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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女性領導之趨勢討論 

二十世紀末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同時出現多位傑出的女性最

高領導者，其比率之高，即使是歐美先進國家也無法匹敵。而這般榮

景在台灣是否仍能延續甚或超越今日？透過這幾位受訪者在業界的

觀察，以及近幾年學者及報章雜誌的發表，本研究歸納整理出一些觀

點。 

本章首先探討二十世紀末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女性領導的崛

起因素，接下來瞭解女性領導在本土公司是否仍有所限制，最後歸納

出未來女性領導在台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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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二十世紀末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女性

領導崛起因素 
 

一、 台灣社會對女性領導的接納 

 

這幾位女性領導人，在 20 世紀末同時站上美商資訊業分公司最

高領導者的位置，何薇玲認為： 

「這是可喜的，也就是女性出頭的時間到了，從女副總統、女副

閣揆的逐漸出線，代表台灣的社會已能接受女性領導者，民間企業也

願意給女性機會。」 

而邱麗孟對於台灣社會整體對性別的看法，也給予肯定： 

　 「其實台灣整體環境表現的部份是比日本跟韓國是好很多的，因

為有個相對比較棒的整體環境，讓外商公司的女性在努力的時候不會

覺得跟文化是不一樣的，但是相對的在日本，在韓國，因為在外面的

環境不是那麼的好，即使有一些很專業的經理人，在外商公司，雖然

她表現的很優秀，雖然外商公司還是提供 open 的東西，但是外面環

境沒有繼續當成一個 motivation 的 factor，鼓勵這些女性繼續往前，

她可能在中間就退縮了，因為是外在文化，外在大家的期望，可能就

會退縮。比如說日本韓國可能認為女性不應該拋頭露面，應該還是在

家裡 take care family，雖然她很努力，雖然她優秀，雖然外商公司提

供相對很好的機會，但因為外面的環境跟輿論，會造成她會有點

struggling，或者是會猶豫，我在猜可能是這個現象。」 

近年來，女性領導人在其他華人地區也逐漸浮現，例如由＜財

富雜誌＞選出的世界五十商界女強人，其中來自亞洲的澳門賭王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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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超瓊、香港溢達集團董事長楊敏德，海爾集團總裁楊綿綿、聯想

集團財務長馬雪征等，以及曾獲選為亞洲二十五位最具影響力企業

家，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何晶，同是出自華人背景。而過去給人重

男輕女刻板印象的日本，近來也逐漸有女性 CEO 的出線，日本 Daiei 

Inc.的 CEO 兼董事長 Fumico Hayashi，SANYO 的 CEO 兼董事長

Tomoyo Nonaka 等，雖然在 2005 年 5 月 2 日 Business Week 亞洲版評

論中，認為她們會獲選為最高領導者並非因為他們的性別，而是因為

他們是立場客觀的外來者（Outsider）， 但我們可說，她們畢竟沒有

因為是女性而被剔除在名單之外。 

女性領導者的陸續出現，代表性別條件已不再是決定一個人是

否勝任的重要考量，在職場中男女已逐漸能被公平地被比較及提拔。 

 

二、 美商企業兩性平等的文化 

 

邱麗孟提到：「外商公司的評估就是依照表現而不是性別，不能

有性別歧視，不能有種族歧視，要言論自由，這是很清楚的，所以相

對女性機會也比較大。」 

邱瀅憓提到：「在外商企業，男女的確比較平等，較沒有歧視的

問題。」 

負責人力資源的劉筠棋也提到：「Intel 總部有一個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ment Guideline，是全球一致的公司文化。從 2003

年開始比較偏重 Diversity 這一塊，而這主要分成兩項，第一項是

Female technical hiring，第二項是 Female technical promotion，台灣去

年有 22％的 Female technical hiring。2003 年開始我們把它具體化，

說我們要多少比率的女生，讓 hiring manger 去注重，在面試及作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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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時，可以把這樣比率的機會讓給女生。尤其在升遷的時候，理工

背景大都是男性的天下，基本上我們是讓部門知道，有機會的話，不

要只給男性，也要給一些機會給女生，女生在學習時，如果女生跟這

些男生一樣傑出，或甚至更傑出，事實上是有機會領導這個團隊的。

我們有在計算，現有的高階層，某一個層級，有多少是女生，這是一

個指標，會作每季的追蹤 quarterly tracker。」 

探討為何外商在台灣分公司會有較開放平等的作為，劉筠棋認

為：「第一、外商的員工平均教育水平較高，較能接受男女平等的觀

點。第二，外商不只是跟台灣內部的人比，而是跟外面的人比，其實

香港和新加坡最悍的都是女人，現在大陸也差不多了，其實舞台上都

已看到很多女性，各有各的一片天及專業立場，所以不會去歧視那些

女人。但是在台灣，尤其是南部，台北還好，甚至包括新竹，女性不

能說沒有空間，但要走到上面的路會比較辛苦。」 

美商公司在總部的人力政策支持下，女性不論在晉用及升遷，都

獲得更完善的保障，而公平的績效評估制度，也讓女性能盡情發揮所

長，與男性一較高下，企業也因得到這些人才的效力，而有更好的發

展及績效表現。 

 

三、 女性個人的努力開花結果 

 

而女性近幾年在職場上的努力，也是功不可沒，鄒開蓮及邱麗孟

都認為： 

「這是這些年來女性認真努力的結果。」 

「外商中，不只是高科技公司，很多的女性專業經理人都是很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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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也蠻優秀的，過去的努力結果剛好在這幾年呈現出來。」邱麗孟

說到。 

鄒開蓮自己觀察近幾年身邊女性領導者的特質： 

「我個人所接觸到的中高階女性，大都以執行力見長，擁有充滿

戰鬥力等較中性的個人特質。 

一開始這些女性主管並不會設定自己一定要做到哪個職等，他們

大都較強調的內在的成長，換工作時常是為了尋找更好的學習機會，

或是受重視的感覺，一步步累積實力，才達到今天的成就。」 

雅虎的事業部門主管，同樣也是女性領導人的邱瀅憓提到：「要

在眾多優秀的同事中有突出的表現，關鍵就是『敢秀』，據我觀察，

女性在這一點上佔了優勢，現在已經不是勞力的時代，而是一個比智

力，比效能的時代，在團隊的運作中一定要懂得表現自己，而女生相

對來說是有較好的表達能力及方式，讓工作內容及績效清楚且生動的

被傳達。」 

邱瀅憓指出，「在與國際市場互動頻繁的外商公司中，運用與國

際市場共通的溝通的方式是必要的，當歐美人士用一種積極甚至是具

威脅性的態度與你進行生意往來時，如果你沒有能夠自信的與他們溝

通，當然就沒有資格站在那個位置。因此我們常會發現外商主管，總

是很會表達自己，把自己充分展現出來，而這一部分女性似乎佔了一

些優勢。」 

「另外，大部分在外商的女生個性是堅毅且具韌性的，表現是非

常亮眼的。因為在職場上，女性要爭取一個位置，可能較同條件的男

生不容易，在這艱困的狀況下，必須用一個比較高分貝的方式，去讓

別人意識到你的存在，或是願意把這個機會給你，要在男性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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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突顯出來，就必須要有一些過人的特質。」 

邱麗孟也提到，「其實分公司領導者每天花最多時間的工作，就

是「溝通」，跟客戶溝通，跟政府溝通，跟業界溝通，跟員工溝通，

跟美國總部溝通，溝通能力要很強，才能達成目的。」 

女性的表達及溝通能力，在外商公司已受到肯定，而現在的企業

管理漸漸從以往階層、教條式的權威方式，走向由溝通、尊重的管理

方式，女性本身具有的細膩特質與柔性溝通協調能力，將可以轉化成

為職場上的工作及管理優勢，成為女性在職場成功的關鍵利器。 

在「CIO WISDOM－Best Practices from Silicon Valley's Leading IT 

Experts」一書中提到，女性的優點在合作溝通協調上，尤其是團隊合

作時，具有好的溝通能力將是成功的重要一步。 

此外，由於女性本有的敏銳感，可以提出對問題不一樣的看法，

並可以隨時洞察外在變化，常可以在關鍵時候發現問題所在，適時的

調整企業策略方針。尤其是許多研究指出，相較於男性的直線性思

考，女性反而可以在一些事物中看到比較多的細微差異，同時女性的

思路也比較周延。（林怡辰、左宛玉，2005 ）   

女性善於溝通、勇於表現自己、有執行力、觀察力敏銳、思考周

延等介於兩性間的特質，在強調人性化管理的今天，逐漸成為企業亟

需的領導特質，而女性也正為自己開創更大的舞台。 

 

四、 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之特殊角色 

 

由於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價值鍊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

跨國大廠的元件供應，或是代工生產，都是來自台灣，「台灣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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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別，因為我們在IT上下游的產業非常健全，所以台灣土地雖小，

但分公司的重要地位一直是蠻前面的。」劉筠棋提到。 

因此這些跨國企業的台灣分公司負責人，不只是要創造業績，更

需要為母公司與台灣本土供應商及協力廠商建立合作管道，而如何扮

演橋樑的角色，積極為兩方爭取對方的資源，成為是否有能力勝任台

灣分公司領導人的關鍵。女性積極於展現自己能力以爭取資源，以及

在談判桌上身段柔軟善於溝通的能力，容易獲得青睞。 

鍾易良就提到：「我覺得她（何薇玲）很懂得經營自己的人脈，

考慮的方向是先幫別人想，這對她來講都有直接的幫助。舉例來講在

HP台灣分公司以revenue來講並不事再全球裡面一個大區域，美國、

法國、英國都比台灣來的大，可是台灣是一個製造的地方，我們有非

常多的產品是台灣製造的，她就會邀請總公司非常senior的到台灣這

邊來看，讓產業界，我們國內製造業的業界，跟國外的遠在總部的一

些senior management，來看台灣的產業界和企業界，了解一下台灣。

這些事情，和她目前本身負責的business，其實沒有關係，只是透過

這樣一個串接的東西，我們國內廠商能夠面對面表達國內廠商對HP

的想法、看法、期望、期許。甚至我們有能力來表達我們台灣所製造

出來產品的品質、水準等各方面。國外的老闆回去之後也會引見給一

些政府的機關，所以透過這樣網絡的開拓，雖然對她本身沒有直接的

幫助，可是對於國內的企業界或是和總公司的互動會更多。」 

2004年台灣政府公佈美商惠普以近六年對台採購金額達650美億

元以上，居第一大國際對台採購，何薇玲功不可沒。 

微軟也非常在意事業夥伴的滿意度，而這方面，邱麗孟也積極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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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員工的考核裡面，第一條就是客戶跟夥伴的滿意度。像

很多OEM廠商是我們的夥伴，像是台灣的一些硬體的開發商或者是

軟體的廠商，或是系統整合商，都是我們的夥伴，我們也要好好服務

他們。微軟現在是很不一樣的，我每年會辦兩次夥伴高峰會，邀請我

們事業夥伴的高階主管來座談，就是說你們給我們批評，我們有哪邊

做不好要改進，我們來設立夥伴的抱怨專線，除了客戶方面的專線之

外還有夥伴的抱怨專線，因為大家互相合作，他們成功也是微軟的成

功。」 

而邱麗孟也很驕傲自己為台灣事業伙伴爭取總公司資源的成果： 

「我個人卓越的貢獻之一，就是成立技術中心，就在我們八樓。

我們的技術中心其是三年我們要投資五億五千萬台幣，這是微軟在臺

灣最大的一筆投資，對台灣的意義很大。因為這個技術中心的成立，

能夠就近在台灣幫助我們很多軟體的夥伴，提升他們的技術能力，幫

他們能夠跨到大中華區或是亞太的市場。為什麼是個驕傲，因為我爭

取了一年半才讓它實現，不容易，因為它的市場很小。台灣的市場太

小了，人少市場少。因為我們技術中心全球才九個，有其中一個在台

灣。我們微軟全球的分公司超過七十個，為什麼是台灣?你要有些策

略，去說服美國總公司，這是我很大的驕傲，而且我花了一年半的時

間，中間幾乎是快絕望了，但是我努力不懈，最後成功了，我很高興。」 

女性善於協調溝通的特質，正好符合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在全

球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總公司採購與本土製造商的橋樑、客戶與協

力廠商的合作夥辦，這正好讓女性重人際關係、思考周延、勇於表現

的特質找到發揮的舞台，也讓台灣女性的表現更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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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點：台灣社會對女性領導的接納、美商公司兩性平等的文

化、女性個人的努力開花結果、美商資訊業台灣分公司之特殊角色，

是歸納受訪者的觀點，以及相關次級資料之報導，得出台灣女性在二

十世紀末美商資訊業大量崛起的因素。 

然而，這樣女性大量崛起的的現象仍侷限於外商，台灣本土企業

在女性領導上似乎還有一段距離需要追趕。為何女性領導無法普及至

台灣本土企業，台灣企業文化是否仍有所謂「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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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女性領導的限制 

從一些相關數據如：業界女性領導指數，台灣民間企業女性管

理及經理人的比率為 15％，排名 63，中華徵信所 2003 之調查台灣企

業女性董事長所佔比率僅 7.2％；女性總經理所佔比率為 5.8％；而經

理級佔 11.9％，足見女性領導在台灣，還不是普遍的現象，探究其原

因，可能包括下列幾點： 

 

一、 工作環境的壓抑 

 

何薇玲就指出，「這的確是較可悲的一面，這個女性領導者現象，

大部分存在於外商公司，代表本土公司對於女性的提拔仍是有限，或

是有所顧忌。」 

邱麗孟指出：「要增加女性主管的比率，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

就是公司對性別不能有歧視，在選拔一個主管的時候，不能主觀認定

女性會因為有家庭的牽絆而無法勝任，這是剝奪女性的權利。」 

然而，固定的工時和加班制度、繁重的工作量、強調技術能量的

工作條件，加上女性仍需負責家庭勞務等因素，都讓女性對於競爭激

烈的工作，如 IT 產業工作卻步。 

 

二、 女性在職場中的角色仍未被充分認識 

 

同樣是高科技公司，台灣本土許多高科技公司在應徵時，仍只限

男性，探討其原因，劉筠棋認為是因為女性的人數還不足以抗衡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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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的力量，而這些男性也沒有機會看到女性的表現：「那些竹科

公司，為什麼限男性，因為他們的 level 裡都是男性，內部的 technical 

person 和高階主管也都是男性，所以那是一個父系社會。」 

甚至連高科技業中的人力資源部門也有同樣狀況，劉筠棋說：「他

們可能有公會，有些人主觀認為女性根本無法和公會抵制，而公會的

用途就是和人力資源部門及上層作溝通或周旋，所以他們希望人力資

源的人能有很強烈的 push back 回來，而他們認為如果人力資源代表

由女性來擔任，就較不能做到這一點，感覺比較柔弱，沒有堅守公司

立場，很容易同情勞方一下心軟，就給太多。」 

也就是說，台灣的部分企業還未給女性展現的機會就直接拒絕，

因為在他們認知的女性，還停留在柔弱、需要被保護、被動的刻板印

象中，相較於外商公司許多接觸各國女性領導者的機會，台灣企業對

於女性在職場中的發展，還需要更開放的心胸。 

 

三、 女性自我設限 

 

而鄒開蓮則認為，有時是女性為自己設限： 

「女性在管理上雖然擁有許多優秀特質，但面對大格局、高壓力

的工作環境，其挑戰的意願仍低。當員工升到某一職等，面臨繼續晉

升或是出局的選擇時，男性通常很直覺得選擇繼續晉升，而女性則會

將家庭及個人等因素一同考量，在這中間求得一個平衡。」 

在一些關於女性領導者的報導中也指出，以現在社會的主流價值

來看，女性的確比較會把家庭排在第一順位，也因此對工作的企圖心

比較沒那麼高，所以比較不會積極爭取升遷的機會。（林怡辰、左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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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2005）女性在面臨是否接受高挑戰性的事業時，會有較多考量。  

然而，鄒開蓮也提到，「或許是因為分公司的經營還是比較單純，

因此女性領導人有能力勝任，如果觀察這些公司，總部還是由男性主

導，畢竟面對具爆發性的高科技產業，男性似乎仍較能勝任領導者的

角色。」 

男性與女性的能力是否真的有差異，在本土高科技公司也陸續出

現女性最高領導者，以及女性創業風氣逐漸興起之際，如此的觀點還

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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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女性領導的趨勢 

趨勢專家約翰奈思比（John Naisbitt）先前的觀察認為，女性在

職場的弱勢年代即將過去，隨著教育程度提高、經濟獨立，女性對於

工作生涯的發展將會有超越男性工作者的表現。 

在這樣的發展下，是否會有更多女性領導人的出現，幾位受訪

這都持樂觀的態度，將她們的觀點歸納如下： 

 

一、 女性領導的標竿已建立 

 

當初何薇玲是公司內部第一個被提拔的女性主管，而她也是外商

公司中第一個女性台灣分公司總經理，她的夫婿石克強說：「她傑出

的表現，或許也成為其他公司晉用女性主管時的參考。」 

而在雅虎奇摩大部分的事業主管，也都是女性，邱瀅憓指出，「公

司從未刻意安排，如果真要找出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要跟隨鄒開蓮

這樣一位腳步快速的主管，你的步調必須跟她是一樣的，女生因為比

男生更能快速表達整理自己的想法，因而獲得一部分的優勢。」 

邱麗孟也認為：「整個台灣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外商在台灣的

分公司都是其他國家分公司的領先指標，外商在如此重要的據點中，

願意提拔女性，也更證明這些女性專業經理人的努力，其專業是更值

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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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女性自我期許提升 

 

邱麗孟認為，「台灣的女性 CEO 將會越來越多，因為社會環境對

女性是有利的，台灣是少數一個高階有女性的地區（女副總統），加

上台灣女性經濟條件很好，受教而且是高等教育機會是越來越大的。

當女性教育程度越高，需求會有所不同，女性會希望對社會有所貢

獻，在職場能夠有所表現。只要這些條件繼續存在，女性就有機會。」 

社會結構逐漸改變，一般人對女性的角色期待也逐漸改變，男女

之間的角色任務差異已逐漸縮小，對女性而言，事業的生涯發展已成

為發展自我價值，並由其中表現自我，完成自己的理想的管道。即使

女性在生涯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比男性還多，但現代女性仍將女

兒、妻子、媳婦、母親等單純角色扮演，伸展為工作、事業並造就自

我實現的人生。現在婦女對於自己的人生有更多的有選擇，對於工作

及生涯發展也有更大的規劃及發揮空間。 

 

三、 企業重視女性福利及個人成長 

 

2005 年泛亞人力銀行針對女性上班族進行票選，最讓女性感到

幸福的企業包括智邦科技，奇美電子、友達光電、福特六和、IBM 等

公司。以智邦為例，公司內部不但擁有漂亮的哺乳室，還提供女性員

工月薪 30％的生育補助，生產後也有 10 個月「留職半薪」的待遇。  

許多企業也願意投資女性員工的職涯發展，一些重視女性人才的

企業，開始願意投資許多貼心的福利和心靈成長的課程，成立專屬女

性員工的網路學習社群，提升女性人力資源和素質。以 IBM 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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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4 年底的資料，其經理級以上的主管有 20％是女性，為激發

女性的工作潛能，特別針對女性員工也開辦成長讀書會，並設立女性

導師制度，協助這些在男性為多數的職場中奮鬥的女性，認真規畫未

來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