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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新世紀女性的省思觀點，積拯務實地探討女性領導的議題，藉由美國國會總審

計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2001 ）針對美國全國女性領導的調查分析報告及

Selzer與Company (2002）為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和Pew Center for Civil Journalism 

這兩個報業團體針對新聞雜誌行業中的女性領導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分析新世紀的波互為

天花板效應與女性特質在領導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希望提供多面甸的思考空間，讓女性

領導者從不用的角度去面對自己的領導工作外，亦期盼能提供建議或替代的方式，協助女性在

工作發展與生活上找到平衡點，並能將快樂的心，情落實於工作與生活土。

關鍵詞：女性領導、波稿天花板效應、女性特質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Betty Friedan在其所著作的《女性迷思》（李令儀譯， 1995 ）一書中，強烈質疑

女性被傳統價值所設定的角色，藉此喚醒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認定，自此之後，女性

主義開始澎濟發展。「女性主義是一種政治、社會、智力和藝術的運動，在賈格爾

(A. M. Jaggar）的用語中，這種運動致力於消除女人的從屬性」（ Feinberg & Sol郎，

1998,p. 74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性相關的問題仍然是國內外爭相討論

之議題，尤其在工作領域方面。美國勞工局前祕書Lynn Martin於 199 1年曾提及「玻

璃天花板效應 （ Glass Ceiling Effect ）」是弱勢團體和女性在工作晉升過程中無形的

障礙（引自 Smith, 1997 ）。 Martin在 1997年之工作報告中亦持續對此效應提出批

判，認為「它所造成的傷害不只在個人，而是整個社會，不只抑制了一半具有潛力

的領導人才， 亦剝奪了具創造性的經濟資源．．．該是消除這種效應的時候了！」（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7, p.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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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領導相關議題之所以一再被探討，原因有二：（一）玻璃天花板效應依舊

存在現今的職場上﹔（三）玻璃天花板效應一直被認為是阻礙女性向上發展的重要

因素。然而，工作上的差別待遇完全是由於社會的主觀意識所造成的？或是女︱生在

各領域實際的工作表現亦是其中之一項因素？女性本身的領導特質是否會為自己築

起一面無形的玻璃天花板？領導人數上的差異性，除了是玻璃天花板效應所造丘克的

之外，女性本身的意願是否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晉升上的瓶頸是否如警察或軍人

的職務一樣，是和女性生理結構上的限制有關？女性在竭盡心力撞擊玻璃天花板以

達到領導最高層地位的同時，是否意謂著女性在身心方面需要有相對的犧牲？在主

觀和客觀的因素下，玻璃天花板放應是否能夠真正的被消除？在資訊如此發達的新

世紀裡，凡事皆求兩性平等的做法是否適宜？任何工作職位均尋求女性保障名額的

做法，是否是女性自我貶低的一種表現？

女性主義在兩性工作均等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女性主義尋求的若是真正

的平等，那麼，當男性在被用放大鏡來檢視的同時，女性是否也需要經得起這些檢

視的考驗呢？女性在努力消除玻璃天花板效應的同時，是否應先瞭解此效應之真正

因素為何？以避兔自己在逐漸走出傳統的「女性迷思」之後，在新的世紀裡，又陷

入另一種型態的迷思當中。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以新世紀女性的省思觀點，積極務實地探討女性領導的議題，除了希

望提供多面向的思考空間外，亦將進一步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一）玻璃天花板效應在新世紀女性的領導工作中所造成的衝擊為何？

（二）女性的特質在新世紀的領導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三）是否有替代的領導方式，可以協助新世紀的女性在工作發展與生活上找到平

衡點，並將快樂的心情落實於工作與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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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觀新世紀之女性領導

本研究將藉由：（一）美國國會總審計局（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2001 ）針對2000年美國全國女性領導的調查分析報告﹔（二） Selzer與Company

(2002 ）為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和Pew Center for Civil Journalism這兩個報業團體

針對新聞雜誌行業中的女性領導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分析：（一）新世紀的

玻璃天花板效應﹔（二）女性特質在女性領導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新世紀之女性領導實務

美國國會總審計局（ 2001 ）曾在其提出的”Women in Management＂報告中，就

2000年的美國女性領導做出全國性的調查分析，調查範圍概分類為十項行業：通訊

業、公共行政、商業、娛樂業、其他專業服務（如會計卜教育、零售業、財政、

醫療服務和醫院外之專業醫學（如醫療診所）。其中，相比較於男性，女性領導者

傾向：「較低的教育背景、比較年輕、較多從事兼職工作和較多保持單身」（ p. 

8 ）。茲將男性與女性領導者問之差異重點分析如下：

（一）教育背景方面：女性領導者在這十項行業裡，獲得大學學位以上的比例皆落

後於男性，尤其在其他專業服務、零售業、財政和醫院外之專業醫學這四種

行業上，遠遠地落後於男性（ p. 9 ）。

（二）婚姻狀態方面：女性領導者保持單身的情形在每個行業裡皆比男性高，尤其

在通訊業、教育和醫院外之專業醫學這三種行業中最為明顯（ p. 12 ）。

（三）領導者數量方面：女性領導者數量明顯少於該行業女性職位總數的行業依序

為醫療服務（－ 13.6% ）、教育（ -9.5% ）、財政（ -8.3% ）、零售業（－6.9% ）、

商業（－4.8% ）和娛樂業（－4.0%) (p. 16 ）。

（四）薪資方面：女性領導者在每項行業全職工作中的平均收入皆少於男性，在男

性一美元的收入中， 2000年的女性總平均約只獲得.77美元。 女性領導者在

2000年的平均收入亦少於女性領導者在1995年之所得（約.82美元），儘管這

種情形有可能是景氣或物價波動所造成的，然而，其中的通訊業（ -.13美元）

和娛樂業（ - .21 美元）的降幅很大，但是，公共行政（ +.03美元卜教育

(+.05美元）和醫療服務（ +.05美元）這三種行業卻微幅上升（ p.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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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紀之女性領導特質

Selzer與Company ( 2002 ）曾經為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和Pew Center for Civil 

Journalism這兩個報業團體針對新聞雜誌行業中的女性領導做一項問卷調查，在

’,The Great Divide: Female Leadership in U.S. Newsrooms”這份全國性的調查結果報告

中，抽樣之研究對象為273位高階的編輯主管，大約佔這兩個報業團體全國領導者

總數（ 683位）的40% ，其中202位為男性，代表41%的男性領導者， 71位為女性，

代表38%的女性領導者。

此份問卷之題型皆為單選題或複選題，共有105個主題題目，每個主題題目皆

有子27個答案選項，主題內容囊括問卷對象背景、領導策略、領導困境、晉升意

願、對機構的滿意度與期待等，問卷題目綜合領導工作中客觀之工作環境描述與領

導者對領導工作之主觀看法。調查報告中並分別列出男性領導者與女性領導者在每

個答案選項之答題結果（選擇人數百分比）。

本研究將藉由此間卷結果（ p. 11-31 ）中男性領導者與女性領導者較有差異之

部份，探討分析女性領導特質在新世紀的領導工作中所扮演之角色。分析結果如

下：
（一）柔性之領導風格

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充分顯示女性領導者柔性的領導風格，例如

有59%的女性領導者會去「營造辦公室的氣氛」（男性領導者49% ），此外，女性亦

比男性較會去「指導別人成功」（ 86%比78% ）、「尋找指導自己成功的人」（47%比

39% ）與「親自帶頭執行計畫」（ 34%比239毛）。女性柔性的特質亦衍生出有別於男

性果斷強勢的彈性特質，例如在問卷中，認為「在工作中的某些時候需扮演不同的

角色」（ 37%比32% ）、可以引起工作晉升動機的理由是「更多可以規劃自己工作的

彈性」（45%比37% ）、對目前職位滿意的其中一個原因亦是「能夠擁有自由與彈性」

(8%比5% ）。

許多學者著手探討女性有別於男性、獨特的領導風格。 Carr-Ruffino ( 1993 ）、

Glaser與Smalley ( 1995 ）及Griggs ( 1989 ）曾提出女性領導者具分享性與協商性的

領導特質， Rosener ( 1 990 ）以社會化的角度來解釋女性不同的領導方式，曾提及

「女性被認定是太太、母親、義工、老師、和護士的角色，因此應該是合作的、支

持的、理解的 、 溫和的和提供服務的，而男性應該是競爭的、強壯的 、堅強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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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和負責管理的尸雖然女性傳統的特質並不符合傳統領導者的定義，卻正可解

釋當代女性領導者為何具備「交互領導（ interactive leadi時）」特質的原因（引自

Smith, 1997, pp. 208-215 ），而且這些特質被認為是在提昇工作上的一項利器。

（二）網狀之人際關係

由Selzer與Company的資料中可看出女性領導者善用人際關係的領導模式，例

如女性領導者（ 21 % ）比男性領導者（ 31 % ）較少運用「獨自探討問題並研擬解決

策略」的領導方式，而是「組成策略小組共商決策」（75%比63% ），此外，她們多

數認為自己領導能力的優點是「構成網狀組織的社交技巧」（ 70%比569毛）和「能

夠成為社區領導人的能力」（ 58%比32% ）。

在傳統上，男性上對下的的領導模式被解釋為具有男性氣概的表現，領導觀點

是以垂直方式區隔勞力階層（ Helgesen, 1990﹔ Ma肘， 1992﹔ Rosen缸， 1990 ），因此，

男性觀點中的權力為用來支配或控制別人的事物（ Schaef, 1981 ），但是， Helgesen

以網狀（ Web）的概念來描述女性特有的領導風格，以組織的中心為出發點，由中

心領導者形成相互關聯的團隊，將人們聯繫在一起（引自Smith, 1997, pp. 209幽

210 ），共同合作完成任務。

（三）語言溝通之能力

女性在語言能力溝通上展現比男性更大的潛力，這亦是提昇她們領導工作的另

一項利器，例如在Selzer與Company的資料中，有52%的女姓領導者「曾經在全國

性的研討會中演講」（男性領導者41% ），由此可見語言溝通的長處在她們網狀分享

性的領導工作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參、新世紀之玻璃天花板效應

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Charles M. Vest曾在該校的刊物，＇The MIT Faculty 

Newslett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9 ）中發表其對該校不公平對

待女性教師情形的認知和力圖改革的決心，該期校刊中亦呈現該校最受批評的科學

學院所提出的改革藍圖，該學院由其院長於 1996年成立了女性教師委員會

(Committee on Women Faculty ）， 以協助改善兩性不平等的弊端 ，例如過低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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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比例（至少近十年一直維持在8%的低比例， p. 3 ）、年輕女教師無法兼顧工作

與家庭的衝擊、年長終身職的女教師受到孤立的情形（薪資、獎勵、資源等方面之

差異性），並發表了”A Study on the Status of Women Faculty in Science at MIT”，以

說明該校改革的進度。

同年隔月， Johns Hopkins校長William R. Brody ( 1999 ）在＂On Equity For 

Women Faculty＂一文中，針對麻省理工學院之刊物內容，對全校的同事說明該校這

幾年在這個議題上的努力與成果，竭盡可能地在薪資、教職人員的召聘和專業成長

上，達到兩性平等的目標。

現今兩性工作不均等的現象，同樣出現在上述GAO的調查報告和Selzer與

Company的問卷調查中：

一、在GAO的資料中，女性領導者在2000年的平均收入約只獲得男性平均收入之

77% ，此外，女性在訐多行業中擔任領導者的數量亦明顯地不足。

二、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中，兩個報業團體全國領導者總數為683位，其

中，男性領導者為496位，大約佔73% ’女性領導者為187位，大約只佔27% 。

由以上之分析証明玻璃天花板妓應是仍然存在現今的社會中，而且普遍發生在

每個行業裡，這種現象常常讓女性領導者成為工作職場中之弱勢團體，使得她們在

工作提昇上裹足不前，因為工作的提昇似乎意謂著她們必須在仍然不公平的工作環

境中與男性一爭長短、陷入無法兼顧工作與家庭的煎熬中，或甚至如GAO之資料

所示必須放棄婚姻生活。這些情形讓女性在工作上面臨比男性更大的壓力，而這些

壓力也常常造成女性的挫折感，因此，比較不願意或沒有信心去承擔責任及冒險

(Cut郎， 2001 ）。

肆、新世紀女性領導之自我省思

女性獨有的柔性、分享性及協商性特質除了被認為有助於工作的提昇外，是否

也有可能會阻礙女性顯現出成功領導者所應該具有的積極、獨立、客觀、和具有競

爭力的特性（Carr-Ruffino, 1993﹔引自 Smith, 1997, p. 218) ？因此， 在討論玻璃天

花板效應對女性領導造成衝擊的同時，女性應該反求諸己地探討自己領導能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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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和缺點（ Cutts, 2001 ; Dalavai, 2003 ; Marcano, 1997; Schoettler, 1998; Stengel, 

2001 ; Whitmire, 2003 ），完全暸解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正確的判斷自己領導上的瓶

頸是完全由於客觀的環境所形成的障礙，或者是自己領導上的弱點也會為自己形成

一面無形的玻璃天花板，導致自己無法向上提昇。

本研究將藉由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並透過自我省思的過程，探討分

析玻璃天花板效應之外影響新世紀女性領導工作及女性向上提昇之其他因素。茲將

分析結果歸納如下：

一、對工作之負面觀點

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女性領導者對工作的觀點普遍表現出比男

性領導者較負面的看法，除了女性「對職位的滿意度」（ 58%比61% ）、「對薪資的

滿意度」（ 41 %比46% ）及「對工作責任的滿意度」（ 55%比66% ）皆低於男性之

外，有69%的女性「不期待工作職位的晉升」（男性58% ），此外，女性工作異動的

傾向亦高於男性，例如較高的意願「轉到其他相同行業的公司」（ 66%比49% ）或

「轉到其他行業」（ 27%比6% ），甚至有7%的女性表示「希望平行的轉調或降調職位」

（男性2% ）。

或許是因為普遍存在職場上的玻璃天花板效應造成女性領導者對工作之負面觀

點，因此，女性對工作環境和工作任務的認同感比男性低，相對地，工作異動的傾

向亦高於男性。但是，持續缺乏向心力的工作態度是否會成為領導工作中之障礙，

影響人際關係及任務之決策與執行，進而造成整體利益的損失？若是如此，如何能

期盼獲得愉快的工作經驗？

二、高度性別自覺性

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呈現出高度性別自覺性（ gender consciousness) 

影響女性領導者對領導工作之觀點的情形，例如儘管在上述美國國會總審計局

(GAO ）的調查報告中所示，各行業女性領導者之教育背景皆落後於男性，此外，

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亦顯示，在專業能力表現上，認為 「擁有商業相

關知識」（ 33%比43% ）和「擁有法律相關知識」（ 65%比75% ）的女性領導者明顯

少於男性，但是 ，女性領導者卻傾向認為缺乏適當晉升機會的原因多數是外在的因

素所造成的， 例如「工作環境獨厚男性」 （ 47%比0% ） 、 「工作不是為有家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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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設的」（ 10%比3% ），較少女性領導者認為是因為「自己的才能知識不足」

(21%比27% ）或「缺乏適當的工作技巧」（ 11 %比20% ）。

在工作上缺乏安全感的情形讓女性明顯地表現出高度的性別自覺性（ Crain,

1994; Greene, 1994) ' Burke ( 1993 ）曾以男性的觀點探討女性的性別白覺，︱笠，談到

一位大學男性教師被女學生孤立而感到挫折的情形。為保護自己而衍生出來的高度

性別自覺性容易讓女性在工作中產生主觀的看法，因而影響到她們決策的判斷

(Callahan, 1982 ）。為了因應在工作上的挫折感而衍生出來的高度性別自覺性，常常

挑動女性的敏感神經，當男性可能將工作上的挫折和不安的情緒內在化時，女性卻

常常被批評容易因為情緒的因素而抱怨，因此， Maness, Gomez, Velasquez, 

Silkowski，與Savino ( 2000 ）建議女性應該學習將挫折等不安情緒內在化，以消除

女性「情緒化」的標籤。

三、工作與家庭之衝擊

工作與家庭所產生的衝擊情形亦出現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例如

女性領導者認為沒有意願晉升職位的原因是「想要擁有更多個人和家庭的時間J 的

人數超過男性的兩倍（ 29%比13% ），認為缺乏適當晉升機會是因為「工作不是為

有家庭責任的人而設的」的女性遠多於男性（ 10%比3% ），相反地，認為自己「不

會因為家庭的因素離開工作崗位」的女性卻遠少於男性（ 52%比70% ），由此可看

出家庭生活相關議題對於女性工作的提昇所造成的影響，也就因此女性對於「E作

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 9%比16% ）及「每天上班努力工作最能幫助自己的工－作」

( 14%比23%）這兩個問題的看法上皆低於男性。

國內學者潘慧玲（ 2000, p. 244 ）在探討女性教師生涯時曾提及：「女性的主涯

常與其家庭相互關連，交織在一起．．．家庭常影響女性決定是否中斷教職．．」 o

Kvaner, Aasland與Botten ( 1998 ）在探討女性醫師的領導工作時，亦曾表示傳統的

女性常常陷入無法兼顧工作和家庭的煎熬中，因此，女性醫師傾向於停留在比較不

具有挑戰性的職位上，期望規律的上下班行程可以讓她們同時兼顧家庭生活。

傳統社會化的母性特質，常常讓女性如麻省理工學院年輕女教師所表示的陷入

無法兼顧家庭生活的煎熬中（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999 ），但是，

如果如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所示，女性對於「每天上班努力工作」、「不會

因家庭的因素離開工作崗位」和「工作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這些看法皆遠低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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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情形下，女性如何期盼能夠獲得和男性一樣的晉升機會呢？又如何能將缺乏適

當晉升機會的原因歸罪於「工作環境獨厚男性」呢？較沒有向心力的消極工作態度

又如何期待能夠獲得長官的青睞呢？

四、網狀領導風格之盲點

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女性組成策略小組及注重人際關係的模式

充分展現網狀的領導特質，但這種情形是否也同時象徵女性缺乏自信心的弱點？因

此，相較於男性，女性領導者比較不易獨當一面地探索問題及研擬決策，而是傾向

先尋找可以幫助自己的人共商大計，這種被許多學者視為女性提昇工作之優點，是

否會同時影響女性領導者發揮其個人的領導能力，成為她們向上發展的其中一項阻

力？

五、學識與專業之不足

在GAO的資料中，女性領導者在各個行業裡獲得大學學位以上的比例皆落後

於男性，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中，認為擁有商業和法律知識的女性明顯

少於男性，因此，在新的世紀資訊如此發達的環境中，為了達到兩性工作上的真正

平等，女性最應該尋求的是自我內在的成長，盡心在學識和專業上獲得提昇，讓人

際關係的廣度和內在的深度同時成為自己工作上的利器，內在的深度所形成的競爭

實力將讓女性獲得更高的自信心，以協助她們發揮個人的領導能力，逐漸可以獨當

一面地解決問題，不用一昧地只能尋求工作團隊的協助才能完成任務，工作上的成

就感也將降低挫折感，使她們的工作經驗是愉快的，可以像男性一樣「做自己就

自己，而不必再嘗試「有些時候需扮演不同的角色」的辛苦。

六、傳統之女性特質

女性傳統犧牲者的觀點常讓她們在工作上駐足不敢往前，深怕任何的改變會影

響到家庭（ Scott, 1997 ），工作上的弱勢地位亦引發她們高度的自覺性 ，因而無法展

現足夠的自信心，更影響到她們承擔工作責任的勇氣和意願（ Callahan, 1982 ）。

傳統的女性特質影響其領導工作的情形亦顯現在Selzer與Company的問卷結果

中，例如有69%的女性領導者「不期待職位會獲得晉升」（男性領導者58% ），其中



。 過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晉升意願」的女性有41 % （男性24% ），認為「工作責任的壓

力會帶來很大的挫折感」的女性也明顯多於男性（ 10%比2% ），也因此，女性領導

者對於「工作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 9%比的%）和「願意接受艱辛的職位」（ 32% 

比37% ）這兩項的看法皆低於男性。

七、移情特質之影響

綜觀Selzer與Company問卷中的資料，男性著重的似乎偏向「事」（如責任、晉

升、專業知識、挑戰等），女性著重的似乎偏向「人」’（如家庭、策略小組、同

事、社區等），女性將心比心移情方式（empathy ）的溝通技巧是她們在人際關係上

的特質，但是，這個特質是否會讓女性在做決策時顯現出不夠果斷、客觀及有效率

的弱點（ Dalavai, 2003) ? 

伍、建議

美國德州休士頓唯一的女性州長Kathy Whitmire ( 2003 ）曾在德州大學休士頓

分校的演講中提及：「好的管理人員是確切地做事，但是，好的領導者則是做確切

的事」（ p. 9-10 ）。因此，本研究是以新世紀女性的省思觀點，積極務實地探討女性

領導的議題，除了希望提供多面向的思考空間，讓女性領導者從不同的角度去面對

自己的領導工作，為自己的領導工作找到確切的方向，此外，亦期盼能提供以下一

些建議或替代的方式，協助女性在工作發展與生活上找到平衡點，將快樂的｛，情落

實於工作與生活上：

一、建立個人信用

（一）注重個人在學識和專業上的成長，以提昇自信心與承擔責任的能力。

（二）培養果斷 、有效率的決策能力和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二、重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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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自己的權責，優先考量整體的利益。

（二）儘可能不缺席，並以積極熱忱的工作態度表現向心力。

（三）有放率地在工作中完成任務，以減輕工作和家庭生活發生衝突的情形。

三、適時之能力展現

（一）於承擔任務時，嘗試獨立策劃，以培養獨當一面的能力。

（二）於執行計畫時，以工作圖隊共同達成目標。

（三）運用女性的細心特質（ Dalavai, 2003 ），呈現完整的成果報告。

四、主動提出關鍵性之建議

（一）體認會議的重要性。

（二）於會議中主動提出關鍵性並具建設性與可行性的建議。

五、提昇表達之能力

（一）重視溝通之必要性。

（二）提昇表達能力，清楚說明自己的看法、意願和困境。

六、培養客觀之處世態度

（一）凡事就事論事，勿加入個人主觀的情緒。

（二）一視同仁無私地對待長官和同事。

七、誠實面對自己

（一）認識自己的缺點，勇於面對，尋求改善。

（二）有自信地「做自己就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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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尊重異議之存在

（一）耐心面對長官對自己努力與成就的忽視，不要求立即的回饋。

（二）允許他人的批判（ Cut郎， 2001 ），以自嘲的幽默方式化解人際關係中的困境。

九、培養洞悉能力

（一）瞭解自己的價值與困境，正確評估自己達成任務的可能性。

（二）對長官和同事提供適時的幫助。

十、保持愉悅之心情

（一）勿讓性別自覺性成為人際關係仁的障礙。

（二）內化不安的情緒以消除「情緒化」的標籤。

（三）以愉悅的心情提昇人際關係和工作的效率。

陸、結論

歷年來，為提昇領導效能，陸續以科學化之觀點發展出領導者特質研究、領導

者行為研究及領導權變理論研究（梁文奏， 2000 ）。但是，無論探討的是領導者的

人格特質或領導行為，都無法避免新世紀現實的多變情境對領導效能所造成的衝

擊，因此，是否應該如國內學者林明地（ 2002 ）在探討學校領導人才培育時所提及

「由領導者做起，以身作則，以為表率」（ p. 13 ），每個個人，無論男性或女性，皆

能「透過自我反省及自我能力剖析」（ p. 31 ），以自我內在學識和專業之提昇’來因

應無法避免、多變的情境因素對領導工作所造成的衝擊，逐漸培養能力主動掌控外

在的情境，而不是只能一再地被動追逐著多變的情境？

很多女性主義者接受男性和女性之間是有明顯的不同，但是， 這些差異性不應

該被使用來剝奪女性參與家庭以外有意義生活的機會（ Feinberg & Soltis, 1998 ）。

然而，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世紀裡，經由女性本身的意願與努力，瞭解自己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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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優點和缺點，發揮自己的長處，修正自己的弱點，那麼，女性應該可以獲得公

平的領導地位的。玻璃天花板效應是依然存在的，但女性在呼籲一起努力消明這種

不公平現象的同時，更應該反求諸己地以尋求自我成長之實力展現，讓玻璃天花板

效應自然消失，而不是只是辛苦地去撞擊玻璃天花板，或是將玻璃天花板效應完全

歸罪於社會與男性，畢竟女性從屬性是否能夠被消除的真正關鍵是在新世紀的女性

本身，而非他人。

會此篇文章承蒙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林明地所長耐心指導，特此誌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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