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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女人撐起半邊天」，此言不虛。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2006 年

台灣地區總就業人口約有一千萬人，其中女性有四百三十萬人，佔總就業人口之

42.5％。近十年趨勢觀察，男性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之比例逐年下降，女性則隨著

教育程度提高、社會變遷及產業結構轉型，投入勞動市場的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表

1）。 

在 2006 年，台灣務農人口有五十五萬人，佔總就業人口之 5.5％。女性務農人

口有十六萬人，佔總務農人口之 29.0％，佔女性就業人口之 3.7％。近十年來，務

農人口佔總就業人口之百分比逐年減少（表 2），女性務農者在 1997 年至 2006 年

之間大致維持在總務農人口之 27.4％到 29.0％之間（表 3）。以上是官方資料，若

加上慣稱農村女性為「看不見的農人」，則比率會更高一些。 

廖耀勛、蔣憲國（1995）研究指出，由於家庭勞動力難以計算其經營效益，且

常被視為維持性或協助性的角色，故而婦女對農場經營的參與常被低估或忽略。的

確，由於農村青壯人口外移，近數十年來，農業生產勞動力有老化及婦女化之趨勢，

對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子養家、女子持家之性別角色分工型態產生若干

衝擊，農村婦女較有機會參與農務工作的操持與決策，有者更成為主要的農場經營

者（陳秀卿，1996）。不過由於長久以來，農村婦女一直扮演著「無酬家屬從業者」

的角色，因此其對農務的貢獻常隱而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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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會學者對於農家婦女參與農務的貢獻，一向非常重視，也試圖從理論概

念與測量方法兩方面加以思考與釐清，然而，卻一直難以精確的量化農村婦女對農

業經濟發展的貢獻。目前國內外有關婦女參與農務的角色與功能的研究中，多數是

從農（漁）家夫妻在農（漁）場管理及家務分工兩方向加以探討。因此，以下本文

擬分別就農家婦女與漁家婦女，說明其在農（漁）業工作與家庭工作的角色參與及

所扮演的功能。 

貳、農（漁）家婦女的角色參與 

一、農家夫妻農業經營與家庭管理分工情形 

在台灣，農業的經營型態主要是家庭農場，農場工作地點與家庭生活地點常連

結在一起，農場人力的需求性使農家婦女成為農場的重要勞力來源。台灣農家的農

場工作分工情形，以夫妻共同承擔為多數，有些工作項目甚至是由農家婦女獨自操

作。農家婦女常參與許多被認為該由男性擔任的農場工作，特別是需要投入密集的

勞力且為多面性工作項目的產業（如花卉、蔬菜、果樹等），農家婦女之貢獻更是

顯著。農家婦女所參與的農業經營工作趨向多元性的工作項目，例如採收、農產加

工、包裝、運銷、財務管理等，在農業經營上之角色不可忽視。又，農家婦女往往

為環保型農業的主要實踐者及農家、鄉村生活活力的中心，對農業和鄉村發展有相

當的貢獻（劉清榕 李青松 張明瑜，1996；蔣憲國，1998 ）。 

林妙娟、鄭明欽（2002）研究花蓮及宜蘭兩縣花卉農家夫妻參與農業經營和家

庭管理之分工情形，有如下之研究發現： 

（一）農業經營 

農家的農業經營工作多半以農場男主人為負責人，其妻隨同先生工作；先生肯

定太太是必要的工作伙伴，婦女亦都支持先生的事業。受訪先生方面表示，「選購

種苗、農藥、肥料等資材」、「病蟲害防治」、「栽培技術運用」等三項由自己來做，

偏勞妻子做的有「農場工作者餐點供應」和「農場收支及記帳」。由夫妻共同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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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是「包裝」和「採收」。「我們是不能沒有太太的幫忙！」是絕大部分農家先生

的心聲。 

受訪婦女表示其參與農業經營工作之項目，通常是無技術性，不必具有專業知

識而且是比較輕鬆的雜務工作，例如除草、採收、栽種花苗、澆水、撒肥料、包裝、

送花、客戶接洽、市場資訊收集等；而需要技術性、專業知識的以及決策性的工作，

譬如規劃生產，選購農藥、肥料、種苗，資金運轉，農場設施維修等，及粗重工作，

例如搬運重的物品、噴藥、施肥、整地消毒等等則由先生來做。但有些特別能幹、

全程參與的農家婦女就會特別強調：除了噴藥、搬運等粗重工作之外，她統統都做。 

受訪婦女表示她們參與農業經營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僱工工資貴，工作繁雜需

要人手，自家事業可酌情參與；而較少參與者表示主要是因自己在外有工作，或因

孩子小；但基本上都認同先生的事業，雖然有部分婦女心中會帶著幾分的無奈，但

卻都能支持先生之工作，體貼先生之忙與累，這就是傳統農家婦女所具有的美德。 

（二）家庭管理 

夫妻皆表示家庭管理工作應該夫妻共同分擔，但絕大多數實際上是由太太獨自

承擔家庭管理工作。在先生方面表示，「家電器具及房屋維修」大部份由自己負責，

「煮菜」、「洗碗盤」、「洗衣服及整理」等較偏勞妻子做。夫妻共同做之項目有「家

人休閒旅遊安排」、「照顧生病家人」、「子女管教」以及「家電、傢俱採購」等。整

體而言，農家的家庭管理工作絕大部分是由妻子承擔。然而研究獲得的訊息是：先

生多數認為應該分擔家庭管理工作。顯然地，農家家庭管理工作夫妻之分工情形有

「觀念」和「執行」的落差。 

在婦女方面表示，絕大部分的男人都有「男主外、女主內」、「家務事是女人的

事」之傳統觀念，或因與公婆同住不好意思或因在外工作太忙或不習慣做，所以較

少參與家庭管理工作；尤其是煮飯和洗衣服這二項工作是不會去碰的，但有些項目

譬如水電修理、房屋修護和大掃除等重量級工作，則會去做；當然也有少部分的婦

女表示是習慣自己做家庭管理工作，或耽心先生太累了！也有些婦女表示男人會參

與家庭管理工作是因太太有另一份工作收入、無公婆同住、太太生病、坐月子時，

或因孩子小，或有客人來訪時；另外，越是年輕的先生越能有「夫妻應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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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同分擔家務事」的觀念，且較能落實幫忙，特別是照顧小孩、清潔打掃、雜事

等工作。 

（三）農家夫妻的工作時數與對婦女工作份量之感受  

花卉產業是勞力密集、全年無休且必須夫妻共同參與之事業。夫妻之工作時間

均很長，即使在非農忙期平均每人每日亦得工作 14.8 小時以上，妻子因要處理家

務，其工作時間較先生為長（16.7 小時）。大多數先生認為妻子在家庭管理的份量

有點重，在農業經營工作上有半數表示不重；而婦女則絕大數認為家庭管理和農業

經營兩者均要兼顧，所以感受承擔很重的工作量。 

在家庭管理工作上，農家先生大多數認為妻子負擔有點重之主要原因是內外要

兼顧，有少部分認為不重之主要理由是那是女人的天職，是份內工作。而農家婦女

之看法，則絕大多數表示負擔太重了！有的婦女表示自己很認命。在農業經營工作

上，有半數先生認為妻子之工作份量不重，主要理由是她只有局部參與；而認為有

點重或太重之主要理由是：她內外都要做。而農家婦女大多數表示工作太重了！有

些人則表示還好，僅為幫工性質而已。 

無論是家庭管理或農業經營，夫妻二人對工作份量的看法其認知顯然有別，在

先生方面持有「家務事是女人的事」之觀念，所以認為是「天職份內工作」不會構

成「工作份量太重」的負擔；對於參與農業經營工作，又是認為只不過是協助做些

輕鬆打雜的工作，所以雖然是忙但還不算太重。但，婦女方面則認為承擔的家庭管

理工作太重！且又要幫忙先生從事農業經營工作，實在是內外兼做，壓力很大！ 

二、漁家婦女的角色與功能 

高淑貴（1997）訪問 325 位養殖漁家婦女，探討其在營漁決策與營漁工作、及

家庭決策與家務工作之參與及看法，研究發現： 

（一）營漁決策與營漁工作的參與 

在營漁決策上，通常最後決定者是受訪者的先生，較之於先生，受訪者在比例

上少很多。分項比較，將通常由受訪者本人決定與大部分本人決定相加，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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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資金籌措運用（13％）、養殖勞動力調度（7％）、養殖場的管理維護（6％）、

養殖飼料、肥料、藥品的選購（6％）、養何種魚類、單養或混養（4％）、養殖場設

備的選購（4％）、是否買賣、租入、租出養殖用地（3％）。但七成以上受訪者表示

在決策前夫妻（家人）會商量，尤其在買賣、租入、租出養殖用地時商量之百分比

最高（78％）。婦女做決策的參與程度雖低，但絕大多數受訪婦女對現狀感到滿意。

若進一步探討漁村婦女營漁決策參與頻度與滿意情形的關係，可發現隨著參與頻度

的增加，其滿意度提高。又，營漁知識比先生豐富者，其營漁決策參與程度較高。 

婦女在決策時，較感困擾之處是資訊不足、能力不夠。若發生困擾，通常以與

人商量、溝通、請教他人、自行解決等方式處理。請教或溝通對象主要是丈夫、兒

子、公公或其他家人。最希望提升自己的養殖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能力。在營漁操

持上，婦女參與較多的是籌措運用養殖資金及飼養工作。 

（二）家務決策與家務工作的參與 

在該研究列舉的 12 個項目中，有 7 項目婦女決策參與較先生為高，依序為家

庭日用品購買（93％）、家人養生、看病、照顧（82％）、子女教養（71％）、本人

就業的事情（68％）、家庭儲蓄（66％）、購買大型家電家具（58％）、要生幾個子

女（57％）。先生參與較高的為：丈夫就業的事情（77％）、是否要修理房子（63

％）、家庭投資（60％）。兩人差不多的有家人旅遊觀光、親友間紅白包來往等。決

策前與家人商量的百分比相當的高。參與頻度愈高者，其滿意度愈高。 

在進行家庭決策時，經常發生問題或困擾的百分比不高，資訊不足較常發生（10

％）、時間不夠次之（7％），有時發生困擾的依序為：常三心二意（39％）、精力不

夠（37％）、能力不夠（36％）、時間不夠（34％）、資訊不足（33％）。在家務操持

上，絕大多數人參與較多，包括做家事、照顧子女、購買日用品等。修房子、修水

電等較不必做。多數受訪者對現狀表示相當的滿意，認為維持現狀就好。 

在台灣，農業的經營型態主要是家庭農場，農場工作地點與家庭生活地點常連

結在一起，農場人力的需求性使農家婦女成為農場的勞力來源。台灣農家的農場工

作分工情形，以夫妻共同承擔為多數，有些工作項目甚至是由農家婦女獨自操作。

農家婦女常參與許多被認為該由男性擔任的農場工作，特別是需要投入密集的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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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多面性工作項目的產業，婦女是先生的工作伙伴，且支持先生的事業。許多夫

妻雖表示家庭管理應該夫妻共同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由妻子承擔。農家家庭管理

工作夫妻之分工情形在觀念上和執行上有落差。 

參、性別角色與性別差別待遇 

一、性別角色分工論 

「性別角色分工論」強調男女因性別不同而社會賦予不同職務之角色功能。社

會訂定以性別為分工依據之規則，期以之建立長期而穩定的性別分工秩序。人自出

生之日起，即因性別不同而有不同的社會化模塑，人由此習得了社會給予之性別規

範及行為模式。其工作角色扮演愈吻合社會價值規範體系則愈為社會接納及讚許。 

二、論性別角色分工 

社會學提及之角色論（Role Theory）包括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或社會位置

（social position）、社會角色（social role）、及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等之闡

釋。即佔有某社會位置的人應扮演其社會角色，行為表現要符合該社會的角色期

待，以善盡其角色功能。如果個人未能表現出應有的適切行為，符合該社會對該角

色的期待，則往往不見容於該社會。 

在某些社會，以性別為角色分工之依據極為明顯，固守男女性別之分給予不同

的工作項目及內容。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即為典型之性別分工，因之「男養家、

女持家」成為理所當然。 

三、性別角色分工與性別差別待遇 

既然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為典型之性別分工，而「男養家、女持家」、「男

娶、女嫁」、「夫唱、婦隨」等逐漸成為理所當然。影響所及，導致性別不平等（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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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現象之發生。因性別隔離現象使得資源之取得與分配顯然因之而有不同的對

待，即性別不平等或性別歧視：無論在家庭、在家庭農場（或其他工作場域）、在

社會上皆或多或少存在「男尊女卑」之現象。 

肆、結語—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全球約有 16 億的農村婦女，負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糧食生產。與全世界許多

地區的農村婦女相比，台灣農家婦女參與農事的比例還不是最高。隨著教育程度提

高、社會變遷及產業結構轉型，婦女投入勞動市場人數逐漸增加已是不爭的事實。

有鑑於農村婦女的角色日趨重要，在 1995 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會議中，一些有

心人士提議將每年的 10 月 15 日訂為「世界鄉村婦女日（World Rural Women’s 

Day）」，此提議獲得許多與會生產者組織的支持。因此，每年的這一天，相關人士

便會規劃一個討論主題，供與會人士討論並提出建議。最近七年的主題分別為：

The right to food： rural women produce and provide（2007）、Rural Women： Leaders 

of Tomorrow（2006）、What rights for women as rural citizens?（2005）、Biodiversity 

for Food Security： Women Farmers are ready（2004）、Towards greater access to land 

and water （2003）、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key to poverty eradication（2002）、

Peace for Rural Women to Achieve Food Security（2001）。各種宣言及會議，都在建

構「兩性平權」的概念，強調政策的規劃與推動能維護性別正義、兼顧女性的觀點、

需求及生活經驗。婦女權益具體落實，提升婦女福祉，應有助於提高婦女經濟自立

能力，增進其對社會之貢獻。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鄉村銀行的理念，

提供貧窮女人「微額貸款」，成功地扭轉了全球上億人口的命運，讓大眾看到了縮

小貧富差距的一種有效作法，也為縮短城鄉差距提供了一盞明燈。台灣自民國 90

年開始，由農委會推動輔導農村婦女開創副業計畫（田媽媽經營班，表 4），也與其

理念不謀而合。這些推廣計畫的目的，在於打破「婦女不能擁有經濟自主權」的迷

思，希望能提供就業機會給貧窮婦女，讓她們得以發展自己的「小小事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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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擁有自信、敢於追求理想、並能為自己而活。 

我們認為：女性應有得到健康照護、接受教育、參與農民組織決策、使用自然

資源的權利，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不是次等公民，而是可以獨立思考、獨立判斷、

並擁有與男人相同權利的社會公民。然而，社會事實告訴我們，婦女仍然面臨一些

不利的處境，例如：性別刻板印象、性別角色分工、性別歧視、以及較少的發展機

會（包括：受教育、增強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參加各項發展計畫、以及資源的取

得）等。（賴爾柔，2002）社會環境的改善與價值觀念的改變，仍有待社會大眾與教

育者極大的努力，才能竟其功。我們期待大家共同努力，迎接性別平等時代的來臨。 

表 1 女性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百分比  

單位：千人  次數（百分比） 

Total Employment 
Year 

Total Male Female 

1997 9176（100.0） 5563（60.6） 3613（39.4） 

1998 9289（100.0） 5610（60.4） 3679（39.6） 

1999 9385（100.0） 5624（59.9） 3761（40.1） 

2000 9491（100.0） 5670（59.7） 3824（40.3） 

2001 9383（100.0） 5553（59.2） 3830（40.8） 

2002 9454（100.0） 5547（58.7） 3907（41.3） 

2003 9573（100.0） 5579（58.3） 3994（41.7） 

2004 9786（100.0） 5680（58.0） 4106（42.0） 

2005 9942（100.0） 5753（57.9） 4190（42.1） 

2006 10111（100.0％） 5810（57.5） 4301（42.5） 

資料來源：95 農業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表 2  務農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百分比  

單位：千人  次數（百分比） 

Total Employment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Year 

Total Male Female Total Male Female 

1997 9176 5562 3613 878（9.6） 624（11.2） 254（7.0） 

1998 9289 5610 3679 822（8.8） 587（10.5） 235（6.4） 

1999 9385 5624 3761 776（8.3） 556 （9.9） 220（5.8） 

2000 9491 5670 3824 740（7.8） 533 （9.4） 206（5.4） 

2001 9383 5553 3830 706（7.5） 510 （9.2） 1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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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Employment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Year 

Total Male Female Total Male Female 

2002 9454 5547 3907 709（7.5） 515 （9.3） 195（5.0） 

2003 9573 5579 3994 696（7.3） 499 （8.9） 197（4.9） 

2004 9786 5680 4106 642（6.6） 458 （8.1） 184（4.5） 

2005 9942 5753 4190 591（5.9） 422 （7.3） 169（4.0） 

2006 10111 5810 4301 555（5.5） 394 （6.8） 161（3.7） 

資料來源：95 農業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表 3  女性務農人口佔總務農人口百分比  

單位：千人  次數（百分比）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Year 

Total Male Female 

1997 878（100.0） 624（71.1） 254（28.9） 

1998 822（100.0） 587（71.4） 235（28.6） 

1999 776（100.0） 556（71.6） 220（28.4） 

2000 740（100.0） 533（72.0） 207（28.0） 

2001 706（100.0） 510（72.2） 196（27.8） 

2002 709（100.0） 515（72.6） 194（27.4） 

2003 696（100.0） 499（71.7） 197（28.3） 

2004 642（100.0） 458（71.3） 184（28.7） 

2005 591（100.0） 422（71.4） 169（28.6） 

2006 555（100.0） 394（71.0） 161（29.0） 

資料來源：95 農業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表 4  94 年度各縣市「田媽媽經營班」營業額  

縣市別 補助經費（千元） 班數 班員數 營業額（千元） 

台北縣 5,100 5 43 19,413 

宜蘭縣 1,550 6 36 11,646 

桃園縣 1,000 4 30 4,684 

新竹縣 750 3 25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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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補助經費（千元） 班數 班員數 營業額（千元） 

苗栗縣 2,200 8 58 15,414 

台中縣 6,950 21 174 72,987 

南投縣 2,300 8 62 8,795 

彰化縣 1,450 5 34 4,887 

雲林縣 850 3 18 2,161 

嘉義縣 3,850 15 108 18,850 

台南縣 6,250 15 93 48,706 

高雄縣 1,500 6 38 4,354 

屏東縣 850 3 17 6,767 

台東縣 950 3 20 1,414 

花蓮縣 2,300 9 54 8,178 

澎湖縣 250 1 6 3,340 

新竹市 350 1 10 413 

台中市 750 3 25 12,754 

合   計 39,200 119 851 248,752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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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大綱 

1.台灣社會中有哪些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這些現象可能造成何種影響？請舉例說

明之。 

2.2006 年「國際鄉村婦女日」的討論主題為：「農村婦女：明日的領袖（Rural Women： 

Leaders of Tomorrow）」，妳有何想法？為了成為明日的領袖，我們應如何準備自

己？ 

3.台灣的「田媽媽經營班」在農委會的積極推動之下，似乎頗受好評。妳個人對於

「田媽媽班」的經營方式有無瞭解？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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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及討論 

黃教授晶瑩  

近年來女性務農比例略為提升，參與農事經營決策及共同承擔農村工作的趨勢

更加明顯，先生不能沒有太太的幫忙已是農業經營一環中不爭的事實。農村婦女的

角色與功能與一般家管婦女不同，不僅是家庭、子女、生活必須兼顧外，農事生產

的工作更需要農村婦女的協助與參與。雖然因先生的表達較保守，農村婦女在協助

農事工作也許較無法獲得先生口頭上的嘉許，但其工作的角色與地位受另一半及家

庭的肯定，在家中決策權及經濟自主權可因此而提升。因此個人認為農村婦女在家

中的角色扮演宜依據個別家庭的特質，在實質上與先生及家人間建立相互分工、尊

重及讚許的平衡點，似可不需刻意強調兩性平權的表面意義。倒是農村婦女務農的

專業角色與功能在工作職場上應獲得社會的認同，其權益亦應該受到該有的尊重。 

陳助理教授玉華 

由於農業勞動力的下降，農業產值已佔全國 GDP2％以下值得進一步瞭解與探

討，雖然休閒農業旅遊及農業延伸性行業未計算在內，農村婦女的角色與功能應該

要更加重視。另外經研究訪查大部分農家不希望子女加入農業行列，在未來農業政

策上應該重視並瞭解不希望加入的原因，現階段農委會推動之新農業運動中，園丁

計畫，漂鳥築巢等農業回流的計畫及措施，希望也能針對農村婦女的角色與需求列

入考量。 

「田媽媽經營班」的發展形成多項重要功能，包括： 

一、提升農村婦女的角色與地位—經由田媽媽經營的舉辦大輻提升農村婦女

賦權與決策權的功能及權益。 

二、藉由家政班、田媽媽經營班的規劃，建立農村婦女基礎社會組織網絡的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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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農委會的計畫輔導，不論是非生產性及生產性的農村經營事業皆大輻

提高農村經濟效益。 

「田媽媽經營班」的發展形成多項有趣議題值得重視，有關「田媽媽經營班」

的未來發展更應該從其功能性與生產性的來看，以增加實質的經營效益。另外可以

從「田媽媽經營班」成功案例來借鏡，如何做？怎麼做？避免蠟燭兩頭燒，讓農村

婦女經營事業另有寬廣的發展空間。 

張助理研究員惠真 

台灣農村社會仍能看見性別不平等現象—例如子女命名、在職場工作環境上仍

有不適於女性操作情形，如栽培棚架搭設過高造成職業傷害，薪資男女同工不同

酬，請育嬰假造成工作接續等問題。因此有必要提高農村婦女自信心及保障其該有

之工作機會；另十大經典神農選拔，婦女在農家貢獻度易被忽略，應增加農村婦女

的機會。 

「農村婦女：明日的領袖」之議題，按人口外流的趨勢，婦女較有可能留在農

村參與農業，婦女若能發揮潛能，將對農村有影響力，且對農村婦女的投資即為對

家庭的投資，因之應積極開發營農婦女之人力資源。除提升農村婦女身分地位及改

善子女關係外，對家庭社會亦深具影響性。加強農村婦女專業職業及技術訓練、培

育第二專長，政府的微型貸款等均能有效協助農村婦女的就業發展。由社區領袖開

始展現農村婦女領袖的魅力是不錯的方向，以台中轄區為例農業產銷班女性班長有

52 位，讓這些看不見的農夫能有善意的職場發揮空間，由「看不見的農夫」成為

「事業夥伴」或「農場主」。 

「田媽媽經營班」若以農會為經營主體者需要獲得主管的支持與同仁共識經營

效益較高，以家政班為經營主體者須採合作經營共同利潤的經營策略來管理營運較

為妥適。經營類別以地方料理類的年營業額較農產加工類高，但其成本亦較高。農

委會於 90 年起輔導成立田媽媽經營班以來，增加婦女副業收入、帶動地方產業與

休閒農業發展已有成效，95 年起積極輔導參與台灣美食展等公開性活動提高知名

度，唯必須考量今後田媽媽定位是在副業收入或專業經營，來提升農村婦女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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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效。另外經營場所的合法性及職場公共安全，農村婦女進入職場的阻力與困

難仍需要積極協助改善。 

王教授麗容 

農村婦女的角色與功能是帶動台灣農村發展重要的動力，值得深入省思，分別

如下： 

一、農村婦女是「看不見的農人」，看不見的手，對於農村發展及社會具有隱

蔽性的貢獻。 

二、對農村婦女的投資就是對家庭的投資，農村人力資源的投資、經濟自主性的

投資，對社會的投資。 

三、台灣農村婦女的角色包括輔佐性、管理性、自主性、協助性等角色，如能

擺脫傳統刻板限制與壓力有助於農村婦女的自我能量發揮與能力發展。

「田媽媽經營班」需要微型貸款及政策性的協助，農村婦女是否走出農村

或回到家庭是需要心理性建設的，如何創造農村婦女新契機值得進一步省

思。 

高教授淑貴 

如果有人詢問農村婦女有無工作時，應回答有且工作種類很多，諸如家庭、農

業經營等。 

莊副處長玉雯 

「田媽媽經營班」的具體成效，因有經濟自主性，提高家庭中的地位。另外兩

性平權應可定位內在之平權而非外在表現之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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