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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發現 

 

第一節、基本資料檢定 

 

一、職業性別隔離與職業聲望 T 檢定、求職者性別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T 方檢定 

  

從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知道女性主導的職業通常是較低階、不吸引人的職業，

表 1 也支持這種說法。表 1 是職業性別隔離與樣本的職業聲望 T 檢定，進入女性

主導職業的職業聲望均數為 35.00，進入中性職業的職業聲望均數為 40.44，進入

男性主導職業的職業聲望均數為 42.59，且 P 值達顯著。表一顯示女性主導職業

的職業聲望明顯低於其他兩類，且有顯著的差異存在。當求職者獲得女性主導的

職業，其職業聲望會比獲得中性職業約少 5 分，比獲得男性主導職業約少 7 分。 

 

表 1、職業性別隔離與職業聲望 T 檢定 

 
職業性別隔離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女性主導職業 
35.00 

(10.99) 

31.071 .000*** 

中性職業 
40.44 

(10.37) 

  

 

職業聲望 

男性主導職業 
42.59 

(12.85) 

  

*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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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得知當獲得女性比例高，該職業的職業聲望明顯較低，那男女性求職者

是否集中在女性比例不同的職業？表 2 是求職者性別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T 檢

定，從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的均數為 57.55，

男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的均數為 33.95，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

例明顯比男性求職者高，顯示不同性別的求職者傾向集中在不同女性比例的職業

上。 

 

表 2、求職者性別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T 檢定 

 
求職者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女性求職者 57.55 
(16.34) 

241.278 .000 ***  
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男性求職者 33.95 
(23.99) 

  

*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二、男性、女性樣本變項摘要 

 

表 3-1 為女性樣本的變項摘要，表 3-2 為男性樣本的變項摘要。在初始地位

以父親職業聲望為指標，男性樣本與女性樣本的父親職業聲望平均數沒有太多差

別。教育程度的分配符合理論預期，隨著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擴張，女性的教

育年數逐漸與男性相等，甚至有高於男性的趨勢，表 3-1 女性樣本教育年數 12.31

年，男性的教育年數則是 12.15 年。在其他人主動提供的訊息部分，女性得到主

動提供的訊息與男性差不多，在量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 

  

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源有兩個指標，在觸及網絡的女性比例部分，平均

10 個人裡面女性約會接觸到 6 位女性交往者、4 名男性交往者，而男性則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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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女性交往者、7 為男性交往者，男性的觸及網絡性別化更嚴重；在性別化的

位置網絡部分，女性觸及女性主導的職業較多(2.47)，男性觸及男性主導的職業

較多(2.80)。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男性觸及男性化主導職業的數量比女性高，但

加總來看女性觸及位置網絡數量高於男性，女性在可觸及社會資本的量上並不存

在資本欠缺的問題。 

 

可動員社會資本有兩個部分，分別是中介人的性別、中介人職業聲望。在中

介人性別部分，女性以使用女性中介人的比例(0.58)明顯大於男性使用女性中介

人的比例(0.21)。這表示女性求職者傾向尋找弱勢資源，相反地男性求職者的資

源除了比女性豐富外(觸及男性主導工作的數量高於女性求職者)，也更傾向使用

強勢資源(使用男性中介人)，這很有可能是進入勞動力市場中職業性別隔離在複

製的關鍵因素。 

表 3-1、女性樣本的變項摘要 
 
 

變項 女性樣本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初始地位 
    父親職業聲望 

 
38.54 

 
12.10 

 
12 

 
78 

本人教育(年數) 12.31 3.41 0 20 
觸及位置網絡的性別比例 
    女性比例 

 
0.56 

 
0.31 

 
0 

 
1 

性別化位置網絡 
    女性化位置網絡 
    中性化位置網絡 
    男性化位置網絡 

 
2.47 
0.44 
2.49 

 
2.13 
0.63 
2.21 

 
0 
0 
0 

 
8 
3 
11 

主動提供訊息 0.43 0.49 0 1 
中介人性別 

女性 
 

0.58 
 

0.49 
 
0 

 
0 

中介人職業聲望 42.77 13.68 10 78 
N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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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男性樣本的變項摘要 

變項 男性樣本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職業聲望 
    父親 

 
38.83 

 
11.68 

 
13 

 
78 

本人教育(年數) 12.15 3.11 0 20 
觸及位置網絡的性別比例 
    女性比例 

 
0.32 

 
0.23 

 
0 

 
1 

性別化位置網絡 
    女性化位置網絡 
    中性化位置網絡 
    男性化位置網絡 

 
1.88 
0.62 
2.80 

 
1.94 
0.74 
2.56 

 
0 
0 
0 

 
8 
3 
11 

主動提供訊息 0.45 0.49 0 1 
中介人性別 

女性 
 

0.21 
 

0.40 
 
0 

 
1 

中介人職業聲望 41.65 12.23 12 78 
N 475    
 

 

有關於性別化位置網絡，本研究依據 Kaisa Kauppinen-Toropainen 的分類，

詳細的分類結果如表 4。表 4 最左欄是問卷中 C 大題位置網絡測量的所有職業，

共 22 個，其中女性化位置網絡有 8 個，中性化位置網絡有 3 個，男性化位置網

絡有 11 個。詳細的分類方式請見變項說明。 

 

    在女性比例中，「工廠作業員」與「大學教授」兩格空白，這是在資料對應

過程中產生無法歸類的問題。依據中華民國職業分類標準第五版，共有九大類職

業，各大類細分成數個中類，最後各中類再分出數個細類職業。位置網絡中各職

業屬於細類，但在台灣的資料庫中找到女性比例最細的分類只到中類，為將兩個

資料對應資料，本研究以細類職業所在的中類女性比例作為替代。例如「立法委

員」位於大類「行政主管及經理人」-中類「民意代表及政府行政主管」下，因

此「立法委員」一職的女性比例就以中類「民意代表及政府行政主管」的女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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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替代。但「工廠作業員」不在細項分類中，且此職的範圍甚大，從工廠包裝工、

成衣加工員、至金屬模具工、機械操作工等，難以判斷分類，故歸類於中性化位

置網絡。另外，「大學教授」一職屬於「教師」中類，但「教師」中類下尚有「國

中教師、國小教師、及幼教老師」、「特殊教育老師」等，不僅性質相異，且女性

組成比例也非相似，故也歸類於中性化位置網絡。 

 

表 4、網絡資源分類 

 位置網絡 
職業 女性比例(%) 女性化位置網絡 中性化位置網絡 男性化位置網絡

護士 64.9 1 0 0 
作家 45.69 0 1 0 
農民 30.08 0 0 1 
律師 25.13 0 0 1 
中學老師 61.6 1 0 0 
褓母 63.31 1 0 0 
清潔工 62.07 1 0 0 
人事主管 20.69 0 0 1 
大公司行政助理 68.87 1 0 0 
美髮師 63.31 1 0 0 
會計 75.71 1 0 0 
警衛(保全人員) 1.99 0 0 1 
生產部門經理 12.58 0 0 1 
工廠作業員 -- 0 1 0 
電腦程式設計師 11.62 0 0 1 
櫃檯接待 71.85 1 0 0 
立法委員 22.91 0 0 1 
計程車司機 1.14 0 0 1 
大學教授 -- 0 1 0 
搬運工 3.7 0 0 1 
警察 3.7 0 0 1 
大企業老闆 11.21 0 0 1 
總數  8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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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職者性別與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T 檢定 

 

從前面的基本分析可以知道男女性求職者集中的職業女性比例分布並不相

同，那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是否會因為求職者的性別而出現不同分佈情況？表

5 是求職者性別與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T 檢定，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男女性

求職者擁有不同數量的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且差異達到顯著。在觸及網絡女

性比例部分，每 10 個人裡面女性求職者平均會接觸到 5 個女性交往者，男性求

職者只會接觸到 3 個交往者，女性求職者不僅比男性求職者平均多觸及 2 個女性

交往者，且觸及網絡的性別比例也比男性求職者來的平均(在男性求職者的觸及

網絡中，10 個交往者裡面只有約 1/3 的交往者是女性)。在女性化位置網絡也有

類似的分布，女性求職者觸及較多位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交往者，男性求職者明顯

少於女性求職者觸及的數量。最後，男性求職者觸及位於男性主導職業的數量比

女性略多一些。 

 

整體來說女性求職者可觸及社會資本的數量並不比男性少，如同我們在表

3-1、表 3-2 所討論的，女性求職者並不存在資本欠缺，男女性求職者在可觸及

社會資本真正出現差異的地方是質的不同，男女性求職者擁有不同的性別化可觸

及社會資本，而這可能是導致男女性最後進入不同職業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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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求職者性別與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T 檢定 
 

 
求職者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女性求職者 0.56 
 (0.31) 

151.90 .000***  
觸及網絡女性比例 

男性求職者 0.32 
(0.23) 

  

女性求職者 2.47 
(2.13) 

16.51 .000***  
女性化位置網絡 

男性求職者 1.88 
(1.94) 

  

女性求職者 2.49 
(2.21) 

3.13 .077*  
男性化位置網絡 

男性求職者 2.80 
(2.56) 

  

*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四、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T 檢定 

 

過往的社會資本研究認為求職者動員到的中介人職業高低與職業取得有直

接相關，但卻無法回答對動員到女性中介人是否會進入高女性比例的職業？在進

入進一步分析前，這裡先以 T 檢定分析獲得職業女性比例在中介人的性別上是否

有不同的分佈上。表 6 顯示，使用不同性別的中介人在會獲得不同女性比例的職

業，但是只有男性樣本的差異達到顯著。女性求職者無論使用女性中介人或男性

中介人，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都偏高，但是男性求職者使用男性中介人卻明顯降

低獲得高女性比例的職業。在這裡中介人性別效果只呈現在男性求職者部份，顯

示女性進入女性主導職業可能不是中介人的效果造成，而是雇主對女性身體來安

置女性的工作。 

 

另外，男性求職者進入低女性比例的職業主要是透過男性中介人，綜合表

3-1、3-2 的發現，這裡的數據更明顯指出男性求職者有優勢累積的效應，不僅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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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豐富的男性強勢資源、並且使用男性中介人也有利於進入低女性比例的職

業。但是這種優勢卻不一定利於女性求職者，女性使用男性中介人仍舊容易進入

高女性比例的職業。 

 

 

表 6、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T 檢定 

 
中介人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女性求職者  .729 .394 

女性中介人 56.64 
(17.24) 

  

男性中介人 58.20 
(15.69) 

  

男性求職者  11.534 .001*** 

女性中介人 32.03 
(23.30) 

  

 
 
 
 

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男性中介人 41.07 
(23.84) 

  

    *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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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迴歸模型分為四部分進行，第一部份所有求職者的總樣本，第二部分分

析女性樣本，第三部分分析男性樣本，最後一部分則是因果模型。 

 

一、性別化社會資本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 

 

首先我們檢驗性別化社會資本如何影響求職者是否進入高女性比例的劣勢

職業。從表 7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只要求職者身為女性，就會增加進入女性主導工

作的機會，並且效果相當一致且明顯(模型一至模型六)，即使在控制性別化可觸

及社會資本、可動員社會資本後，「女性」的身分仍然容易使求職者獲得女性比

例較高的職業。這可以說由於雇主對女性的統計歧視或文化上對女性能力的貶

值，使得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以高女性比例的劣勢職業。有關於女性求職者如何

透過性別化社會資本持續進入高女性比例職業的詳細過程將進一步在表 8 中分

析。 

 

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部分，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在所有的模型一至

六中皆不達顯著，求職者觸及網絡中的女性比例並不直接對求職者獲得的職業產

生影響。在加入女性化位置網絡、男性化位置網絡後，這兩個變項顯著的影響求

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當求職者觸及到越多位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交往者、獲

得職業的女性比例越高，相反的當求職者觸及到越多位於男性主導職業的交往

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越低。可見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真正的效果來自於女

性化位置網絡、男性化位置網絡，因為位於女性主導職業交往者提供的訊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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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女性主導職業內部的工作出缺，接觸到這一類的訊息反而會提高求職者進入

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相較之下，觸及到位於男性主導職業交往者提供的訊息會

減低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得到較好的工作。Reskin、Hanson 與 Pratt 認

為男性與女性所擁有的訊息或有價資源並不完全相同，從分析中我們可以進一步

解釋男女性訊息管道的差異來自於性別化位置網絡的效果，而非觸及位置網絡的

女性比例的多寡，加上女性求職者比男性求職者更傾向觸及女性化位置網絡(表

5)，導致訊息管道的差異讓女性求職者始終處於不利的位置。 

 

在求職過程中，若有人主動向求職者提供有關於工作訊息，有利於降低求職

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暫且不管求職者的性別為何，有能力向求職者主動提供

工作訊息的人很有可能是位於比求職者職業更高、或是擁有更多資源以及能夠觸

及更多其他團體訊息的人，所以當這群人主動提供訊息的可能是女性比例較少的

工作機會、有利於降低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 

 

在可動員社會資本方面，當求職者動員到女性中介人，則獲得職業的女性比

例會較高(模型五)，控制中介人職業聲望後女性中介人的效果仍舊存在，可見女

性中介人與中介人職業聲望的效果同時對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高低有直

接影響。Lin 認為中介人的地位可以被視為求職者在尋職過程中可動員的社會資

本，觸及到女性中介人等於觸及到地位較低的中介人，所以不利於求職行動的成

功，但是模型六顯示中介人聲望無法完全解釋動員女性中介人的劣勢效果，即使

中介人職業聲望相同，動員到女性中介人還是比動員到男性中介人不利。這可能

是雇主在配置職業時除了會評估求職者，也會針對中介人的性別進行評估，女性

中介人的影響力被視為不若男性中介人來得有價值、容易遭受文化貶值，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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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聲望相同的情況下，透過女性中介人尋職仍舊會增加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

比例，進入較差的職業。 

 

從表 7 得知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比男性求職者來得更高，故有必

要將男女性樣本分開檢視，進一步瞭解性別化社會資本如何影響女性求職者、男

性求職者的職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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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性別化社會資本與獲得職業女性比例(全部樣本)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805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六 

家庭背景             
父親職業聲望 .017(.063)  .018(.063)  .015(.064)  .017(.063)  .017(.063)  .028(.064)  
本人教育 ..035(.108)  .032 (.109)  .034(.109)  .036(.109)  .041(.108)  .061(.109)  
女性 .480(1.521) *** .459(1.661) *** .441(1.667) *** .439(1.663) *** .406(1.744) *** .422(1.776) *** 
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觸及位置網絡的性別比例             
  女性比例   .060(2.770)  .007(3.224)  .007(3.215)  -.001(3.209)  .015(3.395)  
性別化觸及職業位置網絡             
  女性化位置網絡     .139(.617) ** .148(.616) *** .142(.614) ** .127(.624) ** 
  男性化位置網絡     -.089(.470) * -.085(.468) * -.082(.467) * -.044(.473)  
主動提供訊息       -.071(1.552) ** -.072(1.515) ** -.062(1.536) ** 
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             
中介人性別             
  女性中介人         .098(1.679) *** .097(1.723) ** 
中介人職業聲望           -.109(.060) *** 
             
Adjusted R Square .229  .230  .235  .239  .247  .261  



 13

二、女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與女性主導職業 

 

表 8 是女性樣本分析結果，目的在於瞭解性別化社會資本對於女性求職者獲

職業的女性比例較高影響為何？過往文獻指出人力資本越高、越能獲得較好的工

作，表 8 的分析結果顯示即使女性教育年數提高，對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

比例高低並沒有影響。除此之外，父親職業聲望高低也不會改變女性求職者獲的

職業的女性比例，女性求職者擁有高初始地位與否，都無益於女性求職者降低獲

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從這裡我們可以發現在求職過程中影響女性求職者獲的職業

的女性比例高低的原因應該是外在於人力資本與初始地位。 

 

    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部分，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對女性求職者是否

進入女性主導職業並沒有影響，不管是對所有求職者或女性求職者來說，女性比

例的越高並不會增加女性求職者進入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Hanson 與 Ibarrat 發

現女性傾向與女性往來，Hanson 進一步認為女性之所以會持續進入女性主導職

業的原因是女性以鄰近地區的女性作為主要往來對象，只能獲得較差的女性主導

的工作機會。但是表 8 呈現相反結果，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多寡並對女性獲

得職業的女性比例並不會直接產生顯著的效果，無論觸及到多少女性交往者，都

不會對女性求職者的求職結果產生影響。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中真正增加女

性求職者獲得職業女性比例的原因是性別化位置網絡(模型三至模型六)。當女性

接觸到越多位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交往者、增加接受來自於女性化職業內部的工作

出缺訊息，則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就會越高；相反地當女性求職者觸及越多位於

男性主導職業的交往者、擁有越多來自於男性化職業的工作訊息，有利於降低獲

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得到較好的工作。Reskin、Hanson 與 Pratt 認為訊息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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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其實是來自於女性求職者比男性求職者觸及到更多女性化位置網絡，且較少

觸及到男性化位置網絡、降低接收到來自男性主導職業的工作訊息，而不是觸及

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所造成。換言之，女性求職者借用男性的資本有利於降低獲

得職業的女性比例、脫離弱勢求職地位，支持 Burt 的發現。 

 

    但主動提供訊息在女性樣本並沒有達到顯著，顯示即使在求職過程中有人將

較好的工作訊息提供給女性求職者，也不會減少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

例。這與女性求職者動員到男性中介人也不會降低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

例情形相同。在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部份，中介人性別效果在女性樣本部分並

不如預期，動員到女性中介人不代表獲得較差的工作、增加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

的女性比例，動員到男性中介人也不會代表有利於獲得較好的工作、降低女性求

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假設 2 得到支持「女性求職者即使動員到即使動員到

男性中介人，仍舊容易進入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為什麼直接動員到的中介人、

或者得到他人主動提供訊息對於女性求職者的求職結果沒有顯著影響？可能是

因為透過非正式管道尋職的女性求職者大多集中女性主導職業，無論處觸及到女

性中介人或男性中介人，都會進入高女性比例的職業、複製職業性別隔離。動員

到女性中介人可能不是女性進入女性化職業的原因，而是不論女性求職者動員到

哪一種性別的中介人，雇主仍然傾向於將女性放入女性化職業，如同 Fernandez

研究中所指出雇主的性別職業配置效果。而中介人性別對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女

性比例並沒有顯著效果，這也部分支持假設 1「女性求職者進入女性比例較高的

職業、複製職業性別隔離的主要因素是觸及到越多女性交往者、或位於女性主導

職業的交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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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性別化社會資本與女性主導職業(女性樣本)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330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六 

家庭背景             
父親職業聲望 -.071(.075)  -.065(.075)  -.071(.075)  -.069(.075)  -.073(.075)  -.034(.077)  
本人教育 -.014(.117)  -.010(.119)  -.006(.119)  -.003(.120)  -.002(.121)  .034(.121)  

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觸及位置網絡的性別比例             
  女性比例   -.019(2.819)  -.025(3.439)  -.024(3.438)  -.032(3.479)  .026(3.553)  

性別化觸及職業位置網絡             
  女性化位置網絡     .235(.731) ** .240(.732) ** .243(.733) ** .231(.731) ** 

  男性化位置網絡     -.155(.645) * -.152(.646) * -.152(.646) * -.147(.641) * 

主動提供訊息       -.060(1.820)  -.061(1.821)  -.041(1.830)  

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             
中介人性別             
  女性中介人         .047(1.851)  .008(1.910)  

中介人職業聲望           -.154(.070) ** 
             
Adjusted R Square -.001  .000  .013  .013  .01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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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與女性主導職業 

 

表 9 是男性樣本的分析結果。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部分，觸及位置網絡

的女性比例同樣不對直接對求職結果產生影響，女性化位置網絡的影響則是達到

顯著(模型二至三)，當男性求職者接觸到越多女性化位置網絡、男性求職者獲得

職業的女性比例也會隨之增加。但是在控制女性中介人後，女性化位置網絡的效

果消失(模型五)，顯示女性化位置網絡與女性中介人之間存在交互效果，男性求

職者觸及到女性化位置網絡對求職結果產生劣勢其實是由於動員到女性中介人

所造成，觸及到越多女性化位置網絡、越容易動員到女性中介人，增加男性求職

者獲得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 

 

為什麼動員到女性中介人會使得男性求職者進入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不利

求職結果？Lin 認為是女性中介人職業聲望較低所造成，但是模型六控制了中介

人職業聲望後，女性中介人的效果不減反增，顯示中介人職業聲望高低並不能完

全解釋女性中介人對男性求職者獲得女性比例偏高的職業的影響，因為即使女性

中介人擁有高職業聲望，仍會明顯增加男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進入較

劣勢的職業。與女性求職者的模型比較起來，女性化可動員社會資本對於男性求

職者求職結果的負向影響相當直接，這也反面顯示了當男性求職者使用男性中介

人，能有效地降低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進入較好的職業，累積男性求職者的優

勢。由此，假設 3 得到支持，「男性求職者獲得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的主要因素

是動員到女性中介人，並且女性中介人的效果不只來自於中介人低職業聲望，更

是來自於中介人的性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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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8 與表 9，跨性別社會資本對男女性求職者發揮不同的作用。對於女性

求職者而言，觸及到跨性別的男性化社會資本，有利於女性求職者獲得男性主導

職業的工作機會、得到較好的工作並降低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但是動員到男性

中介人卻沒有這樣的效果。但是對男性求職者而言，無論是觸及到女性化位置網

絡或女性中介人，都不利於求職結果，特別是動員到女性中介人，因為雇主在評

估男性求職者動員到的中介人的影響力時，會將中介人性別排在中介人影響力之

前做評估，所以無論中介人聲望高低，只要是透過女性中介人求職很可能就會獲

得女性比例偏高、較劣勢的職業。綜合比較之下，假設 4 得到支持「假設 4：跨

性別社會資本有利於女性求職獲得女性比例較低的職業，對男性求職者則是獲得

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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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性別化社會資本與女性主導職業(男性樣本)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475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六 

家庭背景             
父親職業聲望 .063(.095)  .067(.095)  .063(.095)  .059(.095)  .068(.095)  .070(.095)  
本人教育 .071(.172)  075(.172)  .074(.172)  .070(.172)  .073(.170)  .087(.171)  
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             
觸及位置網絡的性別比例             
  女性比例   .060(4.667)  .014(5.427)  .015(5.407)  .015(5.375)  .012(5.501)  
性別化觸及職業位置網絡             
  女性化位置網絡     .131(.938) * .145(.939) * .107(.939)  .088(.959)  

  男性化位置網絡     -.053(.650)  -.047(.648)  -.040(.643)  -.019(.655)  

主動提供訊息       -.094(2.247) ** -.093(2.231) ** -.084 (2.252) * 
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             
中介人性別             
  女性中介人         .148(2.693) *** .163(2.753) *** 
中介人職業聲望           -.115 (.091) ** 
             
Adjusted R Square .001  .002  .004  .010  .03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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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果模型 

 

    由於在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可動員社會資本以及求職者獲得的職業之間

存在因果關係，為了釐清性別化社會資本如何影響女性求職者獲得女性比例偏高

的職業、承受回報欠缺的情況，接下來除了建立全部樣本的因果模型外，我們還

將建立女性求職者透過性別化社會資本求職的因果模型，並以男性求職者的因果

模型作為對照。 

 

    表 10 是全部樣本的迴歸分析，圖 3 是全部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因果模型。

從圖 3，若求職者的性別是女性，觸及到女性交往者的比例就會增加，並且也容

易動員到女性中介人、增加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另一方面，觸及到越多女性交

往者也越容易觸及到更多女性化位置網絡，增加女性求職者進入女性比例偏高的

職業。除了性別化社會資本容易使女性進入女性居多的職業外，女性本身也會受

到雇主的刻板印象限制、或文化上對女性能力的貶值，而持續被配置到女性比例

高的劣勢職業。 

 

    對求職者(無論男女性)而言，要擺脫求職劣勢，進入女性比例較低的好工

作，就是增加觸及男性化位置網絡或動員聲望較高的中介人，前者可以透過較好

的家庭背景或提高教育程度達到、而後者則是可以透過提高本人教育程度與增加

觸及男性化位置網絡的數量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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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獲得地位的女性比例(全部樣本)迴歸分析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805 
 

觸及位置網絡的

女性比例 
女性化 

位置網絡 
男性化 

位置網絡 
主動提供訊息 女性中介人 中介人 

職業聲望 
本人職業 
女性比例 

變項名稱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父親職業聲望 .000  `-.019 .014 ** .081 .025 *** .120          

本人教育 .002  .050 .011 .037 .033 *** .094 .003  .037 -.004 -.051 .271 *** .149 .179 .061 

女性 .239 *** .397 -.180 -.043 -.549 *** -.111 -.029  -.029 .328 *** .336 2.292 ** .088 20.779 *** .408 

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    3.210 *** .464 .981 *** .119 .016  .010 .144 ** .089 3.431 .078 .648 .008 

女性化位置網絡        .029 ** .119 .015 .062 -.421 -.067 1.508 ** .127 

男性化位置網絡        .012  .059 -.006 -.032 .697 ** .133 -.648 -.065 

主動提供訊息           .005 .006 1.640 * .064 -3.022 ** -.062 

女性中介人             -4.113 *** -.154 4.900 *** .097 

中介人職業聲望               -.203 *** -.060 

                 

常數項 .219*** .482 1.208*** .325*** .212*** 36.402*** 39.366*** 

Adjusted R Square .159 .206 .036 .025 .153 .059 .261 

N 805 805 805 805 805 805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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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全部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因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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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是女性樣本的迴歸模型，圖 4 是女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因果模型。

從圖 4，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直接、間接對女性求職者獲得

職業的女性比例產生影響。當女性求職者觸及越多女性交往者，越容易觸及到位

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交往者，直接獲得女性主導職業的工作機會，女性求職者也容

易獲得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另一方面，觸及越多女性交往者，女性求職者越會

動員到低職業聲望的女性中介人，當中介人聲望越低、女性求職者獲得職業的女

性比例越高。在女性樣本部份，女性中介人的劣勢可以視為來自於中介人低職業

聲望而非中介人性別，這與男性樣本的結果並不相同。 

 

    當女性求職者觸及到跨性別可觸及社會資本，有利於女性求職者接受到來自

於男性主導職業的工作機會、借用男性資本進入較好的工作且降低獲得職業的女

性比例。另一個有利於女性求職者擺脫求職劣勢的機制就是提高教育程度，當女

性求職者的教育程度越高、人力資本越高，不僅可以減少動員女性中介人的機

率，也可以觸及到聲望較高的中介人，獲得女性比例較低的職業。人力資本對女

性求職者求職結果的影響是間接性的，必須在透過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可動

員社會資本才能發揮作用。 

 

     從圖 3、圖 4 我們可以看到在性別化社會資本中導致女性求職者持續進入

女性比例偏高的職業、承受回報欠缺的主要原因是女性求職者傾向觸及女性化可

觸及社會資本，而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強烈引導女性求

職者持續進入劣勢職業，複製職業性別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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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獲得地位的女性比例(女性樣本)迴歸分析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330 
 

觸及位置網絡的

女性比例 
女性化 

位置網絡 
男性化 

位置網絡 
主動提供訊息 女性中介人 中介人 

職業聲望 
本人職業 
女性比例 

變項名稱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父親職業聲望 -.003  -.097 .010 .059 .010 .053          

本人教育 .003  .081 .005 .018 .034 ** .115 .003  .048 -.006 * -.096 .358 *** .202 .070 .033 

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    2.806 *** .414 .334 .047 .014  .009 .271 *** .172 4.378 .100 1.690 .032 

女性化位置網絡        .021  .090 -.011 -.049 -.532 -.083 1.736 ** .228 

男性化位置網絡        .010  .045 -.004 -.018 .830 .136 -1.071 * -.147 

主動提供訊息           .020 .020 2.016 .073 -1.335 -.041 

女性中介人             -5.454 *** -.196 .139 .004 

中介人職業聲望               -.188 *** -.159 

                 

常數項 .519*** .700 1.534*** .315*** .568*** 37.701*** 63.0175*** 

Adjusted R Square .009 .164 .010 .008 ..019 .096 .044 

N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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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女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因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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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是男性樣本的迴歸分析，圖 5 是男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因果模型。

圖 4 與圖 5 有兩個明顯的差異，首先是性別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對男性求職者的求

職結果皆為間接影響，顯示男性求職者無論透過男性化位置網絡還是女性化位置

網絡接觸到的工作訊息，大部分都會透過性別化可動員社會資本這個中介變項對

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產生影響。其次是女性中介人會直接影響男性求職者進入女

性比例偏高的職業，並且中介人性別的效果無法完全被中介人職業聲望解釋。 

 

    對於男性求職者而言，父親職業聲望越高、教育程度越高，男性求職者可以

觸及到越多數量的男性化位置網絡，並且男性化位置網絡的數量與本人教育程度

對中介人職業聲望有正向影響，透過高職業聲望的中介人尋職有利於男性求職者

找到女性比例低的、較好職業。 

 

    男性求職者觸及越多女性交往者，也會觸及到越多位於女性主導職業的交往

者，並且動員到女性中介人、獲得女性比例較高的職業。對女性求職者而言，女

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透過兩個管道產生不利於求職結果的劣勢效果，一個是女性

化位置網絡直接對獲得職業的女性比例產生影響，另一個是觸及網絡的女性比例

透過動員低聲望的女性中介人產生影響。但是對男性求職者而言，觸到網絡女性

比例還必須透過女性化位置網絡才會動員到女性中介人，顯示對男性求職者而言

除了接觸到女性交往者外，還要是接觸位於女性主導職業交往者才有機會動員到

女性中介人，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對男性求職者的影響以間接性居多。另外，

動員到女性中介人的劣勢效果只有部份可以被中介人職業聲望所解釋，女性中介

人本身的性別也會獨立對男性求職者獲得的職業產生負向影響。如同之前在表 9

所看到的結果，由於男性求職者在勞動力市場所受到的限制較少，雇主會以中介

人的性別與職業聲望當作男性求職者的社會憑證，但是文化上傾向貶低女性價

值、女性能力，所以動員到女性中介人會使得女性中介人受到的歧視效果轉移到

男性求職者獲得的職業上，獲得女性比例偏高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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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可動員社會資本會對男性求職者產生不利效

果，但是從表 3-1、表 3-1 得知男性求職者的女性化可觸及社會資本、可動員社

會資本都明顯比女性求職者少，所以即使女性化社會資本不利於男性求職者獲得

低女性比例的職業，那也只有少數的男性會進入女性比例較高的劣勢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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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獲得地位的女性比例(男性樣本)迴歸分析 
 

1、*表示 P<.1  **表示 P<.05  ***表示 P<.01 

2、括弧內為標準誤 

3、N=475 

 

觸及位置網絡的 

女性比例 

女性化 

位置網絡 

男性化 

位置網絡 

主動提供訊息 女性中介人 

職

變項名稱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b

父親職業聲望 .001  .052 .015 ** .091 .034 *** .155       

本人教育 .001  .024 .018 .058 .034 * .085 .002  .028 -.001 -.021 .176

觸及位置網絡的女性比例    3.693 *** .449 1.677 *** .155 .014  .006 -.008 -.005 2.707

女性化位置網絡        .038 ** .149 .041 ** .195 -.388

男性化位置網絡        .011  .056 -.010 -.066 .638

主動提供訊息           -.008 -.010 1.435

女性中介人             -2.676

中介人職業聲望              

              

常數項 .175*** .242 .681 .318*** .187*** 3

Adjusted R Square -.001 .215 .054 .032 .012 

N 475 475 475 475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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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男性樣本的性別化社會資本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