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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觀念的進步、教育的普及與個

人意識的抬頭，促使越來越多的

婦女團體提出了融入性別觀點以及平

等的概念，要求不只是保障女性的工作

權，而是要給予女性工作者實質平等的

機會。而性別意識的抬頭，也促使各國

政府紛紛開始重視女性於職場上的權

利與平等，並積極推動各項法規保護，

強調性別平等以及主流化的價值，也

漸漸地打破許多職業在招募上的性別

限制。然而，儘管法規的開放有助於吸

納不同性別的人才，但是在長期的發展

下，許多職業類別往往塑造出以男性為

主的「陽剛職場」環境，無形中使女性

工作者面臨適應的障礙與困難。以警察

為例，「警察性別政策」的施行，主要

是希望透過設立相關的措施與規則，以

建構出性別平等與友善的職場環境（內

我國警察職場性別政策的
執行與職場文化影響
以樣板理論分析之初探

黃妍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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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警政署，2015）。此一政策已打破

了傳統的成文限制，然而，許多不成文

的規範仍堅不可摧，造成職場上的不平

等。事實上，由於警務工作性質的特殊

與基本原則的限制之下，女警比例仍相

對較低，僅占整體警察人數的 8.0％，

且多屬於官階較低的職務，同時，也因

為先天的差異性，使得女警往往承受較

不公平的工作壓力，甚至是差別待遇。

不可否認地，女警的增加已改變原有的

組織型態以及制度，對於警政體系也帶

來一體兩面的影響。據此，本研究希望

能以樣板（token）理論的角度切入，以

瞭解女警於職場現況的發展以及可能遇

到的問題，藉以彌補學術上的不足，並

提出改善女警工作困境的相關建議與策

略，促使我國朝向實質的性別平等，以

落實友善的職場環境。

更多期刊、圖書與影音講座，請至【元照網路書店】www.angle.com.tw



78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3

研 究 星 探 我國警察職場性別政策的執行與職場文化影響—以樣板理論分析之初探

樣板理論的效應與影響

Kanter（1977）在《公司男女》一

書中，提出樣板理論的研究觀點，其認

為少數女性要進入以男性為主的陽剛

職場中，勢必會面臨無形的阻礙與限

制，並被視為組織中的樣板，而被加諸

低機會、低權力的弱勢狀態，造成他們

迫於順應支配者所期待的刻板印象來

加以行動，而在組織中維持著「不自由

與不公平」的互動模式，並承受高能見

度（visibility）、對比性（polarization）

和同化吸收性（assimilation）的三種影

響，造成組織與個人全面性的影響，以

下將分別述之。

一、高能見度（visibility）

樣板本身的特殊性，導致她們在

組織中自然也承受較多的關注與批評，

使女性工作者就如同「聚光燈下的展示

品」，成為組織中眾人所注目的焦點，

一旦有錯誤表現或非正式的人際互動，

就會受到嚴苛的高度檢視，甚至是造成

擴大的效果，產生象徵性後果（symbolic 

consequences）。詳而言之，女性經常

被視為同一類族群，因此，女性工作者

己身的行為，不僅被視為個人的行為，

同時，也經常被視為是代表全體女性的

指標，而這種象徵性後果，對於支配者

而言，經常會造成組織過度強調女性外

表、特質等非關專業的因素，並往往將

錯誤的情勢歸咎於女性本身，而非外在

情勢的限制（Kanter, 1977）。

二、對比性（polarization）

樣板的出現對於原有組織互動產

生威脅，一方面，樣板可能挑戰原有支

配者的文化，造成支配者原有利益的

減少，另一方面，樣板所專屬的自我意

識，可能令多數支配者感到不適與不

悅，因此，多數支配者往往將少數的樣

板視為原有制度文化下的「干擾者」，

多抱持著懷疑以及較不友善的態度

（Kanter, 1977）。對此，多數支配者則

會選擇透過團結的方式，以對樣板產生

激烈地回應，支配者會強調他們與樣板

之間的差異性，並透過誇大的方式，來

突顯彼此的對立性，以孤立屬於「圈外

人」的少數樣板。甚至訴諸於更激烈的

手段，如透過「封鎖」與「明文禁止」

的方式，讓女性難以參與非正式的社交

活動或者相關訓練，以劃清兩者之間的

界線（Yoder, 1991）。然而，這種非正

式的社交活動往往與升遷等各種職涯發

展息息相關，但這種社交網絡卻多由男

更多期刊、圖書與影音講座，請至【元照網路書店】www.angle.com.tw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3｜ 79

教 育 現 場研 究 星 探我國警察職場性別政策的執行與職場文化影響—以樣板理論分析之初探

性把持，藉此享有較多的發展機會，無

形中使女性處於較不利的情勢（Reskin 

and McBrier, 2000）。

三、同化吸收性（assimilation）

在高能見度與對比性的影響下，往

往加強了刻板印象下的角色期待，樣板

被迫依循著特定的形象來採取行動，造

成偏見不斷地循環。而在此一形象下，

經常對於樣板產生直接的限制，造成他

們無法自由地適性發展，而被迫受限於

概括性的形象，因此，支配者透過與樣

板的互動，形成一系列的角色期待，包

括母親、色誘女、寵物或鐵娘子，而這

些非正式的角色都實現了支配者對於

樣板的角色期待（Kanter, 1977）。對於

支配者而言，此種男性思維下的角色期

待，乃有助於將樣板排除於主流之外，

並使樣板被歸為較不利的角色地位，以

維持支配者既有的統治優勢。面對這種

刻板印象的複製與傳承，樣板乃會透過

下列方式來加以回應。多數樣板會選擇

順應這種負面的角色扮演，而不去挑戰

原有的錯誤認知，造成樣板往往依循著

支配者的期待來加以行動，造成角色囊

化（role encapsulation）的效果（Kanter, 

1977）。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註 2）的方

式，針對新北市某分局之警察人員進

行訪問，希望能瞭解男警與女警之間的

互動經驗。而會選擇該分局的警察人

員來進行訪問，一方面是因為人際網絡

的引薦，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該分局

的女警比例，是新北市所有警局中最高

的，但卻沒有任何一級主管，這是否代

表女性警察遭受到不利的對待，則有

待更進一步地討論。必須說明的是，受

限於成本與時間等考量，本研究乃採非

隨機式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 

technique），透過滾雪球（Snowball）

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共成功訪問三位

男警（代號 A、B、C）以及一位女警

（代號 D），希望能透過第一手資料，

以作更深入地分析與探討。

研究發現

在性別平等價值的倡導下，女警

增加，不只改變了原有組織互動的互

動，同時，也迫使原有體制面臨改變的

挑戰。而過去研究指出，若欲改善此種

男女不平等的狀況，必須仰賴外力的

介入，才有可能改善樣板的不利處境

（Kanter, 1977）。對此，我國內政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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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也於 2004年開始施行警察性別政

策，希望能藉由制度的改革，納入女性

的生活經驗與觀點，冀以落實實質的

性別平等，減少對於女警的衝擊。除了

透過消極的手段，來避免對於女警的

歧視外，同時，也藉由積極措施來增加

女警在職場中的競爭與適應力，冀以

創造和諧的職場環境（內政部警政署，

2015）。究竟在女警增加的風潮下，會

對於我國警政體系產生多大的影響力。

故本文將介紹警察性別政策的具體措

施，並與受訪者的態度與意見做結合，

希望能更加瞭解陽剛職場中的現況。以

下將分別針對勤務分配、空間規劃以及

組織互動文化等三大層面，做更進一步

地介紹。藉由男警與女警的經驗交流，

減少對於女警的不利影響，並吸納女警

所獨有的女性優點，以共創友善的職場

環境。

一、勤務分配

在陽剛職場中，女警勢必面臨較大

的關注，往往需承受許多的表現壓力，

由於警察工作的特殊性，故先天的生理

差異經常受到放大的檢視效果，因而對

於組織分工產生影響。警察性別政策乃

是考量到女性先天上的生理差異，而特

別設立一系列的術科訓練，加強外勤女

警執勤安全訓練，希望能彌補女警先天

上的劣勢與不足，以落實勤務的執行。

然而，男警經常秉持著「體貼」與「保

護」女性的紳士風度，害怕女警發生意

外，因此，長官往往將較危險的外勤勤

務分配給男警，而男警對此一工作分

配，則會產生「巡邏或埋伏一定要有男

警，但相對的不一定要有女警（受訪者 

A）」的想法，使得女警變成「可有可

無」的替代品，反而增加了男警工作上

的負擔。

儘管女警已意識身為女性的不利

的處境，也默認了先天生理差異所造成

的衝擊，但即便如此，女警所獨有的優

點與特色仍具有無法取代的重要性。礙

於組織編制的限制之下，許多警局並未

設有專門的「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

而面臨性侵相關的案件往往需要女警

的輔助，才得以順利運作。具體而言，

驗傷、做筆錄等相關事務皆須女警的全

程陪同，即便下班時段，女警也必須繼

續處理性侵案件，以保護受害者免於遭

受到二度傷害。（受訪者 C、D）。不可

否認地，女警對於特殊案件的處理，仍

具有她們一定的優勢與不可取代性，在

我國警政體系的運作中，仍有其存在的

「特殊」價值與重要性，以因應多變的

勤務工作。綜觀上述可知，雖然警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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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男性所專屬的職業，但在實務

運作之下，女警的出現與幫忙，已成為

不容忽視的重要助力。

二、空間規劃

考量到不同性別間的生理差異，

警察性別政策已針對相關設備進行改

革，落實性別平等，以積極重建女性需

求為主的空間配置，如哺乳室、女警備

勤室及廁所，希望能降低對女警的不利

影響，並創造出符合性別平等的友善環

境。具體而言，在 2014年設置女警備

勤室及廁所 2項設施之比率已達 98.4%

（新北市警察局，2016）。

而上述的改革多聚焦在制度面與規

範的改善，希望能藉此改善女警不利的

處境，然而，究竟施行成效如何，則有

待進一步地探討，故以下將分別透過女

警自評分析統計資料（新北市警察局，

2015），加以檢視警察性別政策的施行

效果，以探討此一制度面的改革是否有

改善女警的不利處境，亦或者流於形式

而無所作為。由表 1可知，女警對於哺

乳室、女警備勤室及廁所的滿意度皆有

高達六成以上，但卻僅有五成左右的女

警認為此一空間的設置，有滿足其需求

的，顯見，空間設備的改善與檢討，仍

有進步的空間。

三、組織互動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男警也肯認

了女警的加入，有利「調和工作氣氛」

（受訪者 A、B），會使得陽剛職場變得

更加柔和，此一結果也與 Bielby D.D與

Bielby, W.T（1996）的研究發現不謀而

合。女性工作者多致力追求和諧的互動

文化，使整個工作氛圍變得更加地和樂，

並促使陽剛的警局變得更加地柔和。

結論與建議

性別意識的蓬勃下，越來越多的

女性投入職場，也漸漸地打破許多職業

在招募上的性別限制，儘管相關法規的

設立，已積極推動許多法規保護，但在

雙方「習以為常」的互動下，傳統習慣

性的分工法仍繼續地循環下去，無形

中也加深了兩者之間的對比性，更可能

表 1 　女警對於空間設備滿意度

空間設備滿意度 人數（人） 比例（％）

哺乳室 78 64.5%

女警備勤室 86 71.0%

女警廁所 73 60.3%

空間是否符合

需求
人數（人） 比例（％）

符合 65 53.7%

不符合 29 24.0%

無反應 27 22.3%

資料來源：新北市警察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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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男警的抱怨，而這種刻板印象下分

工方式，事實上，也延續了角色囊化的

效果。但不可否認地，女警的加入已重

寫了舊有「陽剛職場」，面臨與女性相

關的案件與勤務時，女警能給予極大的

助益，成為「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

面臨性侵相關案件以及抓捕女性犯人

時，往往需要男警與女警的攜手合作，

才得以順利地完成勤務，以達到「一加

一大於二」的合作效果。而女警的陰柔

特質也在「陽剛職場」中顯現出調和的

力量，使得「陽剛」的工作氣氛變得更

加地和諧。當女警的增加已漸漸成為

趨勢，未來該如何營造出友善的警政環

境，不只有賴於制度的改革，同時，也

需要警察人員舊有心態的調整，才有可

能共創出友善的職場環境，以落實性別

平等的真諦。♥

註 1：本研究曾以「女警在樣板效應下的工作困境 -以新北市警察局為例」為題，發表於 2017年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成長與民主赤字：台灣解嚴三十年的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11月 11日至 12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感謝評論人的建議與指正，當然，文責由本人
自行負責。

註 2：由於篇幅的限制，故本研究未呈現所有逐字稿的內容。

參考文獻

● 內政部警政署（2015）。《104 年警察人員數》。取自：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

lp?ctNode=12768&CtUnit=2561&Base DSD=7&mp=1。

● 林幼琦（1997）。《台灣女警的工作處境與困境》。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臺北。

●游美惠（2011）。〈樣板（token） 與樣板主義（tokenism）〉。《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41：93-96。
● 新北市警察局（2015）。《探討本局暨所屬機關一級主管、考績委員會委員之性別比例》。取自：

https://www.police.ntpc.gov.tw/cp-1294-9979-1.html。
● 新北市警察局（2016b），105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檢閱日期：2017 年 03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police.ntpc.gov.tw/cp-1294-9979-1.html。
● Bielby D. D. & Bielby, W.T. (1996). Women and Men in Film: Gender Inequality among Writers 

in a Culture Industry.Gender and Society,10 (3): 248-270.
● Kanter, R. M.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Reskin, B. F. and D. B., McBrier (2000). Why not ascription? Organizations' employment of male 

and female manag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5 (2): 210-233.
● Yoder, J.D. (1991). “Rethinking Tokenism: Looking Beyond Numbers.＂Gender and Society, 5 (2), 

pp.178-192.

更多期刊、圖書與影音講座，請至【元照網路書店】www.angl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