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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对待女性的目标还没有达到

各行各业，甚至法官之间都存在工资的差距

作为女性，我们有更好的教育
但是我们却拿低薪

♀ 女性只拿男性薪水的百分之七十点五

♀ 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只拿男性薪水的百分之六十八

♀ 年薪三万五以下的工作大部分由女性承担。 
     年薪六万以上的工作大部分由男性承担，这类工作中 
     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2.5比 1。

削价30%出售



  

1.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拿薪水的女性工作者的人数比过去翻了一翻
   

A) 正确 B) 错误2. 女性仍然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工作职位上：秘书，行政，
 销售及服务业。  

A) 正确 B) 错误

3. 在过去五年里来到加拿大的女性移民拿的薪水比其他女性多。
  

A) 正确 B) 错误4. 在2001年，百分之三十的女性单亲家庭处于贫困线。  
A) 正确 B) 错误5. 做兼职工作的女性多于男性。  
A) 正确 B) 错误6. 现在男性与女性平均分摊家务劳动。  
A) 正确 B) 错误7. 工会成员中女性与男性的工资差额小于非工会成员中女性与男

 性的工资差额 。  
A) 正确 B) 错误8. 工资差额及大部分女性做低收入的工作的事实意味着女性的经济不

 平等将持续到她们退休。
  

A) 正确 B) 错误9. 将工作承包出去对女性的经济平等问题没有影响。  
A) 正确 B) 错误10. 解决我们目前处境的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起来争取改变。  
A) 正确 B) 错误

女性已经取得平等了吗？测验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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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已变，工资却没有随之而 变 ！

女性已尽其所能试图来减小工资差距:

♀ 女性正在逐步提高教育程度。
  
♀ 女性的工作人数及工作时间正在增加。    

♀ 女性正在减少生育并减少休假时间。   

但是工资差距仍然存在!  女性的全年全职工资仍然停留在男性工资的 
百分之七十。 如果加入那些做兼职工作的人数，工资差距将为百分之
六十四。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

 ♀ ♀ 男性与女性工作在不同的领域。
  女性的工作仍然处于贬值的状态。

 ♀ ♀ 由于私有化及合同制，女性失去了高收入的工作。  

 ♀ ♀ 我们仍旧需要高质量并能承担得起的公立幼托中心。

 ♀ ♀ 女性有很多困难获取就业保险金。

 ♀ ♀ 我们的工资收入较低导致养老金也较低。  

 ♀ ♀ 三分之二的最低工资收入者是女性, 
     所以你不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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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确。 年龄在25岁和54岁之间的女性中大约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在工作。很多女性是因
为家庭需要第二份收入而出来工作。 一对夫妻并带有子女的家庭模式中，三分之四的家庭
中的夫妻双方都在工作。
2.  正确。大约百分之五十三的女性工作在这些领域里。. 百分之七十五的女性做秘书工
作，在销售及行政行业中，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员是女性。百分之七十的女性在教育，护理
及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3.  错误。 2001年的数据显示，1995年以后来加拿大的女性移民比在加拿大的其他女 性收
入要少六千元。 高学历并不能缩小工资差距。
4.  错误。 事实比它还要高：在2001年，这些家庭中的百分之四十三处于贫困线。 5.  正确。 相对于百分之十的男性，百分之二十六的女性做兼职工。 愿意做兼职工的女性
是男性的30倍，这是因为女性要照顾子女， 年老的父母及承担其他家庭责任。 兼职工作
薪水低，养老金及医疗方面的福利少，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女性的经济不平等。6.  错误。 截至到2005年，女性仍然在家里承担百分之六十二的无报酬的劳动， 包括照顾
人的工作。即使对于那些做长时间，有薪水的工作的女性而言 也是同样。7.  正确。 女性工会成员的薪水是男性工会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三。工会成员的工资差距远
比非工会成员小。

8.  正确。 退休女性的收入是退休男性的百分之六十。 现在，相比于三十年前，越来越多
的女性享有退休金。 但有些因素，例如：工资差距，不稳定的临时工作，低收入工作， 
以及缺乏购买私人养老金的途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女性在进入 退休年龄后的经济不
平等。

9.  错误。 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8500个医疗后勤职位，例如清
洁和食物准备， 大部分都被承包给属少数族裔的女性移民，她们遭受到百分之四十的工
资削减， 并失去很多福利。这就使得很多家庭生活低于贫困线， 尽管他们延长工作时
间，接受更多的工作。
10.  正确。 当女性联合在一起进行反击，情况就会改变。 这就是我们如何通过积极组织参
与女性社团， 组织女性加入工会，从而取得胜利的。在工作场所，工会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帮助提高女性工资及福利，保护女性不受骚扰和歧视， 找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方法，
推动社会保护措施并向一个完备的社会发展。

女性已经得到平等了吗？测验的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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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必须是这样！

为得到更多的工资组织起来。
女性工会成员的薪水是男性工会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三，
女性工会成员多于男性。

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幼儿园是可能的。
2006 年以来的联邦减税，累积起来超过建立一个国家公立幼托系统。
女性需要幼儿园，幼儿园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改革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基金有剩余。而且，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失业女性符合申请失
业保险福利。 即使你符合申请失业保险福利，百分之五十五的低收入是不
够的，我们的政府有足够的资金给你更多的失业保险福利。

增加养老金
当进入退休时，大约两倍于男性的女性生活在贫困中。女性同样有权力
在老年时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可以支付双倍的养老金和老年经济保障
福 利 ， 同时，我们还有足够的资金为下一代做准备。

将最低工资改为每小时十元钱
这不仅仅是父母开的只付最低工资的小店：这是大公司。他们赚上亿元
钱， 他们有能力支付工人更多的钱。最低工资应该为每小时十元钱 并且
随通货膨胀而调整。

不要忘记法律
女性的工作仍然被贬低并贬值，魁北克省及安大略省的工资平等法 帮助
许多女性争取了更高的工资。我们需要将工资平等法普及到各个地方。

恢复给予女性组织基金
女性面临的问题被压制，我们需要为女性的平等进行斗争的组织的存在。 
联邦政府必须恢复给予基金以便进行宣传及研究女性问题。



  为女性的经济平等倡导的一项运动为女性的经济平等倡导的一项运动

问题 解决方案

女性集中的职业通常为低收入 同样价值的工作付同等工资 

女性有良好的学历但收入低 最低工资随通货膨胀而进
行调整

三分之二的低收入者是女性 将最低工资提高为每小时
十元钱

家庭中需要女性的收入 成立全国性的公立幼儿园

大部分单身母亲生活在贫困中 成立工会

女性仍然在工作与家庭琐事间挣扎 通过法律来帮助女性

仅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可以享受失业
保险 改革失业保险.

一半的老年女性生活在贫困中 加倍加拿大的养老金福利

大部分女性没有养老金 增加公众养老金 

年轻女性经历高失业律 支付兼职工人与全职工人同样的
时薪

女性更趋向于做兼职工作 恢复给予女性组织基金

如何消除工资差距如何消除工资差距

同同

将

成

失业

支支

加



平等
一劳永逸一劳永逸!!

 工会能为你做什么？

    
  ♀  ♀ 女性工会成员可以得到男性工会成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三
 
  ♀  ♀ 可以得到更好的福利，例如医疗计划，加班费及带薪假。
 
  ♀  ♀ 可以得到工作单位入的退休金计划。
 
  ♀  ♀ 可以免受歧视和骚扰。
 
  ♀  ♀ 工作培训和技能提升(这就意味着会得到更高的工资)。
 
  ♀  ♀ 工作保障。
 
  ♀  ♀ 工会将会为你出面争取利益并加强你的合同效力。
 
  ♀  ♀ 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及享有照顾家庭的休息日。
  

  怎么才能找到有工会保护的工作？

首先与你能够信任的女性相交谈。 

找到一个工会来帮助你。
浏览我们的网址www.canadianlabour.ca或者查询黄页里的劳工组织， 
或者致电加拿大劳工议会地区办公室。

 
       不要发愁-加入工会！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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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工会成员了么？
某些能够争取更高的工资的诀窍。

♀ 消除工资差距。
  为什么等那么多年才得到真实的工资时薪？

♀ 平等一致的工资上涨(不按百分比)
  实行所有人享有同等货币的工资上涨对低收入 
      的女性有利， 会阻止工资差距拉大。

♀ 评估工作时性别中立
  同等价值的工作要支付同等的工资。

♀ 带薪假。
  这样女性不会因为家庭事务而损失工资。

♀ 产假的福利要增加。 
  帮助女性渡过因休产假而带来的财政困难时期。

♀ 不要将工作承包出去或者私有化。

♀ 工资及福利平等 
  进行协商以达到兼职与全职工人得到同等的福利和时薪

失业保险: 以两个工人为例
失业保险是根据每个星期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这对于女性能获得多少失业保险. 
有一个负面影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两个技术工人的例子--一个是护士，一
个是木匠-从一个有着高失业率的社区选出的

两个人都是每小时20元，两个人都付同样的失业保险，两个人都符合工作600个
小时的. 要求(每小时20元=一年一万二千元)。但是，他们工作的模式不同，这是
很多男性与女性 占主导地位的工作的典型例子。

护士 木匠
兼职工 季节工

每周15小时，一共40周 每周60小时，一共10周

她的失业保险：165元 他的失业保险：4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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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做些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 将平等问题与事实进行对比。 到我们的网页
  去找事实。

♀ 加入工会。女性工会成员比非工会成员的薪水要多百分之七到十四。  
  雇主靠付低工资赚了很多钱。让我们来要求永久平等！

♀ 与人们交谈。与你的朋友，同事和家庭成员讨论如何解除工资差距。
  扩大交流范围。运用我们网页上的教育材料 来举办座谈会。

♀ 倡导。给你们的联邦议员，省议员，区议员打电话来要求：
   •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资助的非营利性幼托系统。
   • 最低时薪10元，随通货膨胀而调整。
  • 有效的工资平等法。
  • 失业保险改革。
  • 养老金制度改革。

   • 制定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措施。
   • 制定更好的劳动法以使加入工会变得更容易。
   • 恢复给予女性组织的基金。

♀ 投票！预算不是性别平等的。要使政客们言行一致。

♀ 帮助其他女性。无论是在家里，工作场所，以及在你的生活中，
  当你接触其他 女性时，以行动来帮助她们。 

♀ 加入这项运动，到我们的网页上查询更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

      
                              www.onceandforall.ca

         去查询一下!

                    ww

为争取平等
而工作



加拿大劳工议会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最受欢迎的民主组织， 它有超过 300万的会
员。它把整个加拿大各个地方的全国性的， 及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各省和地区的
工人联合会， 地方的工人议会都联系在一起。在全加拿大各个不同的工作场所和
社区， 工人运动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帮助提高全体加拿大人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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