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在既有的社會學研究中，以雇主為主要研究對象者相當少見，探討雇主性別組成的

文獻更是付之闕如。然而，如本研究前述所言，「雇主」與「企業家」兩個概念在經驗

指涉上具有相當程度的相近性。因此，我們仍然可以經由企業家的相關研究獲得啟發。

此外，在多數的自雇者（self-employment）2研究中，其研究對象除有嚴格定義下，並未

雇用任何人力的自營作業者外，也包括雇用少數人力的小雇主，或是將凡是不屬販售自

我勞動力以獲取報酬之嚴格定義的自雇者與雇主皆歸為同一類，且此類研究中也常將

「企業家」與「自雇者」兩個概念交替使用。更重要的是，在台灣的雇主人口中，雇用

少數人的小雇主佔了絕大多數的比重。換言之，自雇者的既有研究對於本研究仍有相當

的參考價值。據此，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上將以自雇者的相關研究作為討論的主要範疇。 

 

基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台灣雇主性別組成模式及其變遷趨勢，在第一節將先探

討既有關於性別與自雇者之間關係的研究發現，以凸顯男女兩性在自雇比例及成為自雇

者可能性的差異。再者，由於年齡與教育程度為個人重要的基本人口特徵，既有文獻也

顯示兩者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在第二、三節本研究將分別討論年

齡與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效果，並討論兩者和性別因素所可能產生的互

動影響。此外，有鑑於台灣如同其他工業化國家經歷了三階段的經濟結構轉型，而經濟

結構的轉型對於自雇人口比例的變化乃至內部的人口組成皆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在第

四節將討論產業部門特性的差異與產業結構轉型對個人成為自雇者、乃至整體自雇人口

消長的影響，及其影響效果的性別差異。最後，由於組織規模對於雇主具有重要的意涵，

本研究在本章最後一節將討論組織規模與雇主之間的關係，及其中的性別意涵。 

                                                 
2 蘇國賢（2000）指出所謂self-employment包括「自營商」與「小雇主」，本研究在文獻探討的部分將以

「自雇者」來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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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性別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 

性別與是否成為自雇者之間的關係是許多研究自雇者的學者所關心的焦點，儘管目

前對於女性自雇比例顯著增加的原因仍未有定論，Aronson（1991）認為勞動參與率的

提昇無疑是使女性自雇率提高的因素之一。其指出，由於美國長期以來女性勞動參與率

的大幅成長及更重要的女性勞動參與的穩定，使得女性得以透過在職訓練與工作經驗累

積人力資本，進而提高其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換言之，女性勞動參與率的提高可以說

是女性自雇率提升的先決條件。台灣的女性勞動參與率近 30 年來呈現了顯著的成長，

且女性的勞動參與型態也漸趨穩定3，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台灣女性就業人口的自雇率

應該也會呈現增加的現象。 

 

儘管女性勞參率的提升對於女性自雇率的提高有正面助益，女性自雇比例仍然遠低

於男性。關於性別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國外已有相當數量的研究探討此一議

題。一如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觀察，不論是在西方工業化國家、後社會主義轉型的國家

或是如以色列等中東國家，大多數研究皆顯示性別對於成為自雇者有顯著的影響，而男

性成為自雇者的機率較女性高（Blanchflower 2000；Boden, Jr. 1996；Boden, Jr. 1999；

Boyd 1991；Carr 1996；Gerber 2001；McManus 2001；Shavit and Yuchtman-Yaar 2001；

Wagner and Sternberg 2004），台灣的相關研究也得出了相同的結論（Yu and Su 2004；孫

清山和黃毅志 1996；蘇國賢 2000）。對於成為自雇者的性別差異，目前研究仍未提供

詳盡的解釋，但普遍較為接受的說法則是由性別限制（gender constraint）的角度出發。

孫清山等人在針對影響台灣民眾階級取得的研究中即指出，女性成為資本家或老闆的機

率相較於男性要低很多，而對於女性在階級位置上的劣勢可由性別歧視及其相關連的性

別意識型態來解釋，而此背後的機制有可能是因為性別社會化的差異，男性較被鼓勵自

行創業，亦可能是女性在籌措創業資金時較易遭受性別歧視，而至於何者是主要的影響

                                                 
3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的女性勞參率由 1978 年的 39.13%上升至 2005 年的 48.12%，增加近 9%；

而根據李大正與楊靜利（2004）的研究，台灣女性年齡別勞動參與率的M型曲線也隨著越年輕的世代，

下降時間延緩，且幅度逐漸趨緩，顯示女性中斷就業的情況減少，勞動參與行為漸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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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儘管女性的結構位置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具有負面影響已是不爭的事實，相關研究

也顯示教育程度與家庭因素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教育的影響效

果及其性別差異的既有文獻，本研究將在第三節進行更詳細的回顧。在家庭因素部分，

相關研究多指出，社會所賦予女性的主要家庭照顧者角色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Boden, Jr. 1996；Carr 1996；McManus 2001），由於絕大多數的已婚職業女

性在工作的同時，還必須負擔主要的照顧及家務勞動，形成所謂「第二班（second shift）」

的現象，而自雇的工作型態較為彈性，有利於女性調和工作與家庭責任，因此，為兼顧

工作與家庭照顧的角色，便使得女性選擇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提高。Carr（1996）的研

究即顯示家中有年幼孩童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有正向的影響效果，對於男性則並無影

響，Boden, Jr.的研究也得出了同樣的結論。而在台灣社會的部分，Yu 等人（2004）的

研究也發現家中有五歲以下孩童會顯著提高台灣女性成為自雇者的機率。對於女性因為

家庭照顧責任而進入自雇的就業狀態，Green 和 Cohen（1995）等人甚至由女性主義的

觀點詮釋，認為自雇狀態可以被視為父權社會的一個霸權過程（hegemonic process）給

予女性協商（negotiate）的機會，並使女性擁有自主、賦權與握有掌控權的感覺，從而

得以維持已婚職業女性必須設法兼顧工作與家庭責任的不平等現況。 

 

綜上所述，家庭照顧責任確實對於女性是否成為自雇者有強烈的正向影響效果，然

而，此因素卻也是造成自雇人口性別不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Loscocco 和 Robinson 等

人（1991）針對美國新英格蘭地區 540 位小型企業雇主的研究即發現，已婚對於男性雇

主的所得有正向影響，對於女性雇主則反而有負面影響，主要原因便在於家庭照顧責任

佔去了女性投入工作的時間，因而相較於男性較無法全心經營事業，也因此較無法獲致

經濟上的成功（economic su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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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由上述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家庭照顧責任不論對於女性是否成為自雇

者，或是女性自雇者的經濟成就皆有相當的重要性，然而弔詭的是，女性因為需要兼顧

工作與家庭責任而選擇成為自雇者，卻也因為家庭照顧責任，在成為自雇者後反而又較

男性難以獲致經濟上的成就。這樣的結果或許也反映了女性在勞力市場中進退維谷的一

種狀態。回到本研究的主題，即使結構環境對於女性就業者依然不利，有鑑於台灣的女

性勞動參與率近 30 年來有明顯的提升，加上女性自主意識及在勞力市場上的自主空間

皆相對提高，仍然提供了女性成為雇主的潛在環境。因此，本研究認為，雇主人口中女

性比例應會有顯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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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年齡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 

年齡具有多重的意義，其可以表示個人生命歷程發展的不同階段，也具有規範性的

社會文化意涵，同時標示著一群人在歷史發展進程中的世代位置。既有的社會學研究已

明白告訴我們年齡不僅對於個人社會行為及生命歷程發展具有關鍵的影響，也和整體社

會結構變遷息息相關。（Elder, Jr. 1975），因此，當我們在探究社會行為時，年齡是不可

忽視的一個重要元素。 

 

在既有的文獻中，關於年齡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效果的研究結果可說較為一

致，大致都發現年齡較大者成為自雇者的機率較高（Blanchflower 2000；Boden, Jr. 1996；

Boyd 1991；Carr 1996；Sanders and Nee 1996；Yu and Su 2004；蘇國賢 2000）。而其中

的主要的因果機制詮釋即認為年齡代表的是勞力市場工作經驗、工作技術、管理能力等

人力資本或社會資本的累積程度，而這些都是自行創立事業所必須的條件。因此，年齡

較大者，此類條件具備較為齊全，因而較有可能成為自雇者。另有論者指出，隨著年齡

的增長，個人在勞力市場中所累積的並非僅止於人力資本，也包括資金等經濟資源的儲

備，而充足的資金是自行創業的必要條件。因此，年齡所代表的不僅是人力資本的累積，

也包括經濟資源的累積（Le 1999；Wagner et al. 2004）。此外，即使是繼承家族事業，

而非自行創業也多半發生在個人生命階段較晚期，父母年事已高或去世時，因此，中壯

年階段應該是個人成為自雇者機率最高的時期（Shavit et al. 2001）。 

 

Shavit（2001）等人選取 1983 年以色列人口普查中為 15 至 22 歲，至 1995 年為 27

至 34 歲的樣本，探討代間流動及影響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隨著

年齡越大，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越高，兩者呈現線性的關係。儘管由理論上理解此一線

性關係似乎合理，然而，由於 Shavit 等人所選取的樣本僅限於在 1995 年 27 至 34 歲的

樣本，樣本所跨越的年齡階層較有限，也較無法斷定年齡與成為自雇者機率兩者之間是

否確為線性。Carr（1996）的研究所選取的為 18 至 64 歲的樣本，其研究結果也發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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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越大，成為自雇者的機率越高，然而 Carr 亦並未進一步在迴歸模型中加入年齡的平方

項，因此亦無法斷定年齡的影響效果是否有非線性的可能。另有相關研究則是發現年齡

和成為自雇者機率並非線性，而是呈現倒 U 型的的非線性關係。換言之，即個人成為自

雇者的機率隨著年齡增長而逐漸增加至某個時間點後便開始出現下降的情形。 

 

Boyd（1991）以 1970 及 1980 年美國人口普查公開樣本，探討影響美國黑人成為自

雇者的因素，其研究即發現年齡對於美國黑人成為自雇者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加入年

齡平方項之後，其影響效果則為負向，顯示年齡對於影響美國黑人成為自雇者機率之效

果為非線性，其關係為倒 U 型。Sanders 等人（1996）的研究分別針對男性與女性樣本

也都發現年齡與成為自雇者機率呈現非線性的關係。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關於年齡對

於自雇者影響效果也主要認為是呈現非線性。孫清山等人（1996）與 Yu 等人（2004）

的研究皆發現，年齡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的效果，兩者關係亦呈現倒

U 型。由生命歷程觀點論之，如此的非線性關係其實十分合理。一如本研究前述所言，

在個人工作生涯中，必須累積一定的工作經驗、技術人脈與資金，才較有可能自行創業

成為雇主或自雇者。因此，年齡較大者，成為自雇者機率較高。然而，Le 亦指出年齡

也可作為測量個人面對風險態度的替代變項，而年齡大者由於生活多半已相當穩定，通

常較不願意承受成為自雇者所必須面臨的風險和壓力。因此，成為自雇者的機率隨著年

齡增加至一定程度後，會開始出現趨避風險的傾向，因而年齡的影響效果開始由正轉負。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由於目前研究在探討年齡與成為自雇者機率之間關係時，所使

用的大多為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資料，較少長期追蹤（longitudinal panel）資料，

因此，無法釐清年齡所表現出來的影響效果是來自於年齡增長的效果（aging effect）抑

或年輪差異的效果（cohort effect）所致（Carr 1996）。再者，年齡在目前絕大多數相關

研究的分析中，也並非研究者主要關懷的焦點。職是之故，年齡與成為自雇者之間的關

係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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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年齡對於個人是否成為自雇者具有倒 U 型的影響效果，然

而，其影響效果是否有性別差異呢？亦即年齡與性別的互動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又有怎

麼樣的影響呢？針對這個問題，目前既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討，然而我們由既有關於女性

勞動參與的相關研究可知，女性的勞動參與歷程和男性十分不同，女性會因為家務責任

而中斷工作生涯，形成 M 型的勞動參與模式，兩性在工作生涯發展的模式上呈現出明

顯的差異。楊靜利與李大正（2000）的研究即發現，直至今日，台灣女性勞動參與歷程

仍未有太大的變化，顯示台灣勞動者的工作生涯發展模式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異。由此

可知，年齡對於不同性別的就業者成為自雇者的機率可能會有不同的影響效果，然而此

論點目前僅停留在推論的層次，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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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程度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 

在企業家或自雇者的相關研究中，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ttainment）常是研究者分

析的主要焦點之一，而其主要的理論思考還是由人力資本理論出發。人力資本主要是「存

量」的概念，人力資本越高，代表個人的邊際生產力越高，而個人為了在勞力市場上獲

取最大的報酬，必須透過提高人力資本的「存量」。人力資本的主要形式有教育、訓練、

技術、工作經驗等（曾敏傑 2001），而教育所代表的即所謂「一般性人力資本（general 

human capital）」，教育透過提升個人的認知能力、科技運用能力與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

等來提高生產力（Liu and Sakamoto 2002）。 

 

由教育來解釋個人是否成為自雇者，主要有兩個不同的立論基礎。一個觀點是認為

教育對於個人是否成為自雇者具有正面的影響，主要解釋邏輯即在於教育會增加個人的

管理能力（managerial ability），因而提高了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Le 1999）。另一

個觀點則是認為高教育程度者由於可取得待遇較好的白領受薪工作，因此反而降低了個

人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孫清山等人 1996）。由於教育的影響效果在理論上呈現出截然

相反的論點，因而在實證研究結果上也出現較為分歧的情形。 

 

Carr（1996）的研究發現，教育不論對於男性或女性成為自雇者的機率都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效果，即使將自雇者進一步分類，教育的正向影響效果依然存在。Sanders 等

人（1996）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有正向的影響，但高中學歷與大

學學歷的影響效果相差甚微。對此結果，其認為可能是由於教育對於成為自雇者的影響

並不在於透過取得一個出色的高等學歷，而是一個堅實的基礎學歷，因而高中與大學學

歷的影響效果無甚差異。 

 

此外，亦有研究結果指出高等教育的取得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是負面或非線

性。Evans（1989）使用 1981 年澳洲人口普查 1%公開樣本，選取 16 至 64 歲出生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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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男性就業人口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移民是否成為雇主的因素。其研究結果發

現，教育年數對於移民成為雇主的可能性呈現負向的效果，教育年數越高，成為雇主的

可能性即越低。Shavit 等人（2001）的研究則是發現教育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機率的影

響效果為非線性，兩者呈現倒 U 型的關係。換言之，即中等教育程度者相較於低教育程

度與高教育程度者成為自雇者的可能性較高。Boyd（1991）的研究也發現教育對於美國

黑人成為自雇者的機率影響為非線性。 

 

回到台灣的社會脈絡，既有的實證研究發現教育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則是多

傾向於支持非線性效果的結論。如熊瑞梅與黃毅志（1992）針對台中市居民探討影響其

成為自雇者的因素，發現教育年數對於成為「頭家」的機率呈現倒 U 型的非線性效果，

孫清山等（1996）與 Yu（2004）等利用全國樣本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論。Yu 等人並

進一步區分自雇者類別，發現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成為專業型自雇者有正向影響，而對於

成為非技術型自雇者的影響效果則為負向，其認為這顯示了自雇者本身組成的的多元異

質性。 

 

針對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影響效果的不一致，Le（1999）認為部分原因可

能是由於模型設定（model specification）的差異所致。例如其指出發現教育影響效果為

正向的研究多半並未控制職業變項。職業和教育兩者與成為自雇者可能性之關係皆為正

向，而一旦職業變項控制後，教育的影響效果即轉為顯著的負向影響。此外，本研究認

為，若考量既有研究所在的社會脈絡，跨文化的差異如不同社會對於正式文憑、理想工

作生涯的價值觀差異可能也是教育影響效果不一致的來源之一。無論如何，教育對於個

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機制如何運作需要更為細緻的探討，及跨國比較的視野。 

 

另外，有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是否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效果存在性別差

異，亦即教育程度會與性別產生互動效果。Boyd（1991）的研究即發現，教育與性別對

於美國黑人成為自雇者機率有互動效果，對男性而言，教育程度越高者，越有可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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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者，而女性則是教育程度較低者成為自雇者的機率較高。Boyd 並進一步由性別限

制的角度解釋，由於教育程度低的女性在面對性別階層化的勞力市場，其就業處境更為

劣勢，因而被迫成為低技術的自雇者。而教育程度高的女性較易取得受薪工作，因此較

不傾向成為自雇者。在台灣的研究方面，Yu 等人（2004）的研究也指出，不管是將自

雇者視為一個整體，或是區分為專業型／技術型／非技術型，教育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

的影響效果皆不顯著，反而是已婚身份與家中有學齡前子女對於女性成為自雇者有正向

的影響。綜言之，透過既有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程度對於個人成為自雇者的影響效

果並非相當一致，而且也存在性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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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業結構的影響 

本節首先將回顧既有研究關於產業結構變遷對於自雇人口消長的影響，並進一步討

論自雇人口在產業部門分佈上的性別差異。此外，由於經濟結構變化與雇主性別組成變

遷之間的關係為本研究主要焦點之一，本節也將概略勾勒出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歷史過

程，以便掌握雇主性別組成變化的結構環境脈絡，作為進一步推論分析之依據。 

 

一、 產業部門特性及其結構變遷的影響 

既有研究顯示產業結構的變化對於自雇人口的消長有顯著的影響。Steinmetz 和

Wright（1989）探討美國自雇人口比例自 1970 年代開始止跌回升的原因，其研究結果

即指出此一止跌回升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為隨著強調知識、與溝通與資訊重要性的後工

業社會的到來，新興服務業大量浮現，而這些服務業中自營作業者比例原本即較高，因

而促成了美國在 1970 年代開始自營作業人口的成長。另外則是導因於傳統工業部門如

營造業與製造業中自營作業者的增加所致，Blau（1987）的研究也發現，產業結構的變

遷與科技發展是美國自雇人口止跌回升最重要的因素。由此可見，產業結構的變動對於

雇主與自營作業人口的變化確實是息息相關。 

 

在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亦對於台灣的雇主（尤其是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比例的

變化影響很大。台灣在 1960 年代開始發展工業化，經濟發展重心開始由農業轉向工業

部門，台灣致力於發展勞力密集型產業，由於獨特的層層分工、外包的彈性生產方式，

自行創業所需的資金並不龐大，因而提供許多製造業員工自行創業的契機，促成了大量

自營作業人口的興起，造就了台灣「小頭家」林立的獨特景象（Yu et. al 2004；謝國雄 

1989）。此外 Yu 等人也指出，1980 年代開始另一波經濟結構轉型，經濟發展重心逐漸

由工業轉向服務業，服務部門的大量擴張亦促成了許多非技術自營作業者（unskilled）

的興起，而技術密集產業的增加則提高了許多受高等教育者以自己的知識與技術自行創

業的可能性。基於上述兩股推動台灣自 80 年代以來自營作業人口成長的動力，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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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自營作業經濟活動將會有進一步兩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出現。 

 

二、 自雇人口產業部門分佈的性別差異 

自雇人口本身在產業分佈上即存在差異，一般而言，規模較大、資本較密集的產業

如製造業，其就業人口的自雇比例相對而言較低，而服務業，尤其是需要大量個人人際

接觸的部門如批發、零售業、個人服務業及社會服務業等，其自雇率通常也較高（Luber, 

Lohmann, Muller and Barbieri 2000；McManus 2001），而台灣則由於特殊的產業結構與

層層外包的獨特生產方式，其製造業中自雇率相對較高。除此之外，自雇人口在產業部

門的分佈上也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異，既有研究多顯示，女性進入零售、個人與餐飲服

務業成為自營作業者的機率較高，而男性則是主要集中於製造業、營造業與批發業

（Aronson 1991）。McManus 也指出女性較容易進入個人服務業及社會服務業成自雇

者，而製造業與營造業則男性自雇者比例較高。此外，在貿易業的部分，零售業中有較

高比例的女性自雇者，而男性自雇者則是較集中於批發業。由於產業部門特性的差異，

服務業，尤其是個人服務業的大幅擴張，提供了大量女性進入自雇部門的產業利基

（industrial niches），而這些多半是較無法吸引男性進入的高度競爭及低度成長的行業

（Loscocco et al. 1991；Loscocco and Robinson 1991）。 

 

自雇人口除了在產業部門的分佈上呈現性別差異外，此一性別差異也是造成自雇人

口產生性別不平等的主要因素。由於不同性別雇主在產業部門分佈的差異造成了女性自

雇人口在發展上的制度性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女性高度集中的小型商業部門

（small business sector）所提供的是邊陲的經濟利基（peripheral economic niches），因此

女性自雇人口較難累積利潤，在經濟成就上也較劣於男性（Loscocco and Robinson 

1991）。Loscocco 等人（1991）的研究即指出小雇主在產業部門分佈的性別差異對於其

所得的性別差異有顯著的影響效果。綜合上述既有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自雇者或雇

主在產業部門的分佈上確實存在明顯的性別差異，而此性別差異則相當程度造成了自雇

 - 19 -



者或雇主在經濟成就面向上的性別不平等。 

 

三、 台灣的經濟結構轉型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產業結構的變化對於自雇人口比例的消長確實有顯著的影

響，且自雇人口在不同產業部門中的分佈也存在明顯的性別差異。推而論之，本研究認

為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變遷應當與台灣幾十年來的經濟結構變動關係相當密切，因

此，我們有必要概略掌握台灣長期以來產業結構的變遷趨勢，以便在詮釋雇主人口性別

組成變遷時能有更清楚的結構脈絡。如同多數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軌跡，台灣在二次戰

後的經濟結構重心也由農業部門轉移至工業部門，再進入以服務業經濟為主的所謂「後

工業社會」，連帶就業結構也產生明顯的改變。以下本研究將透過圖 3-1 產業別 GDP 比

重、及圖 3-2 產業別就業人口比重變遷趨勢（見頁 21）來說明台灣產業結構變遷的歷史

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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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951-2006 年台灣產業別 GDP 比重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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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網站（URL：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圖 2-2. 1978-2005 年產業別就業人口比例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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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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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1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在 1950 年代經濟發展的重心還是在農業，無論在生

產、就業或對外貿易方面，農業部門均佔有很大比重。在工業發展方面，由於工業資源、

資金不足、外匯短缺、所得低、人口快速增加，失業問題嚴重等因素影響，無法全力推

動工業生產，政府因此推行所謂「進口替代政策」，保護國內工業、減少出口，以扶植

本國工業之建立。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領導下，政府出口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以賺取外匯、購買進口工業發展所需之機器設備及原料，再投入工業發

展，進口替代工業因而得以順利發展。1960 年代開始，工業產值逐漸大於農業產值，政

府經濟發展策略由過去的進口替代政策轉而採取外銷導向的「出口擴張」，以勞力密集

的輕工業為發展主軸（蔡學儀 2004），由圖我們即可發現工業部門的 GDP 比重自 60 年

代起加速成長。 

 

1973 年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引發世界性經濟停滯及通貨膨脹，為解決經濟發

展困境，政府開始推動大規模的重化工業。1979 年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政府決定將技術

密集工業如電機、電子、資訊、光學等附加價值高、能源消耗低的產業明訂為策略性工

業，並積極予以推動，奠定了日後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競爭的基礎。1980 年代開始，

由於經濟發展層次提高、工資快速上漲、勞動力短缺、教育普及，及技術人力供給持續

增加，人力資源素質不斷提高，台灣的工業結構已由勞力密集轉變為技術及資本密集產

業，政府因此決定積極發展科技產業（蔡學儀 2004）。同時，由圖可知台灣自 1980 年

代中期開始，服務業部門開始呈現戲劇性的擴張，隨著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支援製造業

進一步發展的金融保險、運輸、通訊、行銷、資訊服務業也隨著大幅成長。所得的提高

也帶動休閒娛樂及餐飲業的興起（王健全、麥朝成 1999），也於此同時，工業部門開始

出現明顯的衰退，農業部門更已萎縮至 6%以下，台灣已正式進入服務業為經濟結構主

體的「後工業社會」。 

 

透過圖 2-1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台灣產業結構的變遷軌跡，而產業結構的變動會連帶

影響就業結構。圖 2-2 為 1978 至 2005 年台灣產業別就業人口比例變遷趨勢，透過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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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農業部門方面，就業人口比重亦是呈現明顯減少的趨勢，工業部門在 1980 年代

開始，就業人口比重也有降低的情形，而服務業部門則是呈現明顯的成長趨勢，整體就

業人口的產業分佈變遷趨勢和產業結構的變化亦步亦趨。由此可知，產業別就業人口比

重變遷趨勢和經濟結構的轉型息息相關。 

 

綜言之，台灣近數十年來不論在經濟結構或是就業結構皆歷經了重大的變遷，而由

既有研究可知，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影響自雇者人口比例的消長，且自雇人口的產業部門

分佈也存在明顯的性別差異。職是之故，我們可以預期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將會呈

現明顯的產業部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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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規模與雇主的關係 

由於組織規模和雇主人口關係密切，本研究另一個分析焦點即在於探討雇主人口性

別組成的組織規模差異。本節首先將討論既有研究中關於組織規模與雇主人口之間的關

係，以進一步彰顯組織規模對於雇主的重要性。另外，有鑑於雇主人口在組織規模分佈

上的性別差異是雇主性別不平等的來源之一，回顧勞力市場性別階層化的重要理論—雙

元經濟（dual economy）與雙元勞力市場理論（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並進一步闡述

該理論與本研究之關係及其所給予的啟發。 

 

一、 組織規模的重要性 

在既有研究中探討組織規模與雇主之間關係的相關文獻相當少見，更遑論組織規模

與雇主性別組成的相關研究。然而，仍有少數研究者試圖探討組織規模對於雇主的影

響。Aldrich 和 Weiss（1981）認為組織規模大小代表雇主的經濟資源多寡，其針對波士

頓 468 個小企業雇主的非機率抽樣調查即發現，雇主所雇用的員工數對於其所得收入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換言之，組織規模越大，則所得收入通常也越高。Loscocco 等人（1991）

針對新英格蘭地區小企業雇主代表性樣本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組織規模不僅影響雇主

所得，由於雇主在產業分佈及組織規模上存在性別差異，因而在企業銷售量及所得上也

形成性別差異。由此可知，組織規模確實與雇主的經濟成就休戚相關。 

 

儘管雇主在組織規模的分佈上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異，目前卻仍未有研究針對性別

與組織規模兩者之間的關係進行深入的探討，分析造成此組織規模分佈的性別差異原因

為何。然而，由相關文獻我們仍可推敲一二。一如前述所言，由於女性自雇者必須同時

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相對於男性無法投入較多時間與精力經營事業，因而無法累

積利潤，組織規模自然無法擴大（Loscocco et. al 1991）。此外，Loscocco 及 Robinson

也指出，女性小雇主相對而言較為缺乏企業經營管理技能，且籌措資金困難度比起男性

更高，這兩個制度性障礙也相當程度地影響了男女性小雇主在經營表現上有不同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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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男性的經濟成就要高於女性，女性因為資源較為有限，較難擴大其組織規模。換言

之，由組織規模分佈的差異，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雇主人口存在明顯的性別不平等。 

 

綜上所述，由於兩性雇主在經濟資源及家庭角色上的不同，造成了其組織規模分佈

的差異，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應該會存在明顯的組織規模差

異。接續，本研究將扼要回顧雙元經濟與雙元勞力市場理論的相關概念，並說明該理論

與本研究之間的關連。 

 

二、 雙元模型 

早期社會學研究勞力市場階層化及性別不平等時，多強調個人特性如教育、父親職

業等對於其勞動參與結果的影響，此一個人取向最為人所詬病之處即在於其未能關照到

結構機制的作用，因此，雙元模型便在這樣的氛圍下出現，成為後期解釋勞力市場（性

別）階層化的重要理論。雙元模型主要包含兩個形式的理論—雙元經濟理論與雙元勞力

市場理論，以下將分別概述其主要理論內涵，並比較之。 

 

雙元經濟理論主要的內涵聚焦於公司（firms）及（或）產業部門（industries）之間

的差異，將產業結構分為核心（core）與邊陲（periphery）兩個部門，在核心部門中的

產業多屬於獨佔或寡佔型的高利潤產業，由少數的大型公司把持，而邊陲部門中的產業

則是高度競爭且利潤低，由許多的小公司所聚集而成。換言之，雙元經濟理論主要強調

的是產業結構與經濟組織生產方式（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的差異。而雙

元勞力市場理論則是是強調勞力市場結構的區隔與勞動力特質的差異，該理論將勞力市

場區分為主要（primary）勞力市場及次要（secondary）勞力市場，兩部門最大差別在於

是否有內部勞力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主要勞力市場具有內部勞力市場的特質，

工作環境較佳、有明確的薪資結構差異及良好的升遷管道，是屬於好的工作（good 

jobs），而次要勞力市場則沒有內部勞力市場特質，工作環境差，薪資低且升遷機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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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要勞力市場的勞動力特質主要以高教育程度、男性及優勢族群居多，而次要勞力

市場則主要是女性、低教育程度者及少數族群等劣勢的「邊際勞工（marginal workers）」

聚集較多。儘管雙元經濟與雙元勞力市場理論本質上並不相同，前者主要強調勞力市場

結 構 區 隔 背 後 的 肇 因 （ causes ）， 而 後 者 則 著 重 在 此 一 區 隔 所 呈 現 出 來 的 結 果

（consequences），然而，兩者的內涵皆強調制度層次的經濟分化（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核心產業部門的勞力市場結構通常都具有主要勞力市場的特

質，而邊陲產業部門則多半以次要勞力市場居多，因而在實證研究上也經常相互混用

（Hodson and Kaufman 1982；Tolbert, Horan and Beck 1980；Zucker and Rosenstein 1981；

曾敏傑 2001）。 

 

雙元模型經常為研究者用以解釋勞力市場的性別不平等，這樣一個理論取向對於本

研究的主題—台灣雇主的性別組成模式及其變遷趨勢—能給予什麼樣的啟發呢？由前

述關於產業結構與組織規模的文獻可知，不同產業部門的自雇比例存在明顯的性別差

異，而雇主（至少小雇主）的組織規模分佈也呈現明顯的性別差異，男性自雇人口較集

中於高利潤且組織規模相對較大的產業如製造、營造業及批發業，而女性則聚集於利潤

較低且組織規模相對較小的產業如零售業、個人服務業及社會服務業。換言之，即男性

自雇人口相對而言主要集中在較多好工作的核心產業部門，而女性則是聚集於較多不好

工作的邊陲產業部門。有鑑於本研究分析焦點之一即在於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及變遷

的產業部門與組織規模差異，雙元模型的理論思考確實得以提供本研究在詮釋時相當有

用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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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章回顧了自雇者研究的相關研究，透過既有文獻的回顧，我們確實可以發現性

別、年齡與教育程度等人口特徵確實影響個人是否成為自雇者，且經濟結構的變動對於

自雇人口的消長乃至其性別比例也確有顯著影響，而雇主作為廣義自雇者的一部分，可

以想見其應當也與這些基本的人口特徵與結構變動有密切的關係。然而，我們仍然必須

注意，前述既有文獻所指涉的研究對象為自雇者，包含既未雇用也未販售勞動力的自營

作業者與雇用勞動力的雇主，並未加以明確區分，而此兩類勞動者在本質上即存在差

異，例如由新馬克思主義的角度而言，自營作業者因未雇用勞動力，常會有超時工作、

自我剝削的特質，有別於被歸類為資本家的雇主。由組織特質的角度觀之，自營作業者

與雇主兩者也大異其趣。因此，自雇者的相關研究並無法確實回答性別、年齡與教育程

度等基本人口特徵是否確實影響個人成為雇主，甚至更進一步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雇主的性別組成變遷。職是之故，本研究在相關文獻的學術脈絡或可定位為一個基礎研

究，補充既有研究對於雇主人口理解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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