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台灣在 2002 年公佈施行「兩性工作平等法」之後，已正式揭示任何在工作 

上的召募、甄選、晉用、分發、配置、考績或升遷等，皆不得因性別而有差異。

在此我們發現，若在勞力市場中男女兩性的立基乃是平等的，便不需此法的存

在與施行。對許多勞動者而言，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隔離與性別歧視現象，

已成司空見慣，也屢見不鮮。且，國內外皆然。 

 

以日前國內媒體大幅報導的例子來說： 

「台鐵宣布左營新站站長由現任高雄站站務主任上官慧珠出任，成為台

鐵百年來首位女站長，她在二十六歲參加鐵路局特考，以榜首考進鐵路

局，從基層站務員做起，二十二年來都在高雄站服務1…。」 

 

  公部門應是最遵循內部勞力市場邏輯的組織，所有僱用、升遷、敘薪、獎 

懲等人事行動都按照制度操作，然而我們卻發現女性在公部門中的升遷不易，

以及擔任主管職的稀有性。此現象，在台灣並非特例（張晉芬，2002），也並

非台灣特有。 

再將視野拉到國際上來觀察： 

 

「根據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最新研究顯示，在接受調查的 

美國千大企業中，有 48％未有女性擔任任何高階主管職位，而剩 

餘者有 1／5 僅提供具代表性的席次，另有 1 成則僅有 2、3 位女 

性高階主管。亞洲的表現更糟，女性高階主管人數只有北美的 

1／8。2」 

 

即便在號稱最民主、最注重人權的第一經濟強國---美國，女性想要進入組織 

中的高階主管職仍然相當不容易。莎士比亞的名言「女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在

西方社會中仍可窺得其影響力。回過頭來，在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東方社會，

                                                 
1 摘錄自 95.9.19 蘋果日報「台鐵百年首見女站長」。 
2 摘錄自 95.12.19 工商時報「近半數美國公司無女性最高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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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無才便是德」也是對女性的無形束縛，傳統東方社會中，許多父母親認為

不需要讓女孩受太多的教育，女生只要有溫馴的個性，將來嫁個好夫家，在家相

夫教子即可，雖然此類價值觀隨著社會發展已有所變遷，然不容否認的，傳統「男

主外，女主內」的觀念，仍舊有形無形中影響著男女兩性參與勞力市場行為，同

時也對勞力市場中男女兩性地位不均等的情況有著一定的影響力。 

     

    上列我們分別從法律、台灣公部門中實際案例、美國學術機構調查與東西 

方傳統文化來證實，女性在勞力市場中的不利情況是實質上存在著，且即便時至 

兩性平權觀念已以鋪天蓋地之姿使所有人的生活中均浸淫在其中的今日，性別研 

究仍受許多學門研究者傾心的關注，「女性」在性別研究中仍是弱勢的代名詞。 

於是，作者好奇著，勞力市場中女性長期以來的不利地位是否乃因女性勞動者之 

總體人口特質即不如男性，於是想當然爾造就了女性之職業地位不若男性的事 

實？ 

    因之，以下首先分析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長期以來兩性勞動者在人口性別組

成與人力素質上是否有顯著差異造就兩性職業地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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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在本研究之研究背景中，將呈現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勞動者在性別與教育程

度上的長期趨勢變化與組成，使讀者對台灣勞力市場中兩性勞動者在人口素質與

基本性別組成上的變化有一初步的瞭解。 

 

一、勞動力性別組成 

美國勞力市場中，女性在兩次世界大戰間開始進入勞力市場中，彌補男性的 

不足，也使得女性被定位為勞力市場中的產業後備軍。儘管如此，女性的進入仍

舊對勞力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和改變。在台灣地區的勞力市場中，女性參與勞力

市場者同樣也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從兩性勞參率（圖 1.1）中可發現，多年來男

性整體勞參率逐漸下滑，而女性則反而是緩慢升高。關於勞力市場中的男性勞參

率越來越低的原因，目前國內學者討論者較少，而國外學者 Bianchi and Spain

（1986）分析美國趨勢，發現美國男性勞參率減少的原因，55 歲以上高齡勞動

者之勞參率逐年降低對男性總體勞參率有重要的影響。若分析國內男性年齡別勞

參率（附圖 1.1），同樣可看出 55 歲勞參率有大幅下降的趨勢，除此之外，在 15-24

歲者勞參率也有大幅下降的情形，此則因教育年限的延長後，此年齡層人口未進

入勞力市場的百分比有大幅增加所致。 

而女性勞参率則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共同關心的議題（黃俊英，1992； 

李大正、楊靜利，2004；王麗容，1995），目前學者針對國內女性勞參率逐漸升

高的原因，已一致的認為，經濟環境變遷、人民整體教育程度上升使得女性人力

資本增加、兩性平權逐漸為人民所重視、家事工作的簡化、家庭中小孩人數減少

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 1970、80 年代，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由農業社會轉變為

工業社會，勞力密集的工業增多，吸引許多女性進入。加以 90 年代之後，服務

業迅速成長，更創造了女性的就業機會（李誠，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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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台灣地區民國67-94年兩性勞參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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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台灣地區民國67-94年勞動力性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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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台灣地區男女兩性的勞參率後，再從勞力市場中勞動力的性比率

（ratio）來觀察，由圖 1.2 中可得，台灣地區勞力市場的性比率在民國 68 年時高

達 202，也就是說，每 100 位女性勞動力，就有 202 位男性勞動力，男性勞動力

人口數高達女性的 2 倍，相差不可謂不懸殊，然自此之後勞動力性比率逐年下

滑，至民國 94 年為止，已接近 150。雖男性勞動者人口數仍是女性的 1.5 倍，然 

台灣勞動者性比率在 28 年間以下降達 50%，增加速度可謂相當迅速。就此原因，

我們同樣從女性年齡別勞參率來觀察（附圖 1.2），發現除 15-24 歲者和男性同樣

因教育年限的延長而有勞參率明顯下滑的趨勢外，其餘年齡別女性勞動者之勞參

率均呈現明顯上升的態樣，和男性有相當大的差異。 

 

綜上所述，女性在民國 67-94 年的 28 年間，進入勞力市場中成為勞動者者

不斷增加，使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的性別組成有相當大的改變。此為就兩性勞動

者在數量上的組成而言，以下，將再從兩性勞動者人口素質來討論。 

 

 

二、台灣教育擴張脈絡 

    任何社會科學研究均不能忽略社會環境對研究者關心變項的影響，而對長期

研究而言，更是不能忽略長期社會環境變遷在研究中有形無形的重要角色。因

此，以下在進入瞭解台灣勞力市場中勞動者人口素質的討論之前，首先從台灣長

期整體教育擴張脈絡談起，以使讀者能對台灣社會總體教育環境變遷有初步的瞭

解。 

 

教育擴張是全世界共有的現象，Martin Trow1973 年在 OECD 的國際會議上

曾發表關於教育發展模式的論文，他把教育發展分為三個類型與進程，即是菁英

型（elite）、大眾型（mass）與普及型（universal）。他認為不論哪一個國家，其

教育發展，必定會經過這三階段的變化，即中等教育（14-17 歲）或高等教育（18-21

歲）的入學率，占同齡人口的 15%以內，到 15%~50%，最後是 50%以上。而目

前世界各已發展的產業國家即屬於中間程度發展的國家中，都已將高等教育容量

發展至占同齡層的 25%以上，並準備擴充至能收容同年齡層的 40%以上，這樣

的趨勢，是所謂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情形（楊思偉，2000）。大體上來說，拓

展教育可以增加人民在經濟上的生產力，與國家的收入，減少社會上的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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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可提升總體國民的健康，更能使國家的政治系統更民主與有效率，及降低

嬰幼兒的死亡率，對國家而言是個雙贏策略，因而世界上大多數國家無不致力於

提升國民的教育程度。對台灣而言，當然也不例外。 

     

台灣地區之現代化教育始於日據時期（1895-1945 年），日本殖民政府為能順

利改造台灣人民，因此推行普及化的公學校制度。而戰後的國民政府將美國的「六

三三四」學制引進台灣後，約略形成目前台灣所施行的正式學校制度。又民國

57 年時實施的九年國民義務教育政策，使人民的教育程度向前跨了一大步。此

後，台灣人民之教育程度逐年提升，到近年來，教育體系逐漸朝向多元化發展，

尤其在民國 83 年前後，經過許多關心教育的民間團體多年的努力之後，所發起

的大規模「四一０教改運動」後，在「廣設大學」的訴求下，使得台灣的高等教

育發展飛速，大專院校新設與改制的數量驚人，到民國 94 年時已經有 163 所大

專院校。 

 

 然，台灣教育環境長期變化趨勢究竟如何？以下以各級學校畢業人數為指

標，探討台灣長期教育擴張軌跡。在圖 1.3 中，可以看出從民國 39 年至今，各

級學校畢業人數激增，最明顯的變化點有以下：一是民國 57 年時實施九年國民

義務教育，使得民國 58 與 59 兩年之間國中畢業生人數增加約 100,000 人。此外，

民國 55 年起，教育部除了將高中及高職的學生人數相對比加以限制外，還廣設

高職與專科學校。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57 年所擬定的政策，原本是要在

民國 66 年以前，將高中與高職的學生人數相對比調整為三比七，不過民國 71

年之後，台灣的工業技術開始升級，工業界對工程師的需求隨之增大，因此該項

政策在民國八十年前後出現改變，其結果是：高中學生人數與高職學生人數之相

對比，先由民國 55 年的 61:39 下降至民國 66 年的 37:63，然後在逐漸由民國 79

年的 32:68，上升到民國 89 年的 46:54（教育部，2001；轉引自蔡淑鈴，2004）。

因此從圖形中可看到從民國 60 年前後高職畢業生人數超過高中生畢業人數以

後，高職畢業生人數即大幅成長，然在民國 86 年之後，高職畢業生開始有顯著

下降的情形，而高中畢業生人數則反而是大幅提升。顯示台灣的教育體制仍然受

到國家機器相當程度的影響與控制，以及也部分反映勞力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最

後，則是近年來高等教育迅速擴張的趨勢，雖然大學以上畢業生人數從民國 78

年起增加的速度即高於以往，然民國 83 年起開始的十年教改，更加速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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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人數增加的速度，到民國 88 年時，已經有大學以上畢業生飛速增加的趨

勢，從民國 88 年到 94 年的八年之間，大學以上畢業生人數增加 164,525 人，增

加的人口數約相當於十年教改前的大學生人數，使得「考不上大學比考上大學還

難」的情形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大學「窄門」此一名詞也走向歷史。最後，專

科畢業生人數相對於大學以上畢業生人數的增多，則反而是有減少的情形，乃是

因許多專科學校改制為大學院校所造成的影響。 

 

圖1.3   民國39-94年各級學校畢業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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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7）。教育統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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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性勞動力教育程度 

在整體教育環境變動下，反應的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數的增加，同時總體 

人口的教育程度也有相當程度的提升。目前學術界或一般社會大眾皆認為，進入

學校接受正式訓練，乃是為個人在勞力市場中尋得較好的工作、取得較高的社會

經濟地位做準備，也就是說，教育程度較高者，有較高的機率獲得較好的工作職

位與較高的薪資，進而取得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馬信行，1997）。尤其在受孔

孟思想影響下的東方國家，人民更是普遍具有教育可以提升向上流動的機會的思

想（Brinton, 2001）。也因此，在台灣地區中探討教育程度是瞭解勞動力素質最基

本的指標之一，在本研究中，以勞動者教育程度作為人力資本的最主要指標，因

此以下呈現長期以來台灣勞力市場中兩性勞動者平均教育年數，以瞭解兩性勞動

者之人力資本有何變化。 

   在圖 1.4 中我們將教育程度換算為教育年數來計算，發現勞力市場中兩性 

勞動者之平均教育年數在這 28 年來有明顯的提升，而女性的平均教育年數也從

原本落後於男性，到民國 90 年後，已些微高於男性。亦即，女性勞動者之人力

資本從原先遠落後於男性，到近年來已和男性不相上下，甚至有高於男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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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民國67-94年兩性勞動力平均教育年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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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重要性 

    總結而言，28 年來台灣社會的變遷，是不同世代的台灣人在這片土地上的 

貢獻和影響，不論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上這 28 年來均有許多變遷，而本 

研究僅擷取和本研究相關之主題作為後續研究之背景。以下總結本研究之研究問 

題如下： 

 

一、 早期勞力市場社會學研究中鮮少將性別加入討論，然在女性大量且快速進

入勞力市場中的今日，女性勞動力人口數顯著提升，對兩性勞動者之職業

地位是否也產生影響？ 

二、 長期性研究不容忽視本土社會環境變遷，在特殊的台灣教育擴張脈絡下，

兩性勞動者之人力資本均顯著提升，甚至女性勞動者有高於男性的現象，

在女性職業地位比男性更遵循功績原則（蔡淑鈴，1987）的背景下，兩性

勞動者之職業地位是否也隨之發生變化？ 

 

透過上述問題的瞭解，本研究企圖擘劃出台灣勞力市場中兩性職業階層化

長期趨勢，以瞭解是否有女性人力資本浪費的情形存在，以能對相關政策設計

與規劃機構做出具體而有效的建議。 

    也因此，即便勞力市場職業性別階層化是許多社會學與經濟學界學者們共

同關注的議題，然就國內研究而言，截至目前為止，仍尚未出現從長期脈絡趨

勢角度來瞭解台灣地區從戰後十多年的百廢待舉，到現今台灣整體社會不論是

在政治與經濟成熟度、文化價值、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皆已逐漸成熟的今日，兩

性勞動者的職業地位有怎樣的變化，若本研究能在此方面有所瞭解，也算是對

台灣勞力市場社會學的一點小小貢獻。除此之外，在研究主題方面，對勞力市

場中兩性職業地位的關注，並非僅只在關注性別研究中的弱勢者---「女性」的

就業機會，實質上，在女性進入勞力市場者驟增，且在台灣政府教育政策的帶

動下，女性勞動者教育程度迅速提升，甚而高於男性的情況下，若女性勞動者

仍舊因為種種因素如：勞力市場中對女性的信任不足、勞力市場無法彈性調整

使女性勞動者在其中也能如男性般游刃有餘、無法解決女性在家庭照顧工作與

正式勞務參與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使得女性只能在責任少、進出機會成本低、

所需人力資本不高的職業中工作，則不僅只是兩性勞動者工作機會不均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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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而言也是人力資本的浪費，同時，更也是國家教育資源的浪費，對整個社

會而言，若即便女性人力資本提升，然卻仍無法發揮其所長，促進整體社會的

進步，對社會而言也是相當可惜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從以下研究背景出發，首先探討目前社會學與其他學門

在討論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階層化從哪些方面著手，分別從性別與職業地

位、性別與職業、性別與教育成就以及教育成就與職業地位等四方面來討論前

人之研究成果。而奠基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分別

從結構面與微視層面來對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階層化做相關討論，以及最後

也以此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呈現主軸，先讓讀者對勞力市場中兩性職業結

構有一整體圖像的瞭解之後，在微視面則分別從長期趨勢與世代變化兩角度，

逐步加入性別、教育程度與年齡來對台灣地區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階層化做

呈現。最後，做本研究結果的結論與討論，以及任何研究均有其研究限制，對

本研究而言也是一樣的，因此最後也呈現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以及本研究對相

關政策執行與規劃當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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