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職業性別隔離 

 

在勞動力市場中可以很普遍的發現，男性位於以男性居多的職業工作，女性

則是大部分與女性一起工作，職業大致上可以區成男性主導或女性主導的職業兩

種。職業的區分並不只是類別上的差異，因為典型的女性工作屬於文書性、輔助

性的職業，這些職業以低技術性、低薪資、缺乏晉升管道為特徵，通常被視為劣

勢職業((Bielby and Baron,1986;Chow and Hsung,2002)；但是相反的典型男性工作

卻是位於高階、管理性質的職業，且被賦予較高期待、得到較高的薪資的不平等

情況(Reskin,1993)。職業性別隔離指得不只是男女性職業的區隔狀況，更是性別

不平等的問題，許多研究指出以男性或男性主導的職業其薪資、升遷機會、地位

都明顯高於女性或女性居多的職業，顯示勞動力市場存在性別不平等，且這種不

平等持續存在(Bielby and Baron,1986;Hanson and Pratt,1991;England,1992;Reskin, 

1993;England and Kilbourne,1994b;Ridgeway,1997;Petersen,2004;Hartmann、Rose 

and Lovell,2006;Chang and Tu,2008)。 

 

究竟為什麼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女性居多的劣勢職業？根據新古典主義，薪

資的差異來自於人力資本的差異，通常以受教年數與工作經驗為指標，性別並不

會對職業高低產生任何影響。但是人力資本論卻無法解釋為何當女性教育年數與

男性相當(或更高)，薪資卻仍然比男性低？並且當某職業的女性比例越高，薪資



卻越低(England and Kilbourne,1994b)？在勞動力市場中很明顯存在性別歧視的

現象，即使女性本身的人力資本提高，仍舊容易進入以女性為主導的劣勢職業。 

  

    從過往研究來看，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劣勢職業的原因更有可能是性別不平

等的問題所造成，這可以分為勞力供給面、勞力需求面兩方面來討論。在勞力供

給面，有學者認為女性求職者集中在女性居多的劣勢職業是由於家庭角色的差異

所導致，例如預期女性會因為懷孕、負責小孩教養而離開公司，在訓練人力成本

的考量下，雇主傾向拒絕女性求職、或對女性的雇用與升遷有較嚴苛的標準

(Correl、Benard and Paik,2007)。社會化的過程中對男女性的不同期望也是經常被

提及的因素，女性被期望以照顧家庭為首要目標，認為女性如果追求成功的職業

則無法兼顧家務與母職的角色，致使女性傾向尋找符合規範上較適合女性的職

業，如彈性時間、離家較近或者是兼職性的工作，而不以薪資為追求目標(Hanson 

and Pratt,1991;Fiorentine,1993)。家務分工與社會對女性的限制使得女性本身或與

女性相關的事物容易受到貶低價值的懲罰(England,1992、1994b)，即便女性透過

家庭遷移可以獲得更好的工作，最後大部分女性還是會放棄向上流動的機會，以

男性的工作需求為主(Bielby and Bielby,1992)，所以女性在勞動力市場轉換工作

會逐漸以彈性、兼顧照顧小孩的工作為優先，逐漸進入以女性為主導的工作，形

成旋轉門效應(Jacobs,1989)。 

 

在勞動力需求面，有研究發現雇主的統計歧視也會造成女性求職者的求職劣

勢，由於在雇用人員時，雇主缺乏足夠、透明的相關資訊了解求職者能力，加上

獲得所有有關於求職者能力的成本花費過高，因此雇主在雇用勞動力時傾向以男



性勞動力為優先(Strober,1984,Reskin,1990)；或受到文化上的刻板印象影響，將女

性想像成順服的、低技術的勞動力(Bielby and Baron. 1986;England and 

Kilbourne,1994b;Chow and Hsung,2002)，以刻板印象對男性與女性進行工作或職

業指派(Bielby and Baron,1986;Reskin,1993;Ridgeway,1997;Fernandez and Sosa, 

2005)。相關的研究也指出在組織中某些職業被視為溫馴、低技術性且特別適合

女性氣質，這些特質皆是以對女性身體的想像為基礎，因此雇主會以性別作為招

募員工或安置職業時的準則之一，並且女性身體的改變會影響受雇用或升遷的機

會，相反的男性卻不受影響(Chow and Hsung,2002)。另外一些研究認為雇主傾向

雇用被推薦的求職者(Fernandez and Weinberg,1997)，但也會考慮求職者的性別是

否為該職業的主導性別，女性求職者難以進入以男性為主導的工作(Reskin and 

Roos,1984)。 

 

    從上述討論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在勞動力市場上女性求職者為何持續進入劣

勢職業的解釋相當多，可以從雇主對女性的歧視(無論是有意或無意)或者是文化

上對女性的期待、女性價值的貶值等來理解。但是很少有研究系統性針對研究男

女性求職者訊息管道的差異進行研究，特別是非正式的訊息管道，而這也可能是

導致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女性主導的劣勢職業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求職者而

言，非正式管道流通的訊息可能比正式管道流通的訊息來得更有價值，因為透過

正式管道的訊息容易被其他求職者觸及到、迅速被公開(Granovetter,1974)，但是

更進一步的內部工作消息或者是較好的工作則必須透過私人性的社會網絡才能

夠獲得，如經由認識的朋友介紹工作。Granovetter(1973)的研究顯示求職者透過

中介人介紹工作的滿足度較高(孫清山、熊瑞梅、許志松,1986)，由此透過非正式



管道流通的訊息的更可能在求職者間的地位取得產生的差異，特別是當男女性的

消息來源並不相同時，透過非正式管道求職更有可能使得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高

女性比例的劣勢職業。 

 

    Reskin(1984)注意到當女性試圖進入以男性為主導的工作時，有關於職業的

出缺訊息很難被女性接觸到，因為男性主導職業的訊息流通通常是透過男性工人

散播出去或是張貼訊息在女性無法觸及到的男廁等。Hanson 與 Pratt(1991)從地

理活動範圍特別針對非正式的尋職方式如何複製職業性別隔離進行研究，Hanson

與 Pratt 認為招募訊息鑲嵌在日常生活中，但是男女性活動範圍的差異則使訊息

流通產生性別化的現象，複製職業性別隔離。社會上允許男性在地理範圍上有較

大的活動空間、女性則被期望以家庭為中心進行日常活動，男女性日常活動範圍

差異反映在與交往者進行互動的廣度上：女性通常只能接觸到鄰近的女性、缺乏

機會跨地域接觸不同交往者，女性比男性更不容易接觸到好工作的招募訊息或是

高階職業的出缺訊息。在文中 Hanson 與 Pratt 也發現男女性求職者傾向使用同性

別的中介人尋職，並且透過女性中介人獲得女性主導職業的比例將近 60%，顯示

無論女性身為求職者或中介人，訊息管道的差異讓女性始終處於不利的位置。 

 

Reskin、Hanson 與 Pratt 都發現訊息流通管道會因為性別產生差異，男女性

求職者並不一定擁有相同的機會接觸到工作訊息，並且 Hanson 與 Pratt 也指出男

女性求職者傾向使用同性別的中介人，但究竟是訊息網絡的差異還是中介人性別

的差異，影響女性求職者進入劣勢職業？哪一個是女性求職者承受回報欠缺的關

鍵因素？另一個衍生的問題是女性難以獲得較好的工作訊息是因為女性傾向與



女性交往、還是女性傾向與位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人交往？可惜關於這一點

Hanson 與 Pratt 並沒有進一步的分析。此外，女性化訊息管道與女性中介人對不

同性別求職者職業獲得的不利影響是均一的嗎？還是在勞動力市場對女性求職

者有較嚴格的限制下，女性化訊息管道與女性中介人會對不同性別的求職者發揮

不同的影響力？要理解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社會資本的角度出發，利用

Lin(2001)的地位獲得的社會資本模型作為分析方式。雖然地位取得的社會資本模

型對於非正式管道尋職是很好的分析方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它在性別議題上的

盲點，過度強調求職者與中介人的弱連繫與訊息流通對於地位取得高低的影響，

忽略了不同性別的訊息不一定會平等地在男女性之間流通(Reskin,1984)，依賴非

正式的網絡關係可能會擴大職業性別區隔。 

 

 

 

 

 

 

 

 

 

 

 



第二節、地位取得的社會資本模型 

 

    自 Granovetter 以降，有關於透過中介人尋職的研究在社會資本領域已經累

積大量的發現，特別是訊息(Lin,1981a、1981b;Marsden and Hurlbert,1988; 

Moerbeek、Ultee and Flap,1991;Valery Yakubovich,2005)、影響力的流通如何影響

到求職者所獲得的地位(Bian,1997;Valery Yakubovich,2005)，或者是階層與連繫強

度之間的關係(Wegner,1991;Cheung and Gui,2006）。但是地位取得的社會資本研

究缺乏對男女性訊息管道差異的關懷，縱然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出現性別化的現

象，如求職者容易使用同性別的中介人(Ensel,1979;陳志柔,2008)、女性求職者不

易觸及到高社經地位的人且觸及到女性的中介人對於男女性求職者皆有不利的

影響(Ensel,1979;Lin,1999、2004），大部分的研究仍忽略社會資本性別化的問題，

以及性別化社會資本是否會導致職業性別隔離。 

 

    在指出更多社會資本理論對性別議題的盲點前，我們必須先瞭解社會資本是

什麼，以及它怎麼在非正式的求職管道中運作。Lin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目的

性行動(purposive action)中被獲取的或被動員的、嵌入社會結構中的資源」(Lin, 

2001)。社會資本必須透過社會關係獲得，當行動者在目的性行動中(如求職)為了

某種特定的資源(如工作出缺訊息)，透過自己的社會網絡直接(行動者-他人)或間

接地(行動者-他人-他人)連結到佔據更高位置、擁有更多資源的人，便可以獲取



更好的資源以利目的達成。Lin（1981a、1981b）把社會資本的概念應用在求職

過程中，並接續 Granovetter 的弱連繫強度假設（SWT,strength of weak ties），連

繫的強弱是指時間、情感強度、親密程度、互惠程度的強度，Granovetter 視弱連

繫為將行動者與其他許多不同的社會團體連接起來的橋，它能夠跨越小團體的邊

界，提供行動者更多接觸訊息與資源的管道。在這個基礎下，Lin 提出三個命題

發展「地位取得的社會資本模型」。 

 

    第一個命題是獲取好的社會資本更可能導致行動的成功。這是從「聲望原則」

的概念發展而來，在市場訊息不完全透明的情況下求職者接觸擁有有價資源的中

介人、越有利於獲取更多訊息，並且當動員的中介人聲望越高、擁有的訊息或能

發揮的影響力越多，對求職者越有利。第二個命題反應行動者的結構優勢，擁有

好的初始地位的求職者，有較好的機會獲取和使用擁有好的社會資本。第三個命

題是當行動者之間的關係越弱，越有可能在工具性行動中獲取好的社會資本。這

是以「弱連繫」為基礎發展的假設，當求職者希望獲得更多有關於求職的訊息，

使用弱連繫可以跨越團體的邊界，接觸到更多異質性資源。 

 

    以這三個命題為基礎，Lin 建立地位獲得的社會資本模型(圖 1)。模型中左邊

虛線的左方，稱為可觸及社會資本模型（accessed social capital model），關注求

職者在社會網絡中所獲得的資源，當初始地位越高、教育程度越高、關係廣泛性



越高，則求職者的個人社會網絡越大，可觸及的網絡資源越多，對求職過程中的

地位獲得有正影響。位於兩條虛線中間的部分稱為可動員社會資本模型（mobilize 

social capital model），中介人的地位被視為求職者在尋職過程中可動員的社會資

本，在因果關係上它受到可觸及社會資本的影響。求職者從個人的社會網絡中接

觸到的資源越好、潛在可使用的中介人地位就越高、最後獲得的職業也會較高。 

 

 

圖 1、地位取得的社會資本模型(Lin,<<Social Capital>>)1 

                                                 
1 圖 1 修改自 Lin ，2001，”Social Capt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社會資本並不是平等地分佈在社會群體中，Lin(2001)注意到性別不平等的

現象，以社會資本理論為基礎提出資本欠缺(capital deficit)與回報欠缺(return 

deficit)來解釋在勞動力市場中男女性收入的差異。資本欠缺是指女性的社會資本

與人力資本比男性來得少，因為在家庭中父母傾向把較好的資源留給男性，並且

鼓勵男性建立多元的社會關係，因此男性的教育或社會資本比女性高、在勞動力

市場中獲得的機會也比女性高。而回報欠缺是指在尋職過程中動員社會資本後，

勞動力市場對於男女性的社會資本有不同的回報，即使動員到相同數量的資本，

男性仍舊比女性得到更多獎勵，如擁有較高的薪資與聲望。但 Lin 的解釋無法說

明為什麼社會資本出現性別化的現象，以及性別化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求職結

果？女性求職者所承受的回報欠缺可能不是來自於資本量的不足，而是因為男女

性觸及到不同性別化社會資本的緣故。為了進一步瞭解性別化社會資本如何影響

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劣勢職業，接下來的章節我們將修改 Lin 的模型，發展性別

化社會資本模型，解釋性別化社會資本與女性求職者承受回報欠缺的問題。 

 

 

 

 

 

 



第三節、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與 

可動員社會資本 

 

一、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地位獲得的社會資本模型關注於求職者如何透過連繫獲取鑲嵌在結構中的

社會資源，但是有價資源的流通是否會因為性別而有所差異？Reskin(1984)質疑

在勞動市場存在性別隔離的前提下，不同性別的求職者是否有相同的機會與管道

接觸、使用對求職有利的社會網絡？Reskin 以經驗研究為例，在男性為主的工作

中，女性在獲取工作機會、工作指派、升遷以及離職上都明顯受到阻礙，所得到

的資訊並不如男性來得多，因為工作場所對女性的排斥形成訊息流通的偏頗，例

如男性間口耳相傳、廣告張貼在男廁等等，顯示訊息不一定會平等地在男性工人

與女性工人之間流通，並且依賴非正式的網絡關係可能會擴大性別區隔(Reskin, 

1993)。這些發現指出社會資本模型忽略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本也存在性別化現

象，男性與女性所擁有的訊息或有價資源並不完全相同。 

 

    從實證資料上來看，Ibarra(1992)指出男性與女性在個人網絡中存在不同程度

的性別同質性情況，但大部分的人仍傾向與同性別的互動。為什麼同性別的人傾

向彼此互動？Ridgeway 與 Correll(2004)認為性別作為日常生活中的區分機制，行

動者透過區分自我(女/男)與他者(男/女)作為日常生活應對的分類基礎，使得性別

分類形成一種存於生活中的認同，透過慣性的互動使得性別信念(gender beliefs)

成為日常行為背後的認同(background identity)。性別信念透過文化將行動者被區



分成男性/女性，賦予不同重要性並潛移默化地塑造行動者的行為舉止：男性掌

握主導地位、女性處於附屬的地位。透過在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中，男性傾向與男

性互動、女性傾向與女性往來，形成性別化的可觸及社會資本，因為同性別的接

觸較跨性別的接觸來得容易。一旦當男性被賦予較高的地位與期待時，這些社會

化的價值在個人層次上出現形成自我應驗效果，男性相信自己比女性擁有較好的

能力、更有機會取得較高的地位，並在資源分配與使用、社會關係接觸上產生不

平等。 

 

    雖然性別信念隨教育程度高低而在行動者身上展現出差異，如女性教育程度

越高、從事經濟活動越頻繁，男女性不僅在家事分配上越趨平等(South and 

Glenna,1994)，且在家庭遷移的決定上，將妻子工作納入遷移考量的情況也逐漸

增加(Bielby and Bielby,1992)，但在勞動力市場中男性仍擁有較多資源與權力，

因為男性仍然佔據管理層級的工作(England and Kilbourne,1994b)，並且領取較高

的薪資，無論在男性居多的工作或女性居多的工作皆然(Hartmann,2006)。 

 

    Lin、Fu 與 Hsung(2001)曾分析男女性在可觸及社會資本上的差異，但忽略

可觸及社會資本性別化的現象：女性傾向建立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男性傾向

建立男性化社會資本。若可觸及社會資本中女性比例或女性主導職業比例越高，

對求職者而言是否表示這是一個容易複製職業性別隔離的不利網絡？Fernandez 

(2006)認為少數種族的求職者被隔絕於找到好工作的網絡、處於較不具生產力的

種族網絡中，所以不容易在勞動力市場中找到高報酬性的工作。從這個觀點來

看，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是否也是較不具生產力、被排於好的職業的不利網



絡？觸及越多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是否會對求職者的職業帶來劣勢？雖然缺

乏文獻直接論證，但我們仍可從 Burt 與 England 相關研究中發現端倪。 

 

    Burt(1998)認為女性的確傾向建立以女性居多的同質性的網絡，但網絡中交

往者性別對女性升遷的速度沒有影響，與男性建立小而緊性的網絡才有利於女性

借用(borrow)交往者的社會資本接觸更多人，有利於加快早期的升遷速度。由於

在勞動力市場的行動者位於許多缺乏連繫的團體中，使得整個網絡結構呈現許多

結構洞(structure holes)，當處於結構洞位置的行動者與其他個團體產生連繫，則

有利於行動者掌控訊息流通的優勢。但這種網絡對男性較有利，對女性並不會產

生優勢，因為女性在勞動力市場有合法性(legitimacy)問題，她們難以被視為是團

體內的成員。對女性而言，與男性建立小而緊密的網絡，並借用(borrow)網絡中

其他交往者擁有的廣泛社會資本來接觸更多交往者，才有利於加速升遷的速度。

從 Burt 的研究中可以了解，女性居多的網絡對行動者並沒有幫助，因為女性不

被視為是團體內的成員。 

 

    另一方面，England 認為男女性在職業的佔據上有不同的分布，致使以女性

居多的職業，其評價、薪資低於男性，這不只是因為女性主導的工作被視為不需

要高技術性技能，更是因為文化貶值(cultural devaluation)的原因使得女性為主的

工作被視為不如男性工作來得有價值。文化貶值乃是指在父權主義下，文化傾向

給予男性獎勵，對於男性氣質(masculinity)與男性為主的工作有較高評價；相較

於文化傾向貶低女性價值以及女性氣質(femininity)，女性對於工作的貢獻、女性

技術傾向被忽略、不重要或是女性與生俱來的照顧本能。這稱為文化貶值(culture 



devaluation)(England,1994)。文化上認為女性的付出是理所當然、與生俱來的本

能，將之視而不見，導致普遍認為女性對工作的付出少於男性，所以以女性人數

居多的女性主導工作薪資也會少於男性。實證研究上也有證據支持以女性為主的

工作會對薪資產生負向效果。England(1994b)證實當某個職業的女性比例越高，

不論是男女性都會在該職業所獲得的薪資上產生懲罰效果，且女性所承擔的懲罰

效果大於男性。Hartmann(2006)以研究結果反駁男女性薪資漸趨平等的看法，在

男性為主的工作比女性為主的工作有更好的薪資收入，無論是菁英性工作、一般

工作、較少技術性工作皆然，以女性主導的工作薪資仍舊低於男性；而即使女性

進入男性主導的工作，薪資所得也低於男性，反之男性進入女性主導的工作薪資

卻高於女性。 

 

從上述討論，我們可以合理推論接觸越多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會對於求職

者的職業會產生回報欠缺，因為投資越多在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並不會使求

職者獲得更好的職業，觸及女性化社會資本的回收不如男性化社會資本來得好。

但是觸及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的劣勢是來自於高女性比例的可觸及社會資

本、還是來自於可觸及社會資本中的交往者大多位於女性主導職業？同樣的，

Burt 認為跨性別可觸及社會資本有利於女性獲得更好的職業，但女性觸及跨性別

社會資本是指接觸到較多的男性交往者、還是接觸到位於男性主導職業的交往

者？雖然過往研究並沒有進一步分析，但為了更詳細釐清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的效果，將兩者加以區分是必要的。 

 

另外，Reskin 認為女性求職者之所以無法進入較好的職業是因為男女性訊息



管道的差異，致使女性無法獲得在男性可觸及社會資本裡流傳的工作訊息，

Fernandez 也認為女性處於較不具生產力的網絡中，不容易在勞動力市場中找到

高報酬性的工作。由此，我們可以更進一步說，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的影響力

有可能獨立於女性化可動員社會資本之外，因為接觸越多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表示越有機會得到女性化職業的工作訊息、被排除在好的工作機會流傳的訊息管

道外，也越有可能導致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較為劣勢的女性主導職業。 

 

二、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 

 

    中介人的地位高低除了會影響求職者職業取得外，研究也發現可動員社會資

本出現性別化的現象，即男性求職者傾向動員男性中介人、女性求職者傾向動員

女性中介人(Ensel,1979;陳志柔,2008)，並且當女性求職者使用男性中介人時，她

們在接觸更高位置的人的機會增加(Ensel,1979)。更重要的是，當觸及到女性的

中介人時，無論對男性或女性求職者皆有不利的影響(Lin,2004)。這些研究顯示

使用女性化可動員社會資本容易使求職者處於不利的地位、無法獲得地位較高工

作，但是卻無法說明性別化的可動員社會資本是否會在地位獲得也產生性別化的

現象、複製職業性別隔離。 

 

    Lin(1999)試圖解釋性別化的可動員社會資本如何使女性求職者處於劣勢，他

認為家庭對男性的投資多於女性(如教育程度)、鼓勵男性向外發展(如建立廣泛的

人脈)，所以女性在獲得資本的質與量上都存在資本欠缺。另一方面，即使男女

性的資本量相同，但女性無法動員或不願動員到適合的中介人、或雇主對於動員



資本有不同回應，使勞動力市場對男女性的回報產生差異，女性比男性更容易承

受回報欠缺的情況。為了克服社會資本不平等，女性求職者必須透過跨性別的連

繫人、擴大連繫長度才能接觸到男性中介人、脫離弱勢地位(Lin,2004)。Lin 認為

動員到聲望較高的中介人才算是動用到有利的、較好的資本，對求職結果會產生

正向影響，意即女性中介人聲望較低，所以無法為地位獲得帶來正面效果？如前

所述，Lin 將中介人的地位被視為求職者在尋職過程中可動員的社會資本，女性

中介人對求職結果的劣勢效果其實來自於中介人低職業聲望，致使動員到女性中

介人等於動員到較差的社會資本、聲望較低的中介人，缺乏足夠的資源幫助求職

者找到更好的工作。但是除了中介人職業聲望的差異外，女性中介人本身的性別

是否也會為求職者帶來不利效果？England(1994b)認為女性的能力在文化上被視

為理所當然或容易被忽視、貶值，那麼女性中介人所承受的文化貶值效果應該也

會反映在求職者的求職結果上，使得求職者更容易進入較差的、以女性為主導的

工作。動員到女性中介人容易進入女性主導職業並不只是中介人聲望所造成，更

有可能是文化上對於女性中介人的貶值、歧視所造成。 

 

另一個問題是，Lin 認為當求職者與中介人的連繫越弱，求職者可以找到地

位較高、資源較多的中介人，有利於求職結果。但求職者與中介人的連繫強度強

弱與否真的與求職者是否得到好工作與否相關？當求職者與中介人的連繫越

弱，是否有利於求職者獲得低女性比例的好工作？Mouw(2003)認為連繫強度並

不會對於求職者獲得職業的薪資產生影響，即使是求職者與中介人之間存在弱連

繫也無法增加求職者的優勢，除非求職者與獲得的職業與中介人是相同職業，這

樣才會有求職優勢存在。而 Hanson 與 Pratt 在研究女性求職者為何持續進入高女



性比例的劣勢職業時，也認為透過非正式管道求職時訊息管道與中介人性別的差

異比連繫強度重要，而未將連繫強度納入分析模型中。因此為了保持模型穩定以

及更貼近研究目的，本研究中也將拿掉連繫強度這個變項，將重點放在性別化可

觸及、可動員社會資本對求職者的影響。 

 

除了上述的問題，從前述的文獻回顧可知女性傾向觸及與動員對求職結果較

為不利的女性社會資本，可是哪一個才是女性求職者進入劣勢職業、再製職業性

別隔離的關鍵因素？相關文獻並沒有針對這一點進行比較，但從前面文獻回顧中

我們可以瞭解勞動力市場對於女性存在許多結構上的限制，如雇主對女性的刻板

印象、以女性身體進行工作配置、文化上對女性能力的貶值等，使得女性求職者

無論透過何種性別的中介人尋職，「女性」這個身份仍舊使女性求職者容易被安

置在典型女性化、高女性比例的劣勢職業。可動員社會資本的對女性是否進入劣

勢職業的效果可能並不明顯，反而是從可觸及社會資本接受到的工作訊息才是女

性求職者是否進入女性主導職業的重要因素。相較之下，男性求職者在勞動力市

場中較不受性別的限制，動員到的中介人可以被視為是男性求職者社會信用的證

明，雇主透過中介人角色評估男性求職者可以提供多少超越自身的額外資源，所

以女性化可動員社會資本對男性求職者的劣勢效果會比對女性求職者更加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