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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購買力指數調整後 之
各國大學教授月薪

各國大學教授薪資情況
以購買力計算，中國大陸新聘大學教師的薪資最

（元 / 新臺幣）

差，根據這項研究的指數計算，每月只有 7,783 元，
國家

新聘教授
（Entry）

平均薪資

最高等級教授
（Top）

惟據作者徵詢結果，中國大陸名校教授人員的實際

加拿大

172,277

216,240

285,024

薪資遠高於 Altbach、Reisberg 與 Pacheco（2012）

義大利

105,926

208,998

273,996

南非

118,006

196,257

280,367

印度

118,818

182,404

223,362

美國

148,748

181,923

221,108

沙烏地阿
拉伯

103,883

180,360

256,146

英國

122,514

178,587

251,488

較亞美尼亞 12,170 元和衣索比亞 25,963 元還低。

所統計。以中國大陸的金融與經濟學校為例，給予
獲得美國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新進助理教授，相
當優渥的薪資待遇，年薪約合新臺幣 1,934,800 至
2,418,500 元之間。
加 拿 大 的 大 學 教 授 收 入 最 高， 新 聘 大 學 教 授

●全球學術界因為人才流動，逐漸被分為人才流失國家，以及人才引進的國家。圖為淡江大學政經系外籍教師上課實景

令人動心的薪資條件

撰文／臺灣競爭力論壇彭錦鵬理事長

澳洲

118,097

171,676

225,345

的 平 均 月 薪 為 172,277 元， 正 教 授 的 平 均 月 薪

荷蘭

104,334

159,656

214,046

為 285,024 元。 加 拿 大 全 職 教 授 的 平 均 月 薪 為

德國

146,794

154,487

191,809

216,240 元，與美國 181,923 元及英國 178,587 元

挪威

134,955

148,447

175,702

相比，都略勝一籌。然而，部分人士認為加拿大擁

以色列

105,926

142,647

191,629

奈及利亞

82,878

139,101

187,181

馬來西亞

84,861

139,071

236,313

國際大學薪資比一比

有高薪的教授是用學生每年學費調漲換來的，並不

阿根廷

94,688

112,838

131,769

法。除了教授盡本身努力做出最好績效外，絕大多

法國

59,289

104,694

143,489

全球化的競爭下，要找到一流人才，就必須提供符合國際水準的薪資才能吸引人才及留住人才。

數的加拿大大學都受到工會保護，使教授們在 2001

日本

87,055

104,364

138,350

也才能厚植我國國際化基礎、追求高教的卓越化。

至 2009 年之間，薪水成長了 46％，幾乎是通貨膨

巴西

55,833

95,529

136,728

哥倫比亞

59,048

81,195

121,943

土耳其

49,733

74,975

119,208

值得鼓勵，但也有人支持這是網羅優秀教授的作

漲率的 3 倍。

24

在比較國家之間學術職業的吸引力時，薪

本文為進行有意義的比較，所引 Altbach、

資水準是首要考慮的因素。Altbach 等學者在

Reisberg 與 Pacheco（2012）統計資料，會根

2012 年所編的專書《大學教師薪資：報酬與契

據不同國家的購買力指數（purchasing power

約的全球比較》（Paying the Professoriate：

parity index，PPP index），針對各國教授薪

A Global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and

資進行調整。由於大部分私立大學不公布薪資

Contracts）中，整合各國政府公布的統計資料

資料，因此這項調查並未包括私立大學。計價

與調查資料，以分析及比較世界 28 個國家大學

單位為新臺幣，匯率則以 1 美元兌換 30.05 元

教授的薪資情況。

新臺幣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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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新聘大學教授的平均月薪為 148,748 元，

捷克

65,299

78,040

117,135

正教授為 221,108 元。以購買力而言，美國正教授

墨西哥

40,147

58,327

82,037

的平均月薪也落後很多國家。例如，義大利正教授

拉脫維亞

32,664

53,639

79,753

的平均月薪為 273,996 元，南非為 280,367 元，沙

哈薩克

31,162

46,668

69,235

衣索比亞

25,963

36,270

47,479

烏地阿拉伯為 256,146 元，英國為 251,488 元，馬

中國大陸

7,783

21,636

33,265

來西亞為 236,313 元，澳洲為 225,345 元，印度為

俄羅斯

13,012

18,541

27,346

223,362 元。

亞美尼亞

12,170

16,167

19,983

同時，研究結果顯示，歐洲各國的教授收入有很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 Altbach、Reisberg 與 Pacheco
（2012/11）並以 1 美元等於新臺幣 30.05 元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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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薪資結構光譜
大差異。英國的大學教授平均薪資為 178,587

部分附加收入是通過勞動力市場集體協商決定

元與美國 181,923 元相差無幾。就新聘教授的

的（如荷蘭），並建立在有關養老金、育嬰假、

薪資而言，英國為 122,514 元低於美國 148,748

健康保險等國家規定的基礎上。其餘津貼，例

元，但就最高等級教授來看，情況則完全不同，

如德國教授享受的績效薪資，則是由個人和大

英國大學最高等級教授的平均薪資為 251,488

學進行談判決定的（Jongbloed，2012）。

元，而美國則是 221,108 元，高出 3 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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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薪資結構
德國、法國

市場型薪資結構
英國、美國、加拿大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德國大學，聘用續約的條件非常嚴格，

相較於美國和英國的情況，德國新聘助理

以至於教授在契約結束時通常被迫離職。對年

教授薪資結構類型

大、英國、澳大利亞、南非和美國等國家都屬

教授的薪資為 146,794 元、平均薪資 154,487

輕研究者來說，「升職或離職」是德國學術

關於大學教授人員的薪資結構，主要可分為

於這個類別。這類採取市場型薪資結構的國家，

元、 最 高 等 級 教 授 的 薪 資 為 191,809 元， 三

行業的基本規則。通常，當教授們通過發表

歐陸國家的國家型薪資結構，以及英語系國家

強調薪資對教授人員學術職業的健全發展，和

者之間的差異相對較小。由於法國的國家職業

學術著作和教學資格後，才能夠終身享受公

的市場型薪資結構，兩種對立的型態，而英語

對大學的貢獻至關重要。在全球化時代下，各

結構（national career framework）及其較低

務員級別的教授待遇。講師和博士後等其他

系國家的學術系統所提供的薪資通常比歐洲大

國教授人員的薪資會彼此影響，教授們傾向於

薪資水平，在新聘助理教授薪資 59,289 元、

類型教師獲得的薪水和工作保障相對要少得

陸較高。就大學教授的薪資結構、身分、保障

到報酬和環境最好的地方工作。如果學術人員

平均薪資 104,694 元、以及最高等級教授薪資

多，將近三分之二的講師和博士後，簽署的是

來看，一些歐洲大陸國家給予公立大學的學術

的薪資水準不具吸引力，「最好的」和「最聰

143,489 元，法國大學的教師薪資均比美國低 8

固定任期的臨時聘用契約。為縮短獲得教授

人員公務員身分，為教授人員的學術工作提供

明」的人才將不會被吸引到學術領域中來。同

萬至 9 萬元左右。因此，法國的學術職業對海

資格的時間，並試圖取消「特許任教資格」

了足夠保障，從而保障其體面的工作環境和報

時，如果沒有合理的契約和聘僱規範，學術自

外教授的吸引力相對較弱。

（habilitation）， 德 國 大 學 設 立 了 初 級 教 授

酬。但是，在這些國家，與其他受過高等教育

由以及穩定而滿意的職業生涯都將難以保障。

（junior professorship）這一職位。為避免「學

大學教授的其他收入

的專業人員相比，教授人員的薪資水準是不高

因此，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和南非

術近親繁殖」，初級教授必須在其他學校至少

的。在其他國家，包括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

這些國家，通常會在嚴格的評審後，授予學術

Altbach 與 Pacheco（2012） 指 出， 在 北 美

任職 6 年。但至今德國的初級教授並沒有達到

中國大陸、拉丁美洲（巴西除外）、奈及利亞，

人員終身教職。

和西歐，薪資通常是教授人員最主要的收入來

預期數量。「跳槽」一所大學是獲得教授職位、

這些國家學術人員的薪資較低，契約也缺乏透

源，但在其他國家，除了薪資以外，教授人員

提高薪資收入的典型方式。當獲得其他大學的

明度。相對來看，在此類型的國家，很少有教

市場型薪資成趨勢

也會有其他收入來源。以中國大陸為例，儘管

職位邀請時，教授將可藉以與原服務學校就薪

授人員被解雇，也很少有教授人員接受嚴格的

進一步分析世界頂尖大學的教授人員薪資，

在高教體系投入鉅額經費，尤其是在研究型大

水、職位，以及其他資源進行談判。由於豐厚

評估。例如，在沙烏地阿拉伯，當地的學術人

從校級的層次，比較教授人員的薪資差異。基

學，但其教授人員的平均薪資卻很低。因此中

社會保險和福利，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教授

員在入職時即獲得終身任用。某種程度而言，

本上，非歐陸國家的頂尖大學，係採市場型的

國大陸大學教授的收入來源比較複雜，部分人

的收入是非常可觀的。但是不確定職業前景造

在國家型薪資結構的國家中，大學為大部分的

薪資結構進行教授薪資的發給。其中，助理教

員會因發表文章，批改試卷或承擔其他學校工

成德國大學對教授（尤其是年輕教授）的吸引

教授人員提供一種相當於「終身職」的長期聘

授年薪最高的是香港城市大學，高達 288.9 萬

作，獲得額外福利和其他收入。

力欠佳（Jongbloed，2012/6）。而必須重視的

僱關係（Altbach & Pacheco，2012）。

元，至於教授年薪最高者，則為新加坡南洋理

僅計算薪資並不能精確反映教授的整體收

問題是，當教授人員兼職賺外快的情況日趨普

但 相 對 地，Altbach 與 Pacheco（2012） 也

工大學的 525 萬元。論及世界排名歷來均在前

入，還需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對教授收入進行衡

遍時，會使教授分散了對學術的注意力及精力，

指出，部分英語系國家為教授人員提供合理的

三名的美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年薪為 247.1

量。除薪資外，教授收入還包括福利和津貼。

人才的問題也可能因此更顯嚴峻。

薪資、保障和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包括加拿

萬，而教授的年薪更高達 502.5 萬元，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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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頂尖大學教授年薪 （萬元 / 新臺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255.0

美國耶魯大學

247.1

香港城市大學

365.0
284.0

288.9

日本東京大學
179.1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147.2

502.5
333.3

270.1

香港大學

525.0

444.4

240.3

330.2

235.0
180.5

318.4

教授
副教授

241.9

助理教授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

178.9

0

2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彭錦鵬、劉坤億與林文燦（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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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級距超過兩倍。再觀察香港城市大學與香

勵卓越的教學和科研活動，增加學校的學術自

港大學的情況，雖然均在香港，但香港城市大

由權利。歐洲大學需要制定靈活、開放和透明

學的教授人員薪資與香港大學之間存在相當大

的聘用方式，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學術職業發展

的差距。無論是在助理教授或是教授的薪資，

前景。相對地，如果不能為教研人員提供合適

兩者之間的差距均達到百萬元以上。整體而言，

的職業收入和承諾，歐洲大學將很難聘用到最

採用市場型薪資架構的頂尖大學，強調的是教

優秀的學者，更遑論進行最優質的教學和研究

師薪資的差異性，包括國際之間的差異、校際

活動（European Commission，2011）。

之間的差異、以及教授人員級別之間的差異。

法國大學的聘用方式，是由國家機構基於全

●郭兆林老師在研討會演講

資源多人才多

撰文／林宜諄

郭兆林：傑出人才物以類聚

Altbach（2012）等學者的調查發現，由於資

國情況統一進行管理，大學不能獨立制定薪資

臺灣科學家郭兆林遠赴苦寒的南極 4 次，最長一住 2 個月，自詡「對南極熟悉得像自家後院」。

源豐富的國家從較貧困國家大舉吸收人才，全

政策，但這情況近年已有所改變。大學開始實

在工時長、回報低的科研之路上，堅持走了二十多年，最終成為發現宇宙暴脹證據實驗團隊的領

球學術界逐漸分成 2 種範疇：人才流失和人才

施基於教學和研究績效的獎金體系，同時也開

導人物之一。

引進。同時，在很多國家，在頂尖研究大學任

始實施新法規以增加學術自由，以顯示兩者表

職的教授和在教學大學任職的教授，彼此的薪

現的差異性。德國也開始實施這類績效獎金制

資差距也在逐漸拉大，而後者是目前大學教師

度，約有 25％的德國教授人員能夠獲得績效獎

今年 3 月，美國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

的過程，才形成今日我們認知的宇宙，這就是

的主力（葉興臺，2012）。在 2011 年出版的

金（Jongbloed，2012）。整體而言，為了因應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所謂的「宇宙暴脹論」（Inflation）。這個理

《促進經濟成長和工作發展—歐洲高等教育體

全球化的學術人才移動以及競爭壓力，許多採

宣布，他們在南極的 BICEP2 觀測望遠鏡找到

論預測宇宙生成時的會產生原始重力波。如果

系現代化進程》（Supporting Growth and Jobs:

取國家型薪資結構的國家，已漸漸朝向市場型，

宇宙「重力波」（gravitational waves）存在

BICEP2 的發現能被進一步證實，將有助解開

An Agenda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Europe’
s

以績效獎金的方式，在基本薪資結構上進行彈

的證據，被天文學界形容是近二十年來最重大

宇宙起源的秘密。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報告中，「歐洲委

性調整。

的發現。宇宙約在 140 億年前的高熱狀態中瞬

來自臺灣的美國史丹佛大學助理教授郭兆

間誕生，而這個大爆炸本身是個急速膨脹擴張

林，是這個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而這次

員會」號召歐洲大學應改革人力資源政策，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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