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回顧

 S 針對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本會莊理事長與鍾孔炤立法委員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

政府負起監督責任，確實保護近1,800名即將遭遇解僱的興航員工。(1051123)

 S 一例一休修法通過後，本會戴秘書長應八大電視新

聞交叉點之邀，上錄影節目談台灣勞工的低薪與窮

忙現象及問題。(1051209)

 S 本會莊理事長應邀出席吳育仁院長舉辦

之「孫文學校嘉院成立大會暨勞工政策

的過去與未來高峰論壇」。(1060107)

 S 本會莊理事長應邀出席「國家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大會」並

於會中發言。(10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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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51123本會莊理事長偕工會幹部
與鍾孔炤委員共同召開記者會

��「復興航空解散應依法保障勞工權益」記者會

 S 莊理事長偕會員工會幹部至立法院群賢

樓前，與鍾孔炤委員共同召開記者會。
 S 莊理事長接受記者採訪表示，復興航空無預警停

飛解散，應嚴格遵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勞基法」相關規定。

 S 本會會員工會幹部踴躍參與，支持召開記者會活

動。

 S 本會會員工會-華航工會鍾家璽理事長(左1)出席
記者會表示將努力向公司爭取復興航空員工的優

先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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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51130&1060111本會莊理事長
二度應邀面見陳副總統

��談勞保年金改革

 S 105年11月30日，莊理事長應邀前往總統府面見陳副總統，提出
勞保年金改革建言。

 S 今(106)年1月11日，為準備再度應邀面見陳副
總統，莊理事長邀集其他全國性工會理事長進

行會前會。

 S 莊理事長與台灣十大工會理事長共同面見陳副總

統談勞保年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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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51209本會戴秘書長應邀擔任 
八大電視台新聞交叉點節目來賓

��談一例一休和勞工低薪問題

 S 戴秘書長去(105)年12月12日接受東森財經新
聞記者專訪談一例一休後雇主規避加班費給

付之爭議。

 S 戴秘書長於節目中發言。

 S 戴秘書長(左1)與節目主持人石怡潔(中)及其他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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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51221本會莊理事長偕財政部所
屬會員工會拜會立法院黨團爭取 

國營行庫退休員工之優惠存款保障

 S 會後由台銀工會吳振昌理事長親自遞交陳情書

予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S 財政部所屬會員工會理事長們向親民黨周陳

秀霞委員與張碩文主任說明爭取維持退休員

工優惠存款之緣由。

 S 莊理事長與財政部所屬會員工會理事長於去(105)年12月21日上午前往立法院青島三
館拜會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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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S 會後財政部所屬會員工會理事長遞交陳情書予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S 台銀工會吳理事長會中發

言情形。

 S 中國輸出入銀行工會王玉晴理事長(右1)與曾委員進行意見
交流與溝通。

 S 同日下午曾銘宗委員代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接受本會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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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S 拜會結束前莊瑞雄委員代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收下本會(及
會員工會)遞交之陳情書。

 S 台銀、中國輸出入銀行與土銀等三家會員工會的理事長代

表與民進黨莊立雄委員會談。

 S 同日，莊瑞雄委員代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接受本會及會員工會之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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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60107 本會莊理事長應邀出席
「孫文學校嘉院成立大會暨勞工 
政策的過去與未來高峰論壇」

 S 莊理事長針對當前勞工重大政策議題如週休二日、基本工資與年金改革等，與在座來賓及

學者專家進行與談。

 S 孫文學校嘉院吳育仁校長(前排左5)邀請莊理事長(後排左2)出席成立大會並擔任論壇與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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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60112 本會召開第6屆理監事 
第4次會議

 左 本會外派委員業務報告-宋介馨理事
長 (勞工保險監理會)。

 右 本會外派委員業務報告-歐清堯理事
(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S 左 本會外派委員業務報告-陳宗燦理事長 (勞動基金監理會)。
 S 中 本會外派委員業務報告-趙銘圓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S 右 本會外派委員業務報告-蔡英德委員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

 S 莊理事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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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S 針對顧常務理事提案，與會幹部踴躍發言討論。(左起朱傳炳理事長、郭國生理事、江建
興理事長)

 顧文宗常務理事(台灣電力工會)
會中提案爭取勞退提撥率的提

高。

 S 莊理事長向與會幹部簡報當前勞保年金改革之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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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60120本會莊理事長與全國 
十大工會理事長應邀面見蔡總統

��針對行政院勞保年金改革方案交換意見

 S 會談過程中，莊理事長積極與總統溝通勞保年金改革的架構與時程安排應以勞工權

益為第一考量。

 S 莊理事長應邀與全國性工會理事長一同前往總統府面見蔡英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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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60122本會莊理事長應邀出席 
國家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大會

 S 總統府提供媒體之本會莊理事長參與

年金改革國是會議資料相片。

 S 莊理事長以國家年金改革委員身份應邀出席國是會議全國大會，會中發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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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本會莊理事長參與國家年金改革紀實
 ▌政策部

國家年金保險制度是一國社會安全網

絡中建構國民老年經濟生活安全的基礎設

置，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將此制度定

義為多柱年金體系 (multi-pillar model)下

的第一柱保障，屬涵蓋範圍最廣的年金，

不論被保險者有無薪資所得，皆有其相對

應的年金保險體制來支撐 1。當我國正朝老

化社會快速發展之際，國家年金制度必須

隨之加強其保障功能，以因應廣大國民邁

入老年後的基本生活需求。

蔡英文總統去 (105)年 520就任後，

隨即著手推動國家年金改革工作，設立

「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勞、資、

政、學等各界代表擔任委員，商議國家年

金制度的改革方向，討論範圍涵蓋軍、

公、教、勞、農等各職類別人員的年金保

險制度，討論議題涉及各類年金保險的制

度架構、給付、財源、領取資格、制度轉

換、特殊對象、基金管理等。本會莊理事

長以勞工代表之身份受蔡英文總統邀請擔

任委員，出席委員會議並與會討論年金改

革中勞保年金之相關議題。在 20次委員會

議召開後，緊接著舉辦分區與全國性國是

會議，除年金改革委員外，邀集其他相關

人士參與，針對政府所提國家年金改革的

方向與各種規劃，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作為制定國家年金改革草案的參考依據。

1 行政府年金改革辦公室，「年金制度小辭典」，
https：//goo.gl/RPAKKq。

自去 (105) 年 6 月 23 日第一次委員
會議召開後，按週陸續進行了 19場委員
會議，討論各類年金制度的改革方向，加

上北、中、南、東四區分區國是會議的舉

行，以及陳副總統及蔡總統數度召見含本

會莊理事長在內的我國國家層級工會代表

進府會談，迄今 (106) 年 1 月 22 日的國
是會議全國大會舉辦完畢後，我國國家年

金改革按政府表訂行程，算是初步完成了

政策討論與資料蒐集的工作。接下來考試

院與行政院將分三階段推動年金改革修

法，首先由相關部會整合年金改革國是會

議討論結果與各界團體意見後，參酌提出

部修法版本交由考試院與行政院分別進行

全院審查，最後向立法院提出院版本的修

法草案。年金改革委員會執行長林萬億指

出，依規劃，今 (106)年 3月起各項修法
草案將被送進立法院審議，政府目標是在

5月 20日前完成修法工作 2。下表依我國

政府於勞保年金改革方面的推展進程，紀

錄本會莊理事長參與其中的過程。

2 吳博緯，2017。「年金改革啟動 考試院分三階
段推修法工作」，自由時報，2017.02.02。https：
//goo.gl/vhTx1T。

 S 本會莊理事長於年金改革委員會議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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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本會莊理事長參與勞保年金改革之歷程紀錄

階段 期  間 排  程 過 程 / 結 果

政

策

討

論

105.06.23~ 
105.11.10

出席年金改革

委員會議

本會莊理事長以勞工代表身份，擔任年金改革委員，出

席以下20次每週召開一次之討論會議。
• 第1、2次會議討論委員會運作機制與流程。
• 第3~10次會議相關部會進行各類年金制度現況報告。
• 第11、12次會議討論改革議題與順序。
• 第13次會議討論「年金架構」。
• 第14次會議討論「財源」。
• 第15次會議討論「給付內容」。
• 第16次會議討論「領取資格」。
• 第17次會議討論「特殊對象」。
• 第18次會議討論「基金管理」。
• 第19次會議討論「制度轉換機制」。
• 第20次會議綜合彙整。
→經20次會議討論，行政院初步提出改革要點為繳多、
領少、延後領取。

105.11.30
陳副總統面會

本會莊理事長

陳副總統邀請莊理事長單獨面談，聽取勞保年金改革相

關意見與建言。本會莊理事長提出：

• 勞保基金以「完全準備」模型做出的破產負債預測已
造成勞工對勞保年金的不信任與恐慌。

• 改革應追本溯源從健全「政府撥補」著手強化。
• 勞保年金自民國98年起實施迄今僅7年，屆制度設計之
漸進微調機制運作期限尚有10年，目前不宜貿然進行
變革，宜待勞保年金制度再施行五年後，於制度施行

中後期再行檢討與改革規劃。

105.12.31~ 
106.01.14

參與分區國是

會議 (北、南
區)

本會莊理事長以年金改革委員身分出席北區與南區國是會

議，以瞭解其他團體代表對勞保年金改革的看法與意見。

彙整會議中與會者提出勞保年金相關意見如下：

• 制度建構：縮減職類間的年金差異。
• 給付：給付地板(職業工會勞工)、年資給付率1.55%不
變、年資採計期間60個月不變、所得替代率不變。

• 財源：政府撥補與負最終支付責任、調降職業工會勞
工分攤比、勞保彩卷挹注勞保基金。

• 請領：各職類請領年齡一致、維持現行勞保請領年金
規定。

• 基金：保證勞保基金收益率(6%)、公開基金收支資
訊、不宜作為股市護盤之用、勞保局公布精算結果宜

再重新進行。

• 特殊對象：中華電信、台鐵、財政部所屬國營行庫員
工等對象應做特定安排使其能享有同等年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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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階段 期  間 排  程 過 程 / 結 果

政

策

討

論

106.01.11

陳副總統召見

含本會莊理事

長在內的十大

工會理事長

行政院初步提出勞保年金改革規劃為：

• 提高費率上限至18.5%(繳多)
• 降低所得替代率至50-60%(領少)
• 拉長薪資採計期間至180個月(領少)
• 延後領取年齡至65歲(與現制相同)
• 維持保費分攤比例
• 導入勞保基金自動調整機制
全國十大工會理事長針對行政院提出之改革重點與陳副

總統討論，提出以下具體意見：

• 維持勞保年金現行制度含費率、所得替代率與採計年
資等規劃。

• 完備政府撥補與最終支付責任等基礎設置。
→ 會後陳副總統應允政府未來將每年撥補一定金額至勞
保基金，以保障勞工老年生活。

106.01.19
行政院公布

改革版本

陳副總統召開記者會正式公佈行政院勞保年金改革規劃

為：

• 政府自107年起每年撥補200億元
• 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
• 費率逐年調高，於民國117年調至18%
• 投保薪資採計期間逐年拉長，於民國117年延長至15
年

• 領取年齡逐年延長至65歲，併最多五年、每年4%的增
/減額年金(與現制相同)

• 勞工所得替代率與年資給付率暫不調整
• 維持現行勞保保費分攤比例
• 勞保年金績效檢討年訂於民國111年，勞保併勞退涉及
費率調整之檢討訂於民國112年進行

106.01.20

蔡總統召見含

本會莊理事長

在內的十大工

會理事長

於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大會召開前，蔡總統召見包括

莊理事長在內的全國十大工會理事長，聽取各理事長的

意見與看法。本會莊理事長進一步比較行政院版勞保改

革方案與工會訴求間的差異，並建請政府審酌、再思勞

保年金改革之時程安排，具體理由如下：

• 費率調整標準的提高，大幅加重勞工負擔
• 採計年資的延長，損及勞工年金請領權益
• 另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勞退費率整併以不超過20%
為原則」的構想，制度上與未來勞保費率調漲至18%
的規劃相矛盾，且恐被誤解為意圖大輕雇主勞退提撥

負擔

→會後蔡總統回應將與工會團體進一步對話，繼續討論

勞保年金改革架構之推動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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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階段 期  間 排  程 過 程 / 結 果

政

策

討

論

106.01.22
國是會議

全國大會

全國層級國是會議分三組個別討論「給付與領取資

格」、「基金管理與財源」與「制度架構、特殊對象與

制度轉換」議題。

本會莊理事長以年金改革委員身份出席全國國是會議，

並於「給付與領取資格」之分組討論中提出意見：

• 建請維持現行勞保年金制度，於民國111年政府撥補完
成後，再行檢討。

• 建請檢討行政院提出之「勞保、勞退費率整併以不超
過20%為原則」構想，慎思可能引發之嚴重爭議。
本會朱傳炳理事以工會代表身份出席全國國是會議，於

「制度架構、特殊對象與制度轉換」之分組討論中提出

意見：

• 建請檢討目前「配合國家年金改革同步調降財政部所
屬國營行庫13%員工優惠存款」提議之妥適性，並俟
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方案確定後，再邀集勞資（財

政部、國營銀行及工會）進行協商，共同擬定合理之

處理方式。

修

法

提

案

預計自全國

國是會議結

束後，至今

(106)年3月
間執行完畢

勞動(銓敘)部
擬部版本送行
政(考試)院

規劃參酌國是會議討論結果與各團體代表意見，擬製部

版草案，送考試院審查。

行政(考試)院
全院審查部版
本修法草案 規劃針對部版草案進行全院審查，後擬製院版草案，送

立法院審查。行政(考試)院
提院版本修法
草案送立法院

完成

修法

預 計 於 今

(106)年5月
20日前完成

立法院審議
規劃依立法院程序審查(審議)考試院提案之年金改革法
案。

參照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網站公開資料與本會自行整理之資料製表。

 S 本會莊理事長以勞工代表身份應邀擔任「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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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年金改革的社會對話過程中，

本會莊理事長以勞工代表的身份應邀擔任

「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之委員，於歷

次會議中全心投入勞保年金改革議題的討

論與溝通。歷經七個月的政策討論過程，

莊理事長本於捍衛勞工年金權益與老年生

活保障的初衷，積極地與政府和各方進行

意見交流，並堅定表達勞方立場與訴求，

同時，對內也一再向會員工會幹部與其他

工會團體溝通勞保年金改革的最新發展動

態以及工會的行動方針，力求在這項重大

議題上勞工能有充足的團結意識，以利確

實監督政府的改革行動，避免勞工權益在

國家年金改革的過程中被忽視或犧牲了。

回顧政府從一開始展開年金改革社會

對話時便提出的「繳多、領少、延後領」

大方向，歷經引發激烈反彈與質疑的多

方辯論過程，於全國國是會議召開前幾天

才公佈的行政院改革方案，在勞保年金這

一塊仍延續著政府一路以來主張的改革路

線，不出提高勞保費率、延長投保薪資採

計期間等在基金管理方面以「繳多領少」

達到開源節流效果的技術性措施，實際對

勞工造成的衝擊即是年金權益的縮水。再

與他類年金領取者相較，原本給付水平就

偏低的勞保年金，若真照行政院所提方案

改革下去，勢必讓原本就容易處於經濟弱

勢的廣大勞工到了老年更加貧窮，且整體

國家年金體制也將更加的不平等，失去改

革的意義。

不過，經過本會莊理事長持續進行著

溝通工作，行政院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已

見政府撥補與最終支付責任入法之設計，

且有部分改革要點，如所得替代率與繳費

分擔比例等條件方面，仍維持現行制度，

避免對勞工產生過於劇烈的衝擊。

 S 去(105)年9月，本會莊理事長與全國十大工會理事長率會員幹部齊聚一堂，討論勞
保年金改革問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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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自參與國家年金改革政策討論以來，本會莊理事長數度接受邀請進入總統府，與

總統、副總統溝通本會對勞保年金改革之立場與訴求。

 S 本會莊理事長今年一月應邀出席「孫文學校嘉院分校成立

大會暨勞工政策之過去與未來高峰論壇」，並擔任與談人

向在座與會者說明勞保年金之現況與改革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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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金改革方案與工會建議比較表

改革要點 工會建議 行政院勞保年金改革方案

政府撥補 政府應儘速進行撥補。
自民國107年起，分五年每年撥
補200億。

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 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入法。 政府最終支付責任入法。

現行勞保制度

(保險費率)
(採計年資)
(所得替代率)
(請領年齡)
(繳費分配比例)

維持現行制度。

依現制由9.5微調至12%上限
依現制維持60個月
維持現行給付標準

逐年延長至65歲併展延年金
依現制維持勞雇分攤比2：7

改革現行制度。

調整由9.5調高至18%上限
逐年增至180個月
暫不調整

維持現狀

暫不調整

參照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網站公開資料與本會自行整理之資料製表。

綜觀行政院在政策社會對話過程的最

後期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與工會方

訴求相較，有其折衷妥協，自民國 97年

立法院關係文書通過的附帶決議指出政

府撥補責任後，歷經近 10年的爭取，在

此次本會與其他工會團體在年金改革會議

中的極力主張下，終獲得實現的承諾，且

政府負最終責任也將入法，算是初步健全

了我國勞保年金制度的基礎設置，給予勞

工對老年基本保障的可期待性。但政府另

方面挾帶提出的提高費率、拉長投保薪資

採計期間等改革措施，與現行制度差距甚

大，可想見這對勞工年金權益的打擊將十

分驚人，甚至是勞保與勞退費率合併計算

的構想更引發額外的制度性爭議。上述苦

果不是光用維持部分現行勞保年金規定就

可以補償的。鑒此，本會身為勞保年金改

革道路上一路密切參與的行動者之一，強

烈建議政府應從長計議，不宜貿然大幅提

高勞保費率併拉長採計年資，否則將使勞

保年金無法發揮保障勞工老年經濟生活的

功能，迫使勞工對勞保年金制度與政府施

政失去信賴與服從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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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如同蔡政府一再強調的和平改

革與社會對話原則，勞保年金上路剛滿七

年且離現行費率調整機制執行完畢之民

國 116年尚有 10年施行時間，若依行政

院現提改革方案自明 (107)年起調漲費率

與延長採計年資，將立即對近千萬名投保

勞工產生「繳多領少」的不利益衝擊，更

何況，行政院目前提出改革版本中許多技

術性細節仍有需要進一討論與進行衝擊評

估的必要，所以應該讓勞保年金依現行制

度繼續推行下去，使其有充分時間發揮運

作功能以接受日後公平公正的檢視。故建

議依現行年金制度推行時程規劃，若於五

年後 (民國 111年 )進行變革前檢討會比

現在更為適當，屆時如有需要採取變革行

動，則仍有五年的充裕時間進行討論與規

劃實施。

為了讓勞保年金制度能夠在符合廣大

勞工期待的情況下平和順利的運行，本會

將會繼續堅守崗位，致力與政府溝通改革

期程與架構，並確實監督政府在勞保年金

改革此議題上的各種作為，為勞工的權益

把關。

 S 本會莊理事長在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大會中積極發言，捍衛勞工

年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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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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

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31號令修正公布第 14條
條文。

第 1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 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
虞者。

二、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
為者。

三、 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
果者。

四、 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法定傳染病，對共同工作之勞工有
傳染之虞，且重大危害其健康者。

五、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
之工作者。

六、 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

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將該代理人間之契約終止，或患有

法定傳染病者依衛生法規已接受治療時，勞工不得終止契約。

第十七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23、24、30-1、34、36∼39、74、79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57731號令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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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第 23、24、30-1、34、36∼ 39、74、79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34條第 2
項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 37條第 1項規定及第 38條條文，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23 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

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

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第24 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

二、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以上。

三、 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

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

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

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

小時計。

第3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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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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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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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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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36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 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 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 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
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

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

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37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

假之日，均應休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

第38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

一、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

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

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

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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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

第39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

工作者，亦同。

第74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

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

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第一項申訴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於六十日

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責任外，對因此受有損

害之勞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79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

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
之命令。

三、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
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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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

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

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勞工退休金條例條

總統令：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第5、24、46、48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21號令修正公布第 5、
24、46、48條條文。

第5條 勞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滯納金之加徵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

機關委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第24條 勞工年滿六十歲，得依下列規定之方式請領退休金：

一、 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二、 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選擇請領退休金方式，經勞保局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一項工作年資採計，以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為準。年資中斷者，其前

後提繳年資合併計算。

勞工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時，於有第一項規定情形者，始得請領。

第46條 保險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於期限內通知勞保局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48條 事業單位違反第四十條規定，拒絕提供資料或對提出申訴勞工為不利處分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勞動部令：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5日勞動福 3字第 1050136597號令修正。

第2條 雇主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申報提繳退休金時，應填具勞工退休金提

繳單位申請書（以下簡稱提繳單位申請書）及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以

下簡稱提繳申報表）各一份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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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已參加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者，得免填提繳單位申請書，其提繳單位編號由

勞保局逕行編列。

第12條之1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年金保險開辦前，勞工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併計工
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選擇請領月退休金者，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累積數

額，全數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發給。但依本條例第

二十四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請領月退休金者，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第32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

年定期存款利率，由開始提繳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之平均

每年之年收益率，不得低於此一期間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平均

數。

前項所稱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指依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行庫每月第一

個營業日牌告二年期小額定期存款之固定利率，計算之平均年利率。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應每月公告當月之最低保

證收益率。

第34條 勞工申請退休金時之累積收益金額，除已分配入專戶之收益外，尚未分配

期間之收益，以勞工申請當月基金運用局公告最近月份之收益率，計算至

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四位。

第44條 勞保局辦理本條例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事項之執行情形，應配合決算

編製相關規定，擬具決算報告，並按月將下列書表送基金運用局彙整，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 提繳單位數、提繳人數、提繳工資統計表。

二、 退休金核發統計表。

三、 退休金收支會計報表。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48條 （刪除）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勞動部令：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42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5日勞動福 3字第 1050136605號令修正。

第42條 勞工請領年金給付年齡，年金保險契約不得約定低於六十歲。但有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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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之二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年金保險契約，應約定勞工請領年金給付之條件及方式如下：

一、 勞工年滿六十歲，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
一次退休金；勞工年滿六十歲，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

休金。

二、 勞工未滿六十歲，有本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
一，其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工

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年金保險契約得約定，勞工死亡者，由其指定受益人請領保險金；未指定

時，由遺屬請領積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工會法

總統令：修正工會法第26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41號令修正公布第 26條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26 條 下列事項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

一、 工會章程之修改。

二、 財產之處分。

三、 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

四、 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

五、 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六、 工會各項經費收繳數額、經費之收支預算、支配基準與支付及稽核方
法。

七、 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

八、 基金之運用及處分。

九、 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

十、 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十一、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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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四款之規定經議決訂定者，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令之限制。

會員之停權或除名，於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前，應給予其陳述意

見之機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勞資爭議處理法

總統令：修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43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5891號令修正公布第 6、43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6條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得依本法所定之調解、仲裁或裁決程序處理之。

法院為審理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必要時應設勞工法庭。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勞方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給

予適當扶助：

一、 提起訴訟。

二、 依仲裁法提起仲裁。

三、 因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事由，依本法申請裁
決。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前二項扶助之申請資格、扶助範圍、審核方式及委託辦理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43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裁決事件，應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下簡

稱裁決委員會）。

裁決委員會置裁決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熟悉勞工法

令、勞資關係事務之專業人士任之，任期二年，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裁決委員。

中央主管機關應調派專任人員或聘用專業人員，承主任裁決委員之命，協

助辦理裁決案件之程序審查、爭點整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具專業證照執

業資格者，經聘用之期間，計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裁決委員會之組成、裁決委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裁決委員會相關處

理程序、前項人員之調派或遴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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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復興航空解散事件

復興航空解散停飛！ 
員工協商、國內航運受影響

 ▌ 2016-11-22 台灣英文新聞 綜合報導

今（22）日復興航空公司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因公司營運不善將解散且資遣全

體員工，今天起全面停航。

員工何處去？

勞動部表示，復興航空應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履行通報及協商等各項義務，

並本於誠信，盡速與 1,735名員工進行協商，竭盡所能提供優於法令之方案，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以保障勞工權益及安定員工生活，避免衍生紛爭。

勞動部指出，復興航空已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規定要件，該公司依法應

於 60日前向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報大量解僱計畫書，並於提報計畫書起 10日內，本

於勞資自治精神與勞工代表針對資遣條件等攸關勞工權益事項進行自主協商，倘未依

法通報計畫書及履行自主協商義務，依法可處以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財務虧損大洞

復興航空子公司、負責廉航業務的威航自 10月起停業，顯示財務陷入困境。

聯合報報導，復興航空今年前三季虧損持續擴大，稅後虧損達 22.17億元，兩年

內虧掉半個股本，現在載客率還不到 5成，每天都在虧，一個月要虧 2億餘元帳上已

經出現資金缺口達 36億元，董事會通過決定忍痛，向交通部申請停航後，將進一步解

散公司。

復興航空表示，歷經兩次空難事故，公司採取多項革新措施，業績始終未能回復

先前水準，加上航空業景氣不振，財務狀況持續惡化。公司指已成立緊急任務小組，

分別就旅客退票、員工資遣、政府溝通、債權清償、及股東權益等面向，全力處理後

續事宜。

周二停飛一天 影響逾5千人

復興航空解散，針對已購票旅客，復興航空提供無條件全額退費。中時報導，針

對周二停飛一事，民航局事前並未掌握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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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統計，今首當其衝共國內線 7條、國際線 5條、兩岸線 8條，共 5113人受

影響；其中台北花蓮、台中花蓮約百餘人改由台鐵疏運，馬公、金門改搭遠東、立榮、

華信；國際線去程改退票、回程簽轉長榮與華航；兩岸線廈門改走小三通，吳哥窟去

程退票、回程另行安排。

另外，消基會也提醒，預訂復興航空班機的消費者，務必保留訂位、付費單據，

作為證據並要求復興航空負起賠償責任。

空難意外家屬部份仍為談妥賠償條件

復興航空編號 B-22816班機去年 2月 4日墜入基隆河，造成 43人死亡慘劇，但和

解問題還沒全部解決。據媒體報導，乘客部分至今仍有 5名罹難者未與興航取得共識。

家屬今在得知解散消息後，急於與公司重啟協商。

興航提出的賠償金額是 1人 1490萬元，與澎湖空難相同，外加 60萬法事費用。

吳姓被害人說，上個月才和興航談妥和解，當時興航以即期支票支付賠償金；他感嘆

「入袋為安」，否則現在依復興航空的營運狀況來看，如果沒和解，可能錢就拿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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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復興航空解散事件

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 
勞團籲限制負責人出境、凍結資產

 ▌ 2016年11月23日 今日傳媒 記者陳彥驊/台北報導

復興航空昨日無預警停飛，同時召開臨時董事會決議解散公司，若再經股東會通

過後，等同於興航 1,795名員工即面臨被資遣、中年失業及不定期收入空窗的命運。

對此，全國產業總工會今（23）日呼籲，應限制復興航空負責人出境、並凍結相關資

產，以防其脫產。

全國產業總工會偕同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等勞工團體，以及民主進步黨立委鍾孔

炤今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嚴格監督復興航空處理後續資遣事宜。

全國產業總工會強調，針對復興航空公司無預警宣告停飛、解散一事，目前興航

的 1,795名員工勞動權益，是最需要受到高度關注與保障的事情。呼籲興航若決議執

行大量解僱，應嚴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與《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依法定程

序執行解僱計畫並如期給付資遣費。

全國產業總工會呼籲，勞動部應謹守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本分，確實監督復興航空

公司的資遣動作，並於必要時採取申請限制負責任出境的因應措施，以保障復興航空

 S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左3)與鍾孔炤委員(左4)共同舉行記者會，強力要求
政府嚴格把關復航解散事件中的員工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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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員工在資遣過程中的一切法定權力與利益。

勞工團體提出三大訴求：

一、 依法限制復興航空負責人出境，並凍結相關資產，以防其脫產。

二、 復興航空公司應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相關程序規定，確實做到解僱計畫書

之通報、預警機制、勞資自治協商（強制協商）等法定程序後才能執行解僱計

畫。另應遵照《勞動基準法》第28條規定優先給付資遣費給被解僱的員工。

三、 勞動部應嚴格監督復興航空公司的解僱程序，若有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

處，應立即依法開罰以示公允。若解僱合法，勞動部更應責成公司依期限給付資

遣費，屆期未清償者，應立即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12條規定，函請入出

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

 S 全國產業總工會幹部集結立法院群賢樓前聲援召開記者會，表示擔憂「復興變負

心」將損及興航員工權益。(圖/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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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復興航空解散事件

復興航空今強制協商 工會：盼釋出善意

 ▌ 2016年12月06日 蘋果日報 記者陳思豪/台北報導

復興航空決定解散引發大量解僱勞工案發生至今已半個月，北市勞動局今天表示，

雙方自主協商階段沒有進展，加上復興企業工會已向勞動局表達資方無意協商的訊息，

因此勞動局將依規定，於本週四 (8日 )啟動強制協商，由於資方有部分資料含糊不

清，勞動局也呼籲興航配合，否則將影響彼此信任基礎。

勞動局表示，資方目前對主管機關所要求提供的資料，包括交付信託資金帳戶、

動用情形、待解僱員工的年資、薪資水準等足以影響未來協商方案擬訂的基礎，都含

糊不清，雖然日前出示了與勞工達成協議的內容，但仍未完成個別勞工簽署同意書的

法定程序。加上興航工會已向勞動局報備，因此勞動局將依規定進入強制協商。

勞動局表示，興航解散影響千餘名勞工的工作權，雖然興航已提撥 6億元信託專

戶用以支付員工資遣費，但勞動局目前遲遲未能拿到信託帳戶資訊；加上勞工薪資及

資遣費等費用，是與銀行團對興航的債權屬同一序位，因此勞動局擔心，復興航空提

撥的 6億元，屆時恐不足以支應全部員工的法定補償費用。

勞動局表示，勞工應將與銀行團平起平坐，共同分配財產，復興航空不應再以「打

混仗」的方式，意圖誤導外界以為公司已有足夠信託基金足以支應，實際要支付的資

遣費或對勞工的補償可能遠高於 6億元，勞動局也呼籲銀行團不要為復興航空背書，

也不能太樂觀看待未來可處分的財產。

此外勞動局也擔憂，興航雖在 12月 2日提出大量解僱計畫書，但當時企業工會已

成立，資方卻不依法定程序將計畫書也提供給企業工會，此舉影響勞資之間信任基礎，

也可能影響未來的協商。勞動局最後

指出，北市將於 12月 8日召開強制

協商會議，目前本案已進入強制協商

程序，為使協商程序順利進行及了解

協商方案的可行性，對於協商程序進

行過程中所需相關資料，呼籲勞資雙

方應如實提供，尤其資方為具有各項

資源、發動解散的一方，對員工有責

任，更應該坦誠提供資訊，建立未來

協商的基礎。

 S 復興航空空服員赴行政院抗議，要求處理勞資爭

議。 (圖/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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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復興航空解散事件

興航強制協商會議資方不出席 北市譴責

 ▌ 2017年01月20日 中國時報 中央社報導

台北市勞動局今天

說，復興航空案第 7 次

協商會議，資方代表再

次請假，已發文要求限

期指派協商代表，除譴

責興航作法失當，更讓

離職勞工惶惶度日、被

迫抗爭，造成社會動盪

不安。

勞動局說，復興航空

案自去年 11 月 22 日宣

布解散，12月 2日起進入強制協商後截至目前為止，已為勞資雙方召開 6次強制協商

會議，局長賴香伶也曾促成勞方協商代表與董事長林明昇直接對話，原訂於 20日召開

第 7次協商會議，因興航「再次」請假，預計下週、春節前再次召開協商會議。

勞動局表示，復興航空今年 1月 11日召開 106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

選出 3名清算人李岳霖、姚文亮及蘇松輝，依公司法規定，清算人選出後，在其執行

職務範圍內，就為復興航空負責人。

勞動局說，依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6條規定，今年 1月 16日函請復興航確認

並指派資方協商代表，但該公司 18日回復清算人目前正向法院聲報就任，原訂協商會

議無法出席。

勞動局表示，自清算人被股東會後選出已超過 1週，法令未規定清算人以向法院

聲報就任為生效要件，清算人選出後，就是復興航空公司負責人，本次大量解僱勞工

強制協商會議關乎興航 1800名勞工資遣方案，清算人應善盡職責，應以勞工權益為首

要事項辦理。

勞動局 20日將再函請復興航空公司限期提出協商代表名單，以利儘速召開協商會

議解決爭議，若復興航空公司拒不改善，會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予以處分，勞動局

也會依職權代為指定資方協商代表。

 S 復興航空企業工會與公司第4次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協商會議
29日在台北市就業服務處舉行，工會要求董事長林明昇出席
大解法協商會議，面對員工。(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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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國家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後正式啟動

年金改革草案出爐 
陳建仁提10大改革目標

 ▌ 2017年01月19日 蘋果日報 記者陳郁仁/台北報導

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將在本周日展

開，身兼年改召集人的副總統陳建仁，

今下午舉行記者會公布十大改革內容。

這 10大改革內容包括年金改革的目標
是永續發展、18%優惠存款走入歷史、
調降公教所得替代率、延長投保薪資

採計期間至 15年、延後請領年齡至 65
歲、提高費率上限至 18%、政府財源
挹注；年金年資可攜帶；基金管理專業

化、透明化，提升投資效率；改革黨職

併公職不合理設計。

��以下是年金改革方案重點讓年金永續：領得到，領得久

2017年金改革方案（草案）重點

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依據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歷次會議、分區會議及各界之意

見，擬具「2017年金改革方案（草案）」，供 1/22舉行之國是會議討論。其重點如下：

一、年金改革的目標

健全年金財務，促進制度永續。

確保老年生活，經濟安全無虞。

兼顧職業衡平，實現世代互助。

透過這次改革，延長基金壽命，確保基金餘額至少一個世代不會用盡（公務人員

退休基金延至 133年，教育人員退休基金延至 132年，勞保基金延至 125年）。並透過
定期滾動檢討，讓基金永續，「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

二、終結優惠存款制度，讓18%走入歷史

讓 18%優惠存款制度走入歷史，所節省的經費扣除地方自籌款之餘額，全數撥補

 S 陳建仁副總統(圖中)主持年金改革記者會。(圖/
蘋果日報陳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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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注退撫基金。

為保障早年年資較低或待遇偏低的退休公教人員的老年生活，訂定符合老年經濟

安全所需的「基本生活保障」（25,000元或 32,160元）。若是其月退休金總額低於「基
本生活保障」，則維持原支領之金額，不予調整。

若是退休公教人員支領月退休金（含兼領）者，其總額超出「基本生活保障」，優

惠存款最晚分 6年全數歸零（優存利率第 1年降至 9%、第 3年降至 6%、第 5年降至
3%、第 7年降至 0%）。若是支領一次退者，另設計方案逐年調降優存利率。

優存利率歸零或調降後之月退休金總額，將不低於「基本生活保障」。歸零或調降

後的優惠存款本金，將交還本人。

三、調降公教所得替代率，與國際接軌

在優惠存款利息歸零之後，未來退休公教人員年金的平均所得替代率，將設定為

「本俸兩倍」的 60%，約等於非主管人員「實質薪資」的 70.8%。

超過的部分，將會先調降至「本俸兩倍」的 75%，再以每年 1%的幅度逐步調降，
至預訂目標為止，藉此拉近不同職業別年金所得替代率的差距、減輕各職業別社會保

險與退休制度的財務負擔，並逐漸與國際接軌。

四、延長投保(提撥)薪資採計期間，縮減基金收支落差。
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平均投保 (提撥 )薪資採計期間，逐年延長 1年，至最後

或最佳 15年（180個月）為止。

藉此拉近公教人員給付與投保 (提撥 )薪資的計算差距，降低臨退升遷的不公平。
也避免勞工平時以多保少、臨退以少保多的道德風險。

五、延後請領年齡，以因應人口老化

因應人口老化、預期壽命延長的趨勢，除危險勞動或特殊職務者之外，標準請領

年齡均漸進調整，逐年延後至 65歲。

提前退休者，得領取「減額年金」；延後退休者，得領取「增額年金」。提前或延

後年限最多 5年，並依每年 4%的比率，降低或增加年金給付額度。

針對危險勞動（例如警察、消防等）與特殊職務者（例如中小學教師），另外訂定

更早的請領年齡，允許其額外再提前請領減額年金，以符合其職業特性。

六、提高費率上限，漸進調整費率

公教退撫基金之提撥率法定上限，提高為 18%。費率自方案實施後，將逐年提高
1%，並於費率達 15%時，檢討整併公教人員保險之可行性，訂定最適費率。如無更
佳方案，則費率逐年再調高至 18%為止。



37

勞工新聞

勞工保險費率之法定上限，亦提高為 18%。費率自 107年起每年調升 0.5%，於
112年檢討是否與勞工退休金整併。如無更佳方案，且經精算未來 20年保險基金餘額
不足以支應保險給付，其後每年繼續調高 1%至上限 (117年 )。

為接軌國際趨勢，我國的年金總費率（勞工保險加勞工退休金、公教人員保險加

公務人員退休或教育人員退休制度費率）應以不超過 20%為原則。

七、政府財源挹注，強化基金財務永續

在費率調高的同時，政府財源亦將挹注基金。

在公教人員部分，調降退休所得和取消優惠存款所節省的經費，在扣除屬於地方

政府的自籌款後，其餘額將挹注退撫基金。

在勞工部分，政府自 107年起每年撥補 200億元挹注基金，強化財務永續。

八、設計年金年資可攜帶制度，跨職域就業有保障

我國各職業別年金制度各自分立，受雇者若是跨職域轉換工作，其年金請領權益

將嚴重受損，不利於個人職涯的規劃。

為了因應各職域之間人力流動的需求增加，各職業別保險與退休（撫）金制度應

設計「保留年資」的規定，讓受僱者可以在屆齡退休之前，自由選擇轉任不同職域工

作，到了法定起支年齡，以「合併計算年資、分別計算年金」的方式，請領其原有加

新任職業別的退休金，不必為了請領月退休金而於退休前再回任原職；或擔心領不到

月退休金而不敢離開原職場。

九、基金管理專業化、透明化，提升投資效率

此次年金改革，退休人員團體普遍關心基金管理效率問題，期待基金投資效率提

升，以增加職業別年金之財務穩定，並藉此提高給付水準。

未來基金管理的改革方向，將讓基金管理專業化、資訊透明化，並減少政治干預，

增加利害關係人參與選擇權。

十、改革黨職併公職等不合理設計，讓制度回歸常軌

當前年金制度存在若干針對特殊對象的不合理設計，應一併處理，包括：1.國民
黨黨職併公職年資溢領的年金、2.政務官年資併計事務人員年資而領取偏高的優惠存
款利息、3.法官與檢察官之養老與退休金加上退養金之後所得替代率偏高、4.財政部
所屬公營行庫享有 13%的員工優惠存款等，應該趁此次年金改革一併檢討改進。

依各年金相關法律規定已領取退休金（含優惠存款利息）者，其已領取部分不會

要求繳回。但本次年金改革後，所有領取退休金者應一體適用改革後的新規定，以符

合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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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國家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後正式啟動

拚年金改革 
蔡英文今見工商界大老尋求支持

 ▌ 2017年01月20日 蘋果日報 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年金改革國是會議明天登場，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副總統陳建仁昨公布「2017

年國家年金改革方案」草案，各界仍有不滿聲浪。總統蔡英文今在陳建仁陪同下，分

別與全國性總工會團體、工商團體代表見面交換意見，總統府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

相關團體都支持年金改革，針對政府提出的年改版本，可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至於

勞保費率的調升，將會在國是會議討論。

蔡英文今天今下午先會見全國性總工會團體代表，包括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

爵安、全國工人總工會理事長張家銘等 10人，會談約一個半小時。總統府指出，會中

達成結論，一、團體支持年金改革；二、政府所提出的年改方案，可以作為繼續討論

的基礎；三、勞保費率調升和薪資採計期間拉長，都是採循序漸進，逐步調整，並非

一次到位。勞保費率部分，會在五年（112年）進行檢討。

蔡英文隨後與工商團體代表見面，包括全國工業總會許勝雄、工商協進會祕書長

范良棟等 7人，會面時間約一個小時 20分。總統府指出，會中達成結論：一、希望這

一次能夠改革成功；二、年改方案可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三、企業界對於包括勞保

費率等意見，將會在改革方案基礎上於國是會議當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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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國家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後正式啟動

勞工不領情：勞保費率調高到18% 
「這不是繳多，那什麼是繳多？」

 ▌ 2017年01月22日 風傳媒 記者林上祚報導

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

議討論「年金給付」，勞工對

政府改革版本並不領情，全國

產業總工會莊爵安表示，勞保

費率在民國 112 年若未與勞退

基金合併，未來將逐年調高到

18%，「開什麼玩笑！這對勞工

負擔有多大？這不是繳多，那

什麼是繳多？」勞保平均投保

薪資採計期間延長為 15年，對

勞工的最終請領權益絕對會影

響，莊爵安主張，勞保制度在

這次改革，至少維持 5年不變。

勞保平均薪資採計改為15年，殺傷力非常大

勞工聯盟總會安連元表示，勞保平均薪資採計期間，調整到 15年，對勞工殺傷

力非常大，台灣勞工未來將面臨高房價、高子女教育費與高消費的「三高」局面，年

金改革表面看起來，好像砍一砍很簡單，但勞工如果退休後無力負擔，孩子是不是要

負擔？把勞保變成「隨收隨付」的收支平衡概念，這樣對嗎？勞保基金餘額現在還有

6900多億元，政府卻一天到晚喊破產，試問，如果全民健保國家要負責任，一千萬人

投保的勞保，國家難道不用負責任嗎？

全國不動產全國總工會代表梁淑娟表示，現在 5年的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已經

讓勞工老人年金掉到貧窮線以下，未來改為 15年會變成什麼狀況？政府宣稱年金會破

產，她個人持懷疑態度，勞保還有 6900多億元，每個月還有 17、8億元進帳，政府卻

每天在喊破產，相較於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拚經濟，台灣政府拚經濟缺乏對應政策，

她建議召開經濟國是會議。

 S 蔡英文總統主持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大會開幕式表

示政府堅持改革原則，但仍會持續與社會其他團體溝

通。(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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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用精算數字說服大眾，「不要只是說會不會破產」

大同公司工會理事長白政憲表示，討論年金問題應該用保險精算數字，取代各職

業別鬥爭，政府用精算數字說服社會大眾，反對者則提出對案，年金保險制度如果有

潛在虧損，政府該撥補多少？會不會排擠到其他預算？這些都要對外說明，「不要只是

說會不會破產」，全世界退休年金制度都是動態保險機制，過去可以調整，現在可以調

整，未來都可以調整，收支可以平衡，就是隨收隨付機制。

白政憲表示，政府要釐清「繳多領少」的問題，因為在目前制度下，「大家都是繳

少領多，年金制度對大家都有利，只是有利的程度不一樣。」

保費逐年調高到18%，「這是開什麼玩笑？」

莊爵安表示，年金辦的改

革方案，準備把勞保費率逐年

調高，112 年如果沒有與勞退

制度合併，保費要逐年調高到

18%，「這是開什麼玩笑？」以

年金辦規劃勞保勞退合併後，

保費費率不高於 20%，如果勞

保保費費率調高到 18%，難道

勞退提撥剩 2%？莊爵安表示，

勞工職業生涯的薪資結構跟公

教人員不同，公教人員薪資是

呈現持續成長狀態，平均採計

期間從 5年延長為 15年，對勞工請領權益絕對會有影響，他主張勞保年金在這次改革

至少維持 5年不變。

  勞動部次長廖蕙芳解釋，這次勞保平均薪資採計期間延長，已盡可能減緩勞工給付

影響，解決目前「平日以多報少，屆退以少報多」的問題，國外勞保平均薪資都已延

長為終身或是最高 25年平均。廖蕙芳表示，勞保採計期間採取逐年延長方式，屆退勞

工可以透過逐年調整方式，維持給付權益不變，勞保老人年金給付也維持 1.55%不變。

 S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表示勞保費率調高對勞工負擔

極大，應該到117年再來討論調整 (行政院新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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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產業工會擬春節「合法休假」， 

企業工會唱反調
 ▌ 2017年01月06日 民報 記者唐詩/台北報導

為因應「一例一休」新制，台鐵日前更新班表，卻被質疑「輪班制」換湯不換藥，

工時未減薪水還變少，台鐵產業工會不滿，在元旦召開記者會表達將連署員工春節「合

法休假」，並呼籲同仁支持，但台鐵「強制員工入會」的台鐵企業工會今（6）日發出

聲明，強調不會在春節和連假罷工，避免訴求遭扭曲和誤解。

針對台鐵企業工會唱反調，反抵制合法休假連署，台鐵產業工會也再度發聲明表

達遺憾，質疑企業工會不願站在員工這邊，卻替資方護航。

台鐵企業工會強調，指旅客權益是台鐵員工的使命，將不會在春節或連續假期罷

工，而犧牲旅客利益，台鐵員工應扮演好重要疏運角色，善盡社會責任，衡量旅客權

益為優先考量，避免罷工訴求遭扭曲與誤解。

聲明也質疑，產業工會因台鐵局參與人數未達法定門檻，因此不具與台鐵談判權，

產工任何抗爭或依法休假行為與台鐵企業工會無關。

對此，員工自主發起的台鐵產業工會也發表聲明回應，指對於台鐵企業工會今早

聲明，感到相當沈重遺憾，原來企工始終不願站在員工這邊，卻替資方護航，拿旅客

當擋箭牌。

產業工會聲明，誰都不願意影響旅客，但產工訴求爭的不僅是待遇，而是日夜休

輪班的 24小時認定問題，這已經嚴重違反勞工權益，且員工沒有獲得合理的待遇跟休

息，過勞問題層出不窮，他們要的是解決過勞的困境，要替台灣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會員約有 2千多人，由台鐵運務人員自主性發起的台鐵產業工會積極署，希望春

節除夕到初三將依法休假 4天，但此舉將衝擊將衝擊車站無人售票或調度車輛，列車

沒車長恐開不了車。但工會質疑協商誠意，並對同仁溫情訴求，強調「我們只能靠自

己了，合作之路已經破滅，換來的是拒絕跟打壓提告」。

會員有 1萬 3千多人的台鐵企業工會則稱，台鐵企業工會日前動員 3千多人到立

院陳情，提出訴求包括營運獎金併薪資、發放危險津貼、乘務旅費調整等，多已獲交

通部支持並送行政院核定中，若行政院不能體察台鐵員工委屈，將不排除在春節「前」

發起警告性罷工抗議，「談判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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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大會師！台鐵產工動員休假 
鐵路局祭出曠職 工會批違法

 ▌ 2017年01月27日 苦勞網 記者王顥中、陳逸婷/台北報導

台鐵長期未改善人力不足

的現象，鐵路局要求基層員工

超時加班以致過勞，春節期間

甚至提出「上連班」（連續 24

小時值勤）的不合理要求，因

此，台鐵產業工會在春節期間

發起「依法休假」行動，今日

（1/27）除夕上午在台北、彰

化、高雄三站舉行誓師行動。

產業工會統計，截至目前為止

已有 500 人響應休假行列，且

人數還在增加當中，預估從除

夕到初三總計將會有 1,400人次休假不出勤。

台鐵產業工會去年（2016）9月成立，隨後多次走訪交通部、行政院、總統府，

曾一度爭得鐵路局成立「工時協商小組」，對輪班、休假制度進行檢討。然而，在歷經

五次協商後，產業工會認為鐵路局無心改革，關於「日夜休」三班制的輪班方式聞風

不動，車班工時不減反增，基層員工一年 365天，沒有一個完整曆日的例假日或休息

日，協商小組最後以產業工會退席抗議宣告破局。

面對產業工會的春節休假動員，台鐵今大動作寄出曠職通知單給員工，指休假員

工「未完成請假手續，不依班表出勤」，違反台鐵工作規則第 65條之規定，擅自不上

班將以曠職論。

產業工會顧問律師蔡晴羽表示，「依法休假」經過工會會員大會通過，是合法的

工會活動，痛批台鐵祭出曠職處分是打壓工會；工會理事長王傑亦表示，根據《勞基

法》，勞工在國定假日依法休假，並不需要再額外請假。工會強調，鐵路局針對休假員

工寄出的曠職單已經違法，呼籲休假會員將收到的曠職單統一交予工會，未來還將有

 S 台鐵產業工會動員在春節期間集體休假。(圖文/王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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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動。

工會今日提出三項訴求：(一 )台鐵人力補足至少 3,000人以上；(二 )鐵路局應

安排有充足休息、符合人性的班表；(三 )休息日與例假日必須要是完整的曆日（00：

00-24：00）。

猜燈謎祭三牲 路員的肝「不比豬肝」

參與行動的會員在相當應景的除夕這天，於春聯寫下對鐵路局的不滿，例如「欠

人欠假還砍錢」、「全年無休日夜休」、「裝聾作啞交通部」等，並張貼在高雄火車站的

外牆上表達不滿。而北部方面，工會最後將寫有「全年無休日夜休」、「鐵路員工也是

人」、「天增歲月我增工時」等春聯，張貼在政院前，最後更在政院前放鞭炮，希望能

趕走「過勞」這隻年獸。此外，三地工會都祭出了雞、魚、肝三牲，諷刺員工工時過

長「雞勞成疾」、路員的肝「不比豬肝」、黑心路局「魚肉員工」等意涵。

過程中，也透過猜「過勞燈謎」的方式，讓會員猜猜看自己的勞動條件到底有多

差，問題包含輪三班的台鐵員工，一年有多少天出現在火車站？答案是「365天」；他

們的年平均工時有多長？有「2928」小時；長時間的輪班工作、夜間工作易造成什麼

疾病？選項有「心血管疾病、失眠、女性經期失調、平均壽命下降」，而答案是「以上

皆是」。透過這些猜謎，工會凸顯台鐵員工面臨的惡劣勞動環境。

會員呼：台鐵員工也要過年！

行政院長林全昨日

（1/26）針對台鐵員工休假

一事表示「大家需要交通

工具」，產業工會上午在

台北場誓師記者會後也集

體遊行至行政院，回應林

全強調「運輸業的天職不

應建立在剝削勞工的血汗

上」，工會秘書蕭農瑀向林

全喊話：「看看這上百位的

台鐵員工，他們是人！不

是交通工具！他們需要休

息！」

在高雄場一同進行活動的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理事王俊翔表示，台鐵長時間以來漠

 S 工會在政院前放鞭炮，希望能趕走「過勞」這隻年獸。(圖
文/王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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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員工的休假訴求，不願意補

人，又不願意在一例一休通過

之後，調高員工的加班費，態

度強硬，員工只能持續抗爭。

這次他本來也被要求春節繼續

輪班，他選擇從除夕到初三這

三天都「合法休假」，與他狀況

類似，響應春節期間合法自行

休假的員工超過 500 人。會員

代表望明君則提到，年節期間，

自己也想像一般勞動者一樣，

回家與家人團聚，「我們也想過

年啊」，因此站出來與工會一同

表達訴求。

高雄火車站前，今天有高達一百多位的工會會員響應誓師行動。活動結束後，會

員持續在火車站前向行人發放傳單，王俊翔提到，發傳單的用意是希望旅客能夠理解，

工會進行抗爭要求休假的緣由，是為了改變惡劣的勞動環境，還給旅客「更安全的鐵

路」，而對於這次的休假行動可能帶來的不便，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取得大眾的理

解。

 S 在誓師的高雄場，工會將春聯貼在高雄火車站外牆，表

達訴求。(圖文/王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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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員工休假被嚴懲 學者這樣解讀
 ▌ 2017年02月07日 聯合報 記者記者徐子晴/即時報導

台鐵產業工會依法休假被嚴懲，周四要上凱道抗議。勞動學者分析，台鐵兼具公務

員和勞工身分，但休假相關規定則從優適用勞基法，國定假日可休假，台鐵局在員工上

班前應徵求員工同意，不應如交通部堅持適用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但政府此做法是否合

理，則必須要評估工會在集體休假之後的影響，是否構成濫權的條件，這都還有待釐清。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李健鴻表示，依勞基法 84條規定，勞工兼具公務人

員身分時，休假和工時規定適用勞基法，台鐵員工適用國定假日休假相關規定。不過，

勞基法第 40條中規定若有「突發事件」，雇主可要求勞工停止休假，依照勞委會過去

函釋，若是國營事業勞工不依輪班班次工作，使雇主因應不及，導致業務無法因應，

進而影響大眾生活秩序與社會安全，可認定適用「突發事件」；因此台鐵員工罷工是否

影響春節疏運、使台鐵局有權要求員工停止休假，仍有待釐清。

外界質疑，政府對待華航空服員罷工及台鐵產業罷工態度明顯不同，李健鴻分析，

兩者手段、目的都不盡相同，華航空服員是不滿休時過少，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取得合

法罷工權，發起罷工；台鐵產業工會則是不滿輪班制問題，依勞基法發起集體休假。

政府需要依法行政，因此在對待不同法律層面和目的的抗議行動時，作法就會不相同。

針對台鐵局要對春節期間集體休假員工祭出曠職處分，外界也質疑政府做法失當。

李健鴻指出，政府做法合理與否，牽涉到集體休假後的事實認定，除了個案認定之外，

還可觀察手段和目的間的關聯。由於這次台鐵產業工會是因輪班制不合理、要求在國

定假日休息，因此連結性十分強烈。此外，則必須評估集體休假後果有多嚴重，有沒

有造成台鐵局因應不急、影響正常業務運作，若對民眾返鄉影響劇烈，可能構成集體

休假權濫用。

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邱駿彥表示，從勞基法角度來看，國定假日必須要完整給勞

工 24小時休息，若說照資方所說，依一開始的勞動契約，所有的國定假日等同挪移、

放棄，這樣員工生活等同放棄，十分不合理；尤其國定假日要加班需要勞工同意，台

鐵不應在不徵詢員工同意下，直接概括認定勞動契約規定得以出勤。

邱駿彥還分析，這次是由工會發起的集體休假，因此必須討論此舉是「工會活動」

還是「爭議行為」。若行動有經過召開會員大會、過半數以上同意通過，才是合法爭議行

為行使，就有民事和刑事免責權，但若沒依上述程序就恐有爭議。若集體休假認定是屬

於工會活動，則可以討論，台鐵對員工祭出曠職，是不是構成工會法中的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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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接連爆工潮 
英國陸空交通大混亂

 ▌ 2016-12-17 東網專訊

不少民眾都會趁聖誕節外遊，但英國今年聖誕接連爆出工潮。英國聯合工會

（Unite）宣布，1500名地勤、行李處理員及貨運人員因不滿薪酬，將於本月 23日及

24日罷工。全英 18個機場將受影響，包括希思路及吉域等重要機場。英國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的機組人員，亦投票通過在聖誕節及拆禮物日罷工 48小時，抗議薪

酬待遇不佳。兩次罷工估計共有 4500人響應。英國本土的南方鐵路（Southern Rail）

也爆發工潮，相信短期內不會解決。聖誕假期在即，英國陸空交通恐會陷入大混亂。

聯合工會表示，1500名隸屬於 Swissport公司的地勤職員，包括櫃位登記員工、

行李處理員及貨運人員，決定罷工 2日，抗議資方不肯改善員工的薪酬待遇。希思路、

吉域、盧頓、斯坦斯特德、曼徹斯特等全國 18個機場將受影響。在周四，工會透露英

航機組人員亦將於 25日及 26日加入罷工行列，人數多達 3千人，全球多達 53地區的

航班會受影響。

今次發動罷工的英航機組人員，主要來自「混合機組人員」（Mixed Fleet），即

2010年 11月後聘用的員工，佔英航機組人員的 15%。他們的薪酬及待遇均不及在這

日期前聘用的員工，被指是同工不同酬。雖然英航周三同意向「混合機組人員」加薪

2%，但工會批評加薪幅度太小，故發動投票決定是否罷工，最終有 79%人士同意於

聖誕期間罷工。

英航回應指：「今次罷工是經過計算，亦是完全不必要。」英航指會盡力保障旅客

不受阻。有國會議員亦批評工會的做法，指摘他們是偷走聖誕的「聖誕怪傑」，但工會

代表堅稱這是迫於無奈的最後手段。

另外，維珍航空部分機師所屬的工會「專業飛行員工會」（PPU），希望通過工業

行動，迫令維珍承認該工會。維珍現有約 900名機師，PPU聲稱代表其中 7成機師，

並指旗下會員將於本月 23日起按章工作。PPU希望藉此迫令維珍航空承認其地位，成

為唯一能與維珍談判的工會。維珍航空回應稱，相信工業行動不影響任何航班運作。

英國兩大航空公司在聖誕接連爆工潮，當局估計航空交通勢必大受影響。

除航空交通外，陸路交通亦受影響。南方鐵路公司員工周一起罷工，鐵路公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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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日全線停止所有服務。單在周五，已有 2千多個班次取消，逾 30萬名乘客受影

響。代表鐵路司機的工會因與資方談判失敗，預計短期內工潮不會解決。南方鐵路稱

已向工會提出實際建議，換取結束工業行動，惟工會指摘資方沒提出解決方法。

英國聖誕工潮

1. 英國航空機組人員
原因：不滿薪酬調整幅度

日期：12月25至26日罷工

2. 機場工人
原因：爭取加薪

日期：12月23至24日罷工

3. 維珍航空機師
原因：爭取工會權益

日期：12月23日起按章工作

4. 南方鐵路司機
原因：爭取加薪

日期：12月12日起發起罷工

 S 英國各主要大眾交通工會宣布進行罷工，將影響國內外人士一年一度聖誕假期的出遊行

程。(圖/東網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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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南方鐵路罷工與通勤族勞動權利
 ▌ 2016-12-13英國赫芬頓郵報

南 方 鐵 路 (Southern Rail) 

本週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造成數

千名受僱者的通勤不便。對於

因車班取消或誤點而無法去上

班的勞工，大眾開始關心其勞

動權益。

英國最大僱用關係法顧

問公司 Doyle Clayton 的律師

Katie Mahoney表示，對於因罷

工而遭遇上班通勤障礙的員工

來說，雇主不一定可以扣他們

當日的薪水：「無法進公司上班

不盡然表示員工不能提供當天的生產力，許多案例顯示，雇主可以與員工協議，讓員

工在辦公室以外的場所或家裡工作，或晚點進公司、晚點下班。」此外，許多雇主在罷

工當天來電詢問，是否可以要求通勤受阻的員工於當天請特休假？ Katie Mahoney回

答，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雇主才可以這麼做。

(以下為南方鐵路罷工過程中，勞資雙方最常詢問的勞動權益相關問題 )

問：如果我無法順利抵達辦公室，我是否還能領當日薪水？

這取決於你和老闆間的協議，通常在工會與雇主談的團體協約中做處理，請去確

認你的僱用契約中是否有這樣的條款。但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沒有團體協約，你仍然可

以與主管討論，看是否有可能在家工作或去公司其他的辦公地點或分公司。又或者，

你可以彈性調整上班時間，晚點進公司、晚點下班。這些作法都會讓你能夠領到當日

的薪水。

問：雇主可以強迫我在當天休特休假嗎？

不行。除非有合法的事前通知 (fair notice)。雇主若要強迫勞工使用特休假必須要

 S 平日擁擠繁忙的英國鐵路倫敦橋站因罷工而顯得異常

冷清。(圖/Victoria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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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通知，但罷工造成的運輸癱瘓通常是無法事前預測，雇主很難做到法律上的事前

通知。

問：如果我真的克服萬難到公司上班，是否可以獲得更高的薪資給付？

有可能。你可以向主管確認因大眾運輸業勞工罷工而造成的加班給付規定。但雇

主仍應注意法定工時規定，避免造成勞工工作安全的風險，且應給予勞工適當的休息

時間。

如果雇主想要強迫勞工休假，必須要充分做到事前通知，但在南方鐵路罷工造成

通勤族上班受阻的案子中不太可能做到。又或者，除非這是雇主與員工間的契約合意，

但這也只能是非正式的折衷協議。

又有公司詢問，如果在鐵路罷工當天關閉公司一天的話，是否仍要付給員工薪水？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不營業是雇主自己的經營決定，不可歸責於勞工，所以仍要給付

員工當日的薪資。

最後，律師 Katie Mahoney建議，勞資之間還是可以溝通，看是要以特休假取代，

還是將損失的工時分散到未來七日內的加班時數，零售業員工也可與雇主協議到其他

店點上班。類似案件，勞資之間的協議並不難達成。對雇主來說，員工關係十分重要，

他們都知道貿然扣薪將導致公司士氣減弱。總而言之，雇主對於類似的情境應該做好

事先預防計畫，許多大公司都有這樣的規劃與應變措施，這能讓員工清楚瞭解到雇主

的責任感。

本篇報導譯自： 

George Bowden, 2016. Southern Rail Strikes And How Your Employment Rights As A 

Commuter Are Affected, The Huffington Post UK (2016.12.13). https：//goo.gl/pf1C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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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假期即將開始 
歐洲各地出現罷工潮

 ▌ 2016-12-17 東網專訊

除英國有罷工潮外，歐洲各地亦有罷工潮，將在聖誕佳節影響出遊旅客。法國巴

黎艾菲爾鐵塔職員本周起發起罷工，而葡萄牙機場亦有工會計劃於本月 27至 29日發

起罷工。

法國巴黎地標艾菲爾鐵塔，自周二早上因職員罷工而關閉至今。工會周四與管理

層再次會面，惟未能取得任何進展，之後投票決定繼續罷工。員工不滿之處包括薪酬、

管理層決策未有諮詢員工、缺乏對話；而鐵塔將要開始油漆工程，員工不滿事前沒有

收到通知，擔心工程對健康造成威脅。

在葡萄牙，機場保安人員與管理公司亦未能就勞資協議達成一致共識，打算於本

月 27日起連續罷工 3日，而負責為乘客和員工掃瞄行李的私人保安亦計劃加入行動。

葡萄牙旅遊聯會認為當時正值旅遊高峰期，將對旅客造成極大影響。

 S 法國著名景點艾菲爾鐵塔因罷工活動而關閉。(圖/東網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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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德國員工嫌薪水太少 
將罷工至平安夜

 ▌ 2016-12-21第一財經日報

12月 21日消息，據路透報導，德國電商工會 Verdi今日表示，為提高工資待遇，

改善工作條件，亞馬遜德國員工將再次罷工。Verdi在一份聲明中稱，將再組織亞馬遜

在德國的三個物流中心加入到罷工行列。在此之前，亞馬遜科布倫茲（Koblenz）物流

中心已經從本周一起開始罷工。

德國是亞馬遜在美國之外的第二大市場，亞馬遜在德國有 9個物流中心，擁有

11000名倉儲員工，另外每個物流中心還擁有數百名季節性臨時員工。因為薪水待遇

問題，最近幾年亞馬遜德國員工每年都會在聖誕節前一周舉行罷工。

Verdi今日稱，今年預計每個物流中心將有數百名員工參與罷工，一直持續到 12

月 24日。Verdi工會領袖史蒂芬尼 · 紐岑伯格（Stefanie Nutzenberger）稱，罷工將導

致人心不穩，並給亞馬遜帶來高昂的成本。

亞馬遜發言人對此表示，目前還不清楚將有多少員工參與罷工，但估計數量不會

太多。該發言人稱："這不會影響我們的快遞服務，聖誕禮物還會如期送達。"

早在 2013年，Verdi就開始組織亞馬遜德國員工罷工，要求提高員工薪水待遇。

后來，Verdi又組織了多次罷工。而亞馬遜則表示，其德國員工的工資水平已接近德國

物流行業薪水標準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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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工會領導者韓生載獲改判刑三年
 ▌ 2016-12-14 全球總工會(IndustriALL)

韓國民主勞總 (KCTU)理事長韓生載 (Han Sang-gyun) 被控主導 2015年 11月的暴

力抗爭活動，首爾高等法院將判刑由五年改為三年。

韓生載今 (2016)年七月遭判刑五年，經上訴，改判服刑三年併科 430美元罰金，

但在今年五一勞工集會的強力訴求下法院進一步取消罰金的判決。

2015年 11月 14日，人民民主集結 (People's Rally for Democracy) 對抗政府反勞

工 (anti-labor)法令的抗爭活動，韓生載被視為主要策動者。鎮暴警察在現場中與抗議

示威者發生嚴重衝突，大批優勢警力粗暴對待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農夫白南吉 (Baek 

Nam-gi) 更死於鎮暴水槍之下，但政府方竟沒有任何一個人為白南吉的喪命負責，反

而是起訴一百多位參與集會的人民，其中包括韓生載，最後超過 12位被判刑。

韓生載與五位 KCTU人員目前仍在首爾拘留所內，包含全球總工會 IndustirALL

秘書長 Valter Sanches先生在內的國際工會代表團便曾到拘留所進行探訪，表達慰問。

近幾週，南韓勞工於首爾舉辦大型示威抗議活動並發動全國總罷工，以對抗在 12

月 9日遭檢舉貪污不法情事的朴槿惠總統。據舉報，朴政府與掌握南韓經濟命脈的財

閥 (chaebols, 由韓國家族經營的跨國企業 ) 勾結貪汙，同時工會更出來指責其為了討

好財閥家族而協助打壓勞工。但朴總統第一時間拒絕接受調查也不願辭職。

前述財閥如三星與現代集團，歷來都被視為打壓工會的企業代表。全球產業總工

會 IndustriALL與國際工聯 ITUC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三星集團有如還停留在中古世

紀，並不容許工會的存在。

朴槿惠總統被舉發貪汙與韓生載的判刑縮減，被視為南韓工會運動的小小勝利，

然而，在遏止財閥橫行與終結打壓工會的目標上，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IndustriALL秘書長 11月 12日於參加在首爾舉行的倒朴政府百萬人民大遊行，過

程中針對韓生載的案件表示：「透過韓國工會的力量與意識，以及國際團結夥伴的外部

助力，我們開始獲得進展。但在財閥的

強力施壓下，工會運動仍然受阻，主持

和平示威運動的韓生載與其他夥伴仍被

關在監獄中。韓國工會運動應該無條件

的被鬆綁，以繼續對抗財閥的不法暴力。」

本篇報導譯自： 

IndustriALL, 2016. South Korean union 

leader Han Sang-gyun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jai l ,  The IndustriALL Press 
(2016.12.14). https：//goo.gl/4yi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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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小黃罷工反川普 
Uber搶載客犯眾怒

 ▌ 2017-02-01 蘋果日報 記者陳其仙/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總統特川普簽訂針對 7個伊斯蘭國家公民的「入境禁令」後，引起許多爭議，

28日在紐約甘迺迪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JFK）爆發計程車司機

罷工抗議，Uber因未聲援抗議也捲入風波。

根據《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報導，周六傍晚禁令頒布後，以新移民

為主的紐約計程車司機聯盟（New York Taxi Workers Alliance）發起拒載往返甘迺迪

機場乘客的罷工，聲援在機場抗議禁令的示威者。但 Uber卻沒有參與拒載，反而繼續

接客，許多民眾認為 Uber在破壞罷工，成了老鼠屎。

Uber執行長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在一片批評聲浪中不得不跳出來澄清表

示，禁令會損及數以千計的 Uber司機，公司也會替受到影響的司機找出最佳補償方

案，並在數小時後再發出第二則聲明表示會成立 300萬美元（約 9403萬元台幣）的基

金來幫助司機。

Uber的聲明並沒有澆熄民眾的怒火，除此之外，卡拉尼克也因為加入川普的策略

與政治論壇，遭許多人詬病有利益衝突之嫌。網友因此紛紛將自己的 Uber帳戶刪除，

永不復用，並且在 Twitter上傳刪除帳號及意見回覆的螢幕截圖，所有貼文都以「刪除

Uber」（DeleteUber）作為註記標籤。

 S 20萬名遊行者從川普的經濟委員會辦公室遊行到Uber執行長住處，抗
議Uber干擾計程車司機罷工並刪除Uber叫車軟體。(圖/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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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一例一休」修法爭議之濫觴
 ▌政策部

  「Made in Taiwan」打響了台灣在國際

經濟的名號，成了國人的驕傲，但長工

時、低工資也讓台灣代工生產成為「血汗

工廠」，讓台灣勞動人權蒙塵。近期勞動

基準法「一例一休」修法過程中引發的社

會經濟動盪與紛擾，顯示勞動法制表面上

看似朝強化保障方向的推展，事實上不盡

然會導出較好的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這

弔詭正好提供勞動議題觀察者一個檢視與

反思的機會，追溯何以台灣勞動條件的提

升與勞動法令的修訂推動無法直接連動、

同步向上，反而是造成國家社、經、政的

大混亂局面 (chaos)。

台灣勞工用血汗換來的是低薪加過勞

資本主義講求降低成本、提升績效、

增強競爭力等原則，生產成本降低自會帶

動後者，而在降低成本面向有很多的作

法，如：原料價格的調降、生產流程的改

善、自動化等等，都會帶動生產成本的降

低，引發正面迴饋，讓產業升級，帶動一

波景氣；但最吸引資本家的作法就是「人

事成本」的降低，因為看起來萬無一失，

不用再投資新流程、更新設備，也不會有

創新失敗的風險，這對以代工出口的台灣

尤具吸引力，資本家們「降本求利」加重

剝削，而台灣執政者一昧追求經濟成長，

不問分配正義的心態，讓資本家屢屢以

「資本出走」為要脅得逞，加諸台灣工會

力量的偏弱，勞資在勞動條件的議價能力

懸殊，於是低工資、長工時竟然成為台灣

企業的競爭優勢之一。

勞動部近期公布台灣目前的工時為全

球第五長 1，2015年台灣勞工平均每年工
作 2,104 小時，同年 OECD 的國家平均

則為 1,766小時，比一般經濟發展國家的

年平均工時多出 338小時 2!若以一個工作
天 8 小時計算，亦即以 OECD 水平，台

灣勞工每年多了 42.25個工作天，被指為

「過勞島」當之無愧。英國廣播公司 (BBC)

描繪台灣數起過勞死事件背後的勞動生產

圖像，即是台灣企業主為守住全球生產代

工鍊下的優勢地位，維持生產熱線，不惜

鑽法律漏洞濫用變形工時規定，或乾脆違

反延長工時規定，最後導致高工時致死的

憾事 3。然而至今，台灣工時仍居高不下。

有人解釋，可能是因台灣人勤勞美德所

致。好，那暫時假定沒有工時上限等規

定，純以勞務對價原則來看，台灣勞工總

能得到足以相對應其長時間勞動力付出的

報酬吧？結果是，並沒有。

1 勞動部，2015。「我國勞工年工時以逐年下
降」，勞動部新聞稿(2016.10.06)。http://www.
mol.gov.tw/announcement/2099/29849/。

2 OECD.Stat, n.d..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ANHRS.

3 Cindy Sui, 2012. “Deaths spotlight Taiwan's 
'overwork' culture” , BBC News (2012.03.20). http://
www.bbc.com/news/world-asia-1683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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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長工時增加了勞工過勞傷亡的風險。(圖/
華視)

  根據勞動部統計，從 2002年到 2012

年，韓國每月名目工資由 194 萬韓圜增

加到 299 萬韓圜，新加坡從 3,158 成長

至 4,433新幣，台灣僅從 4萬 1,530元微

增至 4 萬 5,888 元。這 11 年間，台灣年

增率僅 0.3%，不如韓國的 5.34%、香港

的 6.86% 與新加坡的 2.28%。依據美國

勞工局資料，台灣單位勞動成本從 1990

年到 2011 年都是呈現下滑趨勢，以美

元計算，台灣 1990 年到 2000 年間衰退

1.3%，2001年到 2011年更下跌了 3.1%，

同一期間，韓國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卻成

長 1.9%，日本、新加坡也分別上升 0.4%

和 0.2%4。回到國內觀，企業盈餘占國內

GDP 的比重，從 1992 年到 2014 年增加

至 5.34%；惟同一期間受僱人員報酬 (勞

工收入 ) 的 GDP 占比卻減少了 7.18%，

白說來說就是，國內企業收益漸增的同時

勞工收入卻不增反減，雇主並未與勞工分

4 勞動部統計專網 – 國際統計，http://www.mol.gov.
tw/statistics/2452/2457/。

享生產利潤，甚至將壓低勞動條件當作另

一項利潤收入，即馬克思 (Karl Marx)說

的剝削 (exploitation)。再加上近年嚴重的

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趨勢，台灣勞工面臨

的是薪資相對性的嚴重倒退，工作貧窮、

流沙中年、M型化社會等社會問題隨之

惡化。

 S 台灣勞工低薪問題嚴重，勞動者拒絕淪於

工作貧窮。(圖/台灣立報)

如前述，台灣企業把勞動成本的壓縮

當作市場競爭的利器，因此，若窺探台灣

這個經濟發展體的背後，不難見到一群

對工資、工時等數字極為敏感且視工時縮

減、工資調升等勞動條件提升的呼籲為洪

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的台灣企業主。面

對失衡的勞動生產關係，身為國家機器的

運作者與工業關係當事人之一的政府，勢

必得挺身而出，制訂與修改遊戲規則，以

衡平經濟發展利益與勞工權益之間的互

動。

「一例一休」修法出師未捷身先死

小英總統在總統大選提出勞工政策六

大主張中，當然包涵了每週工時 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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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薪資調整這兩項最基本但也最為人所

詬病的勞動議題。蔡總統團隊上任後，

經「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召開，協調

勞資相互折衝，終在上任當 (2016)年的

9月即確定微調基本工資，暫時解決了涉

及勞工民生需求的燃眉之急。同時，在短

短的半年內，以「一例一休」的修法來兌

現之前所開出每週工作 40小時的選舉支

票，設法堵住眾人質疑新政府上任後背棄

勞工、傾向資方的悠悠之口。於是乎，攸

關 725萬多名受僱勞工的《勞動基準法》

勞工休假規定等方面的修法，在 2016年

12月 6日經過立法院院會二讀表決，以

60人贊成 40人反對的結果通過民進黨團

修正動議，自同 (2016)年 12月 23日起，

勞工每 7日中至少應有 2日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熟料，以一人

當關、萬夫莫敵之姿在立法院闖關的修法

行動，結局是出師未捷身先死，怨聲從各

界湧出，百姓苦水噴得蔡政府一身狼狽。

「一例一休」修法看來似乎

朝每週工作 5天的週休二日目

標前進，但事實上就只是一道

想討好勞資雙方但最後兩面都

不討好的奇怪規範。於是變成，

勞工當然每七天可以有 2天休

息，"只要 "休息日雇主不要求

加班的話，而雇主也當然可以

不讓勞工每週休到 2 天，" 只

要 " 發給勞工比平常多的加班

費的話。聽來有點黑色幽默，

可實際上不管勞工還是雇主，

當碰到「一例一休」問題時一

樣都笑不出來，有得只是對新法規定的茫

然和無所適從。另有風聲，「一例一休」

新制上路後，業者聲稱休息日加班費規定

造成人力成本增加，因而趁機順勢調漲商

品價格，若消息屬實，勞工除了面臨極可

能發生的休息日加班費爭議外，更多了生

活消費支出增加的壓力，微薄的薪水就變

得更薄了。更甚，有勞工反映，雇主為因

應「一例一休」新制，裁減正職員工改用

部分工時工作者，或要求正職員工假日改

到分公司或其他相關單位做兼職工，造成

了就業不安定。關於「一例一休」上路後

的全面性衝擊，日前媒體新聞標題所用的

「三輸」一詞，筆者認為除了形容勞工、

雇主與消費者的「三輸」外，更是勞工在

收入、就業與生活等三方面的「三輸」。

 S 去(105)年我國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相關勞工休假
規定的修法草案於立法院一讀審議時，勞工團體衝入

會場抗議。(圖/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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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一例一休」上路後衝擊我國部份公司企

業的營運，造成排班困難。(圖/台灣立報)

就此看來，修法不僅未舒緩勞工對我

國法定工作休息制度的不滿，更引發資方

的反制、社會大眾的唱衰，和勞工的哀

號，甚至有新聞報導，連涉世未深、懵懵

懂懂的小學生都開始擔憂家裡因「一例一

休」而沒錢吃飯 5？ ! 總之，「一例一休」
上路後，社會的不安氛圍越益深化了，我

們不得不正視這個修法爭議事件背後所隱

藏的台灣勞動保障問題。

「一例一休」動盪事件源自資本社

會中勞資政三方關係的失衡

持平而論，「一例一休」制度輔新手

上路，實際造成的影響與衝擊尚難斷論，

結果或許也未如眾人所擔憂的那般嚴重，

但若穿透此次波動的表象，深入追查事件

發展脈絡的話，將讓人驚覺，台灣勞資

關係失衡與勞動保障制度運作失靈的問題

確嚴峻到必須立即著手改善，否則，一道

道被推出、美其名為改革的勞動政策與法

5 蘋果日報， 2 0 1 7。「一例一休似乎成了病
毒，正蔓延全台」，蘋果日報(2017.01.0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
new/20170106/1029141/。

令，終陷於治標不治本、醫了腳痛引發頭

痛的掙扎中，無法讓台灣擺脫「過勞島」

的汙名。

ILO闡明，理性的現代資本社會中，

勞動「彈性」與「安全」在本質上的衝

突，需要透過制度性規範予以調和，讓國

家工業關係中各利益相關人在權力對等的

情況下求取各自最大利益，藉以帶動國家

工業發展，同時，經濟利益的增加必須要

能帶動社會安全的提升，而社會安定的力

量也將成為經濟躍昇的基礎。若以此標準

來診斷一國工業關係健康與否的標準，台

灣目前情況大概處於重症末期，「一例一

休」引發的社、經、政混亂剛好是目前最

能被我們察覺到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社會

結構失衡與制度失控」病徵之一。

(容作提醒，此節論述所指涉的乃我

國勞資關係與勞動保障制度上的討論，因

此不需費力用數據資料爭論墨西哥還是哪

國的工時較我們長、病情較我們嚴重、至

少我們不是世界最後一名等等。以下鋪陳

不做非黑即白的辯論，而是形而上的本質

探討，以符本文標題所用「濫觴」一詞之

用意 )

就從「一例一休」這病徵切入。週休

二日是世界先進國家形成已久的勞動形

態，是勞資理性互動下產生的勞動生產共

識與原則，同時也是勞工分配工作生活的

習慣模式，但到了台灣，卻成為一場工作

時間的組合遊戲。依現行法定工時標準，

每週 40小時的工作時間上限，照理說實

務上等同於週休二日制度的實施，但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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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延長工時與責任制等容許雇主彈性

調配勞工工作時間的各種配套規定，卻推

翻這項政府自己設立的原則，不要說週休

二日無以實現了，連每週 40小時的底線

都難以為勞工守住。彈性工時措施說好

聽是視雇主營運需求進行 "工時調配 "，

其實就是為雇主生產利益進行 "工時加碼

"，造成台灣工時與勞工休假法制無論再

如何修訂，都無法有效降低台灣勞工的總

工作時數 (政府只得阿 Q式的安慰國民：

「至少我們不是全球最長」)。

於是，儘管新政府打算用「週休二

日」的包裝紙，包裝推出「一例一休」規

定，告訴勞工政府努力想要改善台灣工時

過長的問題，但在變形工時與責任制等規

定遭雇主濫用，以及「一例一休」落日

條款尚未設置的情況下，「一例一休」的

「一休」不是等於「沒休」，就是引發加班

費爭議，甚至產生就業不安定與物價上漲

等後遺症。呼應前述，根本上，政府在勞

動「彈性」與「安全」間並未做到合理適

度的調配，有得只是夾在勞資之間擺盪，

才會造成今日的混亂局面。

再進一步思考，為何國家政府無法透

過制度途徑來衡平勞資權力結構以及調配

勞動生產的安全與彈性，可能的原因有

二，一來或許是政府於協調勞資關係的立

場上傾向屈服於資方的金錢霸權，二來則

恐怕則是勞工本身的勞動保障意識與團結

意識不足所致。而前述兩個原因，實務上

又可能存有因果關係，由於勞弱資強的事

實，讓政府或自願或不得已的選邊站，與

較強一方的雇主攜手共榮，儘管這要犧牲

掉為數眾多且處於弱勢的勞工。

不只是台灣，工業革命後出現的勞資

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本質上即為一不

平等的生產互動關係，手無生產工具只能

販售勞務的勞工往往處於弱勢，因而才需

要具有公權力的第三方 -政府，介入規範

雙方關係，避免國家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

不公義的剝削情況。但在經濟全球化下的

國際競爭時代，國家政府身為工業關係中

勞資以外的第三方，很難在資方各種經濟

誘惑或脅迫下保持公正立場，同時也很難

硬性規範資方於國界間流動的生產營運行

為，所以才會願意在勞動保障法制中導入

彈性措施，甚至默許企業「彈性」威脅到

勞工的勞動「安全」。

在台灣，企業動輒以移往海外作為要

脅，打消政府制度性推升國家勞動標準的

企圖，造成台灣政府長久以來對台灣勞

工所處的低薪、過勞情境，表現出愛莫能

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或用「共

體時艱」來塘塞勞工要求保障的訴求。就

算大張旗鼓宣告要修法促進勞動條件提

升，背地裡往往是保守小心的避免去碰觸

到資方敏感的成本神經，因而造成法制變

革與實際勞動情勢脫節的弔詭現象。資本

社會制度中「彈性與安全」本質上的衝

突，以及勞動保障意識低落的危機。

把格局拉高檢視，「一例一休」修法

的強行闖關，暗示著在整體工業關係乃至

勞資關係的不對稱發展下，國家統合主義

與資本霸權攜手的揣測或許將不再是危言

聳聽的恫嚇，而是正在發生中的悲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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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國「一例一休」修法引發的混亂與

對立正是勞動保障制度與實務脫節的典型

範例，政府若再不確立其公正超然的第三

方立場，「一例一休」事件不會是台灣勞

動保障發展史上最後一次騷動。

失衡的工業關係內，勞工無形中成

為勞動剝削的幫凶？!

不 受 控 制 的 經 濟 力 量 (unbound 

economic power)一直是全球化的核心議

題，資本家藉著資金力量，控制勞工也左

右政府，勞資對等與工業關係的衡平在現

今顯得更天方夜譚。然而，這樣的情況仍

有可以突破的破口，即為勞工的勞動意識

與集體力量。

倘若勞工能夠意識到自己屬於社會中

獨立個體的本質，清楚認知到，在社會公

平正義的原則下進行勞動生產時不能拋棄

的權益為何，那麼便成就了與雇主形成對

等關係的首要條件 - 相對於雇主的生產關

係對造人。更甚，具有勞動意識的勞工可

透過集結形成獨立的階級團體，產生足以

與雇主談判的資格與力量，共同安排雙方

應互負之權義，這也算是促使雇主在生意

人的角色外，重拾被他們遺忘已久的社會

成員身份。此外，勞工集體力量還能夠監

督政府維持其公平性與公正性，避免做出

傾資方的政策決策或安排。

不過，台灣勞工在勞動意識方面的發

展卻顯得薄弱。或許是長時間以來，政府

在勞動法制與行政上的保守態度，和雇主

慣以各種明來暗去的壓榨剝削手法架空勞

動法制，讓勞工感受不到法律的保障效

果，久而久之便積非成是，使台灣勞工漸

喪失勞動保障意識。令人吃驚的是，不少

勞工至今仍認為長時間工作或加班是我國

正常的勞動型態，再辛苦也是他們賴以養

家維生的生存方式。因而，「一例一休」上

路後，不乏見到有勞工反彈，擔憂縮了工

時、少了加班他們將無以維持正常的生活

水平，甚至聽到有勞工同意雇主不採新修

訂的休息日加班費規定，或願意配合雇主

的各種工時與加班費調整安排，只求雇主

讓他們仍然可以在休息日出勤上班。這現

象凸顯了，勞動意識的缺乏讓勞工容易相

信他所習慣的勞動情境，失去質疑與檢視

批判各種工業關係制度性安排的能力，無

形中變成與雇主聯手壓榨自己的 "共犯 "！

惟事情的起因真切來說是，台灣勞工

薪資長久以來在雇主成本考量、利潤慾望

等私心的驅使下，普遍遭到擠壓與剝削，

勞務根本沒有公平對價，才會導致勞工誤

以為必須靠長時間工作才能賺取足夠的薪

資，因而出現「低薪資造成長工時」的怪

象。政治大學林佳和教授直接點出其中盲

點 ：「勞工的薪資要漲，但不是用長工時

或加班換來」6。事實上，ILO早指明，合
理的工作時間與休息、休假等保護勞工勞

動安全的安排須以不影響勞工經濟生活水

準為原則。

工會應拾起勞動權益代表者與捍衛

者的主導地位

從工業關係的角度出發，健康的勞

6 陳煜，2017。「勞資都反一例一休！學者林佳
和：工資要提高 但不能以過勞交換」，風傳媒
(2017.01.14)。http://www.storm.mg/article/21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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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關係是一國工業關係是否能

夠兼具生產效率與社會效益的

關鍵，然而，在勞資關係中，

個別勞工與個別雇主的權力關

係，由於涉及資本市場內資本

有無之決定性因素，往往無法

自然產生個別性的對等關係，

也因此需要由勞工的集體力量

作為槓桿，撐起平衡的勞資關

係。對台灣來說更是如此，為

了從雇主手中釋放這些被雇主

催眠吸納進 "勞動剝削共犯結構 "的個別

勞工，打破扭曲的勞資關係與勞動生產情

境，工會有其存在與運作的必要性。

身為個體勞工的集結體，在具有勞方

代表性的前提下，工會基本的功能主要在

統合勞工群體的特定利益訴求，並透過集

體力量與雇主談判，協商出勞資互動的架

構與生產管理的內容與條件等等，而理論

上，工會與雇主談判的力量取決於採取爭

議行為的能力，如罷工。此外，工會也具

有其政治性功能，可監督政府在工業關係

中的各種介入行為，或參與涉及勞動議題

的國家政策制定過程。

檢視台灣工會的角色功能展現，發現

台灣工會普遍存在的弱點即 "過於溫和 "

且無法有效建構勞工的集體意識。相較

於其他工業先進國家，我國工會雖出現的

算早，但在實力的累積與發展方面卻顯落

後。當然，這涉及我國工會生成的政黨政

治歷史背景，但在逐漸民主化的今日，工

會仍未隨著台灣的自由民主風氣而成長，

加上現行集體勞動法制內的諸多限制或逆

效果的設計 (如發展多元工會目標下的複

數工會制 )，工會在面臨勞動重大議題時

的反應與行動效果往往有限。相對的，

在「一例一休」的修法過程中，衝到前

線、揮灑激情、吸引大眾目光的多半是所

謂關注勞工議題的社會團體，其行動初

衷大多出自於衡平「社會 -經濟」關係，

或是打擊「經濟至上的霸權」，實質上並

未專對勞資關係或爭議進行處理。最後，

形成，理論上應最具有勞工代表性的機

構 (agent)被架空，勞動保障議題往往跳

脫勞資協商談判的既有傳統，直接藉由廣

泛但缺乏勞動階級代表性的社會力量來推

動，影響上等同複數工會的制度施行結

果，勞工團結力量被分化。

不可否認，勞工除了勞動者身分外還

具有社會組成的定位，但過於放大的解

讀，風險在於勞動階級意識的退化，問題

可能又重回到個體勞工的勞動觀念或想法

被雇主或其他對象綁架，模糊了勞工對具

有勞動者身分而有的應得權益的認知與訴

求。回歸一句話，勞動權益是明確且不可

被剝奪或拋棄的，但當你的身分認同不夠

 S 工會應是勞工群體利益的主要代表者、談判者與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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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的話，勞動權益變得可以被交易，不

論基於何種動機與目的。因而，這次「一

例一休」的社會衝撞過後，開始有勞工團

結的反省聲浪出現，認為工會應重新找回

作為勞工權益代表與捍衛者的主導地位，

藉此導正失衡且朝更危險的方向發展的我

國工業關係。

趁著「一例一休」重構台灣的勞動

保障思維

文化大學法律系邱駿彥教授有感，

「一例一休」的擾動凸顯出台灣人對勞工

保障在思維上的謬誤，尤其是身為勞動保

障履行者的企業主，概將所謂法定勞動最

低 "基準 "當作合宜的人管 "標準 "，且

以此基準在成本上錙銖必較，甚至願意花

錢請企管顧問規劃如何遊走法律邊緣的灰

色地帶以壓低用人成本 7，無怪乎「一例一

休」的勞動保障效果並不為大眾看好。

試想像，當台灣企業主熱衷於埋頭規

劃如何規避或轉嫁「一例一休」帶來的成

本時，瑞典部分企業主開始著手推行每日

工作 6小時、每週工作 30小時的縮減工

時試驗計畫，成功案例顯示，工時縮減為

公司帶來員工工作績效的提升、病假天數

的減少、職災件數的下滑，以及員工流動

率的大幅下降等好處。瑞典 Toyota汽車

中心自信地表示，工時縮減至六小時的計

畫推行後公司利潤成長了 25%。其他採用

6小時工時試驗計畫的企業也紛紛表示滿

7 邱駿彥，2017。「台灣企業思維要轉型了！一例
一休的紛擾感想」，報導者(2017.01.10)。https://
www.twreporter.org/a/opinion-refine-labour-law-
dispute。

意這項變革，他們認為，工時的縮減讓他

們更能依工作能力 (而非工作時間長度 )

來判斷並留住人才、員工的時間管理能力

因此增強，工作時不會浪費時間滑臉書或

線上聊天、開會變得更有效率，更重要的

是，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大幅提升，且勞資

關係都變得更為和諧 8。雖然此項縮減工時

試驗計畫並沒有全國性施行，但顯示出瑞

典雇主開始擺脫被工時、薪資等量化條件

綁架的經營管理模式，轉而尋求人力資源

上 "質 "的提升。對他們來說，一位把事

情做得又快又好的人才，遠勝過數個被綁

在辦公桌前 8到 10小時但生產效率低落

的人員，且他們也願意給予人才相對應的

良好待遇。同一時期，身處台灣的我們還

在承受「一例一休」修法爭議帶來的社會

動盪與分裂，並無助於勞動權益的實質提

升。

因此，透過對「一例一休」修法爭議

事件的解析與反思，勞動條件與企業利潤

並非是絕對的零和遊戲，不論是政府、雇

主、勞工或是工會，在勞動保障方面都必

須要有前瞻且革新的思維，把社經利益的

餅給做大，創造真正的勞資雙贏局面，讓

受到「一例一休」新制衝擊的台灣社會與

經濟環境能夠儘速打穩制度性基礎，以利

國家社經情勢在未來能夠穩定且蓬勃的發

展。

8 周佳萱，2 0 1 6。「瑞典公司試行1天工作6小
時：我們的產能比工作 8小時的競爭對手還
高！」，報導者(2016.05.26)。http://www.storm.mg/
lifestyle/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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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勞工激情的階級團結意識何來？
 ▌編輯部

南韓在 1960年代開始邁入工業化時

代，工廠生產制度的形成促使勞動階級的

出現，勞動人口迅速累積，但在政府與雇

主聯手的壓迫政策下，勞工組織被汙名為

社會共產意識下的團體，而參與爭議行

為的勞工則被視為分裂社會和諧的危險份

子，遭遇社會大眾的敵視，導致南韓經濟

起飛過程中的勞工孤苦無依，嚴峻的勞動

生產條件時有所聞。到了 1970年，一位

年僅 22歲的服裝設計師 Jun Tae-il，為了

抗議眾多製造成衣的小型血汗工廠對勞工

的無情剝削，自焚身亡。此舉在當時的南

韓引起廣大勞動者對南韓勞工處境和勞資

關係的關注，激勵了南韓勞工階級與集體

意識的發展，因而 Jun的自我犧牲被視為

南韓勞工運動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南韓政府對工會組織無所不用其極的

打壓政策一直持續到 1980年，甚至制定

限制工會發展的法令來遏止勞工團結力量

的擴張，如規定產業工會不得介入企業層

級的團體協商與勞資爭議，而主導罷工投

票的工會領袖常被扣上其他違法罪名遭到

逮捕入獄，光是 1980年代前期就有超過

兩千名工會領袖被關進監獄。南韓勞工運

動史上，1970、80年代政府無所不用其

極打壓工會，加上雇主不當勞動行為的猖

獗，南韓工會經歷了發展史上的「艱苦年

代」(years of bitter struggle)。不過，勞

工組織並沒有被擊倒或消滅，反倒是更奮

力掀起罷工潮的高峰。製船廠、汽車工廠

與煉鐵廠等生產現場開始出現大規模且暴

力的罷工行為，成功引起國際關注南韓勞

動人權的發展困境。

而 1987年可謂南韓工會發展史上的重

大轉折年，多達 130萬名從各地工廠或辦

公室挺身而出的勞工串聯進行了持續四個

月之久的爭議行動，最後不僅成功展現勞

動階級的動員力量，並迫使政府鬆綁工會

發展政策與法制，伴隨而來的是雇主不當

勞動行為的減少、工會協商力量的增加，

以及勞工勞動權益的實際提升，等於說經

過這次大規模、持續的動員串聯，南韓工

會終於獲得明確的定位，可以和政府與雇

主平起平坐，光明正大且理直氣壯的捍衛

勞工權益。然而，隨著南韓經濟捲入全球

競爭市場，血汗工廠再度復辟，甚至出現

浮濫的非典型勞動實務，在在考驗著工會

如何保護勞工免受血汗勞動條件的荼毒。

勞工或工會領袖死諫的風潮再次興

起。2003年初，從事水電工程的斗山重

工 業 (Doosan Heavy Industries Co.) 發

生員工自焚身亡事件。同年十月，一位

任職於造船界龍頭韓進重工業 (Hanjin 

Heavy Industry Co.) 的造船工程人員 Ju-

ik Kim，在連續 129 天留守起重機車廂

後自殺身亡。不到一週，科技產品公司

Saewontech內的非典型工作者工會理事

長 Hae-nam Lee，為抗議雇主對製造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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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工作者不人道的對待，走上自焚死

諫一途。緊接著數天後，南韓勞工福祉公

司 (Korea Labor Welfare Corporation) 工

會光州全南分會理事長 Yong-seok Lee也

採取同樣的抗議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隔 (2004) 年，南韓現代工業 (Hyundai 

Heavy Industry Co.) 外包廠商內一位非典

型受僱員工，選擇以自殺作為對公司最沉

痛的譴責，直指公司非但沒有善待非典型

工作者，還打壓他們組織的工會。此波自

殺潮迅速蔓延，不僅本國勞工，2003年

11月，九位在南韓非法工作的移工集體

自殺揭漏了南韓資本家的貪婪剝削，以及

南韓政府的非人道強硬驅離作為。雖然一

陣子過後，勞工自殺潮似乎已經退去，但

2013年再度發生三星員工自殺抗議血汗

勞動條件與待遇不公的憾人事件。

 S 一位參與2013年11月12一日性全國大罷工的
勞工，透過自殺控訴多家企業主事後向勞

工提告求償的冷血作為。(圖/Jung Yeon-Je)

南韓工人自殺潮背後的勞動階級意

識

像韓劇般狗血，南韓勞工的抗爭意識

與行動比起其他國家算是較激情的。微觀

社會學中的暴力理論解釋，暴力，不管是

對他人還是自身，是無能為力者，或軟弱

無力者，最後的訴求手段。以下循著南韓

勞工政策與運動的歷史發展脈絡，來認識

南韓勞工及勞工組織的獨特之處。

日據殖民時代南韓文人以死明志

善於從社會意識形態觀察分析勞工

運動的南南韓立慶尚大學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Sang-hwan Jang教授解

釋，在南韓，勞工的自殺式運動其實源自

於日據時代，當時國內具有崇高意識與信

仰的文人學者們為了抵抗殖民者強制性的

社會制度與價值觀植入，便以自焚表達「寧

死不屈」的志節。這項傳統演變至今，成

了南韓勞工表達「不公義，毋寧死」的激

烈抗爭途徑。當然，這也凸顯南韓勞工運

動背後，混雜南北韓間資本主義與社會共

產主義的對峙、國家統合資本主義的霸權、

少數大資本家壟斷國家經濟利益，以及，

勞工階級意識的明確與勇於激情演出等。

軍政府資本主義與國家統合主義混合

下壓抑的工會運動

場景拉到二戰後的冷戰期間，當時南

韓在前總統李承睌 (1948-1960)傾美的國

際發展決策下，為了與當時抗衡的北韓

社會共產主義有明確的政體區辨基礎，

毅然選擇擁抱資本主義，此一時期的國

家層級南韓工會，如南韓工會國家委員

會 (KNCTU) 和南韓獨立運動勞工聯盟 

(KLFIP)等，組織的基本教條都是與積極

促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1950年代制定

的工會法、勞工爭議法、勞工關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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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集體勞動法制，本質上都是國家統合

主義下的制度性產物，對勞工的團結獨立

並沒有太實際的效果可言。

自 1960年代初期開始，執政長達 18

年的前總統朴正熙，延續李承睌的工業資

本主義路線，以軍政府之姿根除過去的社

會關係共治傳統，同時積極拉攏資本家

協助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與資本市場自由化

運動，於是，經濟飛速成長的背後，是日

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血汗的勞動條件與數

量驚人的職業災害，被國家工業化政策創

造出來的勞工階級便淪為政府與資本家間

各懷鬼胎下聯手打壓、予取予求的受害

者。此外，在朴軍政府執政的近 20年期

間，勞工工會組織被收編在南韓國家情報

局 (Kore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之

下，實際上是沒有所謂的組織團結與集體

行動權利，此一時期的工會被政府強制定

義為，除了促進國家政體的維繫任務外，

並不具備任何爭取與保障勞工權益之組織

功能，導致表面上雖

有產業工會被扶植成

立，但勞工的集結行

動層級卻被嚴格限縮

在企業範圍內，且任

何國家指示外的自主

團結行為都被標記為

必須要嚴厲控管或禁

制的「紅色」行動。

朴正熙對勞工階

級的各種霸凌手段為

自己埋下 1979年遭遇

暗殺身亡的禍根。然

而，接手朴政權的全斗煥總統，並未吸取

前任教訓，反而採取更高壓的軍政府統治

模式，對勞工採取薪資控制、強制工會組

織僅限於企業層級、於工會組織內設置國

家任務團隊，並嚴禁第三方涉入政策制定

過程。這些逆道而行的施政措施，激化了

勞資爭議的強度，罷工次數在 1980年代

達到高峰，同時，被界定為非法的大型

勞工集會抗爭活動開始活絡起來，例如

1984年的計程車司機大罷工和大宇汽車 

(Daewoo Motor) 罷工，以及 1985年的首

爾九老區勞工串連罷工等。而這些體制外

的勞工運動，不乏文人學者與學生團體的

參與投入，暗示著傳統的「志士」精神被

重拾回來，帶動南韓勞工階級意識的提升

與發散。

「民主大躍進」開闢「勞工大鬥

爭」舞台

熬過數十年來的軍政府打壓，以及勞

動階級團體的奮力抵抗和進攻，1987年

 S 南韓工會運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勞工大抗爭 (Great Laborer 
Struggle)」。(圖/libc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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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的「民主大躍進 (Great Uprising 

for Democratization)」政策，正式為軍政

府戒嚴時代畫下休止符。另總統民主選舉

制度的導入，促進了南韓勞動階級意識的

發展，積怨已久的勞工趁勢發動南韓史上

動員最多的巨大抗爭活動 -「勞工大抗爭 

(Great Laborer Struggle)」。在長達數個月

的不間斷抗爭後，南韓工會獨立與民主精

神終於被樹立起來，南韓勞動史學者標誌

將此次抗爭為「南韓工會運動首度取得政

治獨立性之歷史性戰役」。

犧牲產業民主的全球經濟政策激起

工會抗衡鬥志

好景不常，儘管 1980年代末期南韓

政府放寬了工會發展組織行動上的部份限

制，但在第一任民選總統盧泰愚亟欲開拓

全球市場中國家競爭力的全球化行動下，

國內財務金融與市場交易的規範被各式

各樣的新自由政策 (neoliberal policies) 鬆

綁，進而造成勞動保障制度的「向下沉淪 

(race to the bottom)」。1997 年的經濟危

機，南韓政府更聽從世界貨幣組織 (IMF) 

的惡魔呢喃，變本加厲開出更強烈的新自

由經濟處方，諸如：拋售價值高達 160兆

韓元的金融機構公股、移除金融管制、調

低家族財閥 (chaebol big firms) 的公司負

債率天花板等取悅國內外資本家的作法。

不僅如此，南韓政府推出經濟處方外，還

搭配出賣勞工的藥方，以求雙效合一，因

此出現國營事業民營化政策推動下的大量

裁員浪潮，而勞動標準也逐步去管制化，

雇主可輕易 "合法 "解僱正職員工，並以

大量非典型工作者取代之，造成南韓今日

超過半數以上勞動力都是非典型受僱者。

在國家政府一心追求經濟發展效益的

浪頭上，南韓工會擺脫過去國家統合資本

主義的屈從陰影，不再逆來順受，勞工集

體意識與工會組織運動隨著越來越險峻的

勞動關係情勢水漲船高，最後終在 1995

年末催生了兼具明確勞工團結意識、政治

自主性與產業民主精神的南韓民主勞動組

合總連盟 (KCTU)。雖然 KCTU的前身是

1960年代傾右派政權的南韓工會國家委員

會 (KNCTU)，但已褪去長久以來南韓工

會多多少少染上的國家統合主義色彩，改

採社會統合主義的組織行動方針，強調對

資本市場的抗衡、產業工會主義的建構，

與勞動階級的政治權利。在該工會的積極

運作下，南韓勞工黨於 2000誕生，並在

2004年的國會大選中取得 10個席次，象

徵勞動階級的集體力量正式進入國家機器

運作的主艙房。

在 KCTU的組織發展與行動成果的刺

激下，歷史上與政府一同反共的南韓老牌

產業工會 -南韓勞動組合總聯盟 (FKTU)

也試圖轉型，具體訴求工會民主與福利社

會的推動。南韓勞工組織運動歷經近一甲

子的曲折動盪，似乎終於走出一條擺脫政

治陰影與資本家操控的勞工專屬道路。

平民總統盧武鉉的背叛引發勞工自殺

潮之際，南韓勞動階級抗爭意識日趨

穩固

2003年盧武鉉上任之初便明確表明將

要一改過去社經政策之陋習，轉而著重社

會整合與勞工參與的工業發展政策。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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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了長久以來在勞資之間失衡風向球

終於重新擺向勞工，時隔數十年勞工心中

再次染起對國家政府的信任與寄望。但

政治現實總是不堪，盧政府的宏大社會

願景最後仍在各大財閥與美國的交互施

壓下宣告全軍覆沒，不僅政府被迫允諾

任內不會採取任何有損政府與財閥友好

關係的舉措，更正式對 2002年的朝興銀

行 (Chohung Bank) 與南南韓鐵 (Korean 

National Railroad) 罷工案做出嚴厲譴責，

法院並判決主導南南韓鐵罷工的工會幹部

須賠償雇主 970萬韓元。據統計，盧武鉉

任內平均每年逮捕 198名工會運動份子，

比前任任何一位軍政府總統都還要多，十

分諷刺。勞工從蜇伏谷底到重抱希望，瞬

間又掉到絕望，因而，盧總統上任後不

久，開始吹起一股勞工自殺潮。

不過，誠如前述，南韓工會運動發展

脈絡進行至盧武鉉總統任內 (2003-2004)，

工會意識與行動色彩已擺脫政府的控制，

回歸到與資方

對等抗衡的獨

立心態，因此，

儘管政府社經

政策大轉彎造

成保障勞工地

位的政治承諾

跳票，但勞工

採取集體行動

以求自保的熱

情反而急速升

溫，罷工數從

2002 年盧總統

上任前的 322件激增到 2004年因病逝終

止任期時的 462件 ! 

之後的南韓工會運動彷若找回自我、

走出自己的路，統計上罷工數量隨然逐年

減少，但在規模、時間、涉入議題 (甚至

是國際勞動或社經議題 ) 與行動強度等面

向上，都在逐步增強當中，如 2010年 12

月 KCTU與被韓進工業裁員的幹部號召

約一萬兩千名勞工輪班佔據啟動機檯，抗

議雇主罔顧勞工生命安全，逕行引進作業

高度更高的起重機具但卻沒有提供相關安

全措施配套。這項抗爭活動持續了 300百

多天，涉及的勞工不限於本國籍，還包括

菲律賓移工，最終獲得資方妥協，承諾儘

速設置相關安全衛生配套措施，並讓因參

加工會運動而遭革職的近百名員工復職，

同時放棄進行民事訴訟求償。到了更近的

今天，南韓各大型企業如現代汽車、三星

電子內的工會已學會善用罷工投票作為勞

資薪資與勞動條件談判的籌碼，絲毫不畏

 S KCTU參與勞工集結活動，怒喊"不需要這樣的總統!"。(圖/Alamy Stock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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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展現採取強烈抗爭手段的勞動階級專屬

激情。

  2016年 11月 19日，南韓勞動組合聯

盟 (FKTU) 號召 5萬名會員集結於首爾市

中心的市政廳前，共同譴責南韓政府用倒

退的勞動改革政策來討好南韓各大家族企

業，並要求現任朴槿惠總統撤回反勞工 

(anti-labor) 的相關政策並辭職下台。國際

工聯 (ITUC) 亞太區 ( ITUC-AP) 秘書長

Noriyuki Suzuki聲援表示，上述倒退的勞

工政策已經違反國際核心勞動標準，甚至

惡化南韓國內尖銳的社經衝突與問題，因

此，ITUC亞太區辦公室將與南韓勞總站

在同一陣線，對抗惡意打壓勞工的各種政

策。

唯有體認勞動階級的意識存在，工會

運動才夠激起社會情懷，抗爭結果才

夠動人

看來，南韓勞工的工會運動大戲會在

為社會公平正義賣命奮鬥的集體激情下，

繼續熱映下去。回首過去，南韓勞工一路

漫長的歷經了日據殖民、高壓軍權、產業

民主被全球經濟利益扭曲、政府和財閥不

言而喻且隱晦的勾結關係種種磨難，最終

還是沒丟失屬於勞動者的價值與尊嚴。幾

經衝擊洗滌，淬鍊出純粹的勞動階級意識

與社會行動力量，而這也是南韓勞工為什

麼動輒能夠熟練祭出精彩的工會運動之

因。借鏡韓國工會發展經驗，台灣勞工同

樣歷經被殖民、黨國戒嚴與全球化經濟衝

擊等類似歷史事件，到了今天，面對政府

勞動政策的擺盪，是否該是時候發展出專

屬於台灣勞工的階級團結意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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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老人： 一億総老後崩の衝擊

下流老人：即使月薪5萬，我們仍
將又老又窮又孤獨

作者 ： 藤田孝典

譯者 ： 吳怡文

出版 ： 如果出版社

初版 ： 2016.04.01

定價 ： 新台幣 280元

 (圖 /博客來網路書店 )

 作者序

我希望手上拿著本書的讀者知道一件

事。

日本出現了大量的「下流老人」（即

貧窮老人）。這種下流老人的存在，對日

本社會帶來了無法估算的衝擊。

下流老人，顧名思義，是為了說明無

法正常度日，被迫過著「下流」（中下階

層）生活的老人，所創造出的詞彙。

日本之所以會創造出這個詞彙，就是

因為不只是現在的高齡者，在不久的將來

即將步入晚年的人們，生活也可能陷入

困頓。現在的日本有可能出現堪稱「總計

一億人的老後崩壞」的狀況。希望大家理

解，下流老人這個字眼並沒有瞧不起或歧

視高齡者的意思，而是為了如實表達日本

社會的現況所創造的詞彙。使用下流老人

這個名詞的目的在於說明高齡者的貧窮生

活，以及潛藏在其背後的問題。

在本書出版之前，二○一四年在

NHK Special節目中，便播放了以「老後

破產」為主題的內容。節目中報導了部分

過著窮困生活高齡者的現狀，引起了廣大

迴響，不過，並沒有討論到造成這個現象

的社會背景和雇用、社會福利等問題。觀

眾雖然了解了部分問題，卻無法掌握整體

樣貌。

之後，報紙和週刊也相繼針對高齡者

的窮困現象進行報導。可惜並沒有出現囊

括整體且容易理解的文獻。就因為很多報

導都只擷取部分現象，反而更加深了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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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後生活的不安。

  日本高齡者的貧富差距和貧窮問題，

比各家媒體報導的還要嚴重，可以預見往

後這些問題一定會變得更加普遍。這不是

輕微的威脅或警告，事實上，這種與大眾

切身相關的「高齡者的貧窮 =下流化」現

象已經展開，而且，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

上。

領取薪資接近平均值的上班族和所謂

的白領階級勞工，都不能倖免於難。細節

之後會在書中詳述，但我想先告訴各位，

就算工作時的平均收入達到四百萬日圓

（註 1）（約一百萬台幣）左右，也就是

說，可以拿到極為一般的收入的人，在高

齡期還是很有可能出現淪為下流老人的危

機。

根據推測，現在過著一般生活的人，

退休之後便無法過著普通生活，也就是

說，會淪落至下流生活。

許多人或許都希望，老後也可以像之

前一樣安心生活。但是，極有可能無法如

願。

那麼，所謂下流老人，具體來說指的

是誰、又是哪一種狀態呢？

細節請容後述。本書將下流老人定義

為「過著以及有可能過著相當於『生活保

護基準』（註 2）之生活的高齡者」。請各

位以這個定義為基礎，再閱讀詳細內容和

下流老人的類型。

下流老人現在依然四處可見。一天只

能吃一頓飯，到超市時，只拿著廉價小菜

到收銀檯排隊的老人；因為生活太過困苦

而順手牽羊，被店員或警察斥責的老人；

因為付不出醫藥費，無法治療疾病，故而

在家服用成藥，藉以抑制痛苦的老人；還

有，無人照顧，一個人孤獨邁向死亡的老

人 ......。

這些高齡者的現況只是下流老人的冰

山一角。而且，很讓人驚訝的是，並沒有

太多人知道它的實際狀態和背景。也或許

是因為太恐怖了，所以大家下意識地移開

視線。

我這十二年來，一直以埼玉縣為中心

進行 NPO法人活動，援助包括下流老人

在內的生活窮困者，並在這個過程中，看

到許多生活窮困者的慘狀。這次，我根據

這些實際經驗，更深一層地探究讓許多人

感到不安的「老後貧窮」。如果可以了解

實際狀態，知道些許對策，對自己的老後

生活應該就能有所因應。

因此，在這本書中，除了日本目前估

計應有六百到七百萬名的下流老人實際狀

態，以及其社會背景和未來預測，我也提

出了針對貧窮的自我保護策略，請大家將

它們運用在自己的老後生活和往後生活的

對策中，在思考淪落為下流老人時該怎麼

辦，或者淪落之前可以做些什麼的同時，

面對現實地閱讀。

關於本書的結構，第一章是何謂下流

老人、大家擔心的問題是什麼，我根據各

式各樣的統計資料和受諮詢者的實例，提

出問題。

第二章，下流老人的日常生活是什麼



70
March 2017  工訊六十一

紙上讀書會

樣的光景，我根據四個人的實例，探究淪

落為下流老人的生活和原因。特別是尚未

退休，還在工作的期間的生活還能達到一

般水準的人，為什麼會淪落為下流老人，

本書將帶大家聆聽他們的真實心聲。

第三章則根據許多諮詢實例，提出淪

落為下流老人的代表性模式。變成下流老

人的人有許多共通點，本書將這些危險因

子加以模式化，並且進行分析，藉此尋找

思考預防策略和解決策略的線索。

第四章講述製造出下流老人，並且將

其棄之不顧的社會大眾的意識和情感，把

焦點放在內心層面。要輕忽或重視下流老

人的問題，全看我們的心態。本書將檢討

為什麼過去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意識或輿論

中，很難被視為應該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五章將以孕育出下流老人的社會體

系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機能不完備為核心，

進行探討。將下流老人棄之不顧的制度面

問題是什麼？應該改變什麼？這是和第七

章的解決策略有所連結的內容。

在第六章，我想思考的是，為了不變

成下流老人，個人應該做的事、該思考的

事，以及該準備的事。在許多人都淪落為

下流老人的高風險社會，我們應該如何對

抗貧窮，本章將提出具體方法。

最後，在第七章，我將以過去做的諮

詢，以及在援助過程中得到的經驗為基

礎，針對制度和政策提出個人的建言。雖

然充其量只是個人的意見，但期待可以拋

磚引玉，讓讀者繼續針對這個問題進行討

論。

透過本書，可以更清楚看到下流老人

的整體樣貌和高齡者的貧窮問題，我希望

可以和所有將來一定會成為高齡者的眾多

讀者，一起尋找解決策略。如果各位能讀

完本書，我將感到莫大榮幸。

註1： 此書出版的二○一五年，日本人的年

平均年收入約為四百一十四萬日圓。

註2： 生活保護：生活保護是日本政府根據

《生活保護法》的規定，對經濟有困

難的國民，由政府提供補助，保障國

民能享有最低經濟與文化生活水準的

一種社會福利制度。可領取的金額根

據地區別、家庭人口組成、項目別，

有所不同。此一「生活保護基準」類

似台灣的「中低收入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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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新修重點

總統府去 (105)年 12月 21日正式公告勞基法修正條文，宣布政策分三階段上路，

第一階段自 12月 23日起實施一例一休、加班費加成等條文，全國國定假日休假一致、

強化勞工特休假權益等條文訂於今 (106)年 1月 1日上路，至於輪休制勞工換班應有

11小時休息時間之規定將另定施行時間。

以下為勞動部提供之勞動基準法修法前後勞工權益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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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參與

 S 會議中發言踴躍。(1060112)

 S 本會召開第六屆理監事會第

四次會議。(1060112)

 S 莊理事長於會議中進行勞保年金改革

簡報。(106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