不管是北中南，資訊這

個行業，打開他所要求的條件呀，都是滿滿滿的要求。可能會要求具

備較多的軟體運用能力，或要求比較多的相關知識，然後比一般的行

業還要高出很多。他不是說精通一兩樣就OK了，他可能還要同時精

通很多種軟體，他只要扯到電腦，你就什麼都要會就對了。

情況或許真的如此，但是若對照就讀於國立大學資工所的政廷之說法，還

是可以發現，學校差異的影響力仍然存在。或許學校所學確實與業界大大不

�0 品杰雖有考上私立○○大學的機械所，最後卻選擇先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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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是，要是學校可以與業界之間建立良好的建教合作關係，那麼兩者之間

的落差便可以降低，不過，往往還是社會聲譽較好的學校比較有機會與業界建

立合作關係。另外，盛鴻與政廷之間的差異，亦突顯了「公立／私立」與「一

般教育體系／技職教育體系」的雙重階層化的存在。

綜觀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撇除個人因素不談，我們可以發現，專

業性、技術門檻與學歷價值可說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子，對人們的所學與所用

之間的關聯程度，發揮了極強的關鍵性作用。一般來說，訓練背景專業性愈強

的領域，技術門檻愈高的領域，以及具有高價值的學歷，愈有可能使個人得以

「學以致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學歷價值」，包括了「工具性」

價值與「象徵性」價值。「工具性」與「象徵性」的價值，其實都與社會的價

值觀有關，例如說，就讀名校的冷門科系因為「名校」的「象徵性」價值而受

到尊重，而就讀非名校的熱門科系則會因為「熱門科系」的「工具性」價值而

獲得肯定。學歷的工具性價值展現在業者與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提供教育訓練及

學歷認證之教育機構所賦予的信賴程度與評價結果，以及這些訓練與業界需求

之間的謀合程度。學歷的象徵性價值，則是指在階層化的教育體系中，學歷認

證機構所具有的地位，反映出的是社會對「國立大學」與「熱門科系」的想望

及所賦予的優勢位階，以及「私立學校」、「冷門科系」、「技職教育」普遍

的相對弱勢。

為了能更加完整地探討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此

對所謂「冷門科系」的畢業者稍加探討。在我們的受訪者當中，教育相關科系

畢業的立賢、應用英語系畢業的雅雯、心理系畢業的芸莉，以及休閒相關科系

畢業的哲銘與耀仁，其就讀的科系別比較符合「冷門科系」的框架，因此以下

就這些個案加以討論。

立賢從小便立志要成為一位小學老師，在教育大學畢業之後，由於小學師

資過剩，無法順理成章地成為一位小學的正式教師，不過卻也在自己的實習學

校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代課教師。代課時間結束後，由於自己本身具有原住民的

身分，便在教會的課輔中心義務輔導原住民小朋友的課業，另一方面則去補習

準備參加原住民特考。對他來說，所讀科系基本上沒有什麼關聯，同系畢業的

同學們也大多沒有擔任小學老師的職位。在現今教師人力極端供過於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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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立賢目前先暫時放棄擔任小學教師的可能性，把希望寄託於國家考試上。

從立賢的例子，我們發現現今教育科系與勞力市場的連結度偏低的狀況：

〔學校科系與勞力市場間〕沒什麼太大的關聯。一些同學要去考警

察，一些同學要去補高普考，然後一些要做其他事。班上轉行很多。

科系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芸莉具有一半的原住民血統，透過學姐的介紹，大學階段便開始了傳銷的

工作，曾經月收入超過三十萬。她認為自己的所學與所用基本上沒有什麼關

聯，未來會繼續發展自己的傳銷事業。私立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畢業的雅雯，

一直想要在補習班擔任英語教師的工作，卻頂多只能在補習班擔任英語助教的

工作。離開補習班之後，分別從事過手機通訊行、兒童桌椅代班販售、精油專

櫃、綿羊乳液專櫃等工作，最後是回到母校技術學院從事約聘人員的工作。她

表示，自己之所以無法從事喜歡的英語教學工作，乃是因為自己之前唸書不夠

努力，能力不夠，個性害羞的緣故。但她也指出，畢業學校的社會聲望不高，

也是造成所學所用脫勾的原因：

我之前去應徵那個補習班，然後那個主任說，哦，○○畢業的喔，口

氣不是很好，然後說我再考慮看看，我就會覺得被貼一個標籤，他們

用的人都是國立大學，這樣就有點不公平，但是〔他們〕就覺得沒有

關係。

我們接下來討論私立大學休管相關科系畢業的另兩位，也就是耀仁與哲

銘，看看他們的學用結合的狀況。耀仁就學期間曾在遊樂園實習，也曾經在旅

行社打工過。雖然自己的理想工作是從事旅行業內勤工作，畢業後卻分別從事

了不甚相關的衛星導航機販賣與電影院服務生等工作。他認為自己的所學與所

用並未結合，仍期待退伍過後能夠回到旅行社工作。同樣是休閒管理相關科系

畢業，哲銘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哲銘於中學時期曾經加入黑社會，從事過黑幫

討債的工作，且高中時期也曾二度轉校。雖然說就讀學校的社會評價不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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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卻讓一個原本可能無校可讀的學生取得一個大學文憑，進而有辦法獲取自

己覺得不錯的工作：

○○大學沒有那麼認真在經營學校，如果我們當兵回來，有的人不敢

說他是○○大學畢業的。我不會後悔選這間學校，因為我會覺得自己

本來是沒有學校可以讀的。我本來是高中都沒有要畢業的人，現在竟

然有一個學校讓我可以考得上，然後完成我的學歷，自己也很訝異

說，要是畢業了也是一個大學生，一個高中原本沒有辦法畢業的人，

現在是個大學生，雖然不是一個多好的大學，但是至少是個大學。大

學生活過得還蠻開心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綜合以上這些個案進入職場的經驗，我們發現就讀相對冷門科系的學生，

在畢業後進入職場時的確比較容易發生學用不符的情形，若是這些學生又是畢

業於非國立大學（特別是私立技術學院）時，在尋求學用相符工作的過程中容

易面臨更多阻礙。不過，不可否認地，在這些受訪者身上，我們也看見高教擴

張所結的善果。在講求文憑的台灣社會，高教擴張帶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

會，使得原本可能無緣接受高教的學子得以進入大學殿堂，並在接受高教洗禮

後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伍、結論

Cooksey與Rindfuss（2001）曾運用1972年高中畢業世代的美國長期追蹤

資料來研究25-31歲年齡層的教育與就業狀況。他們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與

高中時期的生活方式會影響人們進入成年階段的生活。該研究指出，有很多

受試者於此階段有好幾年都不工作、不找工作，卻也不在學校接受教育。因此

緣故，養家活口的形象便不適用於這些人，因為這些人顯然沒有受到家庭責任

感等社會價值觀的約束。從這個角度來說，「變動不居」或許可以用來說明這

群人的實質處境。同樣地，我們的三十七位受訪者乃是即將由成年期進入壯年

期的前期，又要面臨經濟不景氣的寒冬，工作狀態的變化自然多少是可以預期

47094.indd   187 2011/11/4   上午 11:29:05



188　社會科學論叢2011年4月第五卷第一期

的，只不過，我們的受訪者都有心於進入勞力市場或學校教育，不會刻意與既

有的社會價值觀對抗。而我們之所以要採取生命史的研究方式，乃是為了理解

這些行動者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來回應社會結構的壓力。

過去文獻皆是以某階段的教育為研究重點，譬如說高中職教育對於未來進

一步就學的影響，或者是高中職畢業者未來從事工作的薪資差異，不然就是大

學分流教育對於進一步進入高等教育的影響，還未有任何研究統整性地探討教

育歷程與教育制度對於人們未來進入勞力市場的影響，也就是把人們由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最後再到勞力市場的關聯一併加以說明。而本研究

的創新之處就在於從發展性的角度，把當下台灣年輕世代的完整教育歷程與勞

力市場間的連結做綜合式的探討。

目前國內對於教育與勞力市場的相關研究，幾乎完全是量性的研究方式，

而由於這些量性的研究方式都把重點放在某一階段的教育選擇上，因此便無法

從縱時性的角度來探討教育選擇的累積性過程。就討論台灣教育與勞力市場之

間相關性之論述來說，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幾乎都是只論及大學所學與勞力市場

的關聯，聚焦於學習歷程末端與勞力市場間的銜接性。這樣的論述邏輯，往往

是立基於「職業選擇是在學習歷程即將告終時才會發生」的假設上。不過，我

們認為，人們的階段性教育選擇會受到前階段教育選擇的影響，因此可說是一

種環環相扣的過程，亦因為如此，「時間」這個要素，就不能予以忽視。

本文透過檢視完整正式教育學習歷程中重要轉銜階段之教育選擇，以及個

人在面對職場時所進行的職業選擇，企圖對教育歷程與勞力市場間的關聯性提

供更為深入與全面的說明。在研究中我們發現，職業選擇的行為雖然通常是發

生在學習歷程的尾端，但這樣的選擇並非是單一的行動，而是在漫長的教育歷

程中逐漸醞釀而成的選擇趨向。不僅大專院校與科系之選擇會影響個人進入就

業市場之機會與方式，前階段的高中分組與專科／高職科系選擇亦會有所影

響，而國中畢業後對於一般教育與技職教育的決定，其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顯示，國（初）中階段的教育才是台灣人進行教育選擇時的

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智育成績表現較好的同學，自然就會把高中當成唯一

的選項，而學業表現比較不好的同學，僅能退而求其次地選擇高職或五專來作

為下一個階段的教育學習路徑。因此，國（初）中的教育階段，才是探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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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育與勞力市場連結的關鍵階段。

以下就本研究之主要發現作綜合性的討論：

一、影響教育與職業選擇的因子與條件

Kerckhoff（2001）曾表示，教育系統有三個特性可用來解釋社會階層化

過程，亦即階層化、標準化與專業性，但另外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重要特性是學

生本身的選擇。前面三種特性，乃是企圖由教育的制度性面向來說明社會階層

化的歷程。不過，社會階層化的出現，卻還是必須有行動者加以配合才能成

形。因此，除了社會結構的制度性面向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個別行動者的選

擇與決定。

在中小學階段，政府與家庭乃是個人就讀學校的主要決策者。透過政府所

劃定的學區，及主要照顧者在子女看管需求與交通親近性的考量，個人所就讀

的學校往往就此而定。在小學階段，學校往往被期待成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

「托育中心」。政府的義務教育政策與學區制度，以及家長的托育需求與心

態，形成影響台灣學子在小學教育選擇的兩大關鍵因素。

在國中／初中階段，由於升學壓力的升高，使得家長對於學校角色與功能

的強調逐漸轉向學業，將學校視為「學業學習訓練所」，並期待學校扮演稱職

的「教育代理人」角色。在高中／高職／五專的轉銜階段，一般教育體制與技

職教育體制所構成的分流教育體系與階層化差異，明顯成為學生在面對選擇時

的一個關鍵性社會條件，會影響學生在下一階段的求學選擇。在「重學術輕技

職」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影響之下，學習表現與／或學習資源較具優勢的學生，

會自然地以一般高中為未來的選項，特別是資源豐富的公立高中。學業表現較

差或學習資源較為貧乏的學生，則較可能在相對弱勢下進入高職或五專來就

讀。由於家庭經濟條件往往決定了學生的學習機會與資源，因此，分流教育的

階層化差異、家庭經濟因素與自身學業表現，可說是影響此階段選擇的重要因

素。

由於台灣教育把智育放在第一位，學生們很少有時間來進行自我探索，因

此主流社會價值與集體認定的榮譽就很容易被視為個人的目標。在大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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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公立學校」與「熱門科系」由於普遍被主流社會認可，甚至在教育

體系中被賦予優勢的地位，因此便容易成為吸引人們選擇的標的。

在大學階段結束後，對於未來是否要就業抑或進入研究所繼續學業，主要

的影響因素有三點，分別是經濟考量、學歷需求、以及工作資歷的累積。在訪

談中，我們發現多位受訪者認為把大學學歷提高到碩士學歷，可以提高自身的

就業條件。此外，若原本在大學階段就讀非「名校」的學校，如能自聲譽較好

學校取得碩士學位，就等同於取得一個「翻身機會」，不但大大提升自身的人

力資本價值，甚至也會提高自尊與自信。職是，「提升就業條件」與「翻身機

會」便是吸引人們繼續就讀研究所的兩個主要因子。至於博士班，除了理工科

的博士學位之外，一般還是認為博士學位純屬學術，反而不利於進入勞力市

場。

最後，綜觀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關係，專業性、技術門檻與學歷價值可

說是三大影響因素。人們的所學能否變成所用，端視人們能否具有「三高」的

條件。若所受訓練的領域專業性愈強，技術門檻愈高，以及所具有的學歷價值

愈高，則愈有可能使其得以「學以致用」。其中，「學歷價值」又包含了「工

具性」價值與「象徵性」價值兩部分，兩者彼此間又相互影響。學歷的工具性

價值具有「能力認證」的意涵，展現在勞力市場與社會對於提供教育訓練及學

歷認證之教育機構所賦予的信賴與評價，也反映了這些訓練與業界需求之間的

謀合程度。學歷的象徵性價值則具有「社會認可」的意涵，指的是在階層化的

教育體系中，學歷認證機構所具有的地位，以及對照於個人可以透過教育成就

所獲得的社會地位，這當中不僅反映了社會對於「名校」與「熱門科系」的想

望，也凸顯了台灣現今教育體系中「公立／私立」與「一般教育體系／技職教

育體系」的雙重階層化關係。

此外，我們也發現，個人進入職場後是否能學以致用，與該專業在勞力市

場中的飽和程度，以及高等教育在進行人才訓練時與勞力市場需求間的配合度

有關。以受訪者中的立賢為例，儘管他具有國立大學教育相關科系的學歷，但

在現今教師人力極端供過於求的情形下，他暫時放棄擔任小學教師的想法，計

劃透過國家特考以取得公職，而他同系畢業的同學也多未從事教育相關職業，

這顯示現今教育科系與勞力市場的連結度偏低的狀況。這項研究發現與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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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美（2008）與趙長寧（2009）所宣稱教育科系與勞力市場關聯緊密的發

現有所出入。我們推測，這也許與勞力市場的變動有關；由於台灣「少子化」

的現象，使得初等與中等教育專業的勞力市場急速飽和甚至萎縮。另外，這也

許反映了高等教育在進行人才訓練時與勞力市場需求間配合不足的情形；在高

教擴張後，具有教育專業訓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快速增加，但由於教育專業勞

力市場的快速飽和，導致許多具有教育專業訓練而初入勞力市場者難以學以致

用。

二、影響因子的力量消長

基本上，小學階段的學童並無教育選擇權利可言，僅能全然被動地接受政

府與家長的決定。不過，不同於小學階段完全注重學校的「托育功能」，在國

中／初中時期，學校的「教育學習功能」會比較被看重。然而，與小學階段相

同的是，國中／初中階段的學子仍然沒有選擇權利，全然受限於政府與家庭的

「協議成果」。

在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政府逐漸淡出了「協議」的陣營，而以較

為間接的方式介入個人的教育選擇。此階段會影響教育決定的影響因子是個

人、學校、老師、父母與同儕，決策考量因素則包括自身的學業表現、技術能

力的獲取、投資風險、求學資訊取得的方式與內容、家庭的經濟狀況與信仰、

以及社會價值觀等等。就高中分組與高職／五專的科系選擇來說，家人、老師

以及自己都參與了決策的過程，所考量的因素則是自身學業表現與能力限制、

個人興趣、投資報酬率、風險、選擇性、重要他人的意見、領域的社會化性

質、社會價值觀、以及市場的取向。不同於國中小階段發言權被消音的情況，

在這個階段中，求學者開始有機會為自己發聲，爭取自己的權利，為自己作選

擇。

在大學／科大／二技這個階段，家人、學校與自己都是參與教育決策的一

份子。在選擇進入「一般教育體系」或「技職教育體系」時，主要的考量因素

包括成績高低、個人興趣與其他個人性考量、便利性、社會價值觀、投資報酬

率與教育環境。就大學與科大的科系選擇而言，家庭、老師、同儕與自己都是

參與科系抉擇的一份子，考量的因素則包含社會價值觀、個人興趣、個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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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前瞻性以及投資報酬率。在這個階段，人們的身分已達到接近成人階段，

更傾向於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也的確表現出更高的自主性。

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家庭、老師與自己的角色最為重要，而影響他們是

否要就讀研究所的重要因素分別是：父母的期望、就業機會與條件的提高、學

校聲譽、理論與實務訓練之考量、學校區位與資源分佈、開眼界以及翻身機會

等。在這個階段，雖然說人們的自主性又更高了，可以對自己的未來生涯擁有

較大的決定權，不過，往往還是可以明顯觀察到家長所具有的影響力。

對於工作的選擇，家庭、師長、同儕與自己都進入了決策討論的一環，而

影響工作選擇的重要因素則是學校聲望、就讀科系、實習經驗、工作性質、薪

資高低、求職管道與社會關係。此處，清楚可見的是，家庭的影響力好像都沒

有消失過；家長的意見一同陪伴著人們進入了勞力市場。

從小學一路到勞力市場，身為主要行動者的受訪者們，在中小學階段並無

選擇就讀學校的權力，僅能讓政府與家庭來「商議」自己應該就讀的學校。到

了高中／高職／五專階段，他們的自主性便漸漸增加，開始有權利發表自己的

意見。從此階段開始，人們開始會與自己的家長商討未來的教育與職業路徑，

而政府則改以「一般教育／技職教育」與「公立／私立」的雙重教育階層化的

政策與資源分配間接參與及引導人們的決定。雖然說人們自主決定的權利有漸

增趨勢，然而「爸爸說」與「媽媽說」的影響力卻似乎沒有消失過，也就是

說，從基礎教育一路到勞力市場，「爸爸媽媽一直陪在我們身邊」！不過，父

母的管教與參與決策的模式，一方面與子女的成長階段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子

女本身的學業表現有關。此外，若是個人在經濟上可以自立，他們在決策上的

自主性就會變得更高。

三、社會化、家庭資本與教育階層化

本研究發現，作為重要社會化機制的家庭與學校，呼應了P a r s o n s

（1952）有關社會系統的界定；家長、學校的老師及同儕確實會在不同的階

段，以不同的方式及力量影響人們在這些階段所進行的教育與職業選擇，而社

會價值觀也會透過這些社會化機制左右人們的選擇。同時，我們的研究發現也

呼應了Erikson（1963）在人格發展理論中的說法：人們的確會隨著年齡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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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增加而漸漸取得較高的自主性，而家庭影響的絕對性與全面性在這個過程

中也會逐漸淡化。只不過，家庭的影響力卻是一直存在著。

隨著年紀與學歷的提高，家長有漸漸讓步的跡象出現，會逐漸讓自己的孩

子來做決定。情況之所以會如此，可能是因為家長無法再以直接的方式發揮影

響力。比方說，由於自身的學歷並不夠高，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家長便僅能

「期待」或「鼓勵」自己的孩子盡量取得更高的學歷，卻不能就科系內容的專

業性與孩子進行溝通或討論，頂多是順從社會價值觀來給予建議。由此可知，

人們自主性的提高與家長在決策過程中的讓步，並非意味著是因為家長主動

願意完全放手讓孩子進行自由決定，而是因為他們自身的經歷有限，無法直接

插手孩子的選擇，故此不得不改用間接的方式來影響孩子的決定。我們在研究

中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在孩子要面對高等教育的抉擇之時，往往較

能直接與他們討論未來的教育選擇。若我們把Bourdieu（1986）關於「經濟資

本」與「文化資本」等概念挪用來加以解釋，就可以發現，家長對子女教育

成就的影響，不僅是透過經濟資本的提供（家庭的社經地位影響了子女的學

習資源），同時也透過文化資本的傳承（如資訊與經驗的提供）。學歷較高

的家長，可以直接把自己對於高等教育的經驗與判斷傳承給子女，雖然說高等

學歷的取得不一定就等同於良好工作的獲取，但是，學歷高的家長對此卻擁有

更強的信念，深信高學歷與好工作之間的密切關聯性，而其子女對此也往往會

有較高的學習配合度。於此，家長的價值觀及其子女在學習上的正面態度，也

是「文化資本」之影響力的另一例證。這也呼應了林俊瑩與黃毅志（2008）

的研究中，對於家庭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財物資本對子女教育成就有所影響

的發現，以及許多國內外研究所提出「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學業成就具正面影

響」的論點。

另外，本研究亦突顯了「一般教育／技職教育」與「公立／私立」雙重教

育階層化的位階差異，以及雙重教育階層化對個人進行教育與職業選擇上所具

有的影響。相對於技職體系而言，一般教育體系確實在社會中擁有較佳的社會

觀感，也容易吸引學習表現較好以及家庭可提供較多學習資源的學生。對於學

業表現較差或是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來說，進入一般教育體系後需要投入

更多的時間與資源進行學習，還需要經過更多的競爭與努力方能獲得大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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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職場，這個過程不僅需要高度而長期的投資，也具有相當的投資風險。相

對來說，技職教育體系提供了一個「避險」的選擇，不過這樣的選擇也必須承

受社會賦予「技職教育體系」相對弱勢的地位。此外，公立大學的學歷普遍具

有較高的學歷價值，反映出社會賦予公立大學相對優勢的地位，也對於公立大

學的訓練較為信賴。相對來說，雖然同樣是大學學歷，但是私立大學的學歷價

值在社會上普遍是難以與公立大學相抗衡的。這一方面顯示了公私立大學在教

育體系中的相對位階，也影響了擁有公立或私立大學學歷的人們在進入勞力市

場時所具有的競爭能力與求職經驗與結果。

在訪談中我們經常發現，在台灣教育體系中處於弱勢情境的學生，意識到

自己在能力以及所處結構條件的弱勢性。同時，我們也清楚看見，在這些莘莘

學子之中，有些人顯然有心想要跳脫教育體系中的弱勢結構條件，掌握可能的

「翻身機會」，讓自己在各個教育階段的轉銜間「向上爬升」：或是從技職體

系轉進入一般教育體系的軌道中，或是從「私立大學體系」進入「公立大學體

系」，或是求取更高的學歷。這一方面顯示了個人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但另

一方面也顯示了技職體系被「視而不見」的無奈事實。即便是由技職體系轉入

一般教育體系之後，轉跑道的技職生對於自己未來表現的期待，仍舊自認難以

超越一般生在學業甚或職場上的表現。是故，如何打破此種分流教育的位階差

異與高低之分，提升技職教育體制的社會地位，是教育政策制訂與施政者必須

深思及重視的。

於此，讓我們回頭來檢視一下位於教育階層化底層的「私立學校」、「冷

門科系」與「技職教育」。就畢業於私立技術學院休閒相關科系的哲銘來說，

相較於國立大學熱門科系的學歷，自己的大學文憑或許並不具有良好的社會聲

望，但是，大學文憑總是比高中職文憑具有較好的社會觀感，好歹自己也是一

位大學畢業生。在這個立足點之上，自己便有機會在工作上力爭上游，甚至有

機會在王品旗下晉升至月入十三萬的店長職位。由此可知，高等教育擴張的結

果雖然深化了高等教育的階層化狀態，卻也因為其所提供的大量高等教育受教

機會，使得人們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藉由其高教訓練與文憑的取得而

能有翻身的機會，使其日後在進入職場時能進一步爭取向上流動的空間。（收

件：2010年12月2日，接受刊登，201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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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individuals 

face education and career choices presented at each stage sinc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ir lives, factors and conditions that influence such choices, as well as how 

and why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waxes or wanes. Thirty-seven samples were 

drawn from over 20,000 students who had previously participated in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Twenty-six were interviewed in 2008, while 13 

follow-up and the other 11 new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2009. By employing 

the concepts of socialization, family capital, and stratification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youth who were born in the mid-1980s in Taiwan engage in 

educational and career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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