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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提高了區域專業

化的程度，加深了我國區域勞動市場的差

異性，探討區域勞動市場的動態變化因此

十分重要。本計畫以就業、失業、以及勞

動力參與這三個變數，來估計出各縣市勞

動市場的動態調整過程。首先，藉由區域

勞動市場變動對全國勞動市場變動進行迴

歸，將無法解釋的殘差項部分視為區域本

身特有的勞動市場特性，並將其視為區域

勞動需求干擾。其次，利用向量自我迴歸

來分析區域勞動市場在面臨衝擊之下，那

些因素是其重要的調整機制，並可以從中

瞭解區域勞動市場的調整，有多大的比例

是以區域間勞動遷移完成的。若勞動市場

在調整過程中有順暢的勞動遷移情形出

現，這意謂我國區域勞動市場呈現高度的

整合。 

近年來我國失業問題嚴重，雖各縣市

的失業率各不相同，但無可避免的均受我

國整體失業升高的影響。本計畫另一目的

是探討不同縣市失業率受到整體（全國）

失業率影響的程度。但鑒於以往分析全國

失業與區域失業時，極有可能因為彼此相

關性過高，而發生虛假迴歸的結果，本計

畫將針對此一問題予以修正估計，並以

SURE 計量方法估計我國各縣市（或區域）

失業率之間的關係。 

結果我們發現，我國的勞動市場中，

就業狀況的改變，主要是以退出勞動市場

以及區域間的遷移來作調整的，這也暗示

了我國失業率未進一步惡化是來自於許多

人退出勞動市場所造成的，我國廣義的失

業問題仍值得擔憂的。至於失業的區域問

題，我們發現南北差距很大，且南部受到

整體國家經濟景氣的影響超過北部地區。 

 

關鍵詞：區域動態勞動市場  勞動需求衝

擊  向量自我迴歸  區域失業 

 

Abstract 
 

Divergence of regional labor markets in 
Taiwan due to stro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more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makes research of regional labor market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e set a regional 
dynamic labor market model to analyze th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labor market. First, by 
regressing regional labor market on national 
labor market, we can obtain region-specific 
labor shocks by the residuals of the above 
regression. Then we can apply vector 
autoregression method to estimate which 
adjustment mechanisms can absorb regional 
labor demand shocks. Moreover, we can 
know whethe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can be 
taken as the moderator of regional labor 
shocks. I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can make 
the shock rapidly back to long-term 
equilibrium, this implies that regional 
convergence will come true.  

In turn, unemployment issue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 and we can find that 
unemployment of every region is very 
different in Taiwan. Hence we try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national 
unemployment on regional unemployment. 
However, regional unemployment and 
national unemployment can exist high 
correlation and this can generate misleading 
regression results. We will apply theoretical 
revision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to avoid 
this bias. In addition, the SURE econometric 
method will b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unemployment rat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gions in Taiwan.  

Our findings are that changes in 
regional employment are mainly adjus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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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away labor market or regional 
migration, not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This makes us more worried whether real 
unemployment problems are fully disclosed. 
Finally,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ies 
for unemployment are shown that the north 
has big difference from the south and the 
latter are more affected by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Keywords: Regional Dynamic Labor Market  

Labor Demand Shock   Vector 
Autoregression   Regional 
Unemployment  

 

二、緣由與目的 

 

    過去有關我國勞動市場的諸多研究，

大多專注在總體經濟的分析之上，一般咸

認我國幅員不大，而不需要從事區位上的

分析工作。然而，政府政策釐訂與一些資

料所呈現的卻可能並非如此。我國在 1974

年訂定區域計畫法，其主要目的便是希望

縮小區域間過大的經濟與就業差距，而黃

仁德、姜樹翰 (1998) 也發現，我國各縣

市的製造業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有擴大的

跡象，可見得我國縣市之間的勞動市場環

境差異性值得進一步的探討。事實上，在

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與交易成本下降之

下，各地區必定更趨專業化的生產方式，

這也使得我國各縣市產生不同的勞動市場

環境，而整體勞動市場或經濟環境的改

變，對每個縣市或地區之勞動市場的影響

也應該有所不同。因此，本計畫希望針對

台灣各縣市的勞動市場進行探討，以增進

對我國區域間差異與地區經濟發展的瞭

解。 

    勞動力之成為經濟資源是因為它可以

用來生產財貨與勞務，沒有被用來生產財

貨與勞務生產的勞動力，對個人與社會來

說，均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和生產的損失。

失業除了導致當期有形之財貨與勞務的生

產減少外，尚會引起諸多的不良後果: 失

業往往會使生產技能退化 (或人力資本減

退)，待失業者往後再就業參加生產行列

時，其生產力將會受到損害；對個人及家

庭來說，失業是所得來源的中斷或減少，

失業者可能因此失去生活的憑依，至少將

被迫降低生活水準；失業使當事人感到沮

喪，信心受損，造成一種自卑的心理；失

業容易使社會的道德墮落，犯罪增加，因

而造成政治的動亂和社會的不安。鑒於失

業可能對社會產生這些嚴重不利的後果，

各國政府因此莫不設法儘可能使經濟隨時

接近或維持於充分就業的狀態。 

維持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是政府施政

最重要的經濟目標之一，就業與失業問題

一向也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主要課題。我

國自1967年開始，失業率便一直低於3%，

以西方國家的標準，可以說是長期處於充

分就業的狀態。此一良好的就業狀況，導

致朝野與學術界對於失業問題探討的疏

忽，甚至認為失業問題根本不存在。當然，

我國失業率是否真如官方統計所顯示那般

的低，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然而，近

年來隨著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惡化與產業結

構變化的加速，我國的失業率節節上升，

以狹義與廣義的失業率來看，在1981年分

別為1.36%與2.55%，但到2002年12月，

卻分別激增到5.22%與7.46%，更令人擔心

的是，平均失業期間也由 1981 年的 13.7

個月拉長到了近32個月，失業問題日趨惡

化，實值得我們重視。因此，本計畫除了

分析區域勞動市場，也將深入探討我國各

地區的失業問題，以作為政府解決失業問

題的參考。 

    綜言之，無論是勞動市場的動態分析

或失業問題，都需要更精確與更深入的研

究與瞭解。本計畫將利用區域資料來作為

分析與估計的對象，以區域方法來分析勞

動問題在我國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計畫

對於我國勞動市場的研究與失業問題的解

決，當應有所貢獻。 
 

三、結果與討論 

   

在總體勞動市場的研究方面，勞動市

場的動態分析來自於就業、失業、以及非

勞動力三者之間關係的互動，同時探討就

業、失業、以及勞動力參與已被認為是分

析勞動市場動態變化的標準型態。例如，

Mincer (1976) 便利用就業、失業、以及勞
動力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來分析最低工資

的失業效果。不過，即使在一般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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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近年來也逐漸考慮到區位差異性

可以增加對於勞動市場的掌握與瞭解，因

此許多總體勞動市場模型有趨向研究區域

勞動市場的傾向，尤其是  Barro 與 
Sala-I-Martin (1991) 利用美國 50州的資料
來 分 析 區 域 經 濟 是 否 趨 向 收 斂 
(convergence) 以及 Krugman (1995) 揭示
的新經濟地理，更使得區位分析變得重

要。再如，在研究有關最低工資的就業效

果上，就因為區位因素的加入，出現了與

傳統經濟學認為最低工資具有反就業效果 
(disemployment effect) 截然不同的結果，
Card (1992) 便認為傳統單一型態的最低
工資分析，明顯地低估了最低工資的經濟

效果，他曾以美國為例，說明最低工資對

各地區的影響並不相同。Card 與 Kruger 
(1995) 更以專書闡述傳統最低工資的負面
經濟效果研究結果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強

調研究最低工資對就業影響必須考慮區位

因素的重要性。 
此外，Blanchard 與 Katz (1992) 也曾

以美國 50州的就業資料，將就業、失業、
以及勞動參與進行聯立估計，以瞭解美國

近 30 年的區域勞動市場的演進與發展情
況。Decressin 與 Fatas (1995) 也在歐洲聯
盟即將成立之際，引用 Blanchard 與 Katz 
(1992) 的區域勞動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以
瞭解歐洲各國各地區的勞動市場的動態演

進狀況，並進一步與美國各州的勞動市場

作比較，以評估成立歐洲聯盟的可行性。 
    歐美國家由於長期為失業所困，所以
在失業方面的研究相當的多且深入，有關

的文獻可以說不勝枚舉，Alogoskoufis等人 
(1995)、Bean (1994) 、以及 Blanchard 與 
Summers (1986)，都對歐洲長期處於高失業
的經濟問題，有著相當深入的研究。傳統

上，失業的研究著重於循環性失業。例如，

著名的菲利普曲線 (Phillips curve) 將失業
變動與物價變動相聯結，歐肯法則 (Okun’s 
law) 將失業變動與產出波動相聯結，這兩
個理論基本上均將失業視為循環性失業。

雖然不同原因導致不同類型的失業，但經

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導致失業的兩個根本原

因為工作搜尋與工資僵固。所有勞工與所

有工作均非同質的，兩者的匹配需要花費

時間，在這過程中，失業於是發生。當勞

動市場發生供過於求時，如果工資能夠韌

性調整，將可使勞動市場很快回復供需相

等的均衡，失業不會發生；反之，當工資

僵固且高於市場均衡工資時，勞動市場供

過於求的現象無法消除，失業自然發生。 
    不過，由於專業化生產使得區域差異
性提高，使得有關失業問題的區域研究也

開始出現。例如，Partridge 與  Partridge 
(1999) 便突破一般研究最低工資之就業效
果的傳統方法，以美國 48州的資料來分析
最低工資對於長期失業的影響，他們認為

最低工資的提高的確會使長期失業率提

高。在國內方面，黃仁德、姜樹翰 (1998) 也
曾以縣市別的資料來研究基本工資對台灣

青少年就業的影響。另一個有趣的研究議

題，是探討國家整體的失業率對於區域失

業率的影響程度。這樣的分析源自於

Thirlwall (1966) 與 Brechling (1967)。近年
來，Martin (1997) 及 Debelle 與 Vickery 
(1999) 的研究發現，區域失業率大多來自
於整體失業問題。但 Shepherd 與 Dixon 
(2002) 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整體失
業率與區域失業率之間過高的相關性所造

成的扭曲，區域失業問題不見得都與國家

整體失業率有關。 
    勞動市場的動態過程可以就業、失
業、以及勞動力參與來作說明，而來自於

區域勞動市場干擾的估計必須先排除整體

勞動市場的影響力。為此，我們先估計出

下列的 3條迴歸式: 
 

           
itntiiit nNN +∆+=∆ )log()log( 1 βα   (1) 

 
           

itntiiit uUU ++= δα 2             (2) 
 

           
itntiiit pPP ++= )log()log( 1 ςα       (3) 

 
    上式中， )log(N∆ 、 U、及 P 分別代
表就業成長率、失業率、以及勞動力參與

率，下標的 i、 t、及 n 分別代表 i區域、
時間、以及全國。以上面 3條式子進行迴
歸，可以得到就業、失業、以及勞動力參

與率的殘差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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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ˆ)log( ntiitit NNn β−∆=      (4) 
 

ntiitit UUu δ̂−=                (5) 
 

)log(ˆ)log( ntiitit PPp ς−=         (6) 
 
    除去了全國勞動環境（市場）所造成
的區域勞動市場變動之後，所剩下有關就

業、失業、以及勞動力參與的殘差值，就

屬於區域勞動市場本身特有的變動干擾，

即(4)至(6)式中的 ititit pun 以及、、   。值得注

意的是，為了避免虛假迴歸的出現，因此

對所有的變數進行單根檢定 (unit root) 是
必要的。其次，這裡所稱的區域勞動市場

本身的干擾，應來自於市場或企業對於勞

動市場需求面的干擾，而非供給面的干

擾。這樣的干擾能持續多久，則取決於區

域專業化的程度與區域間的勞動流動性。 
    本計畫研究的重點是區域勞動市場的
衝擊反應程度而非就業趨勢。因此，接著

我們估計區域勞動市場對於勞動需求衝擊

所作出的反應，以及此種衝擊的持續性 
(persistence)。亦即，對勞動需求衝擊之反
應速度的快慢？尤其是，當區域勞動市場

衝擊發生時，對失業的影響是否有很長的

持續性，若是的話，這可能來自於結構上

的問題或區域間勞動遷移流動性的不足。

在此，我們想要瞭解區域勞動市場的干擾

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亦即估計區域就

業、失業率、及勞動力參與之干擾對於勞

動需求衝擊的動態反應，這可以利用向量

自我迴歸來進行估計，即 
 

titiititit pLuLnLn ,11,1311211110 )()()( ελλλλ ++++= −−−

              (7) 
 

titiititit pLuLnLu ,21,12312212120 )()()( ελλλλ ++++= −−−

             (8) 
 

titiititit pLuLnLp ,31,13313213130 )()()( ελλλλ ++++= −−−

            (9) 
 
上式中 L 代表遞延運算因子 (lag 
operators)。以上的估計式，是將橫斷面與
時間數列資料結合為混合資料 (pooling 
data) 進行估計。(7) 至 (9) 式可以視為當

勞動市場的衝擊發生時，區域勞動市場如

何利用就業、失業、以及勞動力參與這三

種管道來作調整，若無法完全反應勞動市

場的衝擊，則剩下的非預期衝擊調整則歸

之於區域間的勞動遷移。 
    本計畫是以時間數列分析為主，因此
雖是區域經濟研究，卻需要較長的資料期

間與樣本數，故以主計處每月所公布的《人

力資源統計調查月報》為主，但此資料有

不夠精確的限制與缺憾。因為該資料的就

業人數、失業率、以及勞動力參與率是以

縣市別作為抽樣單位，但由於主計處所公

布的就業資料是以就業者的戶籍所在地為

準，因此無法真實反映各縣市的經濟活

動。但因為抽樣的對象是範圍較廣的縣市

別而非鄉鎮別，因此能將大多數的通勤勞

工涵蓋在內，故可以將調查的誤差減至最

低。 

    結果我們檢驗了就業波動的衝擊反映

分析，結果我們發現能夠吸納就業波動的

主要方式是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也就是許

多原在勞動市場中的勞工選擇在經濟不佳

之下，退出勞動市場來因應。這使我們直

覺，我國的失業問題可能被低估了，也就

是失業問題被非勞動力增加所抵銷，而非

消失了。其次，除了勞參率之外，大多數

能調整就業變動的是其他因素是區域遷

移，代表台灣內部的調整是存在的，也許

我國未來也達成區域均衡，由勞動市場來

看是有可能的。 

     

四、成果自評 

 

本計劃引進區域經濟學來分析我國內

部各地居區的勞動市場問題。雖然我國幅

員不大，但區域上的差異性卻始終是重要

的經濟或政治議題，可見得針對不同縣市

所做的勞動市場研究是十分重要與可行

的。本計劃也得到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與

分析，應可提供給政府當局作為施政上的

需要。當然計劃中，由於必須蒐集與整理

各縣市的時間序列資料，至為龐雜。且在

估計與計算上需要更細心加以分析。本計

劃所呈現出來的結果，仍有很大的修改與

改善的空間。 

其次，我們是引用的資料仍讓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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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因為其調查是以居住地為主，而非設

廠地  (established-based)，資料上是有瑕
疵，因此本計劃一直在考慮到底要以縣市

作樣本，還是要以更大範圍的都會區或區

域來作分析，因為範圍更大，對於就業者

會有通勤上的限制，可能較能符合區域研

究的要求。本計劃並未作其他樣本的估

計，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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