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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女性雖已大量進入勞動市場，但受到家庭職責、政經情勢及性別文化

的影響，而在勞動市場中處於弱勢，同時也影響到女性對工會的參與。女

性在工會中的低比例造成工會充斥男性觀點，以維護勞工權益為主要訴求

的工會，卻未必能捍衛女性勞工的權益。 

本文以某航空公司工會的空服員為案例，以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檔案

內容分析、深度訪談和參與觀察，以了解工會中較活躍的女性的工會參與

動機與經驗。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女性為何會參與工會？她們在

工會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是什麼樣的機制影響了女性的參與和經驗？ 

研究結果顯示，女性因經濟因素而行動，並在行動中找到參與工會的

定位。資方的父權心態鑲嵌在企業組織的運作中，構成女性空服員的勞動

困境。這樣的父權心態也延伸至工會及勞資關係中，使得女性被迫依附在

男性之下，造成男性對工會的主導，限縮了工會抗爭的可能性。此外，女

性的基本勞動條件仍未受保障，但她們已開始在工會中推展諸如母性保

護、性騷擾等性別相關的勞動議題。 

本研究亦對組織女性提出不同的思考，指出女性的聯結並不是進入工

會才存在，女性在職場、企業組織及性別文化的位置中自會形成其網絡，

實務工作者應發展出敏銳度，進而讓工會成為強化女性職場網絡的機制。。 

 

關鍵字：工會、空服員、性別、父權、女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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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偌大的會議室裡，正舉行會員代表大會，近百名的出席者中，女性

不到十位，其中有三位具有代表身份，其餘女性則以工作人員身份在會場

協助進行相關工作。」諸如此類場景是台灣多年來工會代表大會的常態，

時至今日場景依舊。 

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1978 年為 39.13%，1986 年則達 45%，至 2003

年 7 月止已緩慢升至 46%以上（行政院主計處，2003：9），顯見女性持

續在職場中占有一定比例，然而女性在工會中代表的比例，並未隨著勞動

參與率而提升。此外，女性仍是經濟弱勢的一群，從單身條款、禁孕條款，

到不斷爆發的職場性騷擾、懷孕歧視個案，以及讓女性陷入「要工作還是

要小孩」的托育議題，在在標示著女性面臨的勞動困境。 

工會作為一個勞工集體組織，在西方歷史發展上一直是勞資關係中的

重要機制，在國家政策發展或社會改革上鮮少缺席。在台灣，隨著全國產

業總工會（簡稱「全產總」）於西元 2000 年成立，勞資關係朝向集體協商

的機制發展，依循西方工會發展的路徑，企圖建立「勞、資、政」三方對

談協商的架構。然而，在這個架構日益成形之際，女性的勞動議題究竟是

被擺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呢？全產總，也是台灣較具規模的自主性全國性總

工會，於 2003 年 6 月舉辦代表大會時，175 位會員工會代表中僅有五位

是女性。似乎即使是在「自主」的工會中，女性勞動議題仍難逃被忽視的

命運。 

根據勞委會的「台灣地區工會概況調查」，台灣產業工會會員性別變

項於 1994 年後即剔除，而根據當年的資料顯示，台灣產業工會的男

（69.57%）女（30.43%）會員比例約為 7：3。就各別產業而言，女性會

員比例最高的是工商服務業（84%），是十個類別當中唯一女性比例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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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產業。女性會員比例占第二位的是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44.39%），但已比男性會員少。其次的商業、製造業與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女性只占該產業會員的三分之一強（分別是 37.41%、36.26%及

35.25%），其餘產業皆是男性會員的比例高於女性會員甚多（勞委會，

1995）。整體而言，女性參與工會的比例和女性在職場上的活躍落差之大，

無法相提並論。 

筆者曾多次私下提問：「為什麼工會的女性幹部那麼少？」多數答稱：

「女性幹部本來就很少。」將「現象」視為「真相」的觀點，阻礙後續探

索原因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呈現女性參與工會的樣貌，揭露影

響女性參與工會的因素，企圖瞭解女性與工會之間的聯結，以使工會成為

一個協助女性改善弱勢工作處境的重要機制。 

貳、文獻回顧 

由於西方工會發展是台灣工會運動亟欲模仿、追隨的重要經驗，在本

土的工會制度設計、議題發展上大量引自西方工會，因此本章先回顧西方

女性參與工會的現況與困境，接著搜尋台灣文獻中女性的工會經驗。 

一、結構限制中的女性：西方女性參與工會的經驗 

（一）家庭職責與職場地位 
「為何女性大量進入職場後，女性在工會的代表性未能同時提高

呢？」英國學者指出工會中女性比例過低，愈到高階職位情況愈嚴重，複

製了女性在職場地位的分佈（Ellis，1988；Rees，1990）。這樣的阻力來

自兩方面，一是家庭職責，二是職場地位。例如 Cunnion（1987）就指出

英國女性的工作生涯被家庭職責切成三階段，連帶影響其工會參與。其研

究以某城市的三個工會為例，訪談參與程度高的男女會員和男性幹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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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女性第一個生涯從學校畢業開始到進入婚姻為止，預期進入婚姻的

女性，較少參與工會，也自認不能回報工會。婚後開始第二個階段，重心

移往家務，工會參與降至最低。吊詭的是此時家庭的經濟需求最大，女性

卻往往辭掉工作，導致依賴男性。子女離家或成年後，女性展開第三個階

段，以兼職方式重回職場，此時期較能投注於工會，因此積極參與工會的

女性多數年過四十歲，而四十歲以上的男性僅占三分之一，顯示女性和男

性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參與工會。 

Rees（1990）研究英國兩個大型工會 NALGO(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ers’ Association)和 USDAW(Union of Shop, Distribution 

and Allied Workers)，指出女性參與工會有結構性的阻力。前述的家庭職

責就是其中一種，工會的運作模式是另一種，如會議的地點、時間、場合

往往不配合女性的作息，將女性排除在外。由於工會年資會隨離職而中

斷，女性也因而無法進入決策核心。Rees 也指出女性生命週期受到工作、

子女年齡、婚姻狀況、種族、階級等影響而有多種樣貌，未來研究應朝向

界定生命週期組合對工會參與的影響。 

Schur & Kruse（1992）指出就業女性已面臨家庭與職場的雙重負荷，

再參與工會就面臨第三重負荷，來自配偶的壓力和愧欠子女的罪惡感是最

大的阻力，男性則通常無此心理負擔。其研究亦指出女性以服務業為主，

卻是傳統上工會組織率最低的產業部門，因為工會根本不願意組織女性，

也沒有組織女性的經驗。 

（二）性別文化及弱勢地位 
澳洲學者 Franzway 指出已有許多文獻詳加討論女性與工會聯結不強

的現象，但這些說法卻缺乏性別觀點，因此她加以反駁（Franzway,1994）。

她認為研究者應對女性的處境加以同理，例如：（1）女性在職場的弱勢，

導致她們在工會的處境不佳；（2）女性比男性承擔更多的家務工作和情緒

勞動；（3）在男性掌控的工會中女性議題被邊緣化；（4）無所不在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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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ubiquitous sexism）掩蓋了女性的經濟行為，男性眼中女性的勞動

仍具有性別意涵，以致無法突破。 

LMO(La Mujer Obrera)的例子正足以說明女性的處境，該工會由美籍

墨西哥裔紡織業女工組成，她們同時要對抗種族及性別歧視，尤其要對抗

墨西哥文化中「女性等同於依賴」的形象，她們必須突破社會對母親及妻

子的期待，才能讓自己跨出家庭的藩籬，進入工會（Marquez，1995）。

Cunnion 及 Stageman（1995）就直指工會的「陽剛氣息（masculinity）」讓

男性主宰工會，不論是從男性養家薪資想法的維持、幹部代表制的選舉，

到開會流程、議題界定、協商模式、幹部訓練等等，都是有利於男性的制

度設計，被邊緣化的女性自然難以認同工會。因此，女性若要進入工會核

心，必須先挑戰父權文化，才能讓工會為她們代言。 

（三）政經情勢 
政經情勢也影響女性和工會的關係。八○年代英國因產業轉變，女性

大量進入服務業部門（Rees，1990），但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政府藉

由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打擊英國工會，使得工會運動不如七○年代，

也就是說英國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同時，正是英國工會沒落的時期。 

對於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不發達的勞工運

動，有人歸因為女性不易組織或過於溫和（孫世昌，1998；李允傑，2000：

113）。這樣的說法將問題個別化，忽略了新興國家中也有不利女性參與工

會的結構性因素，也無法說明為何男性為主的產業工會亦遭受打壓，Nam

（1994）的研究就提出不同的觀點。Nam 探討南韓出口依賴政策對女工

的影響，分析六○年代末至八○年代初的統計資料和勞資爭議個案資料。

研究發現南韓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特別限制出口依賴產業（如電子業、食

品加工業）勞工的團結權和爭議權，用法令限制和警察鎮壓（合法的暴力）

來壓抑勞工的集體行動。由於這類產業勞動力以女性為主，使得整體女性

的薪資水準受到抑制，勞動條件遠低於男性。雖然鎮暴手段（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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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不分性別，但性攻擊(sexual assaults)如剝光衣服、強暴威脅或強

暴本身，則專用在女性身上，這二種手段都由國家發動，因此 Nam 的分

析顯示國家的經濟及勞工政策具有特定的性別效果（gender-specific 

effects）。 

雖然南韓的出口依賴產業受到國家嚴格的監管與控制，但當時仍發生

了 13 次的勞工抗爭事件，其中前 11 次都由女性發動，似乎顯示南韓女性

是積極的集體行動者，並走在男性行動之前，反駁了亞洲婦女在壓迫的社

會結構中採消極對應的一般看法。Nam 的研究證明在國家政策、性別文

化、弱勢勞動條件等結構性因素壓迫下，女性要捍衛其工作權益往往得付

出更慘痛的代價。 

二、男性工會定義下的女性抗爭：文獻中的台灣經驗 

目前台灣有關工會的研究，僅有少數以女性為主，但卻是男性定義下

的「自主工會抗爭」的女性行動紀錄。林文婷（1997）選擇福昌紡織的關

廠抗爭來呈現女工的經驗，該研究將女工視為具有異質性的「共同體」

（community），跳脫一般主流研究將女性同質化的觀點。女工因為關廠

失業的經濟因素而行動，並在後期導致共同體的分裂，顯見抗爭並未帶來

性別認同的轉變，反而是經濟思考先於性別認同。該研究有以下限制：第

一，研究時點及研究者的身份問題。研究者在中期才進入田野，且在未落

幕時就結束研究；研究者為協助工會搜集女性工作史而進入，受訪者不甚

明瞭她的「研究」身份。第二，研究者似乎過於美化女工的自主性，雖然

研究者承認女工抗爭初期相當依賴其他工運團體的外力協助，卻未見其討

論女工和外力協助之間可能的衝突。 

邱花妹（1996）以台南紡織仁德廠工會（簡稱南紡工會）作個案研究，

採用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訪問男女工會幹部、會員及管理階層等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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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台灣的「自主」工會其實是男性勞工的定義，「自主」是指工

會擺脫國家和資本家的控制，但既存的性別政治卻未被撼動，女工的勞動

議題必須經過包裝，訴諸於「男性應保護女性」的說法，才能在工會得到

關注。邱花妹的研究亦採用 Cunnion 的工作生涯觀點，但她發現台灣女性

參與工會是在第二階段，與 Cunnion 的結論不同。婚姻或生育是台灣女性

就業中斷的最大主因，台灣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逐年升高，未婚女性的

反而逐年下降（張晉芬，1995）。台灣女性在非正式部門的就業比例相當

高，但女性從事兼職工作比例僅 2.3%（伊慶春、簡文吟，2000）。這和英

國的情形相當不同，英國女性的兼職比例很高，18~65 歲女性中只有 27%

為全職工作，兼職工作者達 21.5%（Windebank，1996），這或許可做為解

釋差異的原因之一。 

邱花妹（1996）亦指出南紡女性難以參與工會的原因，一方面資方大

量雇用對工會沒興趣的女性建教生，她們弱勢的勞動條件和家庭因素也加

重阻礙，此外女工對政治的疏離，也使女工不願加入政治性濃厚的自主工

會。陳政亮（1996）以基隆市公車產業工會（簡稱基客工會）為例的研究，

探究男性眼中「自主工會」的意義，正巧可和南紡工會作一對照。對基客

工會會員而言，「自主」僅指擺脫國民黨和資方的控制，與「階級自覺」

仍相距遙遠，因為工會仍靠男性「大哥--小弟」的情誼運作，未脫層級或

權威的文化。比較上述兩者研究，雖然一以「兄弟關係」描述男性氣概，

一以「姊妹情誼」敘說女性分享或照顧關係的連結，然而這種同樣以「手

足關係」來詮釋勞工在工會中的人際關係，是否具有實質上的差別？抑或

是這種區別反而落入另一種性別刻板印象呢？ 

簡言之，不論歐美或台灣，女性參與工會的情形相似，女性的照顧職

責貫穿了家庭、職場和工會，讓女性難以突破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此外，

產業或政經因素，更加劇女性在工會中的弱勢地位。本文期望將耳熟能詳

的「父權結構的文化及制度」說法，以一個工會研究提供本土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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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這些文化和制度的限制在台灣工會文化脈絡下的面貌。鑑於台灣工會

研究仍缺乏女性行動的樣貌，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問題如下：女性員工為何

會參與工會？她們在工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什麼樣的機制影響了

女性的參與和經驗？ 

參、研究方法 

為了能詳盡描述女性在工會日常運作中的行動與經驗，因此採取質性

研究法，以發掘脈絡中與個人有關的意義（胡幼慧，1996：19-24），並採

「立意選樣」來尋找可提供豐富資訊的研究參與者。 

一、工會的選取：從女性勞動議題著手的搜尋策略 

從文獻中得知，不談女性勞動困境的工會無法得到女性的認同，反之

我們可以假設，當工會涉及女性勞動議題時，可能提高女性工會參與率。

為了能找到較多女性參與的工會，本研究從曾處理過女性勞動議題的工會

中進行立意選樣。 

一般而言，女性勞工的保護原則分為身體、生命、健康之生理性保護、

母性保護和禁止就業歧視三類。「生理性保護」規範時間和地點，禁止女

性在夜間或危險場所（如礦坑）工作1。「母性保護」除生理性保護外，還

包括產假、哺乳時間等相關規定，並禁止以懷孕為由解僱女性。禁止「就

業歧視」則依循同工同酬的概念，規範工作場所中男女之雇用不得有差

別，並認定職場性騷擾不僅是性別歧視，也是就業歧視之一種2。女性勞

工的保護原則雖考量性別之間的差異，卻忽略同性別內部的個體差異，使

得雇主以此排除所有女性（台灣勞工陣線，1999：54）。故近來轉向平等 

 

 
1.女性夜間工作原則上禁止，但有例外規定，不過此例外規定不適用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 
2.請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歐洲社會憲章」及「國際勞工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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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思考，在保護懷孕女性之餘，同時賦予她們選擇（如轉調輕易工作）

及自決的權利。 

因此，涉及上述原則的議題包括：女性夜間工作、單身/禁孕條款、

母性保護、招募歧視/職業區隔，及職場性騷擾。筆者因而列出關鍵字，

透過「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查詢系統」，尋找報紙的新聞報導3，篩選出在

1994-2000 年曾就這些議題提出主張或介入處理的工會，結果有「X航工

會」、「Y航工會」及「Z工會」4。筆者先請教與這些工會熟稔的工運組織

者，得知Z工會的重心在處理民營化議題，故而先排除Z工會。筆者再與

熟悉航空業工會的人士接觸，得知X航工會的女性幹部居半，因空服員全

為女性，使得空勤部門席次和地勤部門相當。而Y 航工會中，雖 

3
筆者所採用的關鍵字及搜尋到的篇數如下： 

夜間工作（0） 產假（49） 性別歧視（216） 女性*勞基法*工時（28） 

女性夜間工作（0） 職場性騷擾防治（3）性騷擾*工會（5） 工時*勞動檢查（8） 

單身條款（56） 招募歧視（0） 女性*工會（10）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9） 

禁孕條款（0） 職業隔離（0） 懷孕*工會（1）  

4
皆為產業工會，相關新聞報導如下： 

事件 涉及議題 時間 涉及公司 

1.空服員指夜間飛行可能違法，遭公司處罰，

其中一名工會幹部並遭重罰 
夜間工作 1999/11/19 X 航空公司 

2.Z 公司女職員流產率高 母性保護 1997/1/27 Z 公司 

3.北市就評會決議「強迫懷孕空服員留職停薪

構成就業歧視」 
母性保護 1998/2/27 台灣各家航空公司 

4.Y 航空服員遭航醫於體檢時性騷擾 職場性騷擾 1991/10/16 Y 航空公司 

5.Y 航資遣性騷擾空服員的機師 職場性騷擾 1996/7/16 Y 航空公司 

6.旅客性騷擾空服員，被航空警察拒絕入境，

原機遣返 
職場性騷擾 1996/12/31 X 航空公司 

7.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要求勞工局對 X 公

司進行職場性騷擾防制調查 
職場性騷擾 2000/7/26 X 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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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空勤部門女性人數占壓倒性勝利，但依部門產生的代表比例僅為六分

之一，淡化了女性在公司內部的特殊處境。因 X 航工會（簡稱 X 工會）

代表空勤部門的幹部全為女性，可讓勞動議題更為聚焦，故本研究選擇 X

工會作為單一個案的研究參與者（見表一）。 

表一、第五屆（2001）X 工會組成性別背景 

理事 監事 
 會員 

空勤 地勤 空勤 地勤 

男 65(22.9%) -- 4(80%) -- 2(100%) 

女 219(77.1%) 4(100%) 1(20%) 1(100%) 0(0) 

小計 284(100%) 4(100%) 5(100%) 1(100%) 2(100%) 

註：空勤無男性員工（故以--表示） 

二、研究過程 

2000 年 10 月中旬筆者拜訪該工會理事長，取得工會的同意與合作。

自 11 月至次年 5 月期間，筆者參與工會每月一次的理監事會議，並於 2001

年 1 月在工會進行三天的文件資料檢閱。結果顯示工會歷來重大的勞資爭

議都與空服員有關，故更確定以空勤女性幹部為主角的研究取向。 

與 X 工會空服員有關的勞資爭議，包含「母性保護」、「職業傷害」、

「性騷擾」、「薪資課稅」等議題，再加上「工會歷史」成為五大主軸。其

中前三個議題與上述之女性勞工保護原則相符，「薪資課稅」表面上和性

別無關，卻深深影響女性的參與行為，因此也列為重點，至於「工會歷史」

則用來了解背景脈絡。 

依五大議題分別訪談主要幹部或當事人，隨著訪談過程詢問她/他們

對其它議題的看法，同時衍生其它可供討論、繼續深入的主題，因此每個

訪談對象觸及的範圍並不盡相同。由於相關女性勞動議題在 x 工會是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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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幹部（A1,A2,A6）獨自操作，男性幹部涉入有限，故而並未就此訪談

男性幹部。而訪談對象包括兩名男性幹部(B1,B2)，除了因為他們了解工

會歷史外，在女性幹部脫離工會組自救會的雙重課稅事件上，也涉入甚

深，因此這部份嘗試加入男性觀點的探討（見表二）。 

 

表二  訪談主題與對象參照一覽表 

主題 訪談對象 主題 訪談對象 

母性保護 A1,A2,A6 雙重課稅 A1,A2,A4,A5,A6,B1,B2 

職業傷害 A1,A2,A6 工會歷史 A1,A3,A6,B1,B2 

性騷擾 A1,A2,A6   

 

訪談對象共計 8 名（代號 A 表女性，B 表男性），她/他們皆（曾）具

有工會理監事身份。其中空勤 5 名，地勤 3 名。平均年齡約 39 歲，平均

年資約 16 年，學歷皆在大專以上，有 6 名受訪者畢業後就進入 X 航服務

至今。訪談對象皆已婚，有子女者以一個孩子為最多，子女年齡從學齡前

到高中皆有(見表三)。 

表三、訪談對象資料一覽表 

受訪者 性別 年齡 職級 年資 工會屆數 子女數 

A1 女 33 空服員 10 2 1 

A2 女 33 空服員 10 2 0 

A3 女 47 經理 25 2 1 

A4 女 38 空服員 17 1 1 

A5 女 34 空服員 11 未滿一屆 1 

A6 女 37 空服員 15 3 3 

B1 男 41 督導 12 3 2 

B2 男 47 副理 2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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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蒐集的多元方法 

（一）檔案內容分析 
本研究採取檔案內容分析瞭解 X 工會的成立過程、歷屆理監事的空

地勤及性別比例，及女性勞動議題。資料來源包括工會章程、歷屆會員大

會手冊、工會建檔文件及工會刊物等資料。 

（二）半結構深入訪談 
本研究以擬定的訪談大綱，指引訪談時的方向。在訪談之前，筆者會

說明訪談過程的一些原則，在確定受訪者理解後，以口頭方式徵求受訪者

對錄音的同意，再拿出錄音設備展開訪談。訪談從 2000 年 12 月到隔年 4

月共進行 13 次，每次 1.5 小時至 4 小時不等，時間、地點均以受訪者感

到方便、自在的地方。 

（三）參與觀察 
為了在工會內建立和維持多面向、長期性關係，以發掘出情境脈絡中

的意義（嚴祥鸞，1996：198），本研究以 2000 年底到次年 5 月間每月理

監事會的參與觀察，增加筆者與工會幹部互動的機會，並撰寫田野日誌。 

四、資料處理與分析 

資料來源（data resource）有三，一是檢閱工會檔案文件，二是田野

日誌，包括工會活動的參與觀察，還有與受訪者互動、在田野中不預期的

談話記錄，三是依據錄音逐字稿所作的開放式編碼。在訪談稿的轉譯

（transcribe）過程中，若受訪者的語意不明，則依據前後敘述加以補充註

解，並以「（）」表示。在閱讀上述資料後，從中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成一個子題，將相關子題的資料並陳，作第二次閱讀，以澄清資料或進行

歸類。在歸類之後，根據文獻探討曾提及的層面，及工會歷史和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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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主題之撰寫。舉例如下： 

訪談稿 概念化 歸類 主題 

因為工會那時沒有刊物

嘛，我們部門人力充足，大

家平時見面不多，是不是來

出個刊物，聯絡比較方便。

聯絡需求 組織運作 空服員的組

織策略 

因為那時候實在太多空服

員流產了。有些人做小孩又

做不出來，流產率又特

高。…我們為了要證明空服

員這個行業是很耗體力

的。因為每次公司都說空服

員是很輕鬆的，薪水又拿的

那麼高。我們就是有人脊椎

側彎、肌腱炎，還有流產。

…在勞資協商的時候提出

空服員的工作性質是很疲

累的，很傷身體的，因為空

服員的病例很多嘛。公司就

說你們這些空服員不知道

假病還是真病，每次都偽造

理由來請病假，公司就有這

樣的疑慮啊。那我們就來做

資料嘛。 

 

 

 

 

 

 

 

勞資對空服勞

務風險認知落

 

 

 

 

 

 

 

差資料為憑 

女 性 勞 動 議

題：生理性保護

 

 

 

 

 

勞資互動 

勞方協商策

略及內涵 

 

肆、研究發現 

理監事會議是工會權力的金字塔上層，X 工會理監事中女性佔了一

半，顯見參與工會之深入。這是在一次重大的空服員勞資爭議事件後形成

的生態，要由 1994 年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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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運交叉點：跳脫既定框架的女人 

因為我們忽然瞭解到，為什麼那些人可以幫我們決定我每個月要給

公司 3%。（A2） 

妳在盡自己的義務之後，發覺妳的權利某些被公司占便宜了，…就

會想說應該為大家爭取些什麼，把我們知的權利喚起來，而不是說

公司說一我們就是一。雖然是一個員工，但是員工也有知的權利。

（A4） 

意識的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通常來自親身經歷，尤其是遭受剝

奪的感覺常促使人們挺身而出。和福昌紡織電子廠關廠抗爭過程中的女工

一樣，X 工會活躍的女性幹部，也是因「經濟因素」開啟了她們參與工會

的大門，更特別的是她們還曾憤而出走工會、組織自救會爭取權益。 

1994 年發生的勞資爭議所涉及的對象只有空服員，爭議的焦點是她

們的薪資，勞資雙方對於空服員薪資的賦稅義務有不同的看法，空服員認

為資方是假藉名目調降其薪資。工會出面協助處理，行文相關政府單位，

但也僅能做法律上的澄清。 

我們之前也有行文去勞委會、去國稅局來解釋。國稅局給我們的回

答就說這個錢呢，是認定你們不要繳的，那至於這個公司怎麼跟你

拿，跟國稅局沒有關係，因為只認定你不用繳稅，至於公司預扣的

跟國稅局沒有關係。…勞委會當然也不會對你說「行」或「不行」，

就是「按照勞資協商…」這種公文，對我們有什麼幫助呢？（A6） 

於是工會和資方協商，結果卻令空服員極其不滿。1996 年由工會和

總經理（資方代表）簽訂的「薪資所得課稅之協議書」之中，同意資方每

月可自空服員薪資中扣除 3%。談判之前工會5曾發問卷詢問空服員意見， 

 
5在所有受訪者的口中，「工會」一詞會隨著時間、歷史、角色的不同而轉換其所指涉的範圍，

在分析過程中，我很難明確標明出其真實意義，必須要靠前後文及說話者的立場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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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會協商代表與資方的協議卻未能守住問卷結果底限，以致空服員事後

不願遵守協議。但協議書卻約束著工會和資方，不願讓步的空服員若留在

工會則毫無機會。 

事實上那時發的問卷調查，一百多份都說我一毛都不給，如果政府

說我不用繳稅，我為什麼要給 X 航 3%。…當時鬧得很不愉快，是

少數人替我們決定這些事情。（A2） 

B2 是工會早期的元老，他的看法說明了在薪資課稅事件之前，工會

和資方的互動早有固定的模式，他認為此模式足以應付包括調薪、紅利談

判等勞動議題。而在這過程中，空服員卻發現既有勞資爭議處理模式的缺

陷，她們認為發生爭議時第一步行文有關單位，卻往往使問題回到勞資之

間；於是進行談判，結果又總是要妥協。空服員不願繼續在這樣的循環中

讓資方蠶食勞動權益，於是空服員「出走」工會，組織自救會，對公司提

出告訴，以求翻案。 

因為它（勞資爭議）有一層一層的，談判、不行的話找勞工局協

調，協調不行的話再看上法院怎麼樣的，一步一步。這是工會應

該要有的共識，不能隨便講一講就去告了，這一定要每一步做完

了，不行才去告。（B2） 

但是我想在那時候要跳出來一定還是要跳出來，因為如果不跳出

來的話就是一直會在這種模式下繼續下去。他（資方）只要提出

來要求，你就要妥協。我們就覺得讓公司這樣下去，我們沒有什

麼前途，所以才會有跳出來的行為。…這是不得已的情況下的產

物。（A6） 

「跳出來打官司」有多麼不得已？這要放在 X 航「家醜不外揚」的

企業文化脈絡來看。 

激烈的手段僅只於此，比如我剛進公司時他/她們要爭取加班費，

然後大家集體拒絕去吃尾牙，那公司就很難看，或是準時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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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這種方式啦，並沒有用到罷工這種行為。…希望工會要按照

公司的方式，就是配合的方式，不喜歡有出軌的方式，跑去上報

啊有些體制外的行為，它要的就是關起門來我們自己談就好了，

不要給外面的人知道。（A6） 

資方藉由台灣曾經蓬勃的街頭運動，灌輸工會「衝突」、「對立」等同

於「暴力」的意識型態，強化「談判」和「民主」的連結，並弱化其它抗

爭形式的正當性。 

以我們台灣來看，社會運動就是走上街頭，是比較強烈的，那公司

就一直在教育我們說不要這樣子，我們還是可以坐下來好好談，只

要公司可以拿出來的東西，我們可以慢慢談，基本上他們比較不喜

歡暴力的對抗，…這是他們一直給我們這樣洗腦。那我們也是覺得

如果能夠用談的談出來是最好的。（A6） 

於是，「跳出來打官司」不僅是讓家醜外揚，而和資方形成對峙的局

面，更是 X 航的企業文化中最大的禁忌，在 X 航工作的員工也吸納這種

想法。自救會成員要先突破自己去挑戰資方，並面對公司內部上司、工會

及同事的不解眼光。她們不肯接受協議、她們脫離工會、和資方打官司，

甚至挑戰資方長久以來所形塑的勞資對談的「假象」。高達百名的自救會

成員，在整個企業中只是少數。自救會成員成了資方眼中的「激進份子」、

工會眼中的「叛軍」。 

在福昌紡織的抗爭中，林文婷認為女工是因經濟因素而行動，並在後

期導致共同體的分裂。然而，在 x 工會的女性幹部，雖然也是因為形同減

薪的經濟因素而行動，但是她們的行動卻從自救會持續到再進入工會，而

有了轉化與深入的機會。這樣的轉機來自什麼？ 

覺悟說自己的權益還是要自己去爭取。（A5） 

後來改選了，我們就很 support 自救會的人出來。（A4） 

那時候剛好自救會的成員比較有意見的份子也是覺得工會太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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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連這種事情都沒有辦法為大家爭取到最高的權益，才會跳出

來說不然我來幹啊，自告奮勇。（A6） 

可以想像優雅的空服員說這樣氣魄的話嗎？從爭取自己的權益，這群

空服員發現自己可以做得比別人好，這樣的信心與行動並不只是「獨善其

身」，在之後的理監事選舉後她們開始「兼善天下」。 

假設我今天（因為同意公司作法）升上去了，我週遭沒有一群

support 我的朋友的話，我在這個工作只唯獨有錢、有名，我是不

會快樂的。…也許公司給你的是一個榮耀，…但是為正義、為大家

來爭取福利的話，…那我覺得這是我工作最大的收獲。（A4） 

從經濟因素到為眾人爭取權益，這群女性顯然在行動中找到自己的定

位，也在他人負面標籤的眼光中找到反轉的槓桿。原以為「很慓悍、很認

真」是他人對她們的形容詞，卻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她們也使用這些詞彙，

並帶著一副「隨你怎麼說，我就是這樣」的態度。這些字眼背後，其實是

她們引以為傲的自我認同。談到這些形容詞，她們也會強調「不後悔」，

包括無法升遷。若說她們毫不在意升遷，可能低估她們的職場企圖心，但

是企圖心似乎轉往它處（如工會），「慓悍」的說法只是表面張力而已。女

性在經歷過某些歷練後（或更明白地，和父權文化對抗）會生出這種氣魄，

猶如種子掙出石礫發芽，只是當時身為學生的研究者未能體會，因此錯失

更深入探索其中的性別認同轉折，至今回想起來仍覺遺憾。 

二、跨越時空聯上你：空服員的組織特性 

將近百名空服員挺身而出具名控告資方，若沒有空服員早已建立綿密

的組織網絡是無法達成的，這也來自於空服員獨特的勞動特性，因而有迥

異於生產線勞工或上班族的組織特色。 

（一）移動式勞動空間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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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工作就是「出差」，為了配合航空公司對飛機的充份利用，

以及勞動力必須休息的非商品化特性，國際線的空服員會在不同據點（稱

為「外站」）停留、休息，以達到再生產的目的。配合飛機航班而排定空

服員的勞動時間和地點，使得個別空服員的工作排程並非規律可期。 

理論上，在外站停留應屬空服員的下班時間，空服員對這段時間的安

排擁有自主權。但挾著「管理上方便」的說辭，資方會對外站的停留設限，

空服員必須讓資方隨傳隨到，因此不可能離開飯店太遠、通訊設備（手機

或 call 機）需隨時開著。外站停留增加了資方在勞工休息時間外繼續行使

管理權的機會，空服員並非休息，而是半待命的狀態。既然不能離開飯店

太遠，飯店成了空服員最佳集結空間，空服員的互動是遠在異鄉異地，傳

統組織工作者看不到的地方進行。 

（二）女人的 gossip 
一群女性聚在一起，嘰嘰喳喳，這樣「典型」的畫面，或是閒聊、或

是互吐生活中的苦水、或是互相打氣加油，但也同時對資方或主管進行「公

幹」（受訪者用語），空服員的集體意識就是在所謂「女人的 gossip」中逐

漸成形。 

電話是另一個「戰線」，在 X 航空服員的組織中，電話是一項利器，

無遠弗屆的電話線，彌補了無法控制航機排班的她們，拉近了彼此之間的

距離。 

其實是有實際上的困難，…做了一個決定後，妳必須等她下班，等

她下班了妳可能又上去了，就是說妳必須多花很多的功夫，不像地

勤只用下班時間，可是我們不一樣，我覺得要花更多的力氣傳遞資

訊。（A5） 

像我們之前都打電話去找 A6，她老公就會抱怨電話費很貴，也佔

用到夫妻相處的時間，照顧小孩的時間。所以她跟我們講電話都很

晚，小孩子睡著了，她才打電話給我們，講很久，講到（我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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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都快燒掉一直發出雜音。（A2） 

A1 在產休期間也常常接到會員的電話，產休的她「並未出現」，但透

過電話，她對資方的管理或空服員的勞動狀況瞭若指掌，她在空服員網絡

中位居關鍵位置，各種資訊仍然往她匯集。 

另一個潛在的「戰線」是網路。空服員很早就利用網站互通訊息，使

用者橫跨數家航空公司6。然而在X工會尚未發現她們大量使用網路，雖然

她們在言談間會透露互傳電子郵件，但在教育或組織層面上似乎還是依賴

電話及會訊。 

（三）以部門為基礎的組織 
或許愈是彈性的勞動過程，勞工對「聯結」就有愈大的需求。空服員

在 X 航中以「部門」為基礎發展組織網絡，包括空服員分組、出刊物、

成立空姐基金、開空姐大會，這些組織策略甚至早於工會。 

因為工會那時沒有刊物嘛，我們部門人力充足，大家平時見面不

多，是不是來出個刊物，聯絡比較方便。（A6） 

我進公司時就有一份單純的空勤會刊。它也不是定期出刊。有什

麼事情發生（才出刊）。比如說今天班機發生什麼 irregular，我

就教育我的空勤說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你應該要求要休息、不

能繼續工作啦！（A2） 

空勤部門的刊物編輯相當簡單，大約是一張 A4 或 B5 的紙張，以手

寫影印方式出刊，只在空服員之間流通，內含勞工權益的告知及勞工意識

的培養。在空服員成立自救會之後，這份刊物更扮演重要的角色。 

雙重課稅也有發過，因為我們認為自救會是獨立在工會以外的，

那現在我們偶爾會發給自救會員，我沒有辦法透明化說讓公司知

道我的下一步是什麼。（A2） 

「空姐基金」簡單地說是類似職工福利委員會的功能，在空姐生日或 

 6「飛喵喵空服網」，本研究進行期間仍開張的網站，後因故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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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喪喜慶時提供一些福利，這是由空服員自發成立的基金，沒有資方的財

力支援。而不定期舉辦的「空姐大會」，是作為與部門主管溝通的管道，

例如該部門實施某項新制度時，空服員就會主動請部門主管來聽聽她們的

意見，非常類似歐洲國家的「工廠會議」，隱含著「產業民主」的精神。

但是資方並不重視這樣的溝通管道，「主管幹嘛來聽妳的抱怨呢？」A6

的說法點出了在沒有法令強制效力下，「勞資協商」可能只是「狗吠火車」。

早於工會發展出來的組織模式與策略，解釋了空服員在工會無法發揮功能

時，為何會毫不遲疑組織自救會的原因。 

三、女性即柔順？組織中父權文化的再製 

事實上，工會為了保住招牌，是導致空服員脫離工會的原因之一。 

工會沒辦法啊，工會是固定的招牌，工會怎麼樣要接下去啊。…因此

工會開始辦手續，讓願意接受 3%的人由工會受理和公司簽，辦完了工會

的責任就結束了，所以現在工會不談。…工會就不需要再跟公司牽扯，工

會說我已經管完了，我人也交給你（資方）了，我也管完了，你跟自救會

是另外一部份人馬的事情，我代表了願意跟我的會員，跟你達成了協議，

所以現在工會守這個立場，不介入這個事情。（B2） 

招牌是保住了，實質運作卻停頓了。因為自救會成員的出走，帶走了

四位重要幹部和一百多位會員，對工會來說殺傷力不小。不僅會員對工會

的信心喪失，資方也「看扁」工會。 

那時候大家都覺得工會「不能碰（台語）」，「碰一下」就變成烏賊啦

（被抹黑之意），絕對沒什麼好下場，沒什麼人敢去。…它覺得我們工會

統合能力很差，竟然管不住空勤，所以基本上它對地勤的幹部也看不起，

空勤也沒辦法管好，女人家啊，三腳貓，怎麼擺不平這些女子，就覺得蠻

瞧不起他們地勤的，我想公司的心裡狀態有這個部份存在。…反正在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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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下地勤也感受到這種壓力，好像公司不太鳥他們的感覺。（A6） 

女性會員的出走在資方的解讀下是「男性幹部沒有管好，能力太差」，

否認女性的自主性，不論是個體或是群體的自主性，都遭到質疑。資方的

解讀也區隔出「地勤等同於男性」、「空勤等同於女性」的分類。難道地勤

部門真是以男性為主嗎？該屆工會 2001 年的會員有 284 名，其中男性 65

人，女性 219 人，比例為 1：4。男性 65 人皆為地勤部門，女性 91 人為

地勤，其餘皆為空服員。因此即使在地勤部門，仍是女性的天下。然而，

會員代表中地勤的男性代表是 16 人，女性代表是 15 人，也就是說，男性

代表的性別比例遠超過男性會員的比例。 

理監事層級更為扭曲，在地勤席理監事中，女性只有 1 席，男性完全

主導了地勤部門的代表席次及勞動議題。這種情形與西方學者所指「男性

主導工會」的現象相符，亦即雖是女性居多的職場，仍然由男性幹部主導

工會。受訪者言詞中的「空勤」、「地勤」，其實暗指性別的差異。但女性

會員的出走，正是因為女性空服員的議題無法在工會中獲得正面回應。 

因為空地勤的利益點不同。…妳們（空勤）的問題每次都拿來桌上

講，影響我們大家的進度，比如說我們可以談別的我（地勤）也有

份的事情，老是講妳（空勤）的，我會覺得很不耐煩啊，我今天跟

公司達到這樣的協議後，我希望妳就不要再吵了，妳就接受吧。我

們就決議不要再講了，妳就接受吧。（A5） 

誰是「我們」？誰是「你們」？而誰是代表全體的「大家」？在 A5

的談話當中，這些指稱相當混淆，在這些紛亂的「我/我們」、「你/你們」

中，表面上是空/地勤部門的立場相異，實質內涵卻隱含了性別的偏頗：

女性的勞動條件不是「全體」的議題，只有加上「男性」才上得了檯面。 

薪資課稅是女孩子她們的事情，可是我們工會還是希望不要每次派

那些女孩子去談的時候，她們會被打壓成說是某一個單位，因為我

們是公司性的工會嘛，所以說我們需要除了空勤還有地勤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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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孩子比較年輕嘛，那我們在工會做得比較久，而且我不論是私

交，還是對她們的情況比較了解，而且我又是比較資深的理監事，

所以我就被任命薪資課稅的處理。（B2） 

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空服員綿密的組織網、獨樹一格的動

員模式，是因為她們在企業內部被畫歸為單一部門的操作結果。然而，「單

一部門」也成了她們被邊緣化的原因，資方以「不具代表性」、「只是某一

單位」來迴避和她們的對談。資方企圖以「空勤等同於女性」或「空勤不

代表全工會」加以打壓，連工會也接收這種區隔。於是工會派出男性地勤

幹部來代表她們，女性不能也不會是工會運作的主體，如果要，總要有個

男性以「家父長」的形貌如影隨形地「代表發言」才成。女性的身份和自

主性就被男性觀點卡在這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位置。然而男性卻可以不

需要女性，就擁有獨立的議題空間。 

有一次我們在談調薪，隨物價指數調 3%，結果薪資結構表出來，

咦奇怪為什麼地勤調 3%，空勤沒有調 3%。明明空地勤一起去談，

談判代表的發言人是地勤的，可是坐在那邊的也有空勤的啊，公司

就說你們空勤的又沒說空勤那一張表要調。那張表就硬生生有一年

沒有隨物價指數調。（A6） 

除了議題運作就隱含性別政治外，女性在前二屆的運作中也受到限

制。 

第一、二屆我們都是綠葉啦，在旁邊出席。…紀錄一定找女生啊，

他有找過男生當紀錄嗎？沒有啊。（A6） 

勞資對談中可看到更多性別建構的痕跡，A6 提到對一名已離職空勤

前輩的觀察： 

我覺得是她自己摸索出來、另闢蹊徑，因為女孩子喔第一次有這樣

強力主談的，是她開始，以前都沒有。…因為女孩子在X國人7眼 

 
7 X公司為跨國公司，母公司在X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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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比較低等的，所以她在談判上充分運用她柔性的特質，那主管

是男的比較多，會接觸到不一樣的對手，當然就會比較好奇，她就

充分運用這種好奇心來取得她想要的目的。讓那些主管，（都是）

地勤出身，覺得怎麼空服員、女孩子吶，怎麼也會對這種議題來跟

公司 argue。那基本他們會比較看輕女孩子，覺得女孩子成不了什

麼大事，會有那種大男人的心態出現，覺得既然你苦苦哀求，就分

個小糖給你吧那種心態。她就比較柔性的方式去說服公司，讓那些

主管覺得「分點小惠給你們吧」，讓他們有那種優越的感覺。我覺

得這是跟以前截然不同的談判方式，以前是男性主導的，就會敲桌

子啊、對罵這樣子。「你們狗眼看人低」啊什麼很男性的義氣用事。

把自己的鞋子拿起來敲桌子這種動作，那空服員是不可能有這樣的

動作。在談判方面，大概是一種訴求的方式，比如說「你看我們和

別家航空公司比起來，我們真的是低很多。一開始可能沒有，可是

經過這麼多年，而且我們以循規蹈矩、做事努力啊，希望公司給我

們合理的待遇啊。」強調比較柔性，那如果是一個男性空服員嘴巴

講出來，公司可能就不吃這套，懂嗎？ 

顯然，女性並不是天生具有「某種談判特色」，女性的談判特色其實

是在資方及男性的對照甚至期待之下被建構出來的。以男性為主的資方代

表，對於女性的陌生、好奇，凸顯出女性在談判場域中的「特別」（「怎麼

也會對這種議題來跟公司 argue？」）。相對於男性以敲桌子、男性義氣用

事的話語，資方對女性「柔弱」、「低於男性」的眨抑，造成女性不得不壓

低姿態來進行談判，因為唯有「示弱」才能讓女性的談判成功。即使是男

性工會幹部，也以這樣的邏輯作為他選定談判人選的準則，再一次地，性

別文化建構出男女互異的特質，並重新鞏固性別文化的內涵。 

一般來講女性比較細膩，但有時候會鑽牛角尖，會忘記最後的原

則、目標是什麼，常常在一個小細節在那邊爭。那男性比較不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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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大原則比較抓得住。男孩子會比較看遠一點，因為男孩子進到

一個公司是希望待到退休，有各方面的壓力。那女孩子，不管空地

勤都一樣，可能她的收入也好都不是家庭經濟的主要來源，可能是

部份而已。那男孩子來講他可能是家庭的主要來源，自己的看法來

講會看得比較長久。有時候為了這個最終目的在某方面犧牲一點沒

關係，那女孩子不行，一步也不退，要力爭到底，常常為了這種小

東西，後面的東西拿不到。…所以在 assign 談判的代表時我會考

慮到他/她工作上的表現、生活背景，這都會影響。像年終獎金的

談判，我就找某空勤幹部，因為她對這個很清楚，本身又很斤斤計

較，這四個字不是壞的評語喔，是說很多事情她都要搞清楚，這種

人放在錢方面最好了，不管她/他的收入是不是經濟來源，那不管。

像勤務規程就不行，因為它是一個大的東西，你不可能在每個項目

上都贏，要這個地方放一點，那個地方拿一點。她的個性就不行，

這個地方拿不到就停下來了。她沒想到這個地方退一點，搞不好別

的地方可以拿更好。（B1） 

在 B1 這名男性幹部的眼中，「女性是細膩，男性不拘小節」的區隔，

還建立在男性養家職責、女性無需負擔家計的性別分工上，於是個別的人

格特質不僅出現性別意涵，並且和性別的社會分工掛鉤，形成性別政治的

漩渦，將所有現象全都捲入，無所遁逃！ 

四、主動出擊：工會中的女性勞動議題 

薪資課稅事件後，資方仍未放棄拿空服員薪資開刀的念頭，這次的名

目是「外站津貼」，資方片面改變其計算基準，空服員降薪幅度達 30~48%。

已進入工會核心的空服員豈能容忍歷史重演，在她們的運作下，再次突破

工會既有運作模式，成功地整合空地勤會員進行工作場所的抗議活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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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會出面打官司。打蛇打七寸，親切美麗的空服員在制服上佩戴有抗議

字眼的筆，在機場走動、在機艙內服務乘客，抓住了媒體的目光，資方雖

不願承受這樣的報導，此行動卻讓空服員多年怨氣得到抒解。 

鑒於空服員的薪資議題老成為箭靶，空服員自是緊守底線，不讓資方

越雷池一步。除此之外，她們也陸續提出女性夜間工作、性騷擾、育嬰留

職停薪等議題，化被動為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議題恰與勞基法適用

或兩性工作平等法推動過程一致。 

像我們禁孕條款也是勞基法解禁才開始的。以後育嬰假也是一樣，

一定要兩性工作平等法通過，育嬰假才會出來。…還有育嬰假，基

本上我認為這是一個母性保護的觀念，推廣在所有媽媽的身上，因

為這對小孩來講是很重要的。這種東西要推廣還是需要法源來支

持，沒有法源的話，你也拿公司沒辦法，不能拿任何手段跟它抗爭

啊，像之前的懷孕（選擇地勤）的，勞工局那邊有嚴厲的規範出來，

我們公司也是從善如流，還好啦。如果以後兩性工作平等法（通

過），我相信我們公司一定會馬上做得到。可是在法沒出來之前，

它一定不會讓你便宜到的。（A6） 

事實上，相較於「禁孕條款」或「性騷擾」等容易取得媒體上曝光的

議題，X 工會空服員也挑戰「流產」和「職業病」的議題。女性空服員因

高空飛行、非固定制工時等因素，極易流產並罹患靜脈曲張、下背痛等職

業病。 

因為那時候實在太多空服員流產了。有些人做小孩又做不出來，流

產率又特高。…我們為了要證明空服員這個行業是很耗體力的。因

為每次公司都說空服員是很輕鬆的，薪水又拿的那麼高。我們就是

有人脊椎側彎、肌腱炎，還有流產。…在勞資協商的時候提出空服

員的工作性質是很疲累的，很傷身體的，因為空服員的病例很多

嘛。公司就說你們這些空服員不知道假病還是真病，每次都偽造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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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來請病假，公司就有這樣的疑慮啊。那我們就來做資料嘛。（A6） 

於是 X 工會針對空服員的身體狀況進行簡單的問卷調查，以作為談

判籌碼。但是沒有外在情勢的協助下（例如藉媒體大幅報導某議題之際要

求資方回應處理），籌碼顯得薄弱，這類議題往往不了了之。這也導致空

服員在議題策略上企盼法律的明文保障，更甚於其他手段的可能性；然而

這些相關議題在當時的勞基法並未規範，兩性工作平等法也直至 2002 年

方才實施。由於無法可據，自然無法透過政府的勞資爭議協調機制來處理。 

五、從工會到家庭：性別邏輯的貫穿  

受訪的女性幹部都提到撫育子女會影響工會參與，這些受訪者正面臨

子女照顧最重要的階段，除了一位受訪者的小孩已入高中，其餘的仍在襁

褓或小學，正需要父母的時間與精力照顧，但身為母親的她們卻是唯一擔

負者，壓縮了她們參與工會的空間。 

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A4） 

我覺得女性參與工會有個（障礙）就是她要帶小孩，基本上我們是

常常利用休假的時間在開會。年齡層低一點也比較好，妳還沒有面

臨結婚生子，比較資深的姊姊，當她三十歲事實上她都會有家庭、

有小孩。比較不能抽空出來做這種服務性的工作。…我覺得沒小孩

是很大的原因，現在如果有小孩，家人可能會認為你丟著小孩不

管，現在沒有增加很大的負擔，頂多沒在家裡吃飯而已。（A2） 

時間或許是主要的考量，在個人時間有限而必須合理分配的原則下，

生命中無法割捨的的活動，就會排擠掉看似並非緊急的工會參與。「過客」

心態、「搭便車」、「自掃門前雪」的想法，都會攔阻個人跨出家門參與集

體行動；然而家庭照護責任的鬆綁、配偶的允許卻是女性最重要的通行證。 

像我們之前沒結婚啊，我們也不喜歡弄工會，那我們的想法是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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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很累，要趕快出去玩，或者跟男朋友去約會。因為做工會等於

是幫大家做事嘛，因為跟公司談 bonus，得到是大家都有份，不參

加工會妳也可以得到這項東西嘛。而且以前我們的想法是空服員做

幾年就走了，不用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最重要是，空服員妳沒有

飛就沒有錢，如果妳常常因為要開會，或工會的會務就會減少妳的

收入，我們那時候還小還年輕，我們會覺得說我要多飛一點，我希

望把這個時間拿去飛，多賺一點錢、多存一點錢，因為錢對我來講

比較重要嘛。…現在我覺得我自己有家，我覺得我只要保有這個工

作，領一些 basic 就可以了，我要常常在家、常常陪我的家人。年

輕時比較希望出去飛，比較沒有那個動力參與工會。…大概是到那

個雙重課稅，那剛好也是因為我家庭，孩子夠大去上幼稚園，我老

公也很支持我。（A5） 

A5 的說明正顯現出人生目標的優先順位會隨著不同時期而改變，只

是她對於優先順位的考量正與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要求相似。以 Cunnion

（1987）的話來說，A5 在結婚前對於職業或工會的參與都有所保留，目

的是要完成「浪漫愛」的目標：「要趕快出去玩，或者跟男朋友去約會。」 

雖然受訪女性都察覺到女性比男性受限於家務，但她們似乎甘之如

飴，認為這是職業婦女必會面臨的兩難，A3 選擇只生一個孩子來降低兩

難的程度，較為年輕世代的 A2 雖享受了世代上的優勢，但仍避不了兩者

之間的平衡問題。 

所以只生一個。每個人狀況不一樣，客觀條件不一樣，她搞不好有

適當的人選幫她照顧小孩，有優渥的條件有人幫她打點這些，或者

是她很有錢，她可以找幾個人來幫她這類的。每個人條件不同，因

人而異。但基本上這一定是互動性的，一定會的，除非你有很好的

條件，不然你就會思考說你有沒有能力去做這樣的。（A3）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年代的人就已經蠻平等啦，我覺得家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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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比如說工會會後要聚餐，有小朋友的、有家人的就要回家，

沒有辦法逃脫說因為要煮飯、要帶小朋友。同樣有小朋友的，男性

比較容易，我只要打通電話說我不要回家吃飯就好了。我覺得職業

婦女還是面臨這種問題，比如說我可以來開會啦，但是到六點我還

是要回家嘛。…應該是不只我們這個工作，所有的職業婦女都會面

臨這種。（A2） 

並非只有女性面臨這樣的兩難，一名男性也提到家庭和工作的衝突。

他認為工會應該由年輕人來參與，因為年紀較長的人通常有家累。他承認

男性在參與工會時也會擔心家累。 

如果參與工會太投入的話，像以前我剛開始做的時候，還好小孩

還沒生，後來小孩也很小。現在小孩子會要你晚上回來啊，我們

以前開會也會很晚啊，尤其出事的時候開會開很晚，而且有時候

開會是在聊天耶，你又不能走，因為大家一起開會久了就變朋友，

又有一點變成一個圈子的感覺。尤其以前某某沒有結婚，他很晚

才結婚，他每次開完會就說我們弄一下怎麼樣的，所以大家都很

怕跟他開會，因為開完會大家都很想走，很多人有家累想跑，當

然他現在也不行啦。…我在工會最辛苦的那幾年，孩子只有五、

六歲。所以那時候他不會有任何要求。現在大概 11、12 歲，他就

會說早一點回來啊！然後說要做什麼，以前就不會。（B2） 

B2 以「做太久了」作為淡出工會的原因，但卻可看出來自於太太抱

怨的影響，另一名男性幹部淡出工會也同樣暗藏了太太的施壓。 

…她（妻子）只是覺得你們公司怎麼一天到晚出事。人都會這樣，

會講你那個工會可不可以不要做啦，做了八、九年還再做！所以我

到 97 年年底就不做了。（我問：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嗎？）不是，因

為我做九年、十年了。我說我不能這樣一直搞下去。我說我可以幫

忙，但是我不能再做下去了。X4 的太太也說，B2 說不做就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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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那邊做。…後來就說不做了。…他太太就這樣講他嘛！說這

個（從事工會）是階段性的，怎麼一做下去就這樣子，他太太以前

也這樣跟我講。（B2） 

家庭其實同樣牽絆男性，小孩與妻子都期望父親/丈夫多花一些時間

來陪伴，不過女性似乎較男性更願意承認家庭的束縛，也將其內化為性別

角色的內涵。女性受訪者也認為在雙薪家庭比例日增下，男性很難逃脫家

庭中的角色，當然男性扮演的角色與女性不同，可能也隨著世代、社會階

級、夫妻性別平權程度而有程度上的差別。然而關鍵是：男性願不願意承

認自己被家庭牽絆？他們用何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家庭的愛？ 

我覺得也看個性，有些男性也會明講「不行，我要帶小孩去幹嘛幹

嘛」。現在都是兩邊要互相搭配的，如果是雙薪家庭的話。你兩個

夫妻都在上班的話，一定是這樣子的搭配，相對地他也被老婆要求

啊。像我們公司有同事要帶小孩去上鋼琴課的。車伕嘛！接送就是

很大的事情，像學鋼琴的話，你至少要待一個鐘頭，你可以利用一

個鐘頭去外面逛書店什麼的，但你還是得在一個鐘頭回來接。（A3） 

如果你臨時說要吃飯，有小孩有家庭的女生都說我要回家。有小孩

的男性，同樣參與工會，我不知道是因為面子，還是真的沒有照顧

小孩、準備晚餐的責任，幾乎沒有人會說我要去接小孩，我要煮飯

給老婆吃啊這種，沒有這種聲音嘛！（A2） 

為什麼男性不承認呢？是因為他們比女性容易擺脫那樣的責任嗎？

是他們在擺脫責任後較沒有罪惡感嗎？還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根本不會期

待男性和家庭產生聯結嗎？看到一名女性暢談她的家庭，往往予人「這名

女性很幸福」的印象，但是我們很少問男性他的家庭如何如何，彷彿他與

他的家庭毫無關聯。我們一直拿「家事多半是誰在做？」來問女性，好似

她應該為家庭裡的夫妻分工不均負起責任。但我們從不問男性「你怎麼分

配工作和照顧小孩的時間」，這不相當於默認他不需要為家庭裡的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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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擔負任何責任嗎？ 

伍、結語 

X 工會的女性空服員為本文的發問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她們參與

工會的經歷，她們在職場與工會的奮鬥，以及她們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

的來回穿梭，讓工會中女性的身影更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一、從職場到工會再到家庭 

女性為何參與工會？勞資議題往往是啟發的動力，本案例肇因於資方

對其薪資的雙重課稅事件，但是單獨經濟因素並無法讓女性的行動力持

續，在 X 工會，女性透過動力的轉化，從服務眾人、爭取福利中取得參

與工會的定位。有論者以為女性是否參與工會，與工會入會方式（是否強

制）、資方立場、或國家是否鼓勵有關，就台灣本土經驗而言，工會法規

定強制入會原則、X 工會則由資方訂立遊戲規則並未限男女參與。至於國

家對女性參與工會的影響，台灣的工會政策有資方主控的色彩，但是否「性

別盲」則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Franzway（1994）探究南澳女性參與工會的說法，將其分成「傳統工

會主義」、「社會正義」和「女性主義」三類。「傳統工會主義」強調工人

團結、而忽略個人行為的特殊性，並導致對女性的忽略，屬於這類的人們

通常其父執輩皆參與工會。「社會正義」則將工會視為可達成社會正義的

工具，屬於這類的人們其成長背景對工會並不熟悉，父母也不太參與工

會，但強調社會正義的價值。「女性主義」則是因本身曾參與女權運動、

或因母親而接觸女性主觀點，從而參與工會。Franzway 發現某些議題，

如性騷擾、二度就業等確實促使一些女性參與工會，但目的未必在以集體

力量改善女性勞工的處境，因此在她的分類中，並非屬於「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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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工會女性是否因「社會正義」而參與工會？「為大家爭取權益、福

利」的說法似乎距離社會正義的高標準還很遙遠。加上受限於單一部門、

不利於她們和地勤女性結盟，台灣本土女性主義的論述也不曾出現在她們

的說法中，要以「女性主義」來分類似乎證據不足，但是她們不斷提出諸

如性騷擾、母性保護、育嬰假等議題，在台灣的工會脈絡中又算是相當進

步的主張，或許 Franzway 的分類並不適合台灣社會。至於 X 工會女性從

自身權益到關心集體利害的歷程，究竟只是特例，還是可以成為台灣女性

的普遍經驗？這是值得未來研究繼續探索的議題。 

至於影響女性工會參與程度，仍顯現在「家務分擔」的說法，尤以子

女照顧為最，反映在受訪者「時間不夠用」的說法上，「時間分配」包含

了女性扮演的角色數量及其內涵的問題。過去研究所提的性別邏輯貫穿職

場、工會和家庭的現象，在 X 工會中也不是同等明顯，這可能受到研究

參與者的階級、教育程度或職業所影響而有差異，未來的研究或可再細分

女性的社會屬性並加以比較。 

至於家庭對工會男性的影響，在過去較少被探索。然而由實際訪談的

體驗是，詢問家庭和女性的關聯常反射一種政治正確的思考模式，結果卻

強化女性和家庭的高度聯結，並讓男性對他的家庭經驗更形陌生，導致更

鞏固性別刻板印象。現今來看本研究在追循前人腳步之下，雖企圖涵括女

性和工會、家庭的關係，事實上卻難免也落入偏離女性工會經驗的危險。 

二、在組織中建構的性別認同 

x 工會活躍的女性，置身於男性主導的工會，西方文獻對於男性主導

的現象提出「男性氣慨文化」的解釋，本研究則發現不能忽略資方的父權

心態在形成此種文化的影響力。X 工會女性幹部是在航空企業位置邊緣的

空服員，其地位無法和機師相比，與主管的互動經驗又不同於地勤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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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了她們取得資源與權力的機會。資方認為唯有男性受雇者才能上談判

桌，女性成了談判桌上的「異例」。這造成男性壓抑女性的表現，X 工會

女性則採取因應技巧，從展現「柔順」來取得發言空間。 

女性的「柔弱」成了組織中性別化歷程的產物，但是這產物並非唯一、

也非永恒。當資方與男性習於柔弱時，女性打破溫馴形象的舉動，反而擺

脫慣性，深深撼動整個體制。女性從自身經驗的肯定與接受，更形成一股

澤被他人的力量，改變女性在工會中扮演的角色，她們既柔弱又慓悍，這

樣的表現來自組織的性別化歷程，但這歷程的動力也來自女性本身。她們

既「柔順」以爭取發言空間，又要「敢言」、「敢衝」才能被正視；在父權

的資方及工會的雙重壓迫下，她們巧妙的運用性別角色雙重策略來突破重

圍，並在這樣的過程中尋求自我角色定位。 

Acker（1991）就指出既有的組織研究總是忽略性別，不是將組織去

性別化，就是將組織看成是中性（netural）的。她認為組織本身是個性別

化的歷程（a gendered process），性別區隔在工作組織中產生，男女收入、

地位不平等也來自組織過程。若要了解性別不平等，就要從此著手，組織

是性別文化發展與再製的場域，有助於我們了解性別的建構，個體的性別

認同是組織歷程的產物，個體在組織中形塑了自身的性別認同。換個角度

來說，當我們挑戰工會中的性別文化時，其實是在挑戰整個社會的性別建

構，工會中的性別文化不應作為一個特例，它應該是個起點，一個挑戰父

權社會對性別文化建構的起點。 

三、工會應作為強化女性職場網絡的機制 

是什麼樣的機制會影響女性的工會參與和經驗？從 X 工會女性的經

驗來看，她們的組織網絡（例如空勤通訊、空姐大會等）早於工會，已發

揮一部份勞資對談的功能，亦即早在進入工會之前，女性就以非正式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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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方式涉入勞資雙方都關注的勞動議題，也已藉這些場域集結、教育，累

積了初步經驗。我們以為「進入工會」是觀察的起點，然而對這些在之前

已小試身手的女性而言，經國家認可的工會成員身份，提供一個更大的舞

台激發她們更多創意揮灑空間，毋寧說「工會」本身就成為一種影響機制。 

從工會來看，雙重課稅事件中「自救會」偏離了「正軌」，但那只是

女性既有組織網絡的一種「選擇」。工會原有的談判或爭議處理模式，並

未能束縛女性爭取勞動權益的手段，反而激發既有組織網絡的動能，促使

成員採取司法途徑，而此舉也意外地翻轉了工會的機制，工會反因女性的

組織網絡與行動而轉變；女性更進而將工會納入其活動範圍內，成為挑戰

資方的主要戰場。對於習慣組織大型廠場受雇者的實務工作者而言，如何

組織或動員白領工作者一直是個挑戰；但是熟悉在固定場域、配合受雇者

三班制班表所進行的組織動員方式，未必適合拿來組織白領工作者，而這

反被歸因於白領階級的冷漠；或者針對白領工會的組織，實務工作者需要

更貼近他們的工作脈動，才能更有創意的與他們同步。或有論者以為「動

員、組織」是傳統男性工會主義的觀點，若因工會男性慣用示威抗議，而

女性也採類似手法就因而缺乏性別主體性，這種說法難免落入「性別僵化」

的陷阱。 

從 X 工會女性的經驗來看，女性的聯結早就存在，但會受到女性在

職場、企業組織、性別文化中的階層位置而有非常複雜的面貌。就像蛛蜘

網雖依循類似原則織綴，然而每張網卻各有特色，工會組織者不應受限於

自我想像的投射，而要發展出對組織中性別文化歷程的理解及敏銳度，將

那張既存的網絡搜尋出來，從而讓工會經驗成為強化該網絡功能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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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in the Union： 
Strategies of Submissiveness as well as 

Toughness 
 

Ying-Yi Chiang* & Hon-Yei Annie Yu** 
 

Abstract 

Many women participate the labor market nowadays, but family 

obligation,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and gender culture make them stay at the 

bottom of the labor market. These factors also affect the part-taking of women 

in the union, thus the union that is supposed to stand up for labor rights is full 

of male perspectives and ignores the existence of female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light attendant members of one airplane 

industrial union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context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se research ques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Why do women participate the union? What kind of roles do 

they play? And what kinds of factors affect their union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s? 

Women’s action comes from economic cause. From their action, they 

recognize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roles in the union. This study pinpoints that 

the patriarchy of the capitalism inside the enterprise has put the female flight 

attendant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in the enterprise as well as in the union. 

Female members are pushed to rely on their male representatives.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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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ed by male members narrows down the possibility of struggle. 

Although the basic labor conditions of female workers are under protection, 

female workers are trying to propose some issues of their concerns, such as 

maternity leave and sex harassment. 

Recommendations on organizing female workers are proposed: The 

organizers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unique network among female flight 

attendants, and be innovative to recruit female workers into the unions. 

Key word:union,flight attendant,gender,patriarchy,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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