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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女性职员职业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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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行女性职员群体的出现是民国时期银行业及新式教育发展的结果，表明了女性职业意识的觉醒和社会

身份的变化。银行业是当时社会推崇的“金饭碗”，但女职员的职业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她们大多任职

于中低层事务性岗位，薪资水平不高，极少数人能够升任高层管理者。本文以民国时期全国金融中心—
上海为考察对象，从职业成长路径、薪资及待遇水平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等几方面详细分析当时银行业女

性的职业发展状况，并对该群体产生的历史意义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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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银行史研究的重点呈

现出从组织机构和业务管理向人物研究转变的趋

势。重要银行家生平、思想、人际关系、政治主张

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对象也逐渐从个体

拓展到群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女性职

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知识女性群体的产生，

银行女性职员逐渐成为一个职业群体。回顾过往

研究，关于近代女性从业问题的历史论述主要从

妇女职业教育、职业观念、职业类型等不同方面加

以考察。邵雍、何黎平、蒋美华、赵炎才、谭玉秀等

一批学者的研究工作，使得近代女性职业问题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但在金融史研究领域，由于

职业群体相对规模及职业层级的限制，关于女性

银行业者的专门研究付之阙如，仅在妇女史和银

行史文献中偶有涉及，主要以上海女子商业银行

为个案。如谈社英编著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中

有相当的篇幅提到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创

办与经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所编的《中国妇

女运动史( 新民主主义时期) 》从近代妇女追求经

济独立的角度，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创设

与经营作为例证予以描述。张佩佩所著《试论民

国时期女子实业家的创业及困境》一文，从女子实

业家的角度阐述该群体在当时所遭遇的困难，其

中亦提到近代金融业女性代表。江文君在关于上

海职员阶层生活史的研究中亦涉及女银行业者个

案的论述。上海复旦大学史立丽的硕士论文《上

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研究( 1924－1955) 》是目前

唯一一篇以女子银行行史为主题的研究，为后人

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也未涉及对银行女职

员群体的讨论。
本文将研究主题聚焦于民国时期银行女性职

员群体，包括中高层女性管理者及一般女员工，重

点在于厘清知识女性进入银行业的条件背景、职业

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进而总结女性银行业者的群

体特征与历史面向。本文既是对近代金融人物群

体研究的丰富，也是对女性职业史研究领域的拓

·09·



展。上海是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金融中心，是新

式社会和新式教育的中心，也是包括女性银行业者

在内的新式知识女性的集中区域，因此本文的讨论

以上海地区为主，兼及其他大中型城市。
一、民国时期银行业女性从业背景与条件

“五四运动”爆发后，受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

社会对于女性家庭角色的认识也有了初步转变。
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就业，已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

可耻的事情，舆论甚至开始积极鼓励女性就业，呼

吁男女平等，女性经济独立思想逐渐流行，妇女就

业群体不断壮大，就业层次逐步提升。此外，女性

受教育机会大大多于从前，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

的发展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基础，新式女子教育的

发展造就一定规模的知识女性群体，女子有更多

的机会因为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为职场精英。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大都市上海，知识女性

的成长与职业化发展趋势尤为突出，金融业尤其

是银行业成为知识女性的去向之一。越来越多的

银行开始雇佣女性职员，设立专门的部门用以服

务女性客户，从外部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较为良好

的社会环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近代华资新式银行的翘

楚，也是最早一批与学校合作并从在校生中物色专

业人才的商业银行。该行苏州分行经理唐庆永在

一次入校演讲中说道:“现在上海有女子银行办的

甚好，将来女子服务银行界的机会行将渐见增多，

银行是为女子选择职业良好途径之一。”［2］该行最

初创办时，发起者曾在中西女塾、圣玛丽亚女校等

学校做公开演讲，招募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亦尝试吸

收股权投资。在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筹备之初，

中西女塾认股 2 万余元，圣玛利亚女校也认股不少，

该行与其他女校亦分头接洽筹款。此外，上海女子

商业储蓄银行于职员面试时要求“投考者至少拥有

高小毕业或中学一年级之程度，报名后须至江湾路

灵生学校受训两个月再以考试定取，取后充任练习

生，三年后升任充行员。”［3］女性进入银行界工作，

除一般招考外亦有各方名流推荐。如女子银行合

作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徐永祚曾向严叔和经理

推荐施竹素女士入职，朵云轩李德经理推荐其外甥

女入职，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推荐该校优秀女毕业

生潘丽娟、俞丽槑。［4］1935 年时任中国银行天津分

行经理的卞白眉，曾向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华信托储

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推荐杨丽川女士入职:“杨女

士为敝平行经理杨朗川兄之令妹，在上海银行津行

服务有年，现任储蓄部主管，人极勤敏，安详于应付

顾客尤有经验，该行储蓄业务恐受影响颇思迁地为

良。”［5］这些都表明了银行的工作机会在当时看来

非常受到女性求职者的青睐。
二、民国时期银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状况

民国初年是新式银行创办的兴盛时期，当时

就有商业银行开始招收女性职员。1916 年，中国

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缜密，俸给可低于男子，而且

不易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率先在银行业

中使用女子司帐。［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美丰银行

等自成立之日起也相继雇请妇女担任会计、书记

或行员等职务。［7］新民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和生大银行“以振兴商业，提倡妇女储蓄”为宗

旨相继附设妇女储蓄部。［8］此类专以女性为客户

群体的金融部门的设置，客观上需要女性职员办

理业务，女性进入银行界工作成为了一种新的社

会现象。1921 年，北京的妇女界为提倡女子经济

独立，率先发起创立主要面向女性储户的专业银

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包含陈丽

华、赵君默、张佩芳、宋云舫、邓芸芝、王令仪等。
该行从董事至职员一切均以女子担任，开女子专

业银行 之 先 河。后 来 受 公 债 风 潮 冲 击，该 行 于

1925 年不得已而停业。
随着银行业重心南移，上海逐渐取代京津地

区成为全国金融业之中心。1923 年冬，上海女界

发起组织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次年 5 月该行

正式开业。该行“虽只集资二十万元，为试办性之

企业，然以呼起女界从事经济事业之奋斗，颇足引

起社会贤达一致拥护”。［9］该行董事长欧谭惠然是

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彬的夫人，有着广泛的人脉

及社会资源。另一发起人、长期担任该行总经理

的严叔和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行业经验

丰富。其董事会成员涵括了乐振葆、陈光甫、张嘉

璈、邬挺生等当时上海商界及银行界知名人士，女

性董事中除欧谭惠然和严叔和之外，还包括张默

君、黄琼仙、虞张湘湄等女界名流。［10］该行自成立

起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提携，社会各界对女

子银行的襄助成为近代金融业的一段佳话。上海

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所倡导的“提倡女子职业，号召

女子储蓄、经济独立”，标志着社会转型及女子经

济自主意识觉醒，女子银行的成立更是女性进入

金融行业里程碑式的事件。不过，由于在经济发

展、人才养成及社会观念等方面的优势，上海均遥

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专业女子银行这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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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很难扩展到上海以外的地区。而即使在这样

的专门银行里，受其营业范围和资金的限制，其发

展规模仍然难以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提并论。在上

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女性职员“占全数约

四分之三”，在该行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职工人数

大体保持在 50 ～ 70 余名。虽然“女子银行”并不

全部雇佣女性职员，却仍是各银行中女职员比例

最高的。［11］

( 一) 职业发展路径

银行业务的特殊性需要女性职员的加入，如

会计、扎帐、制票、客户接待等都需要细致的工作

习惯和良好的工作态度，而此类素质多为女性所

长。此外，一般女性都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成为

银行存款业务尤其是小额储蓄业务的重要客户群

体，女行员在应对女性客户方面自然具有优势。
因此女职员在银行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与柜台、会

计、文书和客户服务有关。
民国时期一般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由以下几

个层次组成: 普通职员( 练习生、办事员、助理员) ，

中级管理层( 副主任、主任、分支行经理等) ，高级

管理层( 总理、副理、襄理等) ，再往上便是股东会

和董事会等决策机构。每一个层级所服务的年限

视个人能力不同而有所区别，通常 3－5 年为一个

升级考核期。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虽被冠以

“女子银行”专称，其内部组织架构与其他商业银

行并无太大差异。一项关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

行员工的调查显示，该行女职员大多在职时间较

长，长则二十余年，短则三五年，但在晋升方面与

男性职员相比并不突出。女职员王冰梅在该行筹

备期间即入行，二十多年时间内曾经历三个不同

岗位，最高职位担任过“主任”一职。其余几位入

行多年的女性职员，如会计处楼蘋芳，存款处朱炳

瑞，储蓄部吕雅宜、杨藜芸，出纳处严明德，往来处

朱莹白等，则都只做到了“普通职员”级别。［12］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

女性高级管理人员做统计如下:

表 1 民国时期银行界女性高级管理人员之相关统计

所属银行 职位 姓名 学历 籍贯 备注

上海女子

商业储蓄

银行

董事长 欧谭惠然 不详 广东 先施公司创始人，经理

总经理、行长 严叔和 中西女塾毕业 浙江

上海银行妇女部主任，虹口分行

经理，兼任上海信托公司、大华

铁厂董事

副经理 谢姚稚莲 不详 浙江 姚慕莲之女

董事及监察人 张默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湖南
江苏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校

长，杭州市教育局局长

董事 黄琼仙
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后赴加拿大

求学
福建 沪上知名女医师

董事、副经理 张幼仪
曾就读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后赴德国留学
江苏

云裳公司创始人，兼任上海信托

公司监察人

监察人 张郁镜清 不详 上海 久记木号主理人

监察人 虞张湘湄 育贤女校毕业 广东 曾任广东中学教员

襄理 沈有琪 不详 上海

中国劝业银行 监察人 徐锡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江苏
兼任嘉定商业银行董事; 浙江建

业银行八仙桥支行襄理

中国垦业银行

八仙桥支行
经理 姚德馨 不详 不详

中国烟业银行 襄理 洪君慧 培明女子中学毕业 不详 国华内衣厂理事

上海实业银行 监察人 董吉卿 浙江省立师范 /上海复旦大学 浙江 南京中华烟草公司监察人

上海汇源银行 董事 季孙育茹 高等专科学历 江苏 前任汇源银号理事

上海大华银行
常务董事 蒋东容 留美 浙江 某钱庄董事

监察人 蒋东萍 复旦大学 浙江 立兴公司董事

锦德银行 董事 余爱珍 中学毕业 广东

惠商银行 董事 周吕桂至 天津女子师范肄业 天津 曾任中原公司会计

·29·



续表 1

所属银行 职位 姓名 学历 籍贯 备注

南京商业储蓄

银行上海分行

董事 何极云 中山大学毕业 福建 黄山农场经理

监察人 任竹心 宗教哲学院毕业 湖北 崇德社妇女部总干事

注: 本表根据“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重要职员简历”，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档案 Q271－1－25;“本行董事监察人经理资

历及历届当选董监名单”，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档案 Q271－1－29;“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监会经理人姓名籍贯简历”，上

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档案 Q271－1－33;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主任以上职员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档案

Q271－1－44;“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 S173－1－116 等资料进行整理。统计范围针

对总部或分支机构位于上海的金融机构，并选取由女性所出任的银行襄理以上职务进行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除了专门的女子银行外，

女性在当时的上海银行业所担任的职务大多为

董事及监事一职，主要与其家庭背景、学历、社会

声望以及从业经验有关。而其他从事银行一般

业务的女性职员则很少能有机会升迁至重要岗

位，成为银行高级经理人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一

现象在各行各地亦是如此: 除了上海女子商业储

蓄银行的几位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之外，其他较

突出者仅有南京中国女界第一银行创始人刘芝

婷、四川和成银行南京分行襄理吕祖媛等个别女

性。教育背景方面，表中所列人物除个别学历不

详以外，一般不低于中学学历，而管理层大多具

备专科学校或是大学商科毕业的学历，这当中也

包括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银行界高层，如张默君、
张幼仪、徐锡华等。学员在学期间一般均受过如

会计学、经济学、珠算、审计学以及外国语等学科

的训练。由此可以看出银行业对职员的综合能

力要求较高，女性充任要职亦需要具备相当的教

育背景和业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银行界人员招聘普遍实

行担保人制度，而保人一般为声望素孚或资财丰

裕者。因此获得工作担保的银行女职员多出身中

产以上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家族显赫者不在少

数，反之出身寒微者则很少能够有机会进入银行

界服务。
( 二) 薪资及待遇水平

银行管理中的薪金分配须视各银行的资本总

额和营业情形而定，员工薪资主要由固定薪资和

分红组成。以当时营业情况较好的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为例，该行将职员从初级试用助理员到正式

职员共分为五个级别，薪资从 35 元至 300 元不

等。每一级所对应的薪资水平不同。如助理员工

资从 50 元到 95 元不等，共分为 9 个等级，级差为

5 元; 而正式职员的工资则从 200 元至 300 元不

等，级差为 20 元。［13］其他一些商业银行，也同样实

行级别制工资，但底薪会略低于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分红方面，一般视盈余情况而定，经理、副理

等高级职员其分红率通常高于普通职员数倍以

上，有些银行还有固定的红股作为高级职员的报

酬。总体来看，不同银行的同级职员之间收入不

平均，同一银行不同级别之间收入差距大，有些岗

位甚至需要熬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提薪。
普通银行女职员的薪酬待遇一般要低于同一

级别男职员，甚至要低于其他行业的女职员收入

水平。据《英华独立周报》报道，上海女子商业储

蓄银行的女性职员在 1931 年时“平均月工资仅有

16 元，连买香水可能都不够，而多数职位较低的女

职员则收入更低”。［14］1934 年，一位在某银行任职

三年的记账员的月薪是 30 元，三年月薪增长不过

4 元。［15］对比而言，当时大学女教员的平均月收入

在 120－240 元，文员的月工资则在 60－100 元之

间。［16］银行女性职员多数所任职位不高，而行业薪

资级差又大，因此一般银行女职员较其他知识女

性———教员、记者、医生等的收入更低。
不过，银行业女职员虽然直接报酬不高，但其

所获的间接报酬即福利待遇相较其他行业仍有一

定优势: 如生育金、养老金、抚恤金，供给膳食等。
休假制度也较其他行业更为完善，职员享有不同

天数的年假; 女职员由于其性别的特殊性，在生育

请假方面，“因产育或早产得请假两个月，流产的

请假一个月，小产的请假半个月。”［17］以上规定体

现了银行在人力管理方面相对较为人性化，一些

盈利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甚至为女职员发放生育

补助。此外，由于银行是讲究信用的机构，发薪时

间较为按时稳定。银行业还有一些别的职业不能

享受的特殊待遇和职业保障，如个人或家庭如急

需用钱，“亦 有 酌 量 向 行 中 通 融 若 干 现 款 的 便

利”; ［18］同时，银行常会组织行员进行理论学习及

实操培训，增强其个人业务能力，为将来职位提升

打下基础。银行职员日常所接触的客群多为工商

界人士，有利于其在工作中拓展个人社会关系和

人脉。同业组织比较完善，工作之余各自娱乐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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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比赛较多，企业文化较一般职业更显新式和开

化，这些都是银行业吸引女性就业的有利因素。
三、民国时期银行业女性从业所面临的问题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女性任职于金融业有了

长足的进展，银行女职员作为一个群体越发引起

关注，但女职员在金融界的成长仍面临诸多制约。
首先也是最突出的问题是银行的性别歧视。

一些银行在对外招考时对性别有着明确规定，如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招考练习生简章( 1937 年) 中

可以看出，“高级中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年龄在二

十二岁以下，未结婚，经原肄业学校校长具函介绍

者。女生暂不接收”。浙江兴业银行招考练习生

简则( 1933 年) 中也做出类似规定，该行明确规定

投考资格为“高中毕业及在校高中三年级生，年龄

在二十一岁以下者，男性。”［19］当银行为缩减开支

而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时，一些银行在人事调整上

倾向于裁退女性而保留男性职员岗位，因此引起

了女性职员的强烈不满。［20］这证明了当时的银行

界男女职员间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女性在金融界遭受明显的就业歧视。
其次，女性因职业成长较慢而更易于发生职

业倦怠。近代商业银行受西方银行制度和科学革

命的影响，其组织制度日益健全，工作分工日趋明

细，因此许多在银行工作多年的基层职员常常会

觉得银行的工作较为单调和苦闷，尤其由于受到

性别歧视而缺乏晋升机会的女职员，开始渐渐失

去对本职工作的兴趣和积极性，“即使是职位较高

的行员，做的日常工作还是签签字，盖盖章，看看

函件，会会客，此外就一天到晚忙于应酬与打电

话，如此而已。”［21］银行工作本身所暗伏的危险性

亦令人产生顾虑，主要是职务过失问题，如每天经

手的钞票、支票和繁琐细微的会计工作等，需高度

集中精力才不会出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银行

带来损失，同时连累到个人。另外，当工作待遇不

高而导致“入不敷出”时，自然会产生从事副业甚

至离职的想法。［22］

事业家庭难以兼顾也是银行业女职员所面临

的一个突出问题。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档案

里有关职员进退的来往函电中，发现该行的女性

职员尤其是已婚女性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如该

行副经理谢姚稚莲曾在 1933 年提出辞呈，其辞职

信全文如下:

董事会诸先生大鉴:

稚莲蒙诸先生维护，勉任副经理。韶华如逝

水，忽忽十年于兹矣了。自问无所建向，愧对同

人。既鲜居积之良规希踪桑孔，又无推行以尽利

媲美嘉隆。与其贻误于方来，何如急流而勇退。
况乎舅姑相继谢世，子女待抚，需人家政就荒，其

叹入宫而不见戚族存问，似应酬酢而往来。且从

四月中请假后，觉到家中一切情形非得自行治理

不可。子女之训育，仆人之督察，尤非有以表率之

不行。而且体质素弱，精神不济，行务家事实在不

能兼顾用。特专函奉达，恳请准予辞职。卸却仔

肩，藉以理家政而资休养，不胜盼祷之至。
专此祗颂公绥。
谢姚稚莲 启 七月二十日［23］

谢姚稚莲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之发起人

之一，长期任职该行董事及副经理要职，为女性行

员之翘楚。虽在银行身居要职仍不得以因料理家

政、子女抚育之需提出辞呈，一般女行员家庭事业

两者兼顾之难处可想而知。针对谢姚稚莲的辞

职，当时的董事会则勉励挽留，允其休假料理家

事:“谢副经理在职已将十载，平日勤奋行务，自应

有长时期之休养，兹既以家务纷繁，即自七月份起

准假六个月俾便料理，对于所请辞职一事由董事

会致函挽留之议决通过。”若一般女行员遇同样之

困难，必无法获银行如此之体恤，多数不得不被迫

辞职。
四、结语

民国时期，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华资银行

的兴起，女性独立意识随之觉醒，女性进入专业女

子银行或商业银行各部门工作的现象日趋普遍，

女性银行职员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群体，少数女性

成长为知名银行家。在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如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中南银行杭州支行、江苏省农

民银行和四川省地方银行等各地银行也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女性行员。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为

代表的女子银行的创设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金

融史和女性职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件。银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总体上朝着一个好的

方向发展。当然，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

局限，女性想要在业界立足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银行业职业女性总人数在整个职业女性群

体中占比很小，和其他群体如女教师、女医生相

比，社会影响力较弱; 其次，女性在银行界充任要

职者较少，女性高管更是凤毛麟角，在行业中的话

语权也大大逊色于男性; 再次，由于当时女性职业

权利还未能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且各地大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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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专为银行女职员服务的行业组织或工会组

织，因此女性从业仍具有相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但应予以肯定的是，女性进入银行界，本身就是女

性就业观念的极大解放，女子银行的创设是银行

专业化、服务精细化发展的实例，更是民众金融观

念更新的注解。就此而言，女性银行业者的出现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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