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女力時代

改寫全球社會面貌的女性新興階級



女性新興階級崛起《女力時代》觀後感

壹、前言

    相較於一八○二年時的珍‧奧斯汀（Jane Austen）對於自

身命運的掌控能力極度受限，現代女性跳脫傳統「男主外、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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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既定框架，蛻變為勞動力市場的一份子，甚至成為當中的

領導菁英打造出一番事業，這是十九世紀的前輩們難以想像及

參與的光景。

   「小妹要認真念書，將來才能找個好工作擁有好前途」，相信

是許多人從小聽到大的長輩叮嚀，但卻鮮少人知道，原來現在

我們習以為常的女性接受教育，並在學成後能擁有一份工作，

對於十九世紀的前輩而言是多麼的遙不可及。歷史中，女性多數

無法接受教育，即便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社會也未給

予她們工作的選擇權，倘若幸運得從事有酬勞之工作，婚姻通

常意味著事業的終止，隨著孩子的出生，一切更是自動且通常

永久的結束。直到約三、四十年前，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教育歷

經轉型、工作機會的出現以及家庭結構和價值觀的轉變，這一切

終於改變了女性的生涯展望及命運。本書作者 Alison Wolf 藉由

深入研究搭配大量數據圖表分析予以佐證，並對多位現代女性

菁英進行訪談，帶領我們一窺女性是如何滲透到這個世界的菁

英圈子，並且逐漸改寫全球的社會面貌。

貳、本書重點歸納

一、女性浪潮席捲全球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即便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

社會仍有著女性三 K黨：「帶孩子、進廚房、上教堂」，社會把女

性緊緊得綁在家庭空間，並且如餵食鴉片般得灌輸這些是提供

無事可做的女性一個社會角色，天經地義得認為傳統女性本該

以此為終生事業。這些傳統不合理的思維終在一九七○年代加速

改變，高學歷的女性不再從事各式無酬無薪的社會服務，因為

多了其他的機會。現今，傳統已婚女性即永久告別職場的世界已

悄悄得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多數已婚女性仍回歸到職場工作。各

地的女性離開洗碗槽、走出家門，進入曾為男性所獨佔的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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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男性共同從事專業工作，如銀行家、管理顧問、律師、醫生、

經理人、分析師、科學家等，甚至角逐主管菁英寶座，在其中取

得社交生活，並且經濟獨立、財務自主。從事高學歷專業工作、高

薪且成功的女強人數量急遽攀升，在二○一二年時，全球已約

有七千萬女性倚靠自身實力躋身「中上階層」，從前那些傳統女

性所生活的世界，現今已經被更為平等且更能接納女性成就與

抱負的世界所取代，對今日絕大多數年輕女性而言，身為女性

不再是她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相對於先前歷史中的傳統女性，

身為女人這點，不會決定她們的命運，本書作者 Alison Wolf 更

是呼籲，女性應該要把自己認為要賺很多錢、要在職場上出人頭

地的執著視為一種意識形態。

二、女性階級如何崛起

（一）菁英教育敞開門戶

    教育替女性打開世界的大門，提供了通往上層的快速

道路，現今世界各地，大量湧進高等學府的女性即將超越男性，

      研究調查 1990 年代的美國，從前清一色為男性的頂尖

大學，現在女性學生已佔據半數以上。這些擁有高等教育文憑的

菁英女性現已自成一個階級，擁有高收入、受人尊敬的專業的職

業，愈來愈像與她們共事的成功男性。

（二）價值觀念不斷改變

   相較於傳統社會將女性牢牢得綁在家裡，今日的世界

對於女性成為菁英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讓女性接受高

等教育，讓女性走出家庭出外就業，使就業市場中的女

性由「性別特例」轉變為一種習慣，且基於人人平等的觀

念深植人心，開放女性參政的權利，造就柴契爾夫人為

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且係二十世紀英國任期最長的首相以

及德國第一位女總理梅克爾等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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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孕藥的問世

   在從前的世界中，有多數的國家，墮胎是違法的，即

便是現今開放的社會，仍有相當多的國家基於道德因素

仍未將其合法化。絕大多數之現代人難以想像，每一次性

行為皆要想盡辦法如何避孕所帶來的龐大壓力，效果不

彰的避孕方式，更是伴隨著極高的感染、不孕甚至死亡的

風險，這是當代的每位女性都必須面對的世界。然而，避

孕藥的發明改變了一切，世界進入懷孕由女性所掌控的

世界，女性可以享受性生活而無需擔心懷孕產子，她們

可以認真替自己規劃職業生涯，專心而無壓力的投入職

場。

（四）光鮮亮麗的外表是一種本錢

          現代女性要與男性同處於相同的環境下在工作方面

競爭，不論你的性別為何，精力、人脈、腦袋、毅力，皆為

一較高下之條件，然而，事實上，外表亦是競爭的利器

之一，而且其重要性不分男女皆然，因人類皆受美好事

物所吸引，還會在相當不自覺的情況之下，將正面特質

歸給好看的人。一項透過勞動市場的資料顯示，人們的觀

感確實會轉化成具體的優、劣勢，外貌確實擁有驚人且廣

泛深遠的影響。本書所談及的外貌並不僅止於五官，身高、

體重等外型，乃至行為所表現與投射出來的形象，是否

流露魅力及吸引力，皆會決定關鍵的第一印象，造就你

的命運。

三、挑戰－困難的抉擇

             數十年前的世界，丈夫負責外出工作養家，而妻子則待在

家裡打理家務，歷史上，不論在任何時期，從事有酬工作女性

人數皆遠低於男性，然而，現今社會隨著廣大的女性走入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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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自己的專業及事業懷抱著強烈的企圖心，不同以往為

了婚姻而告別職場，取而代之的是結婚產子後迅速回歸職場，

甚至為了事業而晚婚、延後生子的比例日益提高且蔚為社會趨

勢。作者 Alison Wolf 在書中做了一項假設，若一位女性獲得了

一份人人稱羨的工作機會，為此必須搬家到遙遠但是環境非常

棒的外地、工作高薪、富有挑戰性、且係在培養優秀員工成為公

司高階主管，如此種種極具誘惑力的條件，她是否該接受這項

工作？這是每位菁英女性必經的困難抉擇，拒絕這份工作，即

是將升遷拔擢的高級門票拋諸於外，然而若點頭接受，升職後，

可以想見的是日日都得加班到深夜，投入家庭的時間將大為減

少，甚至為人母的機率將變得非常低。一九七○年代末期，距

今四十多年前，多數人無想像三十歲後才生第一胎係屬正常觀

念，反觀現今社會男女皆然，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少生小孩，

若一名三十五歲的女性在醫院生產，對多數人而言，實為稀鬆

平常之事，因為有更多的是基於一連串對事業的追求與婚戀關

係的考量而打定主意延後生子或索性不生孩子的大學畢業男女，

然而，他們相信現代醫學往往無所不能且能創造奇蹟，因而忽

略了人體自然的生理時鐘，隨著年齡增長，懷孕的風險也相對

的提高，女性在超過三十五歲以後，生育能力將快速地下降，

造成往後高齡生產的風險以及提高不孕的機率，全球學界最頂

尖的生育力及受孕專家倫敦國王學院的教授 Peter Braude指出：

「人在年輕的時候很難好好設想未來。…事情都是一樣的，等有

了好工作，變成銀行主管，等我擁有…就可以好好想成家的

事。」 並且透露許多擁有大事業的人向他諮詢，她們賺了很多

錢，完成了許多她們真心想做的事，終於事時候想成家了，但

無論她們多努力，孩子就是不來，「這種事無法花錢了事，無

法用買的」Peter Braude說，一語到盡對此ㄧ現象的憂心。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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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掌難以同時兼得，橫在專業男、女性之間的家庭與事業的困

難抉擇，恐怕永遠沒有正確答案。

  四、女性的天堂？

           作者以北歐為例，向讀者說明這世界上是否真有女性的

天堂。北歐各國愛好和平、提倡人人平等、經濟繁榮而且擁有領

先全球的社會制度，處處確保女性能夠獲得機會，他們甚至向

可能阻止女性升遷的「玻璃天花板」宣戰，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

董事會成員，女性比例必須達三成，以上種種係為全世界與他

們自己眼中性別平等的標竿。然而，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北

歐平等主義福利國的勞動市場卻是性別隔離程度最高的地方，

市場裡提供提供女性從事和男性一樣的專業工作，但也有幾乎

全由女性或男性從事的低薪工作，這在所有已開發國家的每一

個角落皆是如此，然而，在北歐從事高薪和低薪工作的人口比

例之間的鴻溝，甚至比其他國家更大、更明顯。作者把就業市場

比喻為金字塔，金字塔頂端那就薪資及教育程度而言排名前五

分之一的勞動人士，如專業人士、經理人及主管等，在此ㄧ區

塊中，絕大多數的高學歷菁英女性和成功的菁英男性共同工作，

女性像男性，男性像女性，兩者相似度極高。然而，占金字塔

絕大多數的中底層，也就是其他五分之四的人之中的女性，仍

舊在清一色女性世界中工作及生活，意即女性身處於非常女性

的工作環境中，集中在以女性為主的職業裡。原來在現今社會

的運作中，較高的職業相對於較為低階的行業，反而較無性別

隔離。在全球就業金字塔中底層的五分之四人群，絕大多數女

性仍涉及極度傳統女性職業，例如照顧孩童、病人與老人等曾

是所有女性在自己家中所做的事，最後我們發現，原來，即便

是如此先進的社會中，仍是大多數的男性焊接工及汽車技師，

主要仍是由女性請育嬰假，照護家中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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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讀後感

一、從歐美世界到亞洲

       席捲全球的女性浪潮，在亞洲的許多國家中出現爆炸性

的「女性王朝」，作者 Alison Wolf 在書中舉了二○一二年的多

個例子來彰顯這種參政機會均等的女性王朝在亞洲明顯活躍：

   （一）孟加拉現任總理謝赫‧哈西娜。

   （二）印度目前的執政黨國大黨黨主席 Sonia Gandhi。

   （三）泰國總理 Yingluck Shinawatra。

   （四）緬甸最突出的政治人物翁山蘇姬，在二○一二年帶領

自身的政黨在下議院選舉中取得勝利。

   （五）南韓在二○一二年產生首任女總統朴槿惠，也是東亞

首位民選女性國家元首。  

另外在 2015年 10月尼泊爾也選出史上第一位女總統班達里

（Bidhya Devi Bhandari）且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

均有出身知名政治世家且皆贏的社會各階層不分男女選票支

持的重要女性官員。全球女性受惠於普世價值觀念的流行，

今日白手起家的女性增多，而且大多數白手起家的女億萬富

翁是中國人！現今中國十大富翁之一，玖龍造紙有限公司董

事長張茵女士，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成立廢紙回收事業，

2006年時其家族財富總值高達 270億元人民幣，係美國最富

有的白手起家女性歐普拉（Oprah Winfrey）的兩倍，「在任

何商業交易中，重點不是性別，而是你應該如何運用腦袋致

勝。」張茵跟CNN特派記者如此分享道。另一位中國最大冷氣製

造商珠海格力集團董事長及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兼暢銷書作家的董明珠女士，則是在中國南方經濟正在起

步時，為人母的她，將兒子安頓好之後，便獨自一人前往當

地的一間小型國營企業從市銷售工作，開始她專業且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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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最終她讓原先不起眼的小公司上市，並且脫胎換骨成

為全球企業。從這些振奮人心的例子之中，我們看見了女性

地位大幅的提升，不同以往只能被禁錮於家庭之中，現代女

性走出廚房與家庭，與男性一樣能捲起袖子進入就業市場工

作，再也無須依附於某人而生活，再也不是婚姻中的犧牲品，

女性可已經濟獨立，可以財務自主，更重要的是，可以做自

己的主人，聽從自己的內心行事，再也無須被既定的框架限

制住專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  

 

二、我國現況分析

    就在 2016 年的今日，我們臺灣迎來了史上第一位女性總

統蔡英文，更是近代華人世界中的首位女性領導人，且係亞

洲現任領袖中的第 4 位女性，在全球則是第 19 位女性領導人，

對於我國女性的參政權利又邁向了歷史上的新篇章。我國致

力於保障性別平等的觀念，於我國憲法第七條即展露無遺，

近年來更隨著社會觀念的更迭、女性意識的抬頭以及國內婦

女團體多年的努力耕耘之下，終在民國九十一年通過了國內

首部促進職場兩性平等的法律－「兩性工作平等法」（現為「性

別工作平等法」），以及接續通過實施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讓尊重女性、性別平等議題不再只是口號及標語，而是彰顯於

法條之中，成為一種強制規定，拒絕任何對女性的不友善以及

各種不當的歧視，將性別平權真正落實於法治社會之中，並希

望藉由法律能杜絕許多企業行號，打著性別平等的口號雇用優

秀女性，卻在她們結婚生子後，以各式理由百般刁難將其置於

復職之外。另為提供女性工作者更友善的工作環境，避免其遭

遇惡意的歧視、不當的騷擾甚至是遭遇了玻璃天花板卻求訴無

門，此由政府機關帶頭做起，於機關內部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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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合計 政務人員 簡任 薦任 合計 政務人員 簡任 薦任

    1,220     1,019              2        278        739        201               -          35        166

       501        381              2        139        240        120               -          30          90

首    長            9            9              1            8             -             -               -             -             -

副 首 長          18          16              1          15             -            2               -            2             -

主任秘書            9            8               -            8             -            1               -            1             -

單位主管、副主管        165        135               -        108          27          30               -          27            3

科 組 長        300        213               -             -        213          87               -             -          87

       719        638               -        139        499          81               -            5          76

首    長          34          32               -          28            4            2               -            2             -

副 首 長          40          38               -          27          11            2               -            2             -

主任秘書          24          22               -          21            1            2               -             -            2

單位主管、副主管        621        546               -          63        483          75               -            1          74

內政部所屬二級機關

主管別
總計

總             計

內政部及所屬一級機關

表5-10  內政部暨所屬機關各級主管性別概況
         民國103年底

男  性 女  性

內政部暨所屬機關

或性別工作平等小組等專責單位，針對機關所制訂的政策，從

性別平等的觀點予以考核、監督及協助妥善規劃，若遇有騷擾

案件發生，機關內部另將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是性別平等

調查小組，針對整個事件予以妥善處理。

     然而，這樣真的足夠了嗎？在這些看似完美的規劃背後，

隱藏的是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職業女性在生產完後請育嬰假，

遭到企業拒絕的新聞案件仍時有所聞；菁英女性在工作中凡事

盡心盡力付出、學經歷豐富、應對進退得體、危機處理能力表現

亮眼，卻遭公司以各式理由阻擋升遷，最根本原因只因為她們

是女性；多名隸屬於某市政府的女性員工，於辦公環境中遭受

男性主管不當的言語以及肢體碰觸進行騷擾，女性員工不堪其

擾，卻礙於各種因素不敢向機關內部的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申訴

…這一切事件仍層出不窮！這不單只是電視台播送的一則新聞，

而是真真實實每天發生在你我之間的事實，即便是性別平權意

識的抬頭的今天，社會中仍存在許多對女性十分不友善的環境

及制度，導致許多傳統以男性為主的工作，至今其組成仍是以

男性為多數，以 103 年內政部暨所屬機關各級主管性別概況資

料為例，即可得知男性主管人數明顯多於女性主管，

  圖1 內政部暨所屬機關各級主管性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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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事處。

     綜上即可得知，要達成實質上的性別平等，絕非單靠法律手

段

      即可改善，因這涉及的面向實在過於廣泛，因此，如何促使

相關政策的制定與社會運動之間相輔相成，或許才是真正務

實的作法。

肆、結語

「想要事業成功，就讓性別成為妳的資產而非負債。」鳳凰

衛視資訊台副台長兼首席主播吳小莉女士如是說，每個人都

可以創造品牌，而世界上最好的品牌就是自己，身為廣大

女性朋友中的一份子，筆者認為隨著社會價值通念的更迭，

即便尚未有「女性的天堂」存在於這世界上，但是女性靠著自

我意志的抬頭、伴隨菁英教育而來的機會、就業市場的開放以

及憑藉自身的努力，仍可在頂層菁英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

如同人力管理業者 Caliper一項針對資深副總裁以上企業女

主管的特質調查發現，「女強人們」行事果決、野心勃勃、有同

理心、自我力量強大、精力充沛且具備高抗壓性，然而仔細一

看便會發現，上述這些特質顯然與性別無直接相關，而是身

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理應具備的條件，身為「女性」終將不再

是束縛及弱勢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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