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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感謝您的支持～
《團結起步走—集體勞動三法入門講義》電子書上架

本會與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共同撰寫

的「團結起步走－集體勞動三法入門講義」，

在各位的熱烈支持下已全數銷售罄空，但仍不

斷有電話洽詢此書！在評估需求後，已與電子

書廠商合作並於今年五月份上架至四間網路書

店，售價比實體書更實惠。未來有購書需求的

夥伴，歡迎使用下列 QR碼進行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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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August 2013  工訊四十七

 � 2013/07/03新聞稿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白領勞工影響重大 

全產總支持立法院逐條實質審查

最近兩岸兩會在上海簽訂的《海峽兩

岸服務貿易協定》引起各界關注，此一協

議內容涉及與民生有關之生老病死各行各

業，其資金、技術及人員的兩岸流動，將

會影響 600 萬服務業員工。綜觀此一引

發爭議的服務貿易協議內容，明顯只對

少數財團有利，並沒有站在全體人民利益

思考，協議的過程既無衝擊評估當然也無

法據以擬定因應措施，卻貿然就要簽約生

效，全產總認為，兩岸任何的經濟協議都

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必須思考我國產

業發展以及相關勞工權益的保障，服務貿

易協議的簽定應更謹慎。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只

是一個框架協議，除了部分早收清單外，

並沒有具體的大規模協定，而服務貿易協

議則是具體列出開放產

業清單，對相關產業將

產生實際影響，政府事

前應該有詳實評估，而

不是事後才要提影響評

估和因應方案。

為了因應兩岸自由

貿易編列輔導救濟金，

在簽訂 ECFA時早有建

立，但實施至今成效何

在？ ECFA實施以來，「竟然沒有任何一

家產業被認列為遭受衝擊或受損」，是產

業真的沒受到影響？是審核標準嚴苛？還

是產業根本就不相信這套輔導救濟措施？

問題不在政府編了多少錢，問題在這些錢

是不是真能發揮功能？是不是真的符合產

業和人民的需求？這些諸多的問題政府能

夠清楚明確的回答嗎？

而且在本次協議的過程中，勞委會毫

不意外的完全在狀況外，根本不知道服務

貿易協議會對哪些業別的勞工造成何種影

響，對於中方跨國企業白領員工來台，也

從未評估對就業會產生哪些影響。相關的

服務業業者及勞工都是在簽署協議之後才

知道自己被列入開放項目，沒有任何時

間、空間準備因應，只有等著挨悶棍的份。

 S 20130728許多民間團體共同發起「反黑箱服貿民主之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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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主其事

者以國際談判慣

例為由，但事前

沒有徵詢接納相

關產業意見，仍

然難以平息人民

的不滿和疑慮。

這是不是代表著

這些產業不重

要？是不是代表

著未來還有許多

產業會在政府黑

箱作業中淪為兩

岸談判的棋子？

這種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恐怕會更加擴大。

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一直以來都是經濟

強權和跨國企業獲取龐大利益的藉口，犧

牲的是相對弱勢國家和人民的權益。台灣

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縱然兩岸相互開放

服務業，得利的也是資金雄厚有能力跨海

經營事業的大型財團，而無力跨海經營又

須面臨巨大外來挑戰的中小企業甚至自營

作業者，又將如何度過這波危機？會不會

像巷口傳統雜貨店被超商取代而消滅？他

們的未來誰來關心？政府想到了嗎？

沒有衝擊評估、沒有因應準備，頂著

自由貿易的大帽子蠻幹下去，只會讓我國

的服務業從業人員淪為向下競逐的惡性競

爭犧牲者。已經有多位教授指出中方是有

策略性的開放他們急需的專業技術人員，

我方則不設防地幾乎全面開放所有服務

業，透過自然人呈現方式，跨國企業內部

調動人員來台並無專長限制，嚴重影響國

內就業機會。既然這些人必須是負責人、

高級經理人或專家，是否也應比照外籍白

領勞工的相關規定，例如最低薪資至少應

為四萬七千元等，明定具體的條件限制。

此外，也應一併檢討目前透過大陸商務人

士來台、專業人士來台、跨國企業內部調

動等辦法變相引進中國勞工，對我國移民

政策的衝擊。

因此，全國產業總工會支持立法院對

服務貿易協議逐條實質審查，針對會對台

灣產業產生負面影響的條文，除非行政部

門可以提出有效的因應方案，確實保障本

國相關產業從業人員的權益，否則不應該

無理要求立法院要照單全收。立法院應進

一步藉此審查機會，訂出日後相關兩岸協

議談判的程序性處理原則，建立產業和勞

工代表事前的參與機制，要求行政部門提

出完整的事前評估和因應方案。

發稿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S 多個民間團體至立法院前表達反對黑箱服貿協議、要求實質審查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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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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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8/23新聞稿

　落實人權公約， 
　　基本工資應調至22,639元

庭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水平的工資。」

但是近幾次基本工資的調整，在官方

一手主導之下，屈服於資方的壓力，幾乎

都只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單一

因素，作為微幅調整基本工資的依據，而

無視於基本工資的定義，對照物價、房價

的節節攀升，工作貧窮問題不斷惡化，以

目前嚴重偏低的基本工資水準實難以維繫

一個勞工家庭過有尊嚴的基本生活。只以

CPI上漲的幅度調整基本工資來維持邊際

勞工的購買力，忽略了物價指數的內涵，

CPI的查價項目共有 424種，雖然青菜、

今年度第三季的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在

即，然而七月初媒體卻已

經報導：勞委會官員透

露，因經濟成長不如預

期，及 4月份才剛將基本

月薪調至 19,047 元，明

年基本工資傾向不漲。事

實上，回歸到基本工資的

本質來看，一國的基本工

資水準必須能夠保障勞工

及其家庭基本生活之所

需，所以，經濟成長不足

並不能成為拒絕調高基本

工資的理由。

依據我國已簽署之《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揭示：「所有締約國

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

須確保所有工作者之報酬使其最低限度均

能 (1)獲得公允的工資 ...；(2)維持本人及

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水平。」

今年 2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辦

的兩公約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議，10位受

邀國際專家共同聯名發表「結論性觀察建

議」中也提及：「現階段的工資若要讓勞

動者和其家庭維持適當的生活水準是不足

夠的 ...，建議台灣政府提供勞動者和其家

 S 20130827至勞委會前廣場要求基本工資應調高到2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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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或是油、電等基本民生必須用品價

格不斷上漲，但卻被價格持續下跌的消費

性電子產品等抵消掉，使物價指數表面上

看起來似乎相當平穩，卻與民眾主觀感受

差距極大。

因此，全產總依據兩公約之原則，

檢視目前基本工資的調整，認為基本工

資調整應考量勞工基本生活所需與扶養

人數，以 101 年內政部所公布的台灣省

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 10,244元

為基礎，每戶人口數 3.23 人，每戶就業

人數是 1.46人，故每位勞工的薪資需要

扶養 2.21人（含勞工本人）。以此原則計

算（10,244 元 ×2.21）得出基本工資至

少應達新台幣 22,639元，換算時薪為 133

元，才能讓勞工及其家屬維持合理的基本

生活。

此外，全產總並重申反對月薪與時薪

脫鉤以及反對外

勞薪資與基本工

資脫鉤的立場。

時薪過低的問題

是因為基本工資

長期以來無法達

到勞工最低生活

所需的標準，而

外 勞 薪 資 與 基

本 工 資 脫 鉤 違

背「國民待遇」

原則，將嚴重影

響勞動人權與國

際形象，更何況

若將薪資脫鉤計

算，也會導致月薪與時薪勞工之間、本勞

與外勞之間產生同工不同酬的後果。

基本工資保障及定期審議是馬總統的

競選承諾，但去年的基本工資審議結果卻

被行政院單方面變更，對勞資政三方組成

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不尊重，形同行政

團隊自打嘴巴，審議機制也被質疑為虛晃

一招。因此，我們要求：

1. 強化審議程序，回歸馬英九總統提出

的勞工政見，將現有基本工資審議委

員會的位階提高到行政院，由院長擔

任主席，勞資政三方共同審議，讓審

議制度更加透明化。

2. 制訂基本工資調整公式，建立勞工家

庭基本生活所需的估算模式，讓未來

調整基本工資有所依循。

發稿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S 本會幹部一起呼口號向勞委會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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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8/28新聞稿

譴責基本工資無感微調226

今天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

議時薪自明年元旦起從現行 109 元調漲

至 115元；月薪則從明年 7月 1日才調整
226元，調到 1萬 9273元，並附帶條件：

明年元旦起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漲幅達

3%時，才會再召開下一次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且該調整方案還需由勞委會報陳

行政院核定。

對此全國產業總工會表達強烈不滿，

這樣的調整幅度完全無視於我國目前之基

本工資遠低於基本生活所需應有之水準，

甚至連消費者物價指數都追不上，基層勞

工等於被實質減薪，也公然違背馬總統當

初承諾要每年開會檢討的勞動政見。

全產總表示，總統馬英九接受電視台

專訪有關年輕人薪資低、看不到未來的情

況，才剛表達，年輕人薪資太低沒辦法用

一個方法一次全部解決包括年輕人低薪等

問題，他感到很歉疚。沒想到基本工資的

審議結果又再度甩了勞工一個耳光，尤其

基本工資十年以來的調幅僅僅只能勉強與

物價相當，無法達到《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所要求的「維持勞工及其家庭

基本生活所需」的水準，過去只調物價的

幅度等於是實質凍漲基本工資。

然而今年度的審議結果連物價都守不

住！ 101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加 1.93%、
102年 1-6月也已經上漲了 1.31%，依此

標準來看，明年 7 月 1 日調整 226 元，

根本是實質上讓基本工資大幅倒退，再加

上「自 103年 1月 1日起，年度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增率累計達（含）3%以上時，

再行召開下一次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

附帶條件，打破每年第三季檢討的現行規

定，等於替資方製造了「以時間換取實質

減薪 5%以上」的空間！

基本工資的審議年年在胡亂喊價中落

幕，從未考量基本工資的水準是否足以維

持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官資聯手夾殺勞

工，面對月薪僅僅微幅調整 1.19%，每月

增加 226元，根本不夠勞工繳付各種不斷

翻漲的油電、糧食等生活費用，更不可能

合理改善底層勞工的基本生活。執政者應

該勇於捍衛自己在選舉時的承諾，並積極

兌現勞工所期待的「尊嚴勞動」，不應讓

勞工再度被羞辱。

全產總重申：

1. 強化審議程序，回歸馬英九總統提出

的勞工政見，將現有基本工資審議委

員會的位階提高到行政院。

2. 制訂基本工資調整公式，建立勞工家

庭基本生活所需的估算模式，讓未來

調整基本工資有所依循。

發稿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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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全國產業總工會新勞動三法之工會運作與實務研討會

主題二：複數工會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實務

主持人：林進勇副理事長（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報告人：謝棋楠教授（文化大學勞工系）

　　　　白正憲顧問（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複數工會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實務

 ▌謝棋楠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 教授

一、前言

我國一般所指之複數工會，其基本含

意是指在一個企業裡可以成立兩個以上的

工會。事實上，在同一個企業裡有各種不

同職位的員工，其個別勞工的利害關係不

盡相同，不一定有共同利益，一元化的工

會，難以代表全體員工之利益。陳金泉律

師認為現實的情形是單一工會制更容易讓

資方取得控制權，勞裁（100）字第 3號

裁決所述「資方」以 72張入會申請書一

舉奪下單一工會的主導權，其他勞工別無

另組工會的機會可為例證。❶

❶ 陳金泉（2012）。〈新勞動三法之施行─從法律實務工作者的角度談起〉。《臺灣勞工季刊》，30：12-
19。

複數工會涉及之爭點甚多，其含有我

國勞動三法是否承認複數工會，複數工會

雇主中立義務或平等對待義務內涵，不

 S 謝棋楠教授

新勞動三法之工會運作與實務研討會
 �日期：102年7月31日∼8月1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202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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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級企業工會間是否存在互相競爭 (敵

對 )之關係，雇主對非競爭工會是否負擔

公平對待義務或中立義務，是否需在團體

協商關係結構下認定雇主有否違反中立義

務而構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

複數工會之競爭並不以限於同一企業

內為限，工會之成立與工會之代表勞工進

行團體協商若予以分割，我國可能產生複

數工會之情況有二。首先，依新工會法

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之企業工會，包

括同一場廠、同一事業及關係企業或金

融控股公司等類型的工會，因此會有一個

企業內有 2個以上工會並存的情形。而雇

主與複數工會併存之各工會間應保持何種

關係，新法並無明文規定。依美國之學說

及實務之見解，有多數工會併存時，雇主

對各工會均應保持中立態度，承認和尊重

各個工會之團結權，不得因各工會的立場

或團體行動等之不同，而對之為不中立之

行為。而另一種複數工會之情況，為依新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使得企業

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間，因有其有

協商資格之勞方之工會，可能產生數個並

存之情況。然而在美國，在協商權方面，

則採唯一協商代表制度，只有或承認或確

認之工會，才有排他的協商代表權。在我

國，則數個工會，可能需推選協商代表，

若無法推選產生協商代表時，則依會員人

數比例分配產生協商代表。在此若有複數

提案時，此協商代表，是代表何一工會，

如何代表，並未規範，可否協商複數團體

協約，也未規範。惟複數工會中立義務或

平等待遇之義務，依其案件類型，似應有

區分。

就工會而言，依照工會法第 11 條

「組織工會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

起，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

章程及召開成立大會（第 1項）；前項籌

備會應於召開工會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

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事、監事名冊，

 S 莊理事長於研討會開幕式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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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會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請領登記證書。但依第 8條規定以全

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登記，並請領登記證書（第

2項）」之規定，勞工組織工會的程序，依

序為發起工會、公開徵求會員以及成立工

會與登記等三階段。工會法第 11條規定：

「組織工會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

起」，可知勞工組織工會始於勞工連署發

起工會的階段，因此，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1款對勞工組織工會的保護，不僅包

含勞工成立工會與登記的階段，亦包含勞

工連署發起以及組成籌備會召募會員的階

段在內。勞工組織工會的階段，是否在工

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保護的範圍

內。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 :

「‧‧勞工組織工會」，可認為勞工組織工

會的準備階段，亦在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1款的保護範圍內。❷而若認定設立

中工會與已成立工會同樣，都具備維持或

改善勞動條件作為目的，似可將設立中工

會解釋為勞工組織工會的準備階段❸，亦

屬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的保護範圍內。

則其亦可主張受複數工會之保障。

二、	個案裁決實務下之雇主對複
數工會之義務

若一工會，僅因其成立，然而怠於積

極組織與服務會員，而仍可享有一切平等

對待之權益，其顯屬搭便車行為，而不合

❷ 周兆昱，〈我國法制下不當勞動行為之行為態樣簡介〉，收錄於張峰益/洪敬舒/楊書瑋/林佳和/周兆昱/侯
岳宏/林良榮/沈牧樺/葉永山等人合著，《搞工會－工會正義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台灣勞工陣線
協會，2012年10月一版，頁152至153。

❸ 張鑫隆，〈我國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救濟與工會保護〉，頁32。

理可知。僅以平頭點平等原則，可能非但

未能定分解爭，反生勞工於參與工會之選

擇自由之更不利發展。日本學者濱田富士

郎的見解，認為：「日本勞動組合法對於

工會之發展，採取『自然主義』，並未採

取任何作為性之規範，調整多數工會競爭

以進行團體協商、締結團體協約權限競合

等問題，這其實是一種法制上的缺陷。因

為在團體協商的具體遂行過程中，極力強

調所有工會一律平等，一味貫徹多數工會

原則，要求雇主對各工會均需保持中立對

待的態度，無疑是要求雇主承擔工會競

爭，產生勞動糾紛之後果，未免過於苛求

雇主」。

(一) 勞裁字第100年第1號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對複數工會負中立義務

並負平等對待義務

100年第 1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中，

相對人企業於新工會法實施後，僅對申請

人工會表示於申請人未取得會員書面同意

前將停止代扣申請人會員之會費，並未對

其他工會為將停止代扣其會員之會費之事

實，其他工會僅提供名冊，並無將各該工

會全部會員代扣會費之同意書交付於相對

人企業。相對人對其他工會並表達未取得

會員書面同意前，將停止代扣該工會會員

之會費之意思表示，卻獨封申請人為未取

得會員書面同意書前，將停止代扣該工會

會員之會費之意思表示，而無視相對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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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會員間就由相對人代扣會費一事

有默示同意存在之事實，有違雇主之中立

義務，自構成新工會法第 35條第 l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由本裁決觀之，雖稱雇主所應負擔者

為中立義務，中立義務是有別於平等對待

義務。但是由該案裁決之認事用法，是以

每一個工會都應該以相同的事務一定要相

同的對待方式，要求的一定要達到平等對

待。因而雇主之需負擔的義務，為平等對

待義務。

(二) 勞裁字第100年第18號不當勞動
行為裁決: 對複數工會負中立義務
並負平等對待義務

該案裁決認定相對人與從屬公司即大

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對於申請人會

員而言，均應屬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所

指之雇主，而雇主於有複數工會併存時，

有保持中立的義務。而大同綜合訊電股份

有限公司在其入口網頁中提供大同綜合訊

電股份有限公司網站之連結，相對人卻拒

絕申請人要求比照其所屬大同綜合訊電股

份有限公司對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

司工會之作法，於相對人網頁首頁提供申

請人工會超連結，顯未保持雇主之中立義

務，而對申請人為不平等之對待，相對人

拒絕之行為即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1389號判決，維持

原裁決定。

(三) 101年勞裁字第22號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對複數工會不排除負中

立義務但並未負平等對待義務

裁決委員會就兩企業工會，較小廠廠

工會跨出其範圍至其他廠場招募會員，並

要求雇主代扣會費之爭議，並不認為雇主

構成違反工會法第 35條之規定之不當勞

動行為。顯然見解不是拘泥於雇主應負擔

平等待遇義務，然並不不排除需負中立義

務。

三、	雇主未履行對複數工會中立
義務之不當勞動行為適用類
型並無特殊

工會法第 35條第一條至第五條所規

範之類型，皆屬於可能適用於雇主未履行

對複數工會中立義務，所生之不當勞動行

為。

工 會 法 第 35 條 第 1 項 第 1、3、4

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

之人，不得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

會、擔任工會職務、參加工會活動、參與

或支持爭議行為、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

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

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

待遇」，分別以第 1款保護勞工「參加工

會活動」，以第 3款保護勞工「參加團體

協商」，以第 4款保護勞工「參加爭議行

為」，對此，學說有認為，因為，參加爭

議行為及團體協商的活動為工會活動中最

重要的內容，因此，第 1款「參加工會活

動」解釋上應該已足涵蓋「參加爭議行

為」及「參加團體協商」，認為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以第 1、3、4 款分別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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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僅在於宣示集體爭議權及團體協商

權的重要性。❹

四、	雇主違反中立義務不當勞動
行為主觀要件	

對於雇主違反中立義務的主觀要件，

以不利益待遇之類型之裁決案為例，持

「主觀要件，不以故意或過失者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

足」，「勞工所受不利之待遇，如係出自於

不當勞動行為（不利之待遇）之動機，即

應認為無效」，以及「主觀要件，不以故

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

之認識為已足」之認定。以工會法施行細

則第 30條第 1項「本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與第 3款所謂的其他不利之待遇，包

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

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

間接不利之對待」。裁決實務普遍以不當

勞動行為之認識，作為不利益待遇的主觀

要件，指從其他事實足認「行為人對於其

行為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

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

識」❺，行為人的主觀究竟應該達到如何

的程度，始得被認為已經「有所認識」而

滿足不利益待遇的主觀要件，則尚待進一

步就不當勞動行為意思之內容之分析。

就「不以故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

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的認定，

僅表示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限，而未包

含過失者在內，絕不可解釋為行為人之主

觀上至少必須具備過失，始可謂已經滿足

主觀要件，而應認為其仍然係以不當勞動

行為之認識作為不利益待遇的主觀要件。

其不利之待遇之裁決案以，不當勞動

行為之認識，僅要到達具有藉由不利之待

遇來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

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動機」即可，可謂

相當有利於不利益待遇的主觀要件的達

成。

而行為人主觀上的「不利之待遇的動

機」，並非必須屬於不法動機，例如，雇

主依據勞工之行為或工作績效，基於合法

有效管理目的之動機，決意給予勞工某不

利之待遇，該不利之待遇的動機即非不法

動機。❻因為，個別勞工縱使有組織工

會、加入工會、擔任工會職務、參加工會

活動等情形，並不代表雇主絕對被禁止對

其發動不利之待遇，只要該「不利之待遇

的動機」涉及反工會的動機。❼

五、結論與建議	

雇主對企業內之複數工會與甚至可能

獲得團體協商資格之企業外工會之中立義

❹ 侯岳宏，〈台灣不當勞動行為之實體與程序規範〉，《台灣法學雜誌》，第184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有限公司，2011年9月15日，頁10。

❺ 張鑫隆，〈我國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救濟與工會保護〉，頁41。
❻ 謝棋楠，《美國運用混合動機方法證明不利益對待工會幹部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兼評我國勞裁
（100）字第2號與第9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頁22。

❼ 謝棋楠，《美國運用混合動機方法證明不利益對待工會幹部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兼評我國勞裁
（100）字第2號與第9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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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宜以適當之協商單位內之支持勞工之

範圍，建立確認制度以界定其可代表勞工

範圍，而非以可能招募會員之範圍，為其

可主張應受公平對待之代表範圍。方不至

於僅有少數會員支持之企業工會，可以宣

稱其代表全體企業，甚至全體關係企業之

勞工之情況，而在此虛擬之情況下要求公

平對待。我國雖然不是零和規則之唯一協

商體制之國家，但由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

四項之規定，工會之實力原則，是被立法

者所納入的。雇主之對待義務，似應至少

依比例符於其所得代表勞工之實力，以認

定某一工會之代表利益否因雇主之行為而

被不當阻礙壓制。

(一) 需考量工會之實力不僅是平頭點
平等保護

我國團體協約法第六條協商代表之立

法，以有利於最有實力之工會之體制，量

是考量有利於勞資關係之穩定，而不是以

藉助於平頭點之平等最為重要，因而有利

於勞資關係穩定之體制，其可

能是在要求有利於某一最具實

力之競爭工會。基此，雇主之

中立義務，反而需要配合之。

無疑的，較弱之工會易妥協於

雇主之壓力，而為甜心或御用

工會。有複數工會存在時，必

然有使個別勞工自由選擇可以

適切代表其勞動三權之工會之

選擇的自由，而必須對個別勞

工之選擇權益予以保護。以此

立法，弱小工會之工會安全性

當然會被削弱，以目前我國法

實施之經驗，其平衡不易獲取。目前規範

之以雇主中立義務以保障競爭工會體制，

是能為我國工會之積極效能帶來良性助

益。未具有實力工會之要求平頭點公平對

待，實無法理基礎，可予以限制。對於具

實力之工會，所要求之平等保護，則應與

維護。

但若是其有被雇主施加本質破壞性之

不中立行為時，雇主仍屬不當勞動行為，

以保護任何工會之生存安全。

(二) 借助美國認定對工會之是否有本
質破壞性證明雇主不中立行為

證明行為人之行為的發動有不當勞動

行為的不法動機，藉以推定其行為係行為

人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目的所發動，就不

當勞動行為之動機的證明而言，實務上，

倘若雇主違反其中立義務之行為，對工會

屬 於 具 有 本 質 破 壞 性（inherently 

destructive）的情形。此時，美國國家勞

 S 謝棋楠教授說明雇主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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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關係委員追總檢察長並不須要再去證明

不當勞動行為動機之有無，因為，違反的

的行為已經足以證明不當勞動行為之動

機。至於，對工會活動具有本質破壞性的

行為為何，對此，美國第七巡迴法院於

1989年在 Estmark Inc. v. NLRB (887 F2d 

739)案中，具體界定出二種行為態樣，包

含：1.雇主行為係基於勞工參加特定團體

行動與否，而將勞工予以區別、2.雇主行

為嚇阻團體協商，而使勞工對團體協商有

白費力氣的感覺❽，而不必再去證明不當

勞動行為動機之有無。

總檢察長為證明不當勞動行為動機存

在而須要調查的事實，包含：1. 雇主對

工會組織之一般態度（general attitude）、
2.勞工是否確有為雇主所稱之行為、3.雇

主對該勞工所為僱傭性行為與對待其他涉

有同樣違法行為之勞工的僱傭性行為是否

具有一致性、4.雇主是否知悉該勞工從事

工會活動、5.雇主知悉勞工參與工會活動

後有否改變其對待該勞工之方式。美國國

家勞工關係委員會的總檢察長為證明不當

勞動行為動機存在而須要調查的事實中，

需調查「雇主對工會組織之一般態度」之

事實，其與我國許多裁決書中所稱之「雇

主平常對工會之態度等集體勞動關係的狀

況」似相符合。而調查「勞工是否確有為

雇主所稱之行為」之事實相似，其近似於

我國許多裁決書中「所為不‧‧(行為 )

的程度、理由」的事實相似。而其需調查

「雇主對該勞工所為僱傭性行為與對待其

❽ 謝棋楠，《美國運用混合動機方法證明不利益對待工會幹部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兼評我國勞裁
（100）字第2號與第9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頁10.

他涉有同樣違法行為之勞工的僱傭性行為

是否具有一致性」之事實，其與我國許多

裁決書中所稱之「雇主對於同種事例之處

理方式是否不同」相似。雖然，我國裁決

並未明白例示「雇主是否知悉該勞工行使

勞動基本權」及「雇主知悉勞工行使勞動

基本權後有否改變其對待方式」，但是，

以 101 年勞裁字第 55 號裁決決定、101

年勞裁字第 56 號為例，裁決委員會以

「相對人是否知悉申請人加入工會、參加

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作為審理爭點

為例，又例如勞裁（100）字第 14號裁決

決定表示「相對人於知悉申請人因工會活

動而申請會務公假時，卻違反工會法之規

定及團體協約之約定，而不核給申請人會

務假，卻核給其他有申請之工會幹部會務

假，其主觀上對其不核給申請人會務假，

對申請人係不利益之對待自有所認識」。

至於，發生何種情況屬於對工會活動

具有本質破壞性，而不必再去證明不當勞

動行為動機有無的部分，我國裁決未見相

關的說明，本質破壞性的應用無疑十分有

利於申請人勞工的舉證工作，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既係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以及

快速回復受害勞工相關權益為制度設置目

的，與一般司法救濟有所不同，何種情況

屬於對工會活動具有本質破壞性，美國實

務見解值得參考，但實際仍然須要量及我

國的環境，結果未必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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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工會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實務

 ▌白正憲 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顧問

大家好，今天我的報告偏向實務，講

一些裁決案件背後的故事給大家聽。首先

談到複數工會的定義，投影片裡的複數工

會定義不是我寫的，是裁決委員會定義

的，但裁決委員會的定義有一個問題，是

不是企業內才會有複數工會的問題？大同

公司關係企業工會所申請的案件都是企業

裡面的工會。為什麼會有複數工會？因為

工會法訂出了工會的類型：

一、複數工會

工會之類型：

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之企

業工會，包括：

1. 同一廠場，

2. 同一事業單位，

3. 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公司等類型之工

會。

因此會有一個企業內有 2個以上工會

併存之情形，簡稱為複數工會。 

以關係企業來看，大同公司關係企業

裡面有很多事業單位，大同公司、華映公

司、綠能公司、訊電公司 ... 等，幾十家

的投資公司。所以關係企業裡面有很多的

事業單位，每一間事業單位都有可能成立

工會，也可以成立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

會。當事業單位裡面又有好幾個廠場，就

變得很混亂。假如一個大同桃園廠員工，

可以參加大同公司桃園廠工會，也可以參

加大同公司的企業工會，也可以參加大同

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一個企業內最多可能

變成三間工會同時存在。金融控股公司也

一樣，底下也有銀行、保險公司、投資、

證券等等，其實金融控股公司，就是一個

關係企業，因為有特別法的關係所以把它

分開。

產業工會算不算複數工會？理論上是

廣義的複數工會，但實務上在台灣可能性

不大，因為過去有一個勞工的聯合組織－

自主工聯。為何自主工聯難以組織擴大，

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成員無法申請會務

假。沒有會務假參加開會都要用自己的時

間，這一點幹部就在想是不是可以突破？

所以才成立了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產業

總工會是個合法組織，所以可以申請會務

公假，所以運作起來會更方便。在台灣企

 S 白正憲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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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裡會不會有勞工參加企業工會，又去加

入產業工會？我覺得可能性不大，產業工

會會務假要協商，企業工會則不用。

二、複數工會雇主不當勞動行為

勞委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0

年勞裁字第 1號理由：

「我國在評價不當勞動行為時，基於

各工會之團結權保障，亦應承認於複數工

會併存時，雇主有保持中立的義務，不得

以對其中一工會的對待而造成對其他工會

或其中一工會壓抑之結果，特別是在代扣

會費和借用辦公室等便利的提供上，更負

有平等對待的義務，否則即有構成不當影

響或妨礙工會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的可能。」

一般來講我所知道的，企業都會借辦

公室給企業工會，當然關係不好企業就不

會提供，產業工會是在企業外面組成，所

以沒有這方面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企業

工會活動比產業工會順利的原因。會所在

公司內，聯絡會員只要打公司內線，要寄

開會通知單，也只要透過內部郵務系統就

可以，這也是勞工組織工會偏向企業工會

的原因。

在裁決案件裡面，有關複數工會的問

題，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是最多的，申

請裁決案應該也是我們最多。這十幾個案

件裡，工會抓住的原則是要給雇主難過。

複數工會為何會成立？台灣和國外的實務

不太一樣，一般的勞工不會吃飽沒事成立

工會，大部分的情形一個是自主工會、另

一個大多是花瓶工會，同一個組織範圍不

可能會出現兩個自主工會。

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在新工會法修

正後更名，但改名字之前組織範圍就包括

大同公司跟投資公司，所以大同公司看工

會掌握不住，就去扶持很多小的工會，而

這些工會都是事業單

位工會、廠場工會，

扶持成立後就對工會

大小眼，有差別待遇

的行為。這種情形

下，一個民營的企業

工會要生存很困難。

不當勞動行為的

制度，有一部份的原

因是大同工會過去歷

經許多不當勞動行

為，包括非法解雇工

會幹部、拆除工會
 S 白正憲顧問報告雇主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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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停止代扣會費 ...等等，在以前聽

起來是很嚴重的不當勞動行為但就是無法

可救濟，所以好不容易經過這麼多年的努

力，有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可使用，大同公

司關係企業工會當然要好好使用，畢竟過

去有這麼多慘痛的歷史。裁決要怎麼用？

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認為不用每場贏，

雇主通常會指派律師，相對的讓雇主出

場，對它而言就是多一件事情，也會比較

難過，最主要讓雇主難過。

工會總共提出十二件，除了第四件

外，其餘皆與複數工會有關。第四件就是

理事長的留停復職，雖然和複數工會沒有

關係，但和差別待遇有關係：所有人都可

以復職，為何理事長就不行？這件也是工

會相當有把握的。這一件類似過去終止雇

用關係的案件，工會曾經有過三個案件，

第一個常務理事告了兩年多定讞，另一個

常務理事四年多，我擔任理事長時打了八

年多官司。你看現在只要花四至五個月，

委員會裁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他就回來

上班了，所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多少有它

的成效。而且行政法院認為裁決委員會是

專業委員會，目前為止都滿尊重裁決的結

果，駁回都是程序的問題，實質內容行政

法院都還是尊重。好比車禍鑑定委員會認

定有超速，法院難道可以說沒有超速嗎？

專業委員會的判定通常行政法院會予以尊

重。

表：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表

件次 原   因 勞裁字號 不當勞動行為

1 大同公司拒絕代扣會費 100年第1號  構成

2 大同公司對大同二福委會改選支配介入 100年第18號 和解 
3 綠能公司停止代扣會費 101年第6號 構成

4 大同公司拒絕本會林進勇理事長留停復職 101年第16號 構成

5 大同公司拒絕大同員工入口網站之本會連結 101年第18號  構成

6 訊電公司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 101年第21號 和解 
7 大同公司代扣複數工會違法會費 101年第42號 駁回

8 訊電公司拒絕恢復代扣會費 101年第52號 構成

9 大同公司拒絕恢復代扣會費 101年第54號  構成

10 訊電公司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 101年第59號 構成

11 訊電公司要求員工退出本會 101年第70號 構成

12 綠能公司拒絕恢復代扣會費 102年第9號 和解

註：除第4件外餘皆與複數工會有關

上表中 12件裁決案有 3件和解，以和

解內容來看其實也算是勞方贏。剩下的 9件

只有 1件被駁回，算是 8：1，遙遙領先。

以下簡單說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的

內容：第 1案有違雇主之中立義務，公司

要我們工會提供會員同意書才願意替我們

工會代扣會費，但為何其他由公司扶持的

工會卻不用，光這一點我就知道我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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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年勞裁字第1號理由：（大同公司拒

絕代扣會費）

「既然相對人對其他工會並未為未取

得會員書面同意前，將停止代扣該工會會

員之會費之意思表示，卻獨對申請人為未

取得會員書面同意前，將停止代扣該工會

會員之會費之意思表示，而無視相對人與

申請人之會員問就由相對人代扣會費一事

有默示同意存在之事實，亦有違雇主之中

立義務，自難謂不構成新工會法第 35條

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 101年勞裁字第6號理由：（綠能公司停

止代扣會費）

「相對人所提出之員工停止代扣聯絡

單，係由相對人製作或協助製作完成，就

該停止代扣會費乙事，相對人並未主動通

知申請人，相對人依據該等聯絡單停止代

扣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會費，並轉而為大同

公司電線電纜廠企業工會及綠能企業工會

代扣會費之舉，已對申請人工會造成壓抑

之結果，未有平等之對待，而構成不當影

響或妨礙工會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足見，大同公司電線電纜廠企業工

會未經過原加入其工會會員之同意，即轉

讓該會費予相對人工會，顯然兩工會如此

密切關係異於常理，而相對人所提出之員

工停止代扣聯絡單，又係由相對人製作或

協助製作完成，益徵相對人對於各工會未

有保持平等對待之中立義務。」

 � 101年勞裁字第52號理由：（訊電公司

拒絕恢復代扣會費）

「又申請人與訊電工會現實上具潛在

競爭關係，相對人對此應無不知，其依訊

電工會提供之同意人數名冊作為申請人代

扣會費之依據，拒絕申請人請求應自 101

年 7月起恢復被停止代扣之會員會費，顯

已造成複數工會間之對立、敵視、違反雇

主中立之義務，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5款「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

成立、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 101年勞裁字第54號理由：（大同公司

拒絕恢復代扣會費 ）

「查就雙方間關於代扣工會會費爭

議，本會業已受理多件裁決案件，本會依

職權所知，本會 101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

決定書載：「已對申請人工會造成壓抑之

結果，未有平等之對待」可見相對人就代

扣工會會費一節，對申請人工會本有不當

勞動行為之意思；因之，相對人應依雙方

間 30餘年之合意，繼續代扣工會會費予

申請人，此當為接獲本會 100 年勞裁字

第 1號裁決決定書及 101年勞裁字第 6號

裁決決定書後應有之認識，迺相對人託詞

申請人未舉證桃園三廠會員名單，而拒絕

繼續代扣會費，就此，本會認為相對人係

持續以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拒絕申請人

101 年 6 月 29 日函請代扣會費之行為，

應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

 � 101年勞裁字第42號理由：（大同公司

代扣複數工會違法會費）

「因此，第三人大同公司企業工會

之章程將其工會會員之經常會費訂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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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縱使違反法律規定，亦非相對人所得

介入或干涉，是相對人依工會法第 28條

第 3項之規定，代扣第三人大同公司企業

工會會員之工會會費，並轉交給第三人大

同公司企業工會之行為，係屬依法律規定

之行為，並無違法可言，當無不當勞動行

為之認識及構成。」

 � 101年勞裁字第18號理由：（大同公司

拒絕大同員工入口網站之本會連結）

「而大同綜合訊電公司在其入口網頁

中提供大同綜合訊電工會網站之連結，相

對人卻拒絕申請人要求比照其所屬大同綜

合訊電公司對大同綜合訊電工會之作法，

於相對人網頁首頁提供申請人工會超連

結，顯未保持雇主之中立義務，而對申請

人為不平等之對待，相對人拒絕之行為即

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

 � 100年勞裁字第18號：（大同公司對大

同二福委會改選支配介入，本案和解）

「雇主於複數工會間，疑透過管理階

層支配介入大同二福委會工會代表改選。」

本件後來資方同意以後不會再透過管

理階層支配介入福委會工會代表改選，因

此勞資雙方和解，資方同意於資方會議

中，宣導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

會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

 � 101年勞裁字第70號理由：（訊電公司

要求員工退出本會）

「查相對人對於複數工會間之競爭，

本應保持中立，避免過度涉入申請人會務

而有支配介入工會之嫌。相對人對於提供

退會聲明書予申請人工會會員，並鼓勵會

員參加新成立之訊電工會，將造成申請人

工會人數下降，對申請人工會造成壓抑之

結果，應有認識。」

「詎相對人於此代扣會費爭議之際，

其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竟二度提供退

會聲明書予申請人工會會員並要求簽署，

核其行為，顯有壓抑申請人工會之不當勞

動行為之認識及動機。爰此，無論申請人

工會會員是否本於自由意志簽署退會聲明

書，相對人透過管理階層提供申請人工會

會員退會聲明書，並要求會員簽署之行

為，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

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本案資方要求員工退出工會，最困難

的地方在於舉證，勞方通常不敢作證資方

有此種情形，我們一直等到有員工要離

職，才找他作證資方二度拿退會聲明書要

求他簽署。

 � 101年勞裁字第21號：（訊電公司拒絕

提供協商必要資料，本案和解）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勞方有

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

主或雇主團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

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

表時，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資方疑藉複數工會間，無法產生協商

代表而拒絕協商。裁決委員會要求雇主和

解，否則判定應直接與大同公司關係企業

工會協商。本案由大同綜合訊電公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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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及大同綜合訊電公司

企業工會共同簽署和解書，同意三方共同

協商。

 � 101年勞裁字第59號理由：（訊電公司

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

「易言之，雇主應誠實對應工會之主

張或要求，進而摸索雙方達成合意可能

性。爰此，有關工會請求協商資料是否有

必要性，非僅就個別資料本身屬性進行判

斷，更應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

主張或要求已盡其「誠信協商義務」。其

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度之資料來回

應工會所提疑問？應為判斷雇主是否已盡

必要資料提供義務之核心問題。」

「徵諸相對人所提團體協約對應草

案，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包含 11名主管在

內之全體員工年終獎金考核辦法、平均月

數、發放總金額等資料均屬協商之必要資

料，相對人有提出之義務，應屬有據。爰

此，相對人未提出 11名主管之年終獎金

平均月數、年終獎金之總金額（即包含 11

名主管）及主管及員工之考核方法，構成

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無正當理由拒絕

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結語

1. 複數工會併存時，雇主有保持中立的

義務，更負有平等對待的義務。

2. 複數工會現實上具潛在競爭關係，當

雇主支配介入時，自主工會面臨艱鉅

考驗，尤其是民營事業工會。公營事

業工會很少有這種複數工會的問題，

自主性的公營事業工會他們認為越大

的工會越有力量，因此目前多是單一

且比較大的工會，不會故意去組廠場

或地區型的小工會。

3. 申請裁決，保住自主工會生機。

4. 寧願燒盡，不願鏽壞。借用馬偕醫師

的座右銘來比喻，與其作一個花瓶

工會，不如把自主工會像柴火一樣燃

燒，不願留下壞的名聲。

 S 主持人林進勇常務理事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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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大家早，今天早上課程的內容代表我

們工會在新勞動三法公布以來實務運作上

奮戰的一段血淚史，主要是透過裁決委員

會來進行，裁決機制是為了保護工會。我

們工會法規定，企業工會有四種：廠場為

單位的企業工會、事業單位的企業工會、

關係企業的企業工會、還有金融控股的企

業工會，但是從公司法來看，實際上第三

種跟第四種工會是不可能重疊的，如果是

關係企業工會就

不可能是金融控

股工會，所以實

際上只有三種。

但縱使是三種，

雇主也很有操弄

的空間。

例如，關係企

業的工會若不太

聽話，雇主就去

成立事業單位的

工會，事業單位

的工會如果不太

主題三：複數工會之競爭與代表性

主持人：張鴻曉常務理事（全國產業總工會）

報告人：張鑫隆助理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林良榮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系）

聽話，雇主就去弄一個廠場的企業工會，

最後的結果還是造成複數的企業工會。雖

然工會法規定同一層級的企業工會只能成

立一家，但是因為有三個不同的層級，最

後還是會造成複數的企業工會，複數的企

業工會中代表性如何？彼此有爭議時該用

什麼原則來處理？這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

的內容。先請張老師。

 S 主持人張鴻曉常務理事開場致詞

102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勞動三法之工會運作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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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工會之競爭與代表性－從雇主
之中立維持義務來觀察

 ▌報告人：張鑫隆 東華大學財法所 助理教授

每個國家都有很多的工會存在，

究竟誰可以代表所有工會或勞工？我

們可以參考 ILO對代表性工會的判斷

原則，並不是完全依照會員人數的多

寡，他還有很多的基準：

(1) 會員數是最重要的要素但非唯一的

基準。

(2) 政府在提出ILO的勞方代表及任命

顧問時，應考量複數工會所有情形

加以判斷。

(3) 國際法庭的見解：爭端發生時會

到國際法庭，國際法庭認為代表性

工會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最具

代表性工會」的用語。如果是「最

具代表性工會」就只能有一個，則

會產生價值判斷的歧視，有可能是

因為比較親政府而被任命為勞方代

表。因此實務操作上採輪流制或均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複數工

會的競爭與代表性，說起來很

令人感慨，100 年的第 1 號裁

決，就確立了一個相當重要的

「雇主中立維持義務」原則，這

代表現在的工會制度可能面臨

了企業內就有四種工會 ( 後面

兩種事實上是同性質 )，企業外

還有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我

們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多元複雜

的企業工會都有並存的可能，一旦工會不

聽話時，雇主會採取許多御用化的行動，

這在第 6號的裁決中就可以看出來雇主的

支配介入，雇主一直打到行政法院都輸，

但是雇主又向台北市勞動局施壓，讓資方

的人馬加入工會，硬是把工會御用化。

後面還會衍伸出「雇主中立維持義

務」原則在團體協約中是否適用的問題，

雇主如果對於御用工會給予較多優厚的待

遇，對於其他工會 (包括產業工會和職業

工會在內 )是否也應適用此原則？所謂的

多數是指「人頭」嗎？代表性可以完全用

人數來判斷嗎？

一、代表性工會？

1. ILO（國際勞工組織）的所謂代表性工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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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分配制。以日本全國最大聯合工

會「連合」為例，它雖然是會員數

量最大的工會，但是否是唯一最具

代表性的工會？這會受到批評。所

以例如瑞士政府指派的顧問現在是

由少數派工會代表，日本第二大工

會則是以觀察員身分與會。

2. 法國的所謂代表性工會

法國的代表性工會也是受到 ILO

影響，但是定義更嚴格，在 2007年以

前談判全國性團體協商時由政府依 7

項基準指定為「具有代表性工會」始

具協商權：

(1) 共和國價值的尊重、(2) 自主

性（獨立於雇主之外，不是御用的工

會，這點是最重要的）(3) 財政透明

性、(4)團體協商之職業的及地域的範

圍中最少 2年以上的活動經歷、(5)依

選舉受到支持、(6)主要以其活動和經

驗而具有特色的影響力、(7)會員數和

會費等。

但因法國工會組織率低❾ (2008年
7.7%)，為了選出代表性工會取得協商

權，2008年開始採選舉制，由員工直

接選舉，企業層級工會最少要獲得

10%員工支持、產業及全國層級工會

最少 8%。2008 年選出了五個代表性

工會，其中 CFDT、CFE-CGC、CFTC

等三個改革派工會占 51%多數。

選舉結果：

❾ 法國的工會組織率雖低，但罷工權是在勞工個人，每一個非會員都可以參加罷工。

CGT勞動總同盟26.77% 

CFDT法國民主勞動總同盟26.00% 

C G T- F O勞動總同盟勞動者之力量
15.94% 

CFE-CGC管理職總同盟9.43% 

CFTC法國基督教勞動者同盟9.30% 

3. 美國的所謂「排他協商代表制」

我國團體協約法中之產業工會和

職業工會的會員過半數協商資格是仿

美國的制度，該國勞資關係是採平等

對抗的立場，與我國和日本偏向勞方

團結權保障的立場不同，我們喜歡抄

襲美國的制度會產生一些問題。所謂

「排他協商代表制」，是指「特定單位

內僅承認一個工會有協商權」，美國這

種自由主義的國家要組織幾個工會都

沒有關係，但是資方可以選擇只跟一

個工會協商，這個工會必須具有多數

的代表。工會通常會集合起所有勞工

向雇主展示其獲多數支持，如未獲雇

主承認，則由全國勞資關係局 NLRB

舉行選舉，由全體員工投票是否過

半，確認其是否具有協商權。許多學

者認為這是美國工會運動衰退的要因

之一。

4. 日本、德國？

沒有！工會就是工會，享有勞動

三權，沒有必要再去區分出「代表性

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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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所謂「有協商資格」工
會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下列的

工會才是有協商資格之工會：

1. 企業工會。

2. 產業工會：會員逾他方所僱用勞工人

數1/2。

3. 職業工會：會員逾他方所僱用具同類

職業技能勞工人數1/2。 

4. 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會員受

僱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

數1/2。(例如二產業工會會員合計逾

他方所僱用勞工1/2時)

5. 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

工會。 (此類工會在解釋上尚未有定

論，行政機關認為如全國性工會，其

他尚無定論)

三、	台灣的「複數工會之協商代
表」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三項「複數工會

之協商代表」：複數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

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主或雇主團體

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

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員

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在這項規定下，如果有御用工會存在或

政經立場相對立的複數工會存在時，二個工

會若水火不容，很難推選出協商代表。國外

如德國和日本並沒有推選代表的問題，各個

工會皆可單獨簽訂團體協約，同一層級間

或各層級團體協約會有重合的情形時，是

解釋適用範圍或何者優先適用的問題，不

需要把水火不容的工會硬湊在一起。

狀況一、企業工會和關係企業工會同時向

相對人公司提出團體協約協商時

和非團體協約協商時。

狀況二、兩產業工會以上同時向公司提團

體協約協商時。 

疑問：

①	提出不同團體協約內容之協商是否適
用？不同時間提出是否適用？

	雇主如對複數工會要求推派協商代表之

規定，解釋上只有在複數工會同時均提

出相同之協商內容的要求時始有適用，

雇主不能強行要求沒有協商要求的工會

推派協商代表。

②工會人數是不是惟一的判斷基準？

	工會間如果不能協商出代表時，解釋上

雇主不能以各工會會員人數的比例要求

各工會推派一定人數的協商代表。理由

如前述ILO及法國推選所謂代表性工會

的基準一樣。

 S 張鑫隆教授詳細說明何謂代表性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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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雇主中立維持義務

在同一企業內有多數工會併存時，雇

主對各工會均應保持中立態度，平等承認和

尊重其團結權，不得因各工會的立場或運

動路線等之不同，而對之為差別待遇之行

為，此即裁決委員會所確立之所謂雇主之

平等對待的義務。依同一法理，對於同一

工會之會員，雇主亦有平等對待的義務（或

稱中立維持義務）。(勞裁 (100)第 14號 )

目前裁決委員會所發生之中立維持義

務的案例主要是辦公會所、會務假、代扣

會費等爭議時，是否亦適用在團體協約？

楊通軒教授認為，多元工會的情況下，雇

主或雇團體可與個別工會協商不同的勞動

條件，無所謂差別待遇之問題（兄弟爬

山、各自努力）。

但是，團體協商按「實力」爭取，沒

有中立維持義務的原則嗎？

狀況一、公司與「和諧」工會簽定極優惠

內容之團體協約，其他工會不得

要求簽定享有同樣內容之團體協

約嗎？

狀況二、公司以其與「和諧」工會簽之團

體協約內容，要求他工會照此內

容，否則免談，可以嗎？

 �日本日產自動車殘業差別事件，最判昭
60.4.23 

	在複數工會併存下，雇主不管是與任一

工會的關係均負有誠信協商之義務，而

且並不限於團體協商，在任何情況下，

雇主都應保持中立之態度，並應平等承

認和尊重其團結權，不得以各工會之性

質、傾向或過去的運動路線的不同，而

給予差別待遇，但是在複數工會併存下

之團體協商時，「雇主即使被課予與各

工會間往來之平等對待及中立義務，如

依照各工會之組織實力和協商實力，作

合理的、合目的性的對應時，不應視為

該義務之違反。」雇主如果拿與多數派

工會達成之合意內容來要求少數派工會

妥協接受，而致無法達成合意致產生受

到差別待遇的結果時，如有特殊情事存

在，仍有成立支配介入之可能。

	所謂的特殊情事：在團體協商之情形，

即使可以看出雇主具有合理、合目的性

的協商態度，但是就該協商事項而言，

如果雇主已否定該產業工會之團結權，

且對該工會之不友善的意圖是協商未能

達成合意之決定性動機時，則可以認定

該團體協商只是形式上為維持這些既成

事實所為之特殊情事，即有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之可能。

	日本最高法院的態度：其判斷的核心是

在重視多數派工會所形成整個職場之和

諧的勞動條件的決定之同時，亦強調少

數派工會之團結權保障。兩者之利益調

和才是問題所在。

五、團體協商以外之代表性問題

案例：兩工會併存下，會員數相差懸

殊，雙方無法協商出退休金監督委員會勞

方代表，雇主以雙方協商無結果為由，依

勞委會函釋會員人數比例分配，會員人數

以代扣會費之會員數為基準。雇主之行為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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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向：所有少數和多數工會間

的利益調和可以採會員數之比例來分配

嗎？特別是「監督」性質的退休金監督委

員會。「代表性工會」一定是人數的多數

嗎？「自主性」的要素是否被考量？

前面提到法國的代表性工會是如何協

商出來，絕對不是只看人數，人數是最後

一個選項，重點在於工會的獨立性、活動

性 ...等等，如果只是數人頭，對少數工

會不利。而且退休金監督委員會的性質是

「監督機關」，監督機關應該讓少數工會

可以充分代表，因為他們會更嚴格的去監

督，工會內是否應該多用這樣的原則來思

考和判斷，讓少數工會有更多發言、監督

的機會。如果二個工會都維持獨立性，互

相容忍，是工會的良性競爭。

六、結論

1. 代表性工會≠最具代表性工會 

所謂代表性工會絕對不是只有一

個「最具代表性」，如同法國一樣，如

具有一定之獨立性和實力，即應給予

同等之對待，會員的多寡並

非唯一的基準。

2. 和諧工會  vs .  對抗性工會
(自主性要素) 

只要有複數工會存在，

就會有立場比較偏雇主或是

比較堅持勞工立場的區分，

或和諧工會與對抗工會的劃

分，工會是否受保護應以獨

立性加以判斷，當工會如果

接近企業到被御用化的程度

時，很多權利都不應該給予，日本工

會法規定，工會如失去自主性即被否

定其工會的資格，雇主御用化的工會

也可以視為不當勞動行為。

3. 中立維持義務 vs. 工會「實力」 

並非工會會員多即應受到絕對的

禮遇，沒有平等對待的問題，重點在

少數工會有沒有受到尊重，如果受到

打壓或漠視其存在，即有違反中立維

持義務的可能。

4. 協商成本 vs. 少數正義

我們很多政策都會考量協商成本，

立法當時考量雇主要應付那麼多的工

會協商會很辛苦，所以要求複數工會

要推選協商代表一起協商。但事實上

雇主花在與各個工會協商的成本遠低

於用多數壓制少數、造成少數協商無

門進而一直在抗爭的社會成本。如果

能在程序上尊重少數工會，甚至實質

上有所讓步，並排除資方干擾的話，

複數工會的存在應能形成良性競爭。

（會議紀錄：黃吉伶）

 S 研討會活動的與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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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複數工會之「雇主中立義務」問題初探 

--兼論所謂「競爭」與「代表性」之勞勞爭議

 ▌林良榮 政治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

一、前言：

就一般工會實務運作之觀察，有關因

「複數工會」而產生的爭議問題，在我國

的情形主要的爭議類型有二：

其一是，涉及雇主是否因違反「中立

義務原則」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爭議，

此與日本 (集體勞動關係 )法的發展相當

類似，主要之爭議包括不利益待遇、支配

介入與團體協商等之不當動行為。

其二是，涉及因相關勞動法令 (尤其是

勞基法 )上，設置有許多 ----為緩和相關勞

動保護條件的規制，或者是為強化工會之經

營參與權限，或者是為落實勞動基準行政

而賦與工會之介入權限等，以使資方為特

定經營作為或政府為特定行政作為實，必

須經工會同意，或得意見反映始得實施 ---

之制度 (因國內尚未有任何相關之研究，故

本文暫稱之為「工會參與代表制」)，而造

成於複數工會存在時究竟該當何者之工會

得被賦予同意或意見表達之權限等爭議。

從比較法來看，有關此一爭議所引發的制

度，或許類似日本的「過半數代表制」，但

日本此一制度僅於有關工作時間的彈性化

之工會獲過半數勞工之同意制度。

上述所涉問題，無論其一或其二之爭

議，皆相當複雜難解，但限於篇幅，本文

以下分別說明我國不當勞動行為有關複數

工會之裁決案中裁決會的立場，以及有關

前述「工會參與代表制」的爭議案例。最

後，再提出檢討與結論。

二、	雇主違反中立義務之不當勞
動行為

日本學者國武輝久，曾就日本實務爭

議，提出以下幾種複數工會併存所產生雇

主違反中立義務而有工會間差別待遇之不

當勞動行為事件❿。包括，其一，有關於

工資等勞動條件的「差別待遇」；這是典

型的不利益待遇類型。其二，有關便宜供

與的工會間差別待遇；此為「支配介入」

之類型。其三，乃有關團體協商過程的差

❿	國武輝久，「組合並存 態と不勞働行為」，載於：『講座 21 世紀第8卷』，226、227頁。

 S 林良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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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此屬違反誠信協商。

(一)裁決案例分析

就我國近年來有關因複數工會並存

而有「雇主中立義務」之相關案例主要

包括：100 年勞裁 1 號、101 年勞裁 3、
6(101,訴 ,1264)、18號 (北高行 101年度

訴字第 1389號 )、101年勞裁 22號 (?)、
101年勞裁 42號、101年勞裁 52號、101

年勞裁 54號等。

裁(判)決 
字號

事實概要 主要爭點 裁決理由(違反中立義務)

100(1)

相對人告知申請人未取得

同意書前停止代扣會費，

對於其他未提供同意書之

工會仍繼續代扣

雇主停止代扣會費之行

為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

為？

1. 相對人就該行為對有導致工會財務困難及不利
勞資和諧之認識。

2. 新法未規定雇主與複數工會間應保持何種關
係。按日本中立義務實務及學說見解，雇主應

保持中立態度，因此在評價不當勞動行為時，

基於團結權之保障，亦應承認於複數公會併存

時，雇主有中立義務。

101(6)

相對人提出員工停止代扣

聯絡單，停止代扣該會員

之會費，且未預先告知

申請人工會停止代扣之事

實，同時轉而為○○○電

線電纜廠企業工會及相對

人工會代扣會費

1. 相對人以員工簽署要
求相對人停止代扣申

請人會費之聯絡單為

由，該停止代扣申請

人會員之會費行為，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

為？

2. 相對人於代扣會費事
件上是否於各工會有

保持平等對待之中立

義務？

新法未規定雇主與複數工會間應保持何種關係。

按日本中立義務實務及學說見解，雇主應保持中

立態度，因此在評價不當勞動行為時，基於團結

權之保障，亦應承認於複數公會併存時，雇主有

中立義務。

相對人所提出之員工停止代扣聯絡單，係由相對

人製作或協助製作完成，就該停止代扣會費乙

事，相對人並未主動通知申請人，相對人依據該

等聯絡單停止代扣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會費，並轉

而為○○○電線電纜廠企業工會及綠能企業工會

代扣會費之舉，已對申請人工會造成壓抑之結

果，未有平等之對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101,
訴,1264

101(6) 原告以員工簽署申請停

止代扣參加人工會會費

之聯絡單為由，停止代

扣參加人會員之會費，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

為？

在同一企業內有複數工會併存時，雇主對各工會

均應保持中立態度，平等承認及尊重其團結權，

不得以對其中一工會之待遇而造成對其他工會之

壓抑，否則即有構成不當影響或妨礙工會組織或

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

原告既知綠能工會積極運作使員工提出停止代扣

參加人會費之申請，乃其既未通知參加人停止代

扣會費之事，不樂見參加人獲悉其事，復於停止

代扣參加人會費之同時，轉而為桃園電線電纜工

會、綠能工會代扣會費，未保持中立之情形已屬

明確。

且原告公司人資處長竟擔任桃園電線電纜工會之

「志工」，積極參與協助收取入會申請書，並轉

交工會，已失中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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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決 
字號

事實概要 主要爭點 裁決理由(違反中立義務)

101(18)

申請人發函相對人請求應

比照訊電工會，於相對人

內部網站首頁，應直接增

列申請人關係企業工會網

站以供超連結，相對人函

覆稱不同意。

1. 就訊電公司與申請人
之關係言，訊電公司

是否為申請人依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之「雇
主」？

2. 如是，則相對人拒絕
比照訊電公司在其網

頁提供申請人工會超

連結，是否構成不當

勞動行為？

1. 該當雇主

2.1，基於各工會之團結權保障，應承認於複數
工會併存時，雇主有保持中立的義務，不得以對

其中一工會的對待而造成對其他工會或其中一工

會壓抑之結果，否則即有構成不當影響或妨礙工

會組織或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的可能。

2.2之網頁提供○○工會網站之超連結等之行
為，係提供○○工會便利和援助，相對人竟未保

持其平等對待各工會之義務，拒絕申請人要求比

照其所屬○○公司對○○工會之作法，於相對人

網頁首頁提供申請人工會超連結，顯然意圖藉由

對○○工會之網路資訊上的便利提供與支援來影

響、壓抑申請人工會在其所屬○○公司內部員工

中的地位。

北高行

101年度
訴字第

1389號

101(18) 1. 工會法第 3 5條中之
「雇主」所指為何?

2. 是否存有不當勞動行
為，又所謂的複數工

會存於何主體間?

訊電公司將該公司之網站製作、維護之事項，委

由原告之經營資訊處負責，則訊電公司提供網路

主機上的空間供訊電工會利用，並於訊電公司之

網頁提供訊電原告與從屬公司即訊電公司，對於

參加人會員而言，均應屬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
指之雇主，而雇主於有複數工會併存時，有保持

中立的義務。而訊電公司在其入口網頁中提供訊

電工會網站之連結，原告卻拒絕參加要求比照其

所屬訊電公司對訊電工會之作法，於原告網頁首

頁提供參加人工會超連結，顯未保持雇主之中立

義務，而對參加人為不平等之對待，原告拒絕之

行為即已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

101(22)

相對人為E廠代扣於F廠會
員之會費，申請人(以整個
廠區組織工會)成立後要求
相對人停止代扣F廠區之
會員，並停止提供F廠區
之布告欄予E工會。相對
人以與E廠區已有協議為
由拒絕。

相對人繼續代扣E廠工
會所招收F廠會員之工
會會費、提供F廠辦公
室及公佈欄予E廠工會
行為，是否違反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規
定？

因二工會間之組織區域之歧見，應悉由各該工會

之主管機關判斷，相對人並無查核認定權限，

自無法不繼續依原有協議代扣會費、提供辦公

室、公佈欄，否則反而對E廠工會構成不當勞動
行為，且在複數工會併存之情形下，如可由雇主

主觀解釋各該工會章程之規定，而有權判斷認定

各該工會之組織區域，來決定提供其中一工會便

利措施，反足以使雇主實質影響工會之組織、活

動。

101(42)

第三人○○工會於新工會

法施行後成立，其章程

將經常會費訂為80元。再
者，第三人○○工會之組

織區域與申請人工會重

疊，申請人要求相對人停

止代扣第三人○○工會會

費，相對人拒絕。

相對人函覆申請人以

「無差別待遇」為理

由，拒絕停止代扣第三

人○○工會之違法工會

會費，是否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
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

動」之不當勞動行為？

工會章程之訂定、會費收費金額之多寡，屬於工

會之權限，非雇主所得介入或干涉。雇主依工會

法第28條第3項之規定，有代扣工會會費並轉交
工會之義務，該義務屬法定義務，相對人拒絕停

止代扣○○企業工會之工會會費，不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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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決 
字號

事實概要 主要爭點 裁決理由(違反中立義務)

101(52)

申請人依100年勞裁字第1
號裁決決定內容，發函相

對人，恢復代扣被相對人

停止代扣之申請人會員會

費。但相對人函覆依來函

提供之名冊辦理。相對人

未與申請人溝通確認，即

將申請人會員名冊轉交訊

電工會，且依訊電工會來

函辦理代扣申請人會員會

費事宜，實有透過訊電工

會支配介入申請人工會組

織、活動之故意，並違反

雇主之中立義務，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

相對人將申請人會員名

冊轉交訊電工會，並依

訊電工會函覆內容作為

辦理代扣申請人之會費

事宜，拒絕代扣987名會
員會費之依據，是否構

成不當勞動行為？

申請人固曾多次發函告知會員得選擇加入申請人

工會或訊電工會，並經270名會員出具意願書，
然其餘未出具意願書之會員是否就此退會或出

會？仍有疑義，宜由申請人依工會章程認定之。

況此部分屬會員與申請人工會間之爭議，與相對

人無涉，相對人本應保持中立，避免過度涉入申

請人會務而有支配介入工會之嫌。

相對人將申請人提供之代扣會費名冊轉知訊電工

會，除無助於前開爭議之解決，又無端製造了複

數工會間之對立。縱訊電工會事後調查僅205人具
加入申請人工會之意願，該調查亦不影響申請人

會員之資格及人數，相對人無從據此免除代扣會

費之義務，相對人據此拒絕為申請人代扣987名
(應再扣除離職及加計新進人數)會員之會費，顯
屬不當。

基於工會會務自主化之原則，有關會員之入會、

出會問題，應依工會章程認定之。縱會員於入、

出會問題上與工會產生爭議，為避免雇主介入支

配工會運作而生不當勞動行為之嫌，雇主自應保

持中立立場。

101(54)

相對人以申請人須提出會

員名單為由，拒絕代扣會

費，嗣因申請人發函所

請，相對人再以函表達拒

絕代扣會費

1. 拒絕代扣會費之行為
是否構成新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第5款
2. 自桃園三廠成立產業
工會時起，桃園三廠

原加入申請人工會之

會員是否當然喪失會

員之資格？

考量工會組織多元化及自由化之立法精義，以及

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間長達30年以上有關工會會
員之共同認知及處理習慣，如解為相對人桃園三

廠陸續成立產業工會後，原本具有申請人工會會

員身分者，當然喪失其會員身分，自非妥當；何

況，相對人亦未提出桃園三廠中具有申請人工會

會員者有退出申請人工會之相關事證，相對人所

辯自不足採信（參照台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字第
141號判決要旨）。
相對人於面對申請人工會與桃園三廠工會時，僅

依照桃園三廠之請求，將原本交付予申請人工會

之會費，改而交給桃園三廠工會，雖亦有可能違

反中立義務，而成立不當勞動行為，但此等行為

亦屬上述相對人拒絕為申請人代扣會費行為之一

部分，本無分別再論斷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之

必要。

(二)裁決案例檢討

就上述案例，可明顯地發現幾個現

象：

多數的裁決爭議主要在於雇主因違反

中立義務 (差別待遇 )而構成支配介入的

類型；本文認為，此一問題主要涉及我國

的工會法具有代扣會費之雇主義務的特別

規範，但卻沒有「雇主經費援助」之不當

勞動行為所致，因此，多數爭執者為代扣

會費之爭議。然有趣的是，另一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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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的複數工會問題與我國的情形比

較：我國工會採取登錄制度，而且明文工

會之類型與個數：企業層級採強制、單一

工會，但又非完全真正「強制、單一」，

而產業層級則屬多元制。

此外，有關 101(22)、101(42)之裁決

爭議，就日本法，因必須經團體協商，故

有可能該當雇主違反中立義務之支配介入

行為，但我國則代扣會費屬法律之雇主義

務因屬則尚有爭議 (會務所則非 )；但應

注意，即使非屬違反中立義務，也難謂即

完全排除支配介入之可能。

三、複數工會間之「工會代表制
度」之問題

-----以「台灣銀行企業工會」與「高

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為例

(一) 我國「工會代表制度」之相關規
範

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工會代表制

度」之相關規範主要包括：

1. 勞基法第30條變形工時⓫；

2. 勞基法第 3 0條 - 1 (工作時間變更原

則）⓬；

3. 勞基法第32條加班時間⓭；

⓫	勞動基準法第30條（每日暨每週之工作時數）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
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
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二
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⓬  勞動基準法第30-1條（工作時間變更原則）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
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
條第 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依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
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⓭ 勞動基準法第32條（雇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制及程序）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
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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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基法第49條女性勞工夜間工作⓮

5. 勞退的企業年金保險實施權⓯

6.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等⓰

7. 勞動檢查法(檢查權之實施程序)⓱

(二)「工會代表制度」之檢討

根據我國工會法上之規範，工會之成

立類型如下：

⓮ 勞動基準法第49條（女工深夜工作之禁止及其例外）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前項
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主與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於
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
適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⓯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5條：
僱用勞工人數二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二分之一以上勞工同意後，投
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得不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但選擇參加年金保險之勞工
人數未達全體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仍不得實施。

前項所定年金保險之收支、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事業單位採行前項規
定之年金保險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第一項年金保險之平均收益率不得低於第二十三條之標準。

⓰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應於符合第二條規定情形之日起六十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
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受六十日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通知相關單位或人員之順序如下：

一、事業單位內涉及大量解僱部門勞工所屬之工會。二、事業單位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三、事業單位
內涉及大量解僱部門之勞工。但不包含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所定之定期契約勞工。事業單位依第一項
規定提出之解僱計畫書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解僱理由。二、解僱部門。三、解僱日期。四、解
僱人數。五、解僱對象之選定標準。六、資遣費計算方式及輔導轉業方案等。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6條：
協商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由主管機關指派代表一人及勞雇雙方同數代表組成之，並由主管機關
所指派之代表為主席。資方代表由雇主指派之；勞方代表，有工會組織者，由工會推派；無工會組織而
有勞資會議者，由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推選之；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議者，由事業單位通知第四條第
二項第三款規定之事業單位內涉及大量解僱部門之勞工推選之。

勞雇雙方無法依前項規定於十日期限內指派、推派或推選協商代表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於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五日內代為指定之。協商委員會應由主席至少每二週召開一次。

⓱ 勞動檢查法第22條：
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時，應主動出示勞動檢查證，並告知雇主及工會。事業單位對未持勞
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查。

勞動檢查員於實施檢查後應作成紀錄，告知事業單位違反法規事項及提供雇主、勞工遵守勞動法令之意
見。

第一項之勞動檢查證，由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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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可發現我國的工會政策 ( 或

者，對於工會管制的政策 ) 並非相當清

楚；包括工會得成立的組織區域範圍、工

會數目與勞工加入的權利與義務。此外，

還有新舊法的銜接問題，更是將問題進一

步複雜化之因素 (原本於舊法時代就是允

許「違法成立工會」)。若以「台灣銀行

企業工會」與「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

會」為例，該工會於舊工會法時期，若。

而當初台銀企業工會與高雄市台銀企業工

會因為一個廠場人數不足 30人，而以聯

合廠場的方式組成以台北地區與高雄地區

為主的工會。惟其所招收的會員卻非僅以

該地區為限，且當時主管機關 (台北市政

府與高雄市政府 )亦予以核准。(此背景

乃肇因於台北市政府當初核可第一銀行工

會 (台北市地區 )得招收台北市第一銀行

受僱員工之外，亦可招收其他縣市會員。

多數金融業工會亦大多以此種方式仿效

之。)

簡言之，台灣銀行企業工會依其章

程，係以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員工

為組織範圍。而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

依其章程，係以受僱於台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市各分行所屬員工為其組織範

圍。故，台銀之團體協約是與台銀企業工

會所簽，而其適用對象則有包含台銀企業

工會會員與高雄市台銀企業工會會員。

另有關其他爭執者，包括推派有關勞

資共組之代表、委員會、勞工董事、人評

委員等的席次問題。如以往之慣例，則為

台銀企業工會有三分之二的勞方代表，高

雄市台銀企業工會則有三分之一的勞方代

表。若相關代表僅有勞方一席之席次者，

則以當年之會議依時間按上述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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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 人評會委員乙席台銀企業工會

擔任 8 個月，高雄市台銀企業工會 4 個

月。)

就上述，勞委會 101 年勞資 1 字第

1010126087號函解釋；

-----有關台銀工會函詢台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勞工權益事項訂定及協商代表疑

義：

「...高雄市台灣銀行企業工會係屬 100

年 5月 1日前登記之工會，並無工會法施

行細則第 2條之適用，且因其企業工會係

以廠場為組織類型與貴會以事業單位為組

織類型並不相同，故亦無工會法第 9條規

定之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之問題。」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 :「...廠場，

指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

理工廠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

場所 ...事業單位，指僱用勞工從事工作

之機構、法人或團體。」)

「...參與勞資會議運作之工會，依勞

資會議制度之本旨，應屬同一廠場或同一

事業單位之企業工會。勞資會議由工會辦

理選舉，工會不得限制僅由會員推選，爰

不生工會分配代表人數問題。事業單位之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事務，由事業單位

為範圍之企業工會辦理之；同一廠場之勞

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事務，則以廠場為範

圍之企業工會辦理之。」又，勞工董事之

推派，「...依國營事業管理法 35條規定，

勞工董事之推派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財政部 )依其遴聘事項聘請工會所推派

之代表擔任。」；職工福利委員會之推派，

「...各工會勞方代表名額協調不成時，可

依各廠場勞工人數比例分配勞方代表委員

名額，再以各工會 (廠場企業工會及事業

單位企業工會 )在該廠場之會員人數比例

分配產生。」；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之推派，「...如各工會無法自主決定如何

推選勞工代表，可以各工會在該分支機構

具有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工作年資之會

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四、結論：「新工會」的可能與
出路？

-----擺脫勞勞相爭的命運與策略

本文分成三個部分加以檢討：第一，

我國的工會政策為何？所謂的「工會自

由」或團結權保障的內涵為何？相關的限

制乃至優遇之規範的背後所隱藏的法政策

目的是甚麼？第二，支配介入的不當勞動

行為法規範目的是甚麼？「便宜供與」和

「經費援助」的界線在哪裡？第三，我國

現行法律上相關的「工會參與制度」的本

質 (法性格 )與其法政策上設定的目的是

什麼？於該當制度設計之中的工會地位與

權限是什麼？上述的問題都應進一步予以

深入檢討始有終真正的出路。

相關文獻：

 �  侯岳宏，會費代扣與支配介入──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不當勞動行為裁定書勞裁

（一○○）字第一號，月旦法學雜誌

 �  張鑫隆，工會內部紛爭下之雇主中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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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勞動三法之工會運作與實務研討會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我先跟各位做幾點分享後，再邀請王

處長跟各位分享其工作領域的報告，接下

來座談採取統問統答的方式，若要提問或

分享各看法也不拘形式，歡迎各位提出。

首先，跟各位分享美國總統歐巴馬

說過的一句話：「我不是白的，我不是黑

的，我的顏色是夢想的顏色。」從事工會

運動的人常常自我期許，工會不是藍的，

工會不是綠的，工會的顏色是希望的顏

色。也許是這個緣份，所以這一天半來，

可以在這共同學習，我想在座各位也有很

多收穫。重新回到工會領域，我也一直希

望可以朝向這個目標邁進，當然理想跟現

實是有差距，所以在這一天半研討的過程

當中，我們看到勞動三法修正通過、施行

到現在，仍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所以希望

各位可以就教王處長。

邱駿彥教授昨天引用歐洲工會的口

綜合座談

主持人：戴國榮秘書長（全國產業總工會）

與談人：王厚偉代處長（勞委會勞資關係處）

號：「沒有工會，就沒有工作機會的保

障；沒有團體協商，就失去工會存在的意

義。」邱教授為工會的價值下了很好的註

解，也促使我及所有工會幹部努力發揮工

會的動能。新勞動三法的修正，要促進勞

工團結，首先就必須讓國內的工會普及

化。幾年前王如玄主委剛上任時，我曾經

詢問是否能強制要求上市上櫃公司成立工

會，這麼多年來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這

是未來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S 戴國榮祕書長

102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勞動三法之工會運作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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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穩定企業的勞資關係，就必

須讓團體協商常態化。我記得在民進黨執

政的時候，盧天麟主委最積極推動社會對

話，幾年來勞委會在這方面也著墨很深，

但我們始終看不到國內的重大勞工政策能

夠透過全國層級的社會對話，也就是勞資

政學就「過勞、縮短工時、職災」等等議

題，在形成勞動政策前，先進行社會對

話，這個層級在國內是沒有的。在國外，

包括產業級的社會對話、ILO所謂的勞資

政的社會對話，在台灣這部分未來還要持

續努力。

唯有透過社會的對話，彼此互相瞭解

才能夠減少爭議。所以當我們提到團體協

約法第 13條搭便車條款時，便有兩極化

的聲音出來。當團體協商沒辦法解決問

題，進入勞資爭議時，在過去我一直主張

國內應設立勞動法院，才能夠採取速審速

決。目前勞工法庭審判期間太長也太慢，

對弱勢的勞工來說沒有保障。且曠日廢時

的審判過程，勞工連生活都會有問題。所

以王主委任內推動勞動權益基金的成立，

來補助勞工提出訴訟，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不足。

我個人先提出這幾點看法跟各位分

享，接下來請王厚偉處長來跟我們分享。

王厚偉代理處長：

各位夥伴午安，大家好。很榮幸可以

參加這個活動。我和戴秘書長是很多年的

朋友，過去長期在工運界奮鬥，現在又重

回工運的行列，全產總請他擔任這樣的職

務非常適任。

全產總今天辦這個活動，就勞委會而

言是非常肯定。長期以來勞委會對於工會

辦理各種勞工教育的活動，非常支持透過

研討會的方式來提升工會幹部對於勞動法

制的看法、互相激辯、互相集思廣益，找

尋出工會發展的目標與前景。這兩天的活

動勞委會也有派人到現場聆聽各位的建

議。我就先提出我的觀察，向各位分享我

個人對勞動三法的看法。

我在勞資處待了非常久，勞動三法從

開始修改乃至於審議的過程，我都一直在

這位子上，我的觀察可能就比較連貫性。

當初勞動三法修改都環繞在勞動三權，如

何打破過去勞動三法不當的限制：勞動三

權看得到、用不到，這就是我們修法最大

的目標。我們來看看修完後有沒有幫助？

工會法，當初的抨擊就是政府手伸得

太多，也就是說工會是勞工力量的自我體

現，政府應該去協助，不要去指導、限制

及妨礙它。所以工會法的修正當初的邏輯

是自主化及自由化。透過自由及自主，讓

 S 王厚偉代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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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去蓬勃發展，當初拿掉很多的

限制，以及增加多種的工會類型。大家都

知道今天早上討論的關係企業工會及金控

工會，這都是過去沒有的工會。在這樣修

正的主軸上面，勞委會有非常遠大的目

標，希望工會不要只有在企業內。勞委會

覺得在企業內的工會直接跟雇主互相奮

戰，對一個工會來講力量真的很薄弱。大

家都知道勞工靠得是人多，如果還是用傳

統單一企業工會的組織方式，我和你都是

孤立的事業單位，如何合作與互挺，這就

是過去分裂式的工會。

勞委會希望把工會拉出來，所以有關

係企業工會、金控工會，更希望台灣產業

工會發展蓬勃。我們昨天聽到電資工會林

名哲秘書長的經驗，他的工會就是希望把

科學園區的勞工拉到外面來組成一個產業

工會，這也是勞委會的期待。我們會希望

朝向德國的產業工會模式，工會的力量來

自於四面八方，甚至失業的勞工都在裡

面，工會的力量才有辦法對抗雇主。

在美國，產業工會去和雇主談判，雇

主壓力會很大，為什麼？單一公司面對外

面的產業工會，雇主會有壓力，但我們不

是。勞委會當初是希望工會自主、獨立

化，這兩年來看，工會的數目有增加！職

業工會增加很多，因為勞委會把「行職業

分類標準表」丟進歷史的灰燼去了。

我們來看產業工會。在教師這個產業

裡面發展得非常好，出乎我們的意料。教

師的勞工意識非常非常強，相對於教育行

政機關，簡直是天差地遠。但除了教育這

個產業以外，離勞委會的想像還很遙遠，

也就是說，籌組工會的數目、對象，沒有

勞委會想像的好。究竟是法律的保護不夠

周延，還是勞工的意識有待開發，勞委會

認為兩個問題都有。有關於勞工在籌組工

會上的自我擔心，勞委會想透過裁決的制

度做相當程度的保護。各位這兩天也看到

很多裁決案件，勞委會非常肯定裁決委員

會這兩年非常辛苦的努力，透過每一案例

的判斷，累積很多對不當勞動行為樣態事

實的呈現，讓公司對勞工籌組工會的不當

勞動行為，有相當程度的嚇阻，我個人認

為有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勞工意識還是沒辦法籌組工

會？我覺得已經不是完全靠法律的問題，

如何透過各種力量喚醒勞工，讓他願意去

籌組工會？新北市勞工局局長謝政達用了

一個方法，發函給新北市轄下沒有工會的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發問券問他們想不想

籌組工會，祕密地問、祕密地回覆，如有

想要籌組，就教你籌組，但最後也沒有什

麼人願意。這就回到如何讓勞工在法律的

基礎上願意籌組工會以及如何提高勞工的

權利意識。

有關於團體協商的部分，勞委會長期

認為是雇主拒絕團體協商，這是一個根本

的問題，所以在團體協約法也訂了誠信協

商義務。韓仕賢秘書長在早上提出了拒絕

協商的裁決案件判斷。但實際上過了兩

年，團體協約有增加一些數目，但整體協

商的環境、工會協商的能力以及工會對協

商的策略，有沒有完全展現在團體協商的

領域裡面？



37

我一向認為勞動三法沒有辦法教化雇

主，我也不需要做這件事情。勞動三法是

要給工會用，也就是說工會如何在新的團

體協約法的基礎上往前走，但實際上勞委

會也覺得不是這麼理想，現在努力將各種

資源丟進去，只要協商遇到法律上、技巧

上的困難，勞委會投入的資源、辦理該有

的培訓班，每年花在團體協商的預算不

少，甚至從美國請來非常好的老師來告訴

工會幹部如何協商，希望團體協商可以更

好。

我也很坦白跟各位說，勞動三權最重

要的是團體協約，因為勞工很實際，工會

可以給勞工什麼，他才心甘情願繳會費當

會員，團體協約是讓勞工真正願意加入工

會的重大誘因。今天工會如何穩定會員基

礎、擴大會員來源的基礎，就是要用團體

協約來增加誘因。所以勞資關係處對於團

體協約非常的關注，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幫

助工會簽出來，行政資源積極的投入，可

是結果並沒有達到的目標，甚至有點遙

遠。大家都知道團體協約連三位數字都沒

有，台灣有九百家的企業工會（含產業工

會），簽定不到一百個團體協約。好不容

易團體協約法通過了，很可惜沒有原先預

估的好。

勞資爭議處理法，處理的是爭議權，

整個勞資爭議處理法有四個主軸，第一個

是爭議處理的方式。調解人的設立對整個

處理勞資爭議的品質跟效率有很大的幫

助，這點勞委會是很肯定的，除了互相妥

協的技巧外，在勞資爭議處理制度的重新

設計裡面，我們追求勞資爭議成功解決，

也是唯一目標，是從勞資爭議的調解過程

當中，將事實的真相與法律的基礎，在調

解中趨向更專業，而非走鄉鎮調解委員會

的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大家來妥協，如

果是這樣就會走回以前的舊路，都是勞工

被迫妥協。

第二個訴訟補助，是勞資爭議處理法

很大的改變。勞委會每年投入幾千萬和法

扶基金會合作，協助勞工訴訟。勞工訴訟

和勞動三權沒有關，勞工訴訟是歸在國家

憲法的訴訟權。法扶基金會本身就對於弱

勢的人民就有訴訟的協助，是國家賦予弱

勢勞工取得訴訟權的法律權利，勞委會為

何做這件事？我當科長七八年觀察到一個

現象，就是勞資爭議調解是勞工權益的屠

宰場，這樣的調解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勞

資爭議處理的現場為何會變成勞工權益損

害的地方？很簡單，在勞資爭議調解過程

當中，雙方都要承擔、衡量調解破裂以後

的成本。相對於雇主，勞工承擔的能力非

常的薄弱。調解不成立勞工要循訴訟途徑

誰都知道做起來非常痛苦。單一勞工要獨

自奮鬥司法體系，動輒兩三年，他為何要

去打官司？

所以在調解的現場基本上勞工就是弱

勢的一方。今天勞委會從訴訟補助去幫忙

勞工，就是要告訴勞工，在調解現場不必

委曲求全，可以挺直腰桿跟雇主說：不要

跟我講從三折談起，出去打官司政府會幫

我。所以勞資爭議處理法跨了一步，提供

訴訟補助、裁判費暫免徵收 1/2、假扣押

只拿 1/10擔保金，特別是法律扶助基金

會這幾年來的訴訟補助，各位不要以為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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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打官司品質就很差，法律扶助的成果對

勞工有利的部分，大約有六至七成。所以

整個訴訟補助在個別勞工權利的保護上發

揮很大的效果。

第三個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這兩年

來我個人認為成效非常非常好。這兩年來

裁決委員做出非常重大、且有影響力的解

釋跟看法，勞委會也虛心接受，譬如說代

扣會費這部分，勞委會最近也發了重要

解釋函令 (詳見附件 )，工會只要根據章

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團

體協約甚至是慣例，有代扣會費的規定，

個別會員不能拒絕。也就是說勞工加入工

會，工會在團結權及組織最大化的基礎

上，勞工要尊重工會，個人不能去跟雇主

說不要代扣，雇主不能被個別會員所拘

束，否則很有可能雇主會透過這種方式分

化，增加工會收取會費的困難。這就是裁

決委員會走在前面，勞委會接受後做出這

樣的判斷。所以對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運

作，真的非常肯定。

第四個爭議行為處理，長期以來對於

爭議行為乃至於罷工權，對政府主要有兩

個批評，第一個限制太多，罷工要開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何其困難啊！對於工會來

講會認為這是降低或限制工會罷工能力的

門檻。第二，我們缺少一個在罷工行為上

民刑事責任的處理，也就是工會在合法的

罷工當中，民事勞動契約所衍生下來損害

賠償的免除，乃至於合理，不涉及到人的

身體、生命、人格傷害的刑事責任，勞委

會也某種程度做點保護。整體來講爭議行

為行使，當然不能說要有績效，也不能說

台灣工會一年要辦出幾件罷工案，才代表

真的有罷工權。我只能說罷工權的行使不

在於法律，在於工會的團結，這個部分只

能靠工會內部的團結，有這把寶劍在後

面。

大家有聽過一句話：沒有罷工權的談

判，如集體行乞。如何強化工會的後盾，

不是法律問題，是社會問題、工會能力的

問題，以上我的觀察跟每個人角度不一定

一樣，當然我在政府的角度上觀察難免有

偏差的角度，既然是與談人，我就談談自

己的看法，大家也可以提出看法一起交換

意見，或者描繪一下勞動三法未來的願

景，如何再往下走？以上簡單跟各位報

告，謝謝。

主持人：

謝謝王處長跟各位做的報告。長期以

來對勞委會，乃至於未來的勞動部一直有

高度的期待，期待它是一個溝通者的角

色，也就是重大的勞動政策當工會的意見

和資方的意見不太一樣時，它必須要扮演

跟雇主團體溝通的角色，譬如說基本工資

案。也期待它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剛剛

王處長也提到過，對於雇主的不當勞動行

為，往往公權力必須要強制介入。當然，

我們更期待勞委會是一個守護者的角色，

能確保勞工基本的勞動權益。我想，不管

是全國產業總工會，乃至於國內許許多多

參與工會運動的先進，以及勞委會主政

者，包括主委、處長、科長，我們應該都

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如何許台灣九百

多萬勞工有個更美好的未來。」接下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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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就這一天半的課程，提出問題或想

法。

張鴻曉常務理事：

剛剛聽了王處長的一席話有相當的感

觸，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新勞動三法，勞

動三法在兩年多以前實施以來，我個人做

了兩件大事跟王處長的報告都有關係，所

以實際來驗證一下。首先，依據新工會法

成立了中鋼集團企業工會，這是一個關係

企業工會，過去我都認為法律規範很清

楚，來試試看有沒有問題。

因為同事們大家認為我最懂，所以就

讓我當理事長。兩年來的經驗快可以寫一

本書了，對雇主軟硬兼施，對招募會員的

部分要如何去讓大家瞭解、接受，這是一

個很困難的過程。我覺得雇主的態度很簡

單，他也沒有打壓工會，但就不跟工會合

作，就是不表態支持工會的存在，所以工

會招募一般的員工時，員工一定會先問：

「公司的態度怎樣？」「公司沒有表態。」

「沒有表態那就先不要參加好了，讓不怕

死的人先，幾年之後我再來看看。」所以

他的結論是先不要。雇主當然很輕鬆，雇

主沒打壓，是工會沒有找到會員。經過兩

年多的努力，我的會員人數從六十多人，

突破到三百多人，就我而言已經很意外

了，剛開始覺得應該很容易，但現在覺得

好不容易有三百人了。

我覺得最大的障礙在於，關係企業工

會所有的會員非常分散，沒有機會接觸到

真正的會員，沒有辦法直接溝通訊息。譬

如工會發了一些入會申請書、招募會員文

宣，請雇主透過行政管道幫工會傳下去，

雇主表面上答應沒問題，但實際從基層去

看根本沒有做。依照現行法律，雇主也沒

義務幫工會做這樣的事，所以雇主只要不

跟工會配合，不要說路走不下去，但至少

會走得很慢。

第二件事情跟王處長提到的團體協約

很有關係，我在原有中鋼工會跟雇主談團

體協約，所有團體協約的條款是我起草

的，在談判的過程當中有任何的意見出

來，最後的文字都是我寫的。王處長剛提

到一件事很有道理，就是只有團體協約才

能告訴會員，工會能為他做什麼事，如果

工會能幫他談一個很好的團體協約，他一

定會參加工會。可是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呢？我去招募會員，員工問的第二個問題

是：「我參加工會有什麼好處？」「可以談

團體協商幫你爭取很多好的勞動條件。」

接著下一個尖銳的問題就來了，「如果不

參加我有嗎？」

理論上如果簽了禁止搭便車條款，就

只有會員享有。所以禁止搭便車條款會變

 S 本會張鴻曉常務理事提問及建言



40

本期專題

August 2013  工訊四十七

成團體協約的罩門，如果這一個地方簽不

下去，有再多的好處也無法增加參加工會

的誘因。當然王處長也知道中鋼工會談團

體協約也談了兩年多了，還是第四次的修

訂，中間因為搭便車條款請了邱駿彥教授

和黃程貫教授為我們演講，最後一次還請

王處長介紹禁止搭便車條款。到目前為

止，勞方提出了禁止搭便車條款第六版，

一直試圖順著雇主的意思，在雇主能接受

範圍內把這個條款簽下來。最後第六版提

出後我去打聽公司如何對應，聽說人資處

花了三個小時的會議討論後又繞回原點，

不同意工會的要求。

在談團體協約的時候，其實很多人在

罵勞委會，說勞委會不食人間煙火，一方

面弄了自由入會，一方面弄了禁止搭便車

條款，而禁止搭便車條款雇主也不見得要

簽。兩個罩門我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是，

在籌組新工會方面，是不是請勞委會將兩

年來新成立工會的理事長找來，聽聽他們

的辛酸，這樣你才不會讓人覺得不食人間

煙火。團體協約方面，禁止搭便車的問

題，勞委會是不是還有能協助工會的地

方？是不是不簽就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或

者是有沒有其他政策上的宣示？或是沒約

束力的政策宣示，告訴雇主勞委會就是鼓

勵簽禁止搭便車條款，這也是一種方式。

如果不能突破的話，就回到先前的議題：

勞工為何要加入工會？一點誘因都沒有！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意見跟想法，謝謝。

台北九信企業工會游凱鈞理事長：

處長好，各位夥伴好。我非常期待今

天的講習會。剛好前面發言者是中鋼工會

的前輩，我們都聽到了，連這麼大型的工

會，有這麼多的人力、經費，在運作上都

遇上這麼大的無奈與困難，請處長想一下

台灣中小企業工會有多少家。在歷史的時

間點上，我剛好碰上新勞動三法的修正與

實施期間，很不幸當上台北九信工會理事

長。我是勞委會修法實驗的白老鼠，我工

會作沒多久就被解雇，被解雇後我又很努

力游泳游上岸，回來了又很不幸當上理

事長。老闆看我很厲害，後來什麼大小事

都請律師諮詢，工會沒有人、沒有錢，只

有我一個人跟他對幹，到目前為止我很辛

苦，但訴訟、裁決我都贏，可是公司還是

請律師在行政法院對勞委會提出行政訴

訟。

我這企業工會沒有錢、沒有人，要自

己寫狀紙、出庭都是我一個人，政府一定

要瞭解到，不組工會一定有原因，有組工

會一定比國營工會還辛苦！我的工會應加

入會員是 240個人，目前入會率是 88%，

我這麼辛苦在運作，如果處長有要研議修

法，我願意貢獻我這兩三年在實務上碰到

的困難與問題。為什麼政府如此用心良

苦，但大家會說你不食人間煙火，我知

道！我認為要修法，勞動三法我自己去實

驗的結果，裡面很多地方規定的不清不

楚，當然相對於舊法是一種進步，但國家

要往前走，法令規章要帶上來，所以政府

要帶頭立法、修法。

我個人是法律背景，如果未來要修

法，我願意作出貢獻，譬如工會法第 36

條的規定，坦白講當雇主請律師後我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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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到確實大有問題，請問工會理事、理事

長、幹部請會務假，是權利還是義務？若

照對方律師來看，給假的權力是老闆。照

工會法我認為應該是工會幹部的會務假有

必要者由工會決定。在操作上，法院的法

官認為用民法的概念來審酌會務假，這樣

工會不就死光了？所以我認為有很多地方

應該要由修法來做，如果有需要我願意貢

獻我所遇到的實務來向勞委會報告。謝

謝。

台灣銀行企業工會李顥軒常務理事：

我有三個問題想請教，第一個金融控

股公司能否組工會？要如何組？第二個團

體協約從去年跟行方談到現在都還沒下

文，行方也蠻有意思的，現在所有國營企

業都卡在主管機關。我希望將來的修法，

根本不要經過主管機關，因為主管機關都

有派人進入常董會、董事會，也有聽到工

會的心聲，開會時不講話，最後送過去主

管機關一年多都沒下文。每次都跟工會說

氛圍不對。我也不懂什麼叫氛圍不對。

勞委會很努力也沒有用，一旦修法送

到立法院後常被立委東刪西減，勞委會也

沒辦法。現在我覺得勞動三法最主要是因

為沒有罰則，若把禁止搭便車條款、團體

協約的罰則加進去，資方也會稍微理性

點。沒有罰則，資方每天就打混，對他而

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後一個問題，金融界複數企業工會

只有台銀工會有，所有的勞方代表席次問

題都可以解決，但唯有勞工董事這塊勞委

會解釋說不屬於勞委會的權責範圍，所以

這一塊變成孤兒，未來要如何做我也不知

道。除了會員代表外，不知道還有沒有其

他方式？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私

校部潘勇太主任：

我想詢問一個有關學校老師年終獎金

的問題，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育人

員可以申請留職停薪的事由就是育嬰、侍

親及進修，有一位老師就是侍親申請留職

停薪一年，結果那年年終獎金就沒有發給

他，復職後，因為學校學生是從八月到

十二月就讀，所以當年度該老師只任職五

個月，而學校只發給 5/12 的年終獎金，

這樣非法苛扣勞工權益的情形，我也有看

過一些資料，政府相關解釋以 12月 1日

是否在職判斷，但留職停薪也不算離職應

算在職，想請教這方面的問題，應如何主

張自己的權益。

全國產業總工會黃吉伶副秘書長：

昨天和早上的授課教授都提到，目前

工會進行的協商區分為一般性協商和團體

協商兩種，團體協商就是依據團體協約法

的嚴謹流程走，也具有較強的債法效力及

法規效力。在一般性協商裡，算是工會日

常要處理的協議事項，因為一般性非屬於

團體協約的協商，雇主沒有協商義務或誠

信協商條款的適用。事實上像這樣的內

容，一般工會在日常也需要加以處理，若

我們不馬上進入效力這麼強、程序嚴格的

團體協商，是否可以用一般勞資協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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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處理這樣的議題，若雇主不理會工會

提出的一般性協商要求的話，是否能回到

工會法第 35條第 5款 ?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工會的活動 ?，用這條提出不當勞

動行為裁決？因為看起來若要用團體協商

或違反誠信協商原則，困難度蠻高的，一

般工會要處理考核獎金或單項的議題也不

會馬上進入團體協商或簽定團體協約的程

序裡頭，所以我想請問是否可用工會法第

35條第 5款來處理。

中華電信工會潘進財常務理事：

中華電信公司現在有四個不同層級的

企業工會，包含中華電信母公司企業工

會、中華電信關係企業工會、中華電信分

公司企業工會及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企業

工會。請問高雄營業處企業工會是否可要

求資方簽訂團體協約？簽約的對象是要

求高雄營業處和我簽，還是要求中華電信

公司和我簽？第三個問題，勞基法延長工

時需工會同意加班的部分，是哪一間工會

可以同意？老實說我不懂為何為設計成這

樣，造成勞勞相爭，是否能請勞委會說明

一下？

中華電信關係企業工會陳顯龍理事

長：

承前面中華電信同仁所講的，中華電

信母公司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有一間中華電

信關係企業工會。中華電信關係企業子公

司很多，包括春水堂、神腦等，我要瞭解

的是，為何先前勞委會有個解釋函是有關

關係企業工會不能和子公司談勞動條件的

部分，謝謝。

王厚偉代理處長：

這比我在一般的研討會都還艱苦，大

家都是在行的夥伴，提出的問題有些地方

真的是碰到瓶頸，勞委會能夠改的我稍後

也會說明，勞委會一定會努力朝向理想的

方向走。我就簡單回應一下各位剛才的提

問。

首先關於鴻曉兄的問題，一路走來備

感艱辛，我非常清楚。如何讓勞工願意出

來籌組，你剛有提到把將近兩年新成立工

會的理事長找來，聽聽看各位的心路歷

程，甚至整理成可行的建議與方法，碰到

的困難別人不要再走一遍，這個意見很

好，我記下來了。

再來對於團體協約的禁止搭便車條

款，這個條款確實是從我手上遞進去的。

我也跟各位坦白講，我始終認為這個條款

是實力的問題，這個看法可能跟各位夥伴

不見得一致，或許大家會認為說這個條款

是攸關於工會的生存，怎麼可能會建立在

勞資雙方的實力基礎上，資方的力量本身

就比工會大當然不會簽。我必須很誠實地

講，在立法的過程當中，或是我站在行政

機關、國家中立的角色來看，真的沒辦法

用強大的、政府的行政力量告訴資方一定

要簽某個條款，或是某個條款不能簽，對

我來講我有我角色扮演的困難，但透過鼓

勵我覺得沒有問題，如何在雇主團體的座

談上，和雇主團體的互動上，乃至於公營

事業上級機關做溝通時，跟他表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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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會告訴他禁止搭便車條款可以適當

規範，其實會讓工會很穩定，工會能夠穩

定，勞資關係當然就會穩定，若工會處在

不穩定的階段，造成工會內部的紛亂，一

個紛亂的工會其實會造成更多勞資關係的

破壞，對公司是非常不好的。這一點其實

很多企業主都很清楚，一個穩定且強大的

但有理性的工會，是雇主非常希望存在的

對手。這部分勞委會會再努力。

凱鈞理事長走得更艱辛，你身處在家

族傳統的企業，腦海中完全沒存在過工

會，甚至根本不希望有工會存在，我大概

能理解你在這過程中，可能認為工會法出

來了，能夠給予一定的保障，但有些法律

規定的不夠堅定。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也

認為會務假是工會的權利雇主沒有任何置

喙的餘地。我大概也理解，很多工會朋友

告訴我說，可不可以訂一條只要工會幹部

要請，雇主沒有任何的理由，也沒有任何

權力要求工會提出說明、證明我去哪，做

了什麼。我非常理解各位的想法，但我必

須思考雇主的理念與理論，回到勞基法的

概念，雇主面對勞工任何的假，每一種假

在法律上的位階和正當性不見得輸會務

假，譬如說產假、婚假。即便是婚假，也

還要看結婚登記。工會的會務假不是為了

個人的利益，是為了工會的運作，它代表

工會自主團結的力量，怎能容忍雇主說三

道四、去管工會做什麼，這是長遠目標，

我也同意，可是我也必須要講，很多人跟

我說全世界沒有會務假，就台灣有，甚至

外國朋友來台灣也不能理解為何還有會務

假？甚至有人質疑，工會幹部請會務假在

外面想如何打雇主，雇主還要給薪水。這

是一個社會的多元，每一個人都在思考這

樣的會務假正當與否，這點我們必須要有

這樣的理解。理事長講得我可以接受，我

們如何讓現在工會法現在的問題往前推

進，歡迎凱鈞理事長一同來參與修法，明

後年工會法將展開修法，不好就該改，但

不該倉促的改，需要點時間，周延的往前

推。

私立學校是非常不友善於老師的環

境，私立學校老師籌組工會非常艱苦，這

點很多教師工會都理解，勞委會能夠幫忙

的地方就不當勞動行為這點沒有問題，私

立學校老師未來面對的困境，已經越來越

明顯。另外年終獎金的部分，我想先確認

一點，該給的「該」，是依據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可是私立學校的老師，並不屬於

公立學校，除非你能找出有法律的授權命

令學校「該給」，這部分你要先找出來，

如果找出來有「該給」的概念，就可以跟

學校請求，否則沒有「該給」，譬如說有

些公司的年終獎金有個時間的規範，譬如

 S 王厚偉代處長回答與會人員提問的各種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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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 1月 15日在職的同仁才可以拿年終

獎金。

台銀工會李常務理事提出，第一籌組

台灣銀行金融控股公司關係工會，當然沒

有問題，但是要以自然人為會員，不是法

人為會員。不要最後再以法人形式成立聯

合會了，聯合會就是疊床架屋！我們舉中

華電信好了，中華電信已經有四家工會

了，如果再合組聯合會，我就不同意這種

籌組方式，我已經發函給地方政府了，不

可以准！可以開放、可以自由，我尊重，

搞得太離譜了，而且自己弄自己，我不接

受、一點意義都沒有！所以只要有自然人

加入的台銀金控工會這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個團體協約主管機關的核可權，

就勞委會的立場也非常希望刪掉核可權，

但我也跟各位報告，一個部會立這個法，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立，我必須通過很困

難的、各方力量的平衡，這個條文大家也

知道國公營事業單位的主管機關很在意，

如何說服他們？他們可以透過董事內部管

制的方式處理，不要一層再一層！這個部

分勞委會會再努力。有關罰則的部分，工

會法當然有罰則，但不是要罰工會，是要

罰雇主，罰雇主就是不當勞動行為，還

可以連續罰。勞工董事的事情，我無能為

力。兩個工會如何協商勞工董事的任期，

不管怎麼分我都判不下去。靠人頭、靠實

力是唯一的方法，但如何去尊重其他工

會，只能用這種方法。

有關於潘常務理事中華電信四個工會

的狀況，四個工會都可以簽團體協約，只

要是工會就可以團體協商，北分工會跟台

北分公司談，如果中華電信研究所也成立

一個工會，就跟所長談。加班同意我也請

黃科長去問，如果中華電信工會已經同意

過了，新成立的工會不能跳出來反對，如

果原本沒有同意，越小的單位的工會講話

權力越大，就跟勞資會議有點像，越接近

你的勞資會議他的決議跟勞工越接近，若

跟全公司勞資會議意見牴觸時，以最接近

我的為依據，這個對勞工比較有保障。加

班同意權如果中華電信工會涵蓋的範圍已

經同意過了，新成立的工會不能跳出來反

對，但原本沒有同意，越小的工會講話權

力越大，和勞資會議有點像。

最後一個中華電信關係企業工會的問

題，加班同意權這個在勞委會是不同單位

的思維，勞資處希望工會發展，希望把工

會脫離廠場、企業拉到外面去，但是對於

勞動條件處卻認為，這個公司員工勞動條

件的變更，應由該廠員工來決定，如果中

華黃頁公司有一千個員工，有兩位加入關

係企業工會，所以工會有權決定 998 人

可不可以加班，公司會問：工會的正當性

為何？你就告訴他：勞委會現在要發展關

係企業工會？可是勞委會要發展關係企業

工會，這是一個工會發展多元的邏輯及思

維，但對於勞動條件的變動，中華黃頁員

工的加班及變形工時為何是關係企業工會

說了算，而不是勞資會議來談？你告訴他

關係企業工會有代表性，下一步中華黃頁

的勞資會議代表就會問你到底有多少代表

性。現在所談的都是勞勞的衝突，這也是

三法修法後最大的困難，如何做出一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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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規則，就是靠人頭！

我跟鴻曉兄有談過，譬如說關係企

業工會組織範圍有 18個子公司，可以推

派裡面的福利委員會委員，這我可考慮

讓他做，但人數上必須要有個門檻 1/3或
1/4。這個思維及方式勞委會可以再研究

研究，工會除了具有工會名稱外，也具有

一定人數與力量，講話比較算數，如何提

出配套告訴勞委會、勞動條件處，工會是

不是能有其他發展的想法。

有關於黃吉伶副秘書長提到拒絕一般

性協商通通丟到不當勞動行為，這樣裁決

委員會負荷不了。應該是說一般性協商對

方都不談的話，就去調解，調解成不成立

就看工會實力了，這我覺得並不難。

以上是我簡短的回應，謝謝各位。

(會議記錄：吳嘉芸 )

	�附件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31日

勞資 1字第 1020125372號

核釋工會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

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工會。」所稱企業工會經會員同

意，包括會員個別對工會表示同意、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工會章程之規

定、團體協約之約定或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一日工會法修正施行前工會與雇主間已存在

代扣會費之約定或慣例。

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即構成雇主為企業工會代扣工會會費之法定義務。除會員個

別對工會表示同意之情形外，如以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工會章程規定、團

體協約約定或一百年五月一日前工會與雇主間已存在代扣會費之約定或慣例等所形成之

（集體）會員同意，縱個別會員另行出具書面予雇主而欲改為自行繳納會費，雇主應不

受該個別會員停止代扣會費意思表示或聲明之拘束。

會員退會或出會後，因會員已無繳納會費之義務，雇主無須再為企業工會代扣已退

會或出會會員之會費。

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

另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勞資一字第一○一○○七五四九八號函，

自即日停止適用。

主任委員　潘世偉



46

政策剖析

August 2013  工訊四十七

102年基本工資調整案	說帖

基本工資應調高至22,639元(時薪133元)

今年度第三季的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即將召開，但是在

七月初媒體即已報導：勞委會

官員透露，因經濟成長不如預

期，加上 4 月才剛將基本月薪

調至 19,047元，明年基本工資

傾向不漲。然而，受僱勞工的

實質薪資所得連年倒退，徘徊

在基本工資邊緣的 22K族群約

有上百萬人，根據主計總處的

統計，101年受僱就業者之每月

工作收入未達 2萬者有 84萬多

人，不到 2萬 5千元者有 206萬人。對照

物價、房價的節節攀升，工作貧窮問題不

斷惡化，以目前的基本工資水準實難以維

繫一個勞工家庭過有尊嚴的基本生活。

但是近幾次基本工資的調整，在官方

一手主導之下，屈服於資方的壓力，幾乎

都只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單一

因素，作為微幅調整基本工資的依據，無

視基本工資的定義，使我國之基本工資遠

低於應有之水準。

消費者物價指數係用以衡量一般家庭

所購各項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價格水準之變

化，與生活費用概念不盡相同，後者除價

格因素外，尚涵蓋品質及數量變動在內，

即使物價維持不變，生活費用或水準仍會

隨經濟成長而提高，因此每戶消費支出每

年增加的幅度常高於同期間 CPI年增率。

（請參閱主計總處物價指數簡介）

只以 CPI上漲的幅度調整基本工資來

維持邊際勞工的購買力，也忽略了物價指

數的內涵，CPI的查價項目共有 424種，

概分為食物類、衣著類、居住類、交通

類、醫藥保健類、教養娛樂類與雜項類等

7大類，權數各不相同，CPI各項目之權

數為基期年全台灣地區 500萬戶家庭消費

支出之平均值。雖然青菜、水果、外食或

是油、電等基本民生用品價格不斷上漲，

但台灣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價格卻跌得更

兇、更久，兩相抵消之下，使物價指數看

起來似乎相當平穩，卻與民眾主觀感受差

距極大。因此早有學者建議應以與民眾生

活真正相關的「基本生活物價指數」，取

代 CPI指標。

 S 20130827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也到場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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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的意義乃保障勞

工基本生活之所需，依據我國

已簽署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第七條揭示：「所有

締約國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

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所有

工作者之報酬使其最低限度均

能 (1) 獲得公允的工資 ...；(2)

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

定之合理生活水平。」，應在國

內具體落實。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於

今年 2月底主辦的兩公約初次

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中，10位國際專家共同

聯名發表「結論性觀察建議」提及：「現

階段的工資若要讓勞動者和其家庭維持適

當的生活水準是不足夠的 ...，建議台灣政

府提供勞動者和其家庭符合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水平的工資。」

因此，我們認為，基本工資調整必須

考量勞工基本生活所需與扶養人數，以此

原則計算之基本工資水準即為 22,639元

（時薪 133元），如與現行基本工資 19,047

做比較，則調幅約為 18.86%。

全國產業總工會提出之具體主張如

下：

一、基本工資應達22,639元（時薪133
元），並明定計算公式

台灣的基本工資從立法之初即未曾有

明確的定義，實施數十年來，其內涵已經

等同於國際勞工組織所稱之「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的標準至少要讓勞工得以照顧

其家庭）。因此，基本工資調整應考量勞

工基本生活所需與扶養人數：

(一) 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根據政府

統計資料，台灣省平均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10,244元，低於此標準即為絕

對貧窮者，若要避免落入工作貧窮，

並維持勞動尊嚴，其計算應考量此一

基礎。

(二) 扶養人口數：從主計處針對家庭狀況

的調查，可以看到101年台灣每戶人口

數約3.23人，每戶就業人數是1.46人，

因此每位勞工的薪資需要扶養2.21人。

以此原則計算之基本工資水準即為

10,244元×2.21＝22,639元，換算時薪

為133元⓲，如與現行基本工資19,047

做比較，則調幅約為18.86%。

⓲ 時薪計算方式為： 1.年總工時＝365÷7天÷2週×84小時－(19天×8小時)＝2038小時
2.月總工時＝2038÷12＝169.83小時  3.時薪＝月薪/月總工時＝22639÷169.83＝133元

 S 20130827理事長率領本會幹部至勞委會前廣場要求基本
工資應調高到226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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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02年勞工生活所需與基本工資對照表

地區別
102年度 最低生活
費（每人每月）

平均每戶人數／平

均每戶就業人數

平均每位勞工所需

最低薪資
與基本工資差額

台灣省 10,244 2.21 22,639 -3,592 

台北市 14,794 2.21 32,695 -13,648 

新北市 11,832 2.21 26,149 -7,102 

台中市 11,066 2.21 24,456 -5,409 

台南市 10,244 2.21 22,639 -3,592 

高雄市 11,890 2.21 26,277 -7,230 

資料來源：內政部、勞委會

二、基本工資尚未調足前反對月薪與

時薪脫鉤

基本工資應要足以維持勞工及其家屬

的基本生活水準，因此依最低生活費及須

扶養人數計算，目前台灣勞工所需之基

本工資，應調至 22,639 元，時薪為 133

元，仍遠超過勞委會提出的時薪 115元。

對於勞委會提出月薪與時薪脫鉤的方案，

全產總認為，若非基本工資長期以來無法

達到勞工最低生活所需的標準，又何來時

薪過低的問題？因此在未補足人民對基本

生活的需求前，只調整時薪的方案仍遠低

於勞工實際上的基本需求。況且月薪與時

薪脫鉤計算，可能使月薪與時薪勞工之間

產生同工不同酬的後果。

三、堅決反對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

我國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會員

國，應遵守企業社會責任 (CSR) 及國際

勞工組織 (ILO)所定之核心勞動基準，外

勞脫鉤將嚴重影響勞動人權、國際形象，

世界訂有最低工資的國家，無一允許脫鉤

者。香港也於去年 5月 1日起實施最低工

資制度，並不得低於該行業薪資中位數之

標準；新加坡外勞則在雇主繳付政府高額

的人頭稅 (就業安定費 )後，其工資總成

本反較我國更高。除國際規範外，國內勞

動基準法第 21條亦有規定，雇主給付之

工資不可低於基本工資。且在「國民待

遇」原則下，外籍勞工與我國勞工生活在

同樣的物價水準下，其工資亦應受到同等

的保障。

 S 關廠工人自救會也到場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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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審議程序：改變審議委員會之位階及組成

應提高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位階，回歸馬英九總統提出的勞工政見，將現有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的位階提高到行政院，由院長擔任主席，勞資政三方共同審議，讓審

議制度更加透明化。平衡委員功能性代表，回歸基本工資的社會性意涵，官方代表納

入內政部以及籌措財源挹注社會救助的財政部，避免基本工資偏離維持基本生活的意

涵，稅收又不足以支付社會救助的窘境。

表二：主要勞動經濟指標

年

經濟成
長率

（%）

工業生產
指數

(100年
=100)

製造業勞
動生產力
指數(95
年=100)

製造業單位
產出勞動成
本指數

(95年=100)

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
增率

基本工資 (元)
工業及服
務業平均
月薪資 

(元)

工業及服
務業平均
月經常性
薪資(元)

月薪 時薪

91年 5.26 60.88 82.67 109.16 -0.20 15,840 66.0 41,530 34,746
92年 3.67 66.42 88.24 104.88 -0.28 15,840 66.0 42,065 34,804
93年 6.19 72.59 92.45 101.69 1.61 15,840 66.0 42,685 35,101
94年 4.70 75.00 96.18 101.83 2.30 15,840 66.0 43,163 35,386
95年 5.44 78.60 100.00 100.00 0.60 15,840 66.0 43,493 35,728
96年 5.98 84.70 107.12 95.06 1.80 17,280 95.0 44,414 36,335
97年 0.73 83.73 106.02 97.31 3.52 17,280 95.0 44,424 36,423
98年 -1.81 77.11 106.62 90.55 -0.86 17,280 95.0 42,275 35,692
99年 10.76 95.75 125.00 79.42 0.96 17,280 95.0 44,536 36,343

100年 4.07 100.00 129.28 80.30 1.42 17,880 98.0 45,749 36,874
101年 1.32 99.75 128.34 82.28 1.93 18,780 103.0 45,888 37,346

102年1-6月 2.27 98.29 130.23 90.77 1.31 19,047 109.0 49,797 37,583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動統計月報

圖一：製造業勞動生產力及勞動成本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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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歷年受僱就業者之每月工作收入

單位 ： 千人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總計 8,066 8,290 8,464

未滿15,000元  281 238 243
15,000~19,999元 757 671 603
20,000~24,999元 1,220 1,199 1,222
25,000~29,999元 1,339 1,443 1,461
30,000~34,999元 1,330 1,409 1,437
35,000~39,999元 791 824 926
40,000~44,999元 643 678 708
45,000~49,999元 414 452 452
50,000~59,999元 576 599 649
60,000~69,999元 340 388 349

70,000元以上 376 390 416
平均每月收入（元） 34,431元 35,058元 35,376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1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圖二：2010-2012受僱就業者之每月工作收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1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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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國最低工資 
單位：當地貨幣

年別

中華民國(1) 韓  國(2) 香港(3) 日  本(4) 美  國(5) 加拿大(6) 法  國(7) 英  國(8)

(新台幣/時) (韓圜/時) (港幣/時) (日圓/時) (美元/時) (加幣/時) (法郎、歐
元/時) (英鎊/時）

2001 66 2,100 - 664 5.15 6.85 43.72 4.10
2002 66 2,275 - 664 5.15 6.85 6.83 4.20
2003 66 2,510 - 664 5.15 6.85 7.19 4.50
2004 66 2,840 - 665 5.15 7.15 7.61 4.85
2005 66 3,100 - 668 5.15 7.45 8.03 5.05
2006 66 3,100 - 673 5.15 7.75 8.27 5.35
2007 95 3,480 - 687 5.85 8.00 8.44 5.52
2008 95 3,770 - 703 6.55 8.75 8.71 5.73
2009 95 4,000 - 713 7.25 9.50 8.82 5.80
2010 95 4,110 - 730 7.25 10.25 8.86 5.93
2011 98 4,320 28 737 7.25 10.25 9.00 6.08
2012 103 4,580 28 ⋯ 7.25 10.25 9.22 6.0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提供
韓國－http://english.molab.go.kr/english/Statistics/market_indicators.jsp 
香港－http://www.labour.gov.hk/tc/news/mwo.htm
日本、法國－國際勞?比較(2012)
美國－http://www.laborlawcenter.com/t-federal-minimum-wage.aspx；http://www.dol.gov/
加拿大－http://srv116.services.gc.ca/dimt-wid/sm-mw/rpt2.aspx?dec=5
英國－http://www.direct.gov.uk/en/Employment/Employees/TheNationalMinimumWage/DG_10027201

附註：(1)中華民國：2011年1月1日起最低薪資時薪調整為98元。2012年1月1日起時薪調整為103元。
(2) 韓國：2012年8月5日後為4,580韓圜／小時。
(3) 香港：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每小時港幣28元。
(4) 日本：全國平均時薪。
(5) 美國：2007年7月24日後為$5.85，2008年7月24日後為$6.55，2009年7月24日後為$7.25。
(6) 加拿大：採安大略省所訂之最低工資，2009年3月31日為Can$9.50，2010年3月31 日後為Can$10.25。
(7) 法國：2002年起工資貨幣單位為歐元。2011年12月1日調高至9.19歐元，2012年1月1日調高至9.22歐元。
(8) 英國：2011年10月1日後為£6.08(22歲以上之最低工資)。

 S 20130827高中職教育產業工會也到場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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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勞動權益自我檢測表 
讓建教生暑期工作權益不縮水!

彰化縣某學校的高二建教生小寶，日

前向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投訴，受到建教

合作廠商「桃園某科技有限公司」不合理

對待，不但一個月延長工作超時達 49小

時，平均一天就得加班至少 2小時，更強

制加班到夜間 8點，且濫用責任制不給加

班費，還被安排跟外籍勞工同住，如非周

圍人仍講中文，還以為自己成為台灣輸出

之廉價勞工。

面對暑假期間，青少年邁入打工的高

峰期，政府相關單位多半會加強「求職防

騙」宣導，提醒青少年打工族必須留意工

資、工時、保險等自身打工權益。然而長

期於建教合作廠商工作的建教生，即使暑

假也要上班，像小寶這樣的建教生，今年

一月雖然已經立法通過「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以下

簡稱「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但他 /她們

的勞動權益假如沒有相關單位的積極宣導

與提醒，恐怕也只能自力救濟！因此建教

生權益促進聯盟特別製作了「建教生勞動

權益自我檢測表」，協助建教生來個暑假

工作大體檢，讓自己的勞動權益不縮水！

依據最新的「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相

關規定，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針對建教生

的訓練契約、年齡、工資、工時、住宿環

境、交通規劃以及勞保等相關規定，製作

成以下的「建教生勞動權益自我檢測表」

(見表一 )，歡迎建教生及家長拿出這張表

為自己的勞動權益進行檢測。聯盟並提供

檢測結果的計分方式與答案，以及相關申

訴管道，讓建教生及其家長更加清楚了解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保障哪些建教生權

益，同時也提醒相關主管機關應加強對於

建教生暑期工作的權益宣導與協助。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呼籲，所有建教

合作相關人等，包括學校教師、學生、廠

商都應該認識並理解建教專法的條文及精

神，尤其是建教生更應該認識與自身教育

及勞動權益息息相關的建教專法，進而檢

驗所屬建教合作單位之工作條件是否符合

專法的保障。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也提

供了免費申訴信箱：tarwce@yahoo.com.

tw，提供遭受不合理對待的建教生透過申

訴信箱與聯盟聯繫，可以為無處協尋求助

的建教生提供諮詢服務及協助管道。

發稿單位：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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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自我勞檢(○或╳) ○=1分
╳=0分

建教聯盟來解答

1. 廠商會安排訓練帶領我的主管或師父，
並告知我有關職業技能訓練的受訓內

容，以及工作環境安全的注意事項。

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生訓練契約，提供良好之

訓練環境，安排建教生至相關部門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並培養優良之工作態度、安全認知及職業道

德。

2. 我有按月領到基本工資(18,780元)的生
活津貼，而且沒有被以各種名目任意

扣款項。（自102年4月起調整為19,047
元）

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生訓練契約，給付生活津

貼，並提供明細表，且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

本工資。建教合作機構不得預扣生活津貼，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

3. 我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兩星期
工作總時數不會超過80小時。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星期受

訓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4. 我不會被要求在晚上10點到清晨6點的
時段工作。

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依前項規定另行約定訓練時

間者，仍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

訓練。

5. 我在國定假日或假日期間工作，老闆會
讓我擇期補休。

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

日，均應休息。

6. 我有留存訓練契約在身邊，並可以取得
打卡紀錄、薪資單，以便查核時數與薪

資。

學校應協助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簽訂建教生訓練

契約。建教合作機構應置備建教生簽到簿或出勤

卡，逐日記載建教生訓練情形。

7. 我不會因為性別或性傾向遭受到工作上
的差別待遇。

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期間，不得因其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並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於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

8. 老闆會依照我的實際薪資所得，幫我投
保勞工保險。

建教合作機構應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相關

規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9. 我向學校反應在工作上的問題時，學校
會積極協調處理，學校老師也會定期來

訪視我在建教合作機構的工作狀況。

學校應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建教

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情形，並輔導

建教生獲得良好訓練。

10. 我知道教育部的建教生申訴專線為
（04）37061313~5，另設有建教合作
小組申訴信箱cook235@ntnu.edu.tw

建教生因建教合作事項發生爭議，得向學校申請協

調，並得向學校主管機關申訴。

總分

建教生勞檢結果分析諮詢及申訴信箱

tarwce@yahoo.com.tw

9-10分 叫你權益達人 未達項目，請向學校反應。

6-8分
還差一點！繼續加

油喔

請向學校反應，如無合理處

理，請盡速聯繫建教聯盟。

0-5分
別讓權利睡著了!
快去申訴吧

權益保障不能等，現在、立

刻、馬上與建教聯盟聯繫！

資料來源：建教生權益保障聯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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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介紹：

拒絕被K.O的頭家－《臺灣黑狗兄》
 ▌吳嘉芸

片名：臺灣黑狗兄

類型：紀錄片／ 片長：78分鐘

出品：商業周刊

製作：大照國際影像有限公司

發行：榖得電影有限公司

上映日期：2013年 4月 19日

官方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ocknroll2013

導演：賀照緹

此紀錄片描述故事主角－黑狗兄－李

東林，面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後，台

灣社頭製襪代工廠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自

家工廠面臨轉型的改變。

彰化社頭，一個製襪產業的聚落，六

萬人賴以維生的產業。過去一直以來都是

以接國外知名品牌代工為經營目標，沒料

到 2012年美韓 FTA生效後，韓襪輸美關

稅降至零，即便是優秀的代工廠，也因為

關稅的影響國際訂單不再湧入。其實，美

韓 FTA是社頭製襪產業面臨的第三波全

球化衝擊，早在 1990年、1995年，產業

西進及 WTO的成立，社頭製襪產業不是

外移，便是留在原地轉型升級，選擇代工

知名品牌高價位的襪類，黑狗兄選擇了後

者努力接單代工，未料到美韓 FTA卻讓

整個社頭手足無措⓳。

訂單流失，生活壓力隨之而來，黑狗

兄病了，數個夜裡想著如何自我了斷，但

每每在緊要關頭，對家人的思念拉回他一

了百了的想法。尋求醫療協助後，轉型念

頭萌然而生。

⓳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是韓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協定。有關談判在
2006年2月2日展開，2007年4月2日結束。兩國於6月30日首次簽署。因事後雙方國內爭議不斷，對美牛及
汽車議題都有意見，經過重新談判修訂，於2010年12月再次簽署新版協議。2011年10月12日，《韓美自
由貿易協定》以83-15和278-151票在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獲得通過， 同年11月22日，該協定以151-7票和
12棄權在韓國國會獲得通過。2012年3月，韓美自貿協定正式生效。（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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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對已習慣代工模式下的頭家而

言，是條不歸路，更是遙不可及的想法。

過去是依賴貿易商的訂單，對於如何創造

品牌、設計品牌及行銷毫無概念，但此時

不做，更待何時？要等到製襪業到谷底時

才做嗎？黑狗兄下定決心轉型後，首先將

轉型目標放在機能型運動襪上。年輕時期

熱愛排球運動的他，深知雙腳是運動員的

生命，所以便花了功夫研發機能型運動

襪，並將成品免費贈送給體育生試用，甚

至是詢問專業醫師的意見，將運動襪的優

缺點加以彙整並改良。

研發機能襪黑狗兄有其專業技術，但

轉型所面臨的問題包含如何自創品牌到設

計品牌圖像及行銷至各通路，這些難題一

再打擊夫妻倆，爭吵也隨之而來。所幸產

學合作計畫的專業協助如及時雨，讓黑狗

兄能夠補齊本身之不足，透過教授與學生

的幫助，轉型露出了一道曙光。

為了瞭解形形色色的品牌，黑狗兄北

上台北拜訪多個通路，才發現品牌的意

思，是要說故事給消費者，讓消費者從認

同轉而進行消費。而包裝的過程是最艱辛

的，因為必須透過品牌形象與創新才能說

服消費者。結束北上行程的黑狗兄露出

自信的眼神，轉型成功已有幾分把握。現

在，黑狗兄心病好了，因為有更多事需要

他去衝、去闖。「我要留下來，我不要被

K.O」，這句話正在黑狗兄心理發熱。

台灣是個出口導向的國家，20世紀受

到美國的庇護，透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吸引歐美日國際知名大廠前來設廠，刻苦

耐勞的勞工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今非

昔比，在自由貿易的架構下，台灣產業要

面對後段班的追趕，更面對前段班的技術

性夾殺。

台灣受限於中國因素而導致自由貿易

協定簽約數量停滯不前，許多產業怪罪於

此，自由貿易協定簽約數不應是產業蕭條

的藉口。台灣勞動力水準高，擁有優秀的

人才，但卻受限於不長進的產業政策，而

導致薪資停滯 16年，甚至導致優秀人才

外流他國。影片中的黑狗兄從工專畢業便

進入紡織業，後來自行創業當頭家，對此

產業的優勢與劣勢了然於心。起初轉型

的想法萌生時，正反意見時常擾亂黑狗兄

的心思，因為只要上游貿易商知道下游代

工廠欲自創品牌，訂單便隨即轉向其他代

工廠，因此轉型之路是深思熟慮後勇敢決

定，不成功，便成仁。

台灣多數產業已對「廉價外勞」上

癮，甚至藥癮越來越大，近年更要求政府

以預核外勞政策開放更多外勞，近來勞委

會為滿足財團需求甚至欲開放緬甸勞工來

台，有這麼多便宜又耐操的外籍勞工，轉

型壓力早已被拋諸腦後。

韓國品牌已趁勢崛起，中國品牌也努

力擺脫「山寨」的刻板印象，台灣還要再

以「代工」創造下一個經濟奇蹟嗎？還是

選擇和黑狗兄一起奮力一搏呢？值得你我

深思。

◎延伸閱讀：

http://bw.businessweekly.com.tw/

event/2013/SockNRoll/Cover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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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

全金聯20歲賀禮與許願－落實團體協商理念 

《工會出擊：磨協商利劍！》 
NEGOTIATION ON THE GO！

■主編：韓仕賢（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協作：李佳育（臺灣企銀工會總幹事）

　　　　　　　王志豪（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

■出版：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出版日期：2013年 9月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出版說明

為了讓更多金融業勞工認同、支持

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於去年

10月改寫再版關於工會組織概念的手冊 

─《沒錯，你需要工會！》（印量：6,000

本），這本討論勞工爭取「團結權」，以改

善勞動條件、提升經濟生活的手冊獲得好

評，也鼓舞本會再接再厲，想要出版簡介

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的

系列手冊。

想法有了，遂從今年初開始蒐集、閱

讀相關資料與構思、撰寫這本介紹「協商

權」的手冊。欣逢本會今年 9月慶祝成立
20周年，這本討論團體協商實務運作的手

冊 ─《工會出擊：磨協商利劍！》順利付

梓，除了當作工會 20歲的賀禮，也代表

金融業工會組織發展漸趨成熟，進而將透

過團結、集體的力量行使「協商權」，以

落實與雇主協商締結團體協約的理念。

「十年磨一劍」，本會從 2002年協助

台北銀行、高雄銀行相繼簽訂團體協約以

來，累積了不少有意義的締約案例及協商

經驗，雖然每件案例的協商過程不盡相

同，結果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是都有其值

得參考借鏡的地方。

在彙集整理這些來自協商現場的第一

手觀察心得、工會協商代表的實戰經驗及

感想，以及參照解讀現行法規與相關學理

後，本會融合鑄造了這把協商利劍，希望

日後能給更多工會及其幹部有一參考運用

的實務手冊，使其在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

時，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特別感謝本會會務顧問、台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建文副教授於初稿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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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寶貴意見，以及永豐銀行工會鍾馥吉

理事長、臺灣銀行工會吳振昌理事長、富

邦金控集團工會王得權理事長、台北富邦

銀行工會葉金上理事長、渣打銀行工會郭

寅輝理事長、大眾銀行工會許榮富常務理

事的案例經驗分享。

 主編的話

雖然這 10年來，金融業工會的組織

發展尚稱穩健，但是仍有不少財團、外資

掌控的私營金融機構，視工會組織為洪水

猛獸、工會幹部是破壞分子，必欲除之而

後快。

而且，我們的社會長期被「勞資和

諧」、「勞資雙贏」這些虛幻口號嚴重誤

導，試問：企業經營利潤的分配是誰決

定？公司資遣解僱勞工是誰做主？每月業

績目標是誰說了算？

沒有勞方的聲音，沒有工會可以代表

勞工與雇主進行協商，所謂和諧雙贏只是

空口嚼舌，無稽之談。

我 們 希 望 有 朝 一

日，可以攻破這些企業

「帝國」的銅牆鐵壁，在

這一大片毫無集體勞動

關係意識的不毛之地，

灑下希望的種子，繼而

成長茁壯，綻放「勞資

協商、共同決定」的美

麗鮮花。

 手冊目錄

第1章：工會是咱的「靠

山」

第2章：搭協商橋樑－團體協商現況與法

律規範

第3章：掌握遊戲規則－團體協約的協商

程序

第4章：為勞動權益打樁－團體協約約定

事項

第5章：智與力的折衝－協商技巧與僵局

處理

 怎麼購買？

本書出版收入，全數充作工會組織發

展之經費；有意購買這本手冊以支持本會

出版構想的團體及個人，歡迎連絡全國金

融業工會聯合總會（02）2325-4852，感

謝您的贊助。

 贊助價：新台幣150元（團購50本以
上，每本100元）

 訂購匯款帳號：3010-51-09188100
（彰化銀行城內分行）





如何取得全產總「工訊」？
全國產業總工會為全國性工會組織，擁有會員數二十餘萬人，所出版之期刊「工訊」，發

送對象以所屬會員工會及其分會、學術研究單位、友會等團體為主，目的是讓會員瞭解本會最

新動態、近期關注的勞動議題以及勞動新知的介紹，每年度預計發行四期。如個別之一般社會

大眾想要獲取刊物資訊，可透過以下方式取得：

1	上網看工訊
工訊各期出刊後均已同步全文上傳至本會網站，建議您可至本會網站（http://www.tctu.

org.tw/ ->出版品 ->上網看工訊）自行下載各期工訊 PDF檔案閱讀，但請勿使用於營利目

的，如需引用內容請註明出處。

2	郵局劃撥索閱
如需索取紙本，惠請贊助刊物印刷及郵件處理工本費每期 100元（如需索取舊期工訊，請

先電洽祕書處 02-23630980確認是否尚有庫存），郵政劃撥帳號：19519344，戶名：全國產業總

工會。劃撥收據敬請註明刊物收件人姓名、住址及所欲索取之期別，並傳真至 02-33652950。

※本會另有少量庫存之精裝典藏合訂本，索取合訂本之工本費每冊1500元：

工訊合訂本第一冊：試刊號至第十期 .........................【庫存量：6冊】

工訊合訂本第二冊：第十一期至第二十期 .............【庫存量：9冊】

工訊合訂本第三冊：第二十一期至第三十期 .......【庫存量＞10冊】

工訊合訂本第四冊：第三十一期至第四十期 .......【庫存量＞10冊】

3	信用卡小額捐款
認同本會理念，願意小額捐款贊助工會發展，可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捐款 100元

以上扣款成功即贈閱 1期。

如何停止或更改「工訊」寄送？
如需變更全產總「工訊」寄送地址，請填妥下表後回傳至 02-33652950；如欲停止寄送，

請來電 02-23630980告知。

地址變更傳真回條：

原收件人姓名： 變更收件人姓名：

原收件地址： 變更新址為：

聯絡電話： E-mail：

【支持自主工運發展歡迎小額捐款，並贊助刊物印刷及郵件處理工本費】

全國產業總工會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