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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英兩國職場上促進兩性平等之理論
基礎、立法背景與淵源 

 

第一節 兩性工作平等的理論基礎 

一、平等權 

（一）平等思想的發展 

平等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即已存在，當時亞里斯多德 

（Aristoles 384~322 B.C.）的「正義論」，將正義分為「平均的正義」與
「分配的正義」1，此正義觀念代表人類秩序中的最高準則之一。而歐

洲中世紀基督教之「上帝之前，人人平等」之教義，係指人應該不分貧、

富、貴、賤與上帝之間的距離皆為等距，此種見解在進入近世紀之後與

自然法概念結合，於是「人類平等」的觀念，便成為自然法所不可獲缺

的內容，且更進一步藉由國家組織的力量去實踐「平等原則」，掃除封

建階級制度，主張天賦的平等，並認為「法前平等」，絕對禁止對人有

差別待遇，此平等原則形成近代民主國家重要支柱之一。如一七七六年

美國獨立宣言明白揭示：「人類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原
則，一七八九年法國人權宣言亦謂「人生而具有平等的自由權利」。進

入二十世紀後，各國對於平等權之保障均明到於憲法之中，除保障一般

性的平等原則外，更具體明文規定禁止差別待遇與促進實現社會實質平

等的理念。2  

（二）平等的意義 

「平等」的概念是比較性的前提概念，其本身並無特定的涵義，故

不論是權利的享有或是義務的負擔，均可適用「平等」的原則。既然是

比較，故比較的對象必須有二個以上存在，且該對象與對象之間必須具

有一致性，始稱得上「平等」。從法學上所敘述平等之涵義，應指「人」

與「人」之間的相互比較，故對象限於「國民」、「成年人」、「自然人」

等。3 

                                                 
1 「平均的正義」是將所有人類均具有同一價值來處理，彼此間無任何差別待遇，在社會中保持

著個人間的給付與反給付，損害與賠償，犯罪與刑罰的均衡性。而「分配的正義」乃在團體生

活下，配合個人的價值與團體精神上、名譽上或物質上的利益，人之人格、才能、經驗、勤惰

等因人而異，配合其差別而予以公平相異之處置。參李惠宗，（1989），〈平等權之概念〉，《憲
政時代》，第十四卷第一期，第二十五頁。 

2 歐廣南（1997.6），〈論平等權〉，《復興崗學報》，第六十期，第一二九頁。 
3 同上註，第一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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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最基本的意義是「相同的事物為相同的處理，不同的事物則 

為不同處理。」4但事實上平等的意義非如此簡要，因此特將平等之涵

義說明如下：5 

1、事實上平等與法律上平等 
所謂事實平等是要求人的存在事實上要平等，但此種說法因人類

天生有個別差異，所以不可能有事實平等的實現。而法律上的平等是

要求在適用法律規範上的平等，此觀念源自於自然法上「人生而自

由、平等」，故必須於法律上予以公平的對待，即「天子犯法與庶民

同罪」的觀念。 

2、絕對平等與相對平等 

絕對的平等是指任何人皆應一視同仁、一律平等，而不考慮各人

的性別、年齡、生理狀況、智慧、能力等事實上的差別，而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對待，即每個人所享受之權利與負擔的義務一律相等。但此

種忽略人類於天賦資質上天生存有差異，而在法律一切作為上要求公

平處理，實在不合理，故有修正的「限制的絕對平等」產生。限制的

絕對平等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基礎內，可以不過問其他事實的差異，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處理，也就是將部分不應列入考慮的事實差異加以

限制或將絕對平等所要求的範圍設限，例如：人種的差異問題，應認

為是「不應列入考慮的事實差異」，所以於法律規範上絕對禁止任何

因人種差異問題而造成不平等待遇，此即所謂限制的絕對平等。 

而相對平等是認為事實上相同時，法律上才予以相同處遇，事實

上不同，則應為不同的處理，始與正義相符，也就是各人的實際狀況

與法律處遇之間應維持一定的比例，差別待遇只要是基於各人的差

異，則仍有可能合於平等原則的要求，此時平等原則要求的是「衡平」

而非「無所差別」。然而各人的差異並非均能正當化法律上的差別待

遇，必須視所規範問題上認為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或「其差異係

屬重大時」，法律才可以相異處理。此相對平等的概念，提供了稅捐

平等上依負擔能力不同而為合理分級賦稅的理論基礎。 

3、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是為相對性的概念，最常被運用來解釋「平

等原則」的理論之一，其定義與見解最為分歧，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幾

種見解： 

（1）「形式平等」旨在使法律規範不產生矛盾，實現法律適用上

                                                 
4 李惠宗（1989），〈平等權之概念〉，《憲政時代》，第十二頁。 
5 同上註，第十二頁至第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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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等。而「實質平等」則在求法律內容實質正義的平等。 

（2） 不考慮事實上的差異，而一律要求平等是「形式平等」，

而依據事實的差異而採取適當比例的措施乃屬「實質平

等」，此種見解與前所述「相對平等」同義。 

（3）法律所表示的徵表事實上相同時，即在法律上賦予相同的

效果，此為「形式平等」。例如：只要是勞工就應一體完全

適用有關勞工法令，而不分是公營事業或民營事業的勞工。

而「實質平等」是為實現形式的平等，而為徵表的平等決定，

如在認定為公營事業的勞工、公務員是否與一般勞工相同，

而為平等地決定，即為實質的平等。 

（4）消極上不適用任何不平等措施者為「形式平等」。而考慮個

人的性別、年齡之差別，在合理範圍內適用不平等措施者，

為「實質平等」。 

（5）法律措施一律均等是為「形式平等」，而要求事實關係的均

等則稱「實質平等」。前者為抽象的法律層次之名目上的平

等，而後者則為追求社會經濟關係事實上的平等。 

「實質平等」在藉由法律的力量來實現人類現實生活的平等，故

在法律的外觀形式上，採取不平等措施。因「實質平等」是要掃除實

際存於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則允許法律適用形式上的不平等措施，此

並不違反平等原則。 

在近代自由民主制度理念形成之初，最先導入是形式平等的概

念，但進入二十世紀後，因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追求實質的平

等原則逐漸建立。 

4、機械平等與比例平等 
「機械平等」又稱為數學平等，是無視個人的自然事實或能力上

差異，而法律上一律均等對待。而「比例平等」是指個人的社會地位

或法律地位應依其各自的能力強弱而賦予。前者因有阻礙個人基於能

力差別的刺激而生之自由發展之虞，故與絕對平等意義相同；後者雖

與相對平等具有同等意義，但相對平等並非僅僅是事實與法律待遇的

單純結合，仍必須加入正義、合理性或禁止恣意的判斷基準，故事實

與法的對應並非均成比例關係。6 

5、原因平等與結果平等 

該二者意義上與形式平等及實質平等本質上頗為相近，「原 

因平等」指作為法律要件的事實關係相等，則其法律效果上的處理亦

                                                 
6 蔡茂寅（1999.3），〈平等權〉，《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六期，第一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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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此概念是近代初期民主主義的平等觀，此觀念卻造成資本主義

下勞資對立的緊張情勢。而「結果平等」是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所造

成的貧富差距下所產生，是以經濟的實質平等為主軸概念，即「結果

平等」並不要求依法律要件而為比例的法律效果，而是要求依構成要

件的生活事實而有反比例的法效果，故又稱為「不平等的平等」。例

如：對於社會經濟的強者多徵收賦來補助社會經濟的弱者，使作為結

果的生活事實能夠均等。因此二十世紀各國的憲法對女子、母親、老

幼、多子家庭、貧困家庭的特別保護規定，便是從原因平等而轉變為

結果平等。 

 

二、平等權於憲法中的具體表現 

（一）各國憲法對平等權的規定 

二十世紀各國的憲法均對於人民的平等權予以保障，如德國威瑪 

憲法（一九一九年）第一○九條規定：「一、所有德國人民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二、男性與女性同等享有公民之權利及負擔公民之義務。」
7；而其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第三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男女

有平等之權利。任何人不得因性別、出身、種族、語言、籍貫、血統、

信仰或宗教與政治見解，而受歧視或享有特權。」。日本憲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所有國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在政治、經濟或社會

上之關係，不因人種、信仰、性別、社會地位或門第，而有所差別。」
8 

而我國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根據本條文之文義，所謂

「一律平等」，是指人民在法律上能享有同等權利、負擔相同義務而言，

但並非指不論任何人、任何情況下均要同等對待，即非絕對平等，而是

在合於正義公平的原則下，仍承認事實上差異，再就事實的差異制定法

律，以符合平等的真義，即是相對的平等、比例的平等。此外從我國釋

字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一七九9、二○五10、二一一11、四八五12號的解釋理

                                                 
7 歐廣南（1997.6），〈論平等權〉，《復興崗學報》，第一二九頁。 
8 張世賢編（1995），《各國憲法條文彙編》，（台北：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會發行）；林紀東（1980），
《比較憲法》，（台北：五南圖書），第一七四頁。 

9 解釋理由書：「⋯⋯次按憲法第七條所稱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並非不許法律基於人民之年齡、職業、經濟狀況及彼此間之特別關係等情

事，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亦無礙於憲法對於人民平等權之保

障。⋯⋯」。 
10 解釋理由書：「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其依同法第十八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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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書中可以得知，我國憲法上的平等是實質平等，非但法律內容受有拘

束，且可因事實上的差異而積極採取差別待遇，並不違反平等原則。由

於我國憲法依據 國父遺教所制定，可說是民生主義的憲法，故在平等

的要求上，最終是在求結果的平等，即不因原因事實的相同而給予同等

的處理，而是在相同原因下的弱者，予以特別的保護，如第一五三條對

勞工與農民的特別保護、第一五六條保護母性及實施婦女兒童福政策的

規定，希望藉機會上的均等而達立足點的平等，可見我國憲法上並不禁

止差別待遇，只是該差別待遇必須合理。 

而英國的憲法中對平等權的保障是進入二十世紀後才獲得重視。在

一般憲政國家中，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由憲法加以規定，受憲法保障，而

英國為不成文憲法國家，所以英國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由單一一部憲法所

規定，而是由不同年代形成的憲法性法案13、法院判例和憲法性慣例所

構成。當憲法法案、判例或憲法慣列所歸納出屬於公民基本權利後，即

受到強制力的保護，此一特點與英國法的產生是相符合的。英國公民的

憲法上基本權包括人身自由、財產自由、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等，這些

自由權較早受到重視。關於平等權過去英國較為忽略，但二十世紀以

來，由於國民對憲法意識的提高，再加上受世界各國平等權立法增加的

潮流影響，平等權作為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才開始受到重視，其涵義

也逐漸擴大，依據英國政治制度的法治原則，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政府和公民受同樣法律拘束，因此運用一些憲法性法律加以明確規定。

英國有關平等權的法案，如一九一八年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18）的選舉權平等、一九七○年「同酬法」追求薪
資的實質平等、一九七五年「性別歧視法」禁止性別歧視與一九七六年

「種族歧視法」禁止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6）等，足
見平等權於英國已受重視，法律上也有具體的保障。

14並從其法律內容

                                                                                                                                            
所謂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及舉辦考試之目的，就有關事項，

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違背。⋯⋯」。 
11 解釋理由書：「按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

法律上一律平等。』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並不限制立法機關在此原則下，

為增進公共利益，以法律授權立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合理

之不同處置。⋯⋯」。 
12 解釋理由書：「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

地 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 差異

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13 英國有關憲法法案分為兩類，一是歷史上具有規約性質的重要文件。如一二一五年「大憲章」、

一二五九年「人民公約」、一六二八年「權利請願書」等；二是議會立法，包括關於確定國王

權力，保障公民權利，推廣普選權，設立法庭和政府行政權等，如一六七九年「人身保護法」、

一七○一年「王位繼承法」。參依法治市網 http://www.yfzs.gov.cn/2003-02-27. 
14 何勤華編（2004.1），《英國法律發達史》，（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第一三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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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英國所追求的平等權屬實質平等、相對平等。如：「性別歧視法」

中，有對性別歧視的除外規定－「真實的職業資格」（Genuine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並不認為是不平等。 

（二）法律上一律平等 

各國憲法幾乎都有「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規定，此種平等 

的規定對於今日而言，並非只是一種單純的政治宣示，它在法律上具有

一定的作用。所謂「法律之上，一律平等」，究竟只拘束適用法律的機

關，即行政與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時不得對人民為不平等的措施、抑或

是也拘束立法機關，也就是立法機關不得對人民制定不平等的法律，此

在學說上有爭議。根據日本的司法判例與憲法學者的見解，認為「法律

之上的平等」，係指「所有人的法律權利關係，應屬平等」，若法律內容

不平等，即使公平的適用法律，是無法實現平等的真義，故法律上的平

等，不單純指禁止法律適用的不平等，應包括禁止立法機關制定不平等

的法律內容。我國憲法學者如林紀東及薩孟武，亦支持法律上的平等不

僅拘束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更應拘束立法機關的見解15，同時從我國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六五16、四一○17號中亦可看出憲法所揭示的平等原

則，亦應拘束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在中、英二國有關勞動法令

                                                                                                                                            
至第一三七頁。 

15 林紀東（1993.1），《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台北：三民書局，第七版），第九十一頁；
薩孟武（1989.10），《中國憲法新論》，（台北：三民書局），第七十八頁。 

16 解釋文：「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

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

項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

失其效力。」。 
17 解釋文：「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

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

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旨在尊重民法親屬編施行前或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

以維護法安定之要求，同時對於原已發生之法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須變更者，則於該施

行法設特別規定，以資調和，與憲法並無牴觸。惟查關於夫妻聯合財產制之規定，民國七十四

年六月三日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聯合財產中，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

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妻之原有財產，保有其所有權』，同條第

二項規定：「聯合財產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原有財產部分，為夫所有」，第三項規定：

「由妻之原有財產所生之孳息，其所有權歸屬於夫」，及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度台抗字第一六一

號判例謂「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始行取得之財產，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原有財產，依民法第

一千零十六條及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即屬聯合財產，其所有權應屬於夫」，基於憲

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量，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已於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予以修正，上開最

高法院判例亦因適用修正後之民法，而不再援用。由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對於民法第一千零十

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之修正，未設特別規定，致使在修正前已發生現尚存在之聯合財

產，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由夫繼續享有權利，未能貫徹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對於民法

親屬編修正前已發生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中，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應如

何處理，俾符男女平等原則，有關機關應儘速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之相關規定檢討修正。至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十一款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經辦理登記或確

有證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規定，所稱「被繼承人之配偶」並不分夫或妻，均有其適用，與

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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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上，基於憲法所保障「法律上的平等」應包括法律內容的平等原

理，即不分男女性別同享法律權利，負擔法律義務。 

 

三、兩性工作平等權的意義 

（一）兩性平權的人權思潮 

            所謂的「人權」是指人類與生俱來，不論其種族、性別、膚色、語

言、國籍、年齡、階級、宗教或是政治信仰在尊嚴與基本權利上一律平

等，每個人都能自由的發展自己潛能，同時又必須尊重和不危害其他人

的權利，即擁有許多權利同時也需承擔責任。 
人權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是由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針對

封建君主貴族特權和教會神權而提出。當時的思想家們，如英國洛克提

出君權應受到制衡、民選立法議會的主張；法國盧梭明白宣示應從「主

權在君」轉換到「主權在民」，以為抗爭行動建立理論基礎，也因此才

有向君主、教會等特權階級，爭取新興資產階級生命、自由與財產的保

障。其代表歷史事件分別為 1689年英國光榮革命的「權利法案」，其後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與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
言」。18 

美國獨立宣言中宣示：「我人深信此乃不言而諭之真理；人人生而

平等，造物者賦人人以種種不可剝奪之權利，諸如生存、自由及追求幸

福……」，而法國人權宣言亦有「……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
的。任何政府結合的目的，在於保障人自然、不可消滅的權利。這些權

利是自由、所有權、安全、對壓迫的抵抗。整個主權本質上存在於國民；

自由存在於不侵害他人的一切行為。」，但昔日所重視人民權利的保護

多著重於自由權方面，對平等權之保護較不注意。隨著民主政治的發

展，民智發達，漸認為平等權日益重要，因為在專制國家中，不僅人民

缺乏各種自由權的保障，在法律上應享之權利與應盡之義務，常因男

女、宗教、種族、階級而有不同，身份上之區別甚嚴，無平等權可言，

故近代論民主政治者，認為保障人民的自由與實現全民之平等，始能有

民主政治之實。
19 

而兩性平權的觀念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才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男      
女平等，不是指男女完全一樣，而是指在男女生理差異的基礎上，人權

（受教育、出外工作、婚姻自主與選擇、自我實現、人身安全與自由的

                                                 
18 蔣興儀、燕珍宜（2001.3），〈人權發展的張力與意涵〉，《學生輔導雙月刊》，第73期，第七十

二頁。 
19 陳清雲（1996.4），〈我國憲法上平等權功能之探討〉，《立法院院聞》，第二十四卷，第四期，

第二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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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社會福利、異性戀或同性戀）平等。也就是說，不管這個人是男

是女，出身在何種家庭，性傾向異性戀或同性戀，他或她在社會上應有

的人權，不但應該被尊重而且應該被平等的對待。兩性平權的觀念之所

以受重視，其主因是女權運動的發展，早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

女權運動者，視參政權的取得為男女平權與否的重要指標，甚至有些女

權運動者認為只要女性能取得投票權後，便能由政治途徑來追求平等權

利，改善女性的處境。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改變了婦女工作的定

義，操持家務的婦女不再被視為是「工作」，唯有外出工作者才被稱為

工作婦女，且在工作條件與薪資上多存有性別歧視，因此爭取經濟平等

為繼參政權後女權運動者的共同目標。而二十世紀後半葉，女權運動不

再只是追求去除有形的限制，如投票資格與薪資的限制，而是開始將女

性人權保障的內容，擴大至傳統角色的改變與身體自主權的掌控，即所

謂男女平權不再僅限制於公共領域中，女性在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領

域亦應獲得平等，唯有調整女性傳統角色，才能給予女性更大的空間發

揮，並要求國家運用其力量積極協助女性拓展生活領域。20 

（二）女性主義的思潮 
女性主義－Feminism 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意味著婦女解放，

後傳到英美，逐漸流行起來。它從反對父權壓迫女性的角度出發，倡議

提昇女性地位。最初意旨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爭取選舉權，一九

二十至一九三十年代，西方國家的婦女，基本上都爭取到平等的政治權

利，但女性在社會生活與人們的觀念中，仍與男性不平等。女權主義者

開始意識到，這是性別關係與性別權力的問題，所以女權運動就變為分

析男女為何不平等，男女的權力架構，強調性別分析。女性主義指導了

女權運動，而在其中又得到檢驗、批判與發展，因此女性主義是理論與

實踐的結合，是一種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旨在反對包括性別歧

視在內的一切不平等。 
1、女性主義的理論 
實現男女平等是女性主義理論的共同目的，綜觀女性主義的理 

論，大致上可分為：21 
（1）交換理論 

                    原理論乃假設人是自私、相互隔離、無感情的行為者，然
而女性主義則做出另一假設，認為人是相互連結、利他、有感

情的。更用此理論解釋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男性佔有較女

性為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知識的資源。 
              （2）網絡理論 

                                                 
20 林心如（1998.11），〈聯合國與女性人權〉，《新世紀智庫論壇》，第四期，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

七頁。 
21 李銀河（2004），《女性主義》，（台北：五南），第四頁至第六頁。 



 23

                    女性主義用此理論來分析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認為個
人的社會地位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男女兩性由於從兒時起所

結識之人不相同，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也不一樣，所以造成

兩性在社會發展上的差異。 
              （3）角色理論 
                    此理論認為女性在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產生衝突之

下，往往使女性不得不屈服於家庭的角色，因此喪失工作或升

遷的機會，致使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動力降低。而雇主也認為

女性非家庭經濟的來源，所以造成女性的職業多集中於勞動價

值較低、報酬較少的工作。 
              （4）地位期望理論 
                    此理論主張兩性在進入性別混合的目標動力群體時，由群

體對男性的期望價值普遍高於女性，因此降低女性於群體互動

中的自信心、威望與權力。而若有女性欲顛覆潮流時，群體內

之兩性都會予以排斥與敵視，此情況下鞏固了性別期望模式。 
              （5）符號互動理論 
                    認為人的心靈、自我與社會乃通過符號交流和語言所造

成。正如標籤理論所揭示，女性因社會教化過程中，接受社會

對男尊女卑的定義，所以欠缺信心，常自責，並企圖取悅、討

好男性，久而久之造成兩性間的差別。 
              （6）新佛洛依德理論 
                    此理論認為幼兒多為女性所扶養，無論男孩或女孩在最初

愛的對象上都是女性，因此男性要成熟則必須否定母親，其結

果女孩成為女人後，所關注的是人際關係與養育性；而男孩於

成為男人後，只關注個人，總欲藉由社會上的成功來證明自己

的價值，導致男性投入於公領域的統治並仇視女性。也使男女

兩性發展出不同的道德與理性模式，男性偏重抽象原則，女性

則關注具體事實。 
          2、女性主義的流派 

依女性主義理論之不同也造就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而各流派分

別代表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條件下之婦女的不同需求，以下就各流

派對男女平權之主張做簡要之說明：22 

（1）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 
又稱為個人主義女性主義，乃導源於十八世紀歐洲的新資

產階級為了爭取平等自由而反抗君權統治，激發了當時女性主

義者質疑何以人權只侷限於男性，因此強調人不分性別，皆有

                                                 
22 黎瓊麗（2003），〈由女性主義看台灣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美和技術學院學報》，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第一七九頁至一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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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辯的能力，都有權利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因此在教育

與法律上應享有平等的權利。 
（2）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 

其起因乃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造成當時社會

結構與思潮的重大變化，促成追求平等、互愛、共享的思想，

馬克斯主義認為女性受壓迫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

度的產物，性別不平等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密切相關不可分

割，因此經濟問題解決了，男女問題也解決了，即女性問題是

來自資本主義下經濟制度衍生之社會問題。並非本質上的兩性

不平等，因此只要去除資本主義制度，男女就會平等。 

（3）社會主義的女權主義 
該主義致力於理解由資本主義父權制派生之權力體系，該

理論認為婦女受壓迫有四個關鍵因素：經濟地位低下、生育的

負擔、性的差別、子女的社會化。並認為四個環節的解決缺一

不可，任何單方面的完成都不可能使婦女獲得解放。 
（4）存在主義的女性主義 

強調沒有任何生理、心理或經濟上的理由能決定女性在社

會中的角色及地位，女性的處境是人類文化整體塑造而成的，

因此主張沒有永恆固定的女性氣質或女人宿命，女性只有誠實

面對自我與處境，才可以重新定位自己，並與男性一樣參與世

界。 
              （5）激進主義女性主義 
                    認為婦女的從屬地位不是經濟壓迫的結果，性別制度才是

根本原因，特別強調性的不平等。他們認為，男人通過性在社

會各方面對女性加以控制，他們反對父權制，家長制，認為這

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男性先是統治女性，然後才統治被統治

階級）。該主義普遍頌揚當女人，且特別強調女性固有的生理

能力及其衍發出來之創造力，是女性獲得解放的重要能量來

源。 
（6）後現代女性主義 

該主義崛起於八○年代末，其精神在於看見不同，重視差

異。主張將「女權」、「女性」整合成「女人」的女權主義，不

再強調男女的對立或女性的一元論，而注重多元論，使女人成

為女人，男人成為男人，消弭衝突、對抗、暴力等男性統治話

語。 
                由以上各女性主義流派的論點可知，不同派別所著墨的重點雖

各有差異，但皆重視女性的權益、自由與平等。 
（三）兩性平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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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憲法第七條所揭示的平等原則，表現於男女兩性關係上，是 

指凡屬人民在經濟、社會、教育上，均依法立於同等的地位，無性別上

的差異謂之男女平等，即任何人不得因性別而受到歧視或享有特權，其

內涵包括人民在私權上與公權上的平等兩種。前者包括經濟上、繼承

上、婚姻及職業上的平等，後者則包括政治平等及教育上的平等。23由

於我國的憲法所稱的平等是相對平等、實質平等、比例平等、結果平等、

因此「法律上一律平等」，並非指男女絕對不允許差別待遇，得因事實

上之差異而積極採取差別待遇，但必須該差別要合理。24故憲法中不僅

對婦女有參政權的保障（第一三四條），在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依情況

給予特別的保護（第一五四條）以及為保婦母性之婦幼福利政策之實施

（第一五六條）。 

二○○○年四月所公佈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的規定：「國

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

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依其內容，國家負有積極義務來維護婦女人格尊

嚴，保障婦女人身安全。而我國憲法學者林紀東先生認為：「現代國家

不僅有消極的保護平等義務，復有積極促進平等之責任。」。此外，目

前大法官對於兩性平等原則的解釋，大多表現於親屬關係中，其重要解

釋文有釋字第三六五、三七二、四一○、四五二號解釋。總體而言，不

外乎在揭示兩性平等原則為憲法第七條與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所明

文保障。 

（四）兩性工作平等的意義 

所謂兩性工作的平等，是將兩性平等原則落實於工作權上，而「工 

作權」是指與工作有關之各種權利。因此工作權平等的實現包括就業

前，雇主於招募、考試、甄試、進用和分發員工工作時，應使男女求職

者享有平等之機會，不會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而雇主進用勞工之後，

對於勞工薪資待遇、工作配置、考績、升遷、教育訓練、職業訓練及福

利措施等，不得因性別而有所差別待遇。更進一步要求雇主對於勞工之

退休、退職或解雇，不得因性別而有所差異；而約定勞工於結婚、懷孕、

分娩或育兒時應自行離職或因此而解雇勞工者，均無效。至於近年來受

重視之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問題，不但造成求職者身心不安、困擾與壓

力，且影響受害者之工作意願、工作表現，與職位之獲得、升遷與待遇，

顯有違男女工作平等之精神，也屬男女工作平等之規範範疇內。25 

                                                 
23 歐廣南（1997.6），〈論平等權〉，《復興崗學報》，第一四五頁。 
24 陳惠馨（1994.6），〈兩性平等工作權之理論基礎〉，《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十一期，第一四三
頁。 

25 王素琴（1999.3），〈從女性勞動保護至兩性工作平等理念之實現〉，《勞資關係月刊》，第十七



 26

因此兩性工作平等的意義可歸納為：1、禁止以與個人工作能力、

效率及表現無關，而僅因性別之不同而為差別待遇。2、僅對特定性別

之工作者所採之優惠待遇，除有特殊情形外，亦屬差別待遇。3、各種

與妊娠、育兒有關之母性保護，或對就業能力較弱者之職業訓練，係以

促進工作平等為目的，則不應視為差別待遇。4、為增進家庭功能而採

兼顧勞工工作與親職之措施，也屬兩性工作平等的範圍。26 

    
四、女性職場上遭受歧視之理論基礎 

在探究為什麼婦女會於就業過程中遭受不平等待遇時，可以明顯的發現

這問題與女性在家庭裡的勞動區分（division of labour）有密切關係。工業
革命後工作與家庭的分隔，使女性在家扶養幼兒、照顧家庭成員的角色更趨

明顯，也進而影響其在外的工作機會。此種現象不僅是意識型態所造成（何

種工作適合女性從事），也與現實生活關係密切，因為總需要有人來做家務、

照顧幼齡及老年人口。證據顯示，這些家庭生活中的需求對女性有負面影

響，因為這些家務已事先決定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從事的工作，並且對其工

作條件造成打壓的效果。27然而，在多數情況下並非單一因素即會造成女性

在職場上處於不利的地位，並且在實務上極不易判斷何者為主要因素，尤其

是社會現象不斷變更，有必要針對各個可能因素予以探究，才能夠完整的說

明女性的工作史，並就各種改變的狀況予以解釋。也唯有瞭解各種歧視的原

因才能夠評估法律干預勞動市場上的歧視現象會有什麼樣的成效。以下僅就

解釋兩性工作歧視的學說略加介紹。 

（一）新古典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 

          對於相信市場經濟對工作與資源之分配具重要性及效率性的人而

言，女性的勞動條件與工作性質取決個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自由選

擇。換言之，勞力價格的決定與其他商品一樣，都是由市場上的供給與

需求決定。當雇主願意給付的工資再怎麼低都仍然可以吸引勞工受僱

時，工資水準會達最低。 

          此一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而正確的反應出個別男、女勞工的相

對價值，並認為市場是公正客觀而非個人的、主觀的。舉例來說護士與

外科醫師工（薪）資的差異即是由市場的供需決定，而超越個人能力所

能控制的範圍，因此採此理論的學者認為以法律或司法介入勞動條件的

                                                                                                                                            
卷第十一期，第六六四頁至第六六五頁。 

26 王素琴（1996.3），〈兩性工作平等立法之淺談〉，《勞資關係月刊》，第一六七期，第十八頁。 
27 B.Reskin and I.Padavic, Women at Work（Thousand Oaks：Pine Forge, 199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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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強求兩性工作條件的平等，是過度干預市場非人性決定的機能，

其成效必將有限。對相信市場機能者而言，理性的雇主與受僱人必會以

個人所能獲得之利潤為先決條件來決定工資水準及其他與工作有關的

決定。雖然經濟上的各個角色有可能在做決定時會考慮到他人利益、整

體社會的利益或道德，但是對崇尚新古典經濟學派而言，這些因素的影

響極其有限，即使是道德也是建立在效率與個人利害的計算上。因此理

性的雇主會僱用生產量最大的受僱人，而勞工在其產量的市場價值超出

其工資時，也會離職另謀薪資高的工作。28 

          依此派的見解，女性工作機會、工作條件不如男工實是因為其生產

價值不如後者。因此，如果女工的產能與男工能夠並駕齊驅，則個別雇

主之歧視行為將為其帶來損失，因為女工將可能另謀工作，使雇主僱用

不到女工；即使女工不另謀他職，甘心接受較差的勞動條件，雇主也會

因女工勞動成本較低而有以女工代替男工的動機，如此一來將使職業區

隔瓦解，男、女工的勞動條件差距縮小。其實，運用此經濟理論來解釋

兩性工作不平等是建立在四項假設上： 

1、工資與利潤間的競爭：工資過低，留不住勞工；工資過高則侵蝕雇
主利潤。 

2、勞雇雙方皆能獲得充足市場資訊：包括個別受僱人的產能、企業利

潤、就業資訊等。 

3、薪資能反應在受僱人生產價值：勞動條件歧視的現象只能暫時存

在，長期下來其他雇主會引誘不滿意工作條件的勞動者離職。 

4、個別勞動者產能的價值必須能夠衡量，並且能夠與其他勞工相比

較。
29 

          然而，實際上能夠為雇主與勞工所接受的勞動條件，其前提在於（1）

依工作性質決定工資而非以個別勞動者的生產力來作決定；（2）金錢報

酬不得減少；（3）即使僱用新成員亦必須尊重、承認現有受僱人的工作

權。30
通常只有當營業利潤降低時雇主才可能要求減薪，向下修正工資

不會發生在勞工過剩的情況，且社會多已接受能勝任工作者通常不會被

裁員的觀念。因此現實生活中，外部就業市場對工資水準只有非常有限

的影響，尚不得完全解釋女性工資低於男工工資的現象，而且以經濟學

觀點來主張工作條件受歧視者工作機會會增加，亦非與實際狀況吻合。

                                                 
28 N.Browne, ”The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market wages for women and comparable worth”, 2 

Law and Inequality 473（1984）,pp.473,476. 
29 Ibid., pp.480-483. 
30 C.Craig, E.Garnsey and J.Rubery, Payment Structures in Smaller Firms: Women’s Employment in 

Segmented Labour Markets（London：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198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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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 

由於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無法完全解釋女工在就業市場為何受到

不利益的對待，因此乃有學者主張，女工的低工資現象主要是源於女工

較男工缺乏在教育與技術訓練上的投資，而女工因家庭因素離開就業市

場之期間，其技術、經驗水準將會下降，因此其勞動條件就不如男工。

換言之，此說以平均上女工的生產力不如男工，所以其工資的平均數亦

較低作為職場上兩性間不平等待遇的理由。 

此種理論有其優點，因為有證據顯示女性離開職場愈久，其工資之

平均數亦隨著下降；再者，當女工接受過較多的訓練或提高其學歷資格

確實能夠減少全職男女勞工薪資上的差異。然而，訓練的多寡與學歷資

格的提升卻未必完全反應在工資上，兩者間未必成正比關係。某些工作

往往由特定性別勞工所壟斷，譬如需要高級技術的工作往往多由男性取

得，而通常這類工作的工資也較高，而人力資本理論卻未能解釋為什麼

對某些技術的投資會比其他技能上的投資獲取較高的回饋，例如大學唸

文史的學生其投資為什麼會不如唸理工者。再者，是否經驗之多寡必然

與工作績效有關亦值得懷疑，難道對長期為特定雇主提供勞務者給予高

薪必定是這類勞工的工作效率高，而非基於制度上的考量嗎？此外，並

非每次因家庭因素而離開勞動市場皆會對職位與勞動條件產生相同的

衝擊。通常女性在第一次離開職場後再投入就業市場時（多發生在第一

次生育後）職階地位與工資降低的情況最為明顯，尤其是從事部分工時

的女工更是如此，但往後的進出職場卻未如第一次般有巨大變更，因此

兩性工資的差異恐怕取決於制度性上的因素，而非只是受僱人的經驗、

資歷，亦即是由雇主片面、非理性的決定勞工勞力給付的價值。32 

「人力資本理論」是假設所有投資於人力成本的決定都是個別勞工

自由且理性的抉擇，但現實生活中卻非如此。更重要的是，如果女性預

知他們不可能受僱於特定行業，則其當然不願意對該些行業所應具備的

技能加以投資，但是人力資本理論者卻將未能對特殊技能加以投資之決

定歸責於勞工個人，而非歧視者。再者，該理論只單純假設女工比男工

更有機會會因為家庭而放棄工作，至於為何會如此卻未加以探討，亦未

探究由社會、國家提供幼兒照顧對母親工作型態的影響。其實，如果雇

主對女性應該從事之工作的性質有成見（刻板印象），則除非此種成見

                                                 
31 S.Fredman, Woman and the Law（Oxford：Clarendon, 1997）,pp.403-411. 
32 P.England, “The failur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to explai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17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s 356（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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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事實，否則不論女性勞工對技能養成的投資達到何種程度，也都將

會形成浪費，因為固有的成見仍將使女工被自動排除在特定職業之外，

致無法發揮所長。33 

在一些雇主之成見中最特續且影響最嚴重者莫過於女工在工作與

家庭間的互動關係，其中最顯著者為「女工都會離職以生育兒女」的觀

念。如果此種假設成立，則雇主避免僱用女性從事需要複雜訓練工作的

情況，在經濟的考量上即可能被合理化，因為當雇主為勞工提供再多的

職業訓練都無法挽留女工終將離職的事實，則雇主又何必做此種投資

呢？另一假設在於，有幼兒要照顧的女工較同樣情形的男工更無法被信

任仰賴，因為女工為了要照顧幼兒而無法全心投入工作，相對的家有幼

兒的男工對雇主可能是一項利多，因為其財務上負擔較重，為了怕失去

工作致使妻兒受苦，反而凡事較會仔細考慮。亦有人主張女性較男性容

易動輒變換工作，但是研究顯示工作轉換率與工作地位有關，職位愈低

的勞工，其流動率愈高，因此女性較高的流動率可能與其工作性質及在

企業內的職階較低有關，而非其人格上的缺陷。綜合言之，人力資本理

論亦無法合理解釋為何女性在職場上遭受歧視。34 

（三）勞動市場區隔論（Segmented Labour Market Theory） 

          依此派說法，勞動市場被區隔為許多不同的結構。其中最簡單的劃

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構－主要部門的工作與次要部門的工作。主要部

門的工作通常附帶相對上較高的工資、較佳工作環境、工作較有保障、

較有陞遷的機會；次要部門的工作則剛好相反。兩者在陞遷機會上的差

異取決於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結構。一個具高度結構性的內部勞動市

場，會存在著依技能層次及工資而成立之工作階級，而在主要部門工作

之職員與次要部門工作之勞工間存在著不能跨越的鴻溝。主要部門中的

陞遷機會都是給予同一部門中階層較低者，次要部門所需之員工則多從

企業外部徵選人才。由於對次要部門的員工多不太要求技術，其在職訓

練的機會多不存在或減至最低。 

          依此理論，次要部門工作的勞工有五項特色，而女性勞工卻也都符

合這些特色：1.勞工可任意派任或解僱；2.其與主要工作部門勞工的相
異處，在於傳統社會地位不同；3.他們相對上較不積極去接受訓練或累

積經濟；4.他們不將經濟上的利益當作工作的要因素；5.他們較不與其

                                                 
33 Townshend-Smith ,Richard J., Discrimina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London：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8）,p.38. 
34 Ibid.,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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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同工作之員工發展出團結的信念。35 

          以上雙勞動市場理論之論點或許在解釋垂直性的工作隔離有其效

用，但對平行性的隔離則尚難具說服力或在實務經驗上獲得佐證。36比

如說它能解釋企業利用階級及賦予特權以使在主要部門工作的員工留

任，但是其對次要部門勞工的歸類卻無法完全適用於解釋女性勞工為何

會遭遇不利的差別待遇。例如，服務於紡織等製造業的女工有些屬於從

事技能性工作，其工資雖較男工低，但其工作不同於次要部門勞工的工

作並且亦非屬邊緣性工作，且亦具有工作上的保障。對於從事秘書工作

的女性也必須受過相當的職業訓練，其工作性質亦屬企業中不可欠缺

者，但這些女性勞工的薪資卻常不如男性。再者，在公共部門也有不少

女性從事專門職業性或技術性工作，而雙勞動市場理論也同樣無法說明

為何女性從事的工作屬次要部門。37 

          有鑑於雙勞動市場理論之不足，有學者主張勞動市場實際上被區隔

成更多的部分，而此種區隔通常都對女工不利。依此見解，結構性不同

的勞動供給是透過勞動系統與社會組織間的互動所產生，而勞動供給的

不同取決於四個主要因素，而此四個因素間又彼此具備關連性：第一，

即使勞工以同樣的特徵或機會進入就業市場，他們也將因不同的工作經

驗及技術以致於限制其機動性，進而限制他們於特定公司或產業就業。

第二，由於勞工的社會特質相異，使其進入就業市場時即有不同的工作

機會，譬如說儘管文憑、資格不直接影響勞工的生產力，但會被雇主列

入僱用、分派工作時的參考；另外有無特殊人脈（管道）亦影響勞工進

入特定企業、產業的機會。第三，勞工的生活並非完全仰賴個人工資或

國家提供之社會福利來維持，而是將勞工視為社會或家庭的一份子，因

此雇主常假設勞工工資的使用、花費常需要與他人共享。企業在決定薪

資水平時，常會考慮特定人口族群對工資的需求程度，而因為雇主期待

女工在家會有其配偶作為主要經濟來源，所以可能刻意壓低其工資，即

使這種假設不符合個別女性勞工的真實狀況。第四，由於個人對家庭負

擔不同的責任，繼而限制其在勞動市場上的投入。就雇主而言，女性勞

工對家庭的付出，使他們相對的有較低的產能，因此雇主有藉口對不同

族群的勞工予以不同對待，並對工作性質受限制的員工予以剝削，即使

這種差別待遇並未真正反應出這些弱勢者的生產力。38 

                                                 
35 V.Beechey , Unequal Work（London：Verso, 1987a）, pp.32-36. 
36 G.Joseph, Women at work: The British Experience（Deddington：Philip Allan, 1983）, pp.223-224. 
37 V.Beechey, “Women’s 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 V.Beechey and E.Whitegg,
（eds）,Women in Britain Today（Milton Keynes：OU Press, 1986）, p.111. 
38 C.Craig, E.Garnsey and J.Rubery, Payment Structures and Smaller Firms: Women an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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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勞動市場上相對的不利處境可以由上述四種因素相互間的

交互影響予以解釋。依此理論，女性不僅取得較低的工資，其亦分擔較

多的家庭責任，而由於家庭責任的分配導致其在勞動市場上的機會亦不

均衡。由於雇主對女性勞工不期待其能全力投入，加上教育上的歧視導

致女性即使在單身、年輕時期，即在勞動市場上處於不利益之地位，而

此經驗會再透過女性勞工因家庭因素曾脫離職場而被排除於訓諫、升遷

的管道之外而予以強化，致發生勞動市場歧視女性的現象。 

（四）意識型態及慣例（Ideology and Practice） 

主張社會上普通存在的意識型態導致兩性在職場上不平等的學者

認為，某些工作己經被性別化或賦予性別上意義，以致於在一般人的印

象中這些工作自然而然的應由特定性別的勞工來完成。此一理論的任務

即在探討這種現象形成的歷史，以及為什麼此種現象在今日社會還會繼

續、重複存在。 

          不容置疑的婦女在家庭裏所扮演的角色與工作的職位有關聯，但是

究竟這種關聯如何運作則有不少爭議。有些學者主張家庭內勞務的分工

使得女性在職場上處於不利益地位；但有些人則認為是因為婦女在職場

上的弱勢造成其在家庭內工作負擔的加重。另外，對於究竟是資本主義

或是父權主義導致女性在職場的弱勢亦有不同看法。前者強調在資本主

義社會中勞工所處之地位不如雇主之事實，而這種不平等現象更強烈的

反應在女性勞工身上；後者則強調社會是由男性有系統的加以結構、組

成，藉以壓迫、控制女性。
39以下僅就此說的各種不同理論及其所觀察

的社會慣例予以辨認，以解釋女性在就業上不平等的原因。 

1、就「技術」的定義來解釋對女性勞工的歧視 
就工資的決定方式觀察，當工資水準是透過集體協商決定時，工資

的高低常取決於工作是否具備技術性。通常在決定何者屬於技術性工作

時，人們會有意無意的操控，使男性的工作應被歸類為是技術工作，致

產生不利於女性勞工的工作條件。此種歸類的理由有時候是因為女性工

作所需的技術不必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即可獲得，女性透過從事家務取得

之技術、經驗也通常都不被歸類為正式的訓練，以致於這些技能對於婦

女工資的決定不具重要性。再者，當工會以集體協商的方式為其會員與

雇主就勞動條件進行談判時，他們往往爭取將其會員（通常為男性）所

做的工作定義為技術性，並且限制只有經過學徒這一過程才能正式進入

該行業工作，在較少女性有機會接受正式訓練的情況下，女性在職場上

                                                                                                                                            
in Segmented Labour Markets（London：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1984）, p.6.  

39 S.Walby, Patriarchy at Work（Cambridge：Polit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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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歧視實難以避免。40 

以技術和訓練來區別主要勞動力與次要勞動力雖然在表面上是客

觀的，但是其在作區分的一剎那即已將「性別」導入技術性工人的定義

中。再者，何種訓練應被承認，何種訓練應被排除在考慮勞動條件之外，

並無明確界定，因此這種區別有可能只是用來作為歧視的藉口而已。41 

2、以性別決定工作之類型 
此一理論主張，社會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意思決定過程，以致某些

工作被認為由男性來從事較合適，某些工作則應由女性來作，而屬於男

性的工作往往是勞動條件較為優厚者。經驗顯示，這種情形之發生並非

意外造成而是刻意設計的結果。蓋因為民眾的心中存有性別差異，性別

觀念影響工作的特質；相反的，工作本身亦有性別的意涵，要求從事工

作者必須具備特定的性質。甚至因為工作所使用的工具或機械，人們即

賦予其性別上的含意，例如女性使用鐵撬或操作重型機械即可能予人不

對稱的印象。 

          即使是運用新發明的工具、機械於工作場合，製造商或是雇主可能

都已預先期待是何種特質的人在操作這些生產器具，因為在製作及訂購

過程中即會將實際使用者的身高、使用時所需的力氣考慮在內。即使是

某種器材在設計上是中性的，也會因為其使用者或使用目的而賦予性別

上的劃分。例如，打字機在概念上會被視為與女性有關（打字小姐），

而電腦則是男性電機工程師的發明，被視為屬於男性所使用的工具。此

種對工作性質及使用器具所產生的成見，當然會影響職場上的性別隔

離。並非女性勞工本身不贊同、不願意投入其他工作，問題在於即使女

性有意嘗試投入傳統上非屬於婦女的行業，卻可能因預見逾越社會所築

成之性別藩籬而被迫付出重大代價以致不敢付諸行動。換言之，社會的

成見即可能使許多人不願意越界，而僵化女性勞工在就業市場上的流

動。
42 

          強調傳統家庭意識型態者認為男性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女性只

是受扶養者，亦使女性在職場上處於弱勢。這些人主張女性的重要「天

職」在於為人妻、為人母。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已婚婦女投入家庭外的

工作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行為，單身女性在勞動市場上工作亦僅被勉強容

忍。即使今日社會已普遍接受、容許女性在外工作，多數人仍不免會認

                                                 
40 V.Beechey, op cit , in V.Beechey and E.Whitegg,（eds）,Women in Britain Today, p.121. 
41 V.Beechey and T.Perkins, A Matter of Hours: Women ,Part Time Work and the Labour Market
（Cambridge：Polity, 1987b）, p.137. 
42 C.Cockburn, In the Way of Women: Men’s Resistance to Sex Equality in Organizations
（Basingstoke：Macmillan, 1991）, pp.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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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女性的工作不應該影響其對家庭的責任－照顧丈夫、小孩及其他受

扶養親屬。此種觀念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有重要影響，也限制女性追求

較需付出心力、工資較高的工作之意願，然而此種未盡公平的觀念卻經

常被認為是天經地義而加以忽略。43 

           性別歧視在職場上極為普遍，但是卻鮮有人願意承認其有歧視行

為。通常雇主及經理人都不願意為歧視現象負責，並誇大求職者的選擇

與力量（power），而將過錯歸諸受害人。例如女性常會被批評為太情緒
化、可能會因結婚或生子而離職、因照顧家庭而無法全心投入工作、缺

乏企圖心、缺乏自信、不夠權威、過於依附家庭而無機動性、因不能在

夜間或週末工作而欠缺時間上彈性、不願夜間進修或參加職業考試等。

同樣的，當企業需要臨時工或較不具企圖心的勞工時，往往選擇僱用女

性，因為雇主主觀認為女性較願意接受高度例行化、固定化的工作，而

這類工作通常其勞動條件亦不佳。44 

          其實也不只是雇主的成見不利女性在職場競爭，為人夫者對家庭生

活的期待也影響女性在職場所能扮演的角色。例如，不管男工、女工都

不希望工作地點不時的調動，但是當有一方必須調動工作地點時，通常

男性會希望其妻子要「嫁雞隨雞」。為了不影響本身的職業生涯，使自

已有個溫暖的家得以「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男性會有意無意的希望

女性不要對工作有太多的歸屬感，致影響其規律的家庭生活。45研究顯

示，家庭中勞力、責任分配的不均致使女工進入受高度性別隔離、部份

工時的行業。當女性負擔大部分照顧家庭的責任時，即使其有意願就

業，也僅能夠選擇接受部分工時的工作，也因此通常這類工作都以女性

為主。
46所以，在企圖瞭解女性為何在職場上遭受歧視時，應該摒棄迷

信家庭中夫妻處於同等地位的假象，破除婦女可自由選擇其在職場上希

望扮演角色的假設，正視這些傳統觀念之謬誤。藉由影響女性對家庭的

責任、處理家務時間的長短，配偶也可能是職場上歧視女性作法的幫凶。 

（五）利潤極大理論（Theory of Profit Maximization ） 

          此理論認為，雇主在僱用勞工之際，因為對受僱者的資訊不足，為

降低決策風險而採用一般普遍性的資訊，包括平均教育程度，離職平均

率等，而非基於個別勞工的學識、技能與工作績效來做為聘僱的考量。

                                                 
43 V.Beechey, op cit , in V.Beechey and E.Whitegg,（eds）,Women in Britain Today,pp.125-126. 
44 D.Collinson, D.Knights and M.Collinson, Managing to Discriminate（London：Routledge, 1990）, 

pp.131-135. 
45 C.Cockburn, op cit , pp.96,100-102. 
46 A.MacEwan Scott, “Gender segregation and the SCELI research”, in Gender Segregation and Social 

Change（Oxford：OUP, 1994）, pp.34-35；C.Vogler, “Segregation, sexism and the labour supply”, 
in A. MacEwan Scott,（ed.）,Gender Segregation and Social Change（Oxford：OUP, 1994）,pp.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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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女性勞工的歧視則通常基於下列三種觀點（印象）：1.女性勞動力
的供給彈性比男性為低，因為女性通常選擇離家較近的工作，以方便照

顧家庭，而其薪資受限於工作地點的選擇也往往偏低。2.女性的「要價
空間」不如男性，因為婦女基於對家庭的責任，所以相對上對於勞動市

場的承諾與投入不如男性熱衷，也因此造成女性在職場上的錄用和陞遷

機會較少。3.肇因於對女性勞動力資訊的不足或不正確，所以雇主對女
性員工有偏見和不確定感。此種因資訊不足而產生的歧視，又稱「統計

歧視理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Theory），即對女性勞工歧視的產
生是雇主依照女性勞工在其所屬的團體中的某些統計資訊，做為僱用的

判斷依據。然而，這些量化的數據卻忽略了個別女性勞工的差異，也因

錯誤或不足的資訊使得雇主對女性勞工產生刻板印象。47當雇主對於女

性勞工具有偏見時，即使其決定雇用，為使其利潤極大化，雇主會刻意

壓低女性勞工的勞動條件，因為如此一來即使女性勞工只符合雇主的預

期，雇主也不會有損失，而若女性勞工的表現超出預期，則雇主更是獲

利的一方。 

         當女性勞工因被雇主刻板化而分配到地位較低、薪資較少的工作

時，其可能選擇離開職場，此種行為又強化了雇主對女性勞工的偏見。

因此在雇主與受僱人間，偏見可能被做為歧視的依據，而歧視的結果又

加深偏見的程度，形成惡性循環。 

（六）偏好歧視理論（Theory of Taste for Discrimination） 

          此理論主張勞動市場歧視現象的發生，是由雇主的偏好所造成，亦

即雇主對於特定族群之僱用或不僱用，非取決於經濟學上的「邊際生產

力」而是由「歧視係數」所決定。
48此種偏好上的歧視除了因發生在雇

主而造成勞動市場不公平的情形外，也可能發生在同一雇主所聘僱的其

他員工甚至是消費者身上，造成所謂的「員工歧視」（Employee 
Discrimination）與「消費者歧視」（Consumer Discrimination）。49譬如通

常以男性為主的貨運業，多是以提供體力為勞務給付，男性員工可能不

願意與女性員工相處於同一個工作環境中，甚至對女性員工投入此行業

有輕蔑的看法，所以會聯合對雇主施壓以排擠女性員工。相同的情況也

會發生於消費者身上。消費者對特定職業，會偏好由男性來提供服務，

認為男性比女性的專業素養較高，較能夠獲得消費者的信賴，如醫師、

建築師、電機（機械）工程師等職業即屬之。由於男性員工、消費者有

                                                 
47 王麗容（1995），《婦女與社會政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八十頁。 
48 同上註。 
49 王麗容（1995），《婦女與社會政策》，第八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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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偏好，使得雇主會為了維持工作環境的和諧或是滿足消費者的要

求，縱使其本身無任何歧視偏好，也會為了息事寧人而犧牲弱勢者，給

予女性員工不平等的對待，甚至是拒絕僱用女性。但時間一久此種歧視

可能會因為生產要素50市場的競爭，致偏好特定性別的員工會增加雇主

的生產成本，而終於被市場淘汰。 

          從以上擇要對各種理論的介紹，吾人可以得知女性在職場上遭受不

平等對待的原因頗為複雜，從新古典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意識型

態理論、利益極大理論到偏好歧視理論，諸多看法雖然各有其理，卻也

難以以單一理論解釋社會上各種歧視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

的出發點不同，其結果亦各異。前二理論多將禍端指向受害者，認為女

性在職場上遭受歧視應歸咎於其自身；相對的，意識型態理論則較挑戰

傳統價值，認為是傳統習俗迫使女性在工作上處於不利益的地位，後二

者則認為是雇主本身的偏見才會有兩性歧視的問題。在知曉這些因素

後，吾人不禁要反思是否僅憑法律的規範就能真正打破職業隔絕的籓

離、促進兩性在工作條件、僱用、陞遷、訓練上的平等地位呢？ 

 

第二節  英國職場上促進兩性平等法制之立法背景 

一、英國女性就業之歷史發展 
（一）工業革命之衝擊 

工業革命前，英國的產業結構是以農業與手工業為主，由於經濟生

產並非集中於工廠、辦公室或其他特定的工作環境，因此工作場所與家

庭之間並無明顯的區隔，大部分的人都在家庭中或住家附近的場所工作
51。以當時眾多的輕工業，如紡紗、織羊毛布或棉布、編織毛衣和手套

等為例，生產工作大部份於工人的家庭中進行和完成，不論是男性或是

女性與小孩皆於家中一起工作，此種工作型態在時間上較有彈性，其薪

資的給付是給予整個家庭，而非針對個人，甚至全家的工資都給付給父

權家庭制度下所謂的一家之主-男性。52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的使用日趨普遍，大量的、愈趨複雜的機械取

代了單純靠人工的生產方式。因為機器放置於雇主提供的場所由勞工集

中操作，而有工廠制度的順勢發展。此後的工作場所不再是家庭，生產

                                                 
50 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本。在此是指人力資源，即提供體能或智能的勞工。 
51 愛伯特與華萊斯特（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著（1990），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
張君玫合譯（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一百七十三頁。 

52 G.Braybon ,Women Work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the British Experience（London：Croom 
Helm,1981）,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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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逐漸與家庭生活分離，轉而在工廠或辦公室進行。在此情況下，勞

動者只要是必須依賴出賣勞力餬口者，不論其性別都必須外出工作。但

是，英國社會中傳統的家庭觀念強調婚姻與母職，認為女性，尤其是已

婚女性，都應該留在家中照料子女。所以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初期，社會

上對於當時那些外出工作賺取酬勞的女性，頗為批評、責難，認為職業

婦女是不道德的行為且怠慢了家務或為人母的責任，同時這些女性亦被

指責搶了男性的工作。53 

但隨著工廠制度的建立與經濟發展的需求，勞動市場需要大批的勞 

工，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人數隨之大量且急速的增加。此一發展的主要

原因有三。首先，雇主比較喜歡聘僱女性勞工。以機械化的棉紡織工業

和紡紗工廠為例，大批的女工被僱用，因為女性的特質較為溫順，容易

彼此合作，並且比男性更願意遵守工廠的規定。再者，女性勞工的工資

一般而言比男性低，可以降低雇主的生產成本。女性往往與父親或丈夫

同住，而英國社會普遍認為男性應負起養家和維持生計的主要責任，而

女性外出工作只是為了貼補家用，並非家庭經濟的主要依靠，因此予雇

主壓低工資的藉口。三者，當時的社會環境，女性較少有機會接受高等

教育與職業訓練，即使離開學校後曾經就業，通常於結婚之後就離開職

場走進家庭，因此更不可能有獲得較佳薪資和升遷的機會。所以至十九

世紀結束時，英國女性大部分從事職位低、工資低的工作，甚至婦女所

處的工作環境也多惡劣，投入的工時亦較長，長時間處於惡劣環境工作

的結果致使婦女的健康受到影響。54 

儘管整個十九世紀，婦女外出工作的人數持續增長，但是婦女多被

隔離到工資、地位較低的職業，其中尤以單身的未婚女性佔多數。在一

八九一年到一九一一年間，女性投入製造業與運輸業的人口增加了百分

之四十，約是全體女性人口成長率百分之二十四的兩倍。
55外出工作女

性的職業型態亦多分布在特定的行業中，例如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

期，有許多女性從事家僕、家傭工作，或是旅館的女傭等。在紡織業方

面，女工人數的增加是逐漸的，相對的在食品生產業與製衣工廠中，女

工人數的成長率則較快；同樣的在印刷出版、化學、製鞋等行業上，女

性的參與率也是快速增加。雖然女性在各行各業中所佔的人數比例仍

低，但與男性比較，女性參與人數的成長速度比男性快。56 

                                                 
53 同註47 
54 G.Braybon , op cit , pp.16-19. 
55 P.N.Stearns, “Working-class women in Britain, 1890-1914”, in M.Vicinus,（ed.）,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p.109. 
56 P.N.Stearns, op cit ,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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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就業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快速成長，不僅對英國傳統社會的價

值觀是一種挑戰，也對家庭生活與勞動市場造成相當大的影響。一方面

婦女於家庭中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因為就業的婦女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和

提昇了其本身的社會、經濟地位，但相對的亦減少了其對家庭的照顧與

子女養育的角色；另一方面，婦女於勞動市場上低廉的工資，形成對男

性的威脅，進而強化了男性歧視的信念。 

（二）兩次世界大戰之婦女就業概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１９１４∼１９１８）爆發之後，受到戰爭的影

響，英國人民在愛國情緒的主導下減少對奢侈品的消費，以致市場對於

特定商（產）品的需求降低，雇主不得不進行裁員以減輕開支。其中女

性員工遭遇裁減較多的行業包括：棉紡織業、女衣製造業、女帽製造業、

餅乾業等。但是在政府徵召男性入伍後，原來以僱用男性為主之工廠卻

相對欠缺勞工，特別是在軍需工業上的情況更是惡化，因此政府便開始

宣導、鼓勵婦女加入這類生產行列以填補男性的工作空缺，使女工成為

「替代工人」。自一九一五年春天開始，婦女便大規模的投入工廠工作，

失業現象獲得改善。再者，戰爭期間軍隊需要大量的衣物、皮製品、食

品、戰爭物資等，亦使得婦女成為軍需工廠勞力的主要來源，所以在當

時，婦女在各種工業中皆取代男性，甚至進入軍隊中服務。57 

戰爭的因素使英國女性能夠有較多的工作機會，這段期間內女性的

薪資也比過去提高不少。而女性廣泛的就業，更促使其有機會直接參與

戰時經濟與社會事務，同時亦成為家庭的支柱，承擔社會穩定的責任。
58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女性因戰時而取得之特殊地位迅速

消退。原本因為戰爭而對女性提供的工作機會，特別是替代男性之工

作，隨著戰爭的結束，因為政府保障男性於退伍後能回到原來的工作崗

位之措施，致使女性必須讓出工作給予男性，導致許多女性因而失業。

在隨後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女性又再次被

徵召進入勞動市場，但同樣的於戰爭結束後，因男性自戰場上退役，而

使女性反被視為勞動市場上的競爭者，以致產生一股要求婦女退出職

場，回歸家庭的聲浪，許多的婦女又被迫放棄工作回歸家庭。 

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女性進入男性工作

領域的機會主要是因應戰時軍需物資生產的急迫性，但卻也使婦女有機

會證明她們也同男性一般具有相同的能力，以致女性的就業意識也相對

                                                 
57 S.Boston, Women Workers and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London：Davis-Poynter, 1980）, p.96 ; 

S.Lewenhak, Women and Trade Unions（London：Ernest Benn Limited, 1977）, p.145. 
58 彭沛（1999），〈淺談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婦女地位的改善〉，《南京社會科學》，第四十六期，
第七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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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高。根據統計，一九一四年七月，英國女性公民總數大約為二千三

百七十萬人，而投入職場上的女性約為五百九十萬人，其中有二百一十

七萬人在工業部門工作。到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女性就業人口已高達八

百三十萬人，與一九一四年相比，增加了二百三十五萬人之多59。 

（三）戰後婦女的就業概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經濟蕭條與國力衰退的

現象，因此各國無不積極從事經濟建設以挽頹勢。由於當時美國汽車製

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發展出汽車大量製造（mass production）
的生產方式（即所謂「福特主義」(Fordism)60），在各國亦發展出消費者
保護運動61，加上當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發展教育與福利國家制

度之經濟政策62的交互作用，對當時各工業國家對女性勞工的需求產生

影響。隨後因「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63的發展與新自由主義思

想64（neo-liberal ideologies）的漫延，更使女性的就業市場發生重大的
變革。生產模式、政策和經濟型態的改變使得工業國家在僱用性質上亦

產生變動，即以往以長期僱用為主的全職工作型態，於戰後被大量的兼

                                                 
59 彭沛，〈淺談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婦女地位的改善〉，《南京社會科學》，第七十一頁。 
60 「福特主義」是指大量生產方式，其具體內涵包括零件的規格化、勞動的標準化與生產線的科

學管理化。此精神與運作原理，從美國快速的普及至全球各地，成為二十世紀生產方式的主流。

伴隨著大量生產方式獲得了支配的地位，重工業取得壓倒性的地位，形成大工廠制，以及由此

而來的大眾工運，進而促生出「大眾消費」（mass consumption），「大眾民生主義」（mass 
democracy）與「大眾民族主義」（mass nationalism）。參王達樂（2000.8），〈關於福特主義與
後福特主義〉。http://www.cdn.com.tw/daily/2000/08/14/text/890814e4.htm 

61 生產與消費是一體兩面，生產本身不僅創造了消費的對象（消費品），它也規範了相關的消費

活動，如商品的規格、樣式、消費的條件以及範圍，而消費者保護運動的興起和高漲，即是與

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緊密關係的。隨著現代工業化的大量生產和生產技術的日新月異，使消費品

的結構也日趨精密複雜。加上商品的流通快速，市場競爭激烈，而往往忽略消費者使用上的安

全，消費事故大量發生。尤其是近年來，假冒偽劣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氾濫成災，正成為各國政

府普遍關注的焦點。這些問題迫使消費者組織起來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參〈國際消費者權益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30/content_944835.htm 
62 凱恩斯對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提出全面的批評，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和由國家控制總需求以

刺激就業，即建立一個以國家干預為中心，以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失業為目標的新學說

體系。他認為市場的自發力量不足以達到充分就業條件下的總量均衡，必須讓國家之權威與私

人之策動力量互相結合，由政府舉辦公共工程以擴大就業。參林曇（2003.8），〈凱恩斯經濟思
想〉。http://www.washeng.net/HuaShan/RECS/linyun/b5current/107646.shtml 

63 一九七○年代以來，受到石油危機的刺激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生產方式逐漸從大量生產方

式時代的重大厚長轉變為輕薄短小，大眾消費也逐漸發展為「分眾消費」，代表福特主義的重

工業龍頭地位，逐漸被服務業所取代，資訊與知識成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這種經濟

生活樣態與生產方式的新變遷，即稱為「後福特主義」。參閱王達樂（2000.8），〈關於福特主
義與後福特主義〉。http://www.cdn.com.tw/daily/2000/08/14/text/890814e4.htm 

64 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
系強調以市場為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秩序和主張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私有
化觀點的理論和思想體系。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
由貿易等思想，並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
是私有化。認為私有制是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
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參〈新自由主義及其本質〉，《中國社會科
學院院報》。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3111310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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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臨時和短工時工作類型所取代65，亦造就了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契

機。傳統的英國社會，認為已婚女性應留在家中負責照顧子女、料理家

務，所以即使女性必須外出工作以填補家用，其所能夠從事的工作亦須

與其家庭任務相配合，而只有兼職、臨時性與短期性的工作能配合已婚

婦女的時間。故戰後這類工作的增加，對必須外出工作的已婚婦女來說

無異是福音。此外，戰後英國的社會與文化亦發生重大變遷，其中與女

性就業有關者包括女性在生育上的控制使家庭人數減少、離婚率的增加

使家庭型態產生改變、單親家庭的成長，再加上國家角色及重要性的增

加66與社會、政治、思想（女性主義）受到國際化的衝擊，皆對英國女

性的就業產生衝擊。67 

一九五○年代英國經濟持續的復甦使婦女再度回到職場上，到了一

九五四年已約有四分之一的已婚婦女投入就業市場。自一九六○年代

起，英國女性經濟活動力68（Women’s economic activity）的比率便持續
的成長，即使在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所造成經濟不景氣時期，女性的

受僱比率與男性相較亦屬增加。69一九八○年代之後，女性的經濟活動

力成長快速，從表２－１可看出，一九八三年十五歲至二十歲女性從事

經濟活動比率為百分之五十八左右，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約百分之六十

三，到了一九九三年時，則分別增加為百分之六十一與百分之七十四，

一九九七年時則變動不大呈現穩定狀況，兩個年齡層皆分別維持於百分

之六十與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此外，對於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的婦女，

其經濟活動力從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三年成長約百分之十一，反應出多

數已婚婦女亦皆參與就業，特別是已有子女的婦女。70有很高比例的已

                                                 
65 Abigail Gregory and Jan Windebank, Women’s Work in Britain and Franc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 ,pp.11-12. 
66 十九世紀時受到自由主義與天賦人權理念的影響，提倡自由法治國家的理念，主張以法律來限

制國家權力的濫用。此時正是歐洲各國工業化大力推進的時代，科學的發展使工商業國家帶來

豐富的稅收，國家在經濟上採行「放任主義」‧而主要的政策乃為求富，因此人民期待干涉最

少的政府即為最好的政府，人民可自由行使其財產權與人權來累積財富。但因國家的放任政策

造成社會畸形發展，原來的社會中只有貴族與平民階級，現又形成新階級─富人階級，使得社

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之情況日趨嚴重，雖工業發展迅速但社會階級對立

(勞資對立)增加。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主義的法治國家崩潰，一種溫和社會主義的色彩，

主張以照顧「中下階層民眾」的思潮產生，更以社會主義為出發點，認為人人皆生而平等，會

有貧富懸殊的現象乃是國家、社會制度之不良所致，所以要求國家應振興經濟、增加工作機會、

辦理社會福利事業，以照顧社會的弱勢族群，並認為政府應該是大有為的政府，國家應積極照

顧人民的生活。參閱陳新民，（2000），《行政法學總論》。(台北：三民，修正七版)，第十九頁

至第二十三頁。 
67 Abigail Gregory and Jan Windebank, op cit , p.12. 
68 指從事生產各種有形物品或提供各種服務之活動，具有經濟價值者。例如農人從事耕作、工人

從事製造、商人從事販賣、醫生為人診病、演員表演節目以娛樂觀眾等，均屬之。 
69 Abigail Gregory and Jan Windebank, op cit , p.13. 
70 Abigail Gregory and Jan Windebank, op cit ,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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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女性於第一個小孩出生後便很快的重返職場，甚至投入全職工作，這

些數據再加上前述部分工時的工作漸取代全職工作，皆反應出英國婦女

的經濟活動力上升。 

表2-1：女性的經濟活動力 

 1983 1993 1997 

百分比﹪ 

15-25歲 58.6 61 60.2 

25-49歲 63.1 74.4 75.6 

50-64歲 44.2 50.2 52.6 

         資料來源：根據Abigail Gregory and Jan Windebank, Women’s Work in Britain and 
France 

             製表：作者整理 

在職業類別上，二次大戰後女性勞工所從事的工作亦產生了變化。

女性受雇於製造業的比例下降，相對的受雇於服務業的比例卻上升71，

但是所從事者卻有不少是屬於非專業性的工作，如女傭、洗衣店工人、

侍應生、櫃台助手、廚房助手、清潔工等，較少有女性從事專業性或管

理性的職務。即使是有部分女性從事專業性的工作，也是偏重在社會地

位不算太高的半專業性工作，如學校教師、護士、圖書館管理員等。至

於薪資所得方面，女性亦普遍低於男性，原因可能在於女性多從事部分

工時工作，工作時間較短，而男性則多全職工作，工作時間長且經常加

班；縱使女性從事全職工作，但因職階、地位較低，或非屬專業性工作，

相對的薪資亦較低。在五○年代與六○年代，即使女性從事與男性相同

的工作，所獲得的工資也僅僅是男性工資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左

右。72 

由上述說明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英國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比

例有逐年持續增長的趨勢，但此並未使女性於職場上受到平等的對待。

英國社會傳統觀念將男、女的分工模式化、僵化是其主要原因。在父權

主義的影響下，社會主流的價值觀認為女性天生適合家務與看護工作，

男性才是家庭經濟來源，所以男性必須享有較高的工資與較穩定的工

作，再加上舊時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相當有限，故當女性進入職場，其

                                                 
71 Ibid., p.13. 
72 D.Bouchier,The Feminist Challenge（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83）,p.25. 
 

年 
代 年 

齡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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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型往往被後天的因素影響而侷限於無須專業技術、薪資較低的工

作，以致造成職業區隔與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現象，並且缺乏職業訓練

與升遷的機會。 

 

二、英國促進職場上兩性平等法案之立法背景 
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濟逐漸復甦，愈來愈多的英國女性投入就業市場。

雖然女性的工作機會增加，但仍不免受到家庭的羈絆及職業區隔的影響，從

事如經理人、醫生、研究助理等專業性職位的女性人數仍是不多，多數婦女

只能從事如店員、清潔婦、護理人員等工作，不僅工資較低，甚至是屬於毫

無保障的兼職工作。透過平權意識的覺醒與輿論的壓力，英國政府為消弭女

性在職場上遭遇的種種不平等的對待，促進兩性在經濟資源上分享機會的平

等，故於一九七○年代相繼制訂「同酬法」、「性別歧視法」給予女性勞工工

作上的保障，並同時處理（tackle）女性懷孕生育的生理機能與負有照顧家
庭職責所產生的相關問題，然而，這些法律的制訂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由

婦女運動長期抗爭，及受到國際組織積極推動保障女性勞工權利的影響才獲

致的成果。因此本文認為，在探究英國相關法律的立法背景時有必要從英國

的婦女運動與國際組織的決議兩方面著手討論。 

英國婦女運動的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大約在工業

革命之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時期陸陸續續成立數個爭取婦女工作權

益的團體，以積極改善女性勞工的工作環境、縮短工作時間、追求薪資公平

為目標。第二個時期則自第二次大戰結束至一九七○年代，這段期間女性已

意識到自己與男性在職場上的能力實際上是不分軒輊，但英國社會多一貫的

保守意識，過份強調母職與女性在家務上的角色，使得婦女本身所認同的角

色與社會規範期待的角色間產生矛盾，而引發婦女運動的再生。 

（一）婦女運動第一個時期： 

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英國（1837~1901），社會上「男主外，女主內」
的觀念仍根深蒂固，對於女性角色的定位主要還是「賢妻」與「良母」，

由男性扮演外出工作來養家的角色，女性則是從事料理家務、照顧子

女。對於有必要投入經濟活動的婦女，工業革命前多數是在家從事農業

或手工業的生產活動；工業革命之後，因為工廠制度的建立，使得這些

婦女必須調整參與的生產方式，走出家庭進入工廠。工業化的過程雖然

使得婦女的工作機會增加，也能增加家庭收入，卻也對男性的工作機會

造成威脅。女工對男工的威脅主要是婦女的工資較低，此種現象一方面

是因為當時婦女受教育者並不多，缺乏專業技術，故工資低廉；另外，

即使婦女與男性從事相同的工作，通常女工接受較低工資的意願會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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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勞工來得高，雇主更常藉此來抵制不順從的男工，甚至完全以婦女取

而代之。例如一八七二年，蘇格蘭印刷協會（Scottish Typographical 
Association）進行罷工，要求降低工作時數，但此次罷工卻因為雇主僱
用女工來代替男工而失敗。此罷工事件的經驗導致愛丁堡（Edinburgh）
多家印刷公司開始僱用婦女擔任排字工人，而其工資卻僅僅是男工的一

半。73雇用薪資低廉的女工不僅在私人企業發生，就連政府機關也如此，

一八七○年英國政府經營的電報系統和郵局皆以僱用女性員工為主。74

雖然婦女的就業機會增加，但是薪資不平等卻是女性在職場上所面臨的

普遍、嚴重問題。 

一八七一年英國通過工會法（Trade Union Act 1871）使勞工組織工
會的行為合法化後，英國婦女為爭取公平待遇與改善工作環境，婦女專

屬的工會也因此產生，其目的在於提高女性於職場上的地位，並改善女

性勞工的勞動條件，其中以「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與「全國女工同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 ）
75對當時社會改革與民主的貢獻最大。 

1、婦女工會聯盟 

「婦女工會聯盟」是由英國各地不同的婦女工會聯合組成的工會 

聯盟，其主要的任務在於促使就業的婦女都能組織工會，以團體力量

來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作地位並保障其利益、避免雇主的壓迫，並

對政府施壓以修改法律來保護女性勞工。以一八七八年的「工廠法」

（the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 1878）為例，該法表面上對於婦女與
兒童的工作時間與工作種類給予保護，限制雇主僱用他們從事具危險

性工作與增加工作時間，但相對的也限制了婦女的就業機會。「婦女

工會聯盟」主張婦女有權自行決定她們所能擔任的工作與其所能負荷

的工作時間，政府不應以立法限制之；且將婦女與兒童歸於同受保護

範疇，就是一種歧視。因此該聯盟曾就此問題與以男性為主的工會合

作，反對限制女工工作時間的立法。
76
此一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卻

是「婦女工會聯盟」企圖透過法律的修正來保障婦女就業、促進職場

上性別平權的顯著例子。 

關於婦女薪資不平等的問題，「婦女工會聯盟」曾以工廠工作的 

「同工同酬」作為奮鬥的重要目標。一八八八年的工會聯盟會議（The 
Conference of the Trade Union League）中，曾就有關改善女工工資的

                                                 
73 Boston, op cit , p.44. 
74 Ibid. , p.46. 
75 B.Drake,Woman in Trade Unions（London: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1920）,p.123 
76 Boston, op cit ,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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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提出討論，「婦女工會聯盟」的代表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議

案，主張男女同工同酬是為了雙方的利益。此議題雖獲得大會的通

過，可惜並未取得各工會的善意回應，因為大部分以男性為主的工會

認為女性勞工威脅其會員的工作機會，而對女工抱持著敵對的態度。

所以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婦女在職場上距離獲得公平薪資的路途尚非

常的遙遠，各女性工會也僅能致力於避免雇主任意的減低女性的薪

資，一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後才更進一步的試圖爭取提高薪資。77 

2.全國女工同盟 

一九○六年「全國女工同盟」成立並與「婦女工會聯盟」合作， 

共同進行多次社會運動，爭取提高女工的工資。其設立的宗旨之一認

為女工的工資過低無以謀生，政府應該以法律來規範最低工資，保障

女工的生存權。此一觀點得到英國自由黨的支持，因此一九○九年在

自由黨主政之下，國會通過職業委員會法（Trades Board Act）並於一
九一○年開始實施。該法授權行政機關就特定勞動條件較差、工會組

織有待加強的職業，如鍊條工業、製盒業、蕾絲製造業、成衣製造業

與補魚業等行業，由政府邀集雇主與勞工代表共同組成各業的職業委

員會，透過協商訂出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此措施有助於提昇這些職

業中女性勞工的工資。此法施行後多數雇主皆能依協商結果履行，但

鍊條工業的雇主卻拒絕接受，因此「全國女工同盟」協助鍊條工人團

體進行罷工，更進而組織各地的女工進行示威遊行的活動，「婦女工

會聯盟」則向其他勞工組織募款籌措罷工基金，這些舉動得到大眾的

聲援，最後雇主乃在龐大壓力下同意遵守新法的規定。此次罷工的成

功鼓勵了女工積極爭取權益，也確保其他工業的基本工資制度能夠落

實，如蕾絲製造業的女工工資由每週七至八先令增加到十一先令十一

辨士；製盒業的女工工資由八先令五辨士增加到十三先令。雖然這些

工資水準仍低於每週十五先令的基本生活所需，但與過去相較，已經

有很大的改善。
78
 

對於一九一一年所通過實施的全民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全國女工同盟」認為該法雖然提供工人健康保險與失業
保險，但卻忽略已婚女性勞工在懷孕與育嬰時期，因無法工作致全無

收入的狀況；另外，多數因工資過低而無儲蓄的女工、被丈夫遺棄的

婦人或未結婚的女性勞工，都特別需要有退休金的保障，但這些皆未

列入該保險中。因此「婦女工會聯盟」與「全國工會同盟」再度召集

                                                 
77 Ibid., p.57. 
78 Ibid., pp.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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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會員工會，推動修改老年退休保險與其他規範不周全的法律。79第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女性替代男性從事生產工作，卻無法領取與

男工相同的工資，此一現象在軍需工業中特別嚴重。「全國女工同盟」

為使在軍需工廠工作的女性勞工能夠得到最低工資的保障，於一九一

五年聯合「婦女工會聯盟」向政府要求女工每週一鎊的最低工資，但

卻被政府以男女工人不能因相同的工時而請求相同的工資，而是必須

依照工作的績效來計算作為理由，而拒絕其訴求。此後「全國女工同

盟」與「婦女工會聯盟」便致力於追求「同工同酬」的目標，主張不

論性別如何，只要是從事相同的工作，其工資便應該相等。80由於此

二組織的努力，終於在一九一六年英國政府決定對於軍需工業的女性

勞工給予和男性勞工相同的工資，此舉也帶動了其他工業的女性勞工

爭取相同工資的運動。戰後男性回到原工作崗位復職，卻造成女性勞

工的大量失業，在此環境之下兩組織努力的目標，改為減少婦女的失

業問題，更由於體認到女工在追求工作的保障有必要尋求男性工會的

合作與支持，因此在一九二○年「全國女工同盟」與「婦女工會聯盟」

便與「全國工人同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General Workers）合併。 
              透過「婦女工會聯盟」與「全國女工同盟」的努力奔走，不論 

是利用工會運動來爭取權利，或是向政府施壓經由立法、修法的方式

進行改革，該二組織對於改善女工的工作環境，縮短工作時間，提高

女工的工資等方面頗具貢獻，也對於爭取女工有與男工相同的工作

權、男女同工同酬的理想有喚起社會覺醒的成效，但是嚴格來說「同

工同酬」在二十世紀初期工黨執政時期並未實現。 

（二）婦女運動第二個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重演，原本因應戰爭需求而取代男性

工作的婦女，由於男性陸續回到勞動市場，反而成為職場上的競爭者，

再加上當時英國社會仍然不脫傳統的強調男女在家庭上的分工，這種意

識型態迫使女性暫時又退出職場。但隨著戰後重建工作的進行，經濟的

復甦，勞動市場上人力的需求使得婦女又回到了職場，至一九五四年年

底約有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再度進入職場工作。81這段時期婦女運動的

復甦，主要是因為當時女性主義的思潮使得女性意識覺醒，再加上投入

就業市場的女性一方面必須符合傳統社會的角色期待，一方面又要滿足

現實生活上的需求，以致多數婦女為兼顧家庭與子女的照顧，只能從事

                                                 
79 Lewenhak, op cit , p.132;B.Drake, Women and Trade Unions（London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1977）,p.60 
80 Drake, op cit, p.233. 
81 Bouchier, op cit ,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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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的工作，但這種「蠟燭兩頭燒」的情形實在無法使期望在事業領域

中尋求自我實現的女性獲得滿足。因此勞工階級的婦女運動與組織於一

九五○年代重新展開，同時工會的女性成員也進行要求同工同酬的抗議

活動。此訴求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於政府部門落實。英國政府首先以中

央機關的女性公務人員為範圍實施同工同酬制，再逐漸擴展至地方機關

的公務員與公立中小學教師。但是當時注意力集中於階級間不平等現象

的改善，因此消弭性別歧視的措施，並未有明顯的進展。 

在勞工運動方面，一九六八年發生於英格蘭東南部 Dagenham之福
特汽車工廠的女縫紉機械工罷工事件，對女工平權的訴求具有啟發性。

該廠的女性勞工於該勞資爭議中要求將其工作性質的歸類從非技術性

階層晉陞為準技術性勞務，此一要求獲得了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也激

勵了許多職業婦女積極爭取平等的工作權。82一九六九年許多婦女團體

紛紛成立，如倫敦女性解放工作室（The London Women’s Liberation 
Workshop）、女性平權全國聯合行動委員會（The National Joint Action 
Committee for Women’s Equal Rights）等。這些團體雖各自有不同的主
張訴求，但是都在針對女性勞工的特殊需求如同工同酬、籌組工會、免

費托育等爭取勞動條件的改善及其他配合措施。 

一九七○年代的前期可說是英國婦女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一九七 

一年國際婦女節當天，倫敦與利物浦兩地發生婦女的遊行活動，他們主

張同工同酬、平等的教育與工作機會、避孕與墮胎的自由、二十四小時

的免費幼兒托育。同時透過工會團體聯盟，對政府與國會施壓，使工黨

與保守黨先後相繼提出有關兩性就業平等的法律草案。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英國婦女在一九六○年代開始即透過工會團體的聯

盟對政府與國會施壓，再加上當時國際組織對保障婦女權益、促進男女職場

上的公平正義採取積極行動
83，以致英國國會於一九七○年通過同酬法，唯

該法給予雇主五年緩衝期以調整男女勞工間的薪資差異，於一九七五年才正

式實施該法。該法通過後，部分婦女團體仍持續進行示威抗議活動，因為他

們認為該法仍有許多漏洞，例如雇主有可能減少僱用女性勞工以規避法律，

尤其是在薪資較高的行業，甚至可能以不進用女性而造成職業區隔的現象。

因為在「同酬法」中強調男女勞工只有在從事相同、相似或經評估為價值相

同的工作時，才應該有相同的酬勞，因此若雇主在選才的時候就存在性別歧

視，則女性根本無從受僱於與男性相同、相似或同值的工作，如此一來同值

同酬法制定的目的即無法達成。針對這些婦女團體的疑慮，英國政府於一九

                                                 
82 Irene Bruegel,” Women’s employment, legisl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Jane Lewis, Women’s 

welfare/women’s right（London&Sydney, 1983）,p.138. 
83 有關國際組織促進職場上兩性平等公約、條約、指令對英國法制的影響，將於下一節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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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年五月提出禁止性別歧視的草案，同年九月發表白皮書，至一九七五年

國會正式討論通過「性別歧視法」，以進一步保障女性就業機會的平等。84 

英國法律關於母性保護的規定包括了女性的產假、產前照顧假假、親職

假等。最初這些事項只是零星的規範於與勞動權利有關的法律中，甚至是不

被重視，直到一九七五年「勞動保護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1975）
制訂後，首先明確的對於母性的保護規定三種法定權利：1.婦女有免於因懷
孕而遭雇主解僱的權利。2.婦女於分娩後有復職的權利。3.婦女可請求雇主
給付產假工資（maternity pay）的權利。其後一九八○年的「勞僱法」
（Employment Act 1980），更賦予婦女有請產前照顧假的權利。85目前則由勞

僱權利法（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來規範產前照顧假與產假，至於親
職假、父職假與收養假則由勞僱權利法與二○○二年勞僱法（Employment 
Act 2002）共同規範之。 

 

第三節 國際組織促進職場上兩性平等之相關法令規定 

英國為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員，亦是歐洲聯盟會員國之一，在對於促

進職場上兩性平等的立法上，多少受到各國際組織相關的公約、條約的影響，其

中以歐洲聯盟所訂之條約、指令，因具有特殊的效力，故對英國的反性別歧視法

律的影響更為重大。故本文將分別針對各國際組織之相關規定做一介紹。 

 

一、聯合國對婦女權利保障的推動 

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以來，對於提高婦女地位、促進男女平等的目

標，無不積極的努力推展，在其「聯合國憲章」中，確定了「男女權利平等」

的理念。而聯合國之經濟社會理事會，就婦女地位問題在人權委員會下設立

專門小組委員會，並以此為基礎於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了聯合國「婦女地位

委員會」，以促進婦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 

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宣言之第二條明確宣示平等原則，即人人有資格享受一切
權利和自由，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

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遭受不同待遇。該宣言第二十三條則

詳列平等的工作權利，其中包括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有公正、

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有免於失業的保障；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

歧視，同時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適當的報酬，保證其他本人和

                                                 
84 Meehan,Elizabeth M, Women’s Rights at Work: Campaigns and Policy in Britain and the Untied 

States (London：Macmillan, 1985) ,p.54-p.56. 
85 I T Smith and Gareth Thomas, Industrial Law（London：Butterworths, 2000） , 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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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一九七五年於墨西哥召開國際婦女年第一次世界婦女會議，發表墨西哥

宣言，強調各國應該掃除婦女參與促進國家發展與和平的一切障礙，促使世

界各國重視男女平等政策。86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把對婦女的歧視給予明確的定義，即基於性別而

做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定婦女的人權

和基本自由，就是一種歧視。公約共三十個條文，其中於第二條規定各國必

須立法保障婦女與男性享有平等之權利，於第四條中強調，為落實兩性之實

質平等，允許採取保護女性之特別措施，並於第十一條中詳細列舉保障男女

工作平等權所應規範之樣態：第一：工作權利、第二：選擇職業之自由與升

遷、福利、職訓之機會均等、第三：同值同酬、第四：退休、第五：對於婦

女之特別保障（解僱之限制、帶薪產假以及孕婦之特殊保護等等）。87 

其後，聯合國亦陸續通過提升婦女地位的方案，一九九五年於北京召開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了「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更確定了提高

婦女地位的十二個重大關切領域，包括致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擴充婦

女的平等權等。88 

 

二、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於一九一九年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召開的和平大會上成立，後來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

機構，主要目的是在促進社會公正和國際公認的人權和勞工權益。它是以公

約（convention）和建議書（recommendation）的形式來制訂國際勞工標準，
確定最低標準的勞工權益，包括結社自由、組織權利、集體協商、廢除強迫

勞動、促進機會與待遇平等以及其他規範整個工作領域之工作條件的標準。
89該組織所關注的眾多議題之一即在消除不平等待遇與促進機會的均等，因

此自成立以來陸續制訂一些有關增進女性勞工權益的原則，包括對於母性保

護、消弭不平等待遇、男女同工同酬、就業機會均等、合理工作環境權利等

公約。這些公約陸續成為各會員國在其國內立法上的依據與參考。特將相關

之重要公約內容分別敘述如下：90 

                                                 
86 王如玄（2000），《女人六法》，（台北市：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第五四二頁。 
87 郭玲惠（1997.12），〈我國婦女勞動法制之探視〉，《律師雜誌》，第二一九期，第六十三頁。 
88 邱宏達、陳純一（1996），《現代國際法參考文件》，〈台北市：三民書局〉，第五三一頁至第五

三二頁。 
89 參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 http://www.ilo.org/public/chinese/region/asro/beijing/abtilo.htm 
90 此處公約之整理除參閱公約本文外，亦參閱沈美娜（2002.6），〈從女性勞動保護至兩性工作平
權理念之達成〉，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第七十三頁至第七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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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工同酬 

一九五一年第一○○號「男女同工同酬公約」，主要在強調對男女

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應該付予同等報酬和同等津貼，即對於工作價值相

同（work of equal value）者其薪資給付標準不應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同時要求會員國透過法律的制訂、勞資雙方的集體協商，建立合法的確

定工資的方法以實施同工同酬。91換言之，本公約的目的是在促進職場

上兩性薪資應予平等的理念。 

第九十號建議書是要求各國採取適當步驟，使男女勞工在職業指

導、就業諮詢、職業訓練、工作分配及福利服務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以提高女性勞工生產效率，以利男女同工同酬原則之實施。 

（二）性別歧視 

一九五八年第一一一號「就業與職業歧視公約」則呼籲以制訂國家

政策的方式，消除基於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

或社會出身等原因，而在獲得職業培訓、就業機會和工作條件上所受到

的歧視，以促進兩性就業與職業方面的機會均等。92 

（三）夜間工作保護 

一九四八年第八十九號「婦女夜間工作公約」，該公約主要是修訂

一九一九年第四號與一九三四年第四十一號公約，根據該公約第二條所

示，確認「夜間」是至少連續十二小時的時間且該時段是介乎晚上十時

至翌晨七時之間共九小時。除非是受僱於家庭企業外，婦女不分年齡不

得於夜間受僱於其他公營或私營企業或其分支機構，甚至包括在家工作

領有工資之婦女。但若婦女是擔任管理職務、技術性工作或受僱於衛生

和福利設施而無需從事體力勞動者，則被排除適用。
93 

（四）母性保護 

一九五二年第一○三號「生育保護公約」認為受僱於工業、非工業

或從事農業之婦女不論已婚或未婚之婦女，若能出示預產期的醫療證

明，便能享有至少十二週的產假，並應包括分娩後不少於六週的強制休

假，且於產假期間仍有權請求現金與醫療津貼。94 

二○○○年第一八三號公約則將前述公約再做修正，將婦女範圍在

擴大至所有受僱之婦女，包括從事各種非正規形式從屬工作之婦女，而

產假則延長為十四週以上。 

（五）兩性平等 

                                                 
91 一九五一年男女同工同酬公約第二條。 
92 一九五八年就業與職業歧視公約第一條與第二條。 
93一九四八年婦女夜間工作公約第二、三、八條。 
94一九五二年生育保護公約第二、三、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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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第一四二號「人力資源發展」則建議各國政府應採取 

職業指導、職業訓練與兒童照扶服務等相關政策，以改進婦女就業情

況，促進男女勞工在就業機會與社會地位上的平等。 

一九八一年第一五六號「家庭責任勞工待遇與機會平等公約」是對

於家庭中有未獨立之子女或顯然有需要照顧養育之家庭成員而造成男

女勞工的負擔使其無法參與經濟活動，各國政府對於這些有家庭責任勞

工之特殊需求應給予輔助，使其不受有任何歧視，確實享有機會平等與

待遇平等。其措施包括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就業條件和社會的保

障、職業指導和培訓。甚至公約規定家庭負擔責任不可成為被解雇的理

由。95 

而在同年第一六五號建議書中聲明該建議書適用於任何部門的經

濟活動與任何類型的勞工，這些有家庭責任的勞工於就業準備、獲得職

業、工作晉陞及就業保障上應與其他勞工享有平等的機會與待遇，且其

婚姻地位、家庭狀況或家庭責任本身不應構成不錄取或解雇的正當理

由。除此之外，為鼓勵男女勞工共同分擔家庭責任，賦予男女勞工有育

嬰留職停薪休假與家庭照顧休假。96 

（六）部分工時 

 一九九四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多年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第一七五

號「部分工時公約」與建議書第一八二號。這是歷史上第一個關於部分

工時的正式國際公約。公約條文是沿用前述國際勞工組織第一○○號公

約、第一一一號公約、第一五六號公約與第一六五號建議書的主旨，明

確要求應保障從事部分工時勞工在就業上的同等待遇。在許多國家中，

大部分的女性都必須兼顧職業和家庭，她們很難有部分工時工作以外的

選擇機會，多年來都不得不忍受臨時性職業或類似的對待，所以從事部

分工時的勞工多以女性為主。而本條約及建議書，徹底改變了將女性部

分工時工作定為所謂經濟變動的調整機制，或節省勞動力成本的觀念。

根據尊重人權的理念，要求在面對部分工時的就業時，應與全職工 相

同享有平等的待遇。 

    公約內容聲明部分工時勞工在組織權利、集體協商權利、以工人代

表身份活動的權利、及就業和職業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與全職勞工相

同，並以全職勞工同樣標準按比例計算各自的基礎工資，且保證部分工

時勞工享有在社會保障制度、生育保護、中止勞動關係、帶薪年休假和

                                                 
95一九八一年「家庭責任勞工待遇與機會平等公約」第一、二、四、五、八條。 
96一九八一年國際勞工組織第一六五號建議書第二、十五、十六、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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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假日、病假等方面的福利。97 

 

三、歐洲聯盟的條約與指令 

（一）歐洲聯盟發展沿革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EU），是一個超國家組織， 
它的形成是以其前身「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簡稱歐體
（EC）為基礎所漸次形成的區域性經濟體。事實上歐體本身包括了三
個共同體－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其中以歐洲經濟共同體最為重要。  

一九五一年四月，荷、比、盧、法、德、義六國首先於巴黎簽署「歐 

洲煤鋼共同體條約」，又稱為「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並於隔年
七月正式生效，其宗旨在於促進六國煤鋼產銷合作，該組織並具有干預

各會員國經濟的有限權力，特別在於煤鋼業投資和產量方面，某些情況

下更可採取接影響生產和市場之措施。一九五七年三月，上述六國又於

羅馬簽定「羅馬條約」98（Treaty of Rome），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及歐
洲原子能共同體，並於一九五八年正式生效。EEC 的主要宗旨在於創
設一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以促進貿易自由流通，並調和會員國
經濟政策，而 Euraton之宗旨則在促進歐洲核能工業之合作與發展。由
於此三個共同體各具備不同的法源基礎，且其宗旨與任務範疇也不儘相

同，因此上述共同體會員國決定將三個共同體內的機構合併，故於一九

六年簽署「布魯塞爾條約」，於一九六七年七月生效，統稱「歐洲共同

體」（the European Communities,EC）。可是因三個共同體條約依舊分別
存在，並未整合為單一條約，故三組織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且仍以獨立

名義活動，甚至單一機構所管轄的事務與權限，仍依各共同體的條約規

定。99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歐體各會員國在荷蘭召開會議，會議中通過以

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洲政治聯盟為目標，修改三共同體條約，於

一九九二年簽署「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又稱「歐洲聯盟條約」，並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正式
生效，自此歐洲聯盟正式成立，其宗旨是透過建立無內部邊界的空間，

                                                 
97國際勞工組織對部分工時就業的保護措施 

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3-01/24/content_694509.htm 
98 包括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99 參EEC條約第一三八條、Euratom條約第一○八條與ECSC條約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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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建立最終實行統一貨幣的經濟貨幣聯盟，

促進會員國經濟和社會的均衡發展，透過實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

國際舞台上弘揚聯盟的個性。100而根據馬斯垂克條約規定，歐洲共同體

仍為歐盟的主要支柱，歐體也未就其稱謂的變更問題作出決定，只是國

際上漸廣泛使用「歐洲聯盟」這個稱謂，因此本論文為免在引用上造成

混淆，故採「歐盟」此一名稱。 

（二）歐盟法律與會員國法之間的關係 

歐盟的法律體系，除了條約（treaty）外，根據羅馬條約的規定又
分為規則（ 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決定（decision）、建議
（recommendation）和意見（opinion）101。而各會員國間，亦存在固有

的法律體系，因此在兩種法律體系的並存之下，相互間便產生了適用上

的問題。究竟歐盟法律在各曾員國內是否 可直接適用並發生直接效

力？102，在此分為二部分論述之。 

1、歐盟條約的直接效力 
根據國際法的原則與慣例，各締約國家之間所簽署之國際條約，

一般不能直接適用於締約國的自然人或法人，必需透過立法方式成為

國內法的一部分，因此建立歐盟的各相關條約，本質上即屬國際條

約，所以原則上是不具有直接於會員國適用的效力。但是歐盟條約是

否具直接效力，對於歐洲聯盟各國的整合十分重要，甚至在歐盟前身

的相關條約中，規定有關會員國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與義務，如歐洲

經濟共同體條約中關於公平競爭的規則，如果無法直接適用於會員

國，則失去條約所規定的意義。103而事實上，各會員國並不希望條約

具有直接效力，因為此舉將影響各會員國的立法權與司法權。 

一九六二年，歐洲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於 Van Genden Los
案中，首次確立條約的直接效力。該案中 Van Genden Los 為荷蘭一
家運輸企業，一九六０年該公司從西德進口一化工產品，荷蘭海關對

該產品所徵收的關稅超過以往的稅率，因此 Van Genden Los 公司便
向荷蘭法院提起訴訟，認為荷蘭海關的行為違反了當時羅馬條約中第

十二條關於貨物自由流通的規定。104而荷蘭關稅局主張，該條所規範

的對象為國家，會員國的自然人或法人並無法援引此條約主張其權

利，只能依據條約第一百六十九條和一百七十條所規定的程序，由會

                                                 
100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o/2002-12/19content_664530.htm 
101 參EEC條約第一八○條、Euratom條約第一六一條 
102 即會員國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有權要求該國法官實施歐盟條約、或其所頒布的法規、指令

和決定，且任何會員國法官，不論其該國法律制度為何，都有義務運用歐盟法律制度。 
103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台北市 : 遠流），第一二九頁。 
104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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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或共同體機構來提起訴訟。但歐洲法院在此案的判決中所得出結

論，認為會員國的自然人和法人亦是條約的主體，因此羅馬條約中有

規定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利義務條款，是可以於會員國直接適用，而條

約中若規定會員國有不作為義務的條款，且該條款的規定是明白、精

確，本身無保留，其含義是十分明確，而其實施和生效亦無需會員國

的立法機關或共同體機構，進一步的立法或行政命令加以補充，也無

需共同體或會員國機關之判斷、裁量，則該條約即可於會員國直接適

用。105因此羅馬條約第十二條，己為會員國規定了明確的，無條件的

不作為義務，且其實施也不需要會員國另行立法予以補充，所以歐洲

法院認為，此種禁止就其性質而言，是可以於會員國和受其管轄的人

之間的法律關係中產生直接效力。 

 Van Genden Los 案以後，歐洲法院在判例上，陸續擴大了條約
可直接適用於各成員國的範圍，即條約在會員國有直接效力的原則，

不僅適用於個人與會員國國家機關之間，即所謂的垂直效力，且也適

用於私人相互之間的關係，即所謂的橫向效力。如羅馬條約第一百一

九條有關男女同工同酬之原則的實施，歐洲法院主張，因第一百一十

九條對於男女勞工，不因其性別而予以薪資上的差別待遇，屬強制禁

止之規定，不僅適用於公家機關，同樣地也適用於私人間涉及勞工薪

資給付的集體協商與個人的工作契約。可知條約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

大到私人間所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106 

2、其它法律形式的直接效力 
（1）規則： 

有關「規則」的直接適用問題，於羅馬條約中有明確的規

定「規則」本身具有強制力，可直接適用於全體會員國，不需

要會員國的國會再行立法，且當與會員國之國內法相互衝突

時，則優先於國內法適用。換言之，規則擁有整體性，會員國

不得用立法或行政命令來改變規則的內容或其實施的方法；具

有普遍性，適用於會員國、自然人及法人；有雙重排他性，除

會員國不得制定違反規則的法律外，也不可與第三國簽訂有違

規則的國際協定。107 

同時，歐洲法院於一九七一年第四十三號案件中確認了規

則具有直接效力，個人可以主張其權利而會員國的司法機關有

                                                 
105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二頁。 
106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四頁。 
107 張亞中（1998），《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一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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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加以保護。規則除可直接適用於會員國外亦具有垂直效力

和水平效力，即它可以適用於自然人與國家機關之間外，也可

適用於自然人與法人之間。108 

根據羅馬條約的規定，理事會109與執委會110均有制訂公布

規則的權力，但因理事會為歐盟之立法機關，所以大部分的規

則皆為其所制訂，例如：一九六二年第十七號卡特爾規則、一

九八九年第四○六四號企業合併管制規則等，因具有直接效力

故成為會員國之國內法。111 

（2）指令： 

根據羅馬條約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之規定，「指令」是

就其所要達到的目標，對於被指明的特定會員國具有拘束力，

但完成的形式與方法則由會員國當局決定。即指令是以特定會

員國為對象，為會員國在特定時間內必須完成的義務，但是指

令允許會員國依照自己的國內條件來制訂最適合自己國情的

法律。例如：德國於一九八九年制定公布的「產品責任法」

（Produkthaftungsgesetz）就是依據理事會一九八五年第三七
四號關於產品瑕疵責任之指令。112由上述可知，指令並不能於

會員國發生直接效力，故無法由會員國的自然人和法人直接引

用。 

但是歐洲法院有不同的意見，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指令也

可以直接適用，因為依照羅馬條約，並無明確的規定指令不具

接適用的效力，只要指令所規定義務是精確的、無條件的，則

在會員國與其所管轄的自然人或法人的關係中產生直接效

力，也就可以在會員國直接適用。
113而一九七四年，歐洲法院

於相關案件中又重申，「指令」如同「決定」具有直接效力，

即歐盟以指令的形式規定會員國為某種特定行為時，若該管轄

者無法於訴訟中援用此指令，則會員國的司法機關無法被視為

                                                 
108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五頁。 
109 全名為「歐盟理事會」（the Council of Union）簡稱理事會或部長理事會，是歐盟決策的一機
構，歐盟最有權力的組織，有權接受、修改和否決一項政策和法律的產生。是會員國的部長們

根據其相關領域、建立共識和做出決定的地方。 
110 全名為「歐洲執行委員」（the 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簡稱執委會，是歐盟的的
執行機關和官僚體系，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提案、監督歐盟法案的實行與促進歐盟整體的利益，

其在歐盟機構中最具有超國家性質。 
111 陳麗娟（1996），《歐洲共同體法導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
四頁。 

112 陳麗娟（1996），《歐洲共同體法導論》，第一七五頁。 
113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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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一份子，則該指令的效力必然減弱，114所以主張指令是

具有直接效力。 

歐洲法院的判決擴大了指令直接適用範圍，但卻無法得到

會員國之認同，所以歐洲法院於嗣後判決中提出修正，認為只

有在特殊情況下，特別是在會員國無依照指令所規定的內容採

取必要措施，或所執行的措施違反指令的規定時，則確認該會

員國之自然人或法人可在訴訟中援引該指令來對抗違法的國

家機關。115即會員國國內無法完成該項指令所規定的相關條

件，則指令就可直接執行於該會員國。例如：在 Commission v 
United Kingdom116 中，英國的性別歧視法規定，對於各別家庭
受僱者與受僱勞工人數五人以下之小型事業，不受該法所規範

可以聘用特定性別之勞工。歐洲法院認為該規定非一九七六年

男女平等待遇指令第二條所謂勞動性質或條件適合特定性別

者之職業活動與訓練的範疇，故屬非法，因此執委會提出控

訴。最後英國於一九八六年修法撤銷該規定。 
但畢竟指令的效力與規則不同，指令直接適用的效力仍受

有限制，它的直接效力只及於自然人和法人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但不適用於自然人和法人相互之間的關係。 

（3）決定： 

決定與規則類似，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但兩種法律形式

在適用對象上有其相異之處，即決定的適用不包括所有會員

國，而是特定的會員國、法人以及自然人，而規則則適用於全

體會員國。 

理事會與執委會就具體事項，可以針對自然人與法人做成

決定，例如：執委會依據一九六二年第十七號卡特爾規則之規

定，對於違反羅馬條約第八十五條或第八十六條的企業所做的

決定；也可以針對會員國做出決定，例如：依據羅馬條約第九

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對於不法的國家補貼而做出之決定。117

若決定是針對特定的自然人和法人時，則與規則相同可以於會

員國內直接適用，但針對會員國所做之決定是否具有直接的效

力則有爭論。一般認為針對會員國的決定乃規定會員國應盡之

                                                 
114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三八頁。 
115 同上註。 
116 165/82 Commission v United Kingdom （Re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1983﹞ECR 

3431 
117 陳麗娟（1996），《歐洲共同體法導論》，第一七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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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要求在其內國中制定法律，才會於會員國發生效力，而

無法越過會員國直接為自然人或法人設定權利義務。但歐洲法

院採取相反的見解，認為雖然歐盟所發布的決定，有賴會員國

立法加以落實，但若權利遭受侵害之自然人或法人無法援用決

定所加諸於會員國之義務，作為請求權的依據，則決定的拘束

力將受到傷害，同時若會員國法院無法將決定視為歐盟法律的

一部份時，則決定的效力勢必減弱，118因此基於上述理由，法

院認為針對會員國的決定亦能在會員國國內直接適用。 

（4）建議和意見 

建議和意見只是歐盟機構對會員國和個人不具決定性的

看法，是屬於任意性規範，無強制拘束力，不存在有直接適用

的問題，其意義僅在於使歐盟機構獲得政治上的威望。由於建

議和意見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所以當收到建議和意見之會員

國、自然人或法人，也不產生法律上權利義務。例如：執委會

根據羅馬條約第一○二條第一項規定，對會員國在共同市場上

的競爭避免扭曲應採取適當的措施而提出建議，119目的是勸說

收到建議者採取某種具體的行動，欠缺法律強制力。而意見是

可以作為對某些事實的判定，或是為今後的訴訟程序提供理

由。120 

3、歐盟法律優先適用會員國一般法律 
根據後法優於前法的優先適用原則，歐盟法律當然優先於歐盟法 

律制定前各會員國已制定之國內法的適用，但是若會員國的法律規範

訂立於歐盟法律規範之後，當歐盟法律與其國內法律在適用上有所衝

突時，歐盟法律是否具有優先性，則具有爭議。歐洲法院認為，歐盟

法律的優先地位是源自於歐盟相關條約本身，當會員國在簽定歐盟的

相關條約時，已將部份的權力移交給歐盟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本國的主權，所以會員國不能單方面做出與根據條約內容所規範的義

務不相符合的行為，意即認為由條約而產生的法律不得為會員國之國

內法律條文所超越。121 

歐盟法律的目標是於歐盟內建立統一的法律規範，會員國不得以

國內的法律條文與之對抗。歐盟法律優先於會員國一般法律，兩者如

有衝突，不僅先於歐盟法律前所制定的會員國法無效，即使於歐盟法

                                                 
118 周德旺（1995），〈歐體勞工性別歧視之研究〉，《美歐月刊》，第十卷第十期，第一○三頁。 
119 陳麗娟（1996），《歐洲共同體法導論》，第一八二頁。 
120 參EEC條約第一六九條、第一七○條 
121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四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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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後所制定的會員國法律，也應該歸於無效，否則若歐盟法律不具

有優先地位，則任何一個會員國內之任何既存的法律或其後所制定的

法律便可使歐盟法律的規定失效，則歐盟法律便無有存在的空間了。

目前，歐盟法律優先於會員國的一般法律原則，基本上已為會員國的

法院所接受，但各國依據不同，有些國家依其該國憲法的有關規定，

有些國家則依據其最高司法機關的判例。122 

（三）歐洲法院與各會員國法院之間的關係 

歐洲法院的設立代表歐盟超國家性質的表現，歐盟的規範或政策若

無歐洲法院的監督，則無法確實的於會員國中執行，當然也無法達成條

約中所宣示的目標。根據羅馬條約第一六四條規定，歐洲法院的任務在

於確保歐盟的法律能夠被遵守。若執委會或會員國未覆行條約義務時，

則可以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甚至任何的自然人或法人對於有關歐盟法

律所賦予之權利義務關係發生糾紛時也可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而歐洲

法院有權裁決會員國、執委會、理事會所做之法律規範無效，同時歐洲

法院亦可對於依條約、歐盟機構所做之「決定」的效力有解釋權，對損

害賠償的爭端有裁決權。 

而歐洲法院與各成員國法院間的關係，可算是一種諮詢關係，當各

國法院在受理涉及歐盟法律的案件時，根據羅馬條約第二三四條預先裁

定程序（preliminary ruling procedure），賦予會員國法院針對國家法律與
歐盟法律適用的解釋問題向歐洲法院提出諮詢的機會，即先由歐洲法院

來解釋歐盟法律的問題，再由會員國法院依照解釋的結果來適用於具體

的個案上，甚至實務上亦可發現會員國法院的法官將歐洲法院的結論，

詳細陳述於判決書中。
123透過歐洲法院所做出具解釋性和指導作用的預

先裁定，可以保障歐盟法律的一致性並形成一致的司法判例。 
（四）歐盟促進兩性平等之條約與指令對英國法制的影響 

1、英國法律與歐盟法律間之關係 
英國於一九七三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於歐盟形成之後當然為其會 

員國之一，亦受歐盟的條約與法律所規範。早在一九七二年英國於加

入歐洲共同體之前，國會通過一「歐洲共同體法案」，此法案的主要

目的是在於解決當時歐體法與英國法之間的適用問題，該法案承認共

同體法可以於英國直接適用，並且認為若該法案與其它英國法律發生

衝突時，應要作出有利於該法案的解釋，此乃間接承認共同體法的優

                                                 
122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四一頁至第一四二頁。 
123 楊華鴻（2002），《歐洲共同體司法制度之研究－以歐洲法院之發展為中心》，淡江大學歐洲研
究所碩士論文，第八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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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124，同時英國上訴法院的判例也承認共同體法優先於其後制定

的英國法律。 

至於英國法院在與歐洲法院之間的關係，亦如先前所述若案件涉 

及歐盟法律時，則英國法院經常藉由預先裁定程序來諮詢歐洲法院以

尋求問題的解決方式，即使是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七年間，英國於

保守黨的政府執政下，對於歐盟的社會政策採取反對的立場，但根據

社會政策所制定之指令，英國法院於相關案件中已逐漸採用並向歐洲

法院提出諮詢。 

2、歐盟對於兩性工作平等之相關規定 

歐盟在其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已將兩性勞工在工作上的平等 

權視為重要的社會政策，經過四十多年來的努力，歐盟對於兩性工作

平等法制之建構，已逐漸發展出一套完整體系。從其發展的背景觀

之，早期是屬於經濟發展與市場競爭下之附屬品，而逐漸演進為一重

要的獨立法域。從其所揭櫫的理念來看，更是由保障兩性工作之形式

上的平等，逐漸提昇到追求實質上的平等。再從其條約、指令所規範

的內容加以觀察，則是由男女同工（同值）同酬及機會平等待遇，延

伸到對母性保護與讓受僱者得以在工作與家庭生活間平衡兼顧，而更

進一步尋求個人於職場上的尊嚴並對個人的基本人權予以保障。125歐

盟對於兩性工作平等權的保障，除了於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明白宣示

之外，亦相繼制定了相關指令，不僅將羅馬條約一一九條的內容更明

確化外，也對於除了報酬外的相關權利，有詳實的規範，特別是在婦

女勞工之有關權利上，基於本論文研究的範疇，將只就羅馬條約第一

一九條以及相關之六項指令做一介紹。 

（1）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 
一九五七年所簽定的羅馬條約，主要是為了建立歐洲共同

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以漸進方式謀求會員國間
之政治、經濟合作關係。而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有關男女同工

同酬的規定，原本用意乃在於防止「競爭規則」遭受扭曲，但

出乎意料卻成為歐盟保障女性工作者權益的濫觴。 

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共有三項條文，第一項規定：「各會

員國在第一階段期間，應確保並嗣後維持男女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原則之適用。」，第二項明定：「本條所稱
報酬，是指一般之基本或最低工資或薪資報酬，以及其他任何

                                                 
124 章鴻康（1991），《歐洲共同體法概論》，第一四七頁。 
125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
第八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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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酬勞，不論其係金錢或實物，凡勞工因僱用關係而直接或間

接自雇主領受者均屬之。」，第三項規定：「不因性別歧視之平

等給付是指：（１）計件之相同工作，應依相同之衡量單位計

酬；（２）計時之相同工作，應有相同之報酬。」。126其目的乃

防止某些會員國因婦女的工資較低，而引起不公平的競爭。 

（2）一九七五年男女同工同酬指令127（the Equal Pay Directive） 
歐盟於一九七四年通過「社會行動方案」128（Social Action 

Programs），其中對於婦女在就業保障方面，規定應儘速制定
有關男女同工同酬指令與平等待遇指令，因此於一九七五年通

過制定「同工同酬指令」，此指令主要乃將羅馬條約第一一九

條加以具體化外，同時也使各會員國在有關男女同工同酬的既

有立法上能夠彼此協調接近。本指令主要的規定如下：129 

A.所謂「同工同酬」乃指同等或同值工作，不能因性別而在報
酬上有差別待遇。 

B.使用工作分類制度（Job classification system）以決定報酬等
級時，男女勞工應採用同一標準以消除因性別而產生的歧

視。 

C.會員國應廢止違反男女同工同酬原則的法律（laws）、規則
（regulations）與行政命令（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D.對於違反同工同酬原則之集體合約（Collective a 
agreements）、薪資等級表（wage scales）、薪資合約（wage 
agreements）或個人僱用契約（individual contracts of 
employment），應宣示無效或予以修正。 
E.當勞工權益受損時，可訴諸法律行動爭取平等待遇，會員國

應保障其權益，使勞工免於因雇主採取報復手段而予以解

雇。 

（3）一九七六年男女平等待遇指令
130
（ the Equal Treatment 

Directive） 
兩性工作平等權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同工同酬，對於薪

                                                 
126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七○頁。 
127 此指令原文為Council Directive No. 75/117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128 該方案的目標包括促進歐體內充分就業與更好的就業狀況、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並促進勞

資雙方深入參與歐體經濟暨社會政策的決定。而有關婦女就業之保障規定於前二目標中。 
129 Article 1,3,4,5. of the Equal Pay Directive.  
130此指令原文為 Council Directive No.76/207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acces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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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外而與工作有關的事項，也應符合男女平等原則。雖然

歐洲法院對於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採廣義的解釋，給予當事

人週全之保障，而一九七五年的同工同酬指令更擴大保護領

域到同值同酬，但其範圍也僅限於薪資報酬上，對於其他基

於性別因素之工作場所的歧視情形並未包括其中131，故歐盟另

於一九七六年制定「男女平等待遇指令」。其主要內容歸納如

下：132 

A.所謂男女平等待遇意指男女勞工於就業機會（access to 
employment）、升遷（promotion）、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和工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s）等方面，不因性
別差異而有直接或間接之歧視，特別是基於婚姻或家庭身份

上之差別待遇。 

B.平等待遇原則的適用，包括雇主於員工的招募、甄選、晉用、

升遷、工作條件等方面，不得因性別的理由而予以差別待遇。 

C.會員國的法律、規則、行政命令若有違反平等待遇原則，則

應被廢止。 

D.在集體合約、個人僱用契約、企業的內部規定（internal rules 
of undertakings）或私人公司的管理規則（rules governing the 
independent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s）中，若違反平等原
則應宣布無效或予以修正。 

E.權利遭受侵害之勞工，可求助於有關當局，無效後則可向其

本國法院提出訴訟；而會員國也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其勞

工不因此而遭雇主解雇。 

F.特別對於婦女給予有關懷孕及生產的保護，並要除去現存不

平等而推展促進平等機會措施；允許會員國對於某些僅適合

特別性別的「職業活動」給予差別待遇。
133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該指令有些已經不符合現況或無法滿

足現實需要，因此歐盟執委會針對該指令提出修正而於二○○

二年通過新指令，134內容包括首度明定性騷擾為性別歧視的一

                                                 
131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七四頁 
132 Article 1-4 of the Equal Treatment Directive. 
133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七四頁至地七
七五頁。 

134 該指令原文Directive 2002/7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September 
2002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76/207/EE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acces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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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要求各會員國成立專責機構以加強保護因遭受歧視提起告

訴之勞工；各會員國對於限制女性從事特定工作必須提出說

明；婦女於懷孕期間或分娩後應給予特別保護，並認可其在育

嬰假屆滿後重返原職之權利。 

（4）一九九二年懷孕受僱者指令135（Pregnancy Work Directive） 
本指令之制定是因一九八九年歐盟執委會通過社會行動

方案後，根據羅馬條約第一一八ａ條有關勞工安全衛生條款之

規定，而提出保障懷孕婦女免於工作場所遭受職業災害，並賦

予女性勞工至少有十四週以上的全薪產假，針對此點，英國採

反對的立場，認為十四週的全薪產假將造成雇主的生產成本增

加，而影響雇主僱用女性勞工的意願。136本指令將懷孕的受僱

者若視為容易遭受侵害的群體，必須給予特別的保護，其主要

內容如下：137 

A.雇主對於有危害懷孕婦女之危險性活動與工作場所，應採取

必要之措施，以避免危害發生，使其有安全衛生之環境。 

B.會員國應確保懷孕婦女不得在懷孕期間或生產後一段時間

內從事夜間工作。 

C.懷孕婦女有產前檢查之帶薪休假，以及實際生產前後至少兩

週強制申請之實際產假，婦女亦可選擇十四週的產假。 

D.保障懷孕婦女自懷孕起至產假期間屆滿為止，免於被雇主所

解雇。除非各會員國之相關立法所允許或雇主有合理的解雇

理由，但必需以書面表明其正當性。同時會員國也必須採取

必要措施以保障被非法解雇的懷孕女性員工。 

（5）一九九六年育嬰假指令
138（Directive on Parental Leave） 

早在一九八三年，歐盟執委會曾草擬一項有關親職休假及

家庭因素事假指令的提案，但卻遭受英國政府的反對139，使執

委會對此提案無法實現，直到一九九五年執委員根據馬斯垂克

條約所賦予之權利，積極推動家庭照護休假，並透過代表資方

立場之歐洲產業及雇主聯盟（UNICE）、代表資方公益立場的

                                                 
135 此指令原文為Council Directive No. 92/85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improvements 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of pregnant workers and workers who have recently 
given birth or are breast-feedings. 

136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八○頁。 
137 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八○頁至第七
八一頁。 

138 此指令原文為 Council Directive No. 96/34 on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parental leave. 
139 焦興鎧（2002），〈歐洲聯盟家庭照護休假制度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四期，第一
○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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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公共參與企業中心（CEEP）及代表勞方立場的歐洲工會
組織聯盟（ETUC），進行有關家庭休假照護制度的協商而終
至制定此指令140，其主要內容如下：141 

A.不論男性或女性之受僱者，得因為嬰兒出生或收養而享有至

少三個月之育嬰假直到八歲之前。 

B.各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保障申請育嬰假的受僱者不因此

而被解雇。 

C.當育嬰假結束後，受僱者有權返回原來相同的工作，如果不

可能時，則回復與原僱用契約或僱用關係之相當或相似的工

作。 

D.受僱者於育嬰假期間所既有的權利或將獲得之權利，必須繼

續持續至育嬰假結束為止。 

E.若受僱者遇有家庭成員因疾病或意外的不可抗力之緊急狀

況下，也可以申請休假以照顧家庭。 

（6）一九九七年性別歧視案件之舉証責任分配指令142（Directive 
on Burden of roof in Cases of Sex Discrimination） 
根據本指令第四條第一項所揭示之意，各會員國在其國內

的司法審判系統下，當有涉及違反平等待遇原則的訴訟，若原

告能推定確有直接或間接歧視的事實時，則由被告來負起舉責

任。此舉証責任的轉換，較能保障受害人（尤其是女性）得到

司法救濟，畢竟在勞資關系中勞方較屬弱勢，往往在能力、資

源不足的情況下，無法提出有效証據時遭致敗訴，故以此指令

來維護勞方權益並加諸責任予資方。本指令的主要內容如下：
143 

A.所謂平等待遇原則，即不可基於因性別因素而有直接或 
間接的歧視。 

B.對於似乎是中立的規定、標準或慣例，若有較高的比例 

是針對某一性別成員為不利的條件時，則為一種間接歧視，

除非可以証明這些規定、標準或慣例是基於客觀因素，而與

性別無關。 

C.本指令適用範圍包括羅馬條約第一一九條、第７５／１ 

                                                 
140 焦興鎧（2002），〈歐洲聯盟家庭照護休假制度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一○八頁。 
141 Clause 2,3 of the Parental Leave Directive. 
142 此指令原文為 Council Directive No. 97/80 on the burden of proof in cases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 
143 Article 2,3,4 of the Burden of Roof in Case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 Directive. 



 62

１７號關於兩性同工同酬指令、第７６／２０７號關於男女

平等待遇指令、第９２／８５條關於懷孕受僱者指令與第９

６／３４號育嬰假指令。對於公部門或私部門關於民事或行

政程序若涉及前述指令時也有其適用，但庭外的自願性程序

（out-of-court procedures of a voluntary nature）與刑事程序排
除在外。 

（7）一九九八年部分工時指令144（Directive on Part-Time Work） 
此指令制訂的目的是要排除對部分工時勞工的歧視，並改 

善此類工作的品質，同時使自願部分工時的發展無阻礙，藉 
以考量雇主與受僱者的需求而彈性安排工作時間。145主要內容 
包括 ：146 
A.本指令所適用的勞工乃指有僱用契約、法律明訂具僱用關係
者，集體合約或依會員國慣例為部分工時勞工者。 

B.部分工時勞工是指受僱者的一般工作時間少於作為比較的
全職受僱者之正常工作時間。 

C.「可比較的全職受僱者」是指與部分工時勞工同一商業機構
有相同的僱用契約或僱用關係，並從事相同或類似的工作

者。若同一商業機構無可供比較之全職者，則可援用可適用

的集體合約，若仍無時則根據國內法、集體合約或相關慣例

來做比較。 
D.有關僱用條件上，不可因為是部分工時勞工而受到較全職勞
工為不利益之對待，除非能證明為不利益對待乃基於客觀存

在的理由。 
 
雖然聯合國與國際勞工組織皆積極推動女性勞工在職場上權益的保障，但對 

會員國來說如果公約未經該國批准，它在該國就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而建議書則

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即使會員國不承認該公約時，則無類似歐盟的歐洲法院有可

提出權利救濟的司法機關。而歐洲聯盟屬一超國家組織有獨立的行政、立法、司

法機關，所制訂之條約、法律直接間接都有其拘束力。而英國是歐盟一員，在促

進職場上兩性平權的法制上，深受前述歐盟條約與指令的影響，故本論文於其後

論述英國相關法制時，將再就其內容做進一步說明。  

 
                                                 
144 此指令原文為 Council Directive 97/81 concerning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part-time work. 
145 參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季刊》，第七八八頁與

Clause 1 of the Directive on Part-Time Work. 
146 Clause 2,3,4 of the Directive on Part-Tim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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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立法淵源 

一、我國婦女勞動參與現況 

台灣地區近四十年來受到政治發展、經濟成長、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    

的改變，使產業型態產生重大的變革，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間，此時

期為工業化的前期，生產制度以農業為主，而政府於一九五二年開始推動四

年經濟建設計畫以提高農工業生產，其政策為「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帶

動農業」。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一年間為工業化時期，以勞力密集性的出口

工業為主，其生產制度是工廠加工製造業。而一九八二年後，是屬後工業化

時期，產業結構是以服務業為主。147此產業類型的變遷促使企業對勞動力的

需求增加，也造就婦女進入職場工作的機會，加上教育的普及化，使女性可

接受高等教育，於專業知識與技能上的成長，已能與男性並駕齊驅。因此女

性開始追求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不論是單身、離婚、甚至是喪偶之婦女，為

維持自己生活所需，皆紛紛投入職場；縱使是已婚的婦女，為兼顧家庭與生

計，也可能從事部份工時的職業，因此雙薪家庭已在台灣家庭中日趨普遍。 

基於上述原因，台灣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人數，有急劇增加的趨勢，從

一九六七年至二○○三年間，女性勞動參與率148（以下簡稱勞參率）由百分

之三十三點七二逐年上升為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四，足足成長將近約十三個百

分點，但與男性比較之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在一九六○

年代後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大致皆維持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九

間，但從統計表上所示，其勞參率乃逐年下降，至一九九九年時則已降為百

分之六十九點九三，到二○○三年則僅僅為百分之六十七點六九。兩相對照

之下可發現，女性的動參率雖比男性為低，但卻持續成長中，反之男性的勞

參率卻逐年遞減（見表 2-2）。事實上，在統計女性的勞參率上，因一般婦

女所從事之工作，如家庭代工、褓母、家事經理人等未列入一般典型就業人

口之就業型態
149，故有可能低估了婦女之勞參率。 

 

 

 

 

                                                 
147 巖祥鸞（1996），〈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分化的解析 1951~1994〉，《勞資關係論叢》，第五期，第

一五五頁。 
148 勞動參與率=勞動力/15歲以上民間人口（勞動力＋非勞動力）。 
149 郭玲惠（2003），〈婦女就業與經濟〉，《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第三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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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我國勞動參與率               單位﹪ 

項目別 1967年 1971年 1976年 1981年1986年1991年1996年2001年 2002年 2003年

總計 57.47 57.07 57.47 57.82 60.37 59.11 58.44 57.23 57.34 57.34

男性 80.89 78.35 77.09 76.78 75.15 73.80 71.13 68.47 68.22 67.69

女性 33.72 35.37 37.56 38.76 45.51 44.39 45.76 46.10 46.59 47.1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若從年齡別來觀察女性的勞參率，從一九七八到二○○三年間，女性在

十五至二十四歲間之勞參率，由百分之五十點七八反而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

點七六，下降約十四點○二個百分點之多，其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十五歲至

十九歲的青少年，因其升學意願提高，就學年限大幅延長，而導致勞參率下

降，若僅從二十歲到二十四歲的女性勞參率觀之，則上升約一點五一個百分

點，而二十五歲到四十四歲間則由百分之四十點九○升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五

五，提高了二十六點六五個百分點；至於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則由百分之

二十七點○七上升到百分之四一點三一，成長約十四點二四百分點；六十五

歲以上則由原先百分之二點四七上升至百分之四點○一，提高有一點五四個

百分點（見表2-3）。由上述統計數字可知，女性勞參率最高的一個階段是

二十五歲至四十四歲間，其勞參率的成長也是最多，同時該年齡層的婦女剛

好是面對家庭與事業雙重需求最必要的時候，且對整體經濟的成長占有相當

的貢獻。150 

 

表2-3：我國女性勞參率年齡別            單位：﹪ 

項目別 1978年 1981年 1986年 1991年 1996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5~19歲 45.83 41.25 35.16 23.45 18.00 13.24 12.62 11.65
15~24歲 50.78 49.65 50.44 43.93 38.25 37.21 37.59 36.76

20~24歲 56.13 58.34 64.93 63.63 60.82 59.08 59.23 57.64

25~44歲 40.90 41.27 53.91 56.06 61.60 65.31 66.33 67.55

45~64歲 27.07 28.46 36.20 35.54 39.04 39.47 39.91 41.31

65歲以上 2.47 1.86 3.89 4.12 3.98 3.52 3.78 4.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就教育別來觀察，女性勞參率歷年來均以「專科及以上」者為最高，「高

中（職）」次之，「國中及以下」程度者最低，顯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之意願

與教育程度成正比。就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間觀察，「國中及以下」程

度者之勞參率從百分之三十七點一三降至百分之三十二點六四，減少了四點

                                                 
150 郭玲惠（2003），〈婦女就業與經濟〉，《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第三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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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個百分點，而「大專以上」程度者，則從百分之五十三點七九上升至百

分之六十一點九五，增加了八點一六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女性勞動力不僅是

量的增加，素質方面亦同樣提升（見表2-4）。 

 

表2-4：我國女性勞參率教育別               單位﹪ 

項目別 1978年 1981年 1986年 1991年 1996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國中及以下 37.13 35.85 41.81 38.12 36.24 33.14 32.77 32.64 
高中（職） 43.64 43.90 50.04 50.39 51.40 52.14 52.81 53.42 

大專以上 53.79 53.91 59.47 60.01 63.45 62.41 62.14 61.9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在女性的就業概況中，可以從女性行業分佈與職業分佈來觀察之。在行

業分佈上，就整體觀察，女性就業者由一九七八年的二○四八千人增為二○

○三年的三九九四千人，而從占就業者之比率觀察，則由百分之三十二點八

七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一點七二。從二○○三年的資料顯示，女性以從事服務

業居多，達百分之二十八點三七，而從事工業及農、林、漁、牧業分別為百

分之十一點二九與百分之二點○六。若再從單一行業細觀之，女性在從事「住

宿及餐飲業」上佔百分之三點五○、「金融及保險業」佔百分之二點三一、「教

育服務業」佔百分之三點五七、「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佔百分之二

點一二，均高於男性之百分之二點六二、百分之一點六一、百分之一點七八

及百分之○點九一。其餘行業則以男性比率較高，其中又以「農業」與「營

造業」最為明顯151，此乃顯示女性投入戶外及重體力者較少。 

而從職業別來觀察時，女性就業者從事之工作與男性有顯著差異，仍以

二○○三年觀察之152，女性以從事「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所佔的比例最

多，約百分之十點五一，其次為「生產及有關工人、機器設備操作工及體力

工」，佔百分之八點九一、再其次為「事務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八點五三。

其中以「事務工作人員」與「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的比例高於男性，而

「專業人員」則男女比例相當，但在「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方

面，男性以百分之三點七五遠超女性的百分之○點七一，而在「農、林、漁、

牧工作人員」與「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上男性也多

於女性，因此種種數據顯示，女性較多從事中階層、助理性、服務性工作。 

事實上從最近幾年女性就業者之職業整體觀察時，可以發現女性從事

                                                 
151 參閱行政院主計處（200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台北：行
政院主計處），第四十八頁至第六十五頁。 

152 參閱行政院主計處（200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第六十八
頁至第七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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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工作人員」、「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所佔

就業比率是逐年下跌，而其它職業之比率是上升，所以可預見職業隔離的現

象已逐漸獲得改善。 

 

二、我國職場上兩性不平等之情況 

台灣職場中兩性不平等的情形，存在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過去被視為是

理所當然而未遭受質疑，其主要原因大致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受父權社會結

構的影響，因為父權意識型態對於女性的傳統偏見，加深職場中的性別刻板

印象，使女性侷限於某些特定職業類別及職位，形成所謂「職業隔離」的現

象進而限制女性勞動力的發揮空間。再者是女性生理上的先天限制，如女性

天賦的生育機能，使女性在面臨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時，常被迫選擇出職場。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做之調查，有將近四成女性會因為結婚而離職，並以「準

備生育」為其主因，而在已婚婦女中則有四分之一會因生育子女而離職，以

便能照顧子女，可見婚育的因素使女性在就業上受到限制，也使僱主對女性

勞工存有偏見，而有「禁婚條款」、「禁孕條款」之規定，甚至不提供女性升

遷與訓練機會。茲將就台灣婦女在職場中所面臨的歧視概況分述如下。 

（一）招募歧視 

招募歧視是許多女性在進入就業市場時，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困

境。從報紙的徵才廣告中，不難看出多民營企業在招募人才時，經常存

有特定的性別偏好，譬如「行政人員限女性」、「工程師限男性」等字眼。

根據調查，招募「主管經理人員」、「佐理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這

三種職務類型，有六成五以上甚至七成是以招募男性為主；而「秘書」、

「會計出納」、「服務人員」這三項，則有六成八甚至八成八是限女性
153
，

顯示女性在求職過程中，通常受社會刻板的職業性別隔離所影響，而只

能從事性別隔離最明顯的職業，如秘書、會計、文書、行政、護士、百

貨專櫃等工作。此種在招募、雇用條件上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作法，在

先進國家早已認定為違法行為但台灣卻比比皆是。 

至於公部門在考試用人上，更是公然的於招生簡章中刊有招募歧視

的內容，有的是刻意壓低女性錄取名額，有的則直接剝奪女性報考的權

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以往政府外交特考錄取名額的性別限制，在招考

階段即已限制性別比例，其所採之理由竟是「男性外派較容易」、「駐外

太辛苦」或「女性不適合漂洋過海工作」等似是而非的藉口，事實上此

為性別歧視的一種語言。此外一九九九年交通部郵政總局所舉辦的郵務

                                                 
153 楊茹憶（1998.5），〈姊姊妹妹求職五大困擾－職場性別歧視〉，《網氏女性電子報》，第六期。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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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特考中，也有類似狀況，招考簡章內容明文錄取五百名郵務士，卻吸

引了三萬多人報考，競爭激烈，但卻僅規劃開放大台北地區、板新區及

桃園縣市等四十一個名額供女性報考，而郵政總局的解釋，是因郵務士

工作皆屬外勤任務，必須搬運粗重郵件，夜間也必須投遞，偏遠地區對

女性較危險，工作辛苦，因此為了保護女性，才會對女性錄取名額予以

限制。此種以「保護女性」為名，卻以「工作歧視」為實，來剝奪女性

平等工作權益，實無法令人接受。154此種公部門帶頭示範結果，導致女

性就業更為困難。 

任何工作的招募，應以專業與能力為招募條件，如果是以搬重物為

工作內容時，則只有強健體能可適任該工作，那就必須以體能標準做為

錄取條件，而非已預設立場，認為女性體能必不如男性而排除女性錄取

機會。因此在爭取男女工作平等時，應給予女性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不要受限於性別刻板印像，而預設立場歧視女性。155 

（二）同工不同酬 

當女性通過招募過程進入職場後，又面臨男女同工不同酬歧視。所

謂「同工不同酬」是指男女勞工從事相同的工作卻獲得不同的經濟報

酬。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二○○二年之「人力運用調查」顯示，二○○○

年女性受雇者的平均薪資只佔男性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九，二○○一年則

為百分之七十四點六。從台灣的兩性職業分布與其性別薪資比例發現，

性別薪資差距最大者乃屬男性化職業，例如二○○一年從事農林漁牧業

之女性收入為男性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七，而在女性就業比例較少的職

業，包括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的薪資性別比例差距最少，但其

薪資亦僅為擔任同職位男性薪資的八成多。而以女性佔有三分之二的服

務業來看，其女性的薪資收入卻也是同樣從事服務業男性薪資收入的百

分之六十四點五。
156 

而上述現象的形成，職業隔離也許可以解釋性別薪資差距的部分原

因，但卻無法說明兩性的工作相同卻獲得不同報酬的「同工不同酬」現

象。事實上，兩性薪資之差別待遇主要是源自於父權意識與資本主義的

社會結構，如男性負責養家活口，以致工作場所充斥「男性為主的家庭

薪資意識型態」，所以男性的薪資高於女性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社會

                                                 
154 王如玄（1999.11），〈又見性別招募歧視－還我工作權，儘速通過男女工作平等法〉，《律師雜
誌》，第二四二期，第四頁。 

155 王如玄（1999.11），〈又見性別招募歧視－還我工作權，儘速通過男女工作平等法〉，《律師雜
誌》，第四頁。 

156 吳嘉麗、尤美女、沈美真、紀欣、蘇芊玲、張玨編著（2003.1），《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台
北：國立空中大學，第二版），第一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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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57也因如此，女性往往被分派到低階瑣碎的事務，次要工作、無

發展性的職務，而一輩子領取較少的薪水。所以唯有打破「父權意識」

與女性勞動力不值錢的觀念，才能落實同工同酬的原則。 

（三）考績、升遷、職業訓練歧視 

女性就業後，對於考績、升遷、職業訓練、福利措施上，往往遭受

不公平的待遇，雇主經常以女性員工結婚之後，勢將懷孕、生產、育兒，

致無法全心投入工作，而不願意提供進修或在職訓練的機會予以女性，

且在職位的拔擢上也趨向男性，致使私人企業的主管以男性較多，而政

府部門亦如是。 

回顧過去三十年來，女性公務員所佔之比例逐年增加，但在考績與

升遷的比例上卻呈現性別偏差。截至一九九七年底，全國公務員共六十

二萬五千人，其中女性佔百分之四十點四，在薦任與委任職等中，女性

分別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九及百分之三十五，但在高階的簡任職中則僅佔

百分之十點六，可見女性公務員在職場中升遷較為困難，主要原因是女

性分務員不是高資格低錄用，就是年資較淺、中途離職者較多而導致升

遷不易。158 

此外，女性公務員有請產假之權利，但請產假時則該年考績考列乙

等，請育嬰假則全年無考績，請事假帶小孩看病也會影響考績，因此對

女性公務員升遷多少受有影響，此乃公務體系在請假制度的建立上忽略

女性公務的苦衷，未能實現兩性工作平等。 

（四）單身及禁孕條款 

在台灣，單身及禁孕條款普遍存在於民間企業中，尤其以銀行與信

用合作社最為盛行。一九九四年爆發陽明山信用合作社要求女性員工簽

訂一旦結婚或懷孕即應自行辭職的違法契約，遭開九張罰單，引起社會

各界對「單身、禁孕條款」的關注。事實上，類似的案件已履見不鮮，

根據一九九五年九月成立之「台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所處理申訴

狀況為例，至一九九九年底為止，共接獲三十四件懷孕申訴案件，為各

申訴案件之首，而被認定懷孕歧視成立的只有十三件。159 

我國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五條與就業服務法第四條明文規定禁止雇

主有懷孕歧視之惡行，並賦予懷孕婦女有權要求雇主於懷孕期間內改調

較輕易的工作，但因罰則過輕而效果不彰，致使禁孕條款仍舊存在，但

                                                 
157 嚴祥鸞（1999.11），〈她們的真正平等工作權－同工同酬到同值同酬的意義〉，《律師雜誌》，第
二四二期，第六十二頁。 

158 梁雙蓮、顧燕翎（1995），《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台北：時報出版社），第一○一
頁至第一○六頁。 

159 吳嘉麗、尤美女、沈美真、紀欣、蘇芊玲、張玨編著（2003.1），《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第
一三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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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已非赤裸裸地以明文約定，而是將條款潛藏於公司的內規中。例如

以一年一聘的方式處理或以各種藉口要求懷孕婦女留職停薪；刻意增加

工作量並以調薪、打壓考績等手法，使其不堪負荷而自動請辭。更有於

孕婦開始請產假時，雇主直接告知於產假過後無需復職，甚至逕行解

僱。僱主之所以會有該作為，主要是認為女性一旦結婚之後，將以家庭

為重而無法全心工作，而懷孕婦女工作能力較差、又會請產假，增加人

事經費的支出，故用隱微的手段排斥懷孕的女性員工。 

（五）職場性騷擾 

女性於職場上除要遭受前述之不公平對待外，還可能面對來自男性

上司、同事或與業務相關客戶之性騷擾，造成女性就業者的痛苦。工作

場所中的性騷擾問題被重視，是因其非單純的基於性別差異所產生的現

象，最重要還是反映兩性在工作場所中權力的不平等。一般常見的職場

性騷擾大致可分為四種160，1、性的交換：即上司要求女性職員以「性」

來交換職位升遷。2、敵意的工作環境：在工作環境中，不限於直接的

身體接觸而是以明示或暗示的語言、圖書、影片、或手勢動作等方式使

女性職員難堪。3、性的徇私：即他人利用「性」來獲取較高的待遇或

職務，而認真工作者因此不被重用。4、客戶的性騷擾。不論何種形式

的性騷擾，都帶給受害者莫大的傷害。 

根據行政院勞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所公佈「婦女就業狀況調查」之

資料顯示，女性勞工於工作場所曾遭遇性騷擾事件者佔百分之七點九，

而事業單位對加害人採取懲戒措施者，僅占百分之十七點七，無採取任

何懲戒措施者，則占百分之七十三點四，足見女性勞工的權益與尊嚴未

能受到充分保障。同年台北市上班族協會所做之「台北市上班族工作與

生活問卷調查報告」中，受訪之男性與女性約各有百分之七點五與百分

之十六點二認為工作場所偶爾發生性騷擾，百分之一點七的男性與百分

之零點九的女性則認為經常發生。一九九九年陽明大學護理學院針對二

百五十四位台北榮總護士做一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受訪者抱怨

於醫療行為過程中遭到男病患性騷擾，其中更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五是屬

於肢體碰觸性質，其他尚有言詞騷擾與評論、非言語之性暴露等。而二

○○○年台北市上班族協會公佈約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七五之女性空服

員，表示經常或偶爾發生性騷擾，男性空服員也有百分之二十六點零九

表示偶爾發生，顯見該職業為遭受性騷擾之「高危險群」。161因此由以

上調查之數據資料顯示我國職場性騷擾問題之嚴重。 

                                                 
160 楊茹憶（1999.4），〈職場中的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福利社會》，第七十一卷，第二十五頁。 
161 焦興鎧（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中性騷擾相關條款之解析〉，《律師雜誌》，第二七一期，
第四十頁至第四十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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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期遭受性騷擾的女性員工，多怕遭人誤解或苦於投訴無門、不

願聲張，但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因有愈來愈多不甘遭受性騷擾之女性

挺身而出，加上大眾傳媒的揭露報導，致使「職場性騷擾」的問題受到

社會所重視。如：華航女空服員遭航警醫師性騷擾、台大醫院開刀房護

士遭骨科醫生性騷擾、調查局女秘書遭其官員強暴，七海旅行社女職員

被主管性騷擾、台北高院職員開黃腔事件等。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未實施

前，由於法律規範之不足，遭受性騷擾之受害人大多無法取得合理的解

決與補償，加上社會對女性遭受性騷擾有既存偏見，除強烈的肢體性騷

擾所可能留下抓痕、體液或其他外傷外，大多數「性」的交換或循私的

騷擾事件很少得有人証，致使受害人提不出有力的証據而反成誣告者。

一九九八年台北地院針對七海旅行社女職員控告男副總經理一案，以

「性騷擾侵害身體權」為由，判決該名主管賠償十萬元，創下國內首件

性騷擾判賠案件。之後台灣高等法院通譯於辦公室對女同事開黃腔，除

依刑法「公然侮辱罪」定罪外，亦被判決民事賠償二十萬元。這些案件

皆是以職場性騷擾無法源依據之情形下，法院以刑法判決加害者有罪再

依民法判賠，但法院卻無法限制男上司在其「性要求」遭拒絕後，運用

權勢製造敵意的工作環境，使受害者恐懼不敢上班，繼而以其考績不佳

或業績差而予以解雇。162 

三、一般勞動法關於女性工作者保護之規定 

我國憲法對於男女平等的宣示、工作權利的保障，甚至更進一步保護女

性工作者，皆有明文的規定。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不分男女、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憲法所保障的男女平權，而第十五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第一五二條：「人民具

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之規定是對全體人民工作權利

的保障。此外，在對女性勞工的特別保護，是規定於第一五三條中「婦女兒

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一五六條也

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

利政策」。而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更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以上所述乃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但要落實憲法所保障的內容，須透過位

階次於憲法的「法律」，制定相關維護並保障女性勞工權益的法規，若法律

對女性勞工的保護規定不足時，亦無法實現男女工作平等。 

                                                 
162 吳嘉麗、尤美女、沈美真、紀欣、蘇芊玲、張玨編著（2003.1），《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第
一四二頁至第一四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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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一般勞動法規中，對於女性勞工保護的規定做一整理介紹，並評

述其缺失。163 

（一）同工同酬 

勞動基準法 

              第二十五條   (性別歧視之禁止)  
                  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同、效率相

同者，給付同等之工資。 

工廠法 

              第二十四條   (同工同酬) 
                男女作同等之工作，而其效力相同者，應給同等之工資。 

原以為根據此二條文的規定，「男女平等原則」已經受到法律上的

保障，也就是只要女性從事與男性勞工相同之工作，則依法將有相同之

工資，但事實上女性勞工只能獲得男性勞工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之酬

勞，且雇主絕少直接以「性別」而為差別待遇，而以「工作並不相同」

為藉口，限制女性勞工不得從事某些工作或僅能從事某工作，來進行「職

業隔離」，以達間接歧視的目的。164且此二法律均將該條文列在工資章

節中，並未列於總則章，是否僅僅只是禁止「工資」上的差別待遇，對

於其他的差別待遇，如招募、僱用、配置考績、升遷、職業訓練、福利

措施、退休、終止勞動契約等之不平等的對待，則未有明文規定。但如

果雇主違反規定時，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科處罰鍰，此處罰太輕且無法

牽生嚇阻作用。 

（二）女工深夜工作之禁止 

勞動基準法 

第四十九條   (女工深夜工作之禁止及其例外)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

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       

工宿舍。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 

                                                 
163 參見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1999），〈體檢現行法律規範救濟  男女工作平等有待新法〉，
《1999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手冊》（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第二十六頁至三十三  

頁。 
164 郭玲惠（1998.1），〈男女工作平等權與女性勞工權益之保障〉，《勞工行政》，第一一七期，第
三十八頁至第三十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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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工廠法 

       第十三條   (女工工作時間之限制) 
           女工不得在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工廠   

具備左列條件，於取得工會或工人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一、實施晝夜三班制。 

二、安全衛生設施完善。 

三、備有女工宿舍或有交通工具接送。 

前項但書規定，於妊娠及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三）女性加班時間之限制 

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二條   (雇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制及程序)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

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

作時間延長之。 

勞基法與工廠法制定該禁止規定，主要考量女性身體構造與生理機

能與男性不同，或認為女性夜間工作安全堪慮，故需有較高的保護為

由，而加以限制之。但此等限制結果，究竟是真得保護女性或反形成女

性在職場上就業的障礙，甚至有認為對男性勞工不公，違反平等待遇原

則，已引起相當多的質疑。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夜間工作公約為例，自一

九九○年已改採中立的保護措施，不再單獨對女性給予特別保護，因為

夜間工作與加班所生之危險，對男女而言並無差異。 

此外，在條文中雖表示保護女性，但其發動權仍在雇主，雇主決定

女性勞工是否應夜間工作或延長工時，而女性勞工的實際意願、身體及

家庭狀況，似乎無法受到考慮和保障，致使條文失去原本保障女性勞工

的本意。
165
 

（四）產假及工資 

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條   (分娩或流產之產假及工資) 
女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 

以上流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 

前項女工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 

給；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給。 

                                                 
165 郭玲惠（1998.1），〈男女工作平等權與女性勞工權益之保障〉，《勞工行政》，第四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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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法 

               第三十七條   (女工產假及工資發給) 
                   女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共八星期，其入廠工作六個月以 

上者，假期內工資照給；不足六個月者，減半發給。 

（五）妊娠其間得請求改調較輕易工作 

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一條   (妊娠期間得請求改調較輕易工作) 
                  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 

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因為僅對勞基法適用之行業如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

造業、營造業、水電煤氣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大眾傳播業與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始有適用166，其他非勞基法內所規範的行業

之受僱者，則無法予以保護。且無生理假與陪產假之規定，同時對於改

調較輕易之工作，必須確實有較輕易之工作始可調動，否則雇主可拒絕

之。 

（六）哺乳期間之給予 

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二條   (哺乳時間) 
                  子女未滿一歲須女工親自哺乳者，於第三十五條規定之休息 

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 

度。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因哺乳是指在事業單位內的哺育設施中為之，若企業、公司行號未

設有哺乳設施，則根本無法提供母親哺育幼兒之目的。 

（七）女工不得從事繁重及危險的工作 

工廠法 

第七條 (童工、女工工作項目之限制) 

          童工及女工，不得從事左列各種工作： 

        一、處理有爆發性、引火性或有毒質之物品。 

        二、有塵埃、粉末或有毒氣體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危險部份之掃除、上油、 

檢查、修理及上卸皮帶、繩索等事。 

        四、高壓電線之銜接。 

        五、已溶礦物或礦滓之處理。 

                                                 
166 參閱勞動基準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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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鍋爐之燒火。 

        七、其他有害風紀或有危險性之工作。 

              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二十一條   (女工工作之限制) 
            雇主不得使女工從事左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坑內工作。 

          二、從事鉛、汞、鉻、砷、黃磷、氯氣、氰化氫、苯                   

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散布有害輻射線場所之工作。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前項第五款之工作對不具生育能力之女工不適用之。 

          第一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工作，於女工從事管理、研究或搶救災害   

者，不適用之。 

由於科技的進步，某些工作女性或已可藉由機器的操作完成任務而

不再對女性造成危害；同時醫學發達，已証明過去部分禁止女性所從事

之工作，事實上對男女勞工都會造成傷害。因此這些保護女性的規定，

也有必要加以檢討修正，以符合兩性平等的要求。 

（八）就業機會平等之保障 

就業服務法 

第四條 (接受就業服務之規定) 

           國民具有工作能力者，接受就業服務一律平等。 

第五條 (國民就業機會之保障)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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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籍貫、性別、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

以歧視。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違反求職人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    

他證明文件。 

三、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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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派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   

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該條雖明文禁止性別就業歧視，立意雖好但處罰金額限制在新台幣

三十萬元至一百五十萬元之罰鍰。167如民國八十四年陽明山信用合作社

所制定的單身條款，導致九名女性員工被迫離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即

依本條規定處陽信新台幣二十七萬元最高罰鍰，其結果仍無法改變陽信

的決定。168 

（九）促進負擔家計婦女就業計劃 

就業服務法 

       第二十四條   (促進自願就業人員就業之計畫) 
                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

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一、負擔家計婦女。 

二、中高齡者。 

三、身心障礙者。 

四、原住民。 

五、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十）婦女再就業職業訓練之辦理 

就業服務法 

       第二十六條   (婦女再就業之輔導) 
                   主管機關為輔導因妊娠、分娩或育兒而離職之婦女再就業， 

應視實際需要，辦理職業訓練。 

該法這二條內容僅是對主管機關的訓示規定。但真正能促進女性就

業之福利，如育嬰假、育嬰期間彈性調配工作、托兒設備、家庭照顧假

等，這些可使女性勞工不因婚姻關係或家庭責任，遭受直接或間接歧

視，並克服因家庭責任在職場上所造成的限制，而與男性勞工享有平等

待遇之規定，似乎付諸闕如。 

（十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設立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認定就業歧視，得邀請相關政府 

                                                 
167 參閱就業服務法第六十五條。 
168 最初就業服務法規定僅科處新台幣參千元至參萬元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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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 

評議委員會。 

根據該施行細則之規定，當時各縣市皆依規定設立就評會，但似乎

都未能發揮功能，少有案件進入就評會中審議。 

除此之外，工作場所之性騷擾也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歧視樣態，不論是違

反女性意願之性騷擾或以發生性行為作為陞遷、給予其他福利的條件，皆使

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的地位更為艱辛。169當時一般勞動法規對於職場性騷擾問

題並未予以特別規範，只能依一般民法、刑法之規定，對於加害人予以處罰，

並請求賠償，但訴訟上的舉證困難與耗時常使受害女性害怕採取法律救濟途

徑，且也無法要求雇主負起責任，以保護女性勞工。 

鑑於以上所述，一般勞動法規對男女工作平等權的保障規定，過於零散

且不足，無法發揮社會期待的功能。因此需要特別制定一法規來確實落實男

女兩性工作上的平權，給予女性立足點的機會平等，以實現社會正義，所以

「男女工作平等法」的制定因應而生。   

  

四、兩性工作平等法之制定 

雖然憲法上揭示男女平等，確保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之工作權及生存

權，且女性在勞動參與率上亦逐年提升顯示婦女投入就業市場的人數增加，

但太多數女性所從事之工作仍然侷限於傳統行業及各行業中最基層工作，甚

至在報酬上僅為男性五至七成。且早期女性因結婚、生育而被迫辭職的情況

為社會所常見，另外在招募、升遷、解僱等方面上也有性別歧視現象，此反

映出女性在就業市場上遭受到程度不等的差別待遇，可是當時的女性也只能

逆來順受，礙於顏面與社會環境甚少有出面指控或申訴，即使要申訴也投訴

無門。因此為健全我國勞動市場，確保兩性享有工作平等之權，排除女性的

就業障礙，創造婦女的公平就業機會，進而促進經濟成長及社會繁榮，以貫

徹憲法保護母性的精神，實有特別立法保障女性工作權之必要，因此特將我

國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緣起與經過分述如下。170 

（一）緣起： 

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八月間，在國父紀念館與高雄市立文化

中心，女性員工在招考時即與館方切結約定，只要年滿三十歲或是結

婚、懷孕就應自動辭職。此「單身條款」、「禁孕條款」在當年是相當普

遍，只是這次事件女性員工願意集體出面申訴。在六個婦女團體──婦

                                                 
169 郭玲惠（1998.1），〈男女工作平等權與女性勞工權益之保障〉，《勞工行政》，第三十九頁。 
170 參見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1999），〈男女工作平等法之立法沿革〉，《1999催生男女工作
平等法手冊》，第七頁至第十四頁。 



 77

女新知雜誌社171、新環境主婦聯盟、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婦

女展業中心、進步婦女聯盟、晚晴協會的聲援下，要求此二單位廢止不

合理的規定，甚至要教育部下令所有文化機構廢除「單身條款」之不合

合理規定，並呼籲社會正視婦女於職場上所遭受之不公平待遇。然而在

婦女團體聲援過程中，發現當時國內的法律中，並無可規範此類性別歧

視的相關法令，因此婦女新知基金會便召集幾位律師，經過資料的搜

集、研究、討論過程，並翻譯歐美、日等國家有關男女工作平權的立法

特色，並兼顧我國的社會現況，著手研擬出一部「男女工作平等法」。 

（二）經過： 

婦女新知基金會於一九八九年三月首次召開公聽會徵求各方意見

並接受學者專家建議而修正其內容，並於同年向傳播媒體公布，並聯合

其他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一九九○年不僅再將草案作第二

次修正並二度召開公聽會，於會後第三次修正，同年經三十九位立法委

員共同連署而提案送交立法院，正式進入立法程序。該年立委吳德美與

謝美惠亦分別根據「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之內容，分別擬「男女僱用

機會均等法草案」及「婦女福利法草案」送立法院。 

一九九一年立法院之內政、司法聯席委員會第一次召開會議審查

「男女工作平等法」，通過大體討論，並決議下次審查會進入逐條討論，

同時有立委提出增訂「工作職場性騷擾」條文，使男女工作平等法更為

週延，但因企業界之反彈，致使第二次審查會淪為公聽會，未能實質進

行逐條討論。一九九三年的聯席會第三次會議進行逐條審查，但因行政

院並未提出相對版本而遭致立委杯葛而擱置，僅通過「男女工作平等法」

之法案名稱。 

在行政院方面，因勞委會認為本國「憲法」、「勞動基準法」、以及

當時正於研擬中之「就業服務法」，其中已有禁止性別歧視的相關條文，

實無須有研擬新法之必要，以避免有重覆立法之嫌。故直到一九九四年

始研訂出「兩性工作法草案」，並於同年送行政院審議，但該案於隔年

二月遭行政院退回。而先前遭立法院擱置之民間版「男女工作平等法」，

於一九九五年由葉菊蘭委員再度將之排進委員會審議，但仍遭致杯葛。

當時社會對於職場性騷擾也開始關注，故婦女新知基金會為配合社會環

境的改變，而著手修正職場性騷擾的規定，以求其更為週延，才有第五

修正版本的產生。 

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葉委員再次將該草案排入議程審查，因仍缺行

政院的版本，故再次失敗，但會中決議要求行政院於三個月內提出相對

                                                 
171 婦女新知基金會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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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版本。同年十月內政、司法聯席委員會再次審查草案，通過了「男女

工作平等法」第一條，並附帶決議行政院應於十二月前將相對草案送立

法院，可惜行政院仍未能依其決議。直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行政院院

會終於審議通過，提出「兩性勞工工作平等法草案」，但該案最初僅規

劃適用於一般勞工，並未將軍公教人員納入規範，而政府部門的招募歧

視盛行，以致引起婦女團體抗議，於同年三月六日改為「兩性工作平等

法草案」，擴大其適用範圍，並於四月六日送入立法院審議。而在民間

版部分，婦女新知基金會亦於同年三月八日結合了粉領聯盟、女工團結

生產線、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等婦女團體，共同發起「３８女人前進立法院」陳情活動，將修

正後之第六版「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送入立法院，經立委共同連署之。 

最後經過婦女團體與立法委員不斷協商溝通，綜合新知版與行政院

版本之優點，「兩性工作平等法」終於於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

立法院三讀通過，而行政院又於隔年三月六日通過該法施行細則及「兩

性工作平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兩性工作平等訴訟法律扶助辦法」、

「育嬰皆職停薪實施辦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等辦法。以配合

該法的實行。該法從一九九○年經婦女團體提出「男女工作平等法」草

案，歷經十一年之努力與波折，終於在二○○一年十二月於立法院通過

「兩性工作平等法」，隔年三月八日開始實行，為求更為明確知悉其歷

程將其經過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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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兩性工作平等法制定經過 

時    間 歷                 程 

1987年8月 國父紀念館與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爆發「單身條款」、「禁孕條款」事件。

1989年 婦女新知基金會召開公聽會並修正「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 

1990年2月 婦女新知基金會作第二次修正。 

1990年3月 婦女新知基金會再召開公聽會作第三次修正，後經立委連署送立法

院。 

1991年 立法院之內政、司法聯席委員會第一次召開會議審查「男女工作平等

法」。 

1994年 勞委會訂出「兩性工作法草案」送行政院審議，但隔年二月遭行政院

退回。 

1995年 婦女新知基金會為配合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著手修正職場性騷的規

定，產生第五修正版本 

1999年 行政院院會終於提出「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修正第六版「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送入立法院，

經立委共同連署之。 

2001年 立法院三讀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2年 三月八日開始實行「兩性工作平等法」。 

製表：作者整理 

 

五、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角色 
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內容共分七章四十條，第二十六條至第四十條是屬於

行政救濟、申訴與罰則、附則的規定，其實質條文內容概括規定：各級主管

機關設立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婦女就業之需要編

列經費，辦理各種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

置托兒、托老及相關福利措施，以促進兩性工作平等；性別歧視之禁止規定；

性騷擾防制條款；生理假、陪產假與哺乳時間的規定；僱用三十人以上之事

業單位，勞工可請育嬰留職停薪、育嬰彈性工時及家庭照顧假；僱用二百五

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提供托兒服務；協助及獎助因婚育離職者再就業之

規定。該法制定是為落實憲法所保障之兩性平等與母性保護的基本精神，維

護兩性工作和諧，排除婦女就業障礙、創造婦女就業機會，進而激勵女性投

入勞動市場，以兩性經濟平等為起點，創造一個兩性實質平等與真正和諧的

現代社會。而其角色在於：172 

（一）導航「男女工作平等制度」之建立 

                                                 
172 郭玲惠（2000.4），〈女性勞動政策與法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九期，第五十二
頁至第五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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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肯定家務勞動之價值 
傳統社會皆認為家務勞動屬於「無償性」的工作，從事家務不僅

無法取得報酬外，即使協助配偶工作上之行為，亦無法要求酬勞。而

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從事家務的一方又多為女性，因此女性在經

濟上無法獨立自主，致使其於家中的地位低落，甚至忽略了女性本身

應有的勞動價值，導致對女性在職場上之勞動價值有間接歧視，而產

生「同工不同酬」、「同值不同酬」的現象。因此建立「家務有給制」

可以肯定婦女於家庭中之工作價值，進一步建立職場上客觀的薪資結

構，以求實現男女薪資「同值同酬」。 
2、歧視措施的改善 

              我國勞動市場因性別歧視而導致的職業隔離或其他不利益之對 
待，並無積極的措施來改善，為落實兩性工作平權的理念，消弭歧視 
的措施，在促進男女工作平等的過程中，有必要以法律規範各事業單 
位僱用女性的最低比例，與管理階層（主管、經理）的性別比例，藉 
由「婦女比例原則」使女性勞工較與其具有相同資格、能力之男性， 
有較優之工作機會，以彌補女性長期工作機會被剝奪的困境。 
3、完備的福利制度與保險制度 
女性常因家庭因素而導致就業中斷，而再重新投入勞動市場時亦

面臨許多困境，因此法律應建立部分工時制度，使女性可依其工作與

家庭兼顧之需求，彈性調配工時。同時女性勞工因懷孕、流產及育嬰

托兒等情形應增設津貼補助的規定，將婦女因懷孕生產及育嬰托兒所

產生之風險與福利需求，由國家的福利制度來保障。 
（二）設置專責機構以落實男女工作平等 

           「徒法不足以自行」，為落實兩性工作平權理念，應設有專責機構，
針對案件的特殊性，由被動的接受申訴進而主動的調查與輔導，避免歧

視行為的持續發生，過去的「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功能不彰，因此有

必要將其組織法制化，使其具實質功能。 
（三）規劃適切的就業歧視救濟途徑 
       「有權利就有救濟」，女性勞工於職場上所受到的就業歧視，因歧視
行為的樣態不同，法律應依其樣態規劃適切的救濟途徑，以確保女性勞

工的權益。在兩性工作平等的爭議事件中，勞方明顯的居於弱勢，故將

舉證責任由原告的義務轉換為雇主的義務，藉以實現社會正義並扶助弱

小。 
（四）立法上不可忽略之處 

1、擴大兩性工作平等法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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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場所已經不再侷限於工廠，已擴及至

事業單位、公司、機構、甚至行政部門，即由私人企業、公營事業至

政府組織，皆屬「工作」範疇。所以公務人員亦應納入兩性工作平等

法適用的一部份，非僅限於勞動基準法之女性勞工。 
2、兼顧禁止規定與促進女性就業的措施 
禁止規定乃為最後制裁手段，藉以消除歧視行為的發生，同時為

促進女性就業，必須排除婦女就業的障礙，建立「部分工時」制度，

給予女性勞工生理假、產假，男女勞工之育嬰休假、家庭照顧假，鼓

勵企業設置托兒設施等，以降低婦女因家庭因素所產生歧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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