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九台灣女權報告 

 

工 作 篇 

陳美華 

 

一、 前 言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是當代國際社會共同承認的人權保障，從而，舉凡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均強調國家有

義務確保兩性享有平等工作權。本文擬以國際人權標準檢視台灣自一九九五年以來的婦

女工作處境，一方面回顧過去幾年來國內婦女工作權益的進展，一方面也檢討現行運作

不足之處，期能作為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參考指標。 

  為呈現過去五年來，台灣女性的實際工作處境，本文將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先

回顧政府部門在這段期間為保障兩性平等工作權益所做的努力，並兼論及國際人權標準

和此間女性工作權益保障之落差。第二部份則詳細討論國內婦女的工作困境。這一部份

因所涉層面較廣，所以將分為性別角色與女性勞動參與、女性陞遷的阻礙、母性保護、

職場性騷擾等四個面向來進行討論。第三部份，則討論近年來台灣因產業結構轉型，產

業外移致引爆歇業、關廠風潮，導致生產線女工遭大量解僱的現象，同時也討論台北市

政府廢娼所引起的爭議。 

  在檢討台灣女性工作處境時，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性別角色是影響女性進入職

場與否的重要關鍵。同時，公私部門仍普遍存在兩性就業機會不平等的現象，並具體反

映在招募、陞遷、獎懲、訓練等事務上。其次，即使母性保護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但企業普遍未能依法給付八週帶薪產假，甚至以「禁孕條款」剝奪女性工作權。職場性

騷擾則是另一個讓職業婦女憂心的問題。 

  上述這些問題，其實和台灣相關法令不足，同時也欠缺有效執行機制有關，因此，

「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制訂成為當前促進婦女工作權益保障的重要關鍵之一。惟徒法不

足以自行，深層的文化改造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長期而言，如何改變性別分工的意

識型態、如何促使男性共同分擔家事、育兒等再生產勞動，並由國家建立友善的托育制

度都是極為關鍵的社會改造工程。 

 

二、兩性平等工作權新進展 

五○年代，國際勞工組織相繼通過「男女同工同酬公約」及「母性保護公約」，一

九七五年聯合國將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訂為「聯合國婦女十年」，並於一九七九年

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公約第十一條要求各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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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消除婦女的就業歧視，因此，締約國相繼以法律規範兩性平等工作權
28
。 

八○年代，聯合國大會進一步體認到女性必須兼負家庭與職場的艱難處境，因此，

聯合國也於一九八一年通過「有家庭責任之勞工待遇與機會平等公約」，要求各國政府

發展兒童照顧與家庭服務等相關措施，讓有家庭責任之男女受雇者享有平等工作待遇與

機會。一九八六年聯合國大會更通過一項關於帶薪產假與育嬰假的決議案，呼籲各國政

府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鼓勵對為人父母的支持，以便婦女得以兼顧作母親及進入職場

發展的權益（王如玄，1999:589），但是在台灣，這些公約或建議被國內法化的程度卻

極不理想。回顧一九九五年至今，政府部門試圖透過法律或制度維護兩性平等工作權益

的成果包括： 

1、「台北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要點」出爐 

  鑑於職場性騷擾事件頻仍，現行法令又無法有效保障女性受雇者免受職場性騷擾，

台北市政府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率先通過台北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要點，明訂雇主應提

供受雇者免遭性騷擾的工作環境、建立員工性騷擾申訴制度，並對員工施以職場性騷擾

防治教育。該要點將以下行為明訂性騷擾為：(1)因性別差異所產生侮辱、蔑視或歧視之

態度及行為。(2)與性有關之不適當、不悅、冒犯性質之語言、身體碰觸或性要求。(3)

以性行為或性有關之行為為交換報償之要約。(4)以威脅或懲罰之手段要求性行為或與性

有關行為。(5)強暴及性攻擊。(6)展示具性意涵或性誘惑之圖片和文字。惟該要點只適用

於台北市，同時，在中央法令不足的情形下，市政府也只能依就業服務法處以三萬元罰

鍰，宣示意義實遠勝於實質意義。 

2、服務業納入勞基法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一九九八年八月的統計，全國有 65%的女性就業者受僱於服務

業，但服務業女性除了飽受單身、禁孕條款威脅外，還必須忍受雇主任意解僱、超時加

班沒有加班費、國定例假日無法休假等不合理勞動條件，粉領聯盟、台北市上班族協會

等婦運及工運團體積極爭取服務業納入勞基法。此一要求終於在一九九八年底勞委會公

佈服務業全面納入勞基法後實現，目前總計全國 550 萬名勞工（佔受雇者九成）均可受

到勞基法的保障。為德不卒的是，人民團體、社福機構、個人服務業中的家事服務業等

受雇者仍未納入勞基法。 

3、行政院版「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出爐 

行政院對制定兩性工作平等法的態度雖已從早期頑強抗拒
29
的態度，轉而逐漸接

                                                 
28 英國 1975 年的「性別差別禁止法」、義大利 1977 年的「男女勞動平等待遇法」、法國於 1983 年修改勞

動法典以保障女性工作權、日本於 1985 年制定「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尤美女等，1999:8）。 
29 一九八七年因爆發國父紀念館單身條款事件，婦女新知基金會乃著手起草「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並

於一九九○年透過當時立委趙少康正式向立法院提案，惟草案一提出，即引起企業界的強大反彈，工商建

研會更上書李登輝總統謂本法為逼迫企業出走的「十大惡法」之一。在企業界強烈反彈的情形下，行政院

遲遲不提出草案，而國民黨佔絕對優勢的立法院則以「沒有院版」條文為由，延宕該法案的審查進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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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行政院院會並在一九九九年三月正式審議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惟該案最初僅規劃

適用於一般勞工，而未將軍公教人員納入規範。但因政府部門招募歧視盛行，且軍中性

侵害案件頻傳，以致引起婦女團體群起圍剿。同時，針對受雇者得請領育嬰假的規定，

也只適用於 10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家庭照顧假則屬無薪休假，並只適用於 50 人以上

的事業單位，致使行政院版的育嬰假充其量只能涵蓋 31.7%的公私部門受雇者，而家庭

照顧假也只能加惠 38.2%的公私部門受雇者（見表一）。其次，基於雇主有維護友善職

場的責任，新知版課予雇主應負職場性騷擾防治之行政責任，受雇者若因性騷擾而受侵

害，得向雇主或事業單位要求懲罰性賠償金，院版條文則無此規定。除此之外，新知版

及院版在設立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及申訴制度的設計上也有不同的規定（見表二）。 

 

表一 台灣地區受雇者按服務場所員工人數分佈統計表 

單位：千人／% 

受雇者 

 

服務場所員工人數 

 

人數 

 

百分比 

(%) 

 

累計百分比 

(%) 

1 人 124 1.93 99.98 

2-9 人 2014 31.36 98.05 

10-29 人 1316 20.49 66.69 

30-49 人 516 8.03 46.20 

50-99 人 417 6.49 38.17 

100-499 人 672 10.46 31.68 

500 人以上 340 5.29 21.22 

政府雇用 1023 15.93 15.93 

總  計 6423 100.00  

資料來源：1999 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手冊，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 

 

表二 新知版與勞委會版重要差異對照表 

對照項目 新知版條文要旨 行政院版條文要旨 

適用範圍 （第三條） 

 包括公私部門之事業單位、雇主、受雇

者、求職者。 

（第三十四條） 

（第二條） 

 只規範民間企業之雇主及勞

工。 

（第二十八條） 

                                                                                                                                            
至在一九九五年駁回勞委會提出的草案，一直到一九九九年行政院會才確立了制訂兩性工作平等法的政策

方針（見尤美女等，19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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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機關之相關規定優於本法者，從其規

定。 

 軍公教人員依其他法令規

定，但若本法優於其他法令，則

其他法令應配合修正，有特殊情

形除外。 

兩性工作

平等委員

會之設立 

（第四條第二、三項）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男女工作平等委員

會，負責監督、檢討、受理申訴、調解、仲

裁及執行，並明訂委員會中應有勞工、婦女

團體代表，女性委員應占二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各主管機關得設兩性工作平

等之相關委員會，以審議、諮詢

及促進兩性平等事項。由政府機

關代表、專家、學者與勞方及資

方代表共同組成之。 

生理假 （第十二條第一項） 

 女性受雇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應發予

半薪。雇主不得拒絕或影響其考績。 

無此規定。 

產假 （第十二條第二、三項） 

 雇主及事業單位應予女性受雇者八週產

假；懷孕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給予四週產

假。 

 女性受雇者於懷孕期間，如有較易之工

作，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也不得減

少報酬。 

（第十三條第一至第四項） 

 女性勞工分娩後停止工作逾

四週，或流產後停止工作逾兩

週，經檢附醫師證明無礙健康，

得准其申請提其工作。提前工作

期間應發予薪資。 

 

育嬰假 （第十三條） 

 受雇於十人以上之雇主或事業單位之男

女受雇者，任職滿一年後，為託養三歲以下

之子女得請一年之留職停薪育嬰休假。 

 休假期間勞、公保費用由國家負擔，並明

訂應以法律規定育嬰津貼的發放。 

（第十五條第一、二項） 

 受雇於一百人以上雇主之勞

工，任職滿一年後，為託養三歲

以下子女得請兩次之無薪之育

嬰休假，期間合計不得逾一年。

 休假期間勞保費用由受雇者

自行負擔。 

育嬰期間

彈性調配

工  時 

（第十五條） 

 男女受雇者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向雇

主或事業單位請求：每天減少一小時之工時

（無薪）、 調配工作時間。 

無此規定。 

哺乳時間 無此規定。 （第十四條） 

 雇主應給予未滿一歲，需親自

哺乳之女性受雇者，兩次哺乳時

間，每次三十分鐘。 

家庭照顧（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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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  男女受雇者每年得有十日無給休假，以照

顧其發生疾病、預防接種或其他重大事故之

家屬。‘ 

 受雇於僱用五十人以上雇主

之受雇者，在規定之事假及特別

休假日數請畢，每年得有七日無

給休假，以照顧其發生疾病、預

防接種或其他重大事故之家屬。

 勞工之配偶未就業者，不得請

家庭照顧假，夫妻受雇於同一雇

主，只得一人請家庭照顧假。 

托育及托

老設施 

（第十八條） 

 省（市）及縣（市）政府應設置符合標之

托兒及托老設施。 

 雇主或事業單位僱用 250 人以上者，應設

適當之托兒設施。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對於雇主或事業單

位設置托兒托老設施者，應予經費補助。

無此規定。 

工作場所

性騷擾之

防治 

（第二十一條） 

 雇主及事業單位或因工作而有監督管理

權者，不得明示或暗示受雇者或求職者以性

要求或其他具有性意味之言詞或行為，作為

勞動契約成立與否，或勞動條件變更之交換

條件。 

（第二十二條） 

 雇主及事業單位應禁止任何人於勞動契

約履行過程中，以性要求或具有性意味之言

詞或行為，造成敵意之工作環境。 

（第二十三條） 

 僱用五人以上之雇主及事業單位應會同

工會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並於知悉性騷擾之情況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措施；且應定期舉辦或獎勵受雇

者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 

（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性騷擾認定準則，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辦法及處理程序要點，要

求雇主及事業單位遵行。 

 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主辦防治性騷擾之

（第十二條）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應採取

適當之預防及懲戒措施。雇主或

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對

於勞工或求職者，不得有任何性

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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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育及宣導。 

申訴程序 （第二十九條） 

 雇主或事業單位違法本法時，受雇者或求

職者得向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擇一申訴。

 主管機關於接獲申訴後七日內展開調查

並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經當事人之申請，

應交付仲裁。 

 調解及仲裁程序準用勞資爭議處理法之

規定，但調解及仲裁委員會委員應由男女工

作平等委員會委員組成。 

無此規定。 

關於新晴版與院版條文差異說明請參見「1999 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手冊」。 

 

三、台灣婦女工作困境 

（一） 性別角色與女性勞動參與 

1、照顧責任阻礙女性進入職場 

  衡諸過去十年來，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徘徊在45%左右，與美國一九九七年的

59.8%，日本的 50%仍有段差距，若與北歐國家高達 80%的狀況相比，更有如小巫見大

巫。若進一步探討國內婦女沒有進入勞動市場的原因，不難看出「男主外，女主內」的

性別分工傳統對女性投入勞動體系的阻礙。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一九九八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在國內 449萬名女性非勞動人口
中，其中，58.6%的婦女是為了料理家務而未就業；反觀男性未投入勞動市場的主要原
因則是就學(佔 42.9%)問題30。勞委會「料理家務婦女就業意向調查」則進一步顯示，在

這 263萬名為了料理家務而未就業的婦女中，曾經工作過者佔 76%，而造成她們辭職的
二項主因則分別是「照顧小孩」（佔 37.4%）及「結婚」（佔 28.7%）。除了育兒問題
外，關於無自顧能力老人的照顧也都有女性化的傾向。研究顯示，國內 70%到 80%的照
顧者為女性，同時由於被照顧者對照顧者強烈依賴，對照顧者形成強大的情緒壓力，並

對其家庭生活及健康情形產生影響（呂寶靜、陳景寧，1997、劉梅君，1997）。 

  這些統計資料呈現了國內一般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動分工模式：男人進入

公領域，從事有給生產勞動，養家活口；女人留在私領域，從事無酬再生產勞動，顧老

育幼。這種勞務分工與其說是基於經濟理性的算計，無寧說是父權國／家與資本主義勞

動市場的共謀。事實上，正因為雇主提供給女性的薪資報酬較低，同時，國家又沒有提

供足夠便宜的托兒設施，使得一般男權至上的家庭一旦家中有新生兒出生，或有家人臥

                                                 
30 參見行政院主計處網頁 http://www.dgbas.gov.tw/census~n/six/lue5/census~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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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須人照顧時，通常會要求家中婦女放棄工作，以解決家中的照顧問題。 

  在這樣的勞動分工模式中，我們看到資本家一方面拼命榨取成年男子的勞動價值，

卻又極不願意付出成本照顧老去的勞動者以及下一代勞動力；父權國家也是如此，他定

期徵召可用的兵源，從勞動者身上抽取稅金，卻未曾為勞動者分擔養兒育女的照顧責

任。於是，兒童是國家未來的棟樑，老人是社會的珍寶，但卻必須由個別家庭來照顧，

更精確的說，必須由女人來照顧。事實上，根據勞委會的調查，263萬名料理家務婦女

中，有四分之一的人（65.7萬人）未曾外出工作，而她們不曾就業的主要原因以「家人
要求」（佔 25.8%）的比例佔最高。同時，有 94 萬名料理家務婦女表示，為了「照顧
小孩」，無論如何未來一年不會外出工作。 

2、家庭主婦的無酬勞動 

顧老育幼的家事勞動無疑已經成為婦女無法進入職場的結構性因素之一，但是負

擔家事勞動的全職家庭主婦，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卻一直沒有獲得社會的認同與肯

定。家庭主婦或被視為「不事生產」的一群，甚或被譏諷為「米蟲」。事實上，一九九

六年立法院內政、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民法親屬編家務有給的條文時，即引來部份男性

立委擔心家務有給將製造家庭糾紛，或雖不明言反對卻透過各種耳語表達不滿的現象

（陳美華，1999:14-15）。然而，這種漠視家務勞動者生產價值的沙文論述，一旦與受

薪褓姆或外籍女傭相對照，就不難看出家庭主婦的家事勞動被視為無酬、義務勞動的荒

謬性。 

縱使國人對家庭主婦的家事勞動價值始終未予正面的肯定，但是關注女性家庭勞

動者的工作福利卻是國際社會的共通趨勢。首先，瑞士於一九八四年公佈的民法即納入

家務有給制的精神。該法第一六三條規定，夫妻應共同負擔家庭所需之費用，而支付的

方法包括金錢之支付、家務之管理、子女之照護或予他方營業或職業上的協助等等。第

一六四條更明言，夫妻之一方若負責家務管理、子女之照護或予他方營業或職業上的協

助時，有向他方請求定期給多予相當數額之金錢供自由處分的權利。再者，聯合國消除

歧視婦女委員會也於一九九一年第十會期提出的第十六號與第十七號建議文中，將享有

工作權與相關福利的主體，從獲得有酬的受雇者擴大至無酬的家庭勞動者，包括在家庭

工廠中勞動的婦女，以及持家育兒的家庭主婦。委員會更進一步表示，無薪的工作就是

一種對婦女的剝削與歧視，也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基本精神。反觀

國內，包括政府部門及一般民眾對於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普遍仍存有敵意。 

 

（二） 職場中的性別歧視 

托育制度未能社會化嚴重阻礙婦女進入職場，但即使可以擺脫家庭束縛，進入勞動

市場，在欠缺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婦女工作權益遭剝奪的狀況也是屢見不鮮。依據

張晉芬的研究，女性在職場中必須面臨的困境包括，招募升遷機會不均等、性別職業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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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同工不同酬、家庭職場蠟燭兩頭燒、職場性騷擾（1995:147-176）。然而，這些不
利女性的勞動處境至今並沒有多大程度的改善。 

1、招募歧視充斥 

首先，就兩性的平等就業機會來看，雖然，一九九二年通過的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中

已明文禁止「．．．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

教、藉貫、性別、容貌、五官、殘障或以往工會會員身份為由，予以歧視。」但事實上，

研究指出民營企業的招募廣告經常存有特定的性別偏好，某些電腦業者甚至只允許女性

申請助理工程師的工作（嚴祥鸞，1996:207-208）各政府部門用人單位更是明目張膽的
在招生簡章中刊登招募歧視廣告，有的刻意壓低女性錄取名額，有的更是直接剝奪女性

報考的權利。在一九九六年的婦女節，女學會發起抗議國家考試性別歧視行動，約兩百

多名女教師與女學生身穿鮮紅色 T恤以象徵「火燒考試院」的方式，強烈表達對國家考
試性別歧視的不滿31。 

  以過去三年考選部舉辦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為例，包括稅務、金融、關務、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員、國安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司法人員、交通事業公路人員、鐵路人員、

郵政人員等國家考試中，都出現限男性報考或女性限額錄取的不公平現象。其中，稅務

人員、金融人員、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更直接剝奪女性的報考資格（見表三）。 

  金融機構招募歧視由來以久。一九九八年五月財政部遭婦女新知基金會及立委周慧

瑛檢舉其金融雇員招考涉及性別歧視。因為包括交通銀行、台北銀行、中央信託局、中

央存保公司等金融機構舉辦的招考中，共招募電腦操作員及金融雇員共 235人，卻吸引
了 9080人報考，其中，男性報考者有 2906人，女性報考者則高達 6174人。雖然，想
投入金融機構的女性遠比男性高出二倍，但金融機構對女性卻極不友善。在該次招考

中，13個電腦操作員職缺僅限男性報考，擬錄取的 222名金融雇員中，男性名額即佔去
190個，女性則只有區區 32個名額，使得女性整錄取率只有 0.95%，而男性的錄取率卻
高達女性的十倍（見表四）。依據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統計，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

間，由青輔會代辦的公立金融機構招考中，規劃錄取女性的名額只佔 29%，錄取率更是
低的可憐。面對這種明顯違法的招募歧視，上述各行庫官員竟毫無愧色的以「電腦操作

員必須值夜班」、「女生太會考試，怕整個銀行都是女的」
32
、「存保公司常須出差，

且基層單位草根性強，男性比較適合」而直接剝奪女性平等競爭的權利
33
。 

  無獨有偶的，郵政總局於一九九九年舉辦的郵務士招考中，雖僅規劃錄取五百名郵

務士，卻吸引了三萬多人報考，競爭之激烈不難想像，但郵政總局卻以郵務士必須夜間

                                                 
31 見中國時報，1996.3.9。 
32 這種說詞，乍看之下似乎頗有道理，因為女性多於男性，變成性別不平衡。但是，這種表面上看似要求

性別平衡的論點，卻只是對女性的片面要求。事實上，在以男性佔多數的職業中，卻沒有人提出相同的主

張，要求設法找些女性進來，以便職場中不致於陽盛陰衰，性別分佈不平均。例如，消防隊員、公車司機、

飛行員等等。 
33 詳見中國時報，1999.5.14，九版；經濟日報，1999.5.16，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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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遞，必須搬運粗重郵件34，為顧及女性安全，只開放大台北地區、板新區及桃園縣市

等共 41 個名額供女性報考。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及國安局情報人員
也於同年十月招考，規劃招收的女性名額也只分別佔10%及36%。 

  上述政府部門的用人邏輯名為“保護女性”，實質上卻是假藉生物決定論來剝奪女

性平等工作權益。所謂“保護女性”其實是藉由社會中既存的性別刻板印象，不斷地強

化並鞏固父權社會中性別分工的傳統：女人身體瘦弱，不宜做粗活；女人易受侵害，不

宜夜間工作；女人宜室宜家，不宜長期出差；女人秀氣，不宜到草根地區．．．。這種

種關於女性的想像與評論，最終的目的無非是想導引出，“女人不宜從事××工作”的結

論，進而順利的將女人隔絕於特定行業之外，製造性別職業隔離。甚至讓女人在苦無就

業途徑之餘，或是退回私領域從事照顧老小的再生產勞動，成為免費勞動力，或是進入

勞動條件較差的產業另謀生路。 

  其次，保護論述除了塑造性別職業隔離之外，也不斷的複製工作過程中可能的各種

風險與成本，均應由受雇者自行承擔的錯誤概念。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就如同要求“女

人夜晚不要出門，以免被強暴”一樣的荒謬。事實上，雇主本應竭盡所能保障兩性受雇

者在執行業務過程中的基本安全，這就如同政府應透過種種法律制度上的設計，提供安

全保護網絡，以保障婦女人身安全是相同的道理，而非將勞動過程中的安全成本完全交

由受雇者或人民自行承擔。因此，倘若雇主真心顧慮值夜者的人身安全，理應加強企業

內部的安全維護，諸如增加警衛人力、強化員工防暴意識及訓練、提供夜間交通車等等，

而非藉此剝奪女性工作的權利。 

表三 考選部最近三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錄取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考選部 單位：人／％ 

性  別 考試名稱 年度 錄取總額*（a） 

男 女（b） 女性錄取率

稅務人員考試 1997 15 15 0 0 

1997 159 159 0 0 

1998 292 268 24 8% 

金融人員考試 

1999 235 190 45 19% 

1997 132 86 46 35% 關務人員考試 

1999 93 63 30 32% 

1997 78 72 6 8%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 

 1998 66 59 7 11% 

                                                 
34 在勞委會訂定的「童工女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中，訂有女工（妊娠女工另有規定）

在斷續性工作中，不得處理三十公斤以上的重物，持續性工作則不得處理二十公斤以上的重物的限制。但

不應因此而剝奪女性報考郵差的權利，相反的，應設法改變單一郵包的重量，使身材、體力不一的郵差都

能順暢的遞送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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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52 47 5 10% 

1997 29 24 5 17% 

1998 16 11 5 31% 

國安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1999 11 7 4 36% 

1997 268 227 41 15% 

1998 444 379 65 15% 

司法人員** 

1999 416 377 39 9% 
交通事業公路人員 1997 142 142 0 0 

1997 982 967 15 2%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1999 954 932 22 2% 
交通事業郵政人員 1999 500 459 41 8% 

*並未將性別不拘的錄取名額計算在內。**含監所管理員。 
 

表四  1999 年青輔會代辦金融機構招考資料 

單位：人／％ 

類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進用單位錄取人數 預估錄取率

電腦操作雇員 
（限男性） 

68 54 交銀 10人 
中信局 3 人 
（共 13人） 

24.7% 

金融雇員 
（限男性） 

2838 1886 交銀 40人 
北銀 128人 
中央存保 5人 
中信局 17人 
（共 190人） 

10.1% 

金融雇員（限女性） 6174 3362 北市銀 32人 0.95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周慧瑛國會辦公室。 

 
2、女性升遷的阻礙 

  招募歧視阻礙了女性進入職場的管道，但職場中的女性受雇者也飽受種種職場困

擾。行政院勞委會一九九九年三月所公佈的「婦女勞動狀況調查報告」中，即清楚的呈

現了女性在職場中的困擾。報告指出，受訪的 1687 人中，有 991 人（佔 58.8%）表示
有工作困擾，苦惱的原因包括「工作壓力大」、「員工福利不好」、「薪資待遇不公」、

「人事陞遷不公」、「性別歧視」，以及「同事相處不易」、「性騷擾」等等。這份報

告終究不是針對職場中的性別差別待遇所作，但是依據行政院一九九七年的統計，女性

受雇者的月平均所得約僅為男性的 70.1%。其次，女性升遷機會受阻的情形也極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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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經常以女性員工結婚之後，勢將懷孕、生產、育兒，致無法全心工作，而不願將出

國進修或在職訓練的機會給予女性，而傾向於拔擢男性，致使國內私人企業主管清一色

均為男性，文官體系更是如此。 

回顧過去五十年來，女性公務員所佔比例有逐年增加的好現象，但在考試、考績及

升遷上卻呈現嚴重的性別偏差。截至一九九七年底，全國公務員共 62 萬 5 千人，女性
佔 40.4%。女性在薦任及委任職等中分別佔 32.9%及 35%，但在高階的簡任職中，五十
年來首度突破一成（佔 10.6%），足見女性公務員升遷之困難。女性公務員升遷困難有
其結構性因素，梁雙蓮與顧燕翎的研究即指出，女性公務員和男性相比，仍普遍出現高

資格低錄用、年資較淺、中途離職者較多等現象，導致其升遷不易（1995:101-106）。 

其次，請產假考績列乙等、請育嬰假全年無考績的慣例也不可避免的影響女性公務

員的升遷條件。銓敘部宣稱，這個慣例是依據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全

年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且請事病假合計未超過十日者」，考績才能列為甲等的規

定而來。然而，這樣的說法其實早已扭曲法律原意，過度擴張解釋。再者，如果這個說

法能夠成立，那麼銓敘部其實是將產假視為事、病假，而忽略其間的差別：產假的給付

是基於懷孕婦女的母性保護需求，事、病假則是所有受雇者因事或因病必須暫時離開職

場所設
35
。再者，將產假等同於事、病假其實隱藏了太多父權社會對女體的扭曲與控制。

女性主義學者早已指出，將孕婦視為病人，將請產假等同於病假，其實是把女人（自然）

的生產過程病理化（吳嘉苓，1999）；反之，將產假視為事假，則是徹底忽略女人懷孕

生產的再生產勞動價值。但是，退一步來看，即使我們都不同意女性主義者的論點，那

麼全年十天的事、病假其實壓根也沒有將女性的產假需求計算在內。「事病假未超過十

天始能甲等」的規定其實是公務體系性別盲的最佳例證，也是男性中心的平等論的延伸

──亦即公務體系所想像的公務員其實是男性，從而在請假制度及考績計算上，也是以

男性為中心來設計。男性不會生產，無需產假，不會因產假而影響考績的男性法則，也

就成為公務體系設計請假制度與考績制度的起點。 

3、母性保護欠落實 

  國際勞工組織於一九五二年通過的母性保護公約中明列母性保護原則，用以保障懷

孕生產的女性受雇者得以在健康無虞的情形下工作。為此，公約第三條規定，懷孕的受

雇者至少應有十二週的產假，其中，為確保女性受雇者不受雇主強迫勞動的剝削，更明

訂產後應予強制休滿六週的產假。公約第四條則明訂，國家應以強制社會保險或公共基

金的方式保障產假期間婦女享有申請現金及醫療給付之權利，同時，現金給付金額若以

                                                 
35 1978 年美國國會通過懷孕歧視法(The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明文禁止雇主不得因懷孕而解

僱女性員工。平等僱佣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則將懷孕定義為暫時失能

(temporary disability)，請產假被等同於職場中其他不會懷孕的男人或沒有受孕的女人，因種種因素暫

時失去工作能力而退出職場一樣。這種說法，遭到女性主義者的嚴厲批評，因為就如同 Eisenstein 所說的，

懷孕對女人而言，不只是生理上的改變而已，也意味著一個女人即將當母親的事實。見Zillah R. Eisenstein, 

1988: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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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入計付，其給付率亦不得少於以往收入的三分之二。一九九八年國際勞工組織統

計，共有119個國家達到產假給付12週的標準，其中，有62個國家產假達14週以上，

只有31個國產假給付低於12週（見表五）（ILO，1998:16）。 

我國勞基法中雖然也有八週帶薪產假的規定，但截至一九九八年底，勞委會「事業

單位勞動條件概況調查報告」指出，只有 30%的事業單位符合現行法律的規範。同時，
勞委會雖已於一九九八年底將服務業正式納入勞基法，但該份調查報告卻顯示，在女性

遠比男性多的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中，只有 18%的事業單位符合規定，是及格率最低
的行業（見表六）。而且，雇主於產假期間發給全額薪資的比例只有 27%，而平均給假
日數也只有 43 天。各事業單位產假給付水準嚴重偏低，除了和勞基法罰則過低，無法
發揮懲罰效果之外，檯面下的爭議是雇主必須獨自支付產假期間的全額薪資。反觀除了

亞非國家之外，其他工業先進國家均以社會安全保險(social security)來支付產假期間的
薪資，而非由雇主全額支應。 

其次，民間企業盛行的「單身條款」及「禁孕條款」至今仍然極為普遍。以一九九

五年九月成立的台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所處理的申訴狀況為例，截至一九九九年底

為止，共接獲 34 件懷孕申訴案件，居各類申訴案件中的第一位，而認定懷孕歧視成立
的有 13件36。 

一九九四年因爆發陽明山信用合作社要求女性員工簽訂一經結婚或懷孕即自行辭

職的違法契約，並經法院開了九張罰單，而引起社會各界對單身、禁孕條款的關注。但

是，類似的案例仍是履見不鮮，一九九九年四月婦女新知基金會及立委葉菊蘭即透過公

聽會，再度揭露分別來自公、私部門的懷孕歧視案例
37
，只是雇主已經不再赤裸裸的以

白紙黑字訂立非法契約，而是改採一年一聘的方式處理，或是化明為暗以各種藉口來解

僱懷孕婦女，常見的藉口包括：公司業務緊縮，必須裁員；刻意增加工作量或予以調職

使其不堪負荷而自動請辭；以保護孕婦為由，要她回去吃自己；雇主耍賴，硬是咬定受

雇者沒有完成請產假的手續，於其產假期間開除她；雇主「道德勸說」施以人情壓力．．．

等等。勞基法雖明文禁止雇主懷孕歧視的惡行，同時，也要求雇主應讓懷孕婦女於懷孕

期間改調較輕易的工作，但在罰則過輕的情形下，懲罰效果低落，雇主犯罪成本低；相

較之下，遭解聘的孕婦，挺著大肚子到各縣市政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申訴，還要負擔

各種蒐證工作的控訴成本反而顯得勞心費神。 

 

表五 各國產假情形一覽表 

                                                 
36 詳見台灣日報，1999.11.8，二十六版。 
37 在這場「檢視公私部門懷孕歧視公聽會」中，邵女士於八十四年經僑委會徵選受聘為教育部設立的越南

胡志明市「台北學校」，年資三年。一九九八年七月因即將生產，向學校請產假，但學校卻告以有產假，

但「特淮」無薪育嬰假一年，造成邵女士嚴重的經濟損失。其次，受僱於北市某家俱公司，年資達二年八

個月的許女士，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底向公司請產假時，卻接獲公司告知以公司營運不佳，須裁員，要她自

該年四月一日起不必上班的解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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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 
國家 期間 給薪比

例(%) 
支付者 國家 期間 給薪比例 

(%) 
支付者 

阿爾及利亞 14週 100 社會保險 澳洲 1年 0 - 
安哥拉 90天 100 雇主 中國 90天 100 雇主 
剛果 15週 100 雇主／社會保險

各半 
日本 14週 60 社會／ 

健康保險 
埃及 50天 100 雇主＆社會保險

各半 
南韓 60天 100 雇主 

肯亞 2月 100 雇主 紐西蘭 14週 0 - 
奈及利亞 12週 50 雇主 新加坡 8週 100 雇主 
南非 12週 45 失業保險 泰國 90天 45 天全額

給付， 15
天 50% 

雇 主 45
天，餘為社

會保險 
阿根廷 90天 100 社會保險 菲律賓 60天 100 社會保險 
巴哈馬 8週 100 雇主(40%) 

社會保險(60%)
丹麥 18週 100 社會保險 

巴西 120天 100 社會保險 芬蘭 105天 80 社會保險 
加拿大 17-18

週 
15週 
55% 

失業保險 法國 16-26週 100 社會保險 

智利 18週 100 社會保險 義大利 5月 80 社會保險 
哥倫比亞 12週 100 社會保險 荷蘭 16週 100 社會保險 
墨西哥 12週 100 社會保險 挪威 18週 100* 社會保險 
美國 12週 0 - 瑞典 14週 450天** 社會保險 
德國 14週 100 社會保險 英國 14-18週 6週 90% 社會保險 

*另有 26週有給假，父母任一方都可申請。 
**共有 450天親職假，其中 360天給付 75%，90天 flat rate。 

 

表六 國內各行業女性員工產假給付情形 

單位：%／日 
有給產假事業單位 行業別 有女性員工

比  例 工資全額發給 平均給假日數

符合現行勞基法

規定者 

總      計 87.6 40.2 46.9 30.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88.6 18.9 39.5 12.9 

製造業 88.1 32.9 48.7 32.7 
水電燃氣業   100.0 50.0 55.4 95.6 
營造業 84.4 35.9 45.2 22.3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88.2 47.8 46.3 30.6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0.3 50.9 46.6 30.5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79.8 45.9 50.8 43.8 
工商服務業 84.4 41.2 50.4 44.8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 

89.9 27.2 43.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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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台灣地區事業單位勞動條件概況調查報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印。 

4、職場性騷擾無「法」可管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因越來越多不甘遭受騷擾的女性挺身而出，報章媒體也相繼

披露華航女空服員、台大醫院護士、調查局女秘書、中興紡織外藉女工、花蓮團管區女

軍官、七海旅行社女職員、台北高院女職員、國小女教師、長庚護士．．．遭到男上司、

男同事職場性騷擾的案例。雖然媒體一再揭露各式職場性騷擾案件，但各界顯少關心職

場性騷擾中所呈現的性別權力結構，反倒是引起諸如性騷擾無法定義、純粹是兩性認知

不同的反挫聲浪。因此，當受害者出面指控時，一連串的反挫也就排山倒海而來。例如，

將事件歸咎於她條件太好、太有吸引力、我只是開開玩笑，是她沒有幽默感、菲傭指控

遭八十一歲男雇主強暴，卻反遭指控強迫手淫等等。這些說詞一方面提醒我們，女人即

使走出廚房、臥室進入職場，但卻仍被視為男性觀看的性存有(sexual beings)38，一方面，

可能也在提醒我們：生物條件好的女人進入職場，應學會容忍眾人將隨時摸妳一把的恭

維；進入性產業的女性則應認清「妓女是不會被強暴」的社會法則；外藉女傭更應有雇

主可能會隨時徵用妳身體的心理準備．．．。 

主流社會對女性的既存偏見，使得大多數職場性騷擾案的結局總是「豬羊變色」─

─出面指控遭性騷擾的受害者，總是被妖魔化成捏造性騷擾事件的誣告者，而被指控的

狼人反倒變成一臉無辜的受害者。指控者或被描繪為以身體換取高位不成的豪放女，或

被說為投懷送抱失敗的職場花瓶，或是工作表現差而挾怨報復的女王蜂。但是，以十年

來僅成立二起性騷擾判賠案的狀況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妖魔化受害者確實頻頻驟效。

當然，“性別中立”的法律體系也難辭其咎。 

法治國家凡事講究證據，但是大家更熟悉的是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事實上，

除了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之外，絕大多數的交換條件性騷擾顯少找得到人證。同時，除

了強烈的肢體性騷擾可能留下抓痕、體液或其他外傷之外，在胸部或臀部摸一把通常也

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拿出證據」幾乎成了所有性騷擾原告的緊箍咒！然而，即使無法

拿出證據，輸掉官司，充其量只是性騷擾案無法成立而已，但輿論的審判卻往往是一邊

倒的支持被指控者，出面指控的人反倒成了眾矢之的，甚至遭到同事孤立的命運。再者，

苦無證據的結果，原告經常被反控誹謗。然而，即使代價如此之高，但仍有不少勇敢的

女性出面指控性騷擾。 

一九九八年台北地方法院在七海旅行社女職員控告男副總經理一案中，以「性騷擾

侵害身體權」判決該名主管必須賠償十萬元，創下國內首件性騷擾判賠案例39。第二件

                                                 
38 反之，職場中的男人則未被如此對待，或者說，現實社會下的女人根本沒有足夠的政治實力足以在職場

中如此觀看男性。我並無意把職場性騷擾的現象化約為男強．女弱／男征服．女臣服／男的爽．女的怕／

男人是性主體．女人是性客體．．．的本質論述，但我們得正視在現今勞動結構下，男性掌握職場、掌握

職場中人際互動詮釋權的優勢位置。 
39 詳見聯合報，1998.2.13，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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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賠案例則是台灣高等法院男性通譯在辦公室向剛生產的女同事開黃腔，經該女制止

後，又繼續嘲弄「開黃腔又怎樣，不黃妳會生子？」等語，台北地院認為「此語隱喻才

生產不久的婦女有不雅或不當的性行為」，判決被告賠償二十萬元40。 

這二案雖是婦運反性騷擾的成果，但司法體系關注的焦點卻僅及於女性遭性侵害或

名譽受損的部份。在職場性騷擾無法源依據的情形下，法官在七海案中以刑法判決該男

有罪，再依民法判賠。但法官並未處理男上司在其性要求遭拒之後，以其職務上的權力

製造敵意工作環境，致該女請假不敢去上班，緊接著打低她的考績，最後以業績差為由

予以解僱的一連串懲罰行為。這樣的判決顯示，法官無法容忍男人掠奪女人身體，但卻

任由上司剝奪下屬飯碗；女職員保住了性／身體自主權，卻保不住工作權！ 

高等法院言詞性騷擾一案也是如出一轍。男同事公開對女同事開黃腔，其實是製造

令人難堪、受窘的敵意工作環境，進而影響被騷擾者的工作情緒與表現，但判決請求賠

償的基礎卻是，該言詞隱喻「不雅或不當性行為」。換言之，法院關切的是（良家）婦

女在職場被影射為有「黃色」或「不雅／不當性行為」致聲譽受損，而非其工作環境／

條件改變的事實。這個判例顯示，法院無法容忍男人以性嘲弄（良家）婦女的形象，而

未從工作權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然而，更大的隱憂在於，法院若只固守於此，那麼目前

看似進步的判決，恐怕只是不斷地的複製女人與「不雅或不當性行為」無關的保守性道

德。 

 

四、底層女性勞動者 

  基層女工是台灣締造世界經濟奇蹟的重要關鍵，但她們的勞動條件卻極其低落，八

○年代以來，更因為台灣勞力密集產業大量外移，而發生大量女工遭雇主解僱的情形。

其次，一九九七年因台北市政府廢娼，收回公娼證，也使得長期位居社會底層的公娼走

上街頭爭取工作權。表面上看來，女工與公娼似乎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族群，但相同的

是，她們的階級處境讓她們在就業市場上處在極不利的位置，而她們的工作權（或公娼

的執照）也都遭雇主（政府）片面剝奪。 

1、頭家惡性關廠，基層女工失業 

八○年代起，台灣勞力密集產業因無法與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的低勞力成本競爭，多

數廠商紛紛關廠，再另行到其他國家設廠，因此引發新光紡織等女工抗議廠商惡性關廠

事件。惡性關廠熱潮到民國一九九六年更形激烈，九○年代末，全球性經濟不景氣更使

得女工們的飯碗岌岌可危。 

在女工集中的紡織、電器、成衣業、食品製造等勞力密集產業中，雇主為躲避勞工

退休金的給付紛紛關廠，再轉投資到東南亞、大陸等地設廠，引發領不到退休金、資遣

                                                 
40 詳見聯合晚報，1998.5.13，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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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女工頻頻走上街頭抗爭的事件。在這些女中，有不人從十六、七歲即「以廠為家」，

一直做到頭髮翻白，年資一、二十年的所在多有。工作內容則集中在非技術性的底層工

作，不僅工資低，沒有升遷管道，工作成就感也極其低落（陳素香，1993:148-149）。
女工們將她們一輩子最有生產力的黃金時段貢獻給工廠，但雇主一宣佈關廠，不僅養老

用的退休金化為烏有，資遣費、加班費及預告工資也都毫無下落，無怪乎失業女工自嘲

為「拋棄式勞工」──用完即丟。以桃園聯福製衣廠為例，資方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

日以虧損為由宣佈關廠歇業，320多名女工拿不到資遣費或退休金，其中，年資滿二十
三年以上者有十六名，也有近百名女工年資達十五年以上41。 

大批廠商競相關廠，損害女工權益，難道無「法」可管？現行勞基法第十一條規定，

資方不得無故終止勞動契約，因而惡意倒閉、關廠即屬觸法行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勞基

法施行至今，勞委會始終沒有發展出一套何為營業虧損、何為業務緊縮的認定標準。於

是，資方說了就算，否則就交由法官自由心證，對受雇者權益影響至鉅。為彌補現行法

令不足的窘境，簡錫皆等在野黨立委及工人版的「關廠法草案」即試圖為此一結構性問

題提出解決之道。草案中詳細規定雇主關廠的條件，針對被資譴員工的權益保障也有詳

細的規定，但卻遲遲無法在立法院通過。 

2、北市廢娼，公娼失業 

一九七五年（國際婦女年）法國妓女因不堪警察長期騷擾而組織罷工，進而掀起八

○年代迄今的國際妓權運動風潮42。一九九七年台灣則因台北市政府廢娼而引發公娼爭

取工作權的抗爭。 

一九九七年一月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等人，以公娼繼續存在，形同市政府當老鴇來譏

諷陳水扁政府，陳遂指示研議廢娼。同年七月台北市議會三讀通過「台北市娼妓管理辦

法」，市府九月四日公告廢娼，六日台北市全面禁娼。在此同時，公娼也展開抗爭，並

要求緩衝兩年。該訴求最後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獲得市議會正面回應，通過「台北市公

娼管理辦法」，賦予公娼緩衝兩年的法源依據。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市議會並以三分之二

的絕對多數否決了市府反對緩衝的覆議案，惟市府始終拒絕公告公娼管理辦法，也未依

法暫緩廢娼，造成 128名公娼頓失合法執業資格，以及隨後長達一年多的抗爭。 

廢娼爭議也引起婦運內部關於性、性工作、性產業的大辯論。贊成市府廢娼政策者

強調娼妓制度是父權社會的產物、色情與娼妓是父權社會將男性慾望商品化的結果，而

龐大的性產業或個別性工作者背後其實滿是黑道、老鴇、皮條客操控女人的痕跡。因此，

                                                 
41 詳見中國時報，1996.10.19，第七版。 
42 例如，一九八五年成立了國際妓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rostitute Rights)，以及二

個世界妓權國會。從曼谷、荷蘭、紐約到巴西都有妓權組織。妓權運動對主流社會最大的挑戰在於將以往

被視為賤業的賣淫行為，正名為「性工作」(sex work)，將遭污名化的娼妓正名為「性工作者」，並進一

步要求保障妓女組織工會、行使基本公民權、合法工作權益等基本人權(Bell, 1994:104、嚴祥鸞，

199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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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反對萬華公娼館的持續存在。多數反對廢娼者則強調公娼從娼的目的在滿足自己的

經濟需求，也承認娼妓制度對女性的剝削與壓迫，但基於社會現實，仍認為公權力的合

法保障是公娼免受黑白道剝削的關鍵；在這些辯論中，也有少部份主張性工作是「人類

情慾多樣化的表現」（李雪莉，1998:6-10）。鑑於這些爭論極端複雜，不易建立共識，
所以，婦女新知在市議會否決了市府反對緩衝的覆議案後，曾希望擱置這些爭議，發起

婦女團體共同連署要求市府依法行政，給予公娼二年緩衝的連署聲明，但參與團體並不

多（婦女新知，1999:9-10）。與此同時，贊成廢娼的團體則共同發表「廢除性產業宣言」。
這樣的爭議，一直要到一九九九年馬英九就任台北市長，公告「台北市公娼管理辦法」

給予公娼二年緩衝之後才暫告結束。 

廢娼，其實是最簡單，也是最粗糙的娼妓政策。它往往是性產業全面地下化的開始，

造成性工作者飽受皮條客及黑、白道的剝削。在一些歐洲國家，娼妓雖然已經合法化，

然而，即使在荷蘭紅燈區，性工作者仍不時遭警方盤查；在德國則只強制性工作者使用

保險套，嫖客則不受規範。很明顯地，不論除罪化或全面禁娼都須要一組能與之密切搭

配的性產業政策。此一廢娼爭議也迫使整個社會重新學習和討論如何看待女人的性與身

體的方式。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社會仍然欠缺關於整體性產業政策的辯論與規劃。 

其次，面對女性進入性產業的結構性因素也是重要的課題。黃淑玲（1996:136-139）
的研究指出，成年女性從事色情行業的動機包括，解決家庭的經濟急需、追求富裕生活

及輕鬆刺激的工作環境，以及受虐的心理創傷等等。但除了心理受創這類受訪者不以經

濟動機為主外，這些女性大都受限於工農家庭資源缺乏、本身教育程度低落、就業市場

的性別歧視而進入色情產業。夏林清（1998:11-12）也指出，不少公娼是因經濟陷入困
境而被迫下海的單親媽媽。因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如何消除女性在經濟、社會、政

治等公領域上的不平等，並逐步去除女性在私領域中，經常被迫犧牲自我，以成就家庭

需求的「油麻菜籽」命運，都是婦運試圖根絕父權娼妓制度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五、結語──打造女性友善工作環境 

  人人都應享有平等的工作權，是當代國家共同承認的基本人權。綜觀上述，國內女

性的工作權益仍普遍存在就業機會不均、性別職業隔離、同工不同酬、母性保護不彰、

職場性騷擾無法可管，欠缺整體社福制度致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無法提昇等等。然而，

在一個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社會中，若只企求藉諸自由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來

調節上述這種性別不正義，誠有如緣木求魚。事實上，制度的建立以及文化意識型態的

改造，遠比大資本家偶發的善意以及政府的事後救濟更能有效保障兩性的平等工作權。

僅提供以下意見作為未來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努力的參考。 

  首先，以法律保障兩性平等工作權已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趨勢，在台灣女性基本的工

作權益屢遭侵害的情形下，制訂「兩性工作平等法」保障兩性平等工作機會已是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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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高度共識。以較能確保兩性工作權益的新知版草案為例，草案內容包括三大部份：

一、保障工作平等權，禁止僱主於招募、僱用、敘薪、配置、考績、陞遷、職業訓練及

福利措施上的任何性別歧視；同時也規範雇主不得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為由解僱女

性員工。二、積極促進平等就業之措施，包括給予產假、陪產假，同時為了解決男女勞

工育兒及家庭照顧問題，還設有育嬰假、育嬰期間彈性調配工時、家庭照顧假，並規定

僱用250人以上的雇主或事業單位應設適當之托兒設施，以解決受雇者的托育問題。三、

專章規範工作場所性騷擾，明文禁止雇主或具有職務監督管理權者，利用職權對受雇者

或求職者性騷擾，同時，課予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之行政責任。立法院若能儘速通過該

項法案，勢將改善前述女性在職場中的艱難處境。 

  其次，既然國內女性的低勞動參與率實與國家提供的托育、托老措施有很大的關

聯，未來行政部門如何整合現有公／私部門的福利服務，建構一套「性別敏感」的福利

體系，以照顧個別家庭中的老幼人口，解除片面加諸於女性的照顧責任，將是影響女性

就業與勞動樣態的重大關鍵。同時，鼓勵男性共同參與育兒工作，進一步解除私領域中

兩性家務勞動分工不均，造成多數職業婦女必須蠟燭兩頭燒的不合理現象也是整體社會

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最後，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勞動者其基本權益也應予以重視，這些勞動人口包括原

住民婦女、外籍女傭以及性產業週邊的勞動人口等等。她們或因種族、階級的緣故成為

社會底層勞動者，同時，又因為她們進入遭主流社會歧視的底層勞動產業，底層產業的

污名與其（種族或階級的）族群刻記互相加強的結果，她們的勞動條件也遠比一般漢人

／中產階級女性來得差很多。政府部門及婦女團體在爭取女性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保障

時，能否關照這些弱勢女性勞動人口的基本權益，將是未來極為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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