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勞工新聞

 S 空服員集中在華航總公司前呼口號進行罷

工(1050624)

 S 華信工會12日在華信航空舉行記者會，爭
取與華航同工同酬，工會與資方進行協

商，成員在旁表達訴求。(1050712)

 S 勞團前往行政院抗議一例一休與警方發生推擠

 S 一例一休擬付委勞團代表絕食(1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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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產業總工會第六屆會員 
代表大會於台北召開第一次會議

 ▌組訓部

  全國產業總工會於 105年 6月 27、28日於台北國軍英雄館（臺北市長沙街一段 20

號）召開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本次會議除了討論議案並表揚優秀幹部及

會務人員、選舉正副理事長及監事。

 Â預備會議

由莊爵安理事長擔任主席報告大會召集情形；會員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小組召

集人曾小玲代表報告代表資格審查結果；在場會員代表全額無異議通過確認大會議

程，並確認大會祕書處工作人員名單；推選大會主席團主席五位：莊爵安代表、江健

興代表、鄭光明代表、趙銘圓代表、游宏生代表等五名。

 Â開幕式

由莊爵安理事長主持，邀請勞動部次長林三貴、立法院長辦公室高建智特助、立

法委員李秀彥、台灣總工會理事長蔡明鎮致詞，過程簡單而隆重。

本次蒞會貴賓：立法委員李秀彥、立法委員鍾孔炤、立法委員張宏陸辦公室主任

張基長、立法院長蘇嘉全特助高建智、台灣總工會理事長蔡明鎮、台灣鐵路工會理事

長謝勝明、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林萬福、台北市自來水企業工會理事長張正

杰、台北市總工會常務理事羅煥禎、台灣公路工會秘書長羅秋美、台灣總工會秘書長

張鈺民、全國勞工聯盟副秘書長祁德亮 ...等。 

表揚優秀工會幹部及會務人員，由勞動部次長林三貴頒發 42位優秀工會幹部及會

務人員獎座，並與受獎人合影留念。

 Â選舉

由主席團裡的趙銘圓主席擔任主持正副理事長及監事的選舉，主席逐一確認委託

代表名單，確認委託名單共 13人。主席宣布開始選舉，停止報到及委託，逕行推選

發票員﹙歐清堯代表、胡淋森代表﹚、唱票員﹙陳隆鈞代表、孫明財代表、連國評代

表﹚、記票員﹙馬文祥代表、張瑞琨代表、陳立人代表﹚及監票員﹙李錦棟代表、陳

明輝代表﹚等辦理選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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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並由主席宣布選舉結果：

(1) 理事長、副理事長選舉結果：

親自出席及委託領票數共計164票，有效票158票、廢票6票。一號候選人莊爵安及

鄭光明獲158票，主席宣布1號候選人當選，代表均無異議。

(2) 監事、候補監事選舉結果：

親自出席及委託領票數共計164票，有效票163票、廢票1票。主席宣布選舉結果。

（依得票數）：

張維鈞（78票）、張瑞坤（75票）、陳枝章（67票）、曾堃賢（64票）、陳建

立（60票）、張瓅云(59票）、邱煥池（58票）、辜利富（56票）、謝明華（53

票）、林文江（52票）、林佳慶(52票)、蔡桂華（52票）、劉昇達(52票)。以上

十三名當選為本會第六屆監事。

候補監事四名：

陳涵酉（47票）、林銘川（39票）、柳朝旺（30票）、陳明仁（26票）。

 Â第一次會

由游宏生主席擔任主持，主要為：報告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決議案執

行情形、第五屆理事會工作及本會外派委員報告、第五屆監事會工作報告。

 Â第二次會

由江健興主席擔任主持，主要討論議題有：ITUC （國際工會聯合會）邀請本會申

請入會案、有關勞工退休金改革案、協助爭取將台銀、輸銀及土銀員工納入公保年金

適用對象、新政府刻正全盤檢討年金制度，請協助爭取保留財政部所屬公營銀行現職

及退休員工優惠存款制度、請政府加強查緝白牌菸 (私劣菸 )，以維護全民健康 ...等。

臨時動議則有：有關國營事業單位績效獎金發放方式，建議行政院應依事業特性

與面臨環境、市場競爭之不同﹐改採以「盈餘提撥方式」為之；請行政院有關國營事

業單位調整薪資案應與公務機關脫鉤，以符國營事業單位獎懲公平及現代化企業經營

管理原則；對於全面開放、全面競爭的國營事業單位相關法規應與鬆綁 (尤其採購、

人事、政風、會計 )...。

 Â閉幕式

由鄭光明主席擔任主持，大會至此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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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莊理事長主持本次代表大會開幕儀式

 S 來賓與會盛況空前

 S 勞動部林三貴次長致辭  S 李秀彥立法委員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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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立法院長辦公室高建智特助致辭  S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林萬福

致辭

 S 勞動部林次長頒獎表揚優秀幹部及會務人員

 S 台灣總工會理事

長蔡明鎮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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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勞動部林次長莊理事長與受獎人合影

 S 勞動部郭國文次長蒞會致辭  S 主席團趙銘圓主席說明選舉注意事項

 S 選舉開始查驗票匭  S 選舉開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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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選舉結果莊理事長與鄭光明

副理事長以158票當選

 S 費鴻泰立法委員晚宴致辭

 S 賴世葆立法委員晚宴致辭  S 游宏生主席主持第一次會議

 S 戴秘書長報告本會業務執行狀況  S 監事會召集人柳朝旺報告監事會業務執行

況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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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江健興主席主持第2次會進行議案討論  S 議案討論(趙乙澤代表發言)

 S 議案討論(候佳雄代表發言)  S 議案討論(林碩杰代表發言)

 S 議案討論(陳宗燦代表發言)  S 議案討論(辜利富代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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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議案討論(胡淋森代表發言)

 S 鄭光明主席主持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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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產業總工會第六屆理監事會 
第一次會議

 ▌組訓部

本會於 105年 07月 12日 (星期二 )上午十時於台灣石油工會（台北市重慶南路

一段 7號 10樓）召開第六屆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

第一次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由莊理事長主持

第二次會由莊理事長主持，進行選舉本會第六屆常務理事。

選舉結果：

 1. 除理事長莊爵安、副理事長鄭光明依章程規定為當然常務理事之外，本次理事會推

選十五席常務理事。

 2. 經出席理事全數無異議通過江健興、吳振昌、林鈞陶、林裕發、林慶男、邱奕淦、

洪秀龍、陳宗燦、曾小玲、游宏生、葛作亮、廖誼炳、趙銘圓、鄭木欽、顧文宗等

十五名為本會第六屆常務理事。

本會新任監事於第一次會後，即全體轉往 6樓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由張維鈞

監事擔任主席，經出席監事全數通過，推選林文江為本會第六屆監事會召集人。

 S 莊理事長主持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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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張維鈞監事主持監事會召集人之選舉

 S 林文江監事當選監事會召集人

 S 理事與會情形(1)  S 理事與會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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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議案討論(歐清堯理事發言)

 S 議案討論(溫增繁理事發言)

 S 議案討論(朱傳炳常務理事發言)

 S 議案討論(陳嘉麟理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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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罷工鬥爭中實踐民主--- 
華航空服員工會罷工隨想

 ▌慕褘辰

台灣首次航空產業 24日的罷工行動

成功地使華航公司宣布 6月 24日班機全

數停飛，引發國人熱議。作為一場罷工，

華航空服員所欲凸顯的是「紅眼航班」下

過勞與勞動條件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如同

期在罷工宣言中所指出的：「桃園市空服

員職業工會願意成為這場戰爭中勞方的先

鋒，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台灣必須告

別長工時的過勞時代。」（註 1）強大的罷工

正當性，不僅得到時代力量與部分民進黨

中央民代與桃園市長鄭文燦的支持，蔡英

文總統於 24日上午出訪巴拿馬前在華航

專機上發表談話中直言「你們關切你們同

仁在台灣所做的努力，要爭取其權益和尊

嚴」、「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

如同許多評論者會提出的疑問，為何

在這半年間罷工事件突然間多了起來？而

且在地理範圍上幾乎皆集中在桃園？這只

會是「一場」罷工行動嗎？還是，這一

場罷工行動將在未來引發更多的產業行動

（industrial action）？台灣新一波工會運

動的時代來臨了嗎？筆者以下將從國內政

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以及行動者

註1：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2016，〈桃園市
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宣言：這是休息時間

的戰，爭〉，6月23日，蘋果日報網站：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60623/892674/。

的能動性四個角度切入這一場罷工事件，

試著說明以上的問題，同時，從勞勞相

爭、複數工會與搭便車問題以及國營事業

罷工潮等三個角度探討在「後罷工」階段

中台灣社會集體的反應，以及工會運動必

須克服的問題與下一次行動的障礙。

��對勞工有利的的政治環境

寬鬆的政治環境確實有利於產業行

動，台灣解嚴後的歷史最能夠說明這個狀

況。台灣在 1987年解嚴之前，確實因為

環境、婦權等議題而激盪了某些社會漣

漪，當中亦不乏像是「鹿港反杜邦」之類

較大型的群眾運動。但一直到 1987年蔣

經國總統宣布解嚴之後，台灣在經濟成長

下茁壯的社會力以及對社會不正義問題的

情緒累積中於找到宣洩的破口，換言之，

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能夠有助於抗爭

行動的蜂起，其主要原因，簡單的說，抗

議的成本降低了，抗爭者不會因為發動、

參與抗議而被送去綠島、泰源「進修」。

類似的狀況也在其它國家發生。像是

在美國在 1929年大蕭條之後，產業界一

片哀鴻遍野，勞工失業率急速上升，且當

時羅斯福總統（FDR）所欲採取的政策是

透過企業主的手解決經濟危機，從價格管

制到企業合併不一而足，但也因為資本家

不願意合作，使得羅斯福與資本家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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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組成，但在 1933年之後情況出現轉

折，為了挽救持續跌宕的經濟羅斯福開始

轉移聯盟對象到勞工身上，希望透過勞工

購買力的提昇，也就是需求面管理的方式

刺激經濟景氣，這也是吾人所熟知到「新

政」，做為「新政」重要組成部分的《國

家產業復興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於 1933 年通過之後，美

國勞工終於首次獲得合法加入工會的權

利，1935年通過俗稱華格納法案的《全

國 勞 資 關 係 法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確定私營企業勞工組織工

會、進行集體談判以及罷工的權利。可以

想像，在 1930年代中期美國在經濟不景

氣的階段迎接最猛烈的罷工潮，而在罷工

潮退潮之後，更戰鬥性的罷工與產業行為

取而代之。

在台灣，解嚴之後寬鬆的政治環境確

實有助於產業行動，但是在台灣，產業行

動，無論是罷工、怠工甚至搗毀工廠的

行動，發生的次數相當之低，主要是因為

能夠行使罷工權、集體談判權的單位是在

工會手上。一旦工會怠惰、或組織實力未

滿時，是比較不可能發展出推動產業行動

的意願。此外，民進黨在 2016年 5月的

重新執政確實具有一個勞工運動較為友善

的可能性，這不是說民進黨對勞工必然友

善，而是民進黨這一次輕鬆上台其實得益

於自 2013年以來台灣公民運動的蓬勃發

展，再加上時代力量這個「友黨」積極開

拓地盤的選票壓力下，使民進黨政府在政

治理性上必須有效回應工會運動的訴求。

換言之，2016 與 2000 年的政治環境已

經大大有別，2000年的時空環境下阿扁

不僅是少數總統，同時國內藍綠 /國族身

份認同政治仍是主要社會分歧，到 2016

年，蔡英文是「一致政府」下的總統，同

時國族身份認同政治在島內已有初步共

識，這直接提昇經社領域議題在社會中的

能見度。

��還不算太壞的經濟景況

經濟環境是影響產業行動相當重要的

一塊。一般人常會認為在經濟狀況不佳的

狀況下比較容易出現產業行動，但在是

事實上並不然。原因在於，在經濟不景氣

的狀況下，勞動者基於個體「保飯碗」的

經濟理性使然，降低了進行產業行動的動

機；相反，在經濟較為景氣的階段，勞動

者一方面較不擔憂工作無著的問題，相形

之下增加參與產業行動的意願。

台灣當前的經濟狀況還尚稱平順，在

2013 年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1.47%，

但在 2013 年第四季到 2015 年第一季維

持在 3.31%-4.26% 之間，即便之後的經

濟成長率急速下降到「保一」邊緣，但吾

人從孫窮理《前仆後繼 篳路藍縷 鳥瞰台

灣 30年罷工史》這一篇分析報導中對近

一年台灣罷工相關事件的整理發現，（註 2）

光是從 2015 年四月到 2016 年的華航空

服員罷工中，短短的 14個月之間台灣就

發生了八起罷工相關事件，當中發動罷工

成功的共有三件。而近半年來華航勞資關

註2： 孫窮理， 2 0 1 6，〈前仆後繼篳路藍縷
鳥瞰台灣 3 0年罷工史〉，焦點事件 
網站：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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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長期盤據新聞版面，無論是惡意解雇維

護工會的幹部、還是空服員與機師工會揚

言罷工，不諱言，華航資方所作所為所營

造出強大的「相對剝奪感」對這一波產業

行動發揮了推波助瀾之效。

「相對剝奪感」一直是解釋社會運動

甚至政治革命運動時重要的觀念。在華航

空服員工會罷工的案例中，吾人同樣需

要觀察「相對剝奪感」在這促進抗爭行動

中所起的效用。早在 2015年初，媒體即

已披露華航在 2013年稅後虧損 12.74 億

元，但董監事每年酬金卻增加 30餘萬的

不名譽事件，更令人齒冷的是與華航員工

在同年的年終獎金僅有 2萬元。華航董監

事「犧牲於你，享受在我」的心態暴露無

遺，員工能不感受到相對剝奪感？果不其

然，桃園機師工會率先發難發動罷工投票

通過，得到華航資方保障年度休假 116天

的承諾，同年 11月，華航企業工會三分

會改組為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就在今

年 5月 5日，華航以簡訊方式逕自宣佈空

服員工作報到地點由台北改為桃園，並要

求空服員簽署《勞基法》84-1條責任制的

約定書，一只簡訊就砍掉了華航空服員每

天 80分鐘的工資。工時大增加薪水卻不

漲，華航資方火上加油，直接增添空服員

不滿的薪柴。

簡單地說，經濟景況並不能解釋一

切，否則，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經濟各

項數據表現得更好，但產業行動其實並不

多。但是當「相對剝奪感」出現後，吾人

看見的是結合國族身份認同論述的太陽花

運動，輕易擊退朱立倫的蔡英文，以及今

天與台灣整體勞動條件相綁在一塊兒的華

航空服員罷工。

資料來源：孫窮理，《前仆後繼 篳路藍縷 鳥瞰台灣30年罷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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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者的能動性與制度
環境

桃園是一個特殊的地方。作為大台北

地區的衛星都市，桃園的機能性一項相當

強，他不僅擁有農地，還有為數不少的工

業區，以及全台最重要的機場，當年北台

灣重要的水庫，還有中科院與陸總部兩大

軍事基地。桃園縣除了因為製造業產業結

構比重迅速上升之外，隨之而來的環境污

染問題也接踵而至，桃園與彰化可說是台

灣土地污染最嚴重的兩個地區，由中壢地

區選出的王浩宇是台灣綠黨在 1996年由

雲林地區的高孟定當選國代之後至今唯一

的一位綠黨民代。另一方面，桃園縣本身

的工會活動亦不惶多讓，像是 1990年代

的機場聯誼會（大園區）、以及福昌、聯

福工會臥軌抗爭（前桃園市）都在桃園，

但桃園縣產業總工會卻直到 2006年才成

立，距離於 1994年成立的第一個縣市級

產總 -北縣產業 -足足遲到了 13年之久。

雖說晚到，但桃產總成立之初即積蓄

了不少工會運作的能量，期間雖不乏內部

鬥爭，但無可諱言的是桃產總比較能夠重

現台灣在 1990年代初期的工人運動組織

型態。那種把基層工會經營與拓展基層工

會組織率當作最重要工會事務的組織型態

中，著重的是工會組織者、工會幹部的教

育與訓練以及夥伴關係的建立，這與其它

工會中幹部獨大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工會

組織者以及工會幹部在這裡以較為平等的

方式結合。與其他縣市總工會系統相比

較，桃產總在這幾年間不僅培養出最多第

一線組織工作者，同時，也逐漸展現出可

觀的工人運動能量。無論在國道收費員抗

爭及全國關場工人連線、爭取勞工七天國

定假日不被砍的運動都可以看到後改名為

桃市產總的身影。

從陳品存與孫窮理整理的表中吾人不

難發現，在過去 14個月當中成功發動罷

工的工會，包括華潔洗滌工會、合正科技

工會以及現在罷工中的空服員工會都是桃

產總進行組織工作的基層工會。尤其需要

加重說明的是，空服員工會自訂的的罷工

門檻超高，需要會員七成同意票始能進行

罷工，較之於《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1項規定過半同意的門檻高出甚多，

這不僅顯示出工會對罷工行為的高度自

律，同時也顯現出基層工會組織者對組織

工作流露的自信。

最後，這一次的空服員罷工也突出了

《工會法》於 2011 年 5 月修施行之後基

層工會組織的變遷。在過去，場廠、企業

工會組織只能有一家，獨佔性的經營使得

部分不肖工會幹部往往藉著訊息的壟斷、

相關規定的熟稔以及與企業的友好默契而

壟斷勞資事務的推展。《工會法》修改的

目的之一在於建立以結社自由精神為核

心，強調自由入會以及結社上的自由化，

而不是過去以國家統合主義綱領下的「強

制入會」。也因此，過去的如歐洲中古時

期的封建堡壘的基層工會出現鬆動的可能

性，因此在當時成為工會界爭議的焦點。

幸好，《工會法》修正條文還是通過了，

也使這一次空服員罷工成為可能。你很難

想像，如果還是過去的華航工會三分會時

期，華航空服員要如何才能夠克服其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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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質疑，以及掌握華航企業工會機器的

保守勢力行使罷工權？但是複數工會體制

使這一切出現了可能性，複數工會體制本

意不是如工會既得利益者所言分散勞工力

量之舉，而是在自由競爭會員的前提下，

給會員更多工會選擇的自由與空間。

當 6月 24日短達 21小時的罷工因勞

資談判於晚間九點取得成果而宣告結束之

後，社會輿論對這一場罷工出現另一些不

同的聲音，如同總統大選辯論一般，重點

不在於辯論當時說了什麼，在 48小時以

內的各方如何解讀才是評價這一場罷工

的關鍵，同時有助於了解為何社會敵視工

會，尤其是泛官股企業工會的心態。

��華航空勤與地勤之間的衝突-
勞勞相爭

"你問我現在感覺是什麼？我非常憤

怒，非常憤怒。空服員罷工，變成全公司

的共業。空服員享有這塊他們爭到的成

果，其他的，全部都是地勤幫來收拾。然

後他們若無其事回去飛，好像什麼事情都

沒有發生過。" 

"我覺得，罷工的空服員其實要的就

是更多的錢，他們抗爭的邏輯，就是利用

民粹，用合理的去綁架不合理，簡單來說

就是要偷渡那塊肥肉（津貼）啦，他們就

是自私自利的一群人。"

Z小姐，華航客服人員 引自陳虹瑾，

〈華航罷工 21小時，沒有參與的人在做什

麼？想什麼？〉。（註 3）

從華航地勤工作人員 Z小姐的心聲中

吾人不難嗅出在這一場罷工之中，華航部

分其它員工對空服員罷工抱持相當不諒解

的態度。這種態度主要可以分做幾項：

 1. 罷工投票與宣布罷工中間時間相當

短，沒有與公司協商的意願，突襲式

罷工使公司措手不及；

 2. 結果就是當2 4日當天所有被旅客辱

罵、在櫃檯、行李室種種繁雜的事務

都加重了地勤與服務人員的工時、勞

動強度以及心理負擔；

 3. 這種不負責任的突襲式罷工使公司必

須賠償旅行社、旅客，以及損失營收

高達新台幣10億元，嚴重傷害公司的

獲利、商譽與未來公司發展的前景；

 4. 最後，空服員就是最自私自利的一群

人，既然有吵的小孩就有糖吃，大家

都應該去當那個會吵的小孩。

這是現實存在的呼聲，社會名為「勞

勞相爭、弱勢相殘」。因為資方能拿出來

分配的「餅」就是這麼大，當空服員從這

塊餅中拿走更多時其它職種員工自然會擔

心自己是否在未來分配得較少，勞勞相爭

背後落實的是經濟理性計算。所以先前反

對罷工的華航企業工會也在 25日嚷嚷著

要罷工，或是，集體休假，而當走到這一

步，反空服員罷工派先前對空服員罷工的

註3： 陳虹瑾， 2 0 1 6，〈華航罷工 2 1小時，
沒有參與的人在做什麼？想什麼？〉 
端傳媒網站：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30-taiwan-china-
airlines-ground-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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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也立刻失去了其立論的基礎，回到

「原來罷工就是保障自己勞動條件」這一

個最基本的道理罷了。華航員工內部的反

空服員罷工派不能不看到這一點 -最後，

你們還是透過某種「恫嚇」公司的手段遂

行自己的目的，原來，團結，即便是臨時

故作姿態，還是有些效果的。

至於是否在複數工會體制下，勞勞相

爭必然形成常態，吾人必須回到工會體制

內尋求解答。

��複數工會問題

在《工會法》於 2011年修法施行之

前，台灣的工會體制就是產 / 職業分立

下的複數工會體制，而在 2011年修法之

後，確定台灣當前能夠擁有四種合法的工

會組織：同一產業類別下的勞工組成的產

業工會、同一雇主或同一場廠的勞工組成

之企業工會、同一地區相同職業的從業勞

工組成的職業工會，以及上述工會進行結

合的工會聯合組織。華航空服員在此新的

法律規範下，它可以加入「桃園縣空服員

職業工會」、「華航企業工會」、「航空運輸

產業工會」，而這些工會都可以參加「中

華民國全國航空業總工會」。在現實中，

華航企業工會的主力通吃了後三項工會系

統。2014年 9月成立的「中華航空公司

修護工廠企業工會」以及 2015年成立的

桃園縣空服員職業工會最後都選擇出走，

走出自己的自主工會路。

儘管諸多評論認為並不能夠從這次罷

工肯定複數工會體制所具有的優越性，但

首先事實勝於雄辯，如果沒有複數工會

運作的空間，以及桃園市政府勞工局相對

的開明作風，不僅連罷工投票的機會都沒

有，更不消說成功罷工，而保守被動的企

業工會在工會競爭的壓力下只有被迫在後

跟進向資方提出八大訴求，並在最後向社

會坦承「感謝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幫他

們『上了一課』。」

資深工運人士吳永毅博士在這一場

罷工結束時於其臉書上感嘆：「2000人抗

爭，8000人坐享其成，恐怕是工運要面

對的常態。」吳老師反應的是複數工會體

制下抗爭與成果間的勞逸不均中的搭便車

問題。其實，複數工會引發的問題還真不

少，像是中華電信公司勞工董事派任問題

就涉及九家企業工會之間的協商而難產；

華隆自救會靠 330餘人抗爭，但之後讓未

參與抗議行動的 700人搭了便車領到退

休金的八成，搭便車者還訕笑抗爭者，堪

稱弱勢相殘的著例。而在這一次空服員罷

工事件中，複數工會與搭便車問題都出現

了。在複數工會體制下，從良善的角度出

發，工會之間彼此溝通與協調是相當必要

的，不過這又與工會成立的歷史相關，比

方說，期待中華電信企業工會與中華電信

公司 -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企業工會這兩

家敵對的工會在短期內出現協商的可能性

應該很低，但空服員工會、修護工會與機

師工會之間關係就尚稱良好。更多的互動

才有彼此理解以及換位思考的可能性，不

僅能夠增進此之間的認同，同時也得以降

低合作的成本。

至於搭便車問題，取決的還是工會的

能力。在筆者曾經參與的東菱自救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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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救會由於掌握了最後一筆補償金發

放的權力從而消滅了搭便車者的空間。倘

使工會強大到能夠取得資源分配的權力，

比如說，取得外站津貼、獎金等等物質利

益的分配權，就能夠稍稍消解搭便車者存

在的可能性。但這一方面需要至為強大的

工會力量，同時，在未涉及貨幣的其它勞

動條件部分就難以辦理。搭便車問題實在

防不勝防，複數工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使

得公司管理階層本身就掌握分而治之的工

具，在當前工會體制下皆難以避免，這可

以是良性的路線之爭，但也同樣包括著惡

性的派系之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權力

分配問題，勞勞相爭其實本就是常態。

��國營事業罷工潮？

不少人指控空服員工會以及國營、半

官股工會醞釀的罷工潮以及勞動條件的提

昇不過是揩國家的油。其實，像是中油、

華航、大多屬官股銀行都已經公司化，這

些企業固然不能夠完全以純利潤導向的私

營企業視之，但若謂用人民稅金倒貼則是

完全失真。罷工或其它產業行動需師出有

名。如同桃產總秘書長林佳瑋表示，解決

不合理的工時問題是這一次空服員罷工主

要的訴求，也因為台灣民眾長期在高工時

下的過勞問題甚為嚴重，相當容易引起民

眾共鳴，相信只要泛官股的工會展開產業

行動時能夠提得出能夠獲得社會支持的訴

求，從這一次空服員工會獲得的社會支持

來看，不會太難。

但不容忽視的是台灣的私營企業內工

會組織率是相當低的，也因此只要泛官股

工會稍稍提出那麼一丁點改善勞動條件的

訴求，「比爛」、「比慘」等等對整體勞動

條件提昇毫無意義的反挫聲浪（俗稱「酸

文」）將層出不窮。不諱言，這一次空服

員罷工結束後網路立刻傳出反制的聲浪，

批評空服員「毫無專業」卻擁有高薪，而

完全忽略工作中的高風險、高空中紫外線

爆表的工作環境、不能像一般人還有起碼

的上下班導致生理時鐘失調與家庭生活失

衡等等。質言之，台灣是一個缺乏勞動階

級互助的傳統與階級認同，且個人主義高

漲的社會，在主流媒體對產業行動頻頻打

壓，社群媒體酸民文化充斥的情況下，工

會必須在平時就在輿論與具體作為上進行

私利與公眾利益相結合的工作，才能儲備

足夠的糧草，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

��傳承這一份得來不易的鬥爭
果實

過去台灣社會並不習慣罷工，甚至對

於社會抗議抱持否定的態度，還記得華隆

自救會意圖以臥軌癱瘓台鐵運輸抗議被華

隆資方坑殺退休金問題時，乘客還在旁邊

高喊「碾死」的殘酷情景嗎？空服員罷工

使社會對罷工耳目一新，這或許與 2014

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公民意識的崛起相關，

「自己的勞動條件自己救」言簡意賅，但

也凸顯國內諸多大型私營企業勞工連工會

都付之闕如的現實，而低工會組織率與台

灣內部勞動條件在這十餘年來不斷往下探

底之間肯定具有內在的關連性。空服員吹

起了向惡劣勞動條件戰鬥的號角，台灣工

會界把這根棒子接下去實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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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空服員集中在華航總公司前呼口號進行罷工

 S 席地而臥渡過罷工夜

 S 空服員罷工夜宿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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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S 很累...但仍要堅持保障權益

 S 打上字幕宣示爭取權益

 S 幹部向會員收集身份證護照顯示

決心

 S 這場罷工被民眾喻為深具顏值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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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要勞工法案修正及勞工政策
重點整理

 ▌政策部

��勞基法

  增訂並勞動基準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規定解釋令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1日勞動條 3字第 1050131243號    勞動部令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

布，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故本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指勞工

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

但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作時者，

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

另，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前

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之一之規定，不適用之。

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效。

(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報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份條文休正案逾期失效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1日  勞動條 3字第 1050131239號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之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依行政程序法第八條、第四十八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六十二條規定，自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失效。

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起，適用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修正布，

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前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條文。

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效。

 (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報 )



23

法令動態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20日  勞動發就字第 10505068871號    勞動部令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18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第四條受託單位受理下列各款失業勞工之求職登記，

經就業諮詢無法推介就業者，得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十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二、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前項失業期間之計算，以勞工未有參加就業保險或勞工保險紀錄之日起

算。

第一項第一款之特定對象如下：

一、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失業者。

二、身心障礙者。

三、長期失業者。

四、獨力負擔家計者。

五、原住民。

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七、更生受保護人。

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

九、二度就業婦女。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第21條 雇主依前二條規定申請僱用獎助，依下列規定核發：

一、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酬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下列標準核發：

(一)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月
發給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月
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三) 僱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月發給新臺
幣八千元。

二、勞雇雙方約定按前款以外方式給付工資者，依下列標準核發：

(一)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小
時發給新臺幣六十五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 僱用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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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給新臺幣五十五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三) 僱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人員，依受僱人數每人每小時發給新
臺幣四十五元，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八千元。

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合併領取本僱用獎助及政府機關其他之就業促進

相關補助或津貼，最長以十二個月為限。

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以上雇主，並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各

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獎助；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按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

間，依序核發。但獎助金額每月合計不得超過第一項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

高金額。

第22條 失業被保險人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諮詢及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求職交通補助

金：

一、其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二、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第23條 前條之勞工申請求職交通補助金，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補助金領取收據。

二、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申請者，除檢附前項規定文件外，並應檢附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第 30條 前條之勞工向就業當地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搬遷補助金者，應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於搬遷之日起九十日內為之：

一、搬遷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搬遷費用收據。

五、搬遷後居住處所之居住證明文件。

六、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件。

七、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委託書。

八、居住處所查詢同意書。

九、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稱搬遷費用，指搬運、寄送傢俱或生活所需用品之合理必要

費用。但不含包裝人工費及包裝材料費用。

 (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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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

勞工七天假復活 缺配套的放假秀
 ▌ 2016-06-23 02:47 聯合報 邱斯／教（新北市）

  勞動部擬推動修正勞動基準法，取消勞工國定七天假日，以落實周休二日，改善勞

工的工作環境。這原本是好事一樁，卻因政策溝通不足，所有媒體都聚焦在「教師節

教師不放假，勞工卻可放假」的荒謬邏輯！

筆者樂見政府改善勞工工作條件，包括調高基本工資、享「帶薪休假」的基本人

權，但期盼「一次到位」的改革，而不是根據民意邊罵邊修改、徒增社會紛擾，跟隨

民意，毫無章法亂改革！

如果勞動部擬推動勞工能「周休二日」和「國定假日」比照公務人員，全國一

致，那勞工這七天國定假日是否會再「配套刪除」？還是照樣放假無誤？因為國定假

日勞工上班的話，雇主則必須支付「雙倍工資」，勞資必有一方不滿意，政府真正的態

度如何？

教師節教師要上班，實際是勞工放假，其實只是凸顯這場放假秀太過倉促、缺乏

統觀、荒腔走板！政府有責盡速表態，做好配套措施，以免爭議擴大！

 S 勞工團體日前赴勞動部陳情，要求勞動部還給勞工七天的國定

假日。 聯合報資料照片 記者陳易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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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

空服員擬罷工 
華航重訓「地勤」接替

 ▌ 2016年06月04日13:05

華航空服員不滿報到地點從松

山改到桃園，擬提申請罷工醞釀暑

假癱瘓華航，近來有空服員發現 6

月 3 日機上出現 2 名「地勤見習

生」，痛批華航真的是瘋了，擺明

不怕罷工，叫地勤上來當空姐，根

本無視飛安；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

會也質疑，華航無誠意要解決空服

員問題，只想反制罷工。華航則表

示，這些見習生原本都是空服員，

之後轉任地面辦公室人員，目前正報核民航局的復職訓練進行飛航課程見習，準備復

飛，網路不實謠言已蒐證，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臉書上轉貼空服員文章，指 6月 3日機上華航出現 2名地

勤見習生，空服員說他 20幾年來兢兢業業，克盡職守，但在機艙裡看到另外 2個莫名

其妙單位的人上飛機以後，他對這公司徹底失望了，也終於明白公司是怎麼看空服員

的了，「完全不理會我們的訴求，也不在乎我們罷工，就是為了我們罷工作替補人力的

準備，原來我們是可以這樣被輕易代替的？！」該名空服員甚至呼籲民眾不要搭華航，

太誇張了，太危險了。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表示，事後經查這些地勤見習員都是曾當過空服員的人，

之後轉任一般地勤，離開空服工作未超過 2年，根據《民航法》，未超過 2年者重訓 3

天就可上線，雖然沒有違法民航法規，但卻讓人質疑華航挑此時重訓調職空服員，根

本沒有誠意要解決空服員的問題，只想要反制罷工。

華航則發聲明稱，近期參與復職訓練的人員原本都是空服員，依照民航局核備計

畫接受復職訓練。一切作業均符合空勤人員從業規範及民航局法規，針對網路不實傳

言，恐損及公司形象與信譽，本公司已進行蒐證，保留法律追訴權。

 S 華航空服員下機，準備入境離開機場。黃仲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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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表示，華航空服員可因個人因素申請轉調非空勤工作或申請留停，若再接受

民航局核備的復職訓練課程，包含地面學科訓練及線上飛行考核訓練，可符合法規擔

任空服員職務，一切復職訓練計畫事前均已報民航局核備，絕無飛安疑慮；參與復職

訓練人員均通過標準的空勤人員體檢合格，及規定時數的地面訓練考核 (包含緊急逃

生訓練、安全訓練、急救訓練、危險品訓練等 )，各項訓練課程均有簽到及訓練記錄，

通過考核後進行一定次數的機上飛行訓練，也有班表佐證完成民航局規範的訓練任務。

華航指出，每年有近 300 位空服員接受復職訓練，包括懷孕、留職停薪等空服員

回復工作前，都依規定執行。(李姿慧／台北報導 )

國內勞工新聞

批華航無視勞基法壓搾工時 
空服員怒吼：最快6月罷工

 ▌ 2016/05/13 11:34:00 記者潘照文／台北報導

華航上百位空服員揚言罷

工，今（13）日出面抗議，華

航剝削空服員，要求他們簽署

84-1 條款，引發爭議，包含 6

月起不得在台北華航園區報到，

從台北到桃園 50分鐘車程不列

入工時，工時被短報 80分鐘。

華航日前於凌晨發簡訊要

求空服員簽署 84-1條款，員工不滿加班費、工時及休假權益都將不受勞基法的規範，

因此動員到勞動部表達抗議，如果華航不做出回應，揚言最快在 6月集體罷工。

華航空服員：「公司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然後在凌晨的時後就通知大家，更改原

本報到的地點，工時的計算也是私自更改，也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而且如果是合法

的行為的話，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在凌晨的時候通知大家呢？」

有空服員表示，以前他們可以在台北松山園區報到，不過新措施上路後完全不

行，從台北到桃園報到的 50分鐘車程將不算在工時之內，另外航班落地之後，空服員

需要將免稅商品繳交到華航總部，原本有 1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將被壓縮到 30分鐘，

工時總共被短報 80分鐘，讓空服員十分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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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

華航罷工投票超過99.5%同意 
將於近日內展開罷工

【自由報導】華航勞資雙方因為工時、休假等問題遲遲無法達成共識，空服員以

舉辦罷工投票等具體行動，拒絕俗稱「責任制條款」的《勞基法》84條之 1，希望將
休息時間還給空服員。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8日起發起罷工投票，陸續在台北、高
雄、桃園舉辦投票，今（21）日最後一天投票於晚間六點結束，隨即借用桃園市產業
總工會位於八德區的辦公室進行開票，開票過程不開放旁觀，僅開放會員入內觀看開

票狀況，開票全程有律師監票。桃園市政府勞工局則有派員到場了解開票過程。

此次罷工投票共有二張票，一張是支持罷工與否，另一張票則是是否支持罷工時

拉起封鎖線。工會秘書林佳瑋表示，工會會員人數共 2638人，全數均華航空服員，2
週來共有 2548人出席投票，估算投票率為 96％，開票預計持續到深夜或隔天凌晨結束。

深夜 11點 40分，歷經 3.5小時後投票結果出爐，2535張同意罷工票，9張不同
意罷工票，3張無效票，贊成罷工得票率超過 99.5％，已大幅超過工會於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通過的七成同意票之罷工門檻。工會宣布拿到實質罷工權，將於近日內正式展

開罷工。但在有進一步的行動之前，工會還是希望資方拿出誠懇態度與工會協商。

國內勞工新聞

華航罷工成功！ 勞動部：7項訴求都達成共識

 ▌ 2016-06-24 21:00 聯合報 記者洪欣慈╱即時報導

華航空服員工會今下午 4時與資方展開勞資協商，經過 4小時半協商，勞動部次
長郭國文出面對外說明。郭國文表示，勞方提出的 7項訴求皆已達成初步共識，但
「有些有附帶條件」，是否結束罷工，還是尊重工會決定，工會將回到罷工現場和大家

宣布後再做決定。

郭國文表示，今協商過程尚稱順利，除了「偶爾揚高音量」，但七項訴求幾乎都有

共識，細節稍後會做成文字公布。其中報到處部分，華航公司同意改回松山報到，也

會還給勞工減少的 80分鐘。84-1條部分，則同意由工會進行討論凝聚共識後，向公
司正式提出。

討論最久的是外站津貼。郭國文說，外站津貼討論時一度造成僵局，但最後雙方

都展現誠意，最後決議分階段實施，今年 7月 1日先給 4元美金，明年五一勞動節調
成 5元美金，但僅限工會會員適用，禁止「搭便車」。

 S 華航罷工投票，空服員挺身投票爭取自身權益。

 S 勞動部次長郭國文晚間出面說明，

指出華航勞資雙方在勞動部的協商

初步達成共識，雙方都釋出很大的

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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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罷工吵什麼？7大爭議總整理
 ▌ 2016年06月22日06:24

《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整事項經勞資爭議調解破裂、工會經會員投票過半數

同意，可合法罷工。而華航首次取得國內空服員罷工權！《蘋果》報導，航空龍頭業

者華航與空服員爆發工時、津貼等勞資爭議，經調解破裂，勞方依法可進行罷工投票，

並在昨晚獲兩千多名空服員投票贊成，工會宣告取得合法罷工權，揚言近日展開罷工、

「絕對會癱瘓華航運作」；華航強調不放棄溝通，且絕不會讓旅客權益受損。民航局指，

消費權益如受損害，將可求償。而華航的勞資爭議究竟是什麼？總計有 7大項整理如
下。（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Â空服工會7大訴求及華航回應

訴求1.外站津貼每小時5美元，非會員不得享有
華航： 簽署《勞基法》第84-1約定書之空服員，將比照機師給每小時3美元外站津貼

訴求2.保障年休123天、月休8天、季休30天
華航： 簽署《勞基法》第84-1約定書之空服員給予年排116天（不含在外站休息日

數），每月保障排休8天，不足者年度結算以全薪買回

訴求3.實施考績雙向互評
華航： 互評易製造對立，評比項目及比重可與工會協商

訴求4.給予空服工會代表、理事、監事會務假
華航：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並非僅處理與華航相關之業務，全面給會務假不合理，

將有條件核予會務假

訴求5.不得更改會員現行報到處及工時計算方式
華航： 華航企業總部已搬至桃園，所有至總部上班員工及飛航組員均以總部報到開始

計算工時

訴求6.國定假日出勤雙倍工資
華航： 國定假日已挪移至其他日，無加倍工資問題，挪移後之休息日出勤，會給加倍

工資

訴求7.除越洋航線，全面回歸《勞基法》保障
華航： 無論越洋航線或區域航線皆屬輪班性質，均有例假日挪移及女性夜間工作之必

要。工時約定書會由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核可，《勞基法》權益會受保障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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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罷工虧損全民買單？ 
簡單舉例告訴你

 ▌ 2016-06-27 17:02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

身為華航大股東之一的政府，因

持有 45%公股股權，在華航空服員
罷工後隨即有輿論指出，勞工爭取到

的權益與罷工損失將轉嫁到民眾身

上。對此有網友在批踢踢指出，先

不算 1993年華航民營化時，政府出
脫持股是否已將原本的資金收回，

光 1988到 2007年領的股利就不知多
少，如今拿增加稅收負擔打擊空姐，

是一大笑話。

華航空服員罷工兩天獲得資方同意所有訴求，連帶的讓原先反對罷工的華航企業

工會跳出來，要求資方開啟比照空服員福利的協商。有華航前總經理出面指出，罷工

損失的經額與福利支出等項目，恐怕將由全民買單。

此話一出，被網友 po文反擊，華航從 2008年開放兩岸直航以來，只發了 0.86元
股利，根本是經營不善，如今還敢歸咎到人事成本僅占 10%的空服員身上，太過牽強。

網友整理了華航歷年來的股價，包括 1999年 4月 23日的 40元、2008年 3月 21
日的 27.11元，再到 2010年 12月 31日的 25.8元，最後跌到 2009年 9月 4日是 7.75
元，也沒人指責華航高層經營不善，現在卻有人將政府是華航大股東為由，認為罷工

會導致股票下跌、市值減少導致全民買單，是混淆視聽。

網友找出華航歷年股利／股息分配一覽表，上頭明載了 2001年至 2007年華航一
共發了 6.32元的股利，且均含股票股利；反觀 2008年開放兩岸直航後，到 2016年僅
發了 0.86元的股利，反問華航為何航點增加了，營業利益卻下降，「企業經營是老闆
的責任，而非員工的責任。」

以民眾在罷工前購買 10萬分之一華航股票為例，罷工後假如空服員薪資增加了 5
億元，「難道華航會跟你要 5000元，去支付空服員增加的薪資嗎？」以此類推華航也
不會找政府要，空服員加薪全民買單的說法便不攻自破。

 S 華航空服員完成了空服員史上第一次罷工，卻傳

出罷工期間華航的損失，將由稅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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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地勤7/1不罷工了！ 
資方接受8點訴求危機解除

 ▌ 2016年06月28日 15:49記者賴文萱／台北報導

華航企業工會 28日再度與華航高層進行協商，提出 8大訴求希望華航能接受。目

前勞資雙方代表訴求已達一定共識，且會完成簽約，化解原先工會嗆 7/1全員工集體

「依法休假」危機。

華航勞資雙方繼昨天協商破局後，今日再度重回談判桌談判，由華航總經理謝世

謙出面與工會主談。針對工會提出的 8點訴求，目前已達成共識，並會進行簽約。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葛作亮表示，考慮到對旅客的責任，雙方都有心坐下來談，

因此最後訴求很快就達到共識，從早上談到下午終於有好結果。

華航企業工會昨協商破局，曾嗆 7月 1日起所有工會員工將依法請假，形同另種

形式的罷工。在今天協商圓滿結束後，華航罷工危機暫時告一段落。

華航企業工會 8項訴求：

 1. 恢復全體員工年度晉支，並追補原凍結之年資。

 2. 全體員工（包含機師）交通時間，併入工作時間計算。

 3. 空勤差旅費一律調升至每小時5美元，提升生活品質，所有機師及客艙組員條件一

致。

 4. 調高空勤差旅費之支出，公司其餘員工也必須受到同等照顧，要求地勤津貼調整到

1萬5000元。

 5. 保證全公司員工全年休假日為123天，國定假日上班2倍薪資。

 6. 提高時薪人員的福利與待

遇。

 7. 提高現有證照津貼，另加

6000元，機場人員代理航津

貼為5000元，並將所有相關

職場證照落實津貼給予。

 8. 外派人員津貼不變，另提供

住宿及交通。
 S 協商達共識 7月起華航地勤加發獎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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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信工會嗆中秋節休假 
要求與華航同工同酬 勞資協商破局

 ▌ 2016年07月13日  蘋果日報

【戴安瑋╱台北報導】繼中

華航空空服員罷工、企業工會

揚言集體休假，成功迫使資方

讓步後，華航集團旗下華信航

空工會，昨也發動上百人到華

信門口抗議，提出華信應與華

航同工同酬等六大訴求，由於

勞資談判未果，工會揚言中秋

連假將合法休假，下周將提出

勞資爭議調解，為明年元旦發

動罷工鋪路。華信航空強調，

將持續與工會協商。

華信航空目前飛航台北、

台中、金門、馬公、台東、高雄、花蓮七個國內航點，每周約一百四十班；兩岸及國

際航線共二十九條，每周約一百二十三班。員工約六百多人，加入工會者約五百多人。 

 Â機師年薪相差百萬

由於不滿薪資等待遇遠低於華航，加上維修部門人力長期不足，過去數年與資方

協商又未獲改善，華信工會昨發動上百員工到華信門口抗議，高喊「我是華信，不是

阿信」、「本是一家人，不把我當人」等口號，引起路過民眾側目。

劉姓機師說，他在華信擔任機師十六年，與華航機師同航線、同樣飛行時數的機

師相較，年薪少約一百萬元，全年休假也比華航機師少四十五天。一名華信空服員

說，其年薪僅約華航空服員的六成。

 Â醞釀明年元旦罷工

華信工會提出華信員工應與華航同工同酬、津貼也應比照華航等六大訴求，最晚

 S 1050712華信工會12日在華信航空大門口舉行記者會，
爭取與華航同工同酬，華信工會理事長吳彥賢（左2）
為員工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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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全部實施，勞資隨即展開

協商，歷經一個多小時，工會

理事長吳彥賢出面召開記者會，

痛批資方連同工同酬訴求都「推

推推、雙方根本談不下去」，工

會宣告談判破裂，揚言中秋節

將集體合法休假，並將循罷工

程序，醞釀明年元旦及明年春

節發動合法罷工。

現場工會會員情緒激動要

求：「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出來解

決！」吳彥賢並說，華信董事長

布達當天，將帶隊衝入現場抗議。 

 Â總經理：須有依據

華信航空總經理韓梁中說，華航規模及組織複雜，華信工會要同工同酬，一定要

有具體數字及依據，才有辦法談下去，會繼續跟工會溝通，找雙方可接受的平衡點。

交通部次長王國材說，希望華信勞資雙方多談幾次，找到共識。

吳彥賢回應，工會協商大門一直敞開，下周工會將先送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為

爭取合法罷工權鋪路。育有兩名小孩的民眾黃小姐說，本來打算中秋連假，帶小孩從

花蓮搭華信班機回高雄老家過節，現考慮改搭其他交通工具了。 

 Â華信航空工會6大訴求

 1. 即起不得挪移國定假日，並保障全年休假123天，每季未休足天數，年度內應補3

倍天數

 2. 8/1起，華信員工所有津貼應比照華航

 3. 8/1起，資方應依《勞基法》安排工時，並停止引用責任制條款

 4. 12/1前，調整華信人事制度與薪資，讓華信員工與華航同工同酬

 5. 12/31前，與工會簽訂協商12年未果的團體協約

 6. 上述協議事項限工會會員適用

 S 1050712華信工會12日在華信航空舉行記者會，爭取與
華航同工同酬，工會與資方進行協商，成員在旁表達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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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國定假日不取消 
7大工商團體：無限期終止勞資協商

 ▌ 2016/06/27 13:29記者趙曉慧／台北報導

說好的 7天國定假日只紀念不放假但

卻又翻案，氣得 7大工商團體今（27）日

近午召開記者會，痛批政府沒有誠信、放

任勞資對立，工總理事長許勝雄提出，政

府若在立法院本會期未通過修法取消 7天

假，工商團體決議無限期終止一切勞資協

商，直到政府正式公告之後，再來決定是

否重啟協商。

對於 7 天國定假日爭議，許勝雄表

示，為了讓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周休

二日修法取得共識，勞動部在去年召開 35場座談會，最終獲得勞資雙方的共識，工時

由雙周 84小時縮減為單周 40小時。

許勝雄進一步表示，但勞工全年總休假天數將增加 13天，為了兼顧勞工休假權益

及企業經營成本，當時談妥 2項附加條件，分別是每月加班時數上限由 46小時放寬為

54小時，且刪除 7個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與軍公教人員一致。

政府、資方、勞方 3方取得的共識與配套措施，卻未獲得立法院通過，違反當初

勞資協議結果，許勝雄表示「令人遺憾」。

針對台灣勞工工時在全球仍偏高的外界疑慮，許勝雄澄清，若依照原定協議與配

套措施，勞工全年總休假天數已由 110天增加為 116天，且台灣全年平均工時為 2134

小時，若依照原本協議還可進一步降至 2086小時，都低於南韓的 2146小時、新加坡

2392小時，香港 2392小時（2010年統計）。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也補充表示，台灣勞工全年休假與歐洲相比「不遑多

讓」，每年有 7到 10天的休假、婚假、陪產假、半薪病假等。

林伯豐還說，今日召開記者會主要提出 2個訴求，要求政府信守承諾兌現原本的協

議，以及勞工的工時計算應該與公務員一致，如果政府不能夠信守承諾，「那就終止協商」。

今日記者會召開之前，工鬥等勞工團體約 20多人，突然現身抗議，在一樓大樓門口

 S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提出，政府若在立法院

本會期未通過修法取消7天假，工商團體決
議無限期終止一切勞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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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口號之後，隨即進入工總大樓 12樓，更直搗工總會議室 (記者會場地 )門外，要求進場

與 7大工商團體代表「公開辯論」，與阻擋的工總工作人員爆發肢體衝突，場面一度緊張。

對於門外抗議團體的叫囂，商總副理事長許舒博有感而發表示「不樂意見到」，社

會需要更多和諧環境，若抗爭可以達到共識，那就抗爭就好。他說，當初與政府談好

的協議，應該先上路，遇到問題再修正，而不是原來承諾還沒走，就要求新的承諾，

「政府本來就是扮演中間角色，不應放任勞資方對立。」

電電公會副理事長鄭富雄也持同樣看法，政府的角色本來是公親，但沒扮演好公

親，還製造更多問題。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林慧瑛說，政府應該信守承諾，要帶動經

濟成長，不是在勞動成本上打轉，增加勞資對立。

國內勞工新聞

一例一休規避加班費？ 
勞團要求禁雇主「加班換休」

 ▌ 2016-06-30  14:04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為落實

週休二日，勞動部提出修法「一例一

休」，提高休息日加班費工資、取消

勞工 7天國定假日，引發勞團不滿，

勞團認為，雖然聽起來是提高加班

費，但基層勞工「吃不到」，雇主還

會以「加班換休」規避給付加班費，

勞動部的解釋反而合法化工時彈性化。

行政院拍板「一例一休」修法版

本，引發勞工團體不滿，今天前往行

政院抗議，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江建興指出，勞團立場很清楚，堅持每週 40小時

工時，不再增加、廢除變形工時，且國定假日 19天，以及徹底落實週休二日。

《央廣》報導，勞團質疑，勞動部「一例一休」雖然提高加班費，但雇主會以「加

班換休」的方式規避給付加班費，勞動部的解釋反而變成工時彈性化合法，若真要

「一例一休」，就必須嚴禁雇主「加班換休」，而且應該當天就給薪資，再給勞工休息日

出勤的補假，於加班後 7天內補休 1天，這才是真正有落實週休二日。

 S 行政院拍板「一例一休」，勞團赴政院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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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 政院意外吐實： 
商總不會激烈反對，只是提出而已

 ▌ 2016/06/30 12:34:00記者盧素梅／台北報導

勞動部力推勞基法周休二日修法採「一例一休」方案，引發企業界反彈，勞動部

再三強調會和勞資雙方積極溝通。行政院在會後轉述經濟部上午在行政院會中發言竟

指出，「目前是商總比較反對，但不會真正激烈抗爭，只是提出而已」、「工總表示，不

能直接舉雙手雙腳贊成」。政院隨後澄清，「經濟部檔案誤植」，改貼較為溫和的經濟部

說法新聞稿。

行政院會上午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推一例一休修法。行政院稍

後說明經濟部在院會發言指出：黨政協商後，經濟部同仁就開始與七大工商團體溝通

至半夜，目前是商總比較反對，但不會真正激烈抗爭，只是提出而已。另工總表示，

不能直接舉雙手雙腳贊成，希望未來推動時，雙方能有折衷空間可以往前走，往前走

時要看最後修法完成的整體法案架構，才願作進一步評論。

隨後行政院緊趕緊澄清內容誤植，並說明：經濟部也積極與工商團體溝通協商，

了解工商界的看法，過程中經濟部強調，勞資雙方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是一致

的，希望雙方能達成共識。工商團體則表達企業經營不易，重視並肯定員工的貢獻，

會努力照顧勞工的需求與權益，希望雙方能取得共識。此外，工商團體也反映，由於

此一修法已經過多次調整，希望能看到完整的修法，而非逐條調整，進而喪失原立法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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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砍假七天將過 
工鬥場外抗議嗆絕食

 ▌ 2016-07-17 13:49:49 聯合晚報 記者楊美玲／台北報導

民進黨立委將在立法院臨時會通過減少勞工國定假日七天，新制一例一休的勞基

法修正草案，工鬥團體難以接受，要在民進黨全代會場外抗議，要求民進黨回應是否

落實還假七天與真正周休二日承諾，否則將於 7月 19日立法院臨時會當天，展開無限

期絕食抗爭。

工鬥發言人郭冠均表示，從 6月 7日勞動部與工商團體協商提出砍假案以來，工

鬥團體與民眾不斷提出異議，勞動部不願面對各方反對聲音，7月 10日行政院長林

全、立法院長蘇嘉全與七大工商團體晚宴後，決定在臨時會強行過關。

郭冠均說，民進黨一上台就對外表示將國定假日七天還給勞工，蔡英文總統選前

也對工鬥團體承諾，若無法確保所有勞工權益不受損，絕不會砍掉七天假，現在政院

版修法草案，七天假廢除，所有勞工包括原先早已周休二日者、部分工時者權益，都

將受損，民進黨背棄對勞工承諾。

郭冠均表示，工鬥團體除了赴民進黨全代會場外抗議，希望民進黨看到台灣勞工

高工時、低工資的慘況，把七天假還給勞工，落實真正的周休二日。若民進黨仍舊執

意強行通過，工鬥將於臨時會當天，展開無限期絕食抗爭，反對民進黨惡政到底。

 S 為了抗議「 一例一休」及討回失去的七天假，2016工鬥團體19日在立法
院大門前展開絕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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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一例一休 工鬥絕食抗議
 ▌ 2016-07-19  聯合影音

立法院明天將召開臨時會，周四衛環委員會將審查勞動基準法有關「一例一休」

的修法，為了抗議民進黨取消七天假、行政院通過勞動部的「一例一休」，2016工鬥

團體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前展開絕食，抗議成員批評民進黨政府靠勞工起家，現在過河

拆橋，「轉型正義都轉到財團去了」，若臨時會強渡關山強行通過一例一休，「絕對誓死

抗爭到底」。

工鬥表示，目前有 8人進行絕食抗議，訴求就是改成周休二例並還勞工七天假；

桃園產業總工會總顧問毛振飛說，絕食活動要有擴散效應，而他們的行動將持續到倒

下去為止，也歡迎大家來幫絕食者打氣；工鬥成員盧其宏說，總統蔡英文選前承諾，

若損及勞工利益，絕不會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但現在民進黨一執政，就立刻站在資

方那邊，變回選前說勞工假太多的蔡英文，現在又要透過「一例一休」的修法，讓資

方有名義強迫勞工無償勞動，勞工們除了絕食之外已經不知有什麼方法可以抗議。

8名絕食代表包括毛振飛、華航修護企業工會劉惠忠、新竹縣產業總工會范玉梅、

環保局工會藍志銘等人，今天記者會上他們依次將寫有「絕食」紅字的黃布條綁在額

頭，並一同宣讀絕食宣言，悼念過去台灣過勞死的勞工，並質問「從勞基法立法的

1984年到今天，勞工賣命加班，為資方創造驚人利潤後，工人賺回什麼？」、「現在正

是台灣勞工能否擺脫過勞的關鍵」，說完後進入絕食棚，展開絕食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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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未定 今朝野再協商 
一例一休擬付委 勞團代表絕食

 ▌ 2016年07月20日 04:10 中國時報  周思宇、周毓翔、楊孟立／台北報導

立法院長蘇嘉全昨針對臨時會召集朝野協商，但沒結論，今上午舉行談話會前將

二度協商。面對民進黨團《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立法決心，國民黨表示，將全面

杯葛國營事業預算案，民進黨不會好過 !

國民黨團書記長林德福昨強調，國

民黨反對針對性及不公不義立法。民進

黨團規畫將黨產、「一例一休」《勞基

法》初審及 105年度國營事業預算案列

為臨時會議程，國民黨團則提出蔡英文

總統國情報告、加拿大牛肉進口報告及

國民黨立委吳志揚所提《勞基法》修法

「兩例休」納入討論。

不過對民進黨將在臨時會讓「一例

一休」版本《勞基法》付委，「2016工鬥」勞團昨上午赴立院大門口抗議，並有 8位

代表將進行無限期絕食抗議，要求民進黨立委撤案。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直言，國民黨提案是幌子，目的是拖延、杯葛不當黨產條例

立法，屆時國民黨不論文攻或武鬥，民進黨已備妥劇本因應。談及臨時會召開次數，

柯建銘說，除黨產、勞基法、預算外，另有司法院正副院長人事同意權、集遊法、選

罷法要處理，依情勢變遷原則，臨時會至少開兩次。

黨內部亦評估，這次可能是擋不了，將不會占領主席台，但該走的程序發言與變

更議程提案還是會做，且若《不當黨產條例》確定三讀通過，國民黨也將發動全面杯

葛國營事業預算案，國民黨團昨已要求立委各自加碼多提 20項預算案，要民進黨儘管

過了《不當黨產條例》也不會好過。

黨團副書記長許淑華說，上周五上演表決大戰是議事規則，非杯葛，主要要求蔡

英文總統就南海、雄三事件到立法院國情報告，也抗議民進黨執政後把清算法案優先

於民生法案。(中國時報 )

 S 一例一休擬付委勞團代表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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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罷工效應 郵政工會提3大訴求 
台鐵工會揚言集體休假

 ▌    2016年7月4日 下午8:32  風傳媒  華智豪

華航空服員罷工大獲全勝引發連鎖效應，國營或官股企業的工會也陸續跟進爭取

勞動權益。中華郵政工會提出 3大訴求，包括郵資調整、員額增加以及平均起薪調升

1成，要求資方近期提出具體回應。台鐵工會則將在 5日面見交通部長賀陳旦，針對

司機員缺額，列車長與維修人力不足窘境，要求政府提出解決方案，否則 9月 3日將

發動集體休假。

中華郵政工會指出，郵資已 25年未調整，郵資過低讓郵局失去競爭力。此外，中

華郵政工會理事長鄭光明表示，中華郵政面臨人力嚴重短缺，應鬆綁國營事業用人限

制，勿造成員工過勞。

相較其他國營企業平均起薪約 3萬 3000元至 3萬 4000元，中華郵政員工起薪只

有 3萬 75元，中華郵政工會主張全面調升平均起薪 1成；延長工作或休假日出勤若選

擇補休，補休時數應於《勞基法》明定比照延長工時工資計算。

此外，台鐵同樣也面臨人力短缺問題，2016年鐵路特考僅 2.4萬多人報考，創恢

復鐵路特考以來新低。台鐵工會秘書長劉人杰認為，花東鐵路電氣化後，台鐵車種、

班次增加，員額卻仍維持 1萬 4000人左右，至少短缺 1318人。

台鐵近來養護工被撞、列車出軌事故頻傳，劉人杰認為人力不足是主因，盼能與

新政府協商，重視國營企業勞工權益，補足缺額、合理休假或加班費補償。若訴求未

得到重視，原本規畫中秋節集體休假的時間點，將提前至 9月 3日軍人節發動。

交通部次長王國材則表示，每個單位情況不同，不可能都比照華航，但針對勞工

條件較差的單位，可以進一步討論。王國材強調，雙方要敞開心胸，兼顧勞工權益和

企業經營，至於人力短缺困境，單位內部應先進行人力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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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旦退讓 
台鐵工會宣布：不集體休假了

 ▌ 2016-07-05 17:54 聯合報 記者侯俐安╱即時報導

台鐵工會今天下午四點半約見交通部長賀陳旦，提出補充人力、縮減工時、薪資

結構調整三大訴求，雙方在 1小時內達成共識。

台鐵工會理事長謝勝明出面宣布「不集體休假了」，工會有收到賀陳旦釋出的善

意，賀陳旦針對三大訴求不僅都同意還加碼加速，並在 3天內報行政院。工會說，若

行政院不同意，將要求請見行政院長林全。

謝勝明表示，工會要求在今年內請增

303員額、並在 7月 15日前核定「營業人

員薪給表」，這兩項訴求部長都同意，還說

會在 3天內向行政院爭取，比原本工會要

求的一周更快；此外，工會要求在 3年內

補足預算員額 1318人，部長還進一步認為

應縮短到 2年內補足員額，但上述需求都

需「再看行政院誠意」。

原本工會指若今天協商不滿意，將召

開理監事大會決定 9月 3日或中秋節是否「集體請假」抗議，謝勝明表示今天已有收

到部長誠意，不會召開理監事大會，但會再 7月 8日常會中向會員們報告，接下來就

等 3天後行政院的決定，若行政院不同意將請見林全。

��台鐵工會拜會交通部三大訴求：

一、 長期人力不足，造成勞動環境惡化 -請行政院於7月15日前核定營運人員薪給

表-105年請增303員額，1個月內全額核定　-106年補足台鐵局請增預算員額1318

人

二、 請交通部尊重支持並督促台鐵局積極解決員工實際問題（勞動條件業已改變是否

再增人力之可行性評估）

三、 本會將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討論決議下一步行動。

 S 台鐵工會理事長謝勝明拜會賀陳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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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集體休假 危機暫解
 ▌ 2016-07-06 01:25:32 經濟日報 記者楊文琪／台北報導

台鐵工會集體休假危機暫時解除。交通部長賀陳旦昨（5）日接見台鐵工會幹部，

允諾三天內向行政院爭取台鐵不足的人力，並核定營業人員薪級制。台鐵工會理事長

謝勝明表示，部長釋出善意，接下來會觀察行政院的動作，如果行政院不同意，工會

將考慮到行政院見行政院長林全。

台鐵長期人力不足，屢次爭取足夠員額，都被刪減，工會認為，長久以來員工休

息時間不足，連續假日連處長都要加班，會影響到行車安全，希望交通部協助解決。

昨天工會提出請行政院 7月 15日前核定營運人員薪給表；2016年請增 303員額，一

個月內全核定；2017年補足台鐵請增預算員額 1,318人等三大訴求。

謝勝明說，部長很有誠意，同意前二項訴求，三天內行文行政院，協助爭取於 7

月 15日前核定營運人員薪級表，台鐵員工為公務員身分，但同等職級薪資比高普考公

務員低；以及今年增 303員額。至於第三項訴求，賀陳旦同意重新評估台鐵局勞動條

件，工會希望重新評估後比原來的 1,318人缺額再增加人手。

他表示，9 月 3 日的集體

休假將暫停，但工會將觀察一

陣子，若行政院不同意解決，

就考慮到行政院見林揆。他強

調，台鐵的勞工問題與華航不

同，台鐵是長期人力短缺沒有

補實，問題拖下去會影響行車

安全。

交通部指出，台鐵為最重

要的公共運輸系統，票價已逾

20年未調整，台鐵近年積極轉

型並開源節流，營運虧損逐年降低，客運量逐年提升，目前每日平均客運量由 2007年

46.5萬人次成長至 2015年 63.6萬人次，但預算員額未能合理成長，卻不增反減。

交通部說，人力短缺已影響台鐵基層同仁合理休假、服務品質及專業技術養成。

交通部充分理解問題，將積極協助適時補足必要人力。

 S 台鐵司機員人力吃緊,主要原因為編制員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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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全國罷工遊行抗議政府新勞動法
 ▌作者 古莉 發表時間 17-05-2016 更改時間 17-05-2016 發表時間 15:55

法國今天 5月 17日開始全國罷工。7家不願與政府妥協的工會定於今天 5月 17

日和周四 5月 19日舉行全國罷工和遊行，要求法國政府撤回勞動部長科姆麗的新勞動

法。這些工會認為這個新法偏向企業，損害工薪人員利益。新勞動將在 6月有參議院

審議。

工會呼籲不分行

業的工作者都上街

遊行抗議政府的新

勞動法。法國 7個工

會除號召罷工之外，

還在多地進行堵路

和封鎖物流區和港

口等活動。法國工人

力量 FO工會向法新

社表示，他們與勞工

總聯合會 CGT 一起

採取的堵路行動主要集中在法國北部地區和西部南特市，南部馬賽市，西南部波爾多

地區。堵路不涉及大巴黎地區。勞工總聯合會表示會封鎖勒 -阿佛爾港口和聖 -納紮

爾港口，並在里昂，梅茲，芒斯，拉羅舍爾進行各種抗議行動。

法國鐵路公司工會今天的罷工行動，根據預報，會導致列車車次減少三分之一。

但大巴黎地區的地鐵今天早晨基本正常。預計巴黎街頭今天將出現大量遊行示威者。

法國政府與工會磋商談判，做出各種讓步和修改後，在上週利用憲法第 49條第三

款，未經議會投票，通過了該法。據報道，法國多家工會反對新工作法在工作時間問

題上，規定各企業應以本企業勞資協議為準，而不以整個行業的勞資協議為準。

接下來要看法國參議院 6月的審議。參議院審議後還將送回國民議會通過。而法

國右翼控制的參院認為，政府勞動部長科姆麗的工作法在與工會的談判中已被抽去很

多重要內容，形同一隻空殼，因此要求審議最初的版本。

 S 法國工會和學生反對勞動法示威抗議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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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弄假成真？
 ▌作者：余佩樺譯 2016-03-01 天下雜誌592期

四個月後英國脫歐，並非完全不可能。歐盟接受了英國提出的留歐條件，卡麥隆

若仍無法說服自己的人民，不但會傷害英國，也將衝擊整個西方世界。 

英國的脫歐公投將在六月舉行，首相卡麥隆承諾力倡「留歐」，他提出來的留歐條

件，歐盟也全都答應了。這公投原是他要讓保守黨免於分裂而提出的訴求，卻演變成

正反雙方差距極微的局面。

四個月後英國脫離歐盟，並非不可能。若真如此，後果將十分嚴重，傷及英國經

濟也將危及英國國土安全。

對於已走在鋼索上的歐洲，更是重擊。這將拉遠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德國和它的最

大市場，也將使第五大軍事支出國英國與其盟友的連結斷裂。

支持脫歐者主張英國被歐洲拖累了，如果除去這道枷鎖，英國仍可作為一個開放

經濟體，繼續和歐洲及全世界貿易。這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不是。若參考挪威和瑞

士的例子，歐盟允許脫歐後的英國進入其市場前，也會先要求人民可自由移動為條件。

歐洲佔英國出口近一半，英國則不到歐盟出口的 10％。英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
德國和西班牙，而不是其他二十五個終究必須同意新貿易條約的國家。

對於一些懷疑歐盟者，如果它們的目的是拿回國家主權，這些值得英國脫歐，畢

竟歐盟幾乎干預所有事。

然而，在全球化時代，權力的交換和分配無可避免。例如，英國為了加入北約、

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而放棄部份主權。不在歐盟裡的英國將被「它所無權參與制定

的規則」限制。移民議題是個例外。在英國，半數外來移民來自歐盟，英國政府沒辦

法阻止；但若離開歐盟，它就能。但這麼做也有雙重成本，英國會失去全面進入歐盟

市場的權利。

脫歐還可能引起英國分裂。親歐盟的蘇格蘭，正再度爭取獨立；過去二十年，北

愛爾蘭的和平進程，仰賴英國和愛爾蘭同是歐盟成員的基礎。

近年，歐盟在西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裡的角色益發重要，不論是在伊朗核武談

判、恐怖主義、對俄制裁。沒了英國，歐盟執行其國際角色時，也會變得較為困難。

難怪俄羅斯總統普丁熱衷於英國脫歐，而歐巴馬不是。

這一連串事情，將取決目前開始的緊張角力。這是卡麥隆的豪賭，如果輸了，損

失將影響巨大。（余佩樺譯）

 S 6月16日，國會議員寇克斯（Joe Cox）遭槍擊身
亡，讓留歐與脫歐兩陣營原本尖銳對立、互不相

讓的爭辯急踩煞車...。

 S 「不想下周五一起床就與法拉吉『混逗陣』嗎」

公投前夕，英國街頭仍是脫歐、留歐兩邊宣傳的

角力場。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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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公投倒數 
倫敦前、現任市長大辯論

 ▌ 2016-06-22 14:23 聯合晚報 特派記者蕭白雪／倫敦21日電

英國脫歐公投進入倒數之際，

前任、現任倫敦市長強森與卡恩在

雙方陣營的大辯論交鋒成焦點，強

森喊話「脫歐，本周四（23日）可

成為我們國家的獨立日」；卡恩則堅

持倫敦要和歐盟在對抗氣候變遷、

恐怖主義等各議題上合作，保護人

民的安全。

英國脫歐公投進入倒數，首相

卡麥隆 21日下午在首相府外宣讀聲

明，向選民表示身為首相的第一責

任是維持國家的安全；他警告，若脫離歐盟，短期內將引發經濟衰退，中期而言則是

充滿不確定，長期來說，則是減少就業機會、降低工資、物價高漲。

兩大陣營在公投前夕的大辯論，脫歐陣營的前倫敦市長強森與支持留歐的現任市

長卡恩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大辯論上就移民、經濟、安全等問題激烈交鋒。

強森以支持留歐的工黨主席科賓坦承留在歐盟無法控制移民的數量，強調英國要

拿回邊境控制權、才能夠控制移民數量；他並批評，歐盟法院成為英國的最高立法機

構，連英國的離婚法律都可以管。

被視為一旦英國脫歐可望接替卡麥隆、成為下任首相的強森，在辯論最後發言時表

示，離開歐盟才能拿回控制權，「如果我們投下離開，本周四將是我們國家的獨立日」。

身為移民之子的現任倫敦市長卡恩除提出移民對英國的貢獻外，他更以保護倫敦

的安全為由，強調要和歐盟一起對抗氣候變遷、恐怖主義等議題；卡恩指出，過去曾

在倫敦發動攻擊的炸彈客，後來是在歐洲其他城市被逮捕後、引渡回英國受審。

留歐陣營指出，當歐洲刑警組織、英國情報單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都

對英國脫歐提出警告時，留在歐盟才能讓英國更安全。

 S 倫敦前市長強森（左三）和現任市長卡恩（中）

在脫歐公投前夕的大辯論後握手致意。



46
September 2016  工訊五十九

勞工新聞

國際勞工新聞

脫歐後的英國， 
還會接受人口自由流動嗎？

對英國來說，離開歐盟只是個開始，真正難解的其實是英國人將來想以什麼新的

姿態及身份認同來面對這個世界。

 ▌國際 英國脫歐 2016-07-20洪滋敏 

較早前，支持留歐的示威者於公

投結果出現後，聚集於國會所在地西

敏寺，表示反對公投結果，要求舉行

第二次公投。 

「現在英國脫歐公投過了，你們

在這裏的工作有被影響嗎？」一天我

在布魯塞爾的市區公車上，一名比利

時男士用英文向坐在對面的三名英國

女士拋出這個問題。其中一名女士說，英國政府似乎想對年輕人提出一個「雙重國籍

（Dual Citizenship）」的政策讓想留在歐盟的人有一條出路，「但現在仍只是個可能的
提案，將來該如何執行我們也不曉得。」

同期，Google發現自脫歐公投後輸入關鍵字「愛爾蘭護照（Irish Passport）」的數
量瞬間飆升，主要搜尋來自北愛爾蘭。波蘭大使館則表示，英國人諮詢波蘭護照的人

數在公投後激增 10,000%。

72%的投票率，52%支持脫歐的英國人，這場過了簡單半數的公投讓海外英國人
對未來是否能夠自由進出歐盟感到焦慮。

��海外英國人：我們怎麼辦？

自英國脫歐公投以來，主要使用法語的布魯塞爾市區彷彿突然間出現了許多英國

人，這是我去年夏天不曾發現的狀況，幾乎每個講著英語的路人都討論著 Brexit如何
影響自己。

英國脫歐，歐陸首先受到影響的，應屬歐盟總部布魯塞爾 --光市內就有至少十萬
人直接依靠歐盟生活。即使歐盟已表示就算英國脫歐，原本受僱於歐盟單位的英國人

仍能留下來，但實際上如何操作仍懸而未知。

英國普通民眾擔心的首要問題，便是今後是否還能自由進出鄰近的歐盟國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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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憂脫歐效應英國破300萬人連署再公投

否需要繁複的居留手續，則成為海外英國

人關注的焦點。

簡單舉挪威與瑞典兩個既不屬歐盟，

也不使用歐元的國家與英國比較。挪威與

瑞典雖不是歐盟成員國但卻是申根國，且

同意加入單一市場的四項自由準則，即貨

物、人員、服務及資金可在區域內自由流

動。英國目前雖不是申根國，但歐盟國籍

可以讓他們仍享有人員自由移動的機會。

一旦退出歐盟，既不是申根國又不是歐盟國，對於目前仍對加入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

移動準則爭議極大的英國來說， 除非重新談判，否則影響甚大。

目前在英國有超過十二萬來自歐盟國家的學生，而歐盟底下的學術交換項目伊拉

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也讓成千上萬的英國學生自由來去各個歐盟國家，且
享有同等的學費及福利。非歐盟國籍的學生，簽證或是入學申請皆要獨立辦理，且學

費可能比歐盟國籍的學生要高上十倍。

「我來這裏唸書，住在這裏都只要一組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完全不用多餘
的手續。將來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差距，所有未來的計劃可能都會因此重新洗牌。」一

名在比利時求學的英國人告訴端傳媒。

能否繼續自由進出歐盟對英國藝術工作者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一位來自愛爾蘭的

爵士樂手 Sam告訴端傳媒的記者，藉著歐盟國籍的優勢，英國樂手才可以長期在歐陸
國家內巡演，而不用擔心昂貴的簽證及麻煩的手續。

剛出頭的樂手最需要的就是演出機會，巡演基本上已經賺不了什麼錢，如果再加

上這麼一個簽證開銷，將來英國脫歐後，來自歐盟國家的邀約絕對會大大減少。 Sam 

��人口自由流動？人口自由流動！

歐盟於 6月 28、29日在布魯塞爾舉行英國脫歐公投後的首次峰會。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現場聚集超過一千三百名記者，佔滿了入口大廳，當中多來自英
國的媒體。 

當天總部外頭除了歐盟及執勤國的旗幟，也特別升起了英國的國旗。依照里斯本

條約，整個脫歐過程可能耗時兩年，在此之前英國仍屬於歐盟成員國，仍必須遵守各

項歐盟法律。

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只出席了第一天的高峰會， 晚餐會議將近
凌晨十二點才結束。卡梅倫隨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室裏擠得水泄不通，盛況超過去年

夏天的希臘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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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帶著些許遺憾的語氣，卡梅倫卻也堅定地表示英國確定脫歐的決定，接下來

只是考慮英國與歐盟該建立什麼樣新的關係。背後英國與歐盟的旗幟仍居於彼側，這

樣的歷史景象也許將不復見，整場記者會瀰漫著一股告別式般的氣氛。

對於卡梅倫在晚餐會議中提出的「英國脫歐源自歐盟政策上的不足」，歐洲執行委

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Jean-Claude Juncker語氣強烈地進行了反駁，重申
人口自由流動在內的歐盟價值。「當我還是盧森堡首相的時候，英國曾經是最推崇單一

市場的國家，包括人口自由流動。但這些年英國不斷地向國內大眾批評布魯塞爾。歐

盟也許不盡完美，但如今英國必須知道該承受什麼樣的後果。」

除此之外，德國、法國及意大利等國的領導人也都堅定地表示，英國不能只要因

單一市場擁有的與歐盟交易的優勢，卻不接受人口自由流動的原則。 

如果沒有了這四樣自由（商品，服務，人員，資本），歐盟將不具任何意義。 

歐洲理事會主席 Donald Tusk表示。 

公投期間，最具爭論的議題之一便是英國是否該接受「人口自由流動」。脫歐後，

歐盟堅決的表態讓此議題成了一個難解的燙手山芋。

如今，這塊燙手的山芋轉由英國新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來解決。自 2010
年執掌英國內政部以來，她最為人熟知的便是其任期內頒布的相關移民政策。

任期內，文翠珊曾頒布了一條旨在控制移民的政策，極富爭議。政策規定，英國

公民若想使非英國籍的配偶或子女移民英國，本人收入需至少高於 18600英鎊。

在未來，文翠珊掌舵的英國是否能接受「人口自由流動」仍屬未知。

��兩年談判：「什麼都無法決定才麻煩」

雖然英國脫歐已成定局，英國卻並不能夠「馬上離開歐盟」。英國需啟動里斯本條

約第 50條，從而開啟脫歐程序，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磋商談判，期限兩年。

��里斯本條約第50條�

《里斯本條約》由歐盟成員國於 2007年簽署，2009年 12月生效。其中第 50條訂
明：任何成員國均可按其本國符合憲法的需要，決定提出脫離歐盟的申請。 

這場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離婚」，如同一場蝴蝶海嘯一般，所影響的層面可能超乎

想像。即使英國還未正式向歐盟提交脫歐申請，但懸而未決的氣氛卻已經由上至下，

自內而外地擴散滲入影響至各個層面。

一名在歐洲執委會工作的德國女士曾面色憂愁地向我表示：「英國脫歐對我們的行

政作業影響非常大。」我回應：「但現在不是什麼都還沒有被決定嗎？」她苦笑著說：

「就是因為什麼都無法決定才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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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隔8個月 巴黎恐攻後...換尼斯遭重襲

 ▌ 2016-07-17 04:44 聯合報 編譯劉忠勇／綜合外電

激進組織「伊斯蘭國」（ＩＳ）

十六日宣稱至少造成八十四人死亡的

法國尼斯的恐怖攻擊行動，為該組織

的戰士所為。犯案的卡車司機當場遭

擊斃，法國警方另外逮捕五人。法國

仍被列為恐怖團體下手的目標，更可

怕的是，這種手法根本防不勝防。

法國警方所公布的行凶者布雷勒

是居住當地的突尼西亞裔法國人，

現年卅一歲。至於他是否是自己起

意或是配合任何伊斯蘭恐怖團體，檢方尚在調查中。

法國內政部長卡澤納夫表示，卡車撞輾人群是一種「新形態的攻擊」，凸顯「反恐

戰爭的極端艱難」。卡澤納夫還說，訪談過布雷勒的親朋好友後，當局認定布雷勒「激

進化」的速度非常快速：「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接收ＩＳ訊息，採取極端暴力行動，但未

必受過訓練或擁有傳統武器，就能發動大規模傷亡攻擊的個人。」

布雷勒駕駛十九噸卡車衝撞人群，造成二百零二人受傷，其中五十二人重傷，包

括廿五人需仰賴維生系統。

卡澤納夫說，情治單位並未將布雷勒列管，是因為他和激進伊斯蘭意識形態的關

聯並不顯著。

這是法國十八個月來第三起重大恐攻，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巴黎恐攻造成一百卅人

死亡後，法國總統歐蘭德批准成立一萬人的國安部隊加強反恐。但在野黨領袖認為，

尼斯恐攻證明反恐工作做得不夠。前總理居沛表示，法國情治單位出現漏洞和弱點。

歐洲和阿拉伯情報系統指出，ＩＳ從歐洲來的外籍志願者中以法國人最多。不

過，ＩＳ一直鼓動與恐怖團體無淵源的穆斯林伺機發動「孤狼式攻擊」，這次尼斯恐攻

和美國奧蘭多夜店顯然均屬此類。

儘管ＩＳ勢力範圍已縮減，恐攻恐怕不會就此消滅，法國和歐洲各大城市如同身

處前線，這是一場持久戰。

 S 法國尼斯卡車恐攻案發地點，十六日凌晨有民眾

聚集悼念死者。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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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郵政拒絕工會合同 
週六或罷工 全國送信受影響

 ▌   新唐人更新時間： 2016-06-29 11:00 AM [紐約時間]

【新唐人 2016年 06月 29日訊】

（記者王蘭報導）加拿大郵政公司星

期二拒絕了郵政工會合同延長協議，

協議達成的最後期限是這個星期六，

如果代表 5萬人的工會還是無法和郵

政公司達成協議，那麼工會就會罷工。

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請求郵政公

司將星期六的最後期限進一步延長。

如果請求獲得批准，那麼工會和郵政

公司就會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進行談

判，達成新協議。如果到時還是無法

達成協議，那麼郵政工會就會進行合

法罷工或停工。但郵政公司表示無法進一步延長期限。郵政公司從去年 12月份以來一

直試圖讓談判取得進展，但幾乎沒有成效。」郵政公司發言人 Jon Hamilton星期三早上

接受環球郵報採訪時說。

這就意味著工會和郵政公司只有兩天的時間達成協議，否則，全加拿大的送信服

務就會受到影響。「我們告知工會我們的談判小組準備好 7天 24小時談判，以便達成

協議。」 Hamilton說。如果工會代表的 5萬員工進行罷工或停工，那麼全國幾乎所有的

郵政服務將停滯。但福利機構和養老金支票發放除外。聯邦政府和省府已經準備應對

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的最壞的情況。

 S 罷工期間而收不到水電，天然氣，電話，網絡，

熱水爐（租用），信用卡，銀行等等賬單，或稅

務局郵件，政府鼓勵用網絡匯款或直接存款方式

繳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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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周五開始罷工
 ▌ eSee99  on 2016年07月06日

罷工期間而收不到水電，天然氣，電話，網絡，熱水爐（租用），信用卡，銀行等

等賬單，或稅務局郵件，政府鼓勵用網絡匯款或直接存款方式繳交費。

至於在網上購物的顧客，如在亞馬遜公司購買商品的消費者，該公司會盡可能採

用其他快遞公司送貨。但送貨時間可能遲緩，商戶最直接受到影響。

杜魯多表示，聯邦政府不會為了他們重返工作而考慮立法。據知，雙方的焦點是

有關改變員工養老金計劃。認為如按工會的要求新合約將需要額外增加 10億元。而這

次罷工也是針對郊區和城市郵差的工資問題，在郊區送信的女郵差工資是城市送信的

男郵差的 72%。但加拿大郵局認為工會的提薪要求太苛刻，公司沒有足夠資金補足薪

水。

聯邦就業部長米海查克 (MaryAnn Minychuk) 表示﹐如郵政中斷﹐聯邦政府已

有一應急計劃。但米海查克仍鼓勵勞資雙方繼續討論﹐並對雙方商談抱有希望。

(文 :eSee99)

國際勞工新聞

加拿大郵政和工會恢復談判
【大紀元 2016年 07月 11日訊】（大紀元記者林雪多倫多編譯報導）加拿大郵政和

郵政工人工會現計劃恢復勞工協議談判。據 CP24報導，勞工部長米丘克（MaryAnn 

Mihychuk）上週日（10日）發布了一份聲明，稱其對談判恢復表示高興。

雙方談判原來一直僵持在雇員養老金計劃改變及提高農村地區服務雇員的薪酬等

問題上。加郵政在上週發出鎖門（lockout）通告，一旦實施，它將從本週一 12點 01

分美國東部時間起，將 5萬名加入工會的郵政員工合法地拒之門外，不讓他們上班。

加郵政已多次抱怨其員工可能採取罷工而導致的不確定性，會給其客戶帶來影響。但

週日郵政發言人沒有說明是否會實施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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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罷工懸而未決 勞資雙方隔空交戰
 ▌加西周末 07-12 17:35 

牽動人心的加拿大郵政工人罷工風波已經持續許久。數月來，加國群眾始終在等待

罷工的靴子落地。不想，未見工會有所行動，加拿大郵政部門率先於 7月 5日發佈停擺

通知。由此看來，如果兩方不能儘快在養老福利制度與工資平等兩項關鍵問題上達成共

識，郵政工作暫停或已難免。而加國民眾的生活，也註定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談判桌上劍拔弩張�加郵政搶先停擺

發 生 在 加 拿 大 郵 政（Canada 

Post）與代表其雇員的加拿大郵政工

人聯合會（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之間的談判已經持續了數

月之久。加拿大民眾對此深感不安，

始終擔心郵政工人的突然罷工會給

自己的生活帶來不便。然而，罷工尚

未發生，在這場談判中作為資方的加

拿大郵政卻率先發難。7月 5日，加

拿大郵政發佈了一條於 72小時後生

效的 "關門令 "。這意味著加拿大郵

政單方面宣佈，如果週五前無法與工

會達成共識，他們將暫時關門歇業，停止郵政工人的正常工作。

在過去的數周中，加拿大郵政與工會多次隔空開火。加拿大郵政此前表示，他們

已於６月２５日向工會提供了一份方案。方案提出 "合理的工資上調 "並承諾所有目

前在職員工的養老福利 "不會改變 "。但這份方案也提出未來雇員的養老福利制度將

發生變化。工會方面迅速拒絕了這份方案，斥其為對工人的 "侮辱 "。對此，加拿大

郵政表示 "極度失望 "。同時，他們指責工會 "出爾反爾 "，批評工會對雙方於 2012

年的談判中所達成的若干共識反悔。此外，加拿大郵政亦暗示行業不景氣，郵政部門

無力承擔工會所提出的薪資與福利要求，並威脅罷工成本將最終由消費者買單。工會

主席 Mike Palecek對此不以為意，反擊加拿大郵政在 "耍花招 "、"嚇唬人 "和 "欺騙

大眾 "。Palecek爆料加拿大郵政 "盈利頗豐 "，完全有能力滿足工會的合理訴求。面

 S 未見工會有所行動，加拿大郵政部門率先于7月5
日發布停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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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場勞資雙方的拉鋸戰，加拿大郵政始終保持強硬態度。他們在７月４日聲明不會

再給工會提供更優方案，更於隨後一天打出關門歇業這張牌。

事實上，由資方主導的停工行為是北美勞資雙方談判時常見的一種施壓手段。這

一措施又稱停擺（Lockout）。2012年，擁有 23支美國球隊和 7支加拿大球隊的國家

冰球聯賽（NHL）曾因收入糾紛停擺逾百天，造成當季賽事減少近半。不僅球迷叫苦

不迭，被迫一同停工的相關服務業者更是怨聲載道。此番全國郵政系統面臨停擺，想

必會造成更大影響。這次郵政系統搶先行動，恐怕是已經厭倦了與工會的持久糾葛，

於是破釜沉舟、祭出底牌。

��雙方矛盾集中于福利制度與工資平等

在一般大眾看來，郵政工人此輪談判與策劃罷工的目的無非是提高其工資與福利

待遇。因此，當加拿大郵政提出上調工資的方案時，工會似乎沒有理由繼續與其僵

持。然而，這輪談判中郵政工人所提出的訴求卻遠比工資上調複雜。目前，勞資雙方

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加拿大郵政未來的養老福利制度與現行的工資制度兩個方面。

加拿大郵政目前執行的是約定給付式（Defined Benefit）的養老福利制度。在這

種制度下，企業承諾在雇員退休時支付其一筆數額一定的退休金，而這筆錢與雇員的

日常工資並無瓜葛。由於這種養老福利制度對企業負擔較大，目前在加拿大已鮮有企

業堅持奉行。加拿大郵政計畫將其養老福利制度在未來改革為目前更主流的約定提存

方法（Defined Contribution）。這種制度要求員工每月從其工資中提取一定金額轉存至

養老金帳戶，再由企業操作其帳戶統一進行投資。在這種制度下，企業無法保證退休

金的數額，雇員退休後所能獲取的養老金完全取決於其每月提存的工資數額與由此產

生的投資收益。約定提存式的養老福利制度對員工來說風險更大。此輪談判中，工會

對於這一改革方案的抗議顯然是著眼于未來員工的利益的。如上文所述，儘管加拿大

郵政保證不會改變現在所有在崗員工的養老福利制度，工會仍在竭力為下一代的郵政

員工爭取最大利益。

另外，加拿大郵政現行的工資制度中存在不平等的現象。資料顯示，在城市工作

的加拿大郵政工人的平均時薪可達 25.95加元，而在鄉村工作的工人則只能拿到 19.44

加元的平均時薪。此外，相比城市郵政工人，鄉村郵政工人往往需要面對更長的工作

時間與更惡劣的工作環境。對此，工會主席 Palecek怒斥加拿大郵政在工資問題上 "

搞雙軌制 "，並認為這接近百分之三十的工資差距是對辛勤工作的鄉村郵政工人的 "

出賣 "。而隱藏在城鄉工資差異背後的是更為敏感的性別歧視話題。目前，約七成鄉

村郵政工人是女性，而在城市工作的郵政工人則多數是男性。工會提出，加拿大郵政

應加大投入以彌合這一不平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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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停擺一觸即發�民眾生活難免影響

雖然加拿大郵政宣佈 "停擺 "並不意味停工將一定會發生，但由於目前雙方並無

談妥跡象，停工或罷工都有可能隨時發生。而一旦郵政工作停止，加拿大民眾的生活

將不可避免地被影響。加拿大郵政發表聲明稱，停擺期間內，所有停留在加拿大郵政

系統的普通郵件與訂閱刊物將被暫存直至復工。另外，加拿大郵政將正常遞送由政府

所發放的社會救助金與養老金支票。

卑詩省政府也發出通告，鼓勵民眾採用直接存款（Direct Deposit）的方式接受政

府發放的款項，以免在郵遞途中出現問題。而對民眾所關心的網購問題，不同商家則

給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多數商家表示將選擇使用其他快遞公司以維持業務的正常運轉。

日前，著名網購平臺 eBay向其用戶發送郵件，鼓勵他們繼續正常使用交易平臺。

eBay同時表示，如果罷工或停工發生，他們將考慮調整現有的針對商戶延遲發貨行為

的懲罰標準。

而 UPS、FedEx和 Purolator等快遞公司也紛紛表態，已經準備好迎接加拿大郵政

停擺期間潛在的額外工作，力爭將停擺的影響降到最低。而基於加拿大郵政特殊的服

務性質，目前也不排除聯邦政府介入，強制郵政系統復工的可能。

國際勞工新聞

「歡迎來到地獄」 
巴西警察不滿政府欠薪釀罷工

 ▌ 2016-07-05  13:11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

距離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奧運僅一個月，里約熱

內盧當地警察、消防員為了抗議

政府積欠薪水，集結在機場抗

議，揚言在奧運期間罷工，而且

其抗議標語還寫「歡迎來到地獄」。

《法新社》報導，巴西將在

8月 5日迎接奧運，屆時可能會

有 50萬名的觀光客。
 S 里約熱內盧當地警察、消防員為了抗議政府積欠薪水，

集結在機場抗議，揚言在奧運期間罷工。（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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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百 名 的 消 防 員、 警 察 在 里 約 加 利 昂 國 際 機 場（Rio de Janeiro-Galeao 

International Airport）抗議，並高舉抗議布條，寫著「歡迎來到地獄，警察和消防員

都沒有薪水，無論是誰到里約，都不會安全。」

報導指出，今年至今就有 50名警察遭到殺害。一名抗議的 56歲警察說，「我們到

這是為了向外國遊客展示巴西現狀」該名警察說，「外國人被騙了，我們也被騙，你們

必須了解這裡沒有公共安全。」

國際勞工新聞

巴西：奧運會開幕式在即 
裡約面臨地鐵罷工威脅

 ▌ 2016-07-29 14:19:00

【環球網綜合報導】據法國《費加羅報》7月 28日援引法新社報導，因不滿工資

水準，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鐵員工威脅將在 8月 4日、即奧運會開幕式前夜舉行罷

工。裡約地鐵員工工會的一名負責人表示，如果協商未能順利進行，政府拒絕給地鐵

員工漲工資，那麼裡約將在 8月 4日零點面臨一場無期限的地鐵罷工運動。

因地鐵員工工資漲幅僅為 5%，工會在一份聲明中表達了對當前工資水準的不滿。

聲明上以巴西國旗顏色 (綠、黃 )粗體書寫著 "5%，奧運之恥 "。地鐵員工表示，工資

最低增幅應為 9.83%，即與當前時期通貨膨脹增長水準持平。工會與相關部門的協商

將於 8月 3日展開。

報導稱，巴西 2014年世界盃期間也曾出現數次罷工活動。聖保羅地鐵員工曾罷

工 5天，直到得到滿意答覆。裡約兩個機場的地勤人員在數千遊客為觀看世界盃前往

該城之際、舉行過暫時性的罷工。巴西東北部的納塔爾市是世界盃 12座舉辦城市之

一，公車在當地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然而全市的公車司機也同樣舉行了罷工

活動。(實習編譯：陳雨桐 審稿：王莉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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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

巴西海關罷工 港口癱瘓損失慘重
 ▌ 2008-4-23 21:19 作者：中央社 

【中央社電】巴西聖保羅州產業協會指出，巴西海關官員要求加薪的罷工行動，已

實質癱瘓巴西港口，並使部分企業極缺進口貨物。

巴西「聖保羅頁報」昨天刊登產業協會的訪問內容指出，封鎖聖多斯大港的罷工

行動尤其嚴重，這場一個多月前展開的罷工，據估計造成巴西損失 49億美元（約新台

幣 1千 5百億元）。

聖保羅州產業協會會長佛特接受聖保羅頁報訪問時表示：「罷工的最大影響，是出

口合約交貨延遲及產業缺乏補給，這都會使巴西的國際形象受損。」

拉丁美洲第一大港聖多斯是巴西進口貨物的主要入口，對東南部相對富裕的聖保

羅州企業尤其重要。港內貨櫃 21日已累積至 12萬個，超過平日一倍有餘。里約熱內

盧與巴拉納瓜的港口也受到影響。

巴西 1萬 2千名海關官員，希望月薪能夠增加 40％，自 1萬巴西幣調漲為 1萬 4

千巴西幣（約新台幣 18萬 2千元至 25萬 5千元），與聯邦警察的薪資一致。

巴西法定最低月薪為 380巴西幣（約新台幣 6千 9百元）。

 S 巴西奧運罷工又多一樁,連海關都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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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工業4.0下的機器與勞工
 ▌倪世傑

 S 日本刀削麵機器人現身台灣驚呆遊客

台中逢甲商圈一間刀削麵

店在四年前開始引進「刀削麵

機器人」，從業 27 年的劉老闆

無奈表示「請不到學徒，只好

請一個不會抱怨的傢伙來做」。

機器人進價約 10多萬，只要備

好麵團，調整好速度及角度後，

一分鐘能削出 195 條麵，比老

師傅更快還不需要休息。同樣

用「手」的工作還包括記者，

但以下這則新聞可是讓記者有擔心要失業

了。上海第一財經於五月 31號宣佈，「DT

稿王」這個新一代智慧寫稿機器人已經在

由阿里巴巴收購的第一財經上班了。DT

稿王擁有強大的閱讀與撰寫能力，以中國

金融市場平均每天發佈1900篇公告而言，

這 1900篇公告，一位元老資深的證券編

輯需要 100個小時才能看完，DT稿王具

備日閱讀 3000萬字能力，是普通人閱讀

速度的 50倍，按新聞稿成稿格式重新組

織輸出，機器寫稿為每秒 28字，一分鐘

可以寫出 1,680字，是普通人打字速度的

35倍。與進價十多萬的削麵機相較，恐

怕一般大型企業對進價約新台幣六十億元

的 DT稿王也難以負擔。

　　削麵機器人到 DT 稿王之間只

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自動化」。削麵

機器人是簡單的自動化，所處理的是例

行性、重複性的工作，一小時最多生產

3600個壽司的壽司機器人，與每 10秒鐘

製作一個漢堡的漢堡機器人都是如此，他

們有效地取代了勞工成為企業降低人事

成本的「好幫手」；擁有分析與寫作的能

力 DT稿王顯然在另外一個檔次，它甚至

能夠取代記者與分析師的工作，當機器人

能夠發展出認知功能並能夠進行人類所擅

長的複雜勞動，不禁讓人想起加州聖地牙

哥州立大學數學系文奇（Vernor Vinge）

教授於 1993年發表的論點：在卅年內，

我們將具有打造超人智能的科技，此後不

久，人類的時代即將終結。（註 4）

結合人工智能的工業生產，即在最近

幾年間炙手可熱的「工業 4.0」（Industry 

4.0），它不僅是後金融風暴時代下一波資

本積累的重頭戲，同時也成為各國政府發

展的目標。德國總理梅克爾於 2015年元

月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表示「在當前德國

註4： 水轉引自Martin Ford（2016）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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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勁的經濟勢頭下，我以德國總理的身份

表示，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融合線上世

界與工業生產世界，在德國，我們稱之為

工業 4.0。」蔡英文總統於 2015年 6月競

選期間拜訪新竹科學園區時也表示要推動

「智慧台灣」的產業轉型，透過雲端、物

聯網、智慧數據提出整合性的服務方案，

推動工業 4.0以強化經濟動能，並且能增

進人民幸福的新經濟模式。這，就是工業

4.0能夠席捲世界的能耐，但它所能造成

的社會影響，卻仍晦暗不明。

一、人類工業化進程：從工業1.0到工

業4.0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系克

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認為人類歷史

中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後

開始的工業革命。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

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其他

的歷史細節有意思，但不關鍵。」（註 5）自工

業革命之後的人類社會發展，取代人力的

科技發展可說是當中固定的節奏，但節拍

卻日益加快，工業革命之後的製造業演進

歷史又可區分為四個階段：（圖一）

 Â第一階段：以蒸汽動力為主的「工業

1.0」 

1776年英國人瓦特（James Watt）改

良的蒸汽動力機使人類開始有所謂「製造

業工廠」的概念。

註5： 陳志武，2013，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
麼？共識網網站：http://www.21ccom.net/
articles/sdbb/2013/0914/91965.html。

 Â第二階段：以電氣化為主的「工業

2.0」

1910年代之後使用電力為大量生產

提供動力，使得人類開始有「大量生產」

概念。

 Â第三階段：以資訊科技主導下的「工

業3.0」

1960年代末期使用電子設備及資訊

技術來增進工業製造流程的自動化，開始

進入電腦數位化，並於 1990年代開始人

人都可通過電話線連接上網際網路的網路

時代。

 Â第四階段：人工智能下的工業4.0

工業 4.0 首次於 2011 年德國漢諾威

工業展中被提出，其與工業 3.0最大的差

異在於是資訊通信技術（ICT）應用對象

上的不同，在工業 3.0的階段，著重人與

ICT之間的溝通，企業內使用的機器人往

往都是自動化孤島，機器人之間缺乏橫向

聯繫，而工業 4.0則強調聯網設備之間的

協作，達成「機器到機器」（Machine to 

Machine）之間的管理，不僅如此，還要

透過網際網路將供應商、客戶需求全部連

接起來，將此建構出大數據資料庫進行智

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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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是網際網路與實體工廠的融

合，以數據分析為基礎概念的製造模式。

以德國杜賓根大學政策分析及政治經濟學

系波賀（Daniel Buhr）教授的話來說，人

員、物品、流程、服務與資料，每一樣東

西都網路化了，在網路的驅動下，現實世

界與虛擬世界逐漸融合為一。（註 6）在工業

4.0的世界中，如同過去，誰擁有的資訊，

誰就能夠在商品生產價值鏈擁有大量的彈

性，誰就能夠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利益。

如同黃哲斌所言，「許多人的想像極限裡，

『資訊』只是將很多文字，或許一些照片、

幾段影片，張貼在一個冷清荒曠的網路空

間裡，靜靜地等待被搜尋、被點閱。」（註 7）

資訊在當前代表著數位化、能被電腦

註6： Daniel Buhr, 2015, "Social Innovation Policy for 
Industry 4.0, "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69.

註7： 黃哲斌，2011，〈資訊：一部位元的解碼詩
歌〉，收錄於James Gleick著，賴盈滿譯，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

流》，台北：衛城。

讀取的訊息，因此，當前只存在兩種物件：

已經被數位化或等待被數位化的，無論以

數位化還是等待被數位化的都是商機，也

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今年一月底提出三

年 40億美元的電腦科學教育經費提案，

這項名為全民電腦科學計畫（Computer 

Science for All）計畫從幼稚園到高中開

設與資訊科學相關的課程以面對未來的世

界發展趨勢。美商甲骨文（Oracle）隨後

四月宣佈向奧巴馬的全民程式設計項目

捐獻 2 億美元，五月宣佈 5.32 億美元買

下 Opower，Opower 是一家提供公用事

業客戶互動和能源效率的雲端服務領導供

應商，應用在全球上百個涵蓋電力、瓦斯

及水力公司等公用事業中，甲骨文透過成

為全球公用事業最大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由此可見工業 4.0不是就一定是智能機器

人，工業 4.0也可以是一個完備的神經網

絡，目標是建立有快速適應性與提昇資源

效率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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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各國競相推動「工

業4.0」

歐盟執委會於 2012年通過

一項名為「歐洲工業文藝復興」

的計畫，該計畫透過推動包括

智能工廠、雲端運算、機器人

與 3D 列印等數位科技以強化

歐盟國家的產業競爭力，2013

年，提出「數位工作大聯盟」

（Grand Coali t ion for Digital 

Jobs）計畫，該計畫顯示，如果

歐盟國家不再強化對 ICT 的教

育投資，到 2020 年，歐盟將有 825,000

個與 ICT相關的工作職位出現空缺。

自 2010年開始，德國政府投注二億

歐元在「工業 4.0」相關的計畫，2012年

德國聯邦政府提出「2020高科技戰略」

的十大未來計畫，在生產製造過程中整

合計算、通訊與控制的訊息 - 實體融合

系 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連結物聯網建構「智能工廠」，結合智

能製造與服務的全新商業模式。追隨在

德國腳步之後，在義大利，「國家未來

的 工 廠 」（Fabbrica del Futuro project）

計畫；英國也投注相當多的計畫，像是

創新中心（Catapult Centres）的設計，

創新中心提供特定專門領域的專家幫助

企業製造流程方面進行創新，該計畫自

2011年開始進行，英國政府投注相當於

二億歐元的經費，其成效使英國製造業

在國內生產毛額中翻倍增加，2012年投

注相當於一億七千萬歐元的經費於「先

進製造業供應鏈計畫基金」（Advanced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itiative 

fund）法國經濟、工業與就業部於 2015

年 4月發佈「未來工業」計畫，法國政府

提供 15億歐元促進各級企業結構轉型，

提供企業 3D 列印、物聯網（IoT）等新

技術支援，預估到 2020年將能產生 1,000

億歐元產值與創造 1.6萬就業人口。

在亞洲，即便經過將近卅年的經濟泡

沫，日本仍舊是亞洲第一大工業強國，日

本依舊擁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並不斷

進行品質提昇，由於日本社會嚴重地高齡

化，日商早已投資服務以及工業機器人，

期待利用機器人服務於高齡化社會下勞動

力缺乏的窘境，同時在工作現場運用更省

力的技術完成生產，日本早已出現智慧工

廠，不僅如此，日本由於缺乏本地能源供

應，綠能、智慧電網、高溫超導直流輸電

技術成為主要的發展對象。簡單地說，日

本的製造業早已走向智能化的方向，工廠

透過日本機器人協會研發的 ORiN系統，

 S 大 3個月刀削麵師傅工 就可以買一個刀削面机器人，
這種削麵機器人不僅省电，而且削出的麵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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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軟體的共享降低每一家不同工廠使用不

同軟體難以溝通與連線的困境，降低聯繫

的成本實現各工廠間的高度連結，同時實

現「低產量與高變異性」的多樣化、客製

化生產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克強於 2015

年 3月發佈「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

將中國從製造大國轉型到製造強國，其具

體作法直接取法德國工業 4.0的精神，此

外，積極發展工業用與服務用機器人產業。

台灣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4年 10月推

出「生產力 4.0計畫」，訴求大量使用機

器人生產以及生產流程要更自動化，基本

上仍是沿著的德國產業 4.0的步調前進，

行政院長毛治國於 2015年 2月大言不慚

地說到該計畫的目標是十年內可讓「一個

人領兩份薪水、完成三份工作」。但現實

的問題恐怕還在於台灣諸多企業還未完成

數位化，也就是產業 3.0的課還沒上完之

際就想要一步登天透過物聯網進行全球串

連，此外，關於大數據巨量資

料分析、數位設計與製程模擬

方面都還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

甚遠，作為資訊科技代工島的

台灣能否銜接上智能化的下一

代資本積累大戰略，在缺乏品

牌甚至前導商品的現實情況下，

強調從客戶訂單、工廠製造到

銷售網絡彼此互聯的工業 4.0

在台灣能走得多遠？

三、擴大世界生產鴻溝的工業4.0

1733年英國人約翰凱依（John Kay）

發明織布機用的飛梭，過了 119年才傳出

歐洲，美國在 1994年宣布網際網路商用

化之後之後，過了七年就傳到了世界各

地，當前世界的運轉速度比過去真的要快

上許多，科技的快速散佈給予後發國家趕

超的機會。就現實上來看，過去工業革命

發軔的所在地的英國當前早已非製造業與

科技大國，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的德國、

美國與日本紛紛快速地實現了工業化，二

戰之後韓國與台灣，以及 1980年代之後

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工業發展經驗不斷

使人相信，即便在南北國家經濟實力對比

相當懸殊的情況下，南方國家依然得以透

過自身的奮發圖強實現國家發展。

現實發展也的確如此，台灣、中國、

東南亞國家以及拉美國家在 1960-90年代

之間分別依賴自國內相對於歐美國家廉價

的勞動力進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透過賺

 S 庫卡機器人對抗乒乓球冠軍Timo B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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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匯累積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資本，這

一套模式在 1990年代還被世界銀行所推

崇，但在工業 4.0的進擊下，不要說低度

開發國家，就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

因此滅頂。OECD的報告顯示，在印度與

中國會因為進一步自動化而受影響的勞動

力分佔 69%與 77%，相較於全球 OECD

國家平均數 57%相較，這兩個全世界人

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將面對工業 4.0最嚴

峻的挑戰。

然而，受影響最大的應該還包括整個

東亞區域。東亞區域，除澳、紐這兩個盎

格魯薩克遜國家以外，從日、韓、台、

中國到東南亞國家，製造業生產基地可說

是除地理位置相近以外唯一的共通性，出

口導向的經濟體對國際價格異常之敏感，

除了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的因素以外，稍

具規模的廠商莫不承受錙銖必計的成本壓

力，促進生產效率的自動化因此在邏輯上

成為削減成本以增強國際競爭力最重要的

工具。工業 4.0必然會對區域內國家發生

不均質的影響力，因為在高度自動化的世

界中低工資將很快地失去他的吸引力，而

這正是越南、泰國、印尼等國家當前吸引

外資重要的利基。畢竟，製造業是真實財

富創造的泉源，當廠商因為工業 4.0的智

能化生產，加上後工業社會中多樣化且鄰

近市場等特性使品牌商逐漸將生產線移往

國內，如同美國歐巴馬總統號召製造業回

流美國時，經濟發展的壓力將沉重地壓在

發展中國家頭上。而中國在這當中面臨的

困難更形嚴峻，以「中國製造 2025」實

現工業 4.0的過程中必然遭遇製造業工作

職位的大量流失，但其服務業經濟本身也

遭受智能機器人的夾擊，要如何創造更多

的就業崗位穩定國內的就業景況，咸信北

京想必也對此傷透腦筋。

這並不是說發展中國家必然因此「去

工業化」，部分發展中國家確實具有鄰近

主要市場的優勢，然而，在全球連線的情

況下，智能工廠同樣會在發展中國家的工

業區出現，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勞力密

集型產業還夠能撐多久？但這也意味著發

展中國家中低技術勞工浮現的失業問題，

直接影響整體的購買力連帶殃及服務業發

展的前景，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社會安

全體系甚為不發達的情況下，工業 4.0的

侵襲可能意味著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大規模

跨國境人口流動，類似於 1990年代美國

「汽車城」底特律的衰敗歷程。（註 8）

四、工會還能怎麼做？

未 來 科 技 的 發 展 就 像「 奇 點 」

（singularity point），新科技形成的奇點充

滿著各種可能性，但若想要試圖預測工業

4.0高度發展之後的世界前景就好像天文

學家試圖看到黑洞內部一樣的困難。在十

年前，誰又能想像得到全球有十分之一人

口同時進行社交活動的網際網絡？現在光

是在臉書註冊的就有 14億人，佔全球人

口 19.5%！吾人僅僅能夠透過過去的經

驗對未來的前景進行判斷，而所謂的過去

註8： 以汽車成聞名於世的底特律人口在1950年達
到最高峰，約有180萬人，而到1980年日本
車開始進攻時僅剩120萬人，美國汽車業經
過卅年的衰敗後，到2010年僅剩72萬人，遠
不足1950年的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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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 橫越加拿大的hitchBOT

hitchBOT是一個由McMaster University的 David Smith 博士和 Ryerson University 的 Frauke 
Zeller博士共同研發的旅行機器人，他會說話，更會說笑話，它透過搭便車的方式在去年橫跨加
拿大、德國與荷蘭。但是，他在七月於橫越美國的計畫中在賓州遭遇支解的命運。它最後的兩

條 tweet：哦，天啊，我的身體被破壞了。我要先回家和我的朋友們待在一起。有時候做個好機
器人也是會遇到壞事的。我的行程要暫時結束，不過我還是熱愛人類的。謝謝朋友們。

Box 2 機器人「交配」

2016年 6月，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的科學家們製造
出了世界上首個「能夠繁殖的機器人」，兩個機器人透過 wi-fi「交配」後發送出各自的設定機
身運行的代碼（類比於人類的基因組），進而產生一組新運行代碼。新的代碼將會被發送到 3D
列印機上，然後就可以打印出新的小機器人部件進行組裝了，這個機器人嬰兒不僅可兼具「父

母」的基因特徵，同時透過學習創造更智能、更先進的機器人了。

經驗，離不開過去二百餘年科技發展與經

濟、社會與政治制度互動的狀況，尤其與

科技發展相較，經社政領域的的變動相對

而言是緩慢、漸進的，人們傾向於相信科

技能夠改變未來，只是這一次的人類前途

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矛盾更令人恐懼。

英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哈奧登（Andy 

Haldane）在 2015年 11月對英國總工會

（TUC）發表的演說中表示，數位化以及

機器人科技應用在工作領域將有可能在

英國減少 1500萬個工作，麥肯錫顧問公

司的研究小組提出報告估計，全球將有

一億四千萬個知識勞工被具備機器學習功

能下的演算法所取代。（註 9）而且，這一次

的消失具有快速且更深入的特性，因為當

前的機器並非僅僅取代勞動力，同時，還

逐漸具備人所獨具的認知能力，像是無手

機器人 hitchBOT光是靠搭便車已經橫越

了加拿大（Box 1），機器人甚至能夠「交配」

孕育下一代（Box 2），而更重要的是機器人

相關的成本正在下降。

註9： Andy Haldane, 2015, "Labour's Share," Bank 
of England website: http://www.bankofengland.
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speeches/2015/
speech864.pdf.

面對產業 4.0，工會該怎麼辦？全球

產業總工會 (IndustriALL.Global.Union)

電子與造船產業部門主任松崎幹（Kan 

Matsuzaki）表示：工業 4.0 將會以我們

所想像更快的速度穿透各種產業，工會

必須對工業 4.0 在就業、勞動條件以及

勞動人權等方方面面造成的影響有所準

備，並將行動瞄準在實現公平的轉型。

（註 10）德國金屬工人工會（IG Metall）主席

魏特澤爾（Detlef Wetzel）認為新的資訊

註10：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2016, "What is 
Industry 4.0, "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website: 
http://www.industriall-union.org/industry-40-the-
industrial-revolution-happening-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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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能夠更精確地監控勞

工在工作現場的表現，同

時，更彈性的工作造就了

像是「雲端勞工」等新的

但卻更缺乏勞動保障的工

作型態，同時，他認為每

個工作都陷入危機當中。

（註 11）捷克莫拉瓦工會聯

盟（CMKOS）主席 Josef 

Stredula 甚至認為，在捷

克恐怕將有 40% 的工作

被「工業 4.0」下的自動化所取代，現在

能做的就是如何使這個轉型能夠漸進地發

展，透過培訓的方式使員工能夠學習操作

新的機械。（註 12）

確實，當科技進步導致更多人即將失

去新工作之際，像是讓勞工接受更多的培

訓等所謂「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就一定

會被提出，但在工業 4.0下，市場上需要

的工作主要傾向於尋找金字塔最頂級的勞

動力，主要包括程式工程師之類的，在人

工智能下，機器學習已經成為常態，人機

合作緊緊具有暫時性的因素在於軟體其實

持續性地被與他一起工作的人所訓練，到

註11： 轉引自Dario Sarmadi,  2014,  "Germany's 
Industry 4.0 in Full Swing, despite Dissent from 
Unions," EurActiv website. http://www.euractiv.
com/section/innovation-industry/news/germany-
s-industry-4-0-in-full-swing-despite-dissent-from-
unions/.

註12： ČTK, 2015, "MfD: Czech Republic needs to get 
ready for Industry 4.0," Prague Daily Monitor, 
Sep. 22. Prague Daily Monitor website:  
http://www.praguemonitor.com/2015/09/22/mfd-
czech-republic-needs-get-ready-industry-40.

一定時日之後，軟體也將會取代那些與它

一齊工作的人。機器學習軟體能夠幫助像

是需要一個案件就需要閱讀幾大箱文件的

律師事務所進行資料分析，同樣像是醫院

中的病歷、上市公司的報告等等都已經是

現在進行式，律師、分析師、事務員等具

有重複性與分析性的工作都會逐漸減少。

甚至，面對這種具有大破壞性的

變遷，特斯拉（Tesla）公司總裁馬斯

克（Elon Musk）於今年 6月 1日在集聚

科技業界菁英於一堂的數碼會議（Code 

Conference）中大膽表示人工智慧的發展

速度將遠超過人類，人腦很可能需要電腦

晶片的輔助才能對抗人工智慧。（註 13）不要

忘了，Google於 2014年花費 120億美元

收購的 DeepMind公司所發明全新人工智

慧算法 AlphaGo 才剛剛於三月以 4:1 大

勝世界圍棋冠軍李世乭，圍棋一直被視

註13： Rich McCormick, 2016, "Elon Musk: There's 
Only One AI Company that Worries Me," 
The Verge website:  ht tp: / /www.theverge.
com/2016/6/2/11837566/elon-musk-one-ai-
company-that-worries-me.

 S 德國福斯汽車廠自動化生產替代了大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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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近期火紅的人形機器人(軟銀機器人
Pepper )

為人工智慧技術難以攀登的一座高峰，但

AlphaGo做到了。

另一方面，並非每一項工作都會被人

工智慧取代，需要進行大量創意的工作難

以被電腦取代，這包括編劇、導演、等與

藝術相關以及學術性、教育性的工作，另

一方面，需要進行大量社會溝通的工作不

會被替代，像是律師、醫師、政治與公共

治理相關的工作。像是銀行員就很難被替

代，照理說吾人已經擁有相當豐富的網路

金融服務項目，但因為一般人與金融機構

進行業務時仍需要溝通與建立信任感，因

此，銀行員會因為網路金融而減少，但減

少幅度仍是有限的。此外，吾人亦需承認

每一次促進生產力增長的新科技都會製造

更多的新型態工作，職業分類表每次修訂

都會出現新生的職業項目。同樣以銀行為

例，資訊科技使資訊中心的人員編制大幅

增加便是證明。在位來工業 4.0下，事務

性、重複性的工作將很快地被人工智慧所

取代，低技術勞動力以及當前中產階級的

中下層級都將被擠壓到失業者的邊緣，我

們該怎麼辦？

五、先進生產力下的勞動者何去何

從？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倡議

在 1964 年，由包括諾貝爾化學獎

（1954）/和平獎（1962）得主鮑林（Linus 

Pauling）、以及之後於 1974 年獲得經濟

學獎的默道爾（Gunnar Myrdal）等學者、

新聞工作者共同發起的「三重革命特別委

員會」發表一份共同報告，說明人類面臨

民權、核武以及自動化等三重革命的影

響而走到十字路口。「不需要人類參與的

機器系統將能造就無限量的產出」，結果

將是大量失業、所得不均問題加劇、民眾

整體購買力縮水使得經濟成長趨緩。（註 14）

知名作家，同時也是軟體工程師的福特

（Martin Ford）則提醒吾人必須注意為何

1970年代之後生產力與勞工薪資之間的剪

刀叉日益擴大，勞工薪資根本追不上生產

力的發展？福特的答案很簡單：資訊科技

的迅速發展。1970 年代石油危機經濟停

滯，但 Apple與微軟都在這段期間成立，

1980年代資訊科技應用在生產領域的重要

性大幅提高，1990年代資訊科技創新的速

度更快了，而邁入廿一世紀之後，人工智

能與自動化結合成產業 4.0。「電腦和機器

取代越來越多的勞工，而非使勞工變得更

註14： Ford（2016），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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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薪資成長率遠遠不及生產力成長

率。」（註 15）新科技的發展確實創造很多新

企業與新工作職位，但美國企業部門實際

總工作時數在 1998年與 2013年卻是相同

的 1940億小時，但美國總人口在這段期

間增加了 4000萬人。（註 16）

「三重革命」對自動化的憂慮雖未在

廿世紀出現，但是到了廿一世紀像是「無

就業復甦」、「無人工廠」等現象已使吾人

有足夠信心相信他們的憂慮相當可能在工

業 4.0的時代發生。在三重革命報告中，

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是「保障最低所

得政策」，企圖透過讓社會擁有基礎購買

力的方式不讓資本主義毀於一旦。反對福

利國家的經濟學者海耶克（von Hayak）

與弗萊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提出

過「負所得稅」政策，政府規劃一定的收

入保障額數，根據個人實際收入，對不

足者予以補助，收入越高，補助越少，

直到收入達到所得稅的起徵點為止。相

較於鼓勵上崗、欲缺則補的負所得稅，

比利時魯汶大學（法語區）三位分屬於

人口學、經濟學以及哲學的研究員 --柏

藍 格（Paul-Marie Boulanger）、 德 菲 特

（Philippe Defeyt） 與 帕 里 斯（Philippe 

Van Parijs）-- 於 1983 至 86 年間，共同

發想「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的構想，（註 17）你只要

註15：  Ford（2016），頁70。
註16： Ford（2016），頁324。
註17： 十四 倪世傑，2016，〈歐洲社運新實驗：為

什麼國家得無條件發錢給你？〉，聯合電子

報轉角國際。聯合新聞網網站：http://global.
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449877。

是人，都能夠獲得一份基本收入，無論

你是否有工作。UBI的構想來源多種多

樣，從右派與中間派的觀點來說，二戰

後福利國家成本不僅過於沈重，且越來

越多的經費不是用在福利支出而是相關

的行政花費，這已經背離了福利國家的

原意，因此，改採現金給付，就短期來

看增加政府支出，但就長期來看鑿可以

將政府支出控制在一個可以控制的規模；

而從較為左派的觀點來看，伸張 UBI主

要是一種權利宣稱，尤其面對高度自動

化的工作環境與越趨不平等的經社環境

下，「工作貧窮」（working poor）與失業

越來越多的問題，而這對人性都是重大

的摧殘，而更重要的是這都是生產力發

展下的惡果，但這些惡果卻由勞動階級

來承擔，因此，過去的死勞動，也就是

科技發展下的生產力，如自動化設備，

必須吐出歷史進程中所獲得的利潤，讓

社會中的活勞動也能夠分潤而不是持續

被死勞動宰制，即便不能從私有制中解

放，但至少能使民眾遠離貧窮。因此，

支持 UBI的左派主要是從生存權利的角

度出發，與右派裁減社福的初衷不同，

因此，在設定 UBI的具體月領數目，以

及思考欲維持集體消費性的社會項目也

因此存在差異，右派當政是儘可能削減，

以現金給付代替，透過市場分配資源，

左派不會期待消滅市場，但希望藉此做

到資源起碼的公平分配。

推動無條件基本收入已經在歐洲國

家提上政治日誌，除了各地的倡議網絡

以外，瑞士於 6月 5日舉辦 UBI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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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科幻變現實 未來銷售服務工作或被機器人取代

在該項目中每位瑞士公民都可獲得

約合 8 萬 1 千多新台幣的 UBI，但

僅獲少數綠黨和社會民主黨人士支

持，瑞士絕大部分政黨與政治人物

與工會皆抱持否定的立場，不支持

的原因包括：瑞士很難避免移民人

口的湧入領取基本收入，該政策提

案在未能明確解釋資金來源、執行

辦法以及提供詳盡的配套措施，這

想公投以 23%的支持率失敗。（註 18）

但與瑞士相當相似的芬蘭卻呈現出

完全不一樣的風貌，中間偏右的人民黨

籍總理席比拉（Juha Sipila）已經決定芬

蘭將於 2017年開始推動由政府向每人每

月發放 800 歐元（約新台幣 28000 元）

的基本收入方案。法國勞動與社會對

話 部（Minister of Labour,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Social Dialogue）

下的數位委員會提出報告，就表示在數位

科技巨變的社會中有必要進行無條件基本

收入的社會實驗。英國皇家文藝製造商業

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政策與策略

主任潘特（Anthony Painter）與劍橋大學

研究員榮恩（Chris Thoung）的認為，當

註18： 中央社，2016，〈公投每月爽領8萬  瑞士
人：謝謝，免了〉，聯合新聞網，6月6
日。聯合新聞網網站：http://udn.com/news/
story/5/1743943-%E5%85%AC%E6%8A%9
5%E6%AF%8F%E6%9C%88%E7%88%BD
%E9%A0%988%E8%90%AC-%E7%91%9E
%E5%A3%AB%E4%BA%BA%EF%BC%9
A%E8%AC%9D%E8%AC%9D%EF%BC%
8C%E5%85%8D%E4%BA%86。

前的福利國家已經無法支應當前的需求，

且亟需要改革。（註 19）

這種試圖使死勞動不再獨佔社會發展

國時的說法究竟能否成立？畢竟要先以才

能夠達成「社會分紅」的目標。以台灣的

狀況來看，吾人發現在台灣生產力大幅度

發展，自 1982-2010年不到卅年間成長了

五倍，但製造業受雇人數則一直擺盪在

250萬人之間，（圖二）這意味著在省力與

新高科技大幅使用下，不需要更多的勞工

卻可以產出更多的財貨，但也因為生產力

的提昇 -此即過去死勞動的充分運用下，

勞動力每一天都處於貶值的狀態，製造業

單位勞動成本在 1994年最高，之後呈現

一路下降的狀態。從圖三中吾人發現這十

年間勞動生產力增加，但單位產出勞動成

本卻迅速下降，製造業的實質工資幾乎是

持平的，也就是俗稱的「凍漲」。而在這

當中需要注意的是固定資本的耗損率，這

可以簡單地視之為投資設備的折舊，知名

經濟評論人「維京人酒吧」就表示，在

註19： 同註17。



68
September 2016  工訊五十九

勞動觀點

2000年之後，台灣資本家大力

投資機器設備，其折舊不僅侵

蝕生產獲利，像是台灣的 ICT

產業在 2004 年後的固定資本

耗損率高達 30% 以上，2006-

2014年的平均值高達 16.25%，

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10%高出

少 62%；此外，在資本施展投

資中國的權力要脅下也連帶造

成薪資成長幅度趨緩；參者，

台商在代工體制下僅會投資生產設備但卻

忽略研發方面的投資。（註 20）以上種種皆可

證明死勞動對活勞動所起的制約作用，它

不僅大幅限制了製造業勞工雇用的增幅、

降低了實質薪資、使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持

續下降，同時，也帶來更多青貧族與窮忙

族。在工業 4.0之下，可能在初期造福與

ICT產業相關的從業人員，證諸過去十年

的趨勢展望十年、廿年後的發展，台灣勞

動階級的未來可能更為黯淡。

��結��語

過去的我們都傾向相信科

技發展絕對能夠給人類帶來更

好的未來，新高科技對經濟發

展肯定是必要的，但當前最為

矛盾之處在於一方面科技落後

在國際經濟中必然就要挨打，

台灣這一個外銷導向的經濟體

對科技與國際價格更為敏感，

註20： 維京人酒吧，2016，〈為什麼 GDP 成長，薪水卻不成長？〉預見網站：http://journal.eyeprophet.
com/%E7%82%BA%E4%BB%80%E9%BA%BC-gdp-%E6%88%90%E9%95%B7%EF%BC%8C%E8%96%
AA%E6%B0%B4%E5%8D%BB%E4%B8%8D%E6%88%90%E9%95%B7%EF%BC%9F/。

若不提昇單位勞動生產力以及產品附加價

值，台灣經濟將很快地被其它國家趕超而

落居下風，另一方面，資本擁有的權力膨

脹，不僅壓低薪資同時造成投資低效的效

應。面對工業 4.0，台灣產業界可能跟得

上的少，要補課的多，但在人工智能席捲

天下之勢已成型的今天，總統府國家年金

改革委員會不妨思考以「無條件基本收

入」作為往後年金改革的可能選項，奠定

工業 4.0時代轉型下社會穩定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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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工運的衰落與勞資調和的幻象
 ▌A·Wahl

二戰後歐洲曾通過勞動與資本妥協的「社會協議」，建立了三十多年的社會福利體

制，消弭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但自 1980年代始，即逐步崩解。本文作者是位長期

在歐洲工會工作的工會領導者，他以實際經驗深入剖析了社會福利體制得以建立的政

治經濟要件及其何以崩解的原因，極有助於瞭解社會福利體制的成毀過程。

作者 A · Wahl是挪威市政與衛生部門工會 (Fagforbundet)的幹部，國際運輸工人工

會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公路運輸工人部門的副主席，同時

也是由全國各地聯合組成的工會組織「保衛福利國家」(For the Welfare State)的全國協

調人，該團體旨在對抗私有化以及放鬆管制，保衛福利國家的一切社會成果。

歐洲的工會運動當前正處於守勢，同

時還深陷於嚴重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之

中。工會本應捍衛會員已有的經濟社會利

益，現在卻無法發揮這樣的作用。在所

有的部門與產業，工會都節節敗退。二戰

後，歐洲的工會運動曾是資本主義世界中

最有力量、最有影響力的，現在卻茫然不

知所向，對於採取何種新的社會與政治方

針猶疑不定。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同樣的

理論、分析與政策在戰後時期曾經給與工

會力量現在卻成為沉重的負擔。「社會協

議」(socialpact)的意識形態遺產正將工會

運動引入歧途。

 Â新自由主義的進犯

上述的發展是在新自由主義持續改造

我們的社會中發生的，由於這個改造過程

並不是本文的主題，這裡只提一些重點即

可。過去廿年間，我們一直遭遇來自新自

由主義勢力猛烈攻擊。資本家集團發起了

攻勢，勞動和資本之間力量的對比出現巨

大的轉移。當然，跨國公司始終站在攻擊

的最前線。二戰後勞工與資本之間的「社

會協定」，工會與雇主間和平共存的政策，

已經瓦解了。資本一方已經從社會協議中

撤出，對有組織的勞工越來越採取對抗性

的政策。

跨國公司及其政治上的奴僕則力圖深

化與制度化他們剛奪取的權力位置，是上

述發展的重要部分，主要是他們借著像世

界貿易組織之類的國際制度與協定，以及

諸如歐盟之類的區域性權力結構來鞏固權

位，由於這些組織不如地方與國家的政府

來得民主，遂成了確立企業的權力最有用

也最有效的工具。

 S 新自由主義先鋒柴契爾與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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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分析，便是基於以下這個概

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經濟模式是藉由

歐盟才得以在歐洲確立下來的。歐盟和其

他的地區機構、超國家機構是在新的階級

力量對比中建立起來，工人若不能夠扭轉

當前階級力量的對比朝有利於本身的方向

發展，就無法改變歐盟及其他機構，使之

民主化或者令其潰敗。讓工人階級占上

風，工會運動就必須把動員民眾與工人階

級當成一件長期的任務。

 Â新情況 舊政策

很不幸的，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不

是當前歐洲工會運動的規劃。勞工面對的

矛盾是，工會必須在其中活動的經濟與政

治環境已發生劇烈變化，絕大多數的工會

卻依然繼續推動社會協議的政策。他們認

為所謂的全球化不是有意識的策略、新權

力與新階級關係下的結果，而是科技變遷

與組織改變必然有的後果，這樣的觀點與

佘契爾喊出的臭名昭著的「別無出路」

(Thereis no alternative.)極其類似。

這些工會表示，現在該做的，是把一

國內的社會協定拓展到區域與全球的層

次。他們的方法是與雇主組織、國家政

權以及超國家組織展開「社會對話」，推

動把正式的勞動標準引入國際貿易協定、

貿易組織中 (像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動公

約，這些公約特別禁止強迫勞動、保證

勞工的自由結社與集體談判的權利、禁

止就業歧視 )，同時也和跨國企業商討如

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守則 (codesof 

conduct)與規章原則的協議，這些行為守

則是由跨國企業自身所發展出來，具自

願性質並不具約束力與強制性。迄今，

這些行為守則對跨國企業的行為並未產

生什麼影響，其主要目的似乎是用來扭

轉許多跨國企業負面的公共形象。

這 種 要 求「 社 會 對 話 」(social 

dialogue)的策略，未具體分析權力關係，

也不瞭解必須動員階級與民眾力量推動

社會變革。要認識當前的狀態，我們必

須更仔細地檢視歐洲工人運動的歷史 -尤

其是社會協議的政策，如果我們真想瞭

解勞工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那麼社

會協議的歷史與影響就再重要不過了。

 Â勞動與資本深具歷史意義的妥協

在廿世紀，西歐的工會運動逐漸發展

出一套與資本家協調和解的模式。1930

年代，雙方的和解首先在歐洲部分地區確

立成制度，主要是在北歐，工會運動與雇

主團體達成協議。二戰後，歐洲其它大部

分地區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社會協議構成福

利國家形成的基礎，工資與勞動條件逐

 S 1984年英國礦工罷工最具血腥衝突的歐格
里夫之戰中的警察和工人攝影Don McP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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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改善。自此，這些社會從勞資對抗時期

進入了社會和平、雙邊以及三邊 (勞工、

雇主和國家 ) 協商、形成政策共識的階

段。因為協商使福利、工資以及勞動條件

得到重大的改善，這項政策獲得工人階級

的廣大支持。結果，比較激進與反資本主

義的勞工運動的聲勢逐漸衰微。於是，勞

工運動變得不再重視政治鬥爭，轉趨溫

和，而工會也變成辦理例行公事的行政組

織。社會民主黨則充當實行階級妥協政策

的歷史角色。當前令工會頭痛不已的困難

亦反映在歐洲社會民主黨派面臨的問題，

也就毫不足怪了。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瞭解勞動與資本

之間得以建立社會夥伴關係，是工會與工

人運動具有實力所致。雇主及其組織知道

沒有能力擊敗工會，只好承認工會是工人

的代表並與之協商。換言之，實力強大的

工人運動是勞動與資本和平共處與相互協

調的基礎。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二戰

之後資本主義有超過廿年穩定且強勁的經

濟發展，這讓勞動、資本與社會福利之間

可以分享利益。  國家對資本與市場的調

節是社會協議存在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

所有國家都時興管制資本。勞工與資本的

協議都在國家疆界內用有秩序且平和的方

式施行。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工會運動變

得非常國家本位，工會運動中的國際主

義變質為類如國際機構 (像是國際勞工組

織 )中的工會外交活動，甚至變質為和會

員的切身需求與利益只有極小甚至沒有任

何關連的另一種形式的工會旅遊，即使一

些國際主義的政治套語依然存在。  社會

主義的套語儘管沒有丟棄，但對工會運動

而言，社會協議意味著接受資本主義的生

產組織、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以及雇主主

導勞動過程的權利。為了交換福利與勞動

條件的改善，工會聯盟保證勞資關係的平

順並在薪資協商中保持克制。簡單地說，

工人運動以放棄社會主義目標來換取福利

國家和生活水準的逐漸改善。今天我們可

以下結論說，這是在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

脈絡下所達到的短期成果，卻大大使工人

階級漠視政治鬥爭，變得溫馴和順。

社會協議得以成立的歷史環境還有另

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在蘇聯、東歐存在

一個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經濟體系。正如英

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 (EricHobsbawm) 所

指出的，這極有助於讓西方的資本家接受

階級之間的妥協。(註 21)正是在階級妥協的

基礎上，才會在二戰之後的卅年，發展出

重要的福利改革與制度。換句話說，在

1930年代與二戰期間的社會與經濟危機

中出現的激進工人運動，它的資本家對手

拿出精心籌畫的戰略與之會戰。資本家自

願加入社會協議並對諸多勞工提出的社會

與經濟要求讓步，以爭取時間並削弱工人

運動中的社會主義熱情。今天從事後的有

利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企業界的策略是

相當成功的。

階級妥協另一個顯著的副作用則是工

人運動中的高度分工，勞動力買賣的條件

由工會運動通過協商來調節，而失業者的

註21：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 ) London: Pengui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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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保障則由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派

負責處理。這構成工會運動更加局限於狹

隘的經濟利益鬥爭的基礎，由於社會民主

黨派甚至連他們先前主張的改革資本主義

的政治立場也不再堅持，過去只重經濟鬥

爭的工會今天就更加衰弱了。

 Â社會協議的意識形態

在社會協議的年代，企業的這一項策

略似乎迷惑了工人運動，經歷廿年不斷提

高的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一般認為已經

找到了一條出路，不用忍受階級鬥爭與社

會對抗之苦，也可獲得社會進步並把財富

相對公平地分配給平民百姓，資本主義社

會已經達到更高的文明水準，透過漸進式

的改革，工人運動已加強了對經濟的民主

控制，一個沒有危機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

成為現實，好像再也不會出現 1930年代

的經濟危機，不會再有大規模失業、社會

失序、悲劇再也不會加諸在人民身上。所

有的社會趨勢皆呈現向上提升的狀態，對

工人運動中的大多數而言，這是透過改良

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每個人

都看到這條道路行得通 !

這些真實的社會改革成果

構成了社會夥伴關係 (social 

partnership)的意識形態的物質

基礎，這個意識形態仍深植在

歐洲工會幹部腦中。就個人而

言，1980年代初，我在挪威工

會聯盟的教育中心參加工會的

基礎教育訓練活動，第一次聽

到有人公開發表關於社會夥伴

的意識形態言論。在那一次的訓練課程

中，我學習到廿世紀中的前三分之一時代

的特徵是勞動與資本尖銳的衝突 -包括總

罷工、鎖廠、動用員警與軍隊來對付罷工

中組織化的勞工。那是一個破壞性的時

期，最後 (1930年代 )把工人階級帶到絕

境。只是在對抗性政策被拋棄，工會運動

開始承擔全部的社會責任，才達到真正的

進步。勞動條件改善、工資提高、福利改

革制度建立。換言之，與雇主對抗無疑是

毀滅性的，平和的社會對話才是未來的方

向。晚到 1980年代初期，工會教育中心

還在教導這樣的內容。

工會上述的分析不僅在過去是錯的，

在今天亦然。然而，由於社會協定已經破

裂，這個錯誤所造成的結果對工會運動的

危害更大了。工會教育中心提供的分析掩

蓋了二戰後階級和解下各項福利的取得與

勞動條件的提高，都是過去鬥爭行動中得

來的果實，進步之所以能夠成真只是因為

工人階級在二十世紀前期通過對抗與艱苦

 S 1984年5月警察向奧桂芙煉焦廠外的工人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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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英國礦工大罷工30周年紀念活動海報

的階級鬥爭〈包括蘇聯革命〉扭轉了勞資

之間的實力對比。換言之，還是有了前一

時期的對抗性鬥爭，日後才有可能通過和

平協商取得成果。

 Â社會協議的破裂

然而，階級妥協在過去是一個脆弱的

社會建築，它的生存建立在高速、穩定發

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上，1970年代初期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深陷經濟危機，階級妥

協就此逐漸遭到侵蝕。危機促使資本家發

動攻勢，特別是要求減少勞動力成本，攻

擊工會的權利、工資與公共支出，他們削

弱了福利國家的根基。

溫和、漠視政治鬥爭的工會與工人運

動對此發展無不驚訝萬分。雇主突然間在

談判桌上表現得更具敵意。協商，過去

主要是談提高工資與改善勞動條件，現在

卻攻擊過去所獲得的一切成果與現有的規

章。由於當絕大多數的工會領導幹部長期

以來浸潤在階級妥協與社會平和的氛圍

中，對資本家的進擊毫無準備。在社會協

議的意識形態框架中，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完全無法理解。工會官僚依舊消極，工會

運動被迫採取守勢。在許多國家中許多工

人一起離開工會，因為工會無力保衛工人

的利益。

因此，1980年代是工會運動遭遇極

大挫敗的年代，這可從一些重要的西歐

國家的工人加入工會的水準 (勞動力的組

織 )的統計資料中表現出來。

少數試圖著手對抗新自由主義攻擊的

工會，像是英國煤礦工人，遭到挫敗。從

英國的經驗來看，煤礦工人的抗爭之所以

流於失敗收場的原因之一，在於英國總工

會 (TUC)認為工人對抗行動比煤礦公司與

柴契爾政權的兇猛攻擊更會危及社會協定

下的共識政策。許多年後，英國總工會承

認當時未支持煤礦工人罷工的行為是錯誤

的，但是那時傷害已經造成，英國總工會

還是未能改變支援社會協議的態度。

1990年代，東歐計劃經濟體系崩解，

西方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於焉消

失。資本主義在每一條戰線都贏得了勝

利，對雇主而言，意味著不再需要與工人

妥協。現在資本家的勢力得以在阻力更小

的情況下追求他們褊狹的經濟與政治利

益。這是何以階級妥協 (或是共識模式 )

在整個西歐破裂或是正在崩解的原因。和

解的歷史與經濟前提已不存在，而福利國

家，這項階級和解最重要的產物，則是面

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今天工會領導階層並不瞭解分析權力

關係的重要性，約廿年前新自由主義開始

進擊，雇主逐步打破社會夥伴關係，大部

分的工會官僚唯一能說的回答就是繼續維

持共識政策。有些工會幾乎一直在哀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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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敵意的雇主重新恢復社會協議。工會運

動強烈的國家本位思想更助長了共識政

策的形成。在狹隘的國家本位觀念與社會

夥伴關係的意識形態使工會在面對現在更

具攻擊性的資本家集團時，不是重新調整

自己的思維與之對抗，大部分的工會運動

反而與「民族」資本聯合 (結果是受制於

「民族」資本 )力求在國際競爭中獲勝。

在德國，「StandortWettbewerb」一詞意指

工會不只與德國企業聯合，還支援德國國

家政權與其他國家的競爭。

許多工會運動已經更加深陷企業工會

本位以及法律形式主義 (legal formalism)

模式的泥沼，而不願意轉向根據階級分析

與權力對比的評估所擬定的策略，1990

年代中期德國工會運動發起「為工作而團

結」(unityfor work)的鬥爭就是採取與雇

主進行民族聯盟政策的一個好例子。這是

一項正式恢復社會協議的提案，由德國總

工會提出，用接受較差的勞動條件來換取

不被解雇，但卻被雇主所拒絕。同樣的，

過去十年間國際工會運動的領袖相對較狹

隘地不斷要求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制訂最低

勞動標準要求，則是不分析勞資力量對比

的法律形式主義的絕好例證。

無論是在國家或是國際的層次上，工

會官僚仍繼續把自己當成勞資之間的橋

樑。今天，資本家步步進犯，激起國際

性的人民要求正義與促進團結的運動反對

當前企業的全球化，國際工會運動卻熱衷

於將自己界定為反全球化運動與企業利

益的調解力量。這個意圖在 2003年 1月

于巴西榆港市 (PortoAlegre) 召開的世界

社會論壇第三次大會中表明瞭——同一

時間政治與企業菁英召開的世界經濟論

壇也在瑞士達沃市 (Davos) 舉行。國際

工會運動當時發表了一項聲明：「把全球

化民主化：工會對 2003年世界社會論壇

與世界經濟論壇的聲明」(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Trade Union Statement to 

2003 WSF and WEF，) 這項聲明由所有

重要的國際工會團體共同簽署 (註 22)，其

中重要的文字如下：

國際工會運動有個共同的訊息要發

給在榆港市 (Porto Alegre)以及達渥市召

開的會議。對遠景的規劃、政治意志以

及必要的能力必須在全球層次上彙集起

來以達成發展，確保數以百萬計生活在

貧困、不穩定、對更好的未來無法期待

註22： 這些團體包括國際自由勞聯(ICFTU)、全
球勞總(Global UnionFederations)、經合組織
下的工會諮詢委員會(Trade UnionAdvisory 
C o m m i t t e e  t o  t h e  O E C D )、世界勞聯
(WorldConfederation of Labor)、以及歐洲工聯
(European TradeUnion Confederation)。

 S 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西班牙民眾在馬德里

市中心舉布條遊行，上頭寫著「另一個世

界是可能的／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

世界社會論壇」，圖攝於200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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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都能夠有合宜的工作。這需要資源

的承諾，也需要白紙黑字的承諾。這需要

一個治理體系來促進我們的共同利益、我

們的權利與民主。這需要有效率的民主程

序，需要對話來讓這一切成真，我們要敦

促世界經濟論壇處理把社會正義普及全球

的需求，同時，我們要在世界社會論壇盡

力，促成找到有益於把全球化民主化的方

法，以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註 23)

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國際工會組織並

不將自己界定為反對企業主導的全球化

社運的一員 (註 24)，他們認為這個運動在

政治上過於激進，國際自由勞聯 (ICFTU)

或是全球勞總 (GlobalUnions)，即使他們

參加世界社會論壇，也不參加其運動的

討論 -他們在活動的邊緣處舉辦自己的論

壇，同時，他們也派遣一樣的高層級代表

團去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我們一向是透

過對話拿到成果」，則是他們一再重彈的

老調。

 Â制訂政策時對權力關係的漠視

工會在制訂策略時完全不分析權力關

係的先決條件，這在工會辦的國際勞工教

育中也極其明顯。不少西歐的工會和總工

註23： http://www.icftu.org/displaydocument.asp?Index=
991216994&Language=EN。

註24： 這裡還是有一些例外。特別是「國際公務
員工會」，(Public ServicesInternational)這是
一個由各國公務員工會組成的國際傘狀團

體，它在世界社會論壇運動中發揮了重要

的作用，特別是透過WTO/瞄準世貿「我
們的世界不是拿來賣的」網路(http://www.
ourworldisnotforsale.org)。越來越多的全國性
工會以及地區分部逐漸加強力量投入新興的

全球正義與團結運動。

會在進行勞教計畫時，會與東歐及開發中

國家的姊妹會一起合辦。在進行勞教時，

西方的工會都會宣傳他們自認為偉大的成

就，也就是社會協議，他們試圖說服世界

上其他地區的工會接受社會夥伴模式的好

處，就當前的力量對比而言，這樣的教育

對東歐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工會都會產生反

效果，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家中面對的都是

攻擊性與對抗性格強烈的雇主。

需要在此強調的是，以上提到的發展

在製造業的影響遠遠強過在公部門及運輸

業，因為製造業更直接地暴露於國際競爭

的大環境中。無論是工會的退卻，還是在

政治及意識形態上向右派靠攏，製造業比

較起其他運動都明顯得多。

社會夥伴政策災難性的延續，在夥

伴關係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日益流失的情

況下，絕大部分的歐洲工會官僚仍舊繼

續推銷這一套理念，尤其像是歐洲總工

會 (ETUC)。因此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

在勞動力市場中虛假的社會夥伴所進行的

諮詢、協商、遊說以及所謂的社會對話，

至今我們看到的是歐洲工會中更強化的官

僚化發展現象。社會對話，或是被一些人

錯誤地描述成「在歐盟的層級上進行的協

商」，不過是一種不包括罷工權在內的演

練。於是，為何成果如此乏善可陳，也就

十分容易理解了。

在國際層級，國際自由勞聯鼓吹社

會夥伴關係最力，明確表現在他們是如

何評論聯合國所提出的的「全球協議」

(GlobalPact)上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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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洋洋得意與聯合國簽署共同聲明，其

中的關鍵字和聯合國與國際商業會議 (譯

按：InternationalChamber of Commerce，

為一世界性為企業利益服務的組織，詳情

請參見 http://www.iccwbo.org/) 簽訂的共

同聲明若合符節，如：

大家都同意，全球的市場需要全球的

規約，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為世界經濟建立

有效的多邊協定規則，以確保全球化的利

益能夠普及於一般人民，而這一過程已經

透過市場的全球化實現⋯⋯這項會議同意

全球協議應該可以在說明企業與工人建立

社會夥伴關係的過程中達成。(註 25)

在企業層級，歐洲工作會議 (European 

Works Councils) 成為官僚化的答案。會

議中的工人代表在跨國企業內根本沒有任

何實質的影響力，即使他們能夠收集相關

資訊並與工會實地接觸，與斯堪地那維亞

國家以及德國在二戰之後發展出的類似制

度相較，歐洲工作會議的影響力是要小得

多，雖說現在在這些國家的市場力量再度

當道，這些制度都已經失去真正的影響力。

在歐洲，軟弱無力的社會對話政策將

工會運動帶進停滯的境地。動員會員對抗

雇主攻擊，在歐盟層級是幾乎不存在的工

會政策，即使我們在國家層級還可以看到

往這個方向發展的趨勢 (像是 1995年的

法國與 2002年的義大利 )。

這些政策的令人沮喪的結果，就是工

註25： 參見國際自由勞聯對全球協議的聲明。
「ICFTU Statementon the Global Compact」, 
http://www.icftu.org

會運動的主導者接受逐步降低福利與勞

動條件。透過協商，工會逐步接受與日

遽增的「彈性化」(flexibilization)工作。

在不同的歐洲國家中，我們都可以觀察

到福利服務的緊縮現象，包括病假工資

以及年金的減少、失業補助的刪減，公

共教育、幼兒院、醫療與社會服務費用

的提高，以及廢止非營利住房政策。勞

動條件隨著各項勞動法令與協議的破壞

而降低，包括削弱關於工時的規定、減

少加班費的支出、在許多產業中重新導

入輪班作業制度，更多臨時性的短期性

契約工作、使用更多的契約與專案工作

人員、還有更多分散的談判。以上提到

的種種發展不僅讓工人士氣低落，工會

的會員也因此流失，工會因此更無法保

障會員的權益。右翼民粹政黨的成長可

能是這種縱容的工會政策最危險的結果。

 Â戰略考慮

工會運動能怎麼對抗全球企業的進

犯 ?可以確定的是，光有激進的說辭是

不夠的，即使這在國際會議中是司空見

慣的。2002年 11月，在義大利佛羅倫斯

所召開的第一屆歐洲社會論壇中發生的

事件可做為例證。我聽說在那裡工會的

立場最少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鬥志高昂、

小而缺乏代表性的小團體的立場，另一

種是歐洲各主流工會代表所持的立場。

例如，當時一位德國 IGMetall的工會代

表，主張應該展開每週卅小時工作日的

鬥爭，然而，當時他並沒有提到，僅在

一年前 IGMetall工會已經與福斯 (大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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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深究希臘今日財政經濟困境之因，所謂的高社會福利絕非主因！

汽車公司 (Volkswagen) 談妥降低原領薪

資與勞動條件爭取福斯汽車公司在德國，

而不是低勞動成本的東歐國家開設個新

廠。沒有一位工會代表在會場提出對付歐

洲工會運動今天真正遭遇的問題的方法，

而要發展出行之有效的工會策略卻必須以

此為基礎。

首要之事是認識到，工會必須毫不退

縮地正面迎戰跨國公司與其他資本家集團

發動的對抗政策。關於這點，在工會運

動內有不同意見與矛盾，無論是在地區、

國家還是國際層次皆然。那些在工會裡頭

工作想要恢復組織生機的人因而必須與運

動中最優秀的部分組成新的聯盟。即使有

著許多例外，但主要在公務部門、運輸部

門、一些私營的服務業部門，以及在整個

工會運動的許多地方分部還可以找到這些

工人團體。

為了對抗跨國企業，必須建立相關網

路並鼓勵跨越國家以及企業界線的同一產

業的工人合作，要發展出以階級為基礎的

國際團結必須打破偏愛「我們的」公司勝

過「他們的」公司的企業工會本位心態。

美國工會運動向來有比歐洲工會更強的企

業本位心態，但近廿年來，由於疏遠政

治，溫和的歐洲工會已與「他們的」雇主

合力與外國的公司競爭以在本國保住工

作，歐洲工會也加強了企業本位的心態。

這項被誤導的狹隘策略必須代之以建立在

階級基礎上的聯合鬥爭，用民主方式控制

生產與分配是鬥爭的首要目標。

反對持續在進行的私營公司接管公共

服務部門是另一個重要的鬥爭，針對這個

鬥爭就必須建立起工會的國際聯合。這就

是說對抗私有化，保衛在福利國家時期所

贏得的一切成果，企業接收社會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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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表明在我們社會中勞資之間的力量

對比已向資本家傾斜。

進步的工會策略還有另一個重要部

分，那就是質疑工會官僚的主導思想 -社

會夥伴的意識形態以及勞資之間的調和妥

協。在我們的運動內部對這項特殊的問

題，必須展開費力但又友善的內部討論。

這些討論應本於這樣的認識：即社會夥伴

關係的政策不是什麼陰謀詭計與背信棄義

造成的，而是特定歷史下的產物，我們需

要新的分析，向人民解釋勞資之間的歷史

性妥協是如何形成又為何崩解，人民對當

前情勢的不滿必須慎重處理，他們焦躁與

不平的情緒必須政治化，將之導向工會及

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鬥爭，為勞動與生活

條件而戰。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人民被右

翼、民粹的黨派所動員。

我們應該集中關注福利與勞動條件，

關注隨著經濟中愈來愈多的部分遭受市場

競爭的壓力使工作本身變得殘酷了，也關

注工人對工作日以及勞動過程的影響愈來

愈小。

十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建

立人民的自信心上還需要多下許多功夫，

工人的尊嚴全面遭受攻擊，——在工作

場所、大眾傳媒、一般公共論辯，還有在

由資產階級的思想、價值與新自由主義政

策所支配的社會中，整個社會與文化的氛

圍，工人的尊嚴都遭到踐踏。這只有透過

重申對生產性勞動、階級關係以及階級認

同的概念才能改變。然而，這無法從外部

強加於工人階級，必須作為社會鬥爭的一

環，並且在社會鬥爭的過程中才能發展起

來。

社會協定從來就不是工人運動一個明

確的目標，而是特定歷史發展下的結果。

只有勞資力量的對比出現巨大轉變時，

才有可能實施社會協議。俄國革命、西方

強大的工人運動、第三世界強勁的解放運

動，以及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長期穩定成

長等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才構成社會協

議特有的前提條件，使階級妥協有可能維

持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在當前的力量對

比遠沒有戰後初期有利的情況下，還奢望

再有階級妥協、社會協議，純屬幻想。

因而，我們的目標必須是超越社會協

定以及福利國家。只有社會變革的程度深

刻到足以剷除新自由主義政策復辟的物質

前提，才能確保勞動人民的利益，沒有其

他體制比社會主義更能達成這項要求。

原題：歐洲工運應打破勞資妥協的幻

想〔亞斯伯昂 • 瓦爾 (A • Wahl)著倪世傑 

譯〕，轉自“批判與再造”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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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導讀

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譯者：吳國卿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2014年10月31日

售價：新臺幣  450元

經濟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在其

2009年的作品《告別施捨一世界經濟簡
史》中，提出了一個雙元歷史規律論的觀

點：人類的經濟生活一直處於人口學上的

「馬爾薩斯陷阱」中，這種人口膨脹因戰

爭、疫病與飢荒等因素的自然限縮情況，

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後才被打破，從而使

得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現了「具有現

代性」的變化。延續這種歷史循環觀，並

運用來自各式各樣家族史的資料，克拉克

的新著《父酬者》﹙ The Son also Rises)
則給了一個恐怕要令當代人感到沮喪的說

法：要從窮爸爸的陰影中翻身，得耗盡數

個世代的努力甚至是好運才有可能；但那

些生在富爸爸庇蔭下的子孫，卻能不費吹

灰之力的保有經濟上的優勢。原本在《告

別施捨》中一絲轉機的光點，在《父酬

者》似乎變得更加黯淡。

在本書中，克拉克基本上還是以相當

比較經濟史的方法，把人類的歷史以工業

革命為界，區分為兩個循環結構，並把

人口增長設定為貫穿其間的要素。只是在

《父酬者》中，作者將焦點從經濟或產業

結構與人口變化的互動關係上，轉移到了

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口要素與內質本身，並

以特定家族的變化為觀察點，提出儘管經

濟結構、社會

思潮與政治板

塊在過去六、

七百年都出現

過劇烈變化，

但經濟上「富

者愈富、貧者

難富」的說法

依 然 未 減，

也因此造成

社會階級流

動與相關的不平等現象，並未因社會或政

治變革而有所改善。這種財富世代因襲且

不受外在社會、政治因素變動的現象，並

非僅發生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西歐大陸，

也對於那些後進國如中國、日本等地，有

著一體適用的解釋力。這套「富者愈富、

貧者難富」的說法，不僅僅適用於時間軸

上的歷史比較、空間軸上的區域或國家對

照，也同樣在個別社會內部中得到印證。

不論是社會與人口同質性極高的中國與當

代日本，抑或號稱民族大熔爐、高度異質

化的美國社會，都同樣沒能跳脫出這個定

律。只是對於這樣的看法，《父酬者》這本

書似乎給台灣讀者—尤其是那些深受太陽

花運動與巢運，這般呼籲社會平等的改革

運動激動的讀者們—當頭潑了一桶冰水。

克拉克的說法和許多人的理解不同，

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人口流動是可以在兩、

三個世代裡完成的，以北歐為例，過去

三百年間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就接近 25% 
。然而，克拉克卻認為這是採樣過少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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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旦時間軸拉長兩倍以上，就不難發

現這些社會流動現象其實遠低於當前的估

計，北歐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遠低於 20%。
而在追蹤歷史家族資料後，克拉克斷言，

出身（birth）比起所得和教育程度，對於
某個人或家族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具有五成

以上的影響力。立足於「出身為大」的認

知上，作者倒也提出了一個擺脫貧困、向

上移動的可能性—跨階級的通婚關係。只

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與社經地位高尚家庭

的出身者，才有可能因為婚姻的緣故，協

助他們出身較低的配偶及其家族，緩慢地

提升他們的社會階級與相應之經濟地位。

《父酬者》的英文原著出版後，自然

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反駁

聲浪，認為克拉克把對於「富者愈富、貧

者難富」的解釋，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

聰明、也益發地努力所致。這些反對者

認為，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

始終掌握於富人之手的現實。換言之，這

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富人家族壟斷

資源的結果；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

成功可隨血源﹙ blood﹚與基因 (gene)被
延續下來？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意外地

讓人想起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

薩波斯基 (Robert Sapolsky) 反對基因決
定論的說法。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

所以危險，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卻

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他

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我們其實還沒有能

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更不

可能「科學地」(scientifically) 排除後天
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類似的反思，也

出現在 1997年的科幻電影《千鈞一髮》

(Gttaaca)，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
的工人，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換

得另一個具有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而終

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當火星象徵著社

會階層的頂端，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

階級流動的過程，於是那句對白「I give 
you the identity，you give me the dream」
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

社會流動的小註腳。

本 書 的 英 文 書 名「The Son Also 
Rises」，戲謔地借用了小說家海明威的名
著《妾似朝陽又照君》﹙ The Sun Also 
Rises﹚。該原著以移居巴黎的美國人生
活為本，表達了當代人目睹西方社會在一

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下，對舊有的和平秩序

完全被瓦解、不可復得的感受；並藉此傳

達海明威對傳統價值觀破滅，快樂主義等

新生活態度興起的詮釋。這樣劇烈的變

動，若是從克拉克的角度來說，恐怕不過

是黃粱一夢；當戰爭結束、社會秩序恢復

後，海明威書中人物的感懷，都應該只

是「強說愁」的文人詞彙而已。至於在中

譯書名《父酬者》方面，雖嗅不到英文原

名的戲謔味，卻也直接反映了克拉克寫作

本書的重要發現與其宗旨。簡言之，葛瑞

里，克拉克的《父酬者》可以是一本挑戰

既有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解釋的重要著

作。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經濟現象分

析者，克拉克在選材與分析方法上都有相

當的可信度，這是無庸置疑的。於是本書

留下的觀點與結論，除了前述引發的學術

爭辯外，或許還有讀者閱讀後的一點不

安 :「我怎麼沒有個窗爸爸！」
作者：劉士永(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



 S 「不想下周五一起床就與法拉吉『混逗陣』嗎」

公投前夕，英國街頭仍是脫歐、留歐兩邊宣傳的

角力場。 圖／歐新社。

 S 憂脫歐效應英國破300萬人連署再公投。

 S 法國尼斯卡車恐攻案發地點，十六日凌晨有民眾

聚集悼念死者。

 S 法國工會和學生反對勞動法示威抗議(2016年4月
28日)。

 S 未見工會有所行動，加拿大郵政部門率先于7月5
日發布停擺通知。

 S 警察在機場舉起布條：歡迎 到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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