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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國的勞動市場正面臨結構性的轉變，相較於 1990 年代中期，失業水準
顯著上升，實質平均薪資長期停滯；勞動收入的占比下降，資本收益的占比上
升。已開發國家如美、英、德等國也有類似的現象，其勞動市場同時呈現「就
業分布兩極化」和「薪資分配兩極化」的現象。「就業分布兩極化」指的是：
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就業占比增加，中技能勞工的就業占比則萎縮。「薪資
分配兩極化」則是指：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薪資成長率高於中技能勞工的薪
資成長率，中技能勞工的薪資成長停滯。
此等兩極化的現象，在勞動經濟研究的領域中，主要的解釋包括全球化與
國際貿易的衝擊、電腦與網路科技的影響、景氣波動的影響、以及自 1980 年
代以後勞工團體力量的弱化 (美國和西歐)。其中，由於網路科技和相關的自動
化技術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也帶來新型態的交易和工作方式。
一方面，網路科技和自動化技術可以代替人力，並淘汰許多原有的中間交易環
節；另一方面，網路科技也提高勞動生產力，並催生新市場、新產品，因而增
加 IT 技能人才和專業領導人才的需求。網路科技還可能影響勞動服務的提供
方式和勞雇關係，對勞動就業有重要的潛在影響。
本社定位為民間環境能源智庫，除了關心國內能源與環境議題之外，亦針
對國內關鍵及新興議題進行探討。去（2015）年，已針對「高齡化對台灣產業
勞動需求及產業發展進行探討，並出版專題報告；今（2016）年為釐清網路科
技對於我國勞動市場的潛在衝擊，本社與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陳筆助研究
員團隊合作研究探討。本報告共分成兩篇，第一篇主要探討網路科技對勞動市
場可能產生的影響，透過整理官方統計數據驗證台灣是否有就業兩極化或薪資
兩極化的現象，並且嘗試建構理論及實證模型來分析網路科技與國內勞動市場
兩極化現象的理論與統計上的因果關係；第二篇則討論網路經濟中可能新增的
勞動需求，以及被代替勞工的就業轉型，進而針對網路經濟可能造成的勞動兩
極化現象，討論政策應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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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網路科技與勞動市場兩極化
網路科技對人類社會有重大的貢獻，網路科技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擴大
了市場範圍、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催生許多新的服務和新產品。但任何變革
都有贏家和輸家；網路科技也瓦解了許多舊有的商業模式，並對勞動市場產生
複雜難料的衝擊。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有 3 個面向：
‧ 網路科技增進某些技能或職業的勞工生產力，並催生新市場、新產品、
新服務、降低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而增進各行業對勞
動服務的引伸需求。
‧ 網路科技可能使某些人力工作面臨被自動化技術取代的危險。由於「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技術的發展，被取代的工作不必然是技術
含量最少、所需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
‧ 網路科技促進平台經濟，而可能使「承攬合約」或「群眾外包」的勞務
提供方式局部代替正式的勞雇關係。
因此，網路科技一方面創造新的價值，提高某些人或整體的所得，另一方
面，網路科技的人力代替和人力互補效果都可能使就業占比或相對薪資出現兩
極化的現象。長期而言，網路科技對整體就業的淨效果未必是負面影響，但在
短期內，許多勞工面對網路科技的興盛與流行，會有調適的困難。
本報告檢查台灣的就業和薪資是否有兩極化的現象，並分析網路科技與勞
動兩極化的潛在因果關係，然後針對網路經濟中可能的勞動兩極化問題，討論
可能的應對政策。

(一) 勞動市場兩極化
1. 就業兩極化
歐美國家的勞動市場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已出現就業分布「兩極化」的現
象，也就是高技能(高收入)和低技能(低收入)職業的就業占比增加、而中技
能(中收入)職業就業占比萎縮的趨勢。本報告針對台灣的勞動市場，檢查是
否也出現兩極化的現象。
如果把〈職業標準分類〉九大類別中的第 1 大類「企業主管及經理人
員」、第 2 大類「專業人員」、第 3 大類「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當做高
技能職業，把第 4 大類的「事務支援人員」、第 7 大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第 8 大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等看做中技能職業，而把第 5 大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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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第 9 大類的「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當做低技能職業；
結果發現，從 1995 到 2015 年之間(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職
業的占比顯現了兩極化的現象：中技能的就業占比萎縮，而高、低技能的就
業占比皆擴張。
若從大的行業類別來看，製造業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變化不大，服務
業的占比則增加，工業中非製造業的就業占比萎縮 2 個百分點。
至於各類職業在製造業、服務業、工業中非製造業中的就業占比變化：
(1) 高技能職業在各大行業中的就業占比皆擴張。
(2) 中技能職業在製造業、工業中的非製造業、服務業的就業占比都萎
縮，並以在製造業中萎縮最多，服務業次之。
(3) 低技能職業的占比則僅在服務業中擴張，而在製造業和工業中的非
製造業則萎縮。
所以，製造業、工業中的非製造業、服務業都有中技能的就業占比萎縮、
而高技能的就業占比擴張的現象。服務業的兩極化現象最明顯，其高技能和
低技能的就業占比都擴張。將服務業再細分，則中技能職業占比在過去 10~20
年之間的萎縮情況是：
(1) 萎縮 3-4 個百分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動產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 萎縮 5-6 個百分點：「金融及保險業」。
(3) 萎縮 6 個百分點以上：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再按照性別和年齡別來觀察，可發現男性、女性、15-29 歲、30-44 歲、
45-65 歲(及以上)的就業者，幾乎全部顯現就業占兩極化的情勢。但是依教
育程度區分的就業者則顯現例外的趨勢，各學歷的高技能職業占比均萎縮。
2. 薪資兩極化
本報告針對臺灣的勞動市場，檢查是否出現高、中、低技能職業的薪資
分配變化。結果發現，從 2003 到 2015 年之間(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
資料），這三大群職業的相對薪資也有兩極化的現象：高技能職業和低技能
職業的薪資增加速度快過中技能職業。

(二) 網路科技對薪資就業兩極化的可能影響
為了瞭解網路科技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兩極化是否有所貢獻，本報告參考一
個解釋自動化科技和就業關係的理論模型，並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自動化科技
和就業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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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的結果顯示：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的「兩極化」似乎有顯著影響。網
路科技的發展尤其可能擴大高技能職業相對於中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但網路
科技對於相對薪資「兩極化」的影響則較不明顯。本報告也嘗試利用產業別的
資料來檢驗網路科技和就業占比「兩極化」的關係，但是產業別迴歸分析有比
較嚴重的資料問題和網路科技代理變數問題，需要未來進一步的釐清。

二、網路經濟與勞動政策
(一) 未來的就業與勞雇關係
1. 網路經濟的新增勞動需求
自動化技術影響就業市場，並非一個新現象。歷次工業革命就是勞工
與機器競賽的過程。但工作的數量不是固定不變的。網路科技與新商業模式
的結合形成網路經濟，長期而言，網路科技除了代替一部份人力工作，也提
高勞動生產力，而可能從下列 4 個面向帶動各行各業對勞動服務的引伸需
求：
(1) 網路科技可為企業擴展新市場，擴大市場的範圍。
(2) 網路科技催生許多新產品和新的服務，刺激企業開發出新的商業模
式。
(3) 網路科技可以降低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
(4) 電子商務可能促進額外的消費。
上述市場擴張與新創服務所產生的就業機會，是網路經濟有潛力創造就
業機會之所在。
2. 中技能勞工的未來
網路科技雖然可能代替一些例行性的、中技能職業的人力工作，但中
等技能、中等收入的工作機會不會完全消失。有一些中等技能的工作很容易
自動化，另有一些則需要臨機應變的人力和機器相互搭配。自動化技術很難
在不降低品質的條件下，取代這類的人力工作。有良好前景的中等技能工作
不是傳統的藍領生產工作或辦公室的例行性白領工作，而是能把人的比較優
勢（處理面對面的人際互動關係、隨機應變、解決突發性問題）和自動化技
術結合起來，能發揮自動化技術和人工判斷互補潛能的工作。許多技能服務
的工作都有這些特點。還有些中等技能的工作人員，在其例行性的工作部分
讓自動化技術取代之後，甚至可能藉著先進的自動化技術之協助，來處理一
些原先「認知需求較高」的工作。
3. 平台經濟對勞雇關係的潛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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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影響不限於勞工生產力的促進效果或對人力工
作的代替效果。網路科技由於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而改變了以往劃分公司組
織與勞動市場的邊界。自動化技術讓許多工作可以切割得更細，而且網路科
技讓企業能很容易的與各方的自由工作者通訊協作；市場分工的範圍因此而
擴大，企業可把更多工作分包出去給獨立工作者。其次，網路科技降低了交
易媒合的成本，而促成新型的「平台經濟」。平台是供需媒合的中心，其價
值之成長創造有賴於其組織外部之「供應方」和「需求方」這兩種客戶的擴
張成長，而不是其組織內部的人力數量。由於這兩種效果(分工效果和平台
經濟效果)，網路科技可在許多領域改變勞動服務的提供方式及勞雇關係，
「承攬合約」或「群眾外包」式的勞力服務提供方式可能會更進一步的局部
代替正式的勞雇關係。
4. 勞雇媒合效率與工作時地的彈性
網上人力媒合平台對不同技能的勞工可能有不同的勞雇媒合效果。社
群科技催生了「人才挖掘平台」，幫助專業工作者建立社群圈，使得高階人
力的供需媒合更有效率。但對於中低階勞工的勞雇媒合而言，勞方資訊的透
明度似乎不曾因為網上人力平台的興起而有所改善，同時招聘者的篩選負擔
卻未必下降，網路科技對中低階人力勞雇媒合效率促進作用似乎不很顯著。
網路科技有助於遠距溝通，許多工作的執行不再限於特定的地點或時
間，因而能夠減少員工通勤的需要，進而提高勞動生產力。因此，遠距工作
或彈性工時或許可能增加。但是整體而言，工作的地點與工作的時間的彈性
化不必然代替面對面的溝通的需要。溝通成本的下降和生產力的提高會促成
更多的業務，而需要更多的溝通，溝通頻度的增加進一步增加員工之間面對
面互動的需要。遠距溝通與面對面互動大概沒有很強的代替關係，反而有互
補作用。

(二) 政策課題
網路經濟的發展可能在短期內使整個社會和政府面臨科技創新和均化所
得(或穩定勞雇關係)的「兩難抉擇」。網路科技或許會增進社會的整體生產力，
但在短期內網路科技可能取代某些人力工作；平台經濟的盛行也可能使「承攬
合約」的勞務提供方式局部代替正式的勞雇關係。面對網路經濟，許多勞工一
定會有調適的困難。網路科技所引起的勞動問題，主要是「勞工技能」和「職
場需要」銜接不良，以及新型勞雇關係對無雇主自營作業者就業安全的威脅。
面對這種挑戰，社會的應對大方向是：增進勞工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並為弱
勢勞工提供安全保障。具體而言，包括 7 種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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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職業訓練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以增進勞工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
‧ 增加正式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
量，以增進新世代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
‧ 強化就業安全的保障，賦予「無雇主」勞動者集體談判權。
‧ 對弱勢勞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險，為「無雇主」勞動者提供「可攜式」
失業保險、職災保險。
‧ 增加商事及勞動法規的彈性，以提供邊際勞工更多的就業機會。
‧ 改善投資環境以助長企業競爭，以求間接增進就業並提高人力品質。
‧ 擴大政策制定的諮詢管道，開放資料，廣納眾智。
1. 提高職業訓練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放寬補助科目，補助的程度與訓後的
就業狀況掛勾
強化教育訓練是扭轉「勞工技能」和「職場工作」銜接不良問題的重要
手段。職業訓練若要達到「訓用合一」的效果，其訓練課程必須對市場變化
有敏銳的反應能力。而要達成這個目標，職業訓練應該充分利用、結合高度
競爭而有彈性的民間資源，尤其是非正式教育體系（營利性補習教育機構）
的力量。目前公部門的職業訓練雖然多數以補助辦理或委託給民間業者的方
式辦理，但其方法需要調整，包括：
(1) 補助的科目限制應該再放寬，涵蓋語文項目。
(2) 評鑑標準以及補助額度應與訓練後的就業情況掛勾。
(3) 補助的資源應集中於訓練後就業情況優良的學員和優良的訓練機
構。
(4) 職業訓練的合作對象並應擴及國內外的網路教學平台，對透過國內外
的網路教學平台接受訓練的學員提供補助。
2. 增進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
(1) 增加正式學校教育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普及資訊教育，補救偏鄉
教學
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
作」搭配得更好，正式教育體系在課程、師資、產學合作等各方面必須更
有彈性，要能更快速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包括：
A. 普及學校的資通訊科技教育
資通訊科技教育的成效不僅決定學校的課程和設備，還決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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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資源的多寡。若要把資通訊科技教育普及到「偏遠」地區，必
須對弱勢家庭提供連網設施與網路終端設備的補助。
B. 確保學生具備基礎的核心能力
基本的語文和運算能力是終身學習的基礎。必須改善後段學生
的學習落差，縮減城鄉之間的學業差距。改進之道包括教學資源的
重分配、教師進用制度的彈性化、重視「改善後段學生表現」的教
學績效檢驗。
C. 增加網路教學的資源，對弱勢學生給予網路學習補助
網路教學平台大幅地降低了教育成本，可協助教育資源薄弱的
學校和家庭，為學生提供個人化、客製化的教學，而縮短城鄉教育
的差距。但網路科技對弱勢者教育的協助若要實現，則需要政府投
入更多資源為偏遠和弱勢家庭提供網路學習的補助。
(2) 強化產學合作，補助弱勢學生參與實習
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是縮減「勞工技能」和「職場工作」之
間缺口的途徑。臺灣中小企業眾多，成熟產學合作的挑戰還很大。同時，
家庭背景良好的學生能夠為及早建立良好的企業網路關係，而接受尖端企
業或非營利機構的不給薪實習，但弱勢家庭的學生則可能必須為支付學費
生活費而在服務業的基層打工，無法參與不給薪實習。改善學生實習的可
能政策方法包括：(1)激勵大專院校明定實習的學分、暑期全職實習的時
數、考評標準等。(2)政府補助弱勢學生在尖端企業或非營利機構進行實
習，以發展弱勢學生的天賦；甚至補助優秀弱勢學生到海外的優秀企業實
習。
(3) 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
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並順利調適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
產業的「工作」媒合更佳，政府應該充分利用、結合高度競爭而有彈性的
非正式教育體系的力量。非正式教育體系(補習教育、營利型教育)所受到
的課程、招生、教師資格、聘用解雇之管制較少，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可以
相當迅速。網路教學平台的興起也使非正式教育體系更為活潑，學費也更
便宜。公部門應當和非正式教育體系(包含國內外的網路教學公司)進行更
多的協調合作。合作的面向除了針對失業者的職業訓練計畫之外，也可包
括一般非失業者的進修訓練，並針對低收入進修者提供與訓練後就業情況
掛勾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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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就業安全的保障，賦予「無雇主」勞動者集體談判權
勞方集體談判權是勞方獲取薪資保障和就業安全的重要工具。但無雇主
的自營作業者目前不能利用〈工會法〉來組織其與委辦企業「聯合談判」的
「類工會」團體。網路科技促進平台經濟，而平台經濟可能使「無雇主」勞
動者漸漸增多。賦予無雇主勞動者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是保障自營
作業者的手段之一。
4. 對弱勢勞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險，為「無雇主」勞動者提供「可攜式」失
業保險、職災保險
網路科技和平台經濟可在許多領域改變傳統的勞雇關係，而使得自由工
作者更為普遍。但自營作業者不是受雇於任何雇主的「勞工」，目前不得作
為就業保險的被保險人，無法得到失業救助；自營作業者的職災保障範圍也
遠比一般勞工狹窄嚴苛。我們的社會應該重新組建勞動保障規範，針對自營
作業者或自由工作者，以可攜式的社會安全個人帳戶，安排這些工作者和政
府的提撥分配比例，為這些工作者提供就業保險、職災保險等。
5. 增加商事及勞動法規的彈性，以提供邊際勞工更多的就業機會
商事法規及勞動監管的彈性大小，可以一方面增進在職勞工的福祉，另
方面則減少潛在就業者的就業機會，政府必須求取平衡。例如，網路科技所
支持的新型平台經濟，雖然可能增加獨立工作的就業型態，而使工作的不穩
定性增加，但也可增加就業的彈性，幫助失業者、工作中斷者、非勞動力更
有機會進入職場。因此，對於平台經濟的勞雇模式，法規應當容許一些彈性。
至於平台經濟之下獨立工作者的最低福利保障，則如前文所建議，給予「無
雇主」工作者集體談判權、「可攜式」失業保險和職災保險等等的保障。
再如〈勞基法〉關於「繼續性」的定期契約工作應視為不定期契約的規
定，也限制企業的用人彈性，有可能使企業減少聘僱人數，或把更多的工作
外包給自由工作者。
面對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商事及勞動法規若在某些部分適度擴大
彈性，可以增加邊際勞工之就業機會。
6. 改善投資環境以助長企業競爭，以期間接增進就業並提高人力品質
投資可以帶動工作機會。優秀的海外企業來台直接投資還可帶來新的商
業模式，刺激企業競爭，改善企業文化和工作模式，進而改善員工的在職訓
練成果、增進員工的能力。但產業的投資意願決定於投資的環境，除了硬體
基礎設施之外，我國的商事法規、金融監理、環評程序，都應進一步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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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降低其僵硬性、減少不確定性、鼓勵新創商業模式，以促進國內產業、
海外台商、外國企業的在台直接投資。
7. 擴大政策制定的諮詢管道，開放資料，廣納眾智
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目標的實現、政策工具的選擇，都需要有良好的
事實資料作為根據。網路科技使得幾乎人人都可親近資料、使用資料分析的
工具；反映社會脈絡的資料和分析資料的工具不再是少數專家或少數決策者
所掌握的稀有資源。基於公共治理的權力，政府蒐集並擁有許多獨一無二的
資料；這些資料若不能讓各方的利害關係人充分利用，就無法發揮其有助於
我們認識社會、改善社會的潛力。面對網路時代各種公共政策問題的衝擊，
政府應該善用網路平台「匯聚眾智」的特點，利用各方才智來幫助我們認識
社會的脈絡（就業分布、薪資分配），以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降低「技能」
和「工作」彼此「錯配」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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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網路科技對人類的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網路科技降低了市場交易成
本、擴大了市場範圍、促成更快更準的生意媒合、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產生
許多新商品和新服務，還增進公共服務和公民活動的能量，給我們的日常生活
帶來更多的選擇和樂趣。針對網際網路的經濟貢獻，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
& Company)、波士頓顧問集團(BCG)、OECD、聯合國等機構都曾估算網際網
路對 GDP 的貢獻毛額。一般的估計結果是，在 2011 年左右，平均而言 OECD
國家資通訊(ICT)部門的 GDP 占各國的整體 GDP 約 6%左右，我國的網路相關
經濟活動的 GDP 可能也超出此一平均值(見下圖 1)。

%

ICT部門的GDP佔整體GDP的比重(%)，OECD國家與台灣，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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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圖中除台灣以外的數值均取自 United Nations (2016), http://bit.do/WDR2016-FigO_10 。台灣
1
的數字是 5.4%，取自 McKinsey (2012)所做的 2010 年估計值；台灣 2 的數字則是 11.6%，取自陳筆、
彭素玲、羅鈺珊(2016)從支出面計算的 2011 年臺灣網路 GDP 估計值。

圖1

ICT 部門的 GDP 占比

但任何變革都有贏家和輸家，網路科技雖然帶來新型態的生產消費，卻也
瓦解了許多舊有的商業模式，並對勞動就業產生複雜難料的衝擊。一方面，網
路科技可以提高某些勞動者的生產力，並催生新市場、新產品，因而增加社會
對專業領導人才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網路科技和自動化技術也代替了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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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作，而使一些勞工出現調適的困難；網路科技並可能改變勞動服務的提供
方式和勞雇關係。這些互補效果和代替效果綜合起來，對於勞動就業既有整體
的淨效果，也有重分配效果。
歐美國家的勞動市場在過去 20 年來出現就業和薪資「兩極化」的傾向：
中水準薪資勞工的就業占比下滑，高水準薪資勞工和低水準薪資勞工的就業占
比增加；同時，高水準薪資勞工的實質薪資提升最多，中水準薪資勞工的實質
薪資提升最少。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顯示，其原因可能部分來自數位化科技對
人力的替代和互補之交互作用。台灣是否有類似的現象，網路科技在這些方面
的潛在作用與可能的政策反應，值得探索。
網路科技由於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也促成了現代型的「平台經濟」
(platform economy，流行用語是「共享經濟」)：平台企業利用其「雙邊客戶」
(例如資訊搜尋者和廣告商之於 Google，乘客和客車駕駛之於 Uber，一般消費
者和商家之於信用卡公司)彼此之間互相吸引的特性，力求產生網路正回饋效
應。也就是，平台公司要盡可能的利用外在於其公司的人力資源（也就是其客
戶），而不能僅倚靠其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員工)。這可使企業在許多領域利
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或獨立工作者的「承攬契約」來代替正式的勞
雇關係。另外，對於不同技能和經驗的勞工，現代型人力平台並可能有不同的
勞雇媒合效果。
本報告研究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潛在衝擊，共分成兩篇。第一篇第一章
探討網路科技如何代替傳統人力，而減少勞動需求；又如何與人力互補，而增
加勞動需求。第一篇第二章描述台灣各職業勞工就業占比與相對薪資的變化，
檢查台灣是否有就業兩極化或薪資兩極化的現象。第一篇第三章以一個理論模
型來分析網路科技的衝擊與勞動兩極化的潛在因果關係，然後利用我國的勞動
統計資料，以計量方法檢驗網路科技和勞動兩極化是否有顯著的因果關聯。第
二篇第一章則探討網路經濟之下的未來就業與勞雇型態，包括：(1)網路經濟的
新增勞動需求與被代替勞工的就業轉型；(2)網路科技如何改變勞動服務的提供
方式，而影響勞雇關係；又如何影響勞雇媒合的效率和工作彈性。第二篇第二
章針對網路經濟中可能的勞動兩極化和勞雇型態轉變等問題，討論政策應對的
課題。
有關網路科技的定義與範圍，由於網路科技還在快速演變並向各方滲透之
中，我們很難對網路科技給予一個明確的操作性定義。過去的研究(例如：BCG,
2012；McKinsey, 2012；OECD, 2013b；陳筆、彭素玲、羅鈺珊，2016)在估計
網路經濟的 GDP 值時，或從生產面界定網路相關產業的範圍，或從支出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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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網路相關支出的範圍，但事實上，網路科技對各方面影響的範圍比網路 GDP
所指涉的範圍更廣。本報告討論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潛在影響時，對網路科
技給予較寬廣的定義，包括：
‧ 網路終端設備（電腦、手機、其他智慧型終端設備）
‧ 網路基礎設施
‧ 應用程式
‧ 雲端運算
‧ 大數據
‧ 人工智慧
‧ 行動機器人等
以上所列的硬體網路設施、終端設備、應用程式、雲端運算、大數據、人
工智慧、行動機器人等，共同構成行動科技、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自
動化生產與消費、物聯網等的基礎架構與核心內容。另外，在本報告中，我們
把「網路科技」、「數位科技」、「自動化科技」等用語當作同義詞，時而交
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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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網路科技與勞動市場的兩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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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路科技的人力代替與人力互補功能
一項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通常需要經過多種的「生產工作活動」（tasks）
才能完成。這些生產工作活動要有人或機器來執行。
我們可從兩個角度來看「工作」與人的關係和「工作」與機器的關係：(1)
工作活動所需要的認知強度或協調溝通密集度，(2)工作活動的「例行性程度」。
從這兩角度，我們再把工作活動根據認知要求之強弱和例行性程度之高低，劃
分成四種型態（表 1.1）：(1)對人的認知分析或溝通協調能力要求較高，同時
「例行性程度」也較高的工作活動（表 1.1 的象限 1）；(2)對認知分析或溝通
協調能力之要求較低、過去需要人動手操作，但例行性程度較高的工作活動(象
限 2)；(3)對認知分析或溝通協調能力之要求較低、過去需要動手操作，同時例
行性程度也較低的工作活動（象限 3）；(4)對人的認知分析或溝通協調能力要
求較高，但「例行性程度」較低的工作活動（象限 4）。
表 1.1 科技對人力工作的代替與互補

（
可
自
動
化
的
程
度
）

科
技
代
替
勞
力
的
程
度

科技與人力的互補性
（科技對勞動生產力的促進潛力）
高
低
（認知分析強度大或溝通協 （動手操作或體力密集的工
調密集的工作）
作）
記帳
2
1
機械操作
高
基本數字運算
收銀員
（例行性工作）
編輯校對
資料文字輸入
一般行政或出納工作
科研工作
3
4
理髮
教學
低
住家健康照護
醫療
（非例行性工作）
水電安裝維修
法務諮詢
攤販
經理

資料來源：改編自 Autor et al. (2003)和 Acemoglu and Autor (2011)。

表 1.1 顯示，科技（和內含科技的機器）可以幫助人把工作做得更好，而
提高勞動生產力。特別是對認知能力要求較高的工作，尤其如此。例如，科研
工作所需要的抽象認知強度很大，自動化科技可讓科研工作者從許多例行性的
認知運算之中解放出來，更專注於創造性的思考。自動化科技對於科研工作者
的生產力幫助，大概遠大於其對理髮師的幫助。
但另一方面，科技也可能代替一些人力工作，尤其是例行性的工作。這裡
所說的「例行性」是從數位科技的角度來衡量的，而不是從人的角度來看的：
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容易數位化 (codified or digitalized) 的工作活動，就是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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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反之則不是。容易數位化的工作大體上是高度倚賴明確的邏輯程序，或
是可透過大量資料而歸納出統計規律的工作。對人而言，許多數學運算是高度
抽象的非例行性認知工作，但對數位科技而言，這是例行的工作。對人而言，
理髮或電器安裝或許不需要高度的認知能力，是非常例行性的工作，但對數位
科技而言，理髮或電器安裝可能不是那麼「簡單例行的」。所以，數位科技可
否代替人力的關鍵要素是：原來由人負責的那些工作是不是「例行性的」
。

一、網路科技的人力代替功能
數位科技既然可使例行性的工作自動化，數位科技的進步（數位商品價格
的下降）便會增加例行性工作的生產要素，有些原來負責例行性工作的人力於
是被自動化科技所取代。而由於網路科技還在發展演變，一項工作的「例行性
程度」不是固定不變的。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可促成許多心智工作
的自動化，
「行動機器人」
（mobile robotics）則可促成許多體力工作的自動化。
有些不久前還被看做是「非例行的」工作，不久之後可能就是「例行性的」。
例如：愈來愈多人相信，無人駕駛的自動車在數年之內就可以商業化，而取代
某些人力駕駛1。Frey and Osborne (2013)對702類職業的「可自動化、可電腦化」
程度進行了大規模的「預測」
。圖1.1和表1.2比照表1.1，把各種工作根據資通訊
技(ICT)使用密集度之高低和自動化機率之高低，分成四種可能性：(1)使用ICT
的密集度高、同時自動化的機率也高的工作（圖1.1的右上象限）
，
（2）使用ICT
的密集度低、但自動化之機率較高的工作（左上象限），(3)使用ICT 的密集度
低、同時自動化的機率也低的工作（左下象限），(4)使用ICT 的密集度高，但
工作自動化的機率較低的工作（右下象限）。舉例而言，容易被自動化技術所
取代的工作包括：自動化科技執行初階的倉儲運輸管理；網路銀行和金融科技
取代銀行臨櫃人員和理財顧問的某些工作；旅遊網購取代傳統的旅遊仲介行政
人力；法令判例搜尋分析平台取代法務助理的某些工作；醫療資訊平台執行醫
療紀錄與健康資訊的管理，甚至執行一部份的診斷工作；有連網功能的農耕機
具進一步的取代人力；有連網功能的自動鑽探機具取代礦業勞工等等。這些可
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的人力工作，既有認知強度較低、需要動手操作的，也有
認知溝通強度較大的，而不必然是技術含量最少、所需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
有許多是原屬於中等收入、中階技能勞動者的工作。
網路科技不但可以透過其在國境內的應用而取代一些人力工作，網路互聯
1

一項任務或工作(task)是否是例行性的，除了這項工作是否容易數位化之外，也多少和服務需求者對
品質的要求有關。自動化技術可能執行清潔工作到某一程度，但是單靠機器，不見得能滿足高級旅館
對客房清潔的要求。類似的例子包括無人駕駛、居家健康照護等等。因此，要猜測哪些工作活動可以
用自動化科技來代替人力，有時候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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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也使得企業更容易進行某些工作活動的「跨國外包」
（offshoring）
（尤其
是員工不必和客戶面對面接觸的工作活動）。我們知道，國際的生產分工主要
由各國的「比較利益」所決定，同時分工之後必定需要通訊協作和互相交易。
如果運輸通訊等成本過高，各國彼此就很難通訊交易，比較利益和分工的好處
就無從發揮。網路科技大幅降低了遠距通訊協作的費用，企業可以更容易的利
用便宜的境外勞工來執行許多工作。這對國內勞動市場產生了和機器代替人力
的相似效果。具體例子包括：網路客服、文書編輯處理、初階的簿記會計工作、
電子試算表的建立與更新、決策支援系統之套裝軟體的撰寫和維護，甚至速食
餐廳的來客免下車取餐調度服務工作，都可利用網路科技分包給境外公司的勞
工。這對國內勞動市場產生和機器代替人力相似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自動化科技雖然可以取代許多人力工作（tasks），但人力
作業的退場，並不必然等於就業機會的消失。絕大部分職業的工作內容，包含
醫師、金融經理、企業主管等「高技能」人力的工作，都有某些可以自動化的
部分。自動化技術可以把人從例行性的勞心勞力工作之中解放出來，讓人更能
專注於創造性的決策判斷工作。麥肯錫公司一份 2015 年的研究（Chui et al.,
2015）臆測，在美國約 800 餘類職業（occupations）的 2,000 多種工作（tasks）
之中，約有 45%的工作可以被自動化，而且這些工作散布在高中低階的職業裡。
但若以就業機會來看，大概只有不到 5%的就業機會能完全被「已證明為實用
的自動化技術」（currently demonstrated technologies）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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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工作自動化的機率值介於 0 和 1 之間；自動化機率「高」的定義是：工作自動化的機率大於各類工作之自動化機率的平均值 0.49。工作使用 ICT 的密集度
指數則訂在 0 和 19 之間；ICT 密集度「高」的定義是：工作使用 ICT 的密集度大於各類工作使用 ICT 之密集度的平均值 4.23。
資料來源：工作自動化之機率的數據來自 Frey and Osborne (2013) ；工作中使用 ICT 之密集度的數據來自 United Nations (2016), http://bit.do/WDR2016-Fig2_25。

圖 1.1 各職業被電腦化的機率臆測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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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職業被電腦化的機率臆測例示
1. 工作中使用ICT 2. 工作中使用ICT 3. 工作中使用ICT 4. 工作中使用ICT
的密集度高，工
的密集度低，工
的密集度低，工
的密集度高，工
作自動化的機率
作自動化的機率
作自動化的機率
作自動化的機率
高
高
低
低
需要基本數字能力
的一般職員（記帳 一般行政或會計人 建築業、製造業、採 軟體與應用程式開
員、銀行一般職員、 員
礦業的監工
發工程師
保險業內勤職員等）
資通訊科技服務的
一般秘書
商店銷售人員
餐飲及旅館經理
專員與經理
一般廚師及餐飲助
數據科學家和網路
出納員
小學老師
手
專家
餐飲服務員和調酒
一般金融理財人員
理髮美容師
高階主管
師
商業服務專員（房
司機
手工業工人
零售與批發經理
仲、保險經紀人等）
銷售、行銷和公共關
銷售和採購經紀人 食品加工
水電安裝與維修
係專業人員
街道與現場服務人
運輸和倉儲工人
專業秘書
員
衣服工廠工人
醫師
機器技師
法律專業人士
紡織機器操作員
管理專業人員
社會工作和宗教專
裝配工
業人員
金屬加工人員
中等教育老師
自給自足的農民
高等教育老師
採礦工人
資料來源：與圖 1.1 相同。

二、網路科技的勞動互補功能
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有兩種主要的來源，一是資本深化（每一勞動工時所搭配
的資本數量有所增加），二是技術進步本身使每一工時的生產量提高。網路科技
也可經由這兩種途徑提高某些勞工的生產力。第一，代替例行性工作的自動化科
技進步等同於增加例行性工作生產要素的供給；如果例行性工作生產要素和非例
行性工作生產要素在生產最終產品上有互補的作用，則替代例行性工作的自動化
科技進步便可提高非例行性工作者的邊際生產力；這和資本深化的作用相似。第
二，網路科技強大的資訊組織與處理能力，可以直接提高許多勞工的工時產量。
透過這兩種管道，網路科技可能和哪些人力工作互補，而提高這些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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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增進企業對其之需求？一般的看法是，不管是透過資本深化的作用，還
是透過網路科技本身來直接提高工時產量，網路科技對兩大類人力的幫助最大。
第一類是各種專業人員：例如科技研發、法律、會計、金融、醫療等領域的專業
人員；在這些專業人員之中，尤其明顯的是，資訊技術（IT）人才因為網路科技
的普遍應用而需求劇增。第二類是對溝通、領導及創意人才的需求。
網路科技是「普遍應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各行各業都廣
泛的使用網際網路。因此，不但資通訊（ICT）產業需要網路技能的人才，其他
產業也需要網路技能人才。美國勞工部 O*NET 資料庫的調查顯示，以各行業中
各種職業的占比來看，當前美國需要 ICT 相關技能最多的行業，是醫療保健服務
業、社會工作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製造業、公共行政業，以及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而需要最高水準 ICT 技能人才的行業，是 ICT 產業、金融及保險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以及不動產業（OECD, 2014a）。O*NET 的調查又指
出，在 2020 年之前，美國「前景光明」的職業2，首選就是和資訊技術有關的職
業（其次是行銷服務相關的職業、健康醫療相關的職業等）3。
網路科技所誘發的勞力需求不限於 IT 人才；各行各業都需要能解決非例行
性問題、能溝通說服、有創造力想像力的專業人士和領導人才，其工作是抽象分
析、經理領導，並且不是人工智慧所能輕易代勞者。這些工作者的生產力可能透
過上述兩種科技進步作用而提高。
上述兩類人力大體是表 1.1 和表 1.2 中例行性程度低、自動化機率低的工作
者。除此之外，網路科技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和另一種人力有潛在的互補作用。到
目前為止，所有社會都需要一些能與人面對面互動、能針對個別情境做出調適、
臨機應變、但不必有高度抽象能力、毋須高度訓練的基層人力。根據 Frey and
Osborne （2013）的預測，某些的這類工作也許不久之後就變得十分「例行化」
，
而可用自動化科技來執行（例如：清潔、駕駛）。但另有些基層工作大概還不那
麼容易「自動化」
、
「例行化」
，例如：理髮、住家健康照護、水電安裝維修等等。
這些工作雖然還不是人工智慧或機器人所能大量代勞的，但其勞動生產力卻也可
能藉網路科技之助而提高。
網路科技所帶動的勞動需求不只來自現存的企業。網路科技可幫助新舊企業
拓展新市場，可以衍生出新產品和新服務，可以降低中小企業和新創企業進入市
2

O*NET 所謂的「前景光明的職業」必須滿足下列三項標準之一：(1)經預測其在 2020 年以前的就業成
長率超過 O*NET 資料庫所有 974 種職業的平均就業成長率，(2)經預測其在 2020 年以前至少有 100,000
個新工作機會，(3)經預測其在 2020 年以前屬於高成長產業中的新興職業。
3
O*NET 的資訊技術相關職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包括 58 種與 ICT 技能有關的職業，分屬四大子項：
資訊支援服務工作(information support/services)、互動式社群媒體工作(interactive media)、網路系統工作
(network systems)、程式設計與軟體發展工作(programming/softwa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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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障礙，實體經濟不發達的區域甚至可能因為有了電子商務而額外增加消費。
網路科技所激發出來的新市場、新產品、新創企業，都會增加社會對專業人才、
經理領導人才、基層服務人力的需求。
所以，網路科技不但有減少勞動需求的勞動替代效果，也有增加勞動需求的
勞動互補效果。長期而言，整體的就業率不必然會減少，但收入較高的專業人才、
經理人員所面對的勞動需求可望相對增加，例行性事務的工作機會則相對減少。
至於從事面對面服務、但不需要高度訓練之基層人力，其工作機會相對於例行性
工作人力也可能增加。因而出現就業兩極化的情況。
當然，由於基層工作不需要高度的訓練，這類技能並不稀少。同時，被自動
化科技所取代的一部份例行性工作者可能流入非例行性的基層工作，因此非例行
性基層工作者的薪資大概很難大幅提高。就業機會的兩極化發展，可能會惡化所
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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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勞動市場的兩極化
一、勞動市場的「兩極化」指標
先進國家的勞動市場已歷經長期的結構性轉變，從 1980 年代開始，實質平
均薪資成長遲緩，勞動收入的占比下降，資本收益的占比上升。除此之外，其勞
動市場也呈現就業分布「兩極化」和薪資分配「兩極化」的現象。若把各種職業
所需要的技能分成高、中、低三種4，則就業分布「兩極化」指的是：高技能和低
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提高，中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則萎縮(圖 2.1)5。
高、中、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變化（百分點）
大約1995年-大約2012年
1.5
1
0.5
0
-0.5
-1

盧森堡
希臘
斯洛維尼亞
法國
西班牙
土耳其
冰島
立陶宛
奧地利
波蘭
英國
瑞典
以色列
韓國
瑞士
愛沙尼亞
愛爾蘭
挪威
芬蘭
丹麥
德國
克羅埃西亞
紐西蘭
薩爾瓦多
加拿大
義大利
澳大利亞
荷蘭
葡萄牙
墨西哥
美國
匈牙利
智利
俄國
捷克
斯洛伐克
中國

-1.5

高技能

中技能

低技能

說明：本圖顯示 1995 – 2012 年左右各技能勞工按照職業類別來區分的就業占比變化，包括至少有 7 年資
料的國家。各技能勞工的職業分類按照 Autor (2014)的作法，高技能職業包括：民意代表、主管與
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中等技能職業包括：一般職員（事務支援人員）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低技能職業則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基層技
術工及勞力工。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16), http://bit.do/WDR2016-Fig2_15 。

圖 2.1 已開發國家各技能勞工就業占比的兩極化（1995-2012）
薪資分配的「兩極化」則是指：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薪資成長率高於中技
4

此處的高、中、低技能職業之劃分，乃依照 Autor (2014)的標準，高技能職業包括：民意代表、主管與
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中等技能職業包括：一般職員(事務支援人員)、技藝有
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低技能職業則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Tuzemen and Willis (2013)的分類方式也相似，但把部分的銷售工作人員歸入中等技能職業。
5
中低收入國家如中國和某些非洲、中亞、中南美洲的國家，則沒有出現就業分布「兩極化」的趨勢，相
反的，其中等技能勞工的就業占比或相對薪資均提高，見 United Nations (2016), pp. 120-121。
23

能勞工的薪資成長率，中技能勞工的薪資成長停滯。若以美國為例，從 1980 年
到 2005 年，美國中技能勞工的時薪成長低於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時薪成長，
高、中、低技能勞工的時薪成長是 U 型分配(圖 2.2)。

技能百分位（skill percentile，以 1980 年的各職業平均時薪排序）
資料來源：Autor and Dorn (2013)

圖 2.2 美國各技能職業的實質時薪變動率(1980-2005)
台灣的勞動市場也面臨結構性的轉變。與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相比，失業水
準顯著上升，實質平均薪資長期停滯。失業率從 1990 年代的平均水準 2.04%，增
加到 2000 年代的平均水準 4.41%，以及 2001 年之後到 2015 年之間的平均水準
4.29%（主計總處，
〈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實質薪資之成長也有結構性的變化。2015 年的實質經常性薪資比 1995 年的
僅增加 10%，並且比 2000 年減少了 1.2%（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統計〉及
〈消費者物價指數銜接表〉）
。
台灣的勞動市場是否也有就業分布「兩極化」和薪資分配「兩極化」的現象？
以下觀察這兩種指標的變化：(1)各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2)各技能職業的相對薪
資。
為了便於觀察，我們把各種職業大略依其所需要的技能，分成高、中、低三
種技能的職業。〈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把職業分為 4 種技術層
次(表 2.1)6：(1)第 1 技術層次是〈職業標準分類〉的第 9 大類「基層技術工及勞
6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從「技術層次」(skill level)及「技術領域」(skill specialization)等兩個層面對
職業加以分類。「技術」是指執行特定工作的能力，而「技術層次」是指工作所涉及之複雜程度及範圍，
分為 4 種，用於職業大類之劃分；「技術領域」則是指工作所需技術的種類，用於職業的中、小、細類
之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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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職業，是認知需求較低、需要動手的工作，例如清潔工、貨物搬運工、園
藝工、廚房助手等。(2)第 2 技術層次是〈職業標準分類〉的第 4 大類「事務支援
人員」、第 5 大類「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第 6 大類「農、林、漁、牧業生產
人員」、第 7 大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第 8 大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等職業，需要基本的運算閱讀能力、或熟練的手動操作技巧，例如出納員、商店
銷售人員、電工、汽車維修人員等。(3)第 3 技術層次是〈職業標準分類〉的第 3
大類「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和第 1 大類之中的「餐旅、零售及其他場所服務
經理人員」等職業，需要較高階的讀寫計算能力和溝通技巧，例如工程技術員、
法務秘書、商業銷售代表等。(4)第 4 技術層次是〈職業標準分類〉的第 1 大類「主
管及經理人員」和第 2 大類「專業人員」等職業，例如行銷經理、工程師、醫師、
教師、電腦系統分析師等。大體而言，隨著技術層次越高，各職業勞工所需要的
教育訓練水準也越高。這四種技術層次的劃分，其實和第一章的表 1.1、表 1.2 所
劃分的四種工作型態大體相似。
表 2.1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對各職業類別的技術層次劃分
1

2
3
4
5
6
7
8
9
0

職業類別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1 民意代表、高階主管及總執行長
12 行政及商業經理人員
13 生產及專業服務經理人員
14 餐旅、零售及其他場所服務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人員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軍人

技術層次
4

3
4
3
2

1
-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

上文指出，Autor (2014)直接把各種職業所需要的技能劃分成高、中、低三類，
高技能職業包括：民意代表、主管與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中等技能職業包括：一般職員（事務支援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低技能職業則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基層技術工及
勞力工。Tuzemen and Willis (2013)的分類方式也類似，但把部分的銷售工作人員
歸入中等技能職業。
綜合〈職業標準分類〉和 Autor 等人的研究，本報告把職業技能分成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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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三類（表 2.2 的(a)列）：


高技能職業：包含職業分類的第 1 大類「主管及經理人員」、第 2 大類
「專業人員」、以及第 3 大類「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這相當於第
3 和第 4 技術層次的職業，也略相當於第一章（表 1.1）所稱的高認知型
的「非例行性」工作。



中技能職業：包含職業分類的第 4 大類「事務支援人員」、第 7 大類「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第 8 大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7。這相當於
第 2 技術層次的職業，但扣除「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8和「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這也略相當於第一章所稱的（高認知和低認知型的）
「例行性」工作。



低技能職業：包含職業分類的第 9 大類「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和第 5
大類「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這相當於第 1 技術層次的職業加上第 2
技術層次中的「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也略相當於第一章所稱的低認
知型的「非例行性」工作。

上述分類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的受雇者
資料，二是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者資料。利用勞動部〈職類別
薪資調查〉的受雇者資料，我們大體可以整理出上述高、中、低三種技能職業的
數據(表 2.2 的(b)列)。但〈職類別薪資調查〉資料的時間長度較短，只有 2003-2015
年的數據，中間並缺 2007 年的資料。
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者資料的時間長度較長，有 1993-2015
年的數據。但是〈年報〉的就業者公開資料把第 7 大類的「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中技能職業）、第 8 大類的「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中技能職業）、第
9 大類的「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低技能職業）三者合併統計；讓人無法根據
上面的技能職業之劃分，分別計算中技能職業和低技能職業的就業相關數據。面
對這個難題，在使用主計總處的資料時，我們不得已乃把第 7 大類、第 8 大類、
第 9 大類這三者的合計歸入「中技能職業」（表 2.2 的(c)列）。
下一節分別從整體面、行業別、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別等幾個面向，來考
察我國高 、中、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和相對薪資變化（表 2.3）。就業占比取
自主計總處的〈人力資源統計年報〉公開資料，相對薪資變化則取自勞動部的〈職
7

本報告和 Autor (2014)的作法相似，把第 3 大類「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歸入高技能職業。若把「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歸入中等技能職業，則就勞動部和主計總處的資料而言，這兩種不同的歸類方式
對就業分布和薪資分配「兩極化」有不同的數量效果，但質性的效果則大體相似。
8
本報告關於就業分布和薪資分配「兩極化」的考察，不計入〈職業標準分類〉的第 0 大類「軍人」，也
不計入第 6 大類「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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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薪資調查〉受雇者資料。
表 2.2 職業技能的分類
各職業的技能劃分
中技能

高技能
(a) 〈中華
民國職
業標準
分類〉

(第 1 大 (第 2 大
類)民意 類)專業
代表、企 人員
業主管
及經理
人員
(b) 勞動部 (100000) (200000)
〈職類 主管及 專業人
別薪資 監督人 員
調查〉受 員
雇者資
料
(c) 主計總 民意代 專業人
處〈人力 表、主管 員
資源統 及經理
計年報〉人員
就業者
資料

低技能

(第 3 大 (第 4 大
類)技術 類)事務
員及助理 支援人
專業人員 員

(第 7 大
類)技藝
有關工
作人員

(第 8 大
類)機械
設備操
作及組
裝人員

(第 5 大
類)服務
及銷售
工作人
員

(300000) (400000)
技術員及 事務工
助理專業 作人員
人員

(700000) 技術工 (500000) (900000)
及機械設備操作工 服務工 非技術工
（〈職業標準分類〉作人員 及體力工
的第 7 大類+第 8 及售貨
員
大類）

技術員及 事務支
助理專業 援人員
人員

技藝工作、機械設 服務及
備操作及勞力工 銷售工
(2010 以前的統計 作人員
分類用語是「生產
及有關工人、機械
設備操作工及體力
工」
，包含〈職業標
準分類〉的第 7 大
類+第 8 大類+第 9
大類)

表 2.3 各技能職業的就業演變指標
1
2
3
4
5
6

高中低技能的就業占比
高中低技能的相對薪資
各行業的就業量占比
各行業裡高中低技能的就業占比
各行業裡高中低技能的相對薪資
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的產業變遷因素和產業內調整因素
Ei , s 2015
E2015

7
8
9
10



Ei , s1995
E1995



Ei 2015  Ei , s 2015 Ei , s1995  Ei , s1995  Ei 2015 Ei1995 






E2015  Ei 2015
Ei1995  Ei1995  E2015 E1995 

E＝就業量, i＝行業別 , s=技能別 H, M, L
按性別區分的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
高中低技能職業的各性別就業占比
按年齡區分的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的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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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大
類)基層
技術工及
勞力工

二、 就業兩極化與薪資兩極化
(一) 就業占比兩極化
根據前節所做的技能職業劃分，利用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
者資料，我們可發現從 1995 年到 2015 年，中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萎縮了 9 個百
分點，高技能職業則增加 7 個百分點，低技能職業增加 2 個百分點（表 2.4）
。中
技能職業的萎縮主要來自「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占比的
大幅度減少（10 個百分點）9。高技能職業的擴張是由於「專業人員」的大幅增
加（近 7 個百分點）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的增加（2 個百分點），「民
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的占比則有所減少。因此，從〈人力資源統計〉
的資料來看，和已開發國家相似，台灣在過去 20 年間是有明顯的「就業兩極化」
傾向（圖 2.3、圖 2.1）。
表 2.4 高、中、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高技
中技能職業
能職
業合
技藝工作、機械
民意代
技術員 計
設備操作及勞
表、企業
專業人 及助理
事務工 力工（生產及有
主管及
員
專業人
作人員 關工人、機械設
年
經理人
員
備操作工及體
員
力工）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標準分
標準分 標準分 標準分
標準分
類〉第 7+8+9
類〉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第 4
大類
大類
大類
大類
大類
1995
5.38
6.17 16.51 28.06 10.82
42.86
2005
4.79
8.49 19.59 32.87 12.09
35.12
2015
3.62 12.80 18.87 35.28 11.66
32.67
-1.76
6.63
2.35 7.22
0.84
-10.19
1995-2015
高技能職業

中技 低技能 總
能職 職業 計
業合
計 服務工
作人員
及售貨
員
〈職業
標準分
類〉第 5
大類
53.68 18.25 100
47.21 19.93 100
44.33 20.38 100
-9.36
2.13

說明：本表不包含「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
資料來源：利用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公開資料
(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8844&ctNode=4943&mp=1)計算而得。

9

如前述，現有的文獻通常把第 9 大類的「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歸入低技能職業。但在主計總處的〈人
力資源統計年報〉公開資料中，第 9 大類則和 7 大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第 8 大類（機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合併統計。這固然會影響中技能和低技能職業之就業占比的計算結果，但大概不會改變「就
業兩極化」的質性結果。
（根據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的資料，在 2003-2015 年之間，
「非技術工及體
力工」之受雇量占總受雇量約在 15%和 6%之間，逐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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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點變動）

10.00
8.00

7.2194

6.00
4.00
2.00
2.1269
0.00
1

-2.00

2

3

-4.00
-6.00
-8.00

-9.3557

-10.00

低技能

中技能

高技能

資料來源：同表 2.4。

圖 2.3、高、中、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變化：2003-2015

(二) 相對薪資變化
薪資似乎也有兩極化的趨勢。由於主計總處的公開資料沒有各職業類別的平
均薪資，我們乃利用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的受雇者「經常性薪資」資料10，
來觀察相對薪資的演變。結果是，從 2003 年到 2015 年，中技能職業的經常性薪
資增速既低於高技能的增速，也低於低技能的增速。具體的說，高技能職業相對
於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增加了約 19 個百分點，低技能職業相對於中技能職業的
薪資比也增加了 8 個百分點（表 2.5）；中技能職業的薪資相對萎縮（圖 2.4）。
表 2.5 高、中、低技能職業受雇者相對薪資的變化
低技能職業經常性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高技能職業經常性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WL/W M）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WH/W M）
2003
0.7497
1.5553
2015
0.8321
1.7449
2003-2015
0.0823
0.1896
年

說明：各技能職業受雇者的相對薪資指的是：(1)「高技能職業受雇者的(加權平均)經常性薪資」除以「中
技能職業受雇者的(加權平均)經常性薪資」；(2)「低技能職業受雇者的(加權平均)經常性薪資」除
以「中技能職業受雇者的(加權平均)經常性薪資」。本表不包含「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資料來源：根據行政院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https://pswst.mol.gov.tw/psdn/)計算而得。

10

在就業統計中，就業者按其從業身份來分類，共分成四種：雇主、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受
雇者(包含受私人雇用者和受政府雇用者)。在計算各類職業占比的演變時，比較容易使用的資料是主計總
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者資料。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則是受雇者資料；〈職類別薪資
調查〉的職業分類統計並且和本報告的高、中、低技能職業分類大體一致(見表 2.2)。
29

0.20
0.18

0.1896

0.16
0.14
0.12
0.10
0.08

0.0823

0.06
0.04
0.02
0.00

高技能薪資/中技能薪資

低技能薪資/中技能薪資
資料來源：同表 2.5。

圖 2.4 高、中、低技能職業受雇者的相對經常性薪資變化：2003-2015

(三) 勞動需求者的角度
我們可把各技能的就業占比變化分解成兩種變化來源：(1)產業變遷的勞工雇
用效果（雇用大量中等技能職業的產業相對萎縮）
，(2)產業內部自身的雇用調整。
1. 產業變遷(between-sector)的雇用效果
從 1995 年到 2015 年，我國服務業的就業量占比顯著增加（8 個百分點），
工業中的非製造業則萎縮 2 個百分點，但製造業的就業占比卻沒有明顯的縮減
（表 2.6）。
表 2.6 各行業的就業量占比

製造業
工業中非製造業
服務業
農、林、漁、牧業
總計

1995
2005
2015
1995
2005
2015
1995
2005
2015
1995
2005
2015
1995
2005
2015

占比(%)

就業量(千人)

27.08
27.42
27.00
11.66
8.37
9.03
50.71
58.27
59.02
10.55
5.94
4.96
100.00
100.00
100.00

2,449
2,726
3,024
1,055
832
1,011
4,587
5,793
6,609
954
591
555
9,045
9,942
11,198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查
詢，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8844&ctNode=494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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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內部調整的（within-sector）雇用效果
若看產業自身內部的各技能職業雇用變化，則製造業、工業中之非製造
業、服務業都有中技能職業占比縮減、而高技能占比擴張的現象。從 1995 年
到 2015 年，製造業的中技能職業占比減少約 12 個百分點，高技能占比增加約
12 個百分點；工業中之非製造業的中技能職業占比減少約 2 個百分點，高技
能占比增加約 2 個百分點；服務業的中技能職業占比減少約 6 個百分點，高技
能占比增加約 5 個百分點。服務業的低技能職業占比也微幅擴增（表 2.7）。
在服務業中，中技能職業占比在過去 10~20 年之間的萎縮情況是，萎縮
3-4 個百分點的有：「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動產業」、「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萎縮 5-6 個百分點的
有：「金融及保險業」；萎縮 6 個百分點以上的有：「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
和「其他服務業」。
表 2.7 各行業的高、中、低技能職業之就業占比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製造業
年

工業中非製造業

服務業

高技能 中技能 低技能 高技能 中技能 低技能 高技能 中技能 低技能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職業

1995

21.89

77.17

0.94

14.91

84.81

0.38

34.27

34.03

31.68

2005

29.49

69.99

0.51

18.41

81.35

0.24

36.57

31.50

31.93

2015
1995
|
2015

34.03

65.67

0.30

17.34

82.56

0.20

38.86

28.31

32.83

12.14

-11.50

-0.64

2.43

-2.25

-0.18

4.59

-5.72

1.16

資料來源：同表 2.6。

表 2.8 各行業的高、中、低技能職業受雇者相對薪資的變化
工業
服務業
高技能職業經常性 低技能職業經常性 高技能職業經常性 低技能職業經常性
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薪資與中技能職業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 經常性薪資的比值
(WH/W M)
(WL/W M)
(WH/W M)
(WL/W M)

年

2003

1.5035

0.7602

1.5707

0.7381

2015

1.7288

0.8886

1.6962

0.7870

2003-2015

0.2254

0.1284

0.1255

0.0489

資料來源：根據行政院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https://pswst.mol.gov.tw/psdn/)計算而得。

我們若看高、中、低技能職業在各產業內部的相對薪資演變，也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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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3 年到 2015 年，不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中技能職業的經常性薪資增速
都低於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的增速。高技能職業的薪資相對增速尤其快，而在
工業裡，低技能職業相對於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也增加約 13 個百分點(表
2.8)。
3. 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的行業間變化和行業內變化
為了比較產業變遷和產業內因素對各技能職業占比的相對貢獻，我們利
用會計分解法來分離各技能就業比演變的產業變遷因素和產業內調整因素：
Ei , s 2015
E2015



Ei , s1995
E1995



Ei 2015  Ei , s 2015 Ei , s1995  Ei , s1995  Ei 2015 Ei1995 






E2015  Ei 2015
Ei1995  Ei1995  E2015 E1995 

其中 E＝就業量, i＝行業別 , s=技能別 H, M, L。等式左邊是 i 行業 s 技能
就業量占總就業量之比值的變動額；等式右邊第一項是 i 行業 s 技能之就業占
比因為產業內調整因素而發生的變動，第二項是因為產業變遷而發生的變動。
各技能職業在 1995 到 2015 年之間就業占比變動的分解結果如表 2.9。分
行業看，製造業的中技能占比萎縮，高技能占比擴張而低技能占比稍萎縮。造
成中技能占比萎縮的產業變遷力量與產業內調整力量約略相當，而以產業內調
整的力量稍大。至於高技能的擴張和低技能的萎縮，皆是產業變遷的力量稍大
於產業內調整的力量。
工業中非製造業的高、中、低技能占比皆有萎縮，在高技能方面產業內
調整的力量較強，中技能方面是產業內調整的力量明顯大於產業變遷的力量，
低技能方面則產業變遷的力量微強。
服務業的中技能占比萎縮，高技能占比與低技能占比皆擴張。中技能占
比之萎縮明顯來自產業變遷的力量，其產業內調整的力量反而使中技能占比擴
張。在高技能方面是產業變遷的力量較強，低技能方面則是產業內調整的力量
稍強。
整體而言，造成中技能占比萎縮的產業變遷力量略大於產業內調整的力
量；造成高技能占比擴張的產業變遷力量則明顯強於產業內調整的力量；低技
能占比之擴張則較多來自產業內調整的力量。這和歐美國家的情況或許不完全
相同，在 1983 到 2012 年之間，整體而言，美國各技能職業就業占比的變動較
多是來自產業內調整的力量（Tuzemen and Willi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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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的產業間變化和產業內變化 1995-2015

0.0220

2015 年
就業比
27.00%
-0.0020

工業中
非製造業
2015 年
就業比
9.03%
-0.0003

2015 年
就業比
59.02%
0.0243

因產業變遷而變動

0.0052

-0.0018

-0.0002

0.0072

因產業內調整而變動

0.0168

-0.0002

-0.0001

0.0171

-0.0716

-0.0324

-0.0326

-0.0066

因產業變遷而變動

-0.0507

-0.0156

0.0006

-0.0357

因產業內調整而變動

-0.0210

-0.0168

-0.0332

0.0291

0.0499

0.0159

-0.0024

0.0365

因產業變遷而變動

0.0456

0.0174

-0.0005

0.0287

因產業內調整而變動

0.0043

-0.0016

-0.0019

0.0078

製造業
技能等級

總計

低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高技能職業

服務業

資料來源：根據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計算而得。

(四) 勞動供給者的角度
1. 性別
過去 20 年來，各技能就業者的性別比率有明顯改變。各以男女就業者為
分母來看，雖然男女從事中技能職業的比率都減少，從事高、低技能職業的比
率都增加，但女性從事高技能職業者增加得更顯著，從事中技能職業的比率也
減少得更顯著（表 2.10）
表 2.10 男、女從事高、中、低技能職業的比率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高技能職業
女
男
1995
2005
2015
1995-2015

25.82
31.77
31.41
5.59

中技能職業
女
男

24.06
29.81
36.62
12.56

49.35
46.64
46.52
-2.83

46.09
41.48
37.17
-8.92

低技能職業
女
男
12.67
14.36
16.14
3.47

22.23
24.82
23.67
1.45

說明：本表中男性各比率的分母是所有男性就業者，女性各比率的分母是所有女性就業者。但各職業就
業者不包含「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故各比率在每一年度依性別分別加總之和小於 100。
資料來源：根據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計算而得。

再以所有就業者為分母來看，女性在高技能職業中以「專業人員」和「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增加得最多（表 2.11）。在 2015 年時，女性的「專業
人員」就業占比已超過男性；女性「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的就業占比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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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幾乎相當。而在低技能職業中，男女的「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就業占
比也都有所增加，女性從事此一工作的比率也高於男性。
男性在中技能職業的「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則
萎縮得最多，女性在這類工作的占比本來就比較少。女性的「事務工作人員」
占比則超過男性，過去 20 年間也略有增加。
表 2.11 高、中、低技能職業的男女就業占比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高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低技能職業

技藝工作、機
民意代
械設備操作及
表、企業主
技術員及助 事務工作人 勞力工(生產 服務工作人
專業人員
管及經理
理專業人員
員
及有關工人、 員及售貨員
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
工及體力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95

4.19 0.63 2.72 2.82 8.96 5.83 2.45 7.24 27.87 10.53 7.78 8.57

2005

3.76 0.74 4.15 3.84 10.47 7.98 2.57 8.81 24.41

8.67

8.31 10.46

2015

2.58 0.88 5.74 6.49 9.16 8.87 2.36 8.80 23.54

7.68

8.98 10.49

1995-2015 -1.61 0.24 3.02 3.67 0.21 3.04 -0.10 1.55

-4.33

-2.85 1.20 1.92

說明：本表中各比率的分母是所有就業者，但職業類別不包含「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
，故各比率
在每一年度的總和小於 100。
資料來源：根據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計算而得。

2. 年齡因素
我國勞動力的年齡走向老化，關鍵因素有三：一是生育率快速降低，二
是嬰兒潮世代工作者的老化，三是青年人在學時間的延長。
與總體趨勢相似，各年齡層的中技能就業比都萎縮，而高技能的就業占
比擴增（表 2.12）。30-44 歲青壯年就業者轉向高技能就業的比率最高；這一
年齡層之中技能就業占比萎縮的程度雖然小於 15-29 歲就業者，但 30-44 歲年
齡層的絕對就業數量最大，故中技能就業者減少的人數是最多的。15-29 歲和
30-44 歲就業者的低技能就業占比也都擴增。或許是因為一般青年人在學時間
延長， 15-29 歲青年就業者轉向低技能（「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就業的
比重較高。45-65 歲（及以上） 就業者從事低技能職業的占比則沒有增加，反
而略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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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各年齡層就業者在各技能職業的分布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年齡
15-29 歲

30-44 歲

45-65 歲
(及以上)

技能別
高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低技能職業
高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低技能職業
高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低技能職業

1995
25.39
56.26
18.35
30.35
53.28
16.39
26.85
50.72
22.37

2005
29.84
49.83
20.32
36.58
45.62
17.74
29.83
47.31
22.86

2015
31.11
42.81
26.03
39.29
43.70
17.02
32.90
45.80
21.31

1995-2015
5.72
-13.45
7.68
8.94
-9.59
0.62
6.05
-4.92
-1.06

資料來源：根據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計算而得。

3. 教育選擇
若按就業者的教育程度來看高、中、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變化，則可
發現沒有中技能就業占比萎縮的現象(表 2.13)。「高中(職)」、「大專及以上」
教育程度者的中技能就業占比不但沒有萎縮，反而擴張。高技能職業占比則全
面萎縮，尤以「高中(職)」、「大專及以上」者為然；擴張得最多的是則低技
能職業的就業占比。
這和上述從各個其他面相所觀察到的就業兩極化現象十分不同。過去 20
年來我國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大學以上學歷者占勞動力的比率從 1995 年的
9%，增加到 2015 年的 33%。1995 年時大專以上程度就業者多數都在高技能
職業，但到了 2015 年，由於高教育程度的供給大幅增加，一部份高教育程度
就業者已經沒有以前的「優勢」
，而必須往中技能職業、甚或低技能職業流動。
大專以下學歷者受到高教育程度者的供給壓力，一樣「往下」流動。
綜合而言，根據本章展示的敘述統計資料，不論是從整體經濟面、或是
分產業類別來看，或是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的就業者來看，大概都顯示中
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萎縮、高技能就業占比擴張、甚至低技能就業占比也擴張
的「就業兩極化」現象。高、中、低技能就業者的相對薪資可能也有兩極化的
傾向。唯有按就業者之教育程度來區分的就業占比變化顯現例外，沒有中技能
就業占比萎縮的現象。
但是，敘述統計資料本身不能告訴我們「兩極化」背後的真正因素。網
路科技對此是否有所影響，有多大的影響？下一章解釋網路科技可能造成就業
兩極化和薪資兩極化的管道，然後利用統計資料進行實證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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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各種教育程度就業者在各技能職業的分布變化
單位：%；百分點變動

教育程度

技能別

1995

2005

2015

1995-2015

高技能職業

6.59

5.38

4.78

-1.81

國中及以下 中技能職業

70.27

67.37

70.24

-0.04

低技能職業

23.14

27.25

24.93

1.79

高技能職業

26.04

19.99

15.84

-10.20

高中（職） 中技能職業

54.46

54.91

56.83

2.37

低技能職業

19.46

25.10

27.33

7.87

高技能職業

70.45

65.33

57.92

-12.53

大專及以上 中技能職業

22.08

25.20

27.76

5.68

低技能職業

7.41

9.50

14.32

6.91

資料來源：根據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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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網路科技與勞動市場兩極化的因果關係
對於各國實質薪資長期停滯或中技能勞工就業占比萎縮的現象，各方的研究
有以下幾種主要的解釋：
 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的衝擊
 電腦與網路科技的影響
 景氣波動的影響
 （在美國和西歐）自 1980 年代以後工會力量的弱化
這幾種原因的大小比重，還沒有定論。本報告的焦點專注於網路科技對勞動
市場的可能影響。第一章從技術的角度，說明網路科技對人力工作的潛在替代和
互補功能。第二章觀察台灣勞動市場的演變，尤其是高、中、低三種技能勞工之
就業占比與相對薪資的變化。本章則正式說明網路科技影響各技能勞工之就業占
比和相對薪資的因果機制，並提出實證檢驗模型，對此種因果關係進行量化的檢
驗估計。

一、網路科技如何影響就業與薪資
如前述，一項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需要經過多種的「生產工作活動」
（tasks）
才能完成。這些生產工作活動要有人或機器來執行。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工作」
與人的關係和「工作」與機器的關係：(1)工作活動的認知強度，(2)工作活動的例
行性程度（可數位化的程度）。這兩種區分產生四種工作活動型態：(1)對人的認
知分析能力要求較高，但「例行性程度」較低的工作；(2)對人的認知分析能力要
求較高，同時「例行性程度」也較高的工作；(3)對認知分析能力之要求較低、過
去需要人動手操作，但例行性程度較高的工作；(4)對認知分析能力之要求較低、
過去需要動手操作，同時例行性程度也較低的工作。
每一位勞工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能力，是他的「技能」(skills)。假定技能可
大略劃分成三類：低、中、高；而每位勞工具備其中一種。假定生產工作活動對
認知分析能力的要求越高，則技能高的勞工的生產力越高，也就是：高技能的勞
工在認知強度高的工作活動有「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中技能的
勞工在中等認知強度的工作活動有「比較優勢」，低技能的勞工在認知強度較低
的工作活動有「比較優勢」。
因此在均衡狀態中，認知強度低的（低於 IL 的）各種工作活動是低技能勞
工所負責的，認知強度高的（高於 IH 的）各種工作活動是由高技能勞工所負責的，
認知強度介於 IL 和 IH 之間的各種工作活動則是由中技能勞工所負責的。根據這一
點，前述對人的認知分析能力要求較高、並且「例行性程度」較低的第(1)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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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在均衡狀態中是由高技能勞工所負責的；而對於認知分析能力要求較低、
需要動手操作，但同時例行性程度較低的第(4)種工作活動，在均衡中則是由低技
能勞工所負責的。至於「例行性程度」較高的第(2)、(3)種工作活動，我們則假定
是由中技能勞工所負責的(圖 3.1)。

說明：認知強度低於 IL 的非例行性工作活動由低技能勞工所負責，認知強度高於 IH 的非例行性工作活動
由高技能勞工所負責，認知強度介於 IL 和 IH 之間的例行性工作活動則由中技能勞工所負責。

圖 3.1 高、中、低技能勞工的工作項目分配

(一) 人力替代型網路科技的效果
行動科技、雲端運算、大數據、人工智慧、智慧機器人等數位科技使許多工
作自動化，可以有效的完成某些原來是由人力負責的工作活動(tasks)。這等於增
加例行性工作的生產要素，也類似新增一些(內含新科技)可代替人力的機器資本。
某些原先負責例行性工作的人力於是被自動化科技所取代。被取代的人力(一部份
的中技能人力)必須重新配置到其「比較優勢」較弱的工作項目，其相對薪資因此
而下降。如果負責例行性工作活動的人力是中技能人力，則中技能勞工相對於高
技能和低技能的薪資均下滑。
（若以 WH、WM、WL 分別代表高、中、低技能勞工
的薪資，則替代人力的自動化科技將使 WH/WM 和 WL/WM 上升；見圖 3.2。）
被自動化科技所取代的（一部份）中技能人力是向「認知強度較高」的工作
項目流動，還是向「認知強度較低」的工作項目流動，決定於其「往上」或「向
下」流動的「比較優勢」。如果中技能人力「往上」流動的「比較優勢」較弱，
則被自動化所取代的、原先從事例行性工作的中技能人力會大多流向非例行性的
低度認知工作（在現實中，相對於「向下流動」，中技能人力向上流動的「比較
優勢」似乎較弱）11。由於一部份原先負責例行性工作活動的勞工向非例行性工
11

自動化科技的普及可能幫助一些原來技能水準較低的勞工改做原先技能要求較高的工作。這不只是理
論上的假定，也有實際的例子。美國的護理助理人員 LPNs(licensed practical nurses，通常受過 9-18 個月
的護理訓練)一度就業成長遲緩，原因是：綜合型醫院的工作繁雜，成熟的醫護人員必須有良好的綜合判
斷分析能力；醫院認為 LPNs 的知識技能不足，無法熟練的操作各類醫護技術，只能擔任監護病人的雜務，
故改以受過 2 年大專訓練的護理人員代之。但從約 2000 年開始，LPNs 的就業人數和薪資都顯著增長。
原因是：新科技(電子科技、光纖技術、新的麻醉技術)促成精準外科手術中心的興起，這些中心針對已得
到醫院確診的外科病人，專做特定的外科手術，其業務範圍窄而明確、作業流程高度標準化，LPNs 在這
些中心可以較快的從工作中學到關鍵的專業技巧，而迅速成為專業護理工作者(Bessen, 2014)。第二章的
技能分類雖然把我國〈職業標轉分類〉中的「護理助理專業人員」(屬於「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大
概與美國的 LPNs 類似)和「護理專業人員」(屬於「專業人員」)一同歸入高技能職業，而不是分屬兩種不
同的技能群；但上例的重點無關乎技能分群，也無關乎 LPNs 在綜合醫院所做的工作是否算是
「例行性的」
，
而是指出：技能較低的勞工可能因為新科技和新商業模式之助，而執行原本認知強度要求較高的工作。
Autor (2014)也指出，藉由高度自動化的醫療器材之助，護理專業人員以後也可能負責一些初階的診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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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流動，非例行性（高度認知與較低度認知）工作活動的勞工就業占比於是
上升，例行性工作活動人力的就業占比因此下降（IL 左移 IH 右移）（圖 3.3)。
當被自動化科技所取代的一部份中技能人力流向非例行性的低度認知工作
活動時，非例行性低度認知工作的生產要素之供給因此增加。非例行性低度認知
工作的薪資於是有下滑的壓力，若原先從事非例行性低度認知工作的是低技能人
力，則自動化科技會使低技能勞工相對於高技能勞工的薪資也下滑（WH/WL 上
升）
。

說明：圖中的箭頭上指代表正向變動；虛線代表其變動方向在理論上雖然不確定，但在現實中可能大多
是正向的。

圖 3.2 人力替代型科技進步對高、中、低技能勞工相對薪資的影響

說明：替代例行性工作要素的自動化科技進步（I”K- I’K >0）使原先從事例行性工作的中技能人力流向非
例行性的低度認知或高度認知工作（IL 左移 IH 右移）
，例行性工作活動人力的就業占比因此而下
降。

圖 3.3 人力替代型科技進步對高、中、低技能勞工的工作項目重分配效果
自動化科技還會從另一個管道影響相對薪資：如果例行性工作活動和非例行
性的工作活動在生產最終產品上有互補的效果，由於替代例行性工作要素的自動
化科技進步等於增加例行性工作生產要素的供給，這種科技進步乃會提高（高度
認知和低度認知）非例行性工作者的邊際生產力。於是，自動化科技之進步還另
外經由生產要素互補（q-complementarity）的途徑，提高非例行性人力工作的生
產力以及高、低技能勞工相對於中技能勞工的薪資。
自動化科技之進步也可能讓企業更容易進行某些工作活動（尤其是員工和客
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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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不必面對面接觸的工作活動）的「海外分包」
（offshoring）
，因此對國內勞工產
生和替代人力之科技進步相似的效果。

(二) 人力互補型網路科技的效果
自動化數位科技一方面像是新增的機器資本，可以代替一些人力工作，另一
方面也可直接增進一些勞工的生產力。前文指出，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有兩種主要
的來源，一是「資本深化」
（每一勞動工時所搭配的資本數量有所增加）
；上述自
動化數位科技在代替例行性勞力之餘，還可因「生產要素互補」而提高非例行性
勞力的生產力，便與資本深化的作用相似。
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另一來源是，技術進步本身使每一工時的生產量提高。若
科技進步的結果是直接增進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相當於增加高技能勞工的有效
供給量）
，則這類科技進步會直接擴大高技能勞工佔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活動範圍，
而使高技能勞工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範圍增加（IH 左移）。這種改變並產生間接
的效果：高技能勞工執行工作活動的範圍擴大之後，由於一部分原先由中技能勞
工執行的工作被高技能勞工接管，中度認知需求的工作於是出現中技能勞工超額
供給的現象。中技能勞工的相對薪資因此而下降，廠商於是以中技能勞工取代一
部份原先由低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活動（IL 左移）（圖 3.4(a)）。因此，增進高技
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使得高技能人力相對於中技能和低技能人力的就業占
比增加，高技能勞工相對於中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薪資也上升（WH/WM 和
WH/WL 均上升；見圖 3.5(a)）。如果高技能勞工生產力提升的直接效果大於中技
能勞工超額供給對低技能勞工的排擠效果，則中技能相對於低技能勞工的薪資會
下降（WL/WM 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高技能勞工之生產力因科技進步而增進
雖然相當於高技能勞工有效供給量的增加，但事實上高技能勞工在市場上的供給
量並沒有增加，因此科技進步的效果反映在高技能勞工的相對薪資增加之上。
由上可見，增進高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和替代例行性工作要素的自動
化科技進步有相似的薪資效果，中技能勞工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的薪資均因科
技進步而下滑。
若科技進步的結果是增進低技能勞工的生產力，則與上述的邏輯相似，這會
擴大低技能勞工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範圍，一部分原先由中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
被低技能勞工接管（IL 右移）。中度認知需求的工作又出現中技能勞工超額供給
的現象，中技能勞工的相對薪資因此而下降，廠商於是以中技能勞工取代一部份
原先由高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活動（IH 右移）(圖 3.4 (c))。因此，增進低技能勞
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使得低技能人力相對於中技能和高技能人力的就業占比增
加，低技能勞工相對於中技能和高技能勞工的薪資也上升（WL/WM 和 WL/WH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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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見圖 3.5(c)）
。如果低技能勞工生產力提升的直接效果大於中技能勞工超額
供給對 高技 能勞工 的排擠 效果 ，則 中 技能相 對於 高技能 勞工的 薪資 會下降
（WH/WM 上升）。於此又可見，增進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和替代例行性
工作要素的自動化科技進步也有相似的薪資效果，中技能勞工相對於低技能和高
技能的薪資均因科技進步而下滑。

說明：增進高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會擴大高技能勞工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範圍，高技能勞工接管
一部分原先由中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IH 左移）
，連帶使得一部份原先由低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活
動也被中技能勞工所取代（IL 左移）
；高技能人力相對於中技能和低技能人力的就業占比增加。

(a) 增進高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

說明：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會擴大中技能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範圍，一部分原先由高技能
和低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被中技能勞工接管（IL 左移，IH 右移）
，中技能人力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
能人力的就業占比增加。

(b) 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

說明：增進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會擴大低技能勞工執行各種工作活動的範圍，低技能勞工接管
一部分原先由中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IL 右移），連帶使得一部份原先由高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活
動也被中技能勞工所取代（IH 右移）
；低技能人力相對於中技能和高技能人力的就業占比增加。

(c) 增進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
圖 3.4 人力互補型科技進步對高、中、低技能勞工的工作項目重分配效果（就業
占比變動效果）
如果科技進步可增進中技能勞工的生產力，則這會擴大中技能勞工執行各種
工作活動的範圍，一部分原先由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執行的工作被中技能勞工接
管（IL 左移，IH 右移）（圖 3.4 (b)）。高度認知需求和低度認知需求的工作於是
出現(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超額供給的現象，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相對於中技能
勞工的薪資因此下降。因此，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使得中技能人力
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力的就業占比增加，中技能勞工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
勞工的薪資也上升（WH/WM 和 WL/WM 均下降；見圖 3.5(b)）
。但高技能勞工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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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低技能勞工的薪資變化則不確定，要看這兩種人力在其原先工作活動範圍上的
「比較優勢」相對強度而定(WH/WL 的變動方向不定)。

說明：圖(a)是增進高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圖(b)是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圖(c)是增
進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箭頭上指代表正向變動，下指則代表負向變動；虛線代表其變
動方向在理論上雖然不確定，但在現實中可能大多是正向的。

圖 3.5 人力互補型科技進步對高、中、低技能勞工相對薪資的影響
所以，增進高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以及增進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
進步，都和替代例行性工作要素的自動化科技進步有相似的薪資效果；中技能勞
工相對於低技能和高技能的薪資均因這些科技進步而下滑。但增進中技能勞工生
產力的科技進步則和替代例行性工作要素的自動化科技進步有相反的薪資效果，
中技能勞工相對於低技能和高技能的薪資因互補型科技進步而上升。
上述理論基本上奠基於 Acemoglu and Autor（2011）的「李嘉圖式勞動市場
模型」
（Ricardian Model of the Labor Market）
，我們可把這個模型的結論摘要如下；
上述的理論預測：
1. 自動化科技進步的薪資效果
替代例行性人力工作的自動化科技進步和增進高技能或低技能勞工生產
力的科技進步都會使中技能勞工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薪資下降
（WH/WM 和 WL/WM 上升）。惟有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才會提高
中技能勞工的相對薪資。
2. 自動化科技進步的就業占比效果
替代例行性人力工作的科技進步和增進高技能或低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
技進步，都會使中技能勞工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工的就業占比下降。惟有
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才會提高中技能勞工的就業占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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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表 3.1 科技進步對高、中、低技能勞工就業與薪資的預期影響
勞
工
技
能

工作活
動類型

非例行
性高度
認知
例行性
高度或
低度認
知
非例行
性低度
認知

替代例行性人力
工作的自動化科
技進步

科技進步的預期影響
與人力互補的科技進步
增進高技能勞
增進中技能勞
增進低技能勞
工生產力的科
工生產力的科
工生產力的科
技進步
技進步
技進步
就業
薪資
就業
薪資
就業
薪資

就業

薪資

高
技
能

+

+

+

+

-

-

-*

-*

中
技
能

-

-

-

-

+

+

-

-

低
技
能

+

+

-*

-*

-

-

+

+

說明：表中的就業和薪資預期變動方向代表絕對水準的變動方向。右上角帶星號的負向符號（-*）代表預
期的絕對變動方向雖然是負的，但該技能相對於中技能的就業或薪資變動方向在現實狀況下常是正
的。

二、量化估計：資料與迴歸
(一) 實證模型
我們以上一節的理論為基礎來建立實證模型。實證模型可以有許多種變化：
1. 時間數列資料
為檢驗上一節理論的預測，可令各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為網路科技演進
指標和其他可能干擾變數的函數：
各技能職業的就業比＝f (網路科技演進指標，控制變數(全球化或區域
整合因素、教育演進、外籍勞工等))
〔例如： log( H / M )t   0  1 log( 技術進步指標)t   2  控制變數   t 〕
各技能職業相對薪資和網路科技演進指標和其他可能干擾變數的關係也
相似：
各技能職業的相對薪資＝f (網路科技演進指標，控制變數(全球化或區
域整合因素、教育演進、外籍勞工等))
根據上一節理論的預測，不論是人力替代型的科技進步，還是人力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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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科技進步（除了增進中技能勞工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之外），都會對於「高
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H/M）、「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
（L/M）、「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WH/WM）、「低技能對中技能
職業的薪資比」（WH/WM）產生正向的影響。由於網路科技的進步也反映在
各種數位科技產品價格的持續下降，若以數位科技產品的價格來做為網路科技
進步的指標，則我們預測數位科技產品的價格對上列就業占比和薪資比有反向
的影響。
2. 產業別資料
若是利用行業別和職業別交叉的資料而得到各行業中各技能職業的就業
比，則我們預測，各行業使用網路科技的程度對於「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
業比」（H/M）、「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L/M）有正向的影響：
Δ各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 jτ＝α1+β1網路科技資本(平均每員工)j+γ1Xj+εj
Δ各技能職業的相對薪資 jτ＝α2+β2網路科技資本(平均每員工)j+γ2Xj+ξj
其中Δ代表相關變數從起始年 t0 到第τ年的變動，j 是行業別，Xj 是控
制變數，例如各產業的(平均每員工)非網路科技資本等，εj 與ξj 為誤差項。

(二) 迴歸資料
1. 時間數列資料
時間數列變數的資料來源列於表 3.2，在此擇要說明變數的選擇：
(1) 被解釋變數
A. 各技能的就業比
包括「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H/M）、「低技能對中
技能職業之就業比」（L/M），乃利用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的各職業 1995-2015 年就業量資料計算而得。如第二章所述，〈年報〉
的公開資料把低技能職業的第 9 大類「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和中技能
職業的第 7 大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第 8 大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
裝人員）合併統計（我們於是把第 7、8、9 大類均計入「中技能職業」），
因此迴歸分析的被解釋變數資料不完全「純淨」，而含有一些「雜訊」。
B. 薪資比
「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WH/WM）、「低技能對中技
能職業的薪資比」
（WH/WM）資料來則自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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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調查的統計歸類合乎本報告的高、中、低技能職業歸類方式，但其
時間長度較短，只有 2003 年到 2015 年，其中還缺 2007 年的資料。
(2) 解釋變數
A. 網路科技進步指標
網路科技範圍廣泛，其邊界還在擴展移動之中，哪些指標可以代表
網路科技的發展，或許沒有定論。寬頻網路是一種基本而具體的網路基礎
設施，也是最容易取得的網路技術資料之一，因此我們選取寬頻普及率來
代表網路發展的程度。
另外，電腦科技產品的價格演變也反映了網路科技的進步。我們也
嘗試用電腦的零售價格來來代表網路科技的發展。
B. 其他控制變數
過去 20 年來，我國大學以上學歷者占勞動力的比率從 1995 年的 9%
劇增到 2015 年的 33%，而大幅增加高技能人力的供給量。因此我們把「大
學以上學歷占勞動力的比重」作為可能影響各技能職業之就業占比和相對
薪資的干擾因素之一。
另外，「外籍勞工人數相對台灣勞動力人數的比值」從 1995 年的 2%
增加到 2015 年的 5%，而有可能影響各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或相對薪資，
因此我們把這個變數當做另一個干擾因素。
2. 產業別資料
(1) 被解釋變數
A. 行業別「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H/M）的年平均變動
利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按〈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B-S 大類行
業來區分的各職業就業人數12，可計算按行業別區分的各年「高技能對中
技能職業之就業比」。理想上，把這兩種技能職業在 2015 年相對就業比
減去其在 1995 年的相對就業比，便可得到「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
比」從 1995 年到 2015 年的變動額，此即產業別資料模型所列的被解釋變
數：「Δ各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
但在 1995 年和 2015 年之間，〈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共修訂 4
次，各大類有所調整增刪，內涵前後不完全一致。而在〈人力資源統計年
12

本報告在職業方面不計入「農、林、漁、牧業生產人員」，在行業上也不包含 A 大類的「農、林、漁、
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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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公開資料中，雖然「製造業」、「營造業」等大類有 1995 年到 2015
年的大體一致的資料，但按照最新的分類，「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
餐飲業」等大類只有 2002 到 2015 年的資料，「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
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則只有 2007 到 2015 年的資料；還有其他大類有此
情形。對於這些行業，我們無法利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公開資料，
來直接計算從 1995 年到 2015 年按行業別區分的「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
就業比」變動額。權宜的作法是，按照〈行業標準分類〉的最新大類劃分，
來計算各大類從資料起始年(1995 年或 2002 年或 2007 年)到 2015 年的
「高
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變動額，然後將此變動額除以資料的年數。
例如，〈人力資源統計年報〉中的「批發及零售業」資料是從 2002 到 2015
年，我們據此計算出「批發及零售業」的各技能職業就業占比從 2002 年
到 2015 年的變動額，然後將此變動額除以 13(=2015-2002)，而得到「高
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的年平均變動額。這樣的年平均變動額雖然
仍會因為資料時間長度之不同而有「結構變遷」程度不同的問題，但其資
料「偏誤」的程度應該比絕對變動額的偏誤要輕微。
另外，前面已說過，〈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者公開資料把低
技能職業的第 9 大類和中技能職業的第 7、8 大類合併統計。這個問題在
行業別資料中依然存在，是被解釋變數資料的另一種潛在的「測量誤差」。
B. 行業別「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H/M）的年平均變化
資料來源及資料處理與上面的「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相
同。
(2) 解釋變數
A. 網路科技投資（平均每員工）的年平均值
依照生產函數的概念，可能替代人力或增進勞工生產力的網路科技，
是員工所搭配的網路科技設備或網路資本，或是平均每一員工在工作中使
用網路的時間。但這些資料很難取得，我們於是以 B-S 大類行業之「智慧
財產」投資（流量）在 1995 年到 2015 年之間的平均值來代替網路資本（存
量），然後將此值除以各行業的受雇員工數。
B. 控制變數：非網路科技投資（平均每員工）的年平均值
我們以各行業「固定資本形成」中其他三項（「營建工程」、「運
輸工具」、「機器設備」）的投資總計在 1995 年到 2015 年之間的平均值
除以各行業的受雇員工數，來代表非網路科技資本對就業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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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迴歸分析變數
變數
資料來源
(一)時間數列資料模型
被解釋變數
1. 高中低技能就業占比
(1)高技能職業就
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
業量/中技能職
18844&ctNode=4943&mp=1
業就業量
(2)低技能職業就
同上
業量/中技能職
業就業量
2. 高中低技能的相對薪資
(1) 高技能職業平
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均薪資/中技能 https://pswst.mol.gov.tw/psdn/
職業平均薪資
(2)低技能職業平
同上
均薪資/中技能
職業平均薪資
解釋變數
1. 網路科技之演變指標
ITU statistics,
(1) 固網寬頻滲透
率（每百人帳號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
Pages/stat/default.aspx
數）
Statista,
(2)桌上型電腦零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375
售價格
9/average-selling-price-of-desktop-pcsworldwide/
2. 其他控制變數
(1) 外籍勞工人數 / 1. 外籍勞工在台灣的人數：勞動部，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5
台灣勞動力人
2/2455/
數
2. 台灣勞動力人數：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
m=18844&ctNode=4943&mp=1 (表
24)
(2) 大學以上學歷
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
占勞動力的比
18844&ctNode=4943
重
(二)行業別資料模型
被解釋變數
1.「高技能就業占
比/中技能就業占
比」的年平均變
動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B-S 大類
行業的高技能和中技能就業占比：
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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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

資料型態

1995-2015

時間數列

同上

同上

2003-2015
(缺 2007)

時間數列

同上

同上

2000-2014

時間數列

2005-2015

時間數列

1995-2015

時間數列

1995-2015

時間數列

因行業分類
修訂，公開
資料中的各
行業時間度

行業橫斷面
×時間數列

變數

資料來源
tem=18844&ctNode=4943&mp=1）整
理而得
同上

2. 「低技能就業
占比/中技能就
業占比」的年平
均變動
解釋變數
1. 每員工的年平
 〈行業標準分類〉B-S 大類行業
均網路科技投
「固定資本形成」之中的「智慧
資（以「固定資
財產」(連鎖實質值，2011 為參考
本形成」之中的
年）：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
「智慧財產」來
資訊網，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
代替）
ialog/varval.asp?ma=NA8402A1A
&ti=各業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年
&path=../PXfile/NationalIncome/&
lang=9&strList=L
 〈行業標準分類〉B-S 大類行業的
受雇員工數：主計總處，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
5/EarningAndProductivity/Default.
aspx(缺「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大類的受雇員工數)
2. 每員工的年平
 〈行業標準分類〉B-S 大類行業
均非數位科技
「固定資本形成」之中的「營建
投資
工程」、「運輸工具」、「機器
設備」(連鎖實質值，2011 為參考
年)：同上

資料時間
不一，最長
1995-2015
同上

資料型態

1995-2014

行業橫斷面
×時間數列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 迴歸結果
1. 時間數列資料的迴歸結果
(1) 就業占比
表 3.3 和表 3.4 分別列出就業占比的線性模型和對數線性模型迴歸結果。
由於資料是時間數列型態，我們在迴歸中加入時間趨勢值，以控制同時影響
解釋變數和被解釋變數的潛在(非隨機)趨勢。
我們所關心的是解釋變數是代表網路科技進展的固網寬頻滲透率。在所
有的「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H/M)迴歸模型中，固網寬頻滲透率
對高、中技能職業的就業比都有正向的影響，而且除了模型(1)和(9)之外，
其影響在統計上也都是顯著的。同時係數的規模也不小，例如模型(2)裡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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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滲透率的係數是 0.017。這表示，固網寬頻滲透率每增加 10 個百分點，
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的就業比就會擴增 0.17。
在未加入控制變數之前，固網寬頻滲透率對就業比的影響較不顯著，加
了「大學以上學歷占勞動力比」這個控制變數之後，固網寬頻滲透率的統計
顯著性增強。但若再加上「外籍勞工人數對台灣勞動力人數之比」這個控制
變數，則在對數線性模型中，固網寬頻滲透率的顯著性反而降低（模型 9）。
由於被解釋變數和各解釋變數都是時間數列的變數，線性相關程度比較高，
增加控制變數或許提高了解釋變數之間「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的
程度，而使估計係數的標準誤變大，因而降低係數的統計顯著性13。
至於「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L/M）的迴歸分析，固網寬頻
滲透率對低、中技能職業的就業比的影響在多數模型中也都是正向的。但與
高、中技能職業的迴歸結果相比，固網寬頻滲透率之估計係數的規模比較小，
而且在統計上有顯著性的結果也比較少。
在加入「大學以上學歷占勞動力比」和「外籍勞工人數對台灣勞動力人
數之比」等控制變數之後，固網寬頻滲透率的影響在線性模型(模型 6)中甚
至變成顯著的負向。我們已知，〈人力資源統計年報〉的就業者公開資料把
低技能職業的第 9 大類和中技能職業的第 7、8 大類合併統計。因此，這裡
的被解釋變數（「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L/M））有「資料測量
誤差」（measurement error)的問題。如果被解釋變數的「測量誤差」不是隨
機的（而和某些解釋變數不互相獨立），則在這種情況下，OLS 估計式不是
「不偏的」。
我們也嘗試以桌上型電腦零售價格代替固網寬頻滲透率，作為網路科技
發展的代表。但估計的結果不如固網寬頻滲透率的結果來得健全，在此不列
出。

13

表 3.3 和表 3.4 之中各模型的 R2 都很大，有的甚至在 0.98 以上。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時間數列變
數的「總合程度」程度比較高，而總合程度高的各個變數（比個體程度強的變數）容易互相解釋彼此的
變異。第二，當被解釋變數有時間趨勢時，其變異程度容易因為時間趨勢之存在而被高估，所得出的 R2
也假性的偏高。我們必須先去除被解釋變數的時間趨勢，據此再做迴歸，才會得到真實的 R2；但這不是
本節迴歸分析的重點，所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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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就業占比的時間數列資料迴歸結果：線性模型
解釋變數
固網寬頻滲
透率
大學以上學
歷占勞動力
比
外籍勞工數/
台灣勞動力
時間趨勢值
（t）
常數項

被解釋變數：高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
比（H/M）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
＊＊
.0169053
.0074571
.0026467
(.0034903)
(.0047077)
(.00298)
＊＊

.0685175
(.0192195)

被解釋變數：低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
比（L/M）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
-.0025666
.0013343
.0008806
(.0007547)
(.0007821)
(.0012311)

＊＊

＊＊

.0396184
(.0112606)

.

＊＊

-.0147606
(.0046519)

＊＊

-7.23439
-1.746616
-.9557104
(.6451455)
(1.304161)
(.5387699)
＊＊
＊＊
＊
＊＊
.0103964
.0020795
-.121258
-.0525356
.0038225
.0336272
(.0067976)
(.0014697)
(.0372451)
(.0229728)
(.00183)
(.0094904)
＊＊
＊＊
＊＊
＊＊
＊＊
＊＊
.5420055
.52842
.6788775
.3830209
.4021404
.4208895
(.0319922)
(.023077)
(.0296539)
(.0069172)
(.4684521)
(.0122505)
15
15
15
15
15
15
觀察值數
2
Adjusted R
0.8191
0.9085
0.9753
0.8988
0.9080
0.9496
＊＊
＊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是標準誤。 代表在 0.05 的顯著水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代表在 0.1 的顯著水準
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表 3.4 就業占比的時間數列資料迴歸結果：對數線性模型
解釋變數
Log(固網寬
頻滲透率)
Log(大學以
上學歷占勞
動力之比)
Log(外籍勞
工數 /台灣
勞動力數)
時間趨勢值
（t）
常數項

被解釋變數：Log(高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
業占比)（Log(H/M)）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
＊＊
.0416727
.030055
.0148721
(.012641)
(.0198019)
(.007401)
＊＊

.7967532
(.0903778)

被解釋變數：Log(低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
業占比)（Log(L/M)）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
＊＊
.0261401
.0251652
.0177802
(.0110416)
(.0058538)
(.0086866)

＊＊

.6175926
(.1508072)

.

-.1411938
(.1317259)

-.1774054
(.1225403)

-.0097199
(.0615835)

-.1038666
(.1070356)

＊＊

＊＊

＊＊
＊＊
.0153039
.0065665
-.0434563
.0069648
-.0229748
.021235
(.0038916)
(.0155696)
(.0011504)
(.0135996)
(.0068173)
(.0027941)
＊＊
＊＊
＊＊
＊＊
＊＊
＊＊
-.6360798
-2.232573
-2.517425
-.9893637
-1.02464
-1.083403
(.0355832)
(.1815665)
(.2620937)
(.0105189)
(.22377)
(.2289317)
15
15
15
15
15
15
觀察值數
2
Adjusted R
0.8596
0.9810
0.9827
0.9459
0.9412
0.9419
＊＊
＊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是標準誤。 代表在 0.05 的顯著水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代表在 0.1 的顯著水準
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2) 相對薪資
表 3.5 和表 3.6 分別列出相對薪資的線性模型和對數線性模型迴歸結果。
在「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WH/WM）的迴歸模型中，固網寬頻
滲透率對高、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都有正向的影響，但除了模型 1（線性模
型）之外，固網寬頻滲透率的係數在統計上都不夠顯著。而且在加入「大學
以上學歷占勞動力比」這個控制變數之後，線性模型裡固網寬頻滲透率的顯
著性反而降低，係數的規模也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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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相對薪資的時間數列資料迴歸結果：線性模型
解釋變數
固網寬頻滲透率
大學以上學歷占勞
動力之比
外籍勞工人數 /台
灣勞動力人數
時間趨勢值（t）

被解釋變數：高技能薪資/中技能薪資
（WH/WM）
模型(1)
模型(2)
＊＊
.0176066
.000251
(.0080109)
(.0076239)
＊＊
-.0714849
(.0242204)

被解釋變數：低技能薪資/中技能薪資
（WL/WM）
模型(3)
模型(4)
＊
.007718
.0020409
(.0049215)
(.0040499)
.

4.812193
(2.812082)
＊＊
-.0139328
-.0077605
.126198
-.0061905
(.0113127)
(.0060094)
(.0054718)
(.0481602)
＊＊
＊＊
＊＊
＊＊
常數項
1.394288
1.424291
.7097923
.6435666
(.0445507)
(.0333763)
(.0236657)
(.0441473)
11
11
11
11
觀察值數
2
Adjusted R
0.6580
0.8258
0.3926
0.5105
＊＊
＊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是標準誤。 代表在 0.05 的顯著水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代表在 0.1 的顯著水
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表 3.6 相對薪資的時間數列資料迴歸結果：對數線性模型
解釋變數
Log(固網寬頻滲透
率)
Log(大學以上學歷占
勞動力之比)
Log(外籍勞工人數 /
台灣勞動力人數)
時間趨勢值（t）

被解釋變數：Log(高技能薪資/中技能薪
資)（Log(WH/WM)）
模型(5)
模型(6)
.0992092
.0954491
(.1321521)
(.076642)
＊＊
-.4375583
(.1067898)

被解釋變數：Log(低技能薪資/中技能薪
資)（Log(WL/WM)）
模型(7)
模型(8)
.1697515
.0888068
(.128935)
(.0955072)
.
＊＊

.3089071
(.103747)
＊＊
＊
.0005378
-.0068394
.0325713
-.0130017
(.0089255)
(.0087082)
(.0093762)
(.0065208)
＊＊
＊＊
常數項
1.059698
-.6852926
.1476865
.6881882
(.2837637)
(.5014322)
(.2768085)
(.2768557)
11
11
11
11
觀察值數
Adjusted R2
0.4609
0.8187
0.4116
0.6291
＊＊
＊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是標準誤。 代表在 0.05 的顯著水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代表在 0.1 的顯著水
準之下有統計顯著性。

「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的薪資比」（WH/WM）的迴歸結果與高、中技
能職業薪資比的結果有一點相似：固網寬頻滲透率對低、中技能職業的薪資
比的影響都是正向的，但除了模型 3（線性模型）之外，固網寬頻滲透率的
係數在統計上都不顯著。同時，在加入「外籍勞工人數對台灣勞動力人數之
比」這個控制變數之後，線性模型裡固網寬頻滲透率的顯著性反而降低，係
數的規模也變小。
薪資比的資料來自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如前述，這份調查的
時間長度較短，只有 11 筆觀察值數。而樣本過小會產生和高度「線性重合」
類似的問題，使估計係數的標準誤差變大，因而降低係數的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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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別資料的迴歸結果
(1) 高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比
「高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
（H/M）年平均變動的迴歸結果如下：
「高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比」的年平均變動
＝0.0183985 + 0.0283507(每員工的年平均「智慧財產」投資)
(.0232106)

(.2191672)

+ 0.0167087 (每員工的年平均非「智慧財產」投資)
(.011195)
觀察值數＝17，R2=0.1406
上面的結果顯示，「每員工的年平均智慧財產投資」對高、中技能職業
就業比之年平均變動額的影響雖是正向，但在統計上十分不顯著。
由於資料的問題，行業別迴歸有幾個問題。第一，被解釋變數(高技能
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的年平均變動額)可能有潛在的「測量誤差」：如前
述，在計算高、中技能職業就業占比之變動額時，各行業的資料起始年度不
一，因此各業的(年平均)變動額可能其實代表不同時期的「結構變遷」。
第二，此一迴歸的觀察值數是 17，樣本也偏小，而可能有估計係數的
標準誤偏大、係數的統計顯著性偏低的問題。
最後，與統計分析或檢定本身無關的是，智慧財產的資本形成或許不能
準確的代表網路科技資本。
(2) 低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比
「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
（L/M）年平均變動的迴歸結果如下：
「低技能就業占比/中技能就業占比」的年平均變動
＝-0.0016024-0.0327125(每員工的年平均數位科技投資)
(.0149418)

(.1410885)

+ 0.0008219 (每員工的年平均非數位科技投資)
(.0072068)
觀察值數＝17，R2=0.0045
這個結果和上面「高、中技能職業就業比」的結果相似：「每員工的年
52

平均智慧財產投資」對低、中技能職業就業比之年平均變動額的影響十分不
顯著。
「低技能對中技能職業之就業比」的迴歸同樣有上述「高技能對中技能
職業之就業比」的資料問題。同時還多了一個前面已多次說明的問題：〈人
力資源統計年報〉把第 7、8、9 大類合併統計，而讓低、中技能職業之劃分
不準確，造成被解釋變數資料的又一種潛在「測量誤差」。
3. 綜合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歸納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或相對薪資的潛在影
響：
(1) 時間數列資料的就業占比迴歸基本上支持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的「兩極化」
有所影響，而且影響的程度不小。網路科技的發展尤其可能擴大高技能職
業相對於對中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
(2) 但在時間數列資料迴歸中，網路科技對於相對薪資「兩極化」的影響較不
明顯。
(3) 在產業別迴歸中，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兩極化」没有明顯的影響。
(4) 綜合而言，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的「兩極化」可能確實有所影響。但關於
網路科技和就業占比兩極化之間關係的研究還不很多，技能分類的資料也
過粗而含有「雜訊」；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兩極化的影響程度還有待更多
更好的資料和統計分析來釐清。產業別迴歸的資料問題和網路科技之代理
變數問題尤其需要進一步的爬梳和克服。網路科技對相對薪資「兩極化」
的影響程度，也一樣有待進一步研究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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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網路經濟與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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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未來的就業與勞雇關係
自動化技術影響就業市場，並非一個新現象。歷次工業革命就是勞工與機器
競賽的過程，自動化技術逐步取代農工商業某些人力工作的過程其實一直進行著。
網路科技革命再次引起了勞工被自動化技術大量取代的恐懼。這一次工業革命對
勞動需求的影響方向會不會和過去的歷史經驗有所不同？
工作的數量不是固定不變的。科技除了代替一部份人力工作，也提高勞動生
產力，催生新的產品和服務、開發出新的商業模式增加交易的種類、擴大市場範
圍，因而帶動新的勞動需求。科技的發展不必然減少就業。例如，1900 年時，美
國有 41%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之後的綠色農業革命使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大幅增
加，到了 2000 年，農業的勞動力只占總勞動力的 2%（Autor and Dorn, 2013）。
農業生產力提高之後，新興的各式製造、營造、資訊技術、消費電子、醫療保健、
金融、旅宿餐飲、休閒娛樂等行業大幅雇用勞工，其所增加僱用的人數遠超過農
業所減少的14。而且，隨著生產力提升、社會更加繁榮富裕，人們往往選擇更短
的工時，更長的休假，較早退休，這是人們福祉的增加。
以下探討網路經濟之下的未來就業與勞雇型態，包括：(1)網路經濟的新增勞
動需求與被代替勞工的就業轉型；(2)平台經濟如何改變勞動服務的提供方式，而
影響勞雇關係；(3)網路科技如何影響勞雇媒合的效率；(4)網路科技與工作時地的
彈性。

一、網路經濟的新增勞動需求與中技能勞工的未來
(一) 網路經濟的新增勞動需求
如第一篇第一章所述，網路科技雖然也取代一些人力工作，但一樣可以創造
新的工作機會。網路科技與新商業模式的結合形成網路經濟，而網路經濟的發展，
直接增加各類 IT 人才的需求；網路科技所激發出來的新市場、新產品、新創企
業，也增加社會對專業人才、經理領導人才的需求15。長期而言，網路科技可能
從下列 4 個面向帶動各行各業對勞動服務的引伸需求（McKinsey, 2011a）：
1. 網路科技可為企業擴展新市場

14

15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並不減少社會的勞動需求，反而因為促進經濟發展而使勞動需求和就業增加。這種
效果和能源消費的「反彈效果」（rebound effect 或 Jevons paradox）相似。能源消費的「反彈效果」是：
能源效率的提高最終不但沒有降低人均能源消費，反而因為其降低了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而使商品
的消費量和商品的種類都增加，進而增加人均能源的消費。
當然，經營數位內容、應用程式、網路平台的企業通常不是勞力密集產業。例如， Instagram 在 2012
年以 10 億美金賣給 Facebook，當時其員工僅有 13 人。OECD 國家在 2012 年的平均網路 GDP 占比為
6%左右（生產面法估計）
，但這些國家的資訊暨 ICT 產業的就業比重只有 4%（OECD,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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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科技大幅降低訊息成本、交易成本，帶動平台經濟，讓原先的地方
性小企業和家庭式企業，能以低廉的費用透過網路平台來接觸距離遙遠的消
費者，擴大其市場範圍。
2. 網路科技催生許多新產品和新的服務
行動科技和社群網路使人們可以幾乎不限時地的享受食、衣、住、行的
各式服務。平台經濟、金融科技把原先閒置的各種資源媒合起來。
3. 網路科技可以降低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
雲端運算可幫助中小企業與新創產業減免許多固定投資成本。網路金融
則提供「模組化」的新融資管道，可降低資本市場的獨占性，有助於中小企
業與新創產業的投資。
4. 電子商務可能促進額外的消費
在實體商店較不密集或實體商品種類較少的地區，電子商務不僅可部分
代替實體零售，也可能使總消費有所增加。
上述市場擴張與新創服務所產生的就業機會，是網路經濟有潛力創造就業機
會之所在。

(二) 中技能勞工的未來
網路科技雖然可能代替一些例行性的、中技能職業的人力工作，但中等技能、
中等收入的工作機會不會完全消失。有一些中等技能的工作很容易自動化，另有
一些則需要臨機應變的人力和機器相互搭配。自動化技術很難在不降低品質的條
件下，取代這類的人力工作，例如：護理師、抽血師、放射技師等醫療輔助專業
工作在多數已開發國家都面對殷切的勞動需求。因此，有良好前景的中等技能工
作不是傳統的藍領生產工作或辦公室的例行性白領工作，而是能把人的比較優勢
（處理面對面的人際互動關係、隨機應變、解決突發性問題）和自動化技術結合
起來，能發揮自動化技術和人工判斷互補潛能的工作。這不限於醫療輔助專業的
工作，還包括許多技能服務的工作，例如：提供個性化培訓和協助的人員，像是
各類客戶服務工作、各類私人教練、各類工程監督人員、各類維修和技術支援專
家（管道維修、水電安裝維修、空調安裝維修、室內環境工程、汽車修理）、甚
至是需要創意的文書處理工作。而且，有些中等技能的工作人員，在其例行性的
工作部分讓自動化技術取代之後，甚至可能藉著先進的自動化技術之協助，來處
理一些原先「認知需求較高」的工作。例如，護理人員藉由高度自動化的醫療器
材之助，或許能負責一些初階的診斷治療工作（Auto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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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經濟與勞雇關係的改變
網路科技與新商業模式的結合形成網路經濟，而網路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市場
的影響不限於網路科技對勞動生產力的促進效果或對人力工作的代替效果。行動
科技、雲端運算、人工智慧、大數據所支持的網路科技大幅的降低了市場交易成
本，提高供需媒合的效率，促進了各式各樣的媒合平台。例如交通媒合平台
（Uber、
Lyft、滴滴出行）
， 旅宿媒合（Airbnb）
，外賣餐飲媒合（SpoonRocket、空腹熊貓）
，
住宅清潔媒合(Handy)，
「在地導遊」媒合，急診醫療媒合(Medicast、Heal）
，專案、
創意、研發媒合或「群眾外包」平台（像是 Amazon Mechanical Turk、CloudCrowd、
InnoCentive、Toptal、Upwork 等）。更有五花八門的各類金融媒合平台，包括：
行動支付、P2P 社群微型借貸、群眾募資、社群保險，等等。
許多新型媒合平台的特點是：透過平台來提供服務的工作者不是平台企業的
員工（employees）
，而只是按件計酬的合同工（on-demand contract workers）或「承
攬契約」工作者。眾所皆知，Uber 是世界上最大的計程車媒合平台，但其本身沒
有雇用任何一位計程車司機，也不擁有任何一輛計程車。Airbnb 也類似，其公司
價值可能不輸萬豪國際酒店集團（Marriott International）
，但其本身卻沒有任何一
位旅館員工，也不擁有任何一間客房。因此，這類平台不但利用網路科技來媒合
閒置的資源，把一群人的需求迅速變成另一群人的工作，也可能改變整體的勞資
關係，許多公司不再需要這麼多的全職正式員工。
根據經濟學的公司理論，公司組織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透過內部階層組織來
處理較複雜公務，比從勞動市場上按件計酬的購買勞作服務要更划算。但是網路
科技的發達可能從兩個面向移動了以往分隔公司與市場的邊界。第一，自動化技
術讓許多工作可以切割得更細，即使是專業知識的工作，也有顯著的比例可以轉
化為「可按件計酬的」的事務（這或可叫做「生產專業化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pecialization）
」）
。而且行動科技、社群科技讓公司可以很容易的與各地
廣大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或兼差者通訊協作。於是，相對於「把勞工納
入內部組織」的作法，「按件計酬外包」的淨效益變大了。為了節省從其內部來
組織勞作的成本，讓最有技能的員工把精神集中在價值最高的事務上，公司把可
切割的工作分包出去；市場分工變得更細更廣。工作外包不是新現象，但網路科
技讓許多可分割的任務不但可被分包到其他公司，也可以被更多的分包給獨立工
作者。
第二，「平台經濟」的「雙邊網路效應」也改變了以往劃分公司組織與市場
的邊界。平台是供需媒合的中心，有「供應方」和「需求方」這兩種客戶。例如
Uber 有運輸服務供應者（司機）和乘客這兩種客戶；Airbnb 有租房提供者（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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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租客這兩種客戶。平台價值的成長有賴於這兩邊客戶的相互吸引，只要任何
一邊的客戶大量退出平台，就會導致平台的瓦解。基於這種「雙邊市場」的「跨
邊網路外部效果」（cross-side network externalities），平台的興衰決定於其組織外
部的「供應方」客戶和「需求方」客戶能否同步成長，而不是決定於其組織內部
的人力數量。若把「供應方」客戶收納為自己的員工，則平台公司就會喪失培養
網路效果的可能性。由於這個特點，比起經營「單邊市場」
、面對「單邊客戶」
（例
如乘客或房客）的傳統租車公司或旅館，開發「雙邊市場」的平台公司的組織規
模會比較小、員工人數會少很多。
基於上述的市場分工效果和雙邊網路效果，平台經濟固然可以降低公司的組
織成本，並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開發創造出許多價值，但也在許多領域改
變勞動服務的提供方式及勞雇關係。「承攬合約」或「群眾外包」式的勞力提供
可能會局部代替傳統的正式勞雇關係。對勞動者而言，其利弊因各人特性之不同
而有所不同：
1. 威脅盼望工作穩定的勞工
以「承攬合約」方式按件計酬的工作模式，對於盼望工作穩定的人顯然
不利（例如：負擔子女教育和住宅貸款的中年勞工）
。如果自由工作者可以承
接許多工作，則正職員工（尤其是中低技能的全職員工）所提供的服務就變
得缺乏「稀有性」
。既然自由工作者（自營作業者）大多沒有正職勞工的權利
（加班費、帶薪的病假/產假/育嬰假、職災保險、失業救濟、工會的組成參
與）
，雇主乃有削減正職勞工的動機，正職員工在勞資關係中的談判籌碼因而
減少。中低技能工作者的薪資於是有下盪的壓力，而助長薪資兩極化。同時，
按件計酬式的外包，也可能是跨國分包，同樣減少國內的工作機會。
2. 增加「邊際」勞工的就業彈性
網路科技所支持的新型平台經濟，雖然可能使企業把較多的工作分包給
無雇主的自由工作者，但獨立工作的供需媒合平台也可增加就業的彈性，幫
助失業者、工作中斷者、非勞動力更有機會進入職場，例如：想打工的學生、
照顧家庭孩子但想要貼補家用的母親或父親、想兼差的人、處於半退休狀態
的人、名義上「已退休」的人，或是想要重回職場，但工作履歷有一大塊空
白的人，等等。英文能力優良、理解歐美企業文化的人，甚至可以透過跨國
境媒合平台來承接外國企業的專案計畫。而且，大部分的獨立工作供需平台
都容許自由工作者「多宿多棲」
（也就是，既做 Uber 的司機，也做 Lyft 的司
機；既可透過 Toptal 找專案計畫，也可透過 Upwork 找專案計畫）
，這可為許
多「邊際」勞工提供寬廣的就業或兼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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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市場因素可能限制自由工作型態的普及性。例如，自由工作者缺
乏連續的正式職務履歷，客戶可能對其信譽有所質疑；另一方面，自由工作者也
怕遭受拖欠工資的風險。過去某些人力中介組織（例如人力派遣公司）已有篩選
勞工和保證其勞動品質的作用，而現在網上的獨立工作供需媒合平台也多少為工
作者及其客戶扮演了信用保障的角色16。
其次，有些服務極端需要信賴關係，故要讓（獨立工作的）服務供應端充分
滿足服務需要端，並不容易。家政平台經濟的鼻祖 HomeJoy 僅成立三年，就在
2015 年倒閉。或許如一些網路經濟評論者所說的，入府清潔和 Uber 式的叫車服
務不一樣，入府清潔是個「熟人」的生意，用戶偏好自己曾用過的、信得過的家
事服務員。但家事服務員是技能要求較低的基層勞力，薪酬不高，對人才的吸引
力有限。客戶可能被迫接受平台業者臨時調度的清潔工，而無法得到自己偏好的
服務員；長此以往必會傷害用戶的感受體驗和再用率，媒合平台便無法持久經營
17

。
總而言之，平台經濟對正職勞工會有多大威脅，不是純粹的抽象邏輯問題。

關鍵不僅在於平台經濟模式能否成功的培養出網路效果，還要看這種模式在實際
上能否持久獲利；（獨立工作的）服務供應端能否充分滿足服務的需要端。事實
上，自 1990 年代以來，台灣自營作業者的總數及（其在各從業身份中的）就業
占比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逐年減少；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合理反映。至於網路經
濟或平台經濟會不會改變這個趨勢，或起碼使平台經濟意義之下的自由工作者漸
漸增加，至少在臺灣，這還有待觀察。

三、勞動媒合效果
網路科技對就業的第四種潛在影響是，透過人力仲介平台和社群科技而改變
勞雇媒合的方式和效果。網路科技和平台經濟雖然可能使「承攬合約」式的勞務
提供方式局部代替正式的勞雇關係，而對工作的穩定性產生「負面的」影響。但
如果網路科技可以更有效的媒合勞工和雇主，加快媒合的速度、增加彼此的滿意
度，則可減少摩擦性失業和勞工之周轉流動（turnover），並提高勞動生產力。只
是，網路科技對勞雇媒合效率的影響可能因勞工技能的不同而有別。
勞雇媒合的關鍵挑戰是：潛在的勞雇雙方彼此資訊不對稱。潛在的雇主不知
道誰是真有能力、真正敬業的勞工；尋職的勞工則不知道哪一家公司對其職涯發

16

17

許多媒合平台以供需雙方互相評價的方式來控制服務的品質，Airbnb 和各類電子商務平台都是顯例。
但對於個人表現予以公開評價，比較可能引起名譽訴訟的威脅，因此，網上的獨立工作媒合平台能否
大規模仿效這種模式，讓客戶對自由工作者的表現在網上平台提出公開的評價，有待觀察。
http://36kr.com/p/50355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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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有利。雙方都必須花時間搜尋篩選。尋職者的搜尋成本，（除了拒絕低薪工
作的機會成本之外）包括找尋潛在對象、打探公司口碑、遞件、交通等花費，雇
主的搜尋成本則有廣告、篩選等花費。過去雇主解決資訊不對稱的方法之一，是
利用其人際關係圈透過私人引薦的方式來找人18，或求助於獵人頭公司。
網路科技對勞雇媒合的影響有兩大面向。第一，網上的人力仲介平台大幅降
低尋職者的搜尋成本，但卻似乎不能直接使求職者的品質資訊變得更透明，於是
並沒有降低招聘者的篩選成本。網上的人力仲介平台（典型的「雙邊市場」）通
常讓尋職者免費搜尋工作機會，而由招聘者支付尋人廣告費。尋職者在網上平台
可以見到比傳統報紙徵人廣告中更多的招聘者和職缺，也能輕易地發出大量的電
子求職信；勞動供給者的遞件申請成本顯然受網路之惠而降低。但對招聘者而言，
藉由網路雖可接觸到更多的尋職者，可選擇集合似乎擴大，而且尋職者的學歷、
證照、工作經驗、甚至過去的薪水，也是招聘者可以掌握到的，但尋職者的敬業
程度和真正的品質還是不容易觀察到的。若勞方資訊的透明度沒有因網上人力平
台的興起而有所改善，則招聘者的篩選負擔反而增加，招聘者的尋人成本不見得
因網路之發達而下降。
對於需要高階人力的雇主而言，一般的勞雇媒合市場本來就可能是個「劣幣
逐良幣」的市場：由於一般求職者的品質資訊不明，招聘者通常不願在這個市場
裡找人來填補高薪職缺，結果使得高品質的人力也不願透過一般的勞雇媒合市場
來求職。而網路科技似乎加劇了這個問題：勞工的尋職成本由於網路平台而降低，
結果人力銀行網站上的求職者，除了剛從學校畢業的之外，似乎充斥著「喜歡跳
槽者」
、
「不快樂的」在職者、無法升遷的在職者、失業者（Autor, 2001）。
但是，網路科技對於勞雇媒合還有第二種影響面向，而這種影響似乎對高階
人力的媒合很有幫助。例如，人資部門開始利用搜尋軟體來審查求職者的背景和
紀錄；或利用「大數據」和應用程式來「預測」各類型求職者與公司需求的配合
程度。而社群網路的興起似乎也減輕了勞工品質資訊不明的問題，招聘者在社群
網站上挖掘那些未積極尋職、卻被動的「待價而沽」的在職者；到網上聊天室或
各行各業的公司網站上搜尋潛在人選。最顯著的是，社群科技催生了「人才挖掘
平台」；這種平台幫助專業工作者建立社群圈，讓專業工作者在其平台上自由的
公布自己的學經歷、專長、愛好、具體的工作成果，彼此聯繫引介，互相推薦專
長，並可在平台論壇上發表自己對各類問題的評論（例如以專業工作者為對象的
18

網路初興時，Forrester Research 有一份樣本為 3,000 個網路使用者的勞動媒合調查[Li, Charlene, C.
Charron, and A. Dash（2000）. “The Career Networks,” Forrester Research]，這份調查指出，1999 年時美國
有 40％的受調查者是經由人際關係之引介而獲得現職的（只有 4％是經由網上應徵得到的，另外 23％經
由報紙廣告，6％經由人力派遣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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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脈佈建暨工作媒合網站 LinkedIn）。透過這種網站所產生的資料，雇主和獵人
頭公司能夠更有效率的找到潛在的理想對象，平台上的尋才廣告也更能客製化，
瞄準雇主真正需要的人才。而在平台上待價而沽的人也同時更容易接收到理想雇
主所遞出的工作邀請。這種因網路科技和平台開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而成就的
「待價而沽的被動式人才儲存庫」，似乎可以減輕勞雇媒合市場的尋職者「劣幣
逐良幣」的問題。
但是，「人才挖掘平台」雖然對於高階人才的供需媒合頗為有利，卻不見得
能有效促進中低階勞工的供需媒合。學經歷不顯眼或人脈不強的勞工，似乎還必
須繼續在雇主認為有「劣幣逐良幣」性質的一般人力仲介平台上主動的尋職。
因此，網路科技對勞動媒合的效果似乎和網路科技對就業分布的影響有相似
性。網路科技可能會使一些例行性的中階工作被自動化技術所代替，但使高階和
基層工作的就業占比相對增加。至於勞動媒合，網路科技可能使得高階人力的供
需媒合更有效，卻讓中低階勞動媒合市場的「劣幣逐良幣」問題加劇。對於中低
階的勞動供給者而言，網路科技的媒合效率促進作用似乎不很顯著。在就業分布
和勞動媒合這兩方面，網路科技可能都有助長兩極化的傾向。不過，關於網路科
技的勞動媒合兩極化效果，事實究竟如何，還沒有充分的實證研究可資斷定。

四、工作地點與工作時間的彈性化
網路科技使資訊之計算、儲存、分享的成本降低，有助於頻繁的遠距溝通和
工作成果的遠距傳送。結合視訊會議、網路會議、行動協作等功能於一身的雲端
視訊會議平台軟體（例如 Zoom）
，可以幫助企業員工進行遠距合作，因而減少員
工通勤的需要，提高勞動生產力；許多工作的執行不再限於特定的地點或特定的
時間。因此，遠距工作或彈性工時也許可能代替許多面對面的工作。
但是，歷史經驗和研究顯示，遠距溝通與面對面互動大概沒有很強的代替關
係，反而有互補作用。網路科技固然可使工作的地點與工作的時間更有彈性，卻
不必然減少面對面溝通的需要。溝通成本之下降可提高每工時的生產力，但是溝
通成本的下降和生產力的提高會促進更多的業務，而需要更多的溝通，溝通頻度
的增加進一步增加員工之間面對面互動的需要。結果是，人們可能增加在家利用
網路處理公事的時間，卻不見得減少在辦公室的時間和事務。遠距工作或彈性工
時代替掉的是家中休閒，而不必然是辦公室內的事務和時間（Autor, 2001）19。
19

遠距溝通與面對面互動的互補關係和前面提到的能源消費之「反彈效果」（rebound effects）十分相似。
遠距溝通與面對面互動的代替/互補關係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都市化現象。近百年來人類社會的交
通暨通訊網路益形發達（鐵路、飛機、電報、電話、網際網路），交通成本亦降低，但整體而言，人
們的居住反而愈形聚集，都市化程度日益加深（Gasper and Glaeser, 1998）。同樣的，遠距溝通技術的
發達並沒有使工商企業減少彼此聚集的需要。而近年來逐漸普遍的「共同工作空間」
（co-work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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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企業分享空間資源，降低其空間成本之外，同時也使不同的公司或自由工作者能「面對面的」
分享其經驗或進行專案合作。我們或許也可以預期，網上學習科技雖然有助於遠距學習和彈性學習，
但網上教學不能完全取代學生和教師同學互動的需要。自動化技術和工作量的關係是另外一種相似的
例子：Office 等文書處理軟體節省了大量的文書編輯人力，但每一員工的總文書處理量最終顯然沒有
減少，或許反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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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討論
現代社會的目標大體有二：1.提高人民的實質所得（擴大人民有效選擇的範
圍），增進人民的福祉。2.確保所得和福利（或所得和福利之成長）的分配不會
過度不均。長時間的所得低成長或過度不均的所得分配，都可能產生嚴重的社會
動盪。
網路科技的發展，可能讓這兩個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彼此衝突，而使社會和政
府面臨科技創新和均化所得（或穩定勞雇關係）的「兩難抉擇」。網路科技的發
展對社會可能形成兩大挑戰：
1. 就業兩極化
網路科技一方面創造新的價值、增進某些勞工的生產力、提高某些人的所
得，但在另一方面，網路科技和自動化機器也會取代一些人力工作。就業占比或
相對薪資或許會因此而出現兩極化的現象，許多勞工面臨調適的困難。第二、三
章指出，過去 20 年間，我國的「事務支援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等中技能的職業占比確實有所萎縮，而網路科技對此似
乎有所影響。
2. 勞雇關係改變，獨立工作者可能增加
網路科技的發展與平台經濟的盛行，可能使「承攬合約」或「群眾外包」
的勞務提供方式局部代替傳統的正式勞雇關係。就業彈性或許變大，但不穩定性
也增加。
既然網路科技之發展可能增進所得，但也有衝擊勞動市場的副作用，那麼
如何減輕中技能(中收入)勞工就業占比萎縮、薪資成長停滯、正式勞雇關係弱化
的問題？應對的大方向是：增進勞工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並為弱勢勞工提供安
全保障。具體而言，包括下列 7 種面向：
1. 提高職業訓練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以增進勞工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
2. 增加正式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以
增進新世代適應網路經濟的能力。
3. 強化就業安全的保障，賦予「無雇主」勞動者集體談判權。
4. 對弱勢勞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險，為「無雇主」勞動者提供「可攜式」失業
保險、職災保險。
5. 增加商事及勞動法規的彈性，以提供邊際勞工更多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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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善投資環境以助長企業競爭，以求間接增進就業並提高人力品質。
7. 擴大政策制定的諮詢管道，開放資料，廣納眾智。

一、提高職業訓練對市場變化的敏銳度，放寬補助科目，補助的程度與訓
後的就業狀況掛勾
網路科技引起的勞動問題，主要是自動化機器代替勞工，「勞工技能」和「職
場工作」銜接不良，以及新型勞雇關係對無雇主自營作業者就業安全的威脅。這
是產業變遷和勞動市場結構轉變的問題，需要逐步增強我國的人力資本，沒有神
奇的妙方。
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作需要」
媒合得更好，強化勞工的教育訓練是重要的手段。職業訓練若要達到「訓用合一」
的效果，其訓練課程必須對市場變化有敏銳的反應能力，反映市場的需求。而要
達成這個目標，職業訓練應該充分利用、結合高度競爭而有彈性的民間資源，尤
其是非正式教育體系(營利性補習教育機構)的力量。政府在職業訓練中的職責不
是親自經營職訓，而是為企業、受訓的勞工、潛在的職訓機構，提供有效的職訓
激勵機制。目前公部門的職業訓練雖然多數以補助辦理或委託給民間業者的方式
辦理20，但其方法需要調整，包括：
‧ 補助的科目限制應該再放寬，涵蓋語文項目。
‧ 評鑑標準以及補助額度應與訓練後的就業情況掛勾。
‧ 補助的資源應集中於訓練後就業情況優良的學員和優良的訓練機構。
‧ 職業訓練的合作對象並應擴及國內外的網路教學平台。
‧ 網路教學平台可利用大數據來分析學生的學習障礙，而改善教學方式，
提供個人化、客製化的教學。因此，職業訓練的合作對象應擴及國內外
的網路教學平台，而對透過網路平台接受訓練的學員提供補助。

二、增進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廣義的勞動政策）
勞工技能與職場需要彼此「配合」的改進，不能只倚靠職業訓練、尋職協助
等勞動救助政策。基礎能力的培育是根本，包括：正式學校教育、產學合作、非
正式教育體系等。可能的作法包括：
‧ 增加正式教育體系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普及資訊教育，補救偏鄉教
學。
20

我國公部門的職業訓練辦理方式包括政府機關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構辦理、補助辦理、聯合辦理等，
而以補助辦理的占比最高，委託辦理居次。實際執行職訓的機構包括各種財團法人單位、社團法人協會、
公會、工會、學會、高職、科技大學、普通大學、民間人力培訓業者、補習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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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網路教學的資源，對弱勢學生給予網路學習補助。
‧ 強化產學合作，補助弱勢學生參與實習。
‧ 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

(一) 增加正式學校教育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彈性，普及資訊教育，補救偏鄉
教學
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作」搭配
得更好，正式教育體系在課程、師資、產學合作等各方面必須更有彈性，要能更
快速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
1. 普及學校的資通訊科技教育
近年來國小教育已開始進行資通訊應用技能的訓練，使學生習慣 IT 程式
的設計與運用。但有兩點需要改善：第一，由於財務和師資的問題，這種課程
仍然不夠普及，「偏鄉」學校尤其缺乏穩定的、常態化的資通訊教育。這需要
教育資源的重分配以及教師進用的彈性化。第二，通訊科技教育的成效不僅決
定學校的課程和設備，還決定於家庭資源的多寡，僅靠學生在校的資通訊技能
訓練可能還不夠。若要把資通訊科技教育普及到「偏遠」地區，必須對弱勢家
庭提供連網設施與網路終端設備的補助。OECD（2014a）指出，針對 PISA（國
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測試成績的研究顯示，僅在學校有機會使用網路者的學
生的資料搜尋與數位閱讀能力尚不足，必須是可在家中使用網路的學生的資料
搜尋與數位閱讀能力才最強。
2. 確保學生具備基礎的核心能力，尤其是語文能力和基本的運算能力
網路科技使得自動化機器代替勞工，為了適應變遷，勞工需要終身學習。
而基本的語文和運算能力是終身學習的基礎。基本能力愈強的人，學習的速度
愈快、效果愈加，也更有學習的動力。近年學習測驗的結果顯示，臺灣中小學
前後段學生的成績落差很大，約三成以上中學生的英文、數學未達基本能力，
城鄉之間的學業差距也遠超 OECD 國家的平均值。要改善這個問題，關鍵不
僅在教育經費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教學資源的重分配、教師進用制度的彈性化、
重視「改善後段學生表現」的教學績效檢驗。
3. 增加網路教學的資源，對弱勢學生給予網路學習補助
網路科技固然可能有造成就業兩極化的因子，但網路科技本身也可改善
教育條件。「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的興起，提供了各種類型的網上教育，其潛在功能包括：(a)提供個人化、客製
化的教學。利用應用程式，可監測學生表現、掌握學生學習狀況，提供即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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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而對進度超前或落後的學生依照其程度來調整學習內容，為學生量身定製
教學內容與進度，因材施教；偏遠地區或中斷學校教育的人可以利用網路教學
靈活而有彈性的補充知識。(b)網路科技可利用教學軌跡所累積的大數據，來
分析學生的學習障礙，而改善教學方式。(c)網路教學平台供教師分享交流教學
心得，而改進教學。(d)提供線上（虛擬）教學與校園（實體）教學混合的可
能性，既保留校園實體教學的面對面團隊協作訓練，又有教學進度客製化的彈
性。
網路教學平台可以大幅降低教育成本，協助教育資源薄弱的學校和家庭，縮
短城鄉教育差距。但是，網路科技對弱勢者教育的潛在幫助若要實現，則需要普
及化的住家網路基礎設備，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為偏遠和弱勢家庭提供網路學習
的補助。

(二) 強化產學合作，補助弱勢學生參與實習
網路科技使得某些勞工被自動化機器所替代，「勞工技能」和「職場需要」
因此無法緊密銜接。強化產學合作，並善用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資源，是縮減學用
差距的途徑。
頂尖的企業（尖端人力的需求方）經常透過學生實習、產學合作、參與教育
培訓等方式來培育所需要的人才。例如：Google 台灣在 2015 年推出「Google 數
位火星計畫」，與華碩、宏碁、天下雜誌、樂天、遠傳、Garena、Ford 等企業合
作，幫助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數位行銷人才，以縮短學校與業界之間在數位和
工作文化上的落差。
但我國的產學合作仍有多種問題：第一，台灣的中小企業眾多，不論對人力
需求端（企業）而言，還是對人力供給端（學生）而言，成熟產學合作的挑戰還
很大。以學生實習而言，臺灣過去頗為忽略，近年已稍有改變，但高品質學生實
習還不夠普遍。如果接納實習生的機構只是要求實習生處理單調重複的雜務，像
是：影印、文書打字、會議之器材茶水各式單據的準備、訂購便當，等等，而不
是問題分析組織的訓練、高效能工作文化的浸淫薰染，則實習對學生的效益不大。
這涉及整體企業文化和學校認知的問題。第二，家庭背景良好的學生能夠為及早
建立良好的企業網路關係，而接受尖端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不給薪實習，但弱勢
家庭的學生則可能必須為支付學費生活費而在服務業的基層打工，無法參與尖端
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不給薪實習。這既可能剝奪人才的發展機會，也不利於社會
階層流動的暢通。
改善學生實習的可能政策方法包括：(a)激勵大專院校明定實習的學分、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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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實習的時數、考評標準等。(b)政府補助弱勢學生在尖端企業或非營利機構進
行實習，以發展弱勢學生的天賦；甚至補助優秀弱勢學生到海外的優秀企業實
習。

(三) 吸納非正式教育體系的能量
正式教育體系在招生、課程、師資、學費等各方面受有多重的管制，對勞動
市場變化的反應非常遲緩。非正式教育體系(補習教育、營利型教育)所受到的課
程、招生、教師資格、聘用解雇之管制較少，對於「技能」與「職場需要」的缺
口可以迅速反應。面對網路經濟的興起和資料科學人才的缺乏，美國在過去幾年
已經出現有規模的資料科學進修學校(補習班)，經由短期(例如 3-6 個月)的訓練，
已讓許多受訓前的低薪勞工在結業之後迅速得到高薪的資料分析工作(Lohr,
2015)。歐巴馬總統在 2015 年啟動的 TechHire 計畫，甚至和這些進修補習學校合
作，以求更快的培育更多的資料科學家和網際網路人才，滿足產業界對這方面勞
工的需求。
許多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網路教學平台也是非正式教育體系的一環。例如著
名的 Udacity 教學平台的課程安排緊湊，學費相對便宜；Udemy 平台則是一個課
程市集，其平台上的師資沒有預先的資格限制，而決定於教師的教學表現。
臺灣的某些產業部門(例如金融業、網路相關產業)也有資料科學家不足的問
題，一些大學院校和非營利機構雖然已經開辦資料科學課程，但公部門仍可就此
和非正式教育體系(包含國內外的網路教學公司)進行更多的協調合作。合作的面
向除了針對失業者的職業訓練計畫之外，也可包括一般非失業者的進修訓練。政
府或許可以針對低收入進修者提供與訓練後就業情況掛勾的補助。
為了使勞工能有效因應並順利調適網路經濟，讓勞工的「技能」和產業的「工
作」媒合更佳，政府應該充分利用、結合高度競爭而有彈性的(實體的和網上的)
非正式教育體系的力量。

三、強化就業安全的保障，賦予「無雇主」勞動者集體談判權
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可能使中低收入勞工的薪資成長停滯、或面臨就業
調整的問題。提供薪資保障和就業安全的典型政策工具包括：基本工資、就業安
全規範（資遣費、解雇之預告、勞動契約之終止須經勞資協商）、勞方集體談判
權，等等。
勞方集體談判權是勞方獲取薪資保障和就業安全的重要工具。但無雇主的自
營作業者目前不能利用〈工會法〉來組織其與委辦企業「聯合談判」的「類工會」
團體。網路科技促進平台經濟，而平台經濟可能使「無雇主」勞動者漸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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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無雇主勞動者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是保障自營作業者的手段之一。

四、對弱勢勞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險，為「無雇主」勞動者提供「可攜式」
失業保險、職災保險
政府即使利用多種政策工具以求增進勞工的人力資本，仍然會有一些弱勢者
追不上環境和時代的變化。對於這些人，社會應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勞工的基本生活保險包括傳統的失業保險、職災保險、勞工保險等。網路科
技和平台經濟可在許多領域改變傳統的勞雇關係，而使得自由工作者更為普遍。
目前國內對於自營作業者族群的「工作保障」相對微弱。雖然台灣的平台經濟還
不發達，整體而言自營作業者的總數及其在就業者中的占比也未增加，但仍應針
對其就業保險問題有所籌劃。
由於自營作業者不是受雇於任何雇主的「勞工」，因此目前不得作為就業保
險的被保險人，無法得到失業救助。同時，自營作業者的職災保障範圍也遠比一
般勞工狹窄嚴苛。
為強化對新型勞動者的保障，政府應該重新組建勞動保障規範，針對自營作
業者、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若干居家辦公者（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SOHO），以「可攜式」的社會安全個人帳戶，安排這些工作者和政府的提撥分
配比例，為這些工作者提供就業保險、職災保險等。至於保險是強制還是自願、
費率高低、給付條件的認定等，則不必然要與受雇者的保險一致。

五、增加商事及勞動法規的彈性，以提供邊際勞工更多的就業機會
商事法規及勞動監管的彈性大小，會影響就業機會之多寡和勞雇型態。勞動
法規可以一方面增進在職勞工的福祉，另方面則減少潛在就業者的就業機會，政
府必須求取平衡。
例如，網路科技所支持的新型平台經濟，雖然可能使企業把較多的工作分包
給無雇主的獨立工作者，但媒合獨立作業之供需的平台經濟也可增加就業的彈
性，幫助失業者、工作中斷者、非勞動力更有機會進入職場。由於獨立工作者可
以「多宿多棲」（例如既做 Uber 的司機，也做 Lyft 的司機，甚至可以同時開計
程車，也兼差為 Uber 開車），若規定平台企業必須把獨立工作者轉為受其雇用
者，則平台企業就不再是獨立工作者的媒合平台，邊際勞工的就業或兼差機會可
能減少。同時，許多平台企業從事專案計畫的跨國境媒合（例如 Upwork、Toptal），
獨立工作者所在國的政府很難強制這些媒合平台把工作者納為受雇者。因此，對
於平台經濟的勞雇模式，法規應當容許一些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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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平台經濟之下獨立工作者的最低福利保障，上文已建議立法授予「無雇
主」工作者集體談判權，並創設「可攜式」的失業保險、職災保險，等等。
此外，〈勞基法〉關於「繼續性」的定期契約工作應視為不定期契約的規定，
限制企業的用人彈性，有可能使企業減少聘僱人數，或把某些工作外包給自由工
作者21。
面對網路科技的勞工代替效果，商事及勞動法規若在某些部分適度擴大彈
性，可以增加邊際勞工之就業機會。

六、改善投資環境以助長企業競爭，以期間接增進就業並提高人力品質
投資可以帶動工作機會。優秀的海外企業來台直接投資還可帶來新的商業模
式，刺激企業競爭，改善企業文化和工作模式，進而改善員工的在職訓練成果、
增進員工的能力。
在職訓練（on-the-job-training）對勞工的成熟和適應能力有很重要的影響，
而在職訓練的效果決定於企業的文化和工作模式。鼓勵員工自主協作創新的企業
文化，可以吸引並培育出獨立性強、有想像力、有探索慾望、遇變革時適應能力
強的勞工。
關於企業文化，通常很難測度，也缺乏有系統的證據。但我國一般的企業文
化似乎有下列特點：重視年資和位階，不信任員工自主創新，不重視員工彼此之
間、員工與主管之間的密切辯論互動，評價員工能力的角度單元，缺乏跨文化、
跨領域的多元刺激。這種企業文化很難培育出獨立性強、有想像力、有探索慾望、
遇變革時適應能力強的勞工。
企業文化的養成深受企業領導人本身認知的影響，很難有單一的政策工具在
短期內予以改變。但企業競爭可以激勵企業努力吸引人才，而調整企業文化，外
人直接投資還可帶來新的組織制度和工作模式。因此，開放的企業競爭環境可能
提高在職訓練的成果。但產業的投資意願決定於投資的環境，除了硬體基礎設施
之外，我國的商事法規、金融監理、環評程序，都應進一步地改革釐清、降低其
僵硬性、減少不確定性、鼓勵新創商業模式，以促進國內產業、海外台商、外國
企業的在台直接投資；進而帶動工作機會，並提高員工在職訓練的成果、增進人

21

〈勞基法〉第 9 條把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和不定期契約兩種。對於有繼續性的工作，勞雇雙方的契
約是不定期契約。對非繼續性的工作，包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則雇主可以和勞工
訂立定期契約（又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6 條）。對於臨時性和短期性這兩種非繼續性的工作，當定
期契約屆滿後，若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沒有立即表示反對的話，或勞雇雙方另訂新約，但前後勞動契約
的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而且前後契約的間斷期間沒有超過三十日的話，則雙方的勞動契約必須被當做
是不定期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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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品質。

七、擴大政策制定的諮詢管道，開放資料，廣納眾智
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目標的實現、政策工具的選擇，都需要有良好的事實
資料作為根據。網路科技使得幾乎人人都可親近資料、使用資料分析的工具；反
映社會脈絡的資料和分析資料的工具不再是少數專家或少數決策者所掌握的稀
有資源。所以，網路科技雖然可能對勞動市場造成衝擊，也成為各方利益的發聲
平台，但網路科技也促成匯聚大量資料的平台以及「匯聚眾智」來解決問題的平
台。面對網路時代各種公共政策問題的衝擊，政府應該善用網路平台「匯聚眾智」
的特點，利用各方才智來幫助我們認識社會的脈絡（就業分布、薪資分配），以
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降低「技能」和「工作」彼此「錯配」的機率。
基於公共治理的權力，政府蒐集並擁有許多獨一無二的資料；這些資料若不
能讓各方的利害關係人充分利用，就無法發揮其有助於我們認識社會、改善社會
的潛力。現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已有 10 萬多筆的原始資料，但仍有許多
潛在價值重大的原始個體資料還未開放。由於各方人士的利害所在和關心焦點不
同，只有原始資料才能讓利害及興趣不同的人依其不同需要來使用，故最有潛在
價值的資料是原始資料，而不是經由特定人士篩選處理過的次級資料。本報告在
檢查臺灣的就業分布和薪資分配時，就由於公開資料業經整併而無法拆解，而使
得技能別的分類以及就業事實的認定含有「雜訊」。美國加州舊金山市的公私合
作資料平台 DataSF 不但包含大量的公私資料集，而且鼓勵各方提供新資料集，
市政府並贊助各方來開發資料集應用程式，為都市的發展、交通、居住、建房、
能源、遊民等問題提供媒合與解方(https://datasf.org/; Parker, Van Alstyne, and
Choudary, 2016)。
若要掌握勞工的就業分布、薪資分布事實，以及網路科技對勞動的潛在影響，
我國需要更多公開的個體面資料。

72

第三章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報告發現，網路科技可能擴大高技能職業相對於中技能職業的就業占比，
網路科技對薪資兩極化的影響則較不明顯。本報告的政策建議則主張，面對中技
能勞工被自動化機器所代替的問題，解決方案之一是加強勞工的教育和訓練，以
求填補「勞工技能追不上技術進步」的缺口。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考慮：第一，
有沒有其他可能影響就業和薪資兩極化的重要因素。第二，若有其他的影響因
素，政策應對的方案可能也就不同；尤其，「教育」的解方是否有效，便有疑問。
根據現有的研究，這兩點都還有些爭論。

一、影響就業和薪資「兩極化」的其他潛在因素
影響各技能職業的就業或薪資分布的潛在因素，當然不限於網路科技。既有
的研究顯示，除了電腦與網路科技之外，其他因素如全球化、景氣波動、工會力
量之式微，也影響勞工的薪資和就業。電腦與網路科技對勞動的關鍵衝擊是「（自
動化）機器代替（例行性的）勞工」；全球化的衝擊則是「國外勞工代替本國勞
工」；景氣衰退和總需求不振使企業減少投資和雇用；工會力量的衰弱則使勞方
難以平衡企業在勞動市場(片面訂定就業條件和薪資)的「獨買」（monopsony）能
力（全球化和網路科技降低企業在境外生產的成本，企業在勞雇關係中的籌碼或
許因而增強，而削弱工會的力量。但其影響之大小，歐美各國的情況不一）。
台灣的工會從來就很微弱，產業工會會員數占受雇人數比例遠遠不到 10%，
似乎無所謂工會力量結構性轉弱的現象。2008 年以來的經濟大衰退則顯然打擊台
灣勞工的就業和收入，但其對不同技能勞工的衝擊輕重，還有待釐清。至於台灣
參與全球化的生產分工，由於台灣在過去 20 年間對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直接
投資，確實可能造成台灣中技能勞工的就業衰退和薪資停滯。
除了其他的可能因素之外，有些研究直接質疑網路科技對就業和薪資演變的
作用（Mishel et al., 2013）。若自動化科技真的大幅增進勞動生產力，並幫助企
業以自動化機器來代替勞工，則企業當會利用這些報酬較高的新機會，而增加投
資。但近年來，多數的富裕經濟體，包含台灣在內，其民間投資都很疲弱。經濟
大衰退所引起的社會「去槓桿化」和總需求不足固然對此有所影響，但網路科技
的力量似乎尚屬有限。
簡言之，網路科技和其他各種可能因素對就業和薪資兩極化的影響輕重究竟
如何，還需要更多的考察。

二、政策應對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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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就業或薪資「兩極化」的因素若不同，政策應對的方式就可能不同。本
報告的理論架構指出，科技進步一方面使中技能勞工被自動化機器所代替，另一
方面，科技則可和高技能勞工彼此互補，而提振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中技能勞
工若無法轉入需要高技能的職業，便只能流入低技能職業，這是勞工技能追不上
科技進步的問題。本報告的統計分析則為網路科技對台灣的就業兩極化影響提出
一些佐證。
如果網路科技確實造成就業兩極化，而使得中低技能追不上科技進步、「勞
工技能」和「職場工作」出現無法銜接的鴻溝（skills gap 或 skills mismatch），
那麼，增強勞工之教育訓練的建議雖是「老生常談」，似乎也頗合理。包括台灣
在內，許多富裕國家都常見到這樣的呼聲，都有企業宣稱其找不到具備適當技能
的勞工來填補職缺。但技能鴻溝的證據在哪裡？以美國而言，證據似乎比較微
弱：如果高技能的勞工真是供應不足，則高技能勞工的薪資必然有上漲的壓力，
但在美國，大學文憑勞工的實質薪資自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卻沒有顯著的增長
（Burtless, 2014; Krugman, 2015a）。台灣的情況則如何？我們若根據勞動部〈職
類別薪資調查〉資料和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計算各大職業類別 2004-2015 年之間
的實質（經常性）薪資變化，則可發現，高技能職業中「主管及經理人員」和「專
業人員」的實質薪資的確稍有成長，各自增長了 6.5%和 4.1%。22但其幅度不算大，
不見得是很明確的技能鴻溝證據。
如果「技能鴻溝」的假說不成立，則「教育」本身雖然有許多重要的價值，
但「強化教育訓練」便不見得是扭轉就業和薪資兩極化的解方。有些人認為，強
化勞動集體談判權，定期提高基本工資，才是扭轉中低技能勞工條件惡化的關
鍵。強大的勞動集體談判權可以反制企業片面設定薪資和就業條件的獨買力量；
同時，在獨買的勞動市場中，提高基本工資不必然會減少就業（Krugman, 2015b）
。
總而言之，本報告顯示對網路科技對於台灣的就業兩極化有所影響，並在政
策討論中假定網路科技引起新的「技能鴻溝」。但是，關於其他因素對就業薪資
演變的可能作用，以及包括網路科技在內的各種可能因素的相對輕重與混合效
果、各種因素所引起的政策課題是什麼、可能的政策應對組合有哪些，都還有待
進一步的研究。

22

其他職業類別的實質薪資則均萎縮，尤以中技能職業萎縮得最厲害。高技能職業中「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的實質薪資萎縮 5.1% ；中技能職業的實質薪資變化則是：「事務工作人員」萎縮 7.6%，「技
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萎縮 15.8%；低技能職業的實質薪資變化是：「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萎縮
1.5%，「非技術工及體力工」萎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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