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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以上三個部分的分析，可以了解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除了受其婚

姻狀態與教育程度等個人條件所影響之外，亦會受到她們身處的年代時期

（Period）、年齡階段（Age）以及出生的世代（Cohort）所影響，而年代與

年齡是會不斷變動的，但是出生的世代卻是固定不變的，當這些女性的婚

姻狀態與教育程度有所差異時，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表現也有所差異，加

上當這些女性走到某一年齡階段或是處於某一歷史背景之下，對於她們的

勞動力參與率也都會產生影響，也就是本研究在前文不斷提及的線性結合

關係。因此在採用 APC 模型，控制 1978 年與 1979 年的迴歸係數相等，意

為這兩個年代的變異不大，以此來分解出當 Age、Period 與 Cohort 同時對

於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產生影響之下，它們分別對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淨

效果又是如何。此外在分析的最後，本研究亦加入女性的個人條件作為控

制，也就是她們的婚姻狀態和教育程度，並以出生世代作為分類，除了試

圖分析個人條件的不同會造就不一樣參與勞動的機率之外，也可以觀察到

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之間，她們有什麼差異。 

 

（一） 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的整體提升是受年代效應所影響 

隨著年代變遷，我們可以發現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也是隨之上升，由

過去將近四成提升至將近五成，這 30 年來成長的幅度高達 10％，因此在

探討女性勞動參與的形態在整體資料的堆疊下，為什麼會產生「形變」之

前，我們必須先從年代（Period）的角度來分析，在台灣經濟發展以及產業

變遷的過程中，女性勞動力的角色也隨之變動。 

 

    從 1980 年代開始，是台灣產業變遷對於女性影響最大的時期，傳統社

會原本以農業為主要產業，1966 年與 1971 年分別於高雄以及台中設立的

加工區，使得台灣由原本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社會；1973 年至 1979

年為台灣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紡織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林立，也使

得女性由農田走入工廠，由家庭投入勞動力市場；隨後在 1990 年政府發布

「產業升級條例」，生產技術的進步與勞動條件的提升，減少體力上不能

負擔的工作，加上生活水準的提升，使得勞動力需求增大，女性的就業機

會也就隨之增加。因此，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形成獨特的女性工

作生命史。 



 -  - 55 

    在這一段台灣的產業變遷歷史中，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又是有什麼樣的

改變。在上一章分析中顯示：在控制女性的年齡與出生世代以後，Period

效應相較於 1980 年，是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漸上升，因此表示從 1980 年

代開始，年代的前進對於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是具有正面的影響，此結果

對應至台灣產業變遷的發展，由農業轉型為工業，再由工業提升至以服務

業為導向，就業市場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不再強調先天的體力，女性的參與

勞動的機會提高，加上 1968 年政府頒布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使得女性

普遍可以接受教育，進而提高她們本身的人力資本。前者和後者的影響都

加強了女性參與勞動的意願和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逐年的提升其實是受到 Period 效應的影響。 

 

 

（二） 女性參與勞動的生命歷程深受年齡效應影響 

    在本文一開頭，便以圖 35 作為研究目的的主軸，過去女性參與勞動的

形態類似於其他的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女性會在育兒階段，退出勞

動力市場，而勞參率即會呈現下降的狀況，直至子女長大後勞參率才會再

回升。而年齡階段的不同的確是會造成女性勞參率的差異，每一個年齡階

段具有不同的年齡效應，當女性走到某一年齡時，便會有遵循同樣模式，

也就是年齡規範（Age Norm）。 

 

 
圖 35. 1978 年與 2006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 Age Effect 與 Cohort Effect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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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參與勞動的行為其實相較於其他兩者而言，是深受年齡規範的影

響，控制年代與出生世代後所得到的年齡效應，其實便可以看作台灣女性

參與勞動的生命歷程。15 至 21 歲的女性因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與教

育年數的延長，讓她們的勞參率相較於 30 歲的女性而言較低，當她們從學

校畢業後，才開始投入勞動力市場，因此 22 歲至 29 歲的女性的勞參率相

較於 30 歲來得高，是女性參與勞動的高峰年齡層，到了 31 歲到 34 歲時，

卻因為走入家庭、投入婚姻導致她們暫時會永久離開勞動力市場，但是到

了 35 歲開始，可能因為階段性的家庭責任結束，這些女性才又開始重返勞

動，而 41 歲之後便隨著年齡的增長自然地逐漸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樣

的模式對於大部分台灣女性參與勞動標準的生命歷程。 

 

    此外，當我們未控制女性身處年代與出生世代的狀況下，光是以年齡

來預測女性的勞參率便可以解釋 72％的變異，縱使控制住年代與出生世

代，其不同年齡間的效應會加大，表示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在某一年齡階

段會有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會隨著年代的不同或出生世代的不同而有所變

化。因此女性的年齡相較於她們身處的年代或出生的世代更能解釋她們參

與勞動的行為。 

 

 

（三）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形態的「變形」是受出生世代效應差異所影響 

    經由上述，既然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主要是由年齡效應所塑造，並不

會隨著年代的不同或出生世代的差異而改變，那為什麼我們還會看到圖 35

這樣形態的改變呢？圖 35 為整體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堆疊在一起而成，而

圖中每一個點都代表著一個世代的勞參率，而出生世代對於女性勞動參與

行為的影響效應在未控制年齡與年代之前，對於較年長的世代有嚴重的低

估，所以在控制年齡與年代後，才能真正了解女性出生世代對於她們參與

勞動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可以發現較年長的出生世代（1950 年以前），她們的出生年對於

其勞參率的影響波動並不大，是隨著世代越年輕而遞減的趨勢，但是反觀

其後出生的世代（1950 年以後），她們的出生年對於其勞參率的影響效應

卻有很大的落差，其係數值落差將近 0.4。加上本文於圖 28 所呈現的效應

所佔影響比例的結果，發現 1978 年的女性無論身處於哪一個年齡層，其勞

動力參與率主要受到的效應大多來自出生世代的不同，其影響強度會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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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增長而逐漸降低，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層的女性，其勞參率受出生世

代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都高於年代所帶來的變動；但是 2006 年的女性卻不

然，她們的勞參率在 30 歲以後主要都來自年代所帶來的效應影響，反觀出

生世代所帶來的影響卻隨著年齡增長而急速下降，可是年代效應卻沒有隨

著年齡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對於 2006 年的女性而言，處於哪一個年齡階

段反而是影響她們的勞動力參與率的重大因素。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2006 年的女性無論她們出生於哪一年，對於其勞

參率的表現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而我們在圖 2 所看到的高低起伏變化主

要是來自於年齡不同所造成，對於近代的女性，出生世代所給予她們的影

響力逐漸下降，並不會因為同為某一年出生而展現出類似的勞動參與行

為，也不會因為不同年代出生而有所差異，其差異反而是當她們走到某一

年齡階段時，年齡效應所就造的差異；但是 1978 年的女性，她們的出生年

不同會促使其勞動力參與率呈現差異，其意義表示這些女性她們會因為出

生於同一年代，而展現出相似的勞動參與行為，因此當這些不同一起被整

合為某一年代的某一年齡層資料堆疊在一起時，便會出現集體得低點，但

是年代推進至 2006 年，女性不再因為出生於同一世代而有相似的行為，她

們會隨著年齡階段的不同而進出勞動力市場，其一正、一負的差異被加總

起來，便會被抵銷，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過去女性她們集中退出勞動力市場

的年齡點直至今日卻消失。有研究指出 1950-1970 世代女性除了初婚平均

年齡逐漸增長外，變異也更大（陳雅琪，2006），表示初婚年齡的延後其實

也是導致近代女性勞動力參與差異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若我們只是將

這些世代單純的加總在一起，她們的世代效應便會相互抵銷，呈現為圖 35

中 2006 年的勞參趨勢。 

 

 

（四） 女性的婚姻狀態與教育程度對於其勞參率的影響會隨著世代改變 

    對於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她們的生命歷程對於勞動力參與率又有什

麼影響呢？根據文獻分析提到，女性的婚姻狀態與教育程度對於她們是否

參與勞動有相當的解釋力，因此在加入婚姻狀態與教育程度兩項條件後，

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其勞動參與率其實是會隨之變化，並且越年輕的世代

其改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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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時，其世代間參與勞動的機率變異則縮小 

    當女性處於不同的教育程度時，其世代間的勞參率變動也會有所

改變，本研究發現未接受教育的女性其投入勞動力市場的世代差異是

最大的，其中無論何種婚姻狀態，在 1958 年以後出生的女性，她們參

與勞動的變異是最大的，但是此種變異會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減

少，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年輕世代女性，無論何種婚姻狀態，都有

將近七成甚至是超過七成的機率會投入勞動力市場，但是其中還是可

以發現 1984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其變異依然存在。 

 

2、 不同出生世代的未婚女性其參與勞動的機率變異最大 

    在這些不同世代的女性當中，可以發現曾經走入婚姻與家庭的女

性，無論是何種教育程度畢業，她們參與勞動的機率不會因為出生世

代的不同而有太大的變化，根據其他相關研究表示，此種狀況是由於

女性因婚姻而投資較多於家庭活動方面，因而降低其市場方面的競爭

能力，因此，當婚姻關係發生改變時，迫使婦女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投

資行為，經濟的壓力以及專業化分工利益的消失，使得其增加市場的

勞動參與（許玉環，1995），因此無論她們處於哪一個出生世代，參與

勞動的機率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反觀未婚女性，較年長的世代她們

的參與勞動的機率都很高，可是隨著世代越年輕，其機率卻急速下降，

差異相當大，表示是否擁有配偶或是曾經擁有過配偶的經驗，對於不

同世代的女性而言，其參與勞動的機率部會有太大差異，但是沒有踏

入過婚姻的女性，當她們教育程度越低時，世代差異則較大，在所有

婚姻狀態中，未婚女性也是世代差異呈現最大的。 

 

3、 未婚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出生世代越年輕，其機率越高 

    在四種婚姻狀態下的年輕世代女性（1959-1963 年以後），以未婚

女性的變動最大，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參與勞動的機率也跟著提

高，與年長世代女性的勞參機率相似。196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其參

與勞動的機率無論是處於何種婚姻狀態下，她們的差異都較年長世代

來得大，然而此變異會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減低，表示接受高等教

育的女性，無論她們處於和種婚姻狀態，其生命歷程的差異較小，因

此她們會投入勞動力市場的機率變異就不會那麼大；反觀未接受教育

或是僅受初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她們的參與勞動的意願差距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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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示可能除了婚姻與教育因素以外，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在形塑

她們參與勞動的意願與能力。 

 

    因此，綜合以上所論，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整體的提升主要是源自於

年代推進所帶來的 Period 效應，而且年齡階段的不同也會有不一樣的年齡

效應存在，當她們進入某一年齡階段時，變會接受此階段年齡規範的形

塑，讓她們選擇進入或是退出勞動力市場，而此年齡效應並不會隨著年代

的推進而改變，但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整體資料的堆疊之所以會呈現形態

上的改變，其實並非女性因婚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不復存在，而是因

為不同年代的女性其受出生世代效應不同而致。2006 年的女性並不會因為

出生於相同世代而有相同的勞參行為，反而是因為走到某一年齡階段時，

則展現那一個年齡階段該表現的勞參行為，可是 1978 年的女性卻深受出生

世代效應所影響，表示這些揹負相同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的女性，她們有

著一套類似的價值觀，因為她們的同質性高，所以她們會展現較為集體的

勞動參與行為，也就形成本文一開始所提及類似於日、韓兩國，近似 M 形

的模式。其中年輕世代的差異又以未婚女性的變動最大，雖然當教育程度

越高，她們之間的差異便會減低，可是當我們在觀察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

變化時，僅單純地加總來看，是無法得出正確真實的結果的，而是必須將

Age、Period 與 Cohort 三者拆解為個別的淨效應，才能了解其實整體資料堆

疊而成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形」的趨勢，其實是由於出生世代差異所造成。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 APC 模型試圖分解出女性在參與勞動時，受到其身處年

代、年齡階段以及本身出生的世代所影響的效應，以解釋女性在決定是否

參與勞動的過程中，主要的影響因素效應為何，進而解釋若單純從總體資

料的堆疊並不能真正了解女性參與勞動行為的改變，而是必須從女性生命

歷程的角度來思考，一名女性她的勞動生命史究竟是靠哪些因素所構成，

由於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相較於男性而言更為複雜，她們深受

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但是由於資料的限制，台灣地區與勞動力相關的人

力資源調查資料庫並未能提供建構完整的勞動生命史的資訊，因此僅能納

入女性的婚姻狀態與教育程度來作控制，從每一個出生世代的女性其勞動

參與率的差異，來推論這些身處於不同脈絡、不同背景的女性，她們背後

獨特的生命歷程導致她們有不一樣甚至差異很大的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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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於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從 1978 年至今僅短短三十年的資訊，

在建構女性的出生世代時，會因為資料太過短暫而有不穩定的現象發生，

而且對於目前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女性也因為目前還處於學生階

段，所以無法了解她們投入勞動力市場的狀況。 

 

    相較於事件史分析的核心，台灣地區研究勞動力的資料庫並未有個體

相關事件的資訊，因此無法像婚姻一樣建立完整的個人勞動生命史，所以

無法確切的說出這些台灣女性在參與勞動的過程中存在著甚麼樣的故

事，僅能以 APC 模型的分析方式，解剖出女性的年齡、身處的年代以及出

生的世代對於她們參與勞動的影響。因此，若在日後能取得更為個體性的

勞動參與相關資訊，變能建構女性參與勞動的生命史，在日後可以模擬出

其後出生世代女性的勞參狀況，對於促進女性台灣勞動力參與率整體提升

時，會更加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