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透過時間序列資料探討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模式及其變遷趨

勢，並進一步分析不同產業部門及組織規模雇主的性別組成差異。本章首先詳述主要研

究問題，並說明分析資料來源、樣本篩選、變項處理。 

 

第一節、 研究問題 

一、 分析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呈現何種面貌及其如何變遷。 

儘管男性在雇主人口中所佔比例遠高於女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既有研究亦指

出，女性勞動參與率的提升是提高女性自雇人口比例的重要結構性因素之一，加以服務

業部門的大幅擴張對於女性乃至整體自雇人口比例的成長皆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我們

可以預期台灣雇主的性別組成應當會產生明顯的變化。職是之故，本研究首先即擬勾勒

出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變遷圖像，並進一步控制年齡與教育程度，以更細緻地分析

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模式與其變遷趨勢。 

 

二、 探討台灣不同產業部門雇主性別結構及其變遷趨勢是否存在差異。 

台灣如同其他多數工業化國家，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以來歷經了三階段的經濟結構轉

型，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再進入以服務業為重心的後工業社會。此經濟結構的

變化對於台灣的勞力市場結構也產生了顯著的影響。既有研究已指出產業部門的特性和

其自雇者的性別結構關係相當密切，且產業結構的轉變也和自雇者的比例消長與性別組

成的變遷息息相關。推而論之，我們可以預期經濟結構的轉型對於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

組成必定產生了的顯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第二個分析焦點即擬探討台灣不同產業部

門雇主人口的性別結構及其變遷趨勢，並進一步檢視男女兩性雇主在產業部門分佈上的

差異，以更全面地理解產業部門與雇主人口性別組成與變遷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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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較不同組織規模雇主之性別組成及變遷趨勢是否有所不同。 

組織規模是影響雇主人口經濟地位差異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即已證明組織規模的

大小對於雇主的所得有顯著的影響，其重要性可見一斑。有鑑於組織規模攸關雇主人口

的經濟福祉（economic well-being），本研究亦擬檢視不同組織規模雇主之性別組成及其

變遷趨勢，並進一步分析不同性別之雇主人口的組織規模分佈及其變化，探討其中的性

別差異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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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來源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及變遷趨勢，需要勞動力相

關的長期時間序列資料，以觀察其變化。本研究所使用之資料為行政院主計處每年五月

之「人力資源」調查，資料分析時間為 1978 至 2005 年共 28 個時點。此項調查為台灣

目前針對人力及勞動力狀況所做最為持續且時間完整之調查統計。人力資源調查為行政

院主計處每月執行之調查，其主要目的在於定期獲得民間 15 歲以上人口之品質、數量、

勞動力結構、就業、失業、失業原因、非勞動力構成等相關基本人力資源統計，以提供政

府人力供應狀況、勞動力就業狀況、及人力發展趨勢之相關資訊，配合國家建設計畫需

要，以為人力資源分配之規劃4。每年該月「人力資源」調查另有一附帶專案調查，為

「人力運用」調查，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台灣勞動力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狀況之變

動趨勢，以提供人力政策之訂定、職業訓練之推動、及企業經營之改善等決策參考依據

5。 

 

本研究選擇每年五月之「人力資源」調查作為分析之資料來源，主要原因在於該月

分之調查同時涵蓋人力資源及人力運用兩項調查之資訊，對於當年度台灣人力資源及勞

動力運用狀況可有完整而全面的掌握，而且該項調查自 1978 年起已累積近 30 年的資

料，對於勞動力變化的長期趨勢研究而言相當適合，故以此調查為主要分析資料來源。 

                                                 
4 資料來源：人力資源調查簡介（無日期）。台北市：行政院主計處。民 96 年 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6954&ctNode=515。 
5 資料來源：人力運用調查簡介（無日期）。台北市：行政院主計處。民 96 年 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8874&CtNode=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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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樣本篩選 

如前所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灣的雇主，根據主計處的定義，雇主係指就業人

口中「自己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而雇用他人幫助工作」者，換言之，即未在勞力市場中

販賣勞動力，而是雇用勞動力以獲取報酬者。由於雇主係行政院主計處所定義之從業身

份類別中的一類，而僅勞動力人口中的就業人口方有從業身份，因此，本研究主要以「人

力資源」調查中「工作狀態」及「從業身份」兩個變項來篩選出雇主人口。 

 

根據主計處定義，人力資源調查中的就業者係指「在資料標準週內年滿 15 歲從事

有酬工作者，或從事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而工作狀態變項主要即在確保我

們所選取出的樣本皆為就業人口。其測量方式主要是詢問受訪者「你上週主要在做什麼

事？」，凡此問題填答選項 1（從事某種工作）、2（利用課餘或假期工作）、3（家事餘暇

從事工作）、及 4（有工作而未做）者，即為就業人口，其餘不符條件之樣本即予以刪除。

在篩選出就業人口後，本研究再以從業身份變項進一步篩選出雇主人口。從業身份的測

量題目為「你主要工作的身份是什麼？」，而本研究僅選取填答為「雇主」之受訪者。

在經過工作狀態及從業身份兩個變項篩選過後的樣本即為本研究所欲分析之對象，各年

篩選後樣本數最大值為 1998 年的 1,798 人，最小值為 1978 的 7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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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處理 

本研究企圖探討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組成及其變遷趨勢，並進一步分析不同年齡別

及教育程度之雇主的性別組成，以更細緻地討論雇主人口的性別結構及其變遷趨勢。此

外，本研究亦擬深入分析不同產業部門及組織規模雇主之性別組成與其變化，並檢視不

同性別雇主在這兩個面向上的分佈情形與變遷趨勢，以期能更深入探討產業部門及組織

規模與雇主人口性別組成及其變遷趨勢之間的關係。據此，本研究主要用以分析的變項

有性別、年齡、教育程度、產業部門與組織規模等，除性別外，其餘變項皆經過重新分

類處理，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一、 年齡 

在主計處原始資料中，年齡測量為一連續變項（continuous variable），本研究將年

齡轉換為一次序變項（ordinal variable），以進行交叉分析。由於各年的分析樣本數量不

多，為避免區分過細，在交叉分析上次數為零的情形過多，本研究將年齡重新分組為 10

歲年齡組，分別為 15 至 24 歲、25 至 34 歲、35 至 44 歲、45 至 54 歲及 55 歲以上共五

組，而分組上限訂於 55 歲係考量高齡就業人口原本人數即相對較少之故。除了分析上

的目的外，本研究認為這樣的年齡分組亦約略符合個人生命歷程中各階段，如 15 至 24

歲為個人初入勞力市場的時間，因此，這樣的年齡分組也具有其社會意涵。 

 

二、 教育程度 

在教育程度方面，人力資源調查中的教育變項雖為類別變項，然因歷年分類略有變

動6，為使時間序列上教育程度類別能一致，且避免區分過細導致交叉分析次數為零的

情況過多，本研究將教育程度變項予以重新分組，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校、專科及大

                                                 
6 人力資源調查中教育此一變項的分類在 1988 及 1995 年做過更動，1988 年以前教育程度分為不識字、

自修、國小、國（初）中、高中、高職、專科、及大學以上八組，1988 年將大學以上分出「研究所」一

類，增為九組，1995 年則將研究所再細分為「碩士」及「博士」，共十個類別。由於本研究資料分析起始

時間為 1978 年，九年國民義務教育已實行一段時日，成為較為普及的教育程度，因此，本研究將不識字、

自修、國小和國（初）中合併為同一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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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上四個類別。本研究認為，由資料分析期間台灣教育體制的發展而言，此一教育程

度的分類是相當合理的。由於資料分析起始時間為 1978 年，距 1968 年實施九年國民義

務教育已 10 年的時間，台灣民眾的基礎教育程度已大為提升，國中學歷已成為勞力市

場中多數人具有的基本學歷，因此本研究將國中及以下之教育程度者歸為一類，高中職

校學歷代表中等教育程度，獨立歸為一類，而專科與大學教育雖皆為教育部所界定之高

等教育，然由於台灣在高中即開始實施分流教育，因而專科與大學學歷在台灣社會的脈

絡是有其社會意涵上的差異，因此將專科者獨立為一類，而大學以上教育程度者歸類為

一類。 

 

三、 產業部門 

在產業分類的部分，人力資源調查中行業的分類方式是採用主計處的二碼中分類，

由於修訂版本的不同，各中分類可合併成 9 至 16 個不等的大分類。本研究考量各年分

析樣本並不多，即使統一各修訂版本的行業標準大分類，仍有 9 大類，類別仍然過多，

恐有交叉分析次數為零過多之情形，而三分類的產業分類架構（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及

三級產業）又過於簡略，因此採取singelmann（1978）所發展出來的六種類別的產業分

類架構，將主計處的行業中分類重新歸類為為採取性產業部門（extractive sector）、轉換

性部門（transformative sector）、分配性服務業部門（distributive service sector）、生產者

服務業部門（producer service sector）、社會服務業部門（social service sector）及個人服

務業（personal service sector）7。此一分類架構除可以避免類別過多的狀況外，還可適

切反應台灣社會於本研究資料分析起始時間（1978 年）已逐漸轉型為服務業為主且服務

業部門高度分化的後工業社會，對於本研究而言是較為合適的一個分類架構。 

                                                 
7 關於行政院主計處行業標準分類與singelmann的產業分類架構之對照，詳見附表 1，本研究針對主計處

行業標準分類之中分類歸類至Singelmann架構中係參考Castells（2000）及研究者主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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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織規模 

在組織規模的測量上，人力資源調查係詢問受訪者其工作場所的從業員工人數8，

為一類別變項。在 1994 年之前分為 1 人、2 至 9 人、10 至 29 人、30 至 49 人、50 至 99

人、100 至 499 人、500 人以上及政府機關共八類，1995 年以後則將 100 至 499 人進一

步細分為 100 至 199 人及 200 至 499 人，其餘分類則同 1994 年以前。在挑選出從業身

份為雇主之樣本後，組織規模為 1 人及政府機關者即被刪除，本研究同樣為了分析上的

目的，將各年組織規模變項重新分組為 2 至 9 人、10 至 29 人、30 至 99 人及 100 人以

上。主要原因除為避免區分過細所所可能引發的問題，同時也考量到台灣的企業結構仍

然以 30 人以下的小型企業佔大多數，因此最後區分出上述四個類別。 

                                                 
8 人力資源調查自 1979 年起始詢問受訪者其工作場所從業員工數，因此，本研究在後續組織規模的相關

分析起始時間皆為 197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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