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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PR估計，如果女性的工作受到重視，表現
不亞於男性，女性有同樣的教育程度和經驗，
領取薪酬與男性一樣，婦女的貧困將減半。



嚴祥鸞教授

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哲學（社會學）博士

現職：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

 考試院專技高考、特考典試委員

 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

 考選部、經濟部，國防部、及空軍司令部性別平等小組委員

 台北市政府顧問、台北市政府原民會委員暨女權會委員、暨秘書處、
觀傳局性別平等小組委員;桃園市婦權會委員

 宜蘭縣婦權會委員;基隆市婦權會委員

經歷：1.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主任暨所長

 2.臺北市政府專任顧問

 3.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4.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勞工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

專長領域：研究方法、法律社會學、勞工政策和社會政策、性別和族群



President-John-F-Kennedy-signs-the-Equal-
Pay-Act-for-women-into-law  June 10,1963



Scalia: Constitution does not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美國女性大約是所有員工的一半，擁有大學學歷的工作者
的一半，大約2/3是有孩子的家庭，他們是共同養家者或
主要的經濟支柱。
然而，持續的他們薪資比男性少。無論性別薪資差距係基
於年，週或小時，職業內或跨職業的計算，女性的平均收
入比男性低。
依據近幾十年，縮小性別薪資差距的進展，繼續以同樣的
步伐，直到2058，男女才會達到同工同酬
（ Hess等， 2015）。

婦女的薪資關係她們家庭的經濟福祉





國際勞工組織 1998 年基本原則和工作權的宣言(ILO's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1998)的核心價值，包括1951 (No. 100)的同工同酬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8年111號的「就業
和職業歧視公約(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此與縮小性別薪資差距
(gender wage gap) 相關，是促進性別工作平等的關
鍵，也是國際貿易協定簽署性別影響評估的焦點。
台灣2014年CEDAW第二次國家報告總結建議第26點，
「政府收集不同性別、技術程度、部門、職業、年齡
及族群的薪資比較資料，制定具特定目標的具體措施
和實施機制來解決薪資差距和其他無法實現同值同酬
的障礙。」即建議政府建立性別職業隔離資料，檢視
性別薪資差距，促進同工同酬。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NO:12100:P12100_ILO_CODE:C100: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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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車子可以7.9折?女性薪資是男性的79%!



性別平等?形式/ 實質平等

性別平等與家庭生活（家務分工、親子關係、無酬勞動）

性別平等與法律（繼承、婚姻、子女教養權及姓氏、財產權）

職場上的性別議題（同工同酬 、同值同酬、玻璃天花板效應、
不當的權力運用--性騷擾、霸凌、暴力）

習俗&文化中的性別議題（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勞動部2/26/2015公佈，2014年我國女性平均時
薪較男性少15％，女性需要比男性再工作55天，
才能達到和男性一整年薪資一樣，今年同酬日
為2月24日，較去年2月28日前進四天，代表我
國兩性薪資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2012年同酬日定在3月5日
BPW，南韓2011年同酬日為5月21日。
2013年同酬日定在3月2日
2014年同酬日定在2月28日

台灣同工同酬?



 CEDAW 5, 13, 15 & 16 1994修正「民法親屬篇」

 家暴；以及歧視態度 CEDAW 5 & 16, GR 19

 1997「性侵害防治法」

 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2005「性騷擾防治法」

 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如，參與決策或政治代表性
CEDAW 7 GR 23

 1999增修「憲法1/4性別比例參政保障」

 CEDAW 11 - 2002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2008更
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CEDAW 10 - 2004「性別平等教育法」

台灣性別主流化與CEDAW



台灣

性別平等就業政策之法制規範，「同工同酬或
同值同酬」為勞動基準法25條、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10條。「性別歧視」為勞動基準法第25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2條、就業服務法第5
條。「懷孕歧視之禁止」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1、24、25條。「性騷擾之禁止」性別工作平
等法及其施行細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性騷擾防治法。「
家庭照顧假」為性別工作平等法、育嬰留職停
薪實施辦法、勞工請假規則。



台灣

特別是台灣的「同工同酬或同值同酬」規定，
在維基百科「同工同酬」與美國、澳洲以及加
拿大，並列為進步國家政策。美中不足，不平
等案例，太灣也有一例。同時，台灣對「懷孕
歧視之禁止」和「性騷擾之禁止」，不但有禁
止規定，還不遺於力。其中，懷孕歧視是所有
歧視的第一名，與少子女化問題，形成矛盾衝
突的困境。(嚴祥鸞，2016)。



性別薪資差距的基本事實

美國

1980和1990年代的男女薪資差距顯著縮小，過
去十年沒有進一步提昇。 2014年，所有職業
全年全職工作的女性薪資是男性的78..6% 。
這代表21.4％ 約$ 10,800的收入，是最常見的
性別薪資差距計算方式。



女性為主專業的薪資差距

 不管女性在女性為主的職業工作，或男人為主，或者男
和女混合職業，他們的薪資都低於男性。

 20個最常見的女性的職業和20個最常見男性的職業，
“財務經理”的面臨最大的性別差異：2014年全職工作
女性平均週薪是男性的67.4 ％;“零售銷售人員'的性別
薪資差異為70.3 ％（IWPR  ，2015） 。

 教育和護理，擁有強大工會力量的專業化的職業，女性
的收入仍低於男性：中小學女性教師平均週薪是男性的
87.2 ％，而女性的註冊護士的薪資則是男性的90.4 ％（

IWPR  ，2015） 。



教育和薪資差距

 教育程度可提高薪資，但它並不能消除男女薪資差距
。對於男性和女性，擁有高教育程度者的薪資都比較
高。有高中證書或無的女性的平均週薪為$538，相較
於女性有些大專學歷是$667 ，具有學士學位者是$962
，或研究生或專業學位則是 $1,192 。然而，男女薪資
差距存在於教育的各個層級，女性有研究所學歷者的
性別薪資差距最大為73％，週薪比男性約少$ 450 。



少數族群婦女的薪資差距

 西班牙裔和黑人女性的薪資比白人和亞裔女性和男性
要低得多。 2014年，西班牙裔女性和男性最大週薪平
均薪資差距是61%，西班牙裔女性週新是$ 548，白人
男性是$897 。相同的，非裔女性，平均週薪$ 611，是
白人男性的68％。亞裔女性的薪資差距小些是94 ％
($841)和白人女性則是82％($734)( Hegewisch, Ellis, and 
Hartmann, 2015)。種族和族群的薪資差異部分反應亞裔
和白人女性的教育程度較高，相較於非裔和西班裔女
性。然而，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不能消除男女之間的
薪資差異。2013年，亞裔女性有大學學歷的平均週薪
為$ 1,157 ，白人女性為$980，非裔女性為$900 ，並為
西班牙裔女性則為$865 。



年齡和薪資差距

女性的薪資在職業生涯開始時是接近她們的男性同行，
但薪資差距隨時間增加。25至34歲，全職女性的平均
週薪是男性的90％左右(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5)。隨著女性年齡的增長，差距越來越明顯： 35到
44歲之間女性的薪資是男性的81 ％，而45至54歲之間
的女性薪資是男性的77％ ，而女性55-64歲則是男性的
76.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5)。性別薪資差
距擴大的時期恰好對應於女性的家庭育兒和照顧的責
任是最大的時期。



男女薪資差距的原因

 歧視

 職業隔離和低估女性的工作

 低的最低薪資

 女性照顧責任



性別薪資差距的後果

(一)貧窮

性別薪資差距是婦女的高貧窮率的主要因素。
2014年， 16％的女性生活在貧困，男性則是
13％(U.S. Census Bureau 2016b)。



性別薪資差距的後果

(二)一輩子收入損失

性別薪資差距也對女性的終生薪資累積效應。全國婦女
法律中心（2014A）估計，典型的女性全年全職工作，
終其一生差距$464,320薪資損失。在實際收入損失就更
大了，因為女性是不太可能從事全職工作，每年他們
的工作生活，像男性般，有可能花一些時間從事兼職
工作或離開有給就業一段時間，以提高子女或照顧家
人。比較所有的男性和女性（不僅是那些全職工作）
一項研究發現，有15年間女性薪資不超過男性的38％

(Rose and Hartmann, 2004)。



性別薪資差距的後果

(三)退休薪資差距

降低一生的收入，不同的工作模式相結合，會轉化為退
休後的收入差距。 2011年，65歲及以上婦女獲得的年
均社會安全金$10,418比男性的$13,234 少 (Fischer and 
Hayes 2013)。更少女性(29%)比男性(46%)領到養老金，
當他們可以領養老金，給付通常比男性低：女性平均
每年的養老金收入$9600，只有男性57％（$ 16,800）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2014)）



性別薪資差距的後果

(四)對雙薪家庭的影響

薪酬差距對依賴父母雙方的收入家庭的經濟安全顯著的
影響。過去的四十年，家庭都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女性
的貢獻。已婚的母親是誰是主要的或共同養家糊口的
比例（那些帶回家，至少其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從
1967年的28％，2010年達到64％(Boushey, 2014)。婦女
的收入是雙薪家庭低收入尤其重要：2011年，在收入
分配中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70％妻子的的薪資和她
們的丈夫一樣多或更多，相較於最高五分之一家庭夫
婦的，只有33％（Boushey，2014）。





性別薪資差距的後果

(五)單親母親家戶

性別薪資差距影響單親母親家戶的860萬個家庭特別顯著
。 2013年，女戶主家庭的平均家庭總收入僅為
$23,726(U.S. Census Bureau 2014)。過去五十年，單親母
親戶主家庭增加很多：18歲以下子女的婦女為戶主的
家庭的比例從1963年8 ％到2013年已是25％(U.S. Census 
Bureau, 2014a)。單親母親的兒童有45.8 ％生活在貧困中
(DeNavas and Proctor, 2014) 。低薪資是性別薪資差距的
結果使單親母親更難為，無法為他的家人和自己提供
經濟保障。





縮小性別薪資差距

 薪酬透明度

 增加反歧視法律的執行

 解決婦女集中低薪女性為主工作的相關措施

 提高最低工資

 支持女性加入工會

 改善工作家庭支持



加強同酬法(Equal Pay Laws)

2009年 的The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是奧巴馬總統簽
署第一項法律，代表邁進同工同酬的重要一步。這項
立法澄清，薪酬歧視發生於每一個女性收到一個歧視
性的薪資支票，不限於當雇主首次決定歧視性的工資
時，她每次收到薪資支票後，給她180天可以投訴的平
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AAUW 2014年）。



加強同酬法(Equal Pay Laws)

 然而，the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沒有解決她歧視案
的核心問題之一，她的雇主禁止員工討論他們的薪資
。The Paycheck Fairness Act將使雇主報復誰與其他同事
討論他們的薪資的員工違法;這也將增加對薪資數據收
集和澄清同工不同酬的“正當的商業理由”，並對那
些違反民權法案第七章就業歧視的理賠，提供同工同
酬法案補救措施。雖然眾議院2009年通過the Paycheck 
Fairness Act，2012年參議院否決。該法在第114次國會
，重新提出（ Congress.gov，2016 ）



處理女性在高薪和男性為主職業的低比例

 許多計劃和政策介入有助於擴大婦女在科技和商業貿
易的機會（例如，建築，管道，運輸交通） ，以及在
科學，技術，電腦和數學的工作。卡爾 · 珀金斯職業技
術教育法(the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1984年由聯邦政府授權，1998年重新
批准，該法案旨在提高美國技術教育的質量，以促進
經濟 。2006年8月12日布希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因此，
重新啟動帕金斯職業和技術教育促進法，提供給未被
充分代表的群體，諸如，婦女和女性訓練培訓機會，
加強國家的責任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usg=ALkJrhjd9TIYl53i16LdNi0Mb0IaQq5BLA


提高最低薪資

提高最低薪資標準是朝向縮小的薪資差距的關鍵步驟。
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包括公平最低工資法和最
低工資公平法(The Fair Minimum Wage Act and the 
Minimum Wage Fairness Act,)，2016年將增加聯邦最低工
資標準為每小時$10.10 ，而且靠小費薪資的最低工資
標準逐步提高到最低的70％。從該法有利於女性，這
樣的措施會有超過15萬婦女增加工資，1/3是工作的母
親。



支持女性加入工會

 婦女參與工會組織也有助於縮小工資差距（(Anderson, 
Hegewisch, and Hayes 2015)。平均而言，相似的工作，
婦女是工會成員或代表的薪資，比非工會成員高約13
％（或約$ 2.50小時）。有工會組織的婦女也比非工會
的同行，享有雇主提供的養老金計劃和健康保險。多
數女性的職業，如護理和兒童照顧，如果有工會組織
，可以縮小這些職業的薪資差距。



加強工作家庭的政策

政策支持婦女照顧職責是幫助他們留在勞動力（或順利
重返職場）很重要。這種支持包括有給家庭與醫療休
假，給付的病假，擴充質量和可負擔的托兒照顧和早
期教育，包括普及學前幼兒園，以及支持家庭老人或
身障家庭成員照顧。這是婦女貢獻自己家庭的經濟安
全和儲存自己退休生活的關鍵。



台灣陸續簽署多項國際人權公約，「如何落實
」是關鍵。推動「同酬日運動」的同時，如何
將政策具體化，才符合政府簽署公約「克盡職
守 (due diligence)」的原則。



打破性別框架



打破性別框架



性別概念的總體經濟I





謝謝聆聽

讓我們一起為平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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