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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與性別是現代社會關注的焦點，像是

勞資權益、職場性騷擾等事件，總能引起大眾

討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晉芬研究員

長年關注勞動與性別議題，2022年4月由人社

中心補助出版的著作《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

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作》，即以量化實證方

式，具體分析這些議題，呈現勞動結果與工

作、家庭不同場域之間的結構性關係。

聚焦勞動與性別議題

　　張晉芬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

論文即關注勞動議題，探討美國製造業勞動成果的變遷，利用各年、不同產業、地區

等統計材料，分析平均資產規模、生產力和集中化等衡量指標與勞動者所得間的變量

關係。在博士時期的學習，奠定了她以量化實證為主的方式來研究社會勞動議題。

　　返回台灣之後，張晉芬開始運用當地的資料進行研究，曾對一家私人企業進行勞

工問卷調查，以此討論勞動相關議題。過程中，發覺女性無論主觀、客觀因素，升遷

經驗都有著不如男性的傾向。

　　之後又探討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根據一些理論控制工作年紀、11類的藍領

白領職業分類、公司規模⋯⋯等相關變項，進一步分析勞動者薪資決定因素。但是控

了年紀、工作、產業結構諸多變項之後，發現到一個現象──女性的薪資還是不如男

性，這與一般人力資本理論、功績主義等，傳達個人能力與工作性質緊密關聯的假設

不盡相同。因為控制這些因素後，理論上薪資應該相近，但是統計數據呈現女性薪資

仍然顯著低於男性。

　　換句話說，無論是個人收集或是利用政府單位資料，都發現男性跟女性在勞動市

場上待遇並不一樣，如此契機啟發張晉芬開始投入工作與性別的研究。她指出：「性

別與勞動一直是很熱門的議題，像是性別和就業、收入、勞動參與等題材討論，就是

社會學界，還有經濟學界也是一樣非常關注，為什麼？因為議題沒有解決，有時會發

現好像女性的勞動參與機會和待遇有增加了，但是仍有不足和差距。」

量化的整體性研究

　　有別於勞動供給理論的解釋，張晉芬從勞力需求面的角度，進行勞動與性別的探

究，直言這類量化研究的挑戰，主要體現在資料蒐集上面。

　　像是台灣政府單位、學術研究單位的勞動與性別訊息，大多數是橫斷面資料，今

年抽取某些人數進行訪問，隔年又抽取另一批樣本訪問，雖具有代表性、全國性，不

過樣本卻是不同的人，而非學者更為期待的追蹤調查資料，難以深入觀察例如婚姻家

庭改變、工作環境轉換等長期變化的探討。

　　除此之外，這些一次性的樣本資料還有一種缺點，由於受訪對象分散各個地區，

為各種背景不同的人，較難理解工作組織實際運作方式，換言之，沒辦法知道場域內

部的相關資料。而根據過往研究顯示，比如雇主喜好、考試升遷評等操弄因素，也是

探討勞動與性別很重要的關鍵，必須進入組織裡面才能夠進行研究。

　　有次因緣際會，張晉芬與已退休之陽明大學護理研究所盧孳豔教授，論及護理人

員待遇問題。盧孳豔同時也是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的創立者，對於護理人員勞動議題多

有關注，雙方交流許多想法，圍繞護理人員處境討論，尤其是安撫、耐心等「情緒勞

動」（emotional labor），在護理人員一職被特別明顯要求，但研究上卻較少操作

成可測量的方式，來實質探究它與工作成果之間的關係。

　　張晉芬反思，護理職業因高度性別差異化的特徵有其特殊性，是了解勞動與性別

議題很鮮明的觀察對象，另外仰賴盧孳豔豐厚的教學及研究資歷，有機會聯絡到醫院

管理階層。最後藉由反覆溝通、報告及IRB審查等流程，尋求醫院組織認可與支持，

使這項醫護研究得以執行。於是兩人共同主持這個醫護與勞動的研究計畫，透過進入

團體或產業相關單位，作為推動敘薪考量的方向，讓情緒勞動和安撫、溝通等能力，

實際納入報酬計算的參數。此外，還能夠從公營部門帶領示範，改善超時加班、性別

待遇等勞動問題，以期影響到各個產業的工作文化。而台灣企業也應當擔負更長遠的

社會責任，像是可以借鑑韓國的做法，財團或大企業提供經費給私人學術單位或智

庫，蒐集長期性的追蹤調查資料，建構良善的政策研究環境。

　　憑藉該書出版，張晉芬同時也想呼籲社會學界對於量化研究的重視。台灣有些社

會學系／所人才培養側重質化研究，量化教育相對次要。這本書試圖顯示量化統計的

運用並不困難，希望以此鼓勵後學，不要畏懼學習製作表格、分析數據，還有了解基

本公式等邏輯訓練。「包括社會學、心理學、公共衛生和護理專業期刊，都有大量的

文章是採用統計分析。我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模型或方程式，仍可閱讀其中一些圖

表、文字論述和主要的研究發現。不應該放棄更多知識學習的機會。」

組織內部實際問卷調查，對組織忠誠度、性騷擾這類隱晦而重要的議題有進一步了

解，也促成了後來張晉芬著作成果——《勞動待遇與代價: 從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

作》的撰寫及出版。

　　這部著作與他人研究較大差異在於，深入三家醫院，將情緒勞動、同值同酬、家

庭衝突、暴力霸凌等過往較多單獨研究的項目，放入分析模型中，融合成完整概念進

行思考。張晉芬特別將家庭與工作場域視為整體來理解，還原了勞動者處境的立體樣

貌，比較接近社會勞動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並非僅是紙上高談，而是依

循真切的量化實證來探究。

　　在本書中，張晉芬用12個指標，分析情緒勞動與同值同酬，對於醫護職業、性別

之收入的影響；還將「留任傾向」、「推薦意願」等項目與家庭衝突一起分析，探討

工作場域與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並梳理出多變項的的因果關係，理解身心健康和過

勞議題。她觀察勞動者如何依自身條件應對外在情況，而這些情況又怎樣互動形成複

雜的整體結構，並以出乎意料的程度影響個人狀態，揭示那些不易見到的層面與勞動

者之間的密切聯繫。

研究成果連結現實的期許

　　關於勞動與性別、工作與家庭、職場性騷擾等議題，張晉芬認為應該再拉高層次

來探討：「性別研究、家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都是相關的。像是台灣普遍加班的情

形，女性家庭重擔的困擾、能力背景一樣但女性薪資不如男性等不正義的現象，這些

議題本身不只是企業不同、不只是職業差異的問題，這跟台灣整體加班文化，以及

『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態度，其實都有關係。種種剝削勞工的企業文化，後果造

成人才流失，以及大家因為工時和收入考慮，因而造成晚婚、不婚、及生育下降等現

象。最後損失的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進步。」

　　張晉芬解釋，這次醫護的勞動與性別研究發現有其普遍性，不僅適用在醫院場

域，也能擴及到其他職業。並且表示學術探討僅是一些開端，如果想解決勞動與性別

中不公正的情況，將平等待遇落實於具體生活，這些量化操作的指標，可以給予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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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相同。因為控制這些因素後，理論上薪資應該相近，但是統計數據呈現女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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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測量的方式，來實質探究它與工作成果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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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張晉芬特別將家庭與工作場域視為整體來理解，還原了勞動者處境的立體樣

貌，比較接近社會勞動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並非僅是紙上高談，而是依

循真切的量化實證來探究。

　　在本書中，張晉芬用12個指標，分析情緒勞動與同值同酬，對於醫護職業、性別

之收入的影響；還將「留任傾向」、「推薦意願」等項目與家庭衝突一起分析，探討

工作場域與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並梳理出多變項的的因果關係，理解身心健康和過

勞議題。她觀察勞動者如何依自身條件應對外在情況，而這些情況又怎樣互動形成複

雜的整體結構，並以出乎意料的程度影響個人狀態，揭示那些不易見到的層面與勞動

者之間的密切聯繫。

研究成果連結現實的期許

　　關於勞動與性別、工作與家庭、職場性騷擾等議題，張晉芬認為應該再拉高層次

來探討：「性別研究、家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都是相關的。像是台灣普遍加班的情

形，女性家庭重擔的困擾、能力背景一樣但女性薪資不如男性等不正義的現象，這些

議題本身不只是企業不同、不只是職業差異的問題，這跟台灣整體加班文化，以及

『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態度，其實都有關係。種種剝削勞工的企業文化，後果造

成人才流失，以及大家因為工時和收入考慮，因而造成晚婚、不婚、及生育下降等現

象。最後損失的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進步。」

　　張晉芬解釋，這次醫護的勞動與性別研究發現有其普遍性，不僅適用在醫院場

域，也能擴及到其他職業。並且表示學術探討僅是一些開端，如果想解決勞動與性別

中不公正的情況，將平等待遇落實於具體生活，這些量化操作的指標，可以給予婦女

人物專訪
people



3

　　勞動與性別是現代社會關注的焦點，像是

勞資權益、職場性騷擾等事件，總能引起大眾

討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晉芬研究員

長年關注勞動與性別議題，2022年4月由人社

中心補助出版的著作《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

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作》，即以量化實證方

式，具體分析這些議題，呈現勞動結果與工

作、家庭不同場域之間的結構性關係。

聚焦勞動與性別議題

　　張晉芬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

論文即關注勞動議題，探討美國製造業勞動成果的變遷，利用各年、不同產業、地區

等統計材料，分析平均資產規模、生產力和集中化等衡量指標與勞動者所得間的變量

關係。在博士時期的學習，奠定了她以量化實證為主的方式來研究社會勞動議題。

　　返回台灣之後，張晉芬開始運用當地的資料進行研究，曾對一家私人企業進行勞

工問卷調查，以此討論勞動相關議題。過程中，發覺女性無論主觀、客觀因素，升遷

經驗都有著不如男性的傾向。

　　之後又探討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根據一些理論控制工作年紀、11類的藍領

白領職業分類、公司規模⋯⋯等相關變項，進一步分析勞動者薪資決定因素。但是控

了年紀、工作、產業結構諸多變項之後，發現到一個現象──女性的薪資還是不如男

性，這與一般人力資本理論、功績主義等，傳達個人能力與工作性質緊密關聯的假設

不盡相同。因為控制這些因素後，理論上薪資應該相近，但是統計數據呈現女性薪資

仍然顯著低於男性。

　　換句話說，無論是個人收集或是利用政府單位資料，都發現男性跟女性在勞動市

場上待遇並不一樣，如此契機啟發張晉芬開始投入工作與性別的研究。她指出：「性

別與勞動一直是很熱門的議題，像是性別和就業、收入、勞動參與等題材討論，就是

社會學界，還有經濟學界也是一樣非常關注，為什麼？因為議題沒有解決，有時會發

現好像女性的勞動參與機會和待遇有增加了，但是仍有不足和差距。」

量化的整體性研究

　　有別於勞動供給理論的解釋，張晉芬從勞力需求面的角度，進行勞動與性別的探

究，直言這類量化研究的挑戰，主要體現在資料蒐集上面。

　　像是台灣政府單位、學術研究單位的勞動與性別訊息，大多數是橫斷面資料，今

年抽取某些人數進行訪問，隔年又抽取另一批樣本訪問，雖具有代表性、全國性，不

過樣本卻是不同的人，而非學者更為期待的追蹤調查資料，難以深入觀察例如婚姻家

庭改變、工作環境轉換等長期變化的探討。

　　除此之外，這些一次性的樣本資料還有一種缺點，由於受訪對象分散各個地區，

為各種背景不同的人，較難理解工作組織實際運作方式，換言之，沒辦法知道場域內

部的相關資料。而根據過往研究顯示，比如雇主喜好、考試升遷評等操弄因素，也是

探討勞動與性別很重要的關鍵，必須進入組織裡面才能夠進行研究。

　　有次因緣際會，張晉芬與已退休之陽明大學護理研究所盧孳豔教授，論及護理人

員待遇問題。盧孳豔同時也是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的創立者，對於護理人員勞動議題多

有關注，雙方交流許多想法，圍繞護理人員處境討論，尤其是安撫、耐心等「情緒勞

動」（emotional labor），在護理人員一職被特別明顯要求，但研究上卻較少操作

成可測量的方式，來實質探究它與工作成果之間的關係。

　　張晉芬反思，護理職業因高度性別差異化的特徵有其特殊性，是了解勞動與性別

議題很鮮明的觀察對象，另外仰賴盧孳豔豐厚的教學及研究資歷，有機會聯絡到醫院

管理階層。最後藉由反覆溝通、報告及IRB審查等流程，尋求醫院組織認可與支持，

使這項醫護研究得以執行。於是兩人共同主持這個醫護與勞動的研究計畫，透過進入

團體或產業相關單位，作為推動敘薪考量的方向，讓情緒勞動和安撫、溝通等能力，

實際納入報酬計算的參數。此外，還能夠從公營部門帶領示範，改善超時加班、性別

待遇等勞動問題，以期影響到各個產業的工作文化。而台灣企業也應當擔負更長遠的

社會責任，像是可以借鑑韓國的做法，財團或大企業提供經費給私人學術單位或智

庫，蒐集長期性的追蹤調查資料，建構良善的政策研究環境。

　　憑藉該書出版，張晉芬同時也想呼籲社會學界對於量化研究的重視。台灣有些社

會學系／所人才培養側重質化研究，量化教育相對次要。這本書試圖顯示量化統計的

運用並不困難，希望以此鼓勵後學，不要畏懼學習製作表格、分析數據，還有了解基

本公式等邏輯訓練。「包括社會學、心理學、公共衛生和護理專業期刊，都有大量的

文章是採用統計分析。我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模型或方程式，仍可閱讀其中一些圖

表、文字論述和主要的研究發現。不應該放棄更多知識學習的機會。」

組織內部實際問卷調查，對組織忠誠度、性騷擾這類隱晦而重要的議題有進一步了

解，也促成了後來張晉芬著作成果——《勞動待遇與代價: 從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

作》的撰寫及出版。

　　這部著作與他人研究較大差異在於，深入三家醫院，將情緒勞動、同值同酬、家

庭衝突、暴力霸凌等過往較多單獨研究的項目，放入分析模型中，融合成完整概念進

行思考。張晉芬特別將家庭與工作場域視為整體來理解，還原了勞動者處境的立體樣

貌，比較接近社會勞動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並非僅是紙上高談，而是依

循真切的量化實證來探究。

　　在本書中，張晉芬用12個指標，分析情緒勞動與同值同酬，對於醫護職業、性別

之收入的影響；還將「留任傾向」、「推薦意願」等項目與家庭衝突一起分析，探討

工作場域與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並梳理出多變項的的因果關係，理解身心健康和過

勞議題。她觀察勞動者如何依自身條件應對外在情況，而這些情況又怎樣互動形成複

雜的整體結構，並以出乎意料的程度影響個人狀態，揭示那些不易見到的層面與勞動

者之間的密切聯繫。

研究成果連結現實的期許

　　關於勞動與性別、工作與家庭、職場性騷擾等議題，張晉芬認為應該再拉高層次

來探討：「性別研究、家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都是相關的。像是台灣普遍加班的情

形，女性家庭重擔的困擾、能力背景一樣但女性薪資不如男性等不正義的現象，這些

議題本身不只是企業不同、不只是職業差異的問題，這跟台灣整體加班文化，以及

『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態度，其實都有關係。種種剝削勞工的企業文化，後果造

成人才流失，以及大家因為工時和收入考慮，因而造成晚婚、不婚、及生育下降等現

象。最後損失的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進步。」

　　張晉芬解釋，這次醫護的勞動與性別研究發現有其普遍性，不僅適用在醫院場

域，也能擴及到其他職業。並且表示學術探討僅是一些開端，如果想解決勞動與性別

中不公正的情況，將平等待遇落實於具體生活，這些量化操作的指標，可以給予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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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動與性別是現代社會關注的焦點，像是

勞資權益、職場性騷擾等事件，總能引起大眾

討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晉芬研究員

長年關注勞動與性別議題，2022年4月由人社

中心補助出版的著作《勞動待遇與代價:從性別

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作》，即以量化實證方

式，具體分析這些議題，呈現勞動結果與工

作、家庭不同場域之間的結構性關係。

聚焦勞動與性別議題

　　張晉芬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

論文即關注勞動議題，探討美國製造業勞動成果的變遷，利用各年、不同產業、地區

等統計材料，分析平均資產規模、生產力和集中化等衡量指標與勞動者所得間的變量

關係。在博士時期的學習，奠定了她以量化實證為主的方式來研究社會勞動議題。

　　返回台灣之後，張晉芬開始運用當地的資料進行研究，曾對一家私人企業進行勞

工問卷調查，以此討論勞動相關議題。過程中，發覺女性無論主觀、客觀因素，升遷

經驗都有著不如男性的傾向。

　　之後又探討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根據一些理論控制工作年紀、11類的藍領

白領職業分類、公司規模⋯⋯等相關變項，進一步分析勞動者薪資決定因素。但是控

了年紀、工作、產業結構諸多變項之後，發現到一個現象──女性的薪資還是不如男

性，這與一般人力資本理論、功績主義等，傳達個人能力與工作性質緊密關聯的假設

不盡相同。因為控制這些因素後，理論上薪資應該相近，但是統計數據呈現女性薪資

仍然顯著低於男性。

　　換句話說，無論是個人收集或是利用政府單位資料，都發現男性跟女性在勞動市

場上待遇並不一樣，如此契機啟發張晉芬開始投入工作與性別的研究。她指出：「性

別與勞動一直是很熱門的議題，像是性別和就業、收入、勞動參與等題材討論，就是

社會學界，還有經濟學界也是一樣非常關注，為什麼？因為議題沒有解決，有時會發

現好像女性的勞動參與機會和待遇有增加了，但是仍有不足和差距。」

量化的整體性研究

　　有別於勞動供給理論的解釋，張晉芬從勞力需求面的角度，進行勞動與性別的探

究，直言這類量化研究的挑戰，主要體現在資料蒐集上面。

　　像是台灣政府單位、學術研究單位的勞動與性別訊息，大多數是橫斷面資料，今

年抽取某些人數進行訪問，隔年又抽取另一批樣本訪問，雖具有代表性、全國性，不

過樣本卻是不同的人，而非學者更為期待的追蹤調查資料，難以深入觀察例如婚姻家

庭改變、工作環境轉換等長期變化的探討。

　　除此之外，這些一次性的樣本資料還有一種缺點，由於受訪對象分散各個地區，

為各種背景不同的人，較難理解工作組織實際運作方式，換言之，沒辦法知道場域內

部的相關資料。而根據過往研究顯示，比如雇主喜好、考試升遷評等操弄因素，也是

探討勞動與性別很重要的關鍵，必須進入組織裡面才能夠進行研究。

　　有次因緣際會，張晉芬與已退休之陽明大學護理研究所盧孳豔教授，論及護理人

員待遇問題。盧孳豔同時也是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的創立者，對於護理人員勞動議題多

有關注，雙方交流許多想法，圍繞護理人員處境討論，尤其是安撫、耐心等「情緒勞

動」（emotional labor），在護理人員一職被特別明顯要求，但研究上卻較少操作

成可測量的方式，來實質探究它與工作成果之間的關係。

　　張晉芬反思，護理職業因高度性別差異化的特徵有其特殊性，是了解勞動與性別

議題很鮮明的觀察對象，另外仰賴盧孳豔豐厚的教學及研究資歷，有機會聯絡到醫院

管理階層。最後藉由反覆溝通、報告及IRB審查等流程，尋求醫院組織認可與支持，

使這項醫護研究得以執行。於是兩人共同主持這個醫護與勞動的研究計畫，透過進入

團體或產業相關單位，作為推動敘薪考量的方向，讓情緒勞動和安撫、溝通等能力，

實際納入報酬計算的參數。此外，還能夠從公營部門帶領示範，改善超時加班、性別

待遇等勞動問題，以期影響到各個產業的工作文化。而台灣企業也應當擔負更長遠的

社會責任，像是可以借鑑韓國的做法，財團或大企業提供經費給私人學術單位或智

庫，蒐集長期性的追蹤調查資料，建構良善的政策研究環境。

　　憑藉該書出版，張晉芬同時也想呼籲社會學界對於量化研究的重視。台灣有些社

會學系／所人才培養側重質化研究，量化教育相對次要。這本書試圖顯示量化統計的

運用並不困難，希望以此鼓勵後學，不要畏懼學習製作表格、分析數據，還有了解基

本公式等邏輯訓練。「包括社會學、心理學、公共衛生和護理專業期刊，都有大量的

文章是採用統計分析。我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模型或方程式，仍可閱讀其中一些圖

表、文字論述和主要的研究發現。不應該放棄更多知識學習的機會。」

組織內部實際問卷調查，對組織忠誠度、性騷擾這類隱晦而重要的議題有進一步了

解，也促成了後來張晉芬著作成果——《勞動待遇與代價: 從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醫護工

作》的撰寫及出版。

　　這部著作與他人研究較大差異在於，深入三家醫院，將情緒勞動、同值同酬、家

庭衝突、暴力霸凌等過往較多單獨研究的項目，放入分析模型中，融合成完整概念進

行思考。張晉芬特別將家庭與工作場域視為整體來理解，還原了勞動者處境的立體樣

貌，比較接近社會勞動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並非僅是紙上高談，而是依

循真切的量化實證來探究。

　　在本書中，張晉芬用12個指標，分析情緒勞動與同值同酬，對於醫護職業、性別

之收入的影響；還將「留任傾向」、「推薦意願」等項目與家庭衝突一起分析，探討

工作場域與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並梳理出多變項的的因果關係，理解身心健康和過

勞議題。她觀察勞動者如何依自身條件應對外在情況，而這些情況又怎樣互動形成複

雜的整體結構，並以出乎意料的程度影響個人狀態，揭示那些不易見到的層面與勞動

者之間的密切聯繫。

研究成果連結現實的期許

　　關於勞動與性別、工作與家庭、職場性騷擾等議題，張晉芬認為應該再拉高層次

來探討：「性別研究、家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都是相關的。像是台灣普遍加班的情

形，女性家庭重擔的困擾、能力背景一樣但女性薪資不如男性等不正義的現象，這些

議題本身不只是企業不同、不只是職業差異的問題，這跟台灣整體加班文化，以及

『女主內，男主外』的角色態度，其實都有關係。種種剝削勞工的企業文化，後果造

成人才流失，以及大家因為工時和收入考慮，因而造成晚婚、不婚、及生育下降等現

象。最後損失的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進步。」

　　張晉芬解釋，這次醫護的勞動與性別研究發現有其普遍性，不僅適用在醫院場

域，也能擴及到其他職業。並且表示學術探討僅是一些開端，如果想解決勞動與性別

中不公正的情況，將平等待遇落實於具體生活，這些量化操作的指標，可以給予婦女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7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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