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與勞動】授課大綱 

趙蕙鈴 

一、 授課大綱 

性別研究（gender study）是社會學的重要研究範疇。同時，它也是了解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

的重要途徑與視野。因此，藉由介紹性別研究的相關議題，一方面可以讓學生認識不同的社會學觀

點和社會分析路徑，二方面則有助於學生逐步地建立起研究日常生活結構的社會學策略。進言之，

人類社會的勞動體制在工業化過程產生巨大的轉變，進而使性別的勞動形式及其社會意義也產生相

當程度的變化。因而，性別勞動已經成為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本課程即是著重於介紹與性別直

接相關的勞動制度、勞動內涵及其轉變過程；同時，亦著重於分析性別勞動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建構

方式中，呈顯出它在社會中的意涵。藉由這兩條主軸的介紹，以期讓修課學生對性別和勞動之間的

關聯有所認識，以及具備相應的社會分析觀點。 

二、 授課大綱 

週次 日期 授課主題 講義（作者） 備註 

1 9/15 課程介紹   

2 9/22 「性別」是什麼？ Abbott，Pamela & Claire Wallace 
3 9/29 社會分化與勞動分工：涂爾幹的「社

會分工論」 

涂爾幹、朱元發 社會勞動；夫婦連

帶與勞動分工 

4 10/6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性別勞

動的社會建構（1） 

上野千鶴子 背景理論 

5 10/13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性別勞

動的社會建構（2） 

上野千鶴子 背景理論 

6 10/20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性別勞

動的社會建構（3） 

上野千鶴子 父權體制與資本

主義 

7 10/27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性別勞

動的社會建構（4） 

上野千鶴子 1.家庭的重組 

2.國家的角色 

8 11/3 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2）黃富三、Diamond女工 

9 11/10 期中考   

10 11/17 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2）李悅端；呂玫鍰 企業經濟的發展 

11 11/24 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3）黃慧姿；高承恕 女主管/頭家娘 

12 12/1 第三部門的發展/性別勞動型態的變

化 

內政部統計處 台灣的發展趨勢 

13 12/8 女性的社會影響力正在逐漸擴張

嗎？（1） 

守永英輔 日本的發展趨勢 

14 12/15 女性的社會影響力正在逐漸擴張

嗎？（2） 

守永英輔 日本的發展趨勢 

15 12/22 女人的天賦正在改變世界 

16 12/29 兩性共治時代的來臨與建構？（1）

17 1/5 兩性共治時代的來臨與建構？（2）

Fisher 美國與全球的發

展趨勢 

18 1/12 期末考  繳交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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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性別」？sex /gender 

一、 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 

1. 生理性別是生物學概念 

2. 社會性別視性別為一種社會結構：是根據文化所具有的和學會的，關

於兩性之適當外表、行為及心理或情緒特徵，所做的社會區分（social 

distinction）。男性化（masculinity）和女性化（femininity）表

示男性和女性被認為應有的生理、行為及心理或情緒特徵。 

3. 為了掌握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的分別，必須指出：兩性沒有任何

固定的分別，而是由社會所塑造的。 

4. 性別極化（gender polarization）：以「男女分別」為中心的社會生

活組織。 

二、從意識型態的角度來看： 

1. 意識型態是指某種觀念類型，主要在解釋並正當化社會結構和某社

會群體的文化和社會文化，並且合理化這種觀念下的社會行動。意識

型態也塑造了我們的感覺、思想和行動。但意識型態所提供的知識是

片面的或篩選過的，有時會對社會世界提出自相矛盾的描述和解釋。 

2. 「性別意識型態」即存在於任何一個社會當中，以用來影響人們對

性別的觀感、看法，以及所採取的社會行動。 

三、女性主義者的觀點： 

1. 性別（gender）乃是一種社會建構；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

色並非生理構造注定的。性別（sex）本身可以說是既定的生理構造，

但重點在於人們如何看待這些差異，男生和女生如何被社會化去採取所

謂男女有別的適當行為，以及被讚許的是哪些行為。 

2. 過去，女性被排除在權力地位與知識之外，即是透過父權意識型態

來取得男性的優勢地位。女性主義所要挑戰的就是這種片面與扭曲的

觀念。 

四、與性別有關的一些社會學議題：性別階層化、性別與家庭、性別與工

作（勞動）、性別、犯罪與偏差行為、性別與政治、性別、國家與社

會發展、性別與文學等。 

 
 
 

貳、社會分化與勞動分工：它是一種社會現象 



  

參、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性別勞動的社會建構 
 

一、「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基礎 

1-1. 馬克思主義與女性解放：試圖解明女性受壓抑的女性主義解放理論有

以下三種，這三種理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及其反向理論或期修訂理論而來

的。女性解放的理論之所以無法擺脫馬克思主義，乃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幾乎

是近代產業社會中唯一能夠解明壓抑並由此解放的理論。 

1. 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論：以階級支配為變數，來解析差別待遇與壓抑的結構。換言之，

女性之所以被壓抑是隨著階級支配而產生。所以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就是要解放女

性的鬥爭，無產階級的男性與女性應共同奮鬥。階級支配一旦被取消，女性也就自然地

得到解放。 

2. 基進女性主義： 

（1）由於無產階級的解放，到頭來只是「布爾喬亞的男性解放」，促使女性必須在「身

分」、「階級」的變數之外把自己和男性有所「別」的「性」變成獨立變數，並加以

理論化。基進女性主義便是最早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論提出反省的理論。 

（2）在六零年代中幾乎被遺忘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七零年代才繼續展開。自此，佛洛依

德理論開始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主要原因在於佛氏理論也是解明近代社會壓抑結構

的一種社會理論。它是一種說明人如何成為父、母、子、女，也就是「家庭制度」

如何進行再生產的理論。這種家庭制度的歷史型態，即是在性與世代之間形成壓抑

性差別結構的「父權體制」。 

（3）佛氏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差異之處在於，馬克思主義是要從壓抑中尋求解放，佛

洛依德理論則是希望適應壓抑。以佛氏理論來看，對於無法適應者所出現的歇斯底

里的心身症狀，須以治療的方式讓患者重新適應壓抑。從這點來看，佛洛依德的理

論雖然是說明壓抑結構的理論，但卻不是解放的理論。 

（4）基進女性主義對佛洛依德理論進行修正，以使之成為解放的理論。如馬庫塞

（Herbert Marcuse）、茱麗葉.米謝（Juliet Mitchell）。 

（5）基進論的女性主義者之所以求助於佛氏學說，是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所沒有解明

的「家庭」再生產領域，及其壓抑性的結構。馬克思理論所及的範圍僅止於「市場」，

這是它的限制所在。因為在市場之外，還有市場原理所不及的家庭領域，而家庭正

是提供勞動力的來源。家庭必須被納入社會領域。佛洛依德理論能將家庭視為市場

之外的另一個具有再生產性的社會制度，可以說是了不起的「社會理論」。 

（6）基進女性主義在求助佛洛依德理論之後，能夠用於解釋近代產業產業社會對女性

差別待遇的根源，乃在於近代社會的社會領域被分割為「市場」與「家庭」，及其



  

所形成的相互關係。 

（7）市場及其「外部」：基進女性主義對社會再生產結構的解析， 

＊ 市場並不涵括社會全域，他們在市場之外部發現兩大領域，即「自然」與「家庭」。 

＊ 市場並不是封閉的，而是與外部環境相關聯。（近代產業社會發展的迷思：對自然

資源與環境的攫取，以及所產生的破壞已明顯可見。女性主義者在市場外部發現

的家庭環境，與自然環境有著驚人的類似性） 

＊ 市場從家庭這個領域輸入了「人」這種資源作為勞動力，至於無法成為勞動力者，

則如同產業廢棄物般地被輸出（如老人、兒童、殘障者）。對市場而言，人不見得

都是勞動力資源，只有一個個健康的成年男子，才是對市場有意義的人。至於女

人，則是「不算人的人」，只能做些後勤補給的工作，被看成二流的市民，一起被

擺放到市場之外的家庭領域之中。 

＊ 新問題的爆發（60年代末到70年代）：家庭不應是無償且自動提供人為資源的供

給站，也不應無止盡地收容以成廢棄物的人。女人開始發出不平之鳴，對於位居

市場之外的家庭負擔全部由女人一肩承受的事實表示抗議。 

3. 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的建立 

（1） 既不採取「階級支配一元論」（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論），也不採取「性支配

一元論」（基進女性主義）。因為這兩者並不是相互排斥。不論何者，其問

題皆在於將社會領域分割為「市場」與「家庭」這件事本身。因此，馬克

思主義之女性主義乃由這種分割轉而追問期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2） 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的立場：不把階級支配與性支配視為各自獨立的變

數，並試圖釐清其相互關係的原有歷史型態。 

「父權體制的資本主義」 

（3） 在近代社會中，女性不只受到「資本主義」的壓抑，也受到「父權體制」

的壓抑。因此，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的理論就是為了要解析女性在近代

產業社會中受壓迫的結構。 

（4） 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是道地的女性主義者，為完成女性主義，毫不猶豫

地利用馬克思理論，且在必要時加以修訂。「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

是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建立理論時所不可或缺的兩大理論架構。目前迫

切需要認清的是兩者各自的理論射程與界限，並密切注意其理論建構的可

能性。 

 

 

 



  

1-2.布爾喬亞女性解放思想為何要排除在女性主義的譜系之外呢？（上野

千鶴子認為，在女性主義理論的譜系中「只有」三種理論。有學者批評他對自由主義之女性解

放思想的評價過低。） 

1. 自由主義之女性解放思想：近代所產生的女性解放思想，始於「女性權力的維護」。而

它正是源自於「人權」思想。 

2. 「女性的權利」是解放的思想，但卻不是解放的理論，因為它雖然要求展現所謂「女性

權利」的「正義」，卻從不曾解明此一「正義」何以不能達成的社會機制。換言之，布

爾喬亞的女性解放思想，並未提出分析這種「壓迫性結構」的理論架構。 

3. 布爾喬亞的女性解放思想將女性的解放訴諸於市民革命來完成，但是為什麼只解放男性

而不解放女性呢？這個問題，自然必須從結構上進行解析。對女性而言，「市民革命」

與「社會主義革命」一樣，最後都成為「被背叛的革命」。 

4. 缺乏解放理論的解放思想，只有仰賴啟蒙，或歸結於運動論。另一個女性解放的奮鬥方

向，是實際參與援救被害者運動。如北美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已然開展出具有時

效的志工、義工傳統。她們在建立理論之先，設立了各種受虐妻子的避難收容所、未婚

媽媽中途之家。他們忙於目前的活動，從不需要理論。然而，如果不能從結構上瞭解她

們何以會成為「受害者」，援助活動不終究是徒勞的嗎？ 

5. 、解放的思想必須有解放的理論。 

 

 

 

1-3.批判「近代」的女性主義 

1.女性主義的社會理論始自於對近代的批判。性別歧視的問題只存在於「近代」。 

2.女性主義理論的多樣與錯綜性，正是與如何解釋「近代」有關。 

 

 

 

 

 

 

 

 

 

 



  

二、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 

 

1-1. 『家庭在階級分析之外』（Jackie West） 

1. 市場中之女人的社會位置：馬克思以「階級」概念來分析社會結構。因擁有或未擁有

生產工具而分化成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那麼，對那些未曾出現在「勞動市場」上的

女人、兒童、老人而言，從「市場」這邊望去，它們是看不見的。他們被隔離在市場之

外那個被稱為「家」的領域中，被勞動家長所撫養。它們都不是「市民」，也不是資本家

或無產階級勞動者，只是資本家的家人或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家人。 

2. 女性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幾乎從未想要分析女性特有的從屬

性。因為女性之固有從屬室內屬於無產階級的固有從屬。因此，只要經由無產階級革命，

女性會自動地而切最後一定會被解放。所以對女性主義者來說，馬克思理論只不過是市

場理論而已。 

----馬克思理論的侷限：◎市場≠整個社會領域、整個社會空間 

◎當馬克思將勞動力的再生產歸諸於「本能」這種無法定義，又不可知的變數時，他就

已經把勞動力的再生產條件，丟置到市場外部的黑箱中了。◎性的階級對立，因其太過

自然，而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屏除在外。 

3.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賴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尤其是高失業率、高出生率。但是資本家

不能永遠「安然」地將勞動力之再生產「委諸於勞動者的本能」。「生殖本能」已隨時代

的改變而產生變化了，同時也成為直接（來自國家的管理）/間接（以自由放任為名的市

場機制）統治的對象。 

4. 從馬克思理論的侷限中，便可以反映出市場的界限。 

 

 

 

 

1-2. 「市場」與「家庭」：兩者間的辯證關係 

1. 家庭雖然在階級分析之外，但並不表示家庭由此得到自由。戰後日本所出現的家庭擁護

論或主婦讚美論，將家庭視為資本主義壓制下的解放區，其實都是一種錯誤的幻想。 

2. 女性不論是由市場走向外，或是進到市場之內，都無發獲得解放。因為市場無法從其外

部獨立，而是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不論女性是留在家裡或出外參與勞動，都間接或

直接受到資本的支配。女性在進入市場之後，也不一定被列為「市民」，甚至常常無法

擁有自己的勞動力，在勞動市場上被視為不完全的、二流的勞動力。這是因為市場早已

暗地採行家庭組成的原理，以求榨取性別這項變數。男女工資的差別就是一個例子。 



  

3. 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乃是並存的兩個社會領域，而其間具有「辯證的關係」。所謂辯證，

即是矛盾與調和的辯證法。兩者雖然相互對立，卻也偶有相互調和補足的作用。在近代

產業社會中，生產關係與再生產關係是以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歷史型態出現，並互成

辯證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將這種近代產業社會特有的現象稱之為「父權體制

的資本主義」。 

 

 

 

1-3. 性支配的唯物論分析 

1. 在分析父權體制時，馬克思主義仍然有用，因為父權體制的支配與壓抑是有物質根據的

「唯物論分析」。因此，性支配很明顯地有其物質性的支配。要解除這種壓抑，除了改革

其物質基礎之外，別無良法。 

2. 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放理論仍是有效的，因為他解明有關權力的分配的理論。 

3. 把性支配當作一種制度來行駛的場所是家庭，要分析家庭，馬克思主義即使有其限制，

卻仍然有效。因為，近代家庭就存在於資本主義當中。 

 

 

 

 

 

 

 

 

 

 

 

 

 

 

 

 

 

 



  

三、 家事勞動論戰 

四、 父權體制的物質基礎 

五、  

肆、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1） 
伍、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2） 
陸、台灣工業化過程的性別/勞動（3） 
柒、第三部門的發展/性別勞動型態的變化 

捌、女性社會影響力的轉變 
玖、女人的天賦正在改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