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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來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大學教育除了傳授知識外，也漸
漸重視專業證照的考取，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取得的專業證照，是否能
夠反應其市場價值。本文以「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94學年度大專畢業
後一年」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首先了解大學畢業生考取國家考試、
技術士、證券與期貨、教師資格、語言認證以及電腦認證六大類專業
證照之情形，再進一步探討專業證照與勞力市場之關連，包括在不同
的工作部門、產業型態下，證照對於薪資所得是否具有提昇之效。研
究發現，若只論證照類型，證照的市場價值並不明顯，一旦區分出高
階／低階之後，高階證照對於增加薪資等級有較為顯著的效果；至於
低階證照，則可能帶來反效果。本研究之結果可進一步釐清大學教育
與勞力市場之間的關係。

摘要



近年來，由於台灣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充，加上就業市場的快速變動，
已造成高教學歷貶值、不易學以致用的普遍現象：
（1）《天下雜誌》曾在2006年10月進行「大學教育大調查」，發現八成
以上大學生及家長認為大學生素質不好，約九成學生覺得擁有大學學位並
不值得驕傲，45% 的人贊成現在社會學歷愈來愈不重要（許癸鎣，2006：
48∼53）。
（2）1111人力銀行「2004台灣上班族薪資調查」發現：「在大學院校愈
來愈普及的情況下，大學學歷的平均月薪不過只有30,389元；碩士平均薪
資為46,576元，比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足足多了二分之一」。
（3）學術研究證實台灣的確存在「高教育低成就」、「教育與職業不相
稱」之現象（黃毅志、林俊瑩，2010；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
蕭霖，2003）。

可見，文憑貶值與高教育低成就現象，對於社會的衝擊十分巨大。



文憑貶值之後，勞力市場的供需問題如何解決？也就是說，以
雇主的角度，要以哪個條件作為篩選求職者的有效依據？

◆ 本論文認為，直接指涉「個人能力」，那麼有一個指標將

可能比文憑更具妥適性─即為個人擁有的「證照」。

◆ 「證」（certification），是「能力」概念，表示對某項

專業具有完整的技術能力。

◆ 「照」（license）則債向「職業」概念，表示具有從事該

職業的資格。

獲得該項資格的過程稱之為「認證」，乃政府、民間單位
對專業人士的知識技能進行考核，並給予正式「證照資格」。



（1） 公、私立技職院校考取

證照比例居多；一般大

學則以未考取略多

（2）整體而言，有／無擁有

證照之比例約為

50%： 50%

95學年度四類學校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考取證照之分佈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2010）



勞力市場區隔
以競爭與生產型態區分為「核心／邊陲」部門。

◆核心部門：企業擁有高獲利能力、資本與技術密集、產品具壟斷性、

國際化及廣大市場；就員工而言，具備特定專長、專業

技術，因此不但要加強訓練，也要提供好的工作條件、

升遷管道與福利制度以留住員工，ex：金融服務、

公共教育資訊傳播。

◆邊陲部門：為勞力密集、低生產率及利潤，但卻是高度競爭的小公

司；就員工而言，是工作不穩定，工資低廉，晉升管道

和福利措施都欠缺，ex：一二級產業、批發運輸餐飲。



內部勞力市場
（1）定義：從下到上的技術層級、薪資由低到高的相關職位所構成，員工

從下往上爬的過程中，形成了一連串的工作階梯。

（2）內部勞力市場又有兩種型態：「公司內部勞力市場」、「職業內部勞

動市場」。

（3）公司內部勞力市場：是指「組織規模」。

（4）職業內部勞動市場：是「行業（產業）」。

是為員工薪資取得、升遷機會的重要關鍵。



臺灣專業證照之相關研究
我國現行職業證照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考試院主辦，如律師、土木

技師與建築師等）；

二、技術士技能檢定（勞委會主辦，如甲乙丙各類技術士證

等）；

三、各行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證照考試（各業主管機關主辦，

如職業駕照等）；

四、民間專業團體或機構的證照考試（各民間團體舉辦，如

電腦、語文、精算師等）。



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

（1）分析的量化資料，來源為「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Taiwan Higher 

Education Data System）。

（2）資料庫是由教育部高教、中教、技職司等單位主辦，臺灣師大「教育研

究與評鑑中心」執行資料蒐集之研究計畫。

（3）自2003年開始針對全國160餘所大學院校在學生、畢業生、教師進行調查，

建置關於大學生求學生涯、畢業流向及大學教師教學與研究之大型資料庫。

（4）調查的對象為94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畢業學生在95學年度（即畢業一年之

後）的升學、就業等情形，以探討大學生在校經驗與畢業後生涯發展之關

係。 該次調查施測期間自2007年六月份起至2008年二月份中旬止。

（5）採普查方式，共回收問卷88,694份，回收率33.76%。最終有效樣本數為

23,046人。



二、變項測量

（一）個人背景與學校特質

1. 性別： 2. 學校類型：迴歸分析時以私立技職

為對照組，做成三組虛擬變項。

男為1
女為0

公立大學
（含學院）

私立大學
（含學院）

私立科技
大學（含
技術學院）

公立科技

大學（含
技術學院）



3.                                                      （1）人文（人文、教育、藝術、其他

學類）

（2）社會（經社及心理、商業及管理、

法律、觀光服務、大眾傳播、食品

營養除外之家政學類）

（3）科技（自然、數學及電算、醫藥衛

生、工業技藝、工程、建築及都市

規劃、農林漁牧、運輸通信、食品

營養之家政學類）

主修科系

科技

人文
社會



（二）勞力市場特質

本研究探討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初職薪資報酬」，是初步入職場，
暫不考慮勞動生涯變動（轉業）及複雜的經驗與年資問題。

1. 工作部門：「工作機構的屬性」，

公部門 （含公營事業、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公立學校）

私部門（含民營企業、私立學校）

自營（含與他人合營）



2. 機構規模：為「目前服務機構的員工總數」，分3-8組不等。

3. 產業型態： 「從事行業類別」。

一二級產
業

批發運輸
餐飲

金融服務
公共教育
資訊傳播



（三）主要驗證變項

本研究探討大學畢業生擁有證照與薪資之關連，主要驗證變即為「證
照」與「薪資」。

1. 專業證照

2. 薪資收入：高教調查中「平均每月工作總收入」乃是開放選項，

受訪者可填入細緻數值。迴歸模型將各數取對數值進行分析。

國家考
試

技術士
證照

金融證
照

教師資
格

語言認
證

電腦認
證



國家考試

高階

高等考試

低階

初等、普通、特種考
試

技術士證照

高階

（甲、乙級）

低階

（丙級）



金融低階證照

信託人員、

授信人員、

內部控制人員、

保險業務員

金融高階證照

銀行、證券與期貨之外
匯人員、理財規劃師、
證券分析師，保險業之
保險核保、理賠人員、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

人、精算師等。



•全民英檢

•初級

•中級

低階語言認證

•全民英檢

•中高級

•高級

高階語言認證

教師資格

高階（教師甄試）

低階（教師檢定）



電腦認證高階

•程式設計、ITE專業認證之應用軟體、電腦
硬體、網路設計與設定

電腦認證低階

•作業系統、辦公室軟體、資料庫應用、工
程製圖、網頁設計、影像處理、多媒體設計



一、有／無證照之比例、各式證照之薪資差異

各類型專業證照對薪資之影響



二、各式證照對於薪資所得的迴歸分析 [模型1]



二、各式證照對於薪資所得的迴歸分析 [模型2]



二、各式證照對於薪資所得的迴歸分析 [模型3]



三、區分高階／低階後的證照效益



區分高階／低階後的證照效益



專業證照在不同工作部門、產業型態之效果分析
一、專業證照在各種工作部門之市場效果

◆將依工作部門、產業型態將樣本進一步區分，探討專業證照對於薪資之
影響。以上的分析都是針對全體樣本（N = 22,458）

◆以「公部門／私部門／自營」、「大／中／小」兩項指標為依據劃分樣

本， 將之區隔成為：

1.公部門中小型組織

2.公部門大型組織

3.私部門小型組織

4.私部門中型組織

5.私部門大型組織

6.自營小型組織

7.自營中大型組織等七類，依照七個組別分別進行迴歸分析。



公部門中小型組織/公部門大型組織



私部門小型組織/

私部門中型組織/

私部門大型組織



自營小型組織/自營中大型組織



專業證照在各種工作部門之市場效果

（1）「國家考試」是最具市場價值的證照類型，尤其是高階國考，擁有此項

資格者，不但在公部門很吃香，在私部門也有最為顯著的效果；即使學

歷、職業等級一樣，擁有高階國家考試資格能讓雇主付出更高的薪資。

（2）某些證照對薪資提昇有阻礙的證照類型（如技術士、電腦），在區分出

高／低階之後，負向影響均消失，即使區隔了服務部門，如此特性都還

存在，可見證照層級的劃分相當重要。

（3）綜觀表5的七個模型，凡是組織規模愈大者，「職業地位」影響力也都愈

大，表示層級位階愈多，職位高低對於薪資的差異很大，如此凸顯了大

型組織「工作階梯」效果。

（4）私部門的中、大型組織，各類型證照的影響力最不能夠彰顯，但是國家

考試還是顯著。



二、專業證照在不同

產業型態之市場

效果



（1）一二級產業而言，由於偏重於農林漁牧、製造與營造，某些技術

士證照（如工業類）恰好可以派上用場，然而，若是技術能力

沒有提昇，低階技術士證仍顯現出反效果。

一二級產業和批發運輸餐飲等偏向邊陲的產業類型中，證照整體

的影響力並不大，其價值並不容易彰顯。

（2）在金融服務以及教育資訊傳播等核心產業，證照提昇薪資的效果

明顯大得多，特別是在金融業與服務業任職者，高階金融證照β

值比職業還高，也就是說，即使從業的職業層級一樣，雇主仍願

多花薪資聘用具有高階金融證照者，顯示證照價值已獲彰顯。

（3）在教育傳播等行業任職者，雖然以高階國家考試作用甚大，但教

師資格的影響力已然呈現。



討論與結論
一、專業證照之種類與位階，在市場上皆能發揮不同的效果

（一）「國家考試資格」最具市場價值

在六大類型證照中，「國家考試」最具市場價值，取得該

資格最有助於薪資所得之提昇。

（二）傴擁有低階證照，對薪資將產生負面效果

本研究認為，證照是一種訊息，考取高階證書可證明其擁

有高層級的專業；反之，傴有低階證書者，恰巧也傳達了

一個重要的訊息給雇主，就是「只擁有低階的技術能力」。



二、在不同工作部門、組織規模，各式證照之效果不一

（一）無論何種部門，國家考試資格皆能佔得優勢

本研究認為，應當是高階國考資格取得相當不易，成

為市場上一個相當重要的訊號，一旦取得該項資格，

即使是私部門的雇主也肯定其專業能力，因此能夠給

予更高的薪資報酬。

（二）無論哪一部門，組織規模愈大，證照效用愈明顯

經由不同部門和組織的分析發現，只要是規模愈大的

組織，就有三個明顯的特徵：

1. 職業地位的影響力愈大

2. 各式證照的效果愈凸顯

3. 模型的解釋力愈高。



三、專業證照在不同的產業類型中，發揮不同的效用

（一）證照在偏向核心產業型態中，能發揮較大的效用

債向邊陲的「一二級、批發運輸餐飲」兩大產業，證照影響力

相對較小；但在偏向核心的「金融服務、教育資訊」兩大產業

中，證照的影響力顯著增大。任職於較具專業性的產業型態，

證照果然發揮了提昇薪資的實質效能。

（二）國家考試不再具全面性的優勢，各式證照的效果相當多元

相對於工作部門與組織規模之模型「國家考試資格在各部門佔

盡優勢」， 此一現象並不在產業型態的分析中呈現。

1. 批發運輸等行業中，低階語言認證；

2. 金融服務業中，高階金融證照；

3. 在教育資訊傳播業之中，除了國家考試具優勢外，高階技

術士、教育及語言認證。



問題：

（1）從此論文的結論得知，有高階證照就擁有較高
的薪資，但在取得任何證照的過程中，考取證照就必
需花費一筆可觀的費用。但是取得低階證照確不一定
讓薪資增加，有時還有反效果。這樣的專業證照是否
有其缺失？

（2）若剛畢業的學生，在初次面試的時候，如何證明
自己的能力？是否要提供低階專業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