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女性在兩次世界大戰之間，才開始大量進入勞力市場中就業，也因此，在

男性佔據了大量職位後，女性的進入，只能說是勞力市場的一批產業後備軍。在

勞力市場社會學的研究中，也由於女性進入勞力市場的時間較晚，因此，早期關

於勞力市場的討論，大多不把焦點放在性別，或是討論範圍完全把女性排除在

外，直到 1960 年代之後，由於女性主義思潮及論述開始滲入父權社會的知識創

造體系，並形成新的學術領域，甚而更成了對既有學術典範的一股顯著批判勢力

後，在勞力市場社會學中才開始有學者對女性在勞力市場中諸如薪資、職業地位

等作相關論述（劉梅君，1999）。1970 年代起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對女性在勞力

市場中的工作處境已逐漸形成討論。其中，在國內的研究中，經濟學家大多著重

於兩性薪資差異的討論上（林忠正，1988；邱曉培，1997），而社會學家則投入

在職業（蔡淑鈴，1987；王雅芬，1995；嚴祥鸞，1996；陳月娥，2001a.b）與

產業隔離（張晉芬，1994；張晉芬，1995）的討論上。此外，在教育發展過程中，

女性勞動力教育程度不斷提升，也使得勞力市場中女性之人力資本有顯著提升的

現象。教育程度和職業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存在，已有相當多實證研究證實（許嘉

猷，1986；蔡淑鈴，1987；劉正、Arthur Sakamoto，2003；蔡淑鈴，2004）。 

除此之外，關於勞動者職業地位的討論上，有相當多相關理論涉足其中，

如地位取得模式、人力資本論，或是結構面向上的雙元勞力市場論。其中，由

Blau and Duncan 兩人在 1967 年所提出的「地位取得模式」（Status attainment 

model）主要在探討影響個人社會經濟成就的有關因素，並以高低不等的職業結

構作為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探討焦點。在地位取得模型中，Blau and 

Duncan 討論了父親職業及父親教育程度如何影響本人教育與本人職業，此一模

型得到結論認為，父親職業與教育程度僅能解釋 20% 兒子的職業成就的變異

量，反而，對兒子的職業成就影響最大者，乃是兒子本身的教育程度。除此之外，

古典經濟學理論中的人力資本論者假設勞力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教育程度

越高、專業職業訓練與工作經驗越豐富者，就越能在勞力市場中擁有較好的工

作，與較高的薪資。也就是說，雇主是否願意提供好的工作與薪資給勞動者，端

視雇主認為此一勞動者是否值得投資，給予較多的教育訓練，並從勞動者工作努

力生產的成果，獲得投資的回報。因此，個人一般教育訓練與職業所需工作技能

即成為個人職業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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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理論乃從個人層面上來討論勞動者職業地位的高低，然，就勞力市場

而言，實際上仍有結構性關係模式存在。正如同雙元勞力市場論者認為，勞力市

場為一可分割的場域，Piore(1969,1970,1975)將勞力市場區分為初級勞力市場與

次級勞力市場，在兩個截然不同的勞力市場中的勞動者，彼此之間的互動與流動

皆是很少的。 

 

    上述僅簡單討論關於女性在勞力市場中職業地位的相關歷史與簡單論述，以

下將更仔細分成四方面來探討。在第一節中，首先討論性別與職業地位間之關

係，包含社會學上如何討論與測量職業地位，兩性在職業地位上又有何差異？第

二節中，將討論不同學派之學者如何討論性別在勞力市場中的差異，包含有兩性

的職業選擇、就業機會，以及相關理論解釋勞力市場中女性地位低於男性的成

因。第三節中，則討論性別與教育成就間的關係，含兩性受教機會與教育程度差

異的成因與解釋。最後，則是瞭解教育成就和職業地位間如何相輔相成，又相互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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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性別與職業地位 

一、職業地位的測量 

    Lenski（1966）認為社會階層乃源自於擁有貨品與接近服務的權力不平等所

致，此看法正如同早期 Marx 認為的，擁有生產工具的有無，即是造成資產階級

和工人階級之間差異的最大因素。Max Weber（1946）也認為經濟能力、社會聲

望與政治權力的差異構成個人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同時此三者互相關連又可以

相互轉換，如權力可以用來換取財富或聲望，階級也可發展成地位團體（曾祥豪，

2002）。然而早期社會階層的討論上，均停留於理論上的思辯，到後期學者們才

開始認為「職業」是人們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相當有效而穩定的相對社會地位

指標。承如 Blau & Duncan（1967：7）認為，「職業階層」即是潛在的社會階層

（the underlying dimension）。當然，職業包含的面向相當多，如何操作職業，使

其能有效的代表個人社會地位，也在學者間形成討論，在這些討論之中，如何測

量個人的社會階層有兩種不同的討論方式。其一為認為教育和薪資是最高度而有

效影響個人生活風格和權力位置的指標，不同職業則對從業者有不同教育程度的

需求，同時也會給予相異的薪資。也就是說，此一討論途徑提供了一個「社會經

濟指標」的分析方法。其二則是更直接的認為，階層是一種社會大眾共同對職業

之社會地位和聲望所做的評估，它具有某種程度的表面效度。然而，Goldthorpe 

and Hope（1974：11）認為社會大眾在對職業地位作評估時，心中並沒有「聲望」

的概念，反而是認為從事某一職業是一種「榮耀」或是給予「尊重」的程度，然

而對於較少接觸的職業，社會大眾通常就會依恃自己的想像來評斷，因此，此種

職業地位的測量方法，基本上是較有問題的（Haug,1977）。 

    在上述討論中，我們瞭解，社會學家認為個人的職業乃是影響個人社會階層

的最重要因素，而在測量職業地位時的指標則有兩種，一是「職業社會經濟指

標」，另一種為「職業聲望」，以下將分別討論社會階層研究中，學者如何定義與

討論此兩種指標。 

 

（一） 職業社會經濟指標（Socioeconomic Index for Occupations）： 

    最早出現的職業社會經濟指標乃 Duncan（1961）以 1947 年美國國家民意研

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簡稱 NORC）中 North & Hatt 兩位學

者所建構的職業聲望量表為基礎建構而成的，在 1947 年 NORC 的調查中，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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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了 91 項職業，還有許多職業是此量表中未涵蓋者，因此 Duncan 將這 91 中職

業，依職業名稱和 1950 年美國人口普查中的職業相對照，對照後發現兩筆資料

僅有 45 種職業的名稱相同又有從業者之教育與薪資資料，之所以必須有從業者

之教育與薪資資料，乃因 Duncan 發現從業者之教育及薪資和其職業之職業聲望

相關度最高。Duncan 以此為依據，求得一迴歸方程式：SEI score= 

-6.0+0.59X1+0.55X2 ，其中 X1 為某一職業中從業者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X2 為

年薪超過 3500 元者的百分比，同時，由於從業者之年齡對其薪資與教育程度也

會有相當程度的影響，因此研究中也把年齡作為調整的因素。在 Duncan 之後有

許多學者對 SEI 做過調整，或使其更精緻化（Hauser and Featherman ,1977；Stevens 

and Featherman , 1981；Nakao and Treas ,1994），使用的方法均大致相同，僅是使

用的樣本略有不同，或是後期學者開始關心性別在職業社會經濟指標中的作用，

關於性別議題，將在後續作討論。 

    然而，由於 Duncan 當初建立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的目的，即在於補充某

些沒有被測量到的職業之職業地位，也因此，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之建立，乃

是從職業聲望分數而來，並以從業者之薪資與教育程度為勞動者職業社會經濟指

標分數之測量基準，因此有些學者質疑，究竟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和職業聲望之間

的關係如何澄清（Hodge,1981；Stevens and Featherman,1981；Nam and 

Terrie,1982）？Hauser and Warren（1997）認為，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只是職業從

業者之平均教育程度和平均薪資之加權值，一旦加權值決定之後，聲望分數就失

去其在職業社會經濟指標中的角色。 

 

（二） 職業聲望（Occupational Prestige） 

職業聲望為另一種測量個人職業地位的指標，最早探討職業聲望者，為前述

之 North & Hatt 兩位學者，他們於 1946 年時訪問了三千名美國民眾，探討他們

對 每一職業的聲望評估。操作方法乃是請受訪者給予每一職業一個五分等級的

分數，之後再將最低級者轉換為 20 分，最高級者代表 100 分，將所有受訪者最

所有職業評分之分數平均之後，即得每一職業之聲望分數。在此一聲望量表之

後，最廣被使用的職業聲望量表為 Treiman 在 1977 年所建立的國際標準職業聲

望量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Treiman 蒐集了 55 個

國家的資料，並將所有職業適當的轉換為國際勞工組織於 1969 年發佈的國際職

業標準分類（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簡稱 ISCO），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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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許多國家關於職業上的調查均使用此一分類系統，使得此一量表一直被社會

階層研究者廣為採用。 

從上述職業聲望的測量方法，我們可以瞭解，所謂職業聲望即「由於此職業

的從業者為社會大眾所做的服務，社會大眾給予同意與尊重的程度」（Davis and 

Moore,1945；Treiman,1977:16-22；引自 Ganzaboom et.al. ,1992），職業聲望是勞

動者在勞力市場中工作的報酬之一（另一項為薪資），不同的職業有不同社會價

值，在社會中佔有相異的階層位置。因此，職業在社會中聲望的高低通常也反映

出此一社會的核心價值，例如財富、教育、對社會的貢獻等（許嘉猷，1986：89）。

從上述可知，每一職業職業聲望的高低，實際上仍包含著社會的文化價值，社會

大眾對某一職業的評價高低，和社會中對此一職業的認同度有高度的關係。 

    Treiman 本人認為造就職業聲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個人影響力以及資源擁

有的多寡。Treiman（1977：5-6）曾說：「由於社會分工造成不同工作者會有不

同的特質，不同工作特質造就了不同的權力，權力造就了特權，特權就會造就聲

望。」 

     Wegener（1992）將 Davis & Moore （1945）及 Parsons（1940,1953）對職

業聲望的討論歸類為理性秩序理論（Rational-order theories），他們認為人們都是

理性的行動者，希望能獲得極大化的利益，然而社會實際的運行乃是視個人的行

動及責任多寡，而給予適當的報酬。因此，Davis & Moore（1945）認為個人聲

望的高低乃是由於個人的成就和社會需求相一致，且個人成就越高，其在社會上

的聲望也就越高，而聲望同時也是社會不平等的來源。 

    蔡淑鈴、瞿海源（1989）年指出，不同的社會團體在評定職業聲望等級方面，

普遍有高度相似的現象，不會因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階級、居住地

區等屬性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更甚者，在不同時空下，民眾對同一組職業的聲

望所做的評價，也有相當高的一致性，文化差異的影響並不大。這也是為什麼一

份國際標準職業聲望量表可以廣泛地適用於全世界的主因。Treiman（1977）曾

提出「職業聲望結構論」（The structural theory of prestige determination），來解釋

泛文化與泛社會的相似性。Treiman 認為在所有複雜社會裡，由於社會結構在功

能與組織兩方面的必要，職業角色分化所附帶而來的權力與特徵分配皆非常相

似，因此一般而言，世界各國有極其相近的職業聲望層級結構。 

 

分別瞭解了兩種測量職業地位的指標後，我們仍應注意，儘管兩種職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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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均廣被採用，然而由於許多研究者在建立職業聲望量表時之受訪者常以大學

生為主要研究樣本，訪問他們對許多職業的聲望評價，然而不管受訪樣本為大學

生或一般民眾，通常不見得能對所有職業之工作內容與工作所需人力資本均有深

入的瞭解，因此，職業聲望量表被認為是較缺乏效度的。有鑑於此，本研究使用

職業社會經濟指標為測量職業地位的主要指標。 

 

二、職業之兩性差異 

    既然女性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大量進入勞力市場，也因此，在此之前勞

力市場中多以男性為主，也就使得早期討論勞動者之職業聲望與職業社會經濟指

標時，多以男性為研究主體，許多職業聲望與職業社會經濟指標量表的建立，多

純粹僅包含男性樣本（Duncan,1961；Treiman,1977）。到 1973 年時，Bose 才開

始討論勞力市場中兩性的職業聲望差異，其分別使用家戶樣本與大學生樣本來進

行調查，發現家戶樣本對於職業之從業者為女性，之職業聲望評分會較低，有稍

微顯著差異，但差異非常微小；而對大學生樣本而言，職業之從業者為男性或女

性，並不會減少其職業聲望分數。也就是說，在同一職業中的男性或女性，其職

業聲望分數是相同的。 

England（1979）又討論了另一問題，即女性在某一職業中所占百分比，是

否會影響到此一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其認為，女性在某一職業中所占百分比，

對於此一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影響並非獨立的，而是仍有包括如：工作內容中，

處理資料與人事事務的複雜度、所需教育程度和特殊職業技能的需求等因素，因

此由於女性常會進入上述四項工作內容複雜度與要求度較低的工作中，因此女性

在某一職業中所占百分比，與此一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之間存在的虛假關係，一

旦加入工作所需訓練與複雜度此些變項後，上述兩者之間的關係即會縮小至消

失。 

   然而，我們也不能忽視，職業性別隔離實際上是存在於許多社會的勞力市場

中的，依據 England（1979）的研究指出，有一半的女性勞動者集中在女性百分

比超過 80%的職業中，約三分之二的男性集中在男性百分比超過 80%的職業中。

因此，Powell and Jocobs（1984）透過將所有受訪者分成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

的受訪者評量男性為主的職業與一般職業的職業聲望分數，另三分之一的受訪者

評量女性為主的職業與一般職業的職業聲望分數，最後三分之一分別評量男性為

主與女性為主的職業的職業聲望分數，此一研究方法來探討，究竟男性從業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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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和女性為主的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之間，是否有所差

異。其研究發現，若女性進入男性為主的職業中，其職業聲望會大為減低，同樣

的，男性進入女性為主的職業中，其職業聲望分數也會大為減低。Powell and 

Jocobs 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對既定的性別角色期待的規範力量，一旦有人沒有遵

循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規範，則會在屬於職業報酬中的一種的職業聲望分數上遭

受到懲罰。 

而 Bose and Rossi（1983）則認為，性別組成對職業聲望分數的影響只會在

職業聲望分數較高的職業中出現，職業聲望分數對性別並不會有特別敏感的情

形，然而就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而言，由於兩性的工資差異相當大，因此即使

在同一職業中，通常會高估女性的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因此他們認為，在測

量兩性客觀的職業地位時，應該使用不同的迴歸方程式。關於究竟應該使用男性

樣本、女性樣本或是男女兩性混合的樣本的討論，Hauser and Warren（1997）則

認為，儘管使用全是男性的樣本而得的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和使用男女兩性混合的

樣本而得的職業社會經濟指標分數之間有相當高的相關性，然，近年來的研究仍

較鼓勵使用兩性混合的樣本。正如 Boyd（1986）所言，使用兩性混合的樣本才

能更加突顯出男性在勞力市場中的優勢，也更加符合勞力市場中實際的情形。 

     

綜觀以上，從個別勞動者之性別對其職業聲望的影響而言，多數研究均認為

受訪者在評價職業之職業聲望時，並不會因為從業者為男性或女性，就影響其評

價分數之高低。除此之外，若就每一職業中之性別組成而言，則是由於兩性集中

於哪些職業並非獨立的影響變數，因此每一職業中之職業性別組成並非影響每一

職業之職業聲望分數之主因。然而若對職業社會經濟指標而言，則是使用兩性混

合樣本和使用男性樣本會有相當高的關連性，然而使用兩性混合樣本較能突顯出

男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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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與職業 

    瞭解職業地位的測量指標，以及眾多學者如何把性別加入職業地位的討論 

中後，在本節中將討論社會化過程中，個體如何習得社會對性別所賦予的社會角 

色規範，以及性別角色規範對個體在職業選擇上有何影響。此外，本節也將討論 

社會學中對於兩性在勞力市場中地位差異的原因的相關理論觀點，在此僅討論和 

本研究最為相關，且研究能加以驗證者。 

 

一、 性別與職業選擇： 

兩性在做職業選擇時，有相當大部分受到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的影響，目前 

國內討論性別角色時，多從生理、文化及社會學習觀點來探討人類如何認知自己

的性別，以及應該如何扮演自己的性別角色。而所謂性別角色（gender role）一

般認為即出現在男性或女性身上的一些相關行為和態度，而此等行為或態度為社

會公眾所接受者，即為男性或女性具備適當性別角色。換言之，社會上一般認為

某人的行為和態度符合大家所期待的標準時，就顯示此人具備男性或女性角色

（張春興，2006）。然而，男人和女人通常被視為是互相排斥的，並且在一些社

會角色行為可能是兩極分化的，如：男性角色的主動性，與女性角色的被動性，

且特別在勞力市場中，可看到男性角色與女性角色的性別分工（戴維．賈里、戴

維．朱莉婭，1995/2000）。 

Rhoda Unger（1989）曾指出：「男性與女性被視為是社會所建構的產物，

他們藉由自我表現的性徵類型來確定自我性別，並且在不同的社會角色或位置

中，表現出男性或女性的特質；然後，持續表現出這些行為或特質，好讓自己能

滿足內在自我一致性需求，以及符合社會的期待（Basow,1992/1996）。」所以說，

性別角色是社會、歷史、文化及心理歷程共同建構而成的，李美枝（1991）也曾

指出，性別觀念的建立與性別角色行為的分歧，後天的養育方式比先天的生理因

素更具決定性的影響力。 

李美枝（1983）曾引 Weitgman, Eiller, Hokada 與 Ross 將幾個傑出作家在 1967 

年至 1971 年間出版的學前兒童書籍抽樣並作內容分析，得出書中男性則常以領

導人，或救人解圍的英雄角色出現。而女性出現的場合，她多從事服務性質，取

悅他人的活動，或扮演救助保護的角色。女性的職業幾乎全為家庭主婦，少數為

小學教師或護士。從此研究中可看出，平常灌輸兒童思想的書籍，在兒童心中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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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男女兩性很不同的形象。此外，電視節目中也刻畫男女有別的角色形象，一個

女孩與大人有以下的對話： 

 

電視上正播放愛因斯坦誕辰記念的新聞： 

    女孩：咦！愛因斯坦怎麼會當科學家？ 

    大人：有什麼不對嗎？ 

    女孩：他是女生嘛！女生怎麼可以當科學家？ 

    大人：愛因斯坦怎麼是女生？ 

    女孩：你看他留著長長的頭髮，怎麼不是女生！     

 

在社會化過程中，我們習得了對男女兩性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當我們將職

業與性別角色相結合時，即可看到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深切的影響個人對於自己

與他人應該從事何種職業的既定觀點。如 Anker 曾在 1997 年時討論了女性的刻

板印象特質，並將之與職業特質相對照後，得出典型女性職業的類型。其中女性

刻板印象特質有如：具有照顧他人的天賦（a caring nature）、有從事和家務勞動

相關工作的經驗、手腳靈巧、較誠實、具有有吸引力的外表等。因此，女性較適

合從事護士、醫生、社會工作者、老師、女僕、管家、清潔工、服務生、髮型設

計師、紡紗工人、會計、助理等工作。 

  在許多職業性別隔離的研究中均發現，兩性集中的職業正好相當符合社會預

期的性別角色，如嚴祥鸞（1996）的研究指出，早期女性最多的職業為「服務工

作人員及售貨員」，到晚近以來，所有職業中，女性百分比最高的是「事務人員」，

而男性則是一直在「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中佔有相當高的比例。 

  

二、性別與就業行為： 

   上述討論將焦點擺放在兩性的職業選擇差異上，然而，兩性在勞力市場中的

行為差異並不僅止於職業選擇的差異，同時，在兩性參與勞力市場的行為上也有

相當不同狀況。 

 家庭是女性的第一優先，工作則是男性的第一優先。因此女性選擇職業時，

會考量工作內容與性質是否能兼顧家庭照顧責任與工作，而男性選擇職業時，則

鮮少考量到家庭照顧（陳月娥，2001a）。 

Chang（2006）也認為社會文化對婦女在婚後或生完小孩後決定是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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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很重要的影響力。傳統性別或母親角色都會要求婦女在結婚或生小孩

之後，放棄工作回歸家庭，同時，有些婦女也可能因為母親的責任或家庭的壓

力，而傾向自己照顧自己的小孩。此外，在父權主義的意識型態下，女性仍然

被視為是主要的家務照顧者，同時也必須要分擔大量的家務工作，且當丈夫能

夠賺取大量金錢，使得妻子不必外出工作時，也會被視為一種榮耀，從 Bernardi 

1999 年使用義大利的資料所得到的結果，高社經地位的丈夫其妻子有較高的離

職機率可證實上述論述。 

    除此之外，李大正與楊靜利（2004）使用 1980 年、1990 年與 2000 年的「婦

女婚育與就業調查」資料，分析三個不同出生世代婦女的就業歷程，發現整體來

說，儘管社會價值變遷劇烈，女性的人力資本提升，女性勞參率也持續上升，然

家庭仍然是已婚婦女的生活重心，即使婚前曾經有工作的婦女比例增加，然而一

旦成家後，工作即可犧牲，又或者至少是短暫的犧牲。 

 

三、性別與職業相關理論： 

社會學和經濟學上皆有許多學者對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階層化有所整理與

研究，本節中，將社會學上常見的理論，做以下之介紹：。 

 
（一）人力資本論（Theory of Human Capital）: 

新古典經濟學者認為在勞力市場中的勞動者和雇主都是理性的行為者，兩者 

都會追求自身最大的利益，其中，勞動者在衡量自身擁有的資產（如：教育和工

作經驗）、限制（如：家庭照顧責任）、偏好（如：喜好的工作環境）後，會找尋

一個工資最高的工作；同樣的，雇主也企圖讓成本減到最少，而生產力和效益升

到最高（Anker,1997）。 

人力資本論者認為，雇主會支付給具有較多工作技能的勞工較多的薪資， 

而視此行為為一種投資，乃是因為有能力的勞工能為雇主帶來潛在的獲益。透過

邊際效益理論最能夠理解此一概念，雇主按照每位勞動者需要被投資訓練的成本

多寡來排列僱用每一位勞動者的順序，當勞動者的順序愈往後延時，即代表此一

勞動者被雇用的機率越小。此理論運用在勞動供給層面時，可提醒邊際勞工多方

面的自我投資，以提昇自己被雇用的順序。而運用在勞動需求面時，則陳述著追

求最大效益的雇主，只會提供給能為企業帶來更大生產力的員工較高的薪資，以

使能在投資和收益之間取得平衡（Kilbourne and England and Farkas and Ber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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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r, 1994）。      

 許多學者都以人力資本論來解釋勞力市場中的職業性別隔離現象

（Becker,1964），認為女性由於受限於家務責任，較少長期投注於勞力市場中，

所接受的職業訓練也就較少，不連續的勞動參與造成累積的人力資本較男性為

低，而無法進入專業性較高的職業中。另一方面，女性選擇從事女性人口百分比

較高的職業遠比男性顯著，雖然此類職業大多升遷機會、教育訓練不多，專業性

也較低，然由於此類職業多彈性較大、也不需太專業的工作技能，因此進出成本

較低，符合女性的「母職」角色所需（陳月娥，2001b）。 

 

（二） 雙元勞力市場論（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Piore（1969,1970,1975）採用部門的觀點來分析勞力市場，也就是將勞力

市 

場區隔化。此理論的基本假設是：認為勞力市場乃是由兩個鮮少流通的部門所組

成，而此二部門分別是主要部門（primary sector）和次要部門（secondary sector）。

而這兩個部門的區分並非特定的職業或行業，而是依據一系列特性而來。如，在

工作報酬部分，主要部門的員工工作報酬相對於次要部門較高；在工作穩定性的

部分，主要部門員工工作穩定性比次要部門也來的高；工作環境也是主要部門較 

次要部門好；主要部門的員工升遷管道主要是企業內部就可以讓員工向上流 

動，也就是說，主要部門的企業多有一內部勞力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 

而次要部門則鮮少有升遷機會；在主要部門的員工要遵守的工作規範均是企業 

內部一體的規範，而對次要部門員工而言，雇主的指示才是他們要遵守的工作規

範；此外，主要部門員工接受教育與在職訓練的機會也比次要部門的員工來的

多，且一般多為公司特殊訓練。目前有許多女性均集中在 Piore 所宣稱的次要部

門中，工作條件等等也常較男性為差（Kallegerg & Sorensen,1979；Anker,1997；

邱曉培，1997；譚令蒂、于若榮，1996；黃毅志，2001）。正如同 Oppenheimer

（1975）所強調的，他認為美國勞力市場基本上是由一個男性的勞力市場與女性

的勞力市場所組成。男性與女性分別進入各自所屬的勞力市場，彼此之間很少競

爭同一類的工作。女性勞力市場專業技術低，勞力較具同質性，提供的垂直流動

階梯較少，流動的最大可能距離較短，所以，水平流動頻繁但向上流動的機會少

（王雅芬，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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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元系統理論（Dual System Theory）: 

    此理論認為女性的壓迫不單來自父權或資本，兩者均為壓迫之源。Juliet  

Mitchell 的《女性地位》（Women’s  Estate,1971-）一書為此學派之基礎， 

Hartmann（1976）指出，婦女在勞動市場居於劣勢的地位持續存在，而且，性別 

化分工是資本主義和父權主義兩種制度長期互動過程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制度， 

資本家是宰制的主體；男性則是父權制度的宰制主體。而在這兩種制度中，女性 

都是被宰制的。Hartmann 認為了維持男性在工作上的既得利益與優勢，性別職 

業區隔是男性建構的，女性因為無法取得較好的工作，所以進入婚姻且從事家務 

工作。相對於文化性的父權制度，資本家也在職業性別區隔中受益，因職業性別 

區隔使得資本家可以支付給女性較低的薪資。而女性工資勞動和家務無償勞動的 

雙重剝削，彼此會相互強化，造成女性深陷工作及家庭衝突的劣勢處境裡（劉梅 

君，1999）。在父權制度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雙重運作下，女性被視為勞動市場 

的產業後備軍，他們只是補給者；只有在勞力市場中勞力不足時，才需要補給 

（嚴祥鸞，1996）。 

 

（四）雇主統計歧視論（Statistic Discrimination Theory）： 

此觀點認為，雇主在做決策時，常是在資訊不完全的情況下，而雇主為了

求取利潤極大化，因此利用性別、種族、年齡、教育程度等簡單的指標篩選掉

雇主認為較不適任的工作者，造成弱勢者在工作地位取得上的不利，而雇主之

所以認為女性或少數族群勞動者較不可靠，也較不會長期為他工作，乃因先前

少數接觸經驗，以及社會信念（sociological beliefs）所致。此即為最早由 Phelps

在 1972 年時所提出的統計歧視論（Aigner and Cain,1977）。 

也就是說，雇主安排員工至工作職位上時，常會根據其性別、種族、年齡、

教育程度等特徵來判斷員工的生產力，而男性和女性相較之下，由於雇主認為

女性較容易離職、工作績效較差，因此把責任較大、較需要長期職業訓練、薪

資較高、地位較高的職位留給男性，而把薪資較差、離職成本較低、責任較少

的工作留給女性。雖然也許有些女性勞動者也有很高的生產力且離職的傾向也

低，但若雇主無法獲得個別應徵者的資訊，就會將女性安排到較差的職位上

（Beilby and Baro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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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性別雙元序列過程理論 （The Dual-Queueing Process: Gender Queues）： 

    勞力市場中的性別組成，不僅只是因為雇主在召募、甄選過程中對何性 

別的員工適合從事何種職業，勞動力進入勞力市場選擇職業時，也會對自己 

的性別適合何種工作做評估。因此，Reskin （1990:29）指出，「職業的性別組成 

是勞動序列和工作（job）序列共同組成的結果，勞動序列乃是勞動者團體 

吸引雇主的順序，工作序列乃是工作吸引勞動者的順序。」 

根據上列性別階層化的陳述，男性一般被社會認為較女性具有主導性與生產 

性。而此勞動序列決定某個團體適合某種工作的優先順序，雇主僱用勞動者時的

判斷標準乃是依據受雇者所擁有潛在生產力和成本（Doeringer and Piore,1971）。

Reskin（1990）認為通常雇主會從勞動次序最高者開始僱用，也就是說，雇主會

盡可能的僱用生產力最高的勞工，之後才是生產力次之的勞工；同樣的，勞動者

也會從對自身而言利潤最高的工作開始選擇。然而，當勞力短缺時，雇主就有可

能會將僱用順序往下挪移，也就是說，原本不被視為最有生產力的勞工，會因為

勞動力不足而受雇的機會增加。 

此外，Reskin（1990:36）認為，由於信念、習慣以及性別刻板偏見，使得雇 

主寧願僱用成本較高的男性，而將女性的僱用順序排在男性的後面。透過以下五

個過程，將勞動僱用順序轉換為性別順序。第一，根據性別標示男性或女性的工

作，不但強化了雇主對特定工作合適或不合適特定性別工作者的概念，同時反而

蒙蔽雇主理性計算決策的僱用原則。其二，由於雇主很難從教育程度、工作經驗

等指標來判斷個人工作的生產力如何，因此只能從性別刻板印象來判斷，男性一

般被認為比女性強壯、理性、較能操縱機械，故而工作生產力會優於女性。第三，

雇主擔心一旦女性進入男性的工作場域，男性工作者會加以抗爭，同時增加男性

離職率，屆時雇主得增加付出的成本。第四，有些雇主認為不需要訂立最低工資，

也就容易使得原本即在勞力市場中處於不利地位的女性，勞動條件更加險峻。最

後，部分男性雇主為維持男性在勞力市場中與勞力市場外的特權地位，同時就習

慣上，也會寧願付出較高的薪資僱用男性，而不僱用女性（嚴祥鸞，1996）。 

 

（六）互動觀點 

Ridgeway（1997）認為性別分化是人們互動過程中，認知彼此，瞭解如何互 

動的架構之一，正如同族群、階級一樣，性別也是人們在互動中，潛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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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規則之一。也因此，這社會建構下的社會規則，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再製 

了組織中的性別階層，以及資源分配過程。 

正如同 Kanter（1977）所指出，在勞力市場中的績效評估、任務指派、及 

升遷等都是一連串複雜的互動機制。因此，將互動觀點應用在勞力市場中則可發

現，由於在男女兩性的互動過程中，型塑出的家務分工，使得女性負擔較多的家

務責任，也就造成女性相對較低的勞參率，同時也使得女性集中在薪資較低的典

型女性職業中。然而，女性為何會接受比男性較低的薪資、較差的職位呢？     

Ridgeway 認為，即便有越來越多女性進入勞力市場中，然而職場中女性的

工作表現仍然是被許多男性上司、顧客與同事所評斷，而這些男性對女性工作者

的工作評估也會影響到女性對自己的看法。加以，據許多實證研究指出，女性通

常較男性容易低估自己的工作表現，同時也較易將自己的成就歸因於運氣，也就

使得女性能夠接受較差的薪資與工作績效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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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與教育成就 

    在討論過「性別」與「職業」結構的關係後，本節進入本研究的另一主題---

「性別」與「教育成就」上的差異。性別與教育皆為階層研究上有趣的元素之一，

性別角色在勞力市場中更是具有相當的意義。 

   

   傳統社會將女性侷限為「情感式角色」，強調「母職責任」與「家庭優先」 

的性別角色規範，因此進一步影響到女性的就業型態與人力投資意願（張晉芬、 

黃玟娟，1997；陳建志，2002；王麗容，1995）。也因此一傳統社會對女性角色 

的規範，與兩性家務責任的劃分，造成傳統家庭對子女在教育投資上的差異。 

    個人教育成就受家庭環境極大的影響，乃因當個人之生命階段處於受教年齡

時，均仍為家庭資源使用者的階段，也因此，經濟學者認為父母親對子女教育投

資的意願與能力，即相當大部分的影響了子女在教育上的成就，同時，家庭的經

濟能力，對女兒教育成就的影響，又大於對兒子的影響。Becker（1975）認為由

於女性在勞力市場中有全職工作的年數可能會較男性來的少，因此，父母親經過

理性計算後，認為對女兒在教育投資上的回報，會比對兒子的投資來的小，因此，

女性的教育成就就容易低於男性。而 Greengalgh（1985）曾在 1978-80 年時，針

對台灣北部家戶長年齡約在 43-63 歲的 80 個家庭做密集性的質性訪談，也做出

同樣的結論，認為父母親經過理性計算後，均容易壓縮對女兒在教育成就上的投

資，而增加對兒子的投資。 

    然而，Schultz（1993a）認為此種觀點忽略了，沒有加入勞力市場的女性，

仍然對增加社會生產力是有貢獻的，且在非勞力市場中的努力，與勞動者在勞力

市場中的生產，應該是等值的。此觀點和 Benavot（1989）的研究中認為，受教

育的女性比受教育的男性更能夠刺激經濟發展的觀點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Parish & Wills（1995）也曾利用 1989 年的台灣婦女暨家庭調查

（Taiwan Women and Family Survey），此份調查樣本包含了全台灣各區 25-60 歲

的婦女。他們認為，父母親對子女教育的投資和家庭現有資源的多寡最有關係，

也因此，家庭中的長女通常會最早離開家庭去工作或結婚，藉此來幫助父母親減

輕負擔，同時可以增加年幼的弟弟與妹妹的教育年數，也就是說，年幼的子女通

常可以受惠於年長的姊姊的犧牲，然而，年長的哥哥對年幼的弟妹的幫助則不如

年長的姊姊來的顯著。也就是說，父母親對子女的投資乃是視當時家庭中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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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多寡而定，因此，家中越小的孩子能享有越多的資源，獲取越高的教育程度。

雖然整體而言，男性的教育程度仍然是高過女性約有兩年之譜，但此現象有越趨

聚合的趨勢（Jacobs,1996）。 

    

總的來說，就兩性的教育成就上而言，文獻中解釋了何以在不同的社會文化

中，女性不管在受教機會或是教育年數上，平均而言均低於男性。實乃因女性之

受教機會容易因父母親的理性計算，或是社會政治與文化因素而遭到壓縮，然

而，另一方面而言，仍有學者認為，兩性受教機會並不應該也不一定是父母親理

性計算的結果，有時是和家庭資源的多寡關係較為密切，加以，經過理性計算之

後的結果，並不一定符合實際上個人的勞動生產力，也並非一定是在勞力市場上

就業者，才具有生產力，此從近年來國內出現所謂「家務有給制」的討論聲浪，

即可得到映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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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育與職業階層結構 

    「教育」與「職業」作為社會階層研究中古典的討論議題，Blau and Duncan

（1967）在《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書中認為，瞭解近代社會

的社會階層，最佳途徑乃在於有系統的探討職業地位（occupational status）和職

業流動（occupational mobility）（1967:5）。他們兩人的研究興趣在探討個人的社

會出身，及其家庭背景，影響個人的成就有多大？傳統研究中把代間流動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與代內流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視為分開

的主題，然 Blun & Duncan 兩人則把此二者合而為一。兩人透過路徑分析方法，

得到結論認為，儘管本人的職業成就仍有部分受到家庭背景（父親職業、父親教

育程度）的影響，然家庭背景的影響相當有限，本人的教育成就對本人的職業成

就的影響才是最大的（許嘉猷，1986）。 

除此之外，結構功能論與衝突論也對「教育」與「職業」之間的關係作了

相當豐富的討論。其中，結構功能論者認為，受教育不只是發生「為知識而知識」

的作用，教育也是現代社會培育和選拔人才的重要工具。尤其在制度化、進階式

的教育體制下，文憑或學歷具體地標明個人的知識水準，成為重要的擇才標準。

從個體的層面而言，多數人接受教育，是期望教育能為個人生涯發展帶來向上流

動的動力。就總體面而言，教育則屬於「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的一環，

也是決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然對衝突論者而言，其認為教育被用來作為「配

置」人才的機制，在此配置過程中，並不考慮外在學歷是否真正反應個人的內在

能力或需求，也不考慮特定職位為何需要以特定學歷作為要件，教育僅單純擔任

「配置」的功能，此即「配置理論」（Allocation Theory）（羊憶蓉，2003）。 

到七０與八０年代時，工業化論（thesis of industrialism）與階級再製理論

（class reproduction theory）可說是兩個最重要的理論典範。其中，工業化論者認

為，當社會愈工業化時，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就越高。這是因為在現代化的工業社

會裡，職業的分化是社會分工最明顯的指標。由職業結構的變遷可以反映出社會

對人力資源的需求與供給。然而，階級再製論者並不同意此種看法。其認為，「教

育的大餅不論有多大，還是按照著同樣（不對等）的比例分割給不同的階層享

用」，也就是說，不論接受教育的機會如何擴大，然而教育程度較低的父母由於

較缺乏文化資源，較無法傳承給子女一些學校所重視、勞動市場所獎勵的文化資

本，因此其子女在社經成就的競爭上處於劣勢，這種階級劣勢不僅不利於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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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取得，也不利於勞動市場的位置競爭，甚至還會一代傳一代

（Bourdieu,1973;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蔡淑鈴，2004）。 

  

     若從社會流動角度來探討，我們可以發現，教育機會的增加，的確被認為

和階層距離的縮短之間有相當的關係。也就是說，教育機會的增加將使社會更具

流動性，因為人們受教育，學習技能的機會將更加平等，而且全體國民將可由普

遍受教育中建立起共同的價值體系，使妨礙社會流動的文化藩籬消失。另一方

面，階級間社會經濟差距之縮小隱含社會菁英份子保持其優勢地位，以阻止向上

或向下流動的情形將較為緩和，使社會更具機動性，更易於變化，因而將可促進

結構性社會流動（許嘉猷，1986）。 

    總結而言，不同理論者雖對「教育」與「職業」間的關係究竟為階級複製，

或能縮短不同階級之間的距離有不同的看法，然不容否認的，教育程度與職業地

位之間仍有無法避免的關係存在，儘管有衝突論者與階級再製論者對於教育是否

即代表個人在勞力市場中所能具備的技能多所懷疑與批判，然在缺乏其他更具體

的判斷機制之下，在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教育仍舊被視為是影響職業結構的具

體機制與向上流動的重要機會。 

 

 

綜觀上述理論與研究，歸納出以下結論與本研究之方向： 

一、 所有個體均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社會認可的性別角色，由於社會對兩性性 

別角色期待的差異，使得兩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接收到的職業性別屬性資

訊，以及兩性的生活重心型態差異，均對兩性的職業選擇與就業型態有顯著

的影響，其中，男性傾向於選擇職業地位較高，或是勞力密集性的職業，而

女性則傾向於選擇照顧、服務與協助他人的職業。此外，男性傾向於選擇具

有長期發展性的職業，而女性則選擇進出彈性較高、機會成本較低的職業。 

也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父母親經過理性計算後，在家庭中女兒身上的教育投

資便較男性為低，然也有學者認為，父母親實際上是從家庭資源多寡來考慮

對子女的教育投資差異，然而即便如此，時至今日，平均而言，女性之教育

程度仍較男性為差是不爭的事實。因為如此，雇主在選擇員工時，常把「性

別」當成一簡便的篩選標準，女性進入初級勞力市場的機會相較於男性顯得

較少，更由於「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家務分工概念，女性在婚育後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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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率較男性高出許多，更因如此，使得雇主不願意將責任較重、訓練成本

較高的職位交付給女性，如此惡性循環，終究造成女性在勞力市場中的不利

地位。除此之外，教育成就對職業成就的正向助益，也是值得關注的一環。 

 

二、 即便勞動者在勞力市場中會因個人的人力資本、社會資本等因素而影響其 

職業地位，然而，不可否認的，勞力市場事實上終究仍為一堅不可破的組織

結構所構成，其雖並非獨立於個人而存在，然卻也不是一中性與理性建構而

成的產物，任何勞動者行動於其中，仍無法避免的受結構制度所影響，不論

此影響為利或弊。勞力市場結構乃由行動者的文化共謀、制度共識所構成，

如同雙元系統論者所言，透過資本主義與父權制度交互堆疊，形成女性在勞

力市場與家庭結構雙重矛盾下構成的內在衝突。也如同雙元勞力市場論者而

言，勞力市場乃為一個以性別化分而成的雙元部門，女性進入次級勞力市

場，男性進入初級勞力市場，彼此之間鮮少流動。 

 

上述分別從微觀層面與鉅觀視角來討論兩性在勞力市場中的職業地位影響 

因素，在下一章中，將從上述之結論出發，探討台灣地區從民國 67-94 年間，兩

性在勞力市場中之職業地位實際情形為何？長期下來，又有何變化？台灣勞力市

場在特殊的教育擴張脈絡下，兩性職業地位有何變化？並以和先前之研究結果相

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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