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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衝突」是必然，還是偶然？

從結構化理論探討台灣企業勞資衝突之歷程研究

Are Industrial Conflicts Inevitable or Fortuitous?
—A Process Research o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Taiwanes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Abstract

“Industrial Conflict” phenomenon has been common in the practice in the business world. 
How to cope with this issue has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s. For reasons stated above, the study explored case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in Taiwanese enterprises. Moreover, in order to expand the limited existing 
sources from single viewpoints of the “employer” structure or “labor” action, this study 
also used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support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as the analytic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dispute process and main reasons of industrial 
conflicts. Finally, this study aimed to disclose facts about the form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relevant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was the unavoidable fate for the organizations or could have been an engineered 
consequence by interrelated actors.
【Keywords】 industrial conflict, structuration theory, labor union, labor, process research

摘 要

「勞資衝突」議題攸關台灣產業經濟發展。但檢視現有學術文獻，除了論文篇數不多，
論文發展走向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例如，研究主題偏重「勞資爭議事件」而少談
「勞資衝突歷程」；研究對象以「企業與工會」為主，較少觸及「管理者與勞工」；
研究觀點趨向從「資方結構層面」或「勞工行動面向」的單一角度論述等。這些情況，
無形限縮對於此地「勞資衝突」問題的理解。為此，本研究就個案勞資衝突歷程，進
行包括企業、工會、管理者、勞工等觀察。同時採取「結構化理論」作為分析架構，
藉以探求更深層的勞資衝突發展內涵。本研究希望據此重新思考：「勞資衝突」是企
業無法避免的宿命、還是人為行動介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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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唯有當您從別人角度看待事情，您才能夠真正了解這個人。」

～ Lee�(1960)

「勞資衝突 (Industrial Conflict)」的出現，可溯自工業革命開啟資本與勞動之間
「特殊」的「勞資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Edwards, 1992；王維，2011）。所謂

「特殊」，在於「報酬與勞動」交換過程，潛藏勞資雙方因立場不同所衍生對權利

義務的解讀殊異；加上履行過程難以透明化，讓交換過程與結果充滿不確定性，勞

資衝突從中伺機而起（馮同慶，2009）。其對企業影響，除了生產力、員工滿意度、
離職率，還有公司聲譽等 (Gladstein, 1984; Wall and Nolan, 1986)。
隨著產業發展深化，「勞資衝突」發生頻率有提高趨勢。根據勞動部 (2017) 統

計：「勞資爭議」案件從 1992 年 1,803 件，2007 年 19,729 件，爬升到 2016 年
25,587 件；涵蓋項目包括契約內容、資遣費、退休金等。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數字

只是針對正式列案的統計結果；其他以非正式形式出現、但對企業影響可能更為深

遠的勞資衝突案例恐怕更多。這也顯示「勞資衝突」議題的重要與急迫性。

「勞資衝突」發生係由資方或勞方所引起，學界有多元觀點（Budd, 2004, 2010; 
Müller-Jentsch, 2004；馮同慶，2009；張子源與趙曙明，2008；席猛與趙曙明， 
2014）。其一把問題歸因「資方」；認為衝突源自於資方掌握絕多數資產，在外部勞
動市場擁有比勞方更強的議價力，內部治理幾乎可以主導決策和衝突解決權(Kaufman 
and Lewin, 1998)；這種勞資之間權力懸殊條件所造成不對等權力效應，就是衝突發生
的主因。另一派則將問題指向「勞方」(Müller-Jentsch, 2004)；認為問題源起於勞方對

資方有很多期望，例如期望提供穩定安全的工作環境、不要嚴格監督或考核工作內容

等（Gouldner, 1954；馮同慶，2009）。當勞方期望未獲滿足，除了會影響工作動

機、還可能產生挫折感，引發勞資關係的緊張，甚至衝突。

兩種觀點的對立辯證，迄今無所不在。以 2016 年鬧得沸沸揚揚的「華航空服

員罷工事件」與「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正案」為例：「勞方」堅稱資方掌控勞動者權益、

壓榨勞工、公平難以伸張；「資方」則認為勞方只顧自身利益，漠視公司營運及股

東權益的立場。兩造之間，究竟誰是誰非，眾說紛紜。

循此，本研究以一個在地勞資衝突個案為例，解析其長期活動歷程，並就前述

問題進行深度討論。研究問題主要有二：（一）「勞資衝突」是「資方」長期把持

權力結構優勢，逕自推動不合理治理措施所致；還是「勞方」對資方持續要求資源

未獲滿足所轉化的抗爭所引起？（二）進一步看，「勞資衝突」的根源是反映「勞

資關係結構對立」的本質；還是來自「行動者介入」的效應？本研究希望據此討論，

重新思考：「勞資衝突」是必然的宿命，還是偶然的誤會。



3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29 No. 3 Dec. 2019

貳、理論探討

「勞資衝突」是僱傭關係中，「資本所有者」如業主、或代理人如管理者

等，與「勞動力所有者」如勞工、工會等被僱用個人或團體，因利益、目標、期

望差異或實現目標方法不同所表現的心理對抗或外在爭執形式（Edwards, 1992；

王維， 2011）。

其對外展現的形態多元。有將其劃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類

（Marshall, 1988；張子源與趙曙明，2008）。前者係透過工會或勞工代表介入的組

織層次行為；通常有策略性或工具性目的，爭議議題較不涉及個人意圖。後者則

泛指任何導因於不滿知覺引起的行為，如缺勤、頻繁調職、輕忽行為。這種非屬

任何系統組織，個人化，甚至是無意識抗議形式，有時還會發展到令人無法想像

的地步 (Sauer and Voelker, 1993)。另有將其區分為「顯性」與「隱性」（Dauda, 
2006；席猛與趙曙明， 2014）。「顯性」衝突係指勞資雙方刻意公開的衝突形

式；例如資方停工、關廠，或勞方罷工、怠工、遊行、靜坐抗議、勞資爭議、訴

訟等。「隱性」衝突則泛指勞資雙方之間隱晦、尚未正式浮上檯面，但有若干徵兆

可透露訊息的心理或情感衝突；例如資方對勞方的偏見，或是勞方的工作倦

怠、無故缺勤、生產力下降等行為(Dauda, 2006; Otobo, 2000)。
而其形成歷程與發展內涵也極複雜；並有與「勞資爭議 (Industrial Dispute)」

混淆的現象。從本質看，兩者都在描述勞資之間的「對抗」行為，但活動進程與

問題動因等則明顯有別。以「爭議」來說，其指的是短期、有可辨識訴求、背後

多能找到利益共通點的正式事件；而「衝突」則含括多重事件、長期歷程、過程

未必有明辨的訴求、對峙內容甚至與內在認知價值或心理需求有關 (Yarn, 1999; 
Spangler and Burgess, 2003)。探討勞資問題若偏重「爭議事件」而未關注「衝突
歷程」，則可能陷入只看問題表象而無法從全局考量的迷思 (Hyman, 1989)。

對於「勞資衝突」係肇始於資方或勞方的爭議：在兩極化的歧見背後，各有

不同的論述主張（Budd, 2010; Müller-Jentsch, 2004；馮同慶，2009；張子源與趙
曙明，2008；席猛與趙曙明，2014）。把問題歸諸於「資方」者，是站在勞方立
場，以外部觀察者的視角分析勞資問題 (Budd, 2004)。其視「勞資關係」為結構制
約結果，資方把持規則與規範 (Dunlop, 1993)，勞動市場則宛如僱主所控制的企業
王國 (Kaufman, 1993)；這種勞資之間不對等的談判力，正是勞資衝突的主因。相

反的，把問題歸咎於「勞方」者，則是持資方角度，從內部參與者的視角分析勞

資問題。其認為，追求物質資源是人的天性，「勞方」亦然。在其追求資源的勞

動過程，一旦期待資源與成就之間存有差距，都可能衍生不滿情緒，進而轉

為衝突因子（馮同慶， 2009）。而勞資衝突的起因，就在於「勞方」不斷追
求與資方有關的工作資源所造成 (Kaufman, Lewin, and Fossu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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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看「勞資衝突」根源所在的討論：從「產業關係學派」觀點解析，勞資

雙方權力的失衡乃至衝突出現都是「結構性」、難以避免的；唯有透過制度，例如

成立「工會」、集結集體勞動力量來增加勞方談判力，調整結構失衡，才能減緩衝

突發生 (Kaufman, 1993; Kaufman and Lewin, 1998; Kochan, 2000)。「人力資源管理
學派」則認為 (Vincent and Grugulis, 2009)勞資關係是由有意識人類的行動所建構。
在勞資之間本是利益共同體的前提下 (Kaufman, 1993; Ulrich, Losey, and Lake, 
1997)，勞資衝突多因「人為管理不當」所致；只要企業具有完善的管理措施，勞方
的不滿意度乃至於衝突都會降低 (Budd, 2010; Kaufman, 1993; Zhu, Cooper, Cieri, 
Thomson, and Zhao, 2008)。在這個概念下，「工會」的存在反而會影響勞資之間正
常互動，對勞資關係的運作是不利的 (Jacoby, 2004)。

一、從「結構化理論」觀點看「勞資衝突」

有別於前述從結構面（如資方），或行動觀（如勞方）解析勞資問題；

Bellemare (2000)以「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說明「勞資關係」本是結
構與行動一體兩面的互動關係。這種觀點，擴展了對於「勞資衝突」發展的理解。

首先，「勞資衝突」發生，可能既非資方個體、也不是勞方單向作為所致。根

據 Giddens (1984)「結構二重性 (Duality of Structure)」觀點（請見圖 1），行動面向
的「勞方行動」，若非依循結構體制如公司制度規章或工會法規範，則其「行動」

將因沒有這些結構支持而失去正當性與影響力。反之，結構面向的「制度、規範」

如果沒有行動者的行動據以實踐、企業併購後的管理措施沒有勞工納入採行、政府

工會法沒有勞工循此成立工會，則這些新制或律則，如「工會法」等都將停留在「沒

有主角」的結構，終無法成為組織運作的一部分 (Müller-Jentsch, 2004)。這說明，「資
方管理措施」與「勞工行動作為」是不能拆解觀察的（Giddens, 1984；馮同慶，
2009）。
再者，只從「結構」或「行動」面向看「勞資衝突」，則許多在長時間軸之下

的彼此互動反饋等歷程與效應，都可能被略而不見。以「結構面向」來說，資方制

度政策所形成各種慣例的長時間承襲過程，是會受到行動者介入影響而發生變化的；

而「行動層面」，例如勞方知識與認知能力等，也可能在各種時間脈絡中，因為行

動與學習而有所改變，進而反向影響結構發展 (Giddens, 1984)。
特別是行動者的行動歷程，可能出現「由其行動引發；但非其意向、甚至非其

樂見的非意圖後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Budd, 2010; Giddens, 1984)。因為行
動者的控制範圍多只限於其行動或互動當下情境；一旦這個行動效用在時間地點上

遠遠脫離其原始情境時，其行動後果就愈不可能屬於行動者的最初意圖，更非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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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力量所能改變 (Bellemare, 2000)。困難的是，觀察行動者的作為，又往往只能就
其所控制範圍的跡象檢視。這說明，探討「勞資問題」除了要重視「行動者原始意

圖」，更需體察「表面上看似毫不起眼的行動，是如何觸發一連串與行動時空情境

相距甚遠的事件，乃至發生令人想像不到的後果」(Giddens, 1984)。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勞資衝突」如何發生？研究特點有三：一、關注爭議事件背後的

衝突歷程，藉以探索隱藏於「歷程」的組織內部豐富細節與模式 (Barley, 1996; 
Langley, 1999, 2007)；二、除了「企業與工會」，也把「管理者與勞工」納入觀察
範疇，藉助微觀的「行動者行動」來平衡只見巨觀面「結構性變化」的偏見 (Markus 
and Robey, 1988)；三、引入脈絡觀點 (Pettigrew, 1987)，把可能影響發展的情境因素
如企業結構變化或工會活動等考慮進來，藉以掌握更貼近實務的事實。基於研究重

視「隱藏於外顯現象背後個別價值、態度以及情境脈絡影響因素」的探討，所以採

用「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Ritchie, Lewis, and Elam, 2003)。

一、個案選擇考量

「個案選擇」採取「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Miles and Huberman, 
1994)；目的在找到能涵蓋研究主題要素與要項的個案 (Ritchie et al., 2003)。循此，
研究個案除需具有「勞資衝突」外顯事件，更需持續一段時間，使有足夠「歷程」

觀察居間變化；同時「情境脈絡」發展亦須符合真實世界的多樣性。

基於上述條件，本研究擇定「萬達公司」（化名）進行研究。該公司曾經歷併購，

進而展開組織變革。變革期間，公司業績與經營績效屢創新高；但另方面，「勞資

衝突」卻也始終不斷（請見表 3），即使資方多次異動高階主管仍無力為之。基於
案例符合前述「豐富歷程與脈絡多樣性」選樣條件，援以為研究個案。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的進程是並行的（見表 2）。「資料收集」
有三階段。「階段一」起自 2013年，型態以「次級資料」為主；包括媒體新聞報導、
個案公司網站、勞動部與司法院等網站資料、碩博士論文。「階段二」則從 2014
上半年開始，針對關鍵成員進行「深度訪談」，並隨著受訪者進入公司餐廳用餐、

參與公司「家庭日」活動、與員工對話。「階段三」的「訪談對象」擴及公部門人員，

就留有困惑的問題進行訪談。有關「訪談對象及背景資料」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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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訪談對象及其背景資料一覽表
序 對象 主要專長與經歷 訪談資料性質 次數 時數

1 #A 廠區某部門主管
併購歷程、公司勞資問題發展與處理

過程
2 4hr

2 #B 第三方公部門主管
勞資爭議案件處理過程、勞資雙方立

場及原則
2 4hr

3 #C 廠區某部門主管 勞資爭議案件處理過程及公司之主張 2 6hr

4 #D 工會成員（後來退出工會） 從加入工會到退出工會之心路歷程 1 2hr

5 #E 工會幹部
依工會幹部之角度看勞資關係長久爭

議之觀點
1 2hr

6 #F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勞資爭議案件處理過程、勞資雙方立

場及原則
1 1.5hr

7 #G 個案公司員工（非工會成員）
從勞工觀點看工會發展及工會帶來之

影響 
1 2hr

8 #H 個案公司員工（非工會成員）
從勞工觀點看工會發展及工會帶來之

影響
1 2hr

9 #I 第三方公部門主管 勞資爭議案件歷程的觀察與觀點 1 3hr

10 #J 第三方公部門主管 勞資爭議案件處理過程的觀察 1 2hr

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進行乃以取得的多元資料，採用檢視、分類、列表等方式重組證

據 (Yin, 2003)。其過程先以「事件」為單位，依照時間序列、類型比對方式進行資
料分解；再運用矩陣表、活動歷程圖等串連證據，進而作為歷程資料展示與結論引

據來源 (Langley, 1999, 2007;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Yin, 2003)。
「資料分析」同「資料收集」有三個循環發展階段。「階段一」探討工會常務

理事提出那些勞資爭議，公司如何因應等？分析發現：工會的一路抗爭與公司強勢

的管理措施。「階段二」接續追探各介入者想法與作為；發現：勞資各方雖都涉入

其中，但對問題解讀卻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階段三」擴大分析範疇，包括資方

措施、工會制度、勞工作為、工會行動等，從複雜互動歷程找到衝突背後關鍵端倪，

也回應了階段二的困惑。從資料分析過程可以看到一個知識體，是如何因為不同觀

察視角而產生殊異認知。有關資料收集暨分析歷程表，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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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資料收集暨資料分析之三次循環歷程內容表
項目 第一次循環：外部觀點 第二次循環：內部觀點 第三次循環：詮釋者觀點

期間 2013.8~2014.4 2014.5~2015.8 2015.9~2016.5

先驗知識
從新聞所見，勞資衝突是

工會常務理事所刻意挑起

衝突原因除了工會作為

外，還有公司強勢管理

措施

衝突其實是勞工、工會、公司

管理措施、制度等連袂促成

進場問題

那麼，工會（特別是常務

理事）提出那些勞資爭

議、製造那些問題？公司

如何因應？

那麼，衝突為何持續近

十年而無法解決？勞資

雙方都無法自我節制或

反制對方嗎？ 

那麼，這個連袂促成如何進

行？各介入主體都清楚自己

作為，還是不自覺連動？

田野資料
新聞媒體報導、網站公開

資料

深度訪談逐字稿、網站

資料
深度訪談逐字稿、非參與觀察

衝突內容 會務假爭議、工會、公司
各主體涉入勞資衝突的

狀況
勞資各方交互影響歷程

關注對象 工會常務理事、公司主管 公司、工會、勞工
公司管理者、工會常務理事、

工會會員與非會員勞工

理論視角 代理理論 結構論、行動論 結構化理論、互動論

階段發現與新問題

衝突來自兩個組織單向作

為；從工會作為看到工會

一昧抗爭；但從其提出勞

資爭議內容卻也看到公司

措施的不合理

勞資各方都涉入其中；

但各方都認為問題不在

自己一方而是對方；甚

至表達自己也不樂見衝

突發生

延宕十年的「勞資衝突」，

是大家不覺中聯袂促成的；

沒有自覺的原因是因為忽略

彼此「互動」本質跟非意圖

後果效應

階段成果
歷次「勞資爭議」事件表

（請參見表 3）
每個主體的作為，與勞

資衝突的關係圖

勞資衝突發展各階段歷程圖

（附錄 1）

四、現象架構與理論架構 
本研究以「結構化理論」觀點 (Giddens, 1984)，作為資料分析多次循環歷程的

分析架構，藉以呈現包括：資方管理措施、政府制度、勞工行動、工會作為等所連

袂形成的勞資衝突歷程。有關「研究現象架構與理論架構」，請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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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描述

一、企業併購與組織轉型歷程

從企業外部看：個案公司是一家藉由股權併購、組織轉型，使展現高效能的企

業。其前身成立於 1981年，由台資及外資集團合資創立；主要生產外資集團的品
牌商品，公司治理則由台資集團負責。治理期間，台資集團推動本土化，成功將產

品打入台灣市場。1999年，原合資的台資集團決議聚焦自有的核心事業，出清非核
心事業；而「個案公司」被列為非核心事業之一。外資集團利用這個機會收購全數

股權，公司就此變身為「外資在台企業」。

其發展可分五階段。「階段一」外商初掌期 (2001~2002)。外資收購股權後，舊
有台資集團管理團隊悉數歸建；甫入主的外資集團則從海外總部「空降」外籍主管接

任總經理。其銳意改革，進行組織變革。包括管理理念從台資「終身僱用制」轉為「績

效制」；組織結構由「高聳式組織」改為「扁平式組織」；組織編制從管理、業務、

工務三部擴展為業務、行銷、技術（製造）、人資、財務、研發部；薪資項目從十多

項精簡為單一項目；績效獎金也從固定制改為機動制。在其努力下各項業務俱有進展，

產能屢創歷史新高，市占率超越同業。另一方面，勞方也積極籌組「工會」。

「階段二」工會開展期 (2003~2004)。2003年初工會成立。同年召開第一次會
員大會、選舉理監事，工會會員人數佔全體員工三分之一。3月工會首次向主管機
關檢舉，進行勞動檢查，並與公司展開首次協商。

「階段三」制度統合期 (2005~2006)。公司進行經營體制全球化標準作業，包
括推動「計薪基準標準化」，將台灣計薪基準月數調整與總部一致。2006年因應亞

圖 1 研究現象架構與理論架構圖

現象架構 理論架構

資方

如人資政策、組織結構等

結構

如規則、資源

勞資互動

模態

制約、促進／

促成、使動

行動

如行動者行動等

影響

引導

維持或改變

呼應或對抗

勞方

如勞工行動 工會

勞資

衝突

非意圖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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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區蓬勃發展，成立大中華區域總部，台灣為區域重要成員。

「階段四」產能擴張期 (2007~2008)。2007年外籍總經理離職，華裔美籍主管
接任。人資主管五度易人。同年 4月重新整合臺灣業務模式，將其劃分「臺北業務
行銷團隊」及「南部營運團隊」的組織架構；台灣公司總經理直接向大中華區域總

經理彙報，各功能部門主管依業務別對總部各功能別總經理負責。

「階段五」全球佈局期 (2009~2011)。2009年展現全球化佈局效益，生產規模
與營業額同步擴張，業績大幅成長，公司也被推選為模範企業。有關公司併購變革

歷程表，請詳見附錄 1「公司發展沿革」區塊。

二、一場無盡的勞資衝突史？

轉向觀察企業內部：就在局外人所見，「資方」風光購併、入主企業，與「勞方」

攜手開展經營績效的同時；企業內部勞資關係對立、對峙甚至抗爭，卻也悄悄滋生

並愈趨猛烈。「輝煌經營史」的另一面，就宛如一場激烈的「勞資衝突史」。

（一）階段一：衝突醞釀期 (2001~2002)
併購初期雖無明顯衝突行為；但諸多事例顯示，勞資之間有著風雨欲來的不安

氛圍。2001年第三季，資方接手企業後，提出薪資制度調整案；如簡化計薪項目。
可能因為新政實施過程勞資溝通不良，多數員工認為此舉將減少薪資而多所抱怨，

進而拒簽資方新聘僱合約。同一時期，勞方籌組工會，意圖保護自身權益。

（二）階段二：衝突成形期 (2003~2004)
「工會」成立、正式運作；「勞資衝突」迅速浮上檯面；怠工、集結抗議、勞

資爭議案不斷出現。2003年「工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針對勞工輪班、調班及職災
補償等提出勞資爭議案。2004年購併帶來的績效衍生產能擴增需求，「公司」安排
勞工加班，並規畫以淡季休假時數換取旺季加班時數的方案。工會不滿該方案未經

與其事先協調就驟然實施，憤而鼓吹勞工拒絕加班，並向資方提出調高加班津貼要

求。資方面對產能擴增需求殷切，加上工會發動員工抵制加班、要求調高加班津貼；

轉而尋求派遣工來解決人力問題。工會見此更加忿忿不平，號召勞工及外部團體發

起更大規模抗爭，連生產幹部也加入抗議行列，影響公司生產進度。資方為此，針

對不配合公司生產排程的基層幹部進行調職懲處。工會幹部表達關切；除立即提出

勞資爭議案，向主管機關檢舉超時工作問題，並再次聯合外部團體協助抗議，成為

媒體關注的社會事件。受訪者回憶抗爭規模，「那個警察差不多 100多個人。第一
次的罷工，⋯，100多個員工，警察也派人來維護」(#A, 217~218)。

（三）階段三：衝突震盪期 (2005~2006)
「勞資衝突」持續出現；其中，多數源自「資方的提案」勞方不認同所致。與

以往不同的是，「資方」開始會參酌勞方意見修正提案、撤案或提出彈性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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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為配合集團全球計薪標準化而進行敘薪調整一案，工會反對並發起抗爭。如

媒體所述，「公司為配合事業集團全球薪資整合政策，重新調整薪資結構。原本 1
年核發薪資 13個月，其中 1個月為年終獎金，改為核發 12個月，將年終獎金分別
融入在一年 12個月的薪資裡面。該新制被工會與勞方質疑並且反制，引發勞資糾
紛」(#DOC_D2, 2005.06)。資方因應提出權益之計；同意新舊案並陳，並由員工自
由意願選擇。

「會務假」爭議首次出現。2006年底，某工會幹部因為白天參加工會會議而申
請當日大夜班為會務假。資方認為時段並不衝突而不予准假。孰料該員工逕未到班；

資方以曠職處理。工會忿而提出勞資爭議案，使成為勞資衝突的另一引信。

（四）階段四：衝突擴大期 (2007~2008)
相較於前階段衝突多因「資方提案、工會因應反制」而起；本階段則多為「工

會主動提案」所致。例如「工會要求調薪案」：工會認為公司盈餘迭創新高卻未反

映到薪資，要求全面調薪；資方則認為薪資已達本地企業中上水準以上而未予同意。

工會憤而提出勞資爭議案，並聯合其他團體發動大規模抗爭，引發報章媒體關注。

如報載，「公司勞資爭議，30日進行第二次調解，由於資方僅委託律師出面，且對
員工提出的三項要求均表示公司無法接受，調解宣告失敗，訂 xx月 xx日再行第三
次調解。資方委託出席的律師也表示，工會提出的追溯 6年調漲薪資等三項要求，
資方有實際困難，無法接受」(#DOC_D5, 2007.12)；「調薪爭議，傳資方打壓工會。
報載公司調薪爭議，⋯，但卻發生資方不准理監事公假，⋯，工會要求縣府展現公

權力，應以公司違反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勞基法規定加以處罰」(#DOC_D6, 
2007.11)。
「會務假」爭議更為頻繁。2008年工會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參加縣級工會舉

辦安全衛生宣導課程；公司以生產營運需求問題不予准假，建議擇日參加公司自辦

的講習。工會幹部不從、執意前往，公司遂以曠職處理，使引發抗爭與衝突。

「會務假」讓資方與工會的對立關係更為惡化，甚至延燒到其他業務，反饋影

響勞工權益。如某屆退員工欲申請退休金，因工會幹部刻意作梗而無法請領。當時，

工會常務理事因會務假與人資主管激烈對立；其為表抗議，索性缺席勞退準備金監

委會會議，以技術性流會方式讓退休金無法發放。公司為維護退休員工權益主動提

出民事訴訟；惟法官審理仍認為支用勞退金需經委員會審查，一切以會議記錄為憑。

資方只能放棄公司內部管道而改透過外部管道，依司法途徑取得退休金。受訪者提

到，「請領不到退休金這件事，我們跟當事者（指拿不到退休金的員工）說，請你

相信我們，我們一定會幫你處理。我們提出兩個訴訟案。第一個公司告副主委，請

你履行你的義務，你是副主委，你就是要來開會。但我們輸了。法院認為，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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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指副主委）要來開會啊，還是要做審查啊。問題是他根本不來開會，就沒有辦

法審查啊。我們怎麼辦，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才告他嘛。結果我們還是輸了。」(#C, 
614~625)。因為勞資爭議問題層出不窮，業務首當其衝的人資主管不斷異動，有受
訪者提到，「他們一共換了好幾任的人資主管。第一任是⋯，第二任是⋯，現在應

該是第五任的人資主管。有的人資經理做不到三個月就走了，就受不了，因為工會

蠻強勢的」(#B, 43~45)。

（五）階段五：衝突變形期 (2009~2011)
「會務假」衝突在此階段進入高峰。資方認為「工會理監事請假應具體陳述開

會時段內容，同時也應配合公司審核管理，以維持勞資和諧」；工會則認為「請會

務假參加工會理監事會議乃理所當然」；雙方對此立場歧異。媒體報導，「公司不

讓工會幹部請公假辦理工會事宜，被當地政府依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六千元罰款。

經過行政訟訴官司，法官認為四名工會幹部以進行會務交流為由集體請公假，內容

難認與工會會務有關，有違誠信原則，撤銷縣府這項裁罰處分」(#DOC_D8, 
2009.9)。
因為工會常務理事多次申請「會務假」，缺席公司重要會議，也未實際參與假

由所填業務，引發資方不滿。更甚的是，公司發現常務理事有其他不當行為，據而

提出行使解僱權終止契約。常務理事因應提出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媒體報導，「公

司員工擔任常務理事期間，常不依規定事前提出請假單，公司重申請假規定，仍未

出具任何證明，於 98年陸續請 5天的會務假。經查核發現，違反忠實履約義務，
公司決定解僱；因為其不當行為，和工會職務無關。但法院也認為，依社會通念，

以其情形，公司可先予其他較輕微處分，例如：警告、記過等，而非直接採取剝奪

工作權的最後手段，解僱因而不合法。本案歷經三審，公司都敗訴」(#DOC_D12, 
2010.05)。
回顧公司經營歷程：從「企業購併」與「工會成立」以來，「勞資衝突」始終

沒有停過。而衝突不斷的主因，似乎就與「資方基於經營效率的管理控制」與「勞

方、工會意圖保護勞動權益的反制抗爭」有關。如受訪者提到，「這段時間，他們

就是找個時間，又出來吵，結果又無解。差不多都是老問題啦。他們現在爭議的問

題，都是在六、七年前的那些問題，沒有什麼新的 idea啦」(#A, 583~584)。有關勞
資衝突歷程一覽表，請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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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勞資衝突歷程一覽表
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期間 2001~2002 2003~2004 2005~2006 2007~2008 2009~2011

名稱 衝突醞釀期 衝突成形期 衝突震盪期 衝突擴大期 衝突變形期

議題 管理議題 工時、工資 年薪制度 工資調整 會務假

對象
員工 vs.
管理階層

員工 vs. 
管理階層

員工 vs.
管理階層

工會 vs. 
管理階層

工會常務理事 vs.
公司人資主管

勞資衝

突內容

2001.10 勞
方不滿資方

的新措施

2001.12 勞
方拒簽新聘

僱合約

2004.3~6 勞
方不配合輪

班、 怠 工

2004.6 怠工
勞方被調動

職務、工會

集結抗議

2005.4勞方拒簽年
薪新制

2005.6.16勞方集結
抗議年薪新制

2005.8.會務假的勞
資爭議開始浮現

2007.11工會主動要
求調薪，進而發起大

規模抗爭

2008.3會議假爭議。
2008退休員工無法
請領退休金事件

2009~2011 會務假
爭擾不斷

勞資爭

議案件

內容

無 2003年3件：
①其他爭議

（勞方不願

輪班）；②

職災認定與

補償（員工

車禍事件）；

③職務調動

（勞工不願

調動部門）

2004年1件：
①職務調動

（不配合加

班班長的調

動案，並發

動抗爭與檢

舉超時）

2005年 4件：
①工資調整（13個
月薪改為 12 個月
薪）；②職災認定

與補償；③工時爭

議（中秋節補假，

資方原定中秋節不

補假，經過工會提

出勞資爭議案，要

求補假或給予出勤

人員加班津貼；資

方同意配合工會提

案處理）；④工資

內容（工會幹部請

會務假，卻無出席

紀錄；公司以曠職

處理）

2007年 3件：
①工時調整調薪爭議

（勞方要求調薪，後

來未果）；②工資內

容（工會成員申請會

務假出席不准）；③

職工福利金福委會提

撥比率案。勞動檢查

發現三位超時加班

2008年 3件：
①工會法爭議（工會

理事請會務假案）；

②會務假爭議（無故

不出席退休金監督委

員會，被公司以曠工

論）；③會務假爭議

勞動檢查 3件，包括
超時、會務假、職災

等；民事訴訟 2件，
皆為退休員工退休金

給付案

2009年 5件：①會
務假爭議；②會務

假爭議；③恢復常

務理事的僱傭關係；

④勞方資遣擬調整

為退休案；⑤員工

職災案

2010年 6件：
①會務假爭議；②

會務假爭議（調職

常務理事到人資部

總務課）；③工作

規則爭議；④請求

撤銷調職與補發工

資之勞資爭議；⑤

調動常務理事的勞

資爭議；⑥常務理

事刻意不參加行為

準則認證課程。勞

動檢查 2件：檢舉
外勞超額聘僱、調

動就業歧視

2011年 1件：終止與
工會幹部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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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個案分析與討論

一、問題一：勞資衝突是資方政策制度引起，還是勞方期望不滿所致？

（一）檯面上「外顯事件」的羅生門

1. 線索一：追求效能的「資方」所造成？ 
乍看「資方」衝突過程作為，其似乎就是問題所在。當時剛完成併購，有「急

於展現境外投資效能」與「接軌全球集團管理制度」的雙重壓力，使得未與勞方溝

通就逕自推動一系列變革措施；包括變更勞動契約、引進國外績效考核制度等，讓

勞方忐忑不安。現象顯示，資方因為掌握勞資權力不對等優勢，不須勞方同意就能

決定聘用條款，以致引發雙方緊張關係 (Denenberg and Denenberg, 1999; Kaufman 
and Lewin, 1998)。受訪者說，「外資是全球化公司。他必須跟他們（企業集團）接軌。
所以說，制度上有些變革變化。那這個變化就引發勞資之間衝突」(#I, 19~26)。
但再深入查探，也有受訪者不認同這種說法。其提到，「資方」推動新制過程

並非全然強勢，也有轉圜作法。以「調整計薪基準案」為例，這個來自集團全球計

薪標準化政策，就因為勞工抗議而破例放寬為「依個人意願決定」，使成為全集團

唯一採取彈性作法的分公司。受訪者引述當時情況說，「公司就說『好』，那就個

別調查。要的簽同意書，不要的就還是按照原來的制度走」(#B, 257~259)；其補述，
「外商在台灣有很多跨國企業，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我遵守你國內法令，我絕對

不會去違法。但不是就不會違法啦，但是他守法精神絕對比我們台商、比我們本地

的公司好。因為他跨國企業，他必須要注重形象，他的商品價值可能在形象裡面有

加分的效果。所以說，在國家的法令規範內他絕對會去遵守。反倒是我們很多中小

企業對國家的法令棄之如敝屣，就是不甩，這個我們倒是要肯定外商」(#B, 
416~421)。
2. 線索二：期望不滿的「勞工」所引致？
轉向觀察「勞工」：從其對公司諸多新措施不滿乃至杯葛、抗爭等作為觀之，

其似乎才是勞資衝突主因。其在新業主接手開始新政時，對資方措施多所抵制，包

括反對調整勞動契約；拒絕加班、輪班；杯葛資方計薪基準調整案；呼應工會要求

資方全面調薪等。受訪者提到，「勞方」當年是在無預警情況下，因為舊東家（台

資集團）一夕之間出售公司，瞬間從「終身僱用制」的夥伴轉為被前朝遺棄的員工，

有被犧牲的惡劣感受。後來聽聞新東家是外資，還萌生外資集團或能帶來較為優渥

薪資與勞動條件。孰料迎接其來的，是不重情面、沒有溝通、只看績效而不重視年

資的考績制度；與昔日台資集團「年功俸」相較反而更不穩定。加上後續一連串組

織變革，讓勞工對資方愈發不信任，轉而出現反制作為。受訪者說，「（衝突是）

連續性的。一直是連續性的。⋯。（新東家）之後，有工會的成立，衝突變成更有

力量，也變得更複雜」(#B,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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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亦有受訪者不認為「問題盡在於勞工」。某受訪者說，「其實大部分

人都會要這筆薪水。他們都會希望公司更好；就是說，很少會刻意把自己公司弄得

不好。」(#C, 395~396)。另位受訪者也認為很多抗爭其實只是虛張聲勢，例如「他
們之前進行很多的 case吵著要調薪，要怎樣啦。但最後有很多事情是不了了之的」
(#D, 100~103)。
3. 線索三：強勢作為的「工會」所觸發？
再把觀察視角延伸到「工會」：從其頻頻提出勞資爭議案、發動各式抗爭行為

來看，「工會」可能就是衝突問題癥結所在。例如工會剛成立就頻頻以各種理由提

出「勞資爭議」案；隨後並率領勞工拒絕資方各項提案；發動抗爭要求全面加薪；

還透過媒體大力抨擊公司政策。統計從 2003年成立以來，工會提出超過 25件的「勞
資爭議」案件；另有多起「勞動檢查」、「民事訴訟」等。

現象反應「工會」可能會反向阻礙勞資雙方親近行為 (Budd, 2010)，甚至增加
非建設性衝突 (Salamon, 1998)。以公司推動「年薪基準調整案」來說：原是有利於
勞工的提案，卻硬是被工會擋下來。受訪者說，「這是跨國公司，在其他各國分公

司沒有像台灣一樣多一個月薪水。他想把這個集團制度統一，就是把這一個月薪水

劃分到十二個月裡面；不是把它取消，是把他加到薪水裡面。這樣對勞工來講是好

還是壞？當然是好啊，因為你如果把它劃到這十二個月裡面去，當他在計算退休金

的時候是以平均公司來計算，這一個月的年終獎金就可以計算到平均工資裡面，對

勞工來講是好的啊。可是工會說 NO，他不要、他不接受，為什麼？因為你都沒有
來問我，你都沒有來問我你怎麼就這樣做了，對不對？他的意思是說，不管是對勞

工好，對勞工不好我一定抗爭嘛，但對勞工好你也要來跟我工會講一下啊，所以說，

他就不接受」(#I, 244~268)。
不過，也有受訪者為「工會」叫屈。如某受訪者說，「工會一定要存在，因為

有些公司的主事者都會出一些怪招，（有工會）多少會有牽制。有工會，（資方）

絕對多多少少會怕啦」(#A, 206~209)。另位受訪者也認為，「工會是有一些手段，
但不會說什麼事都反對」(#G, 190~195)。某受訪者表示，如果說問題在工會，那該
質疑的是工會領導者，「工會剛成立的時候，裡面的會員都是很盲目，他們都是不

懂的。會員們要去問誰？要去問『工會頭頭』。那頭頭今天隨便跟他說說，他們就

會當作是真的」(#D, 186~192)。
4. 線索四：無理的「工會常務理事」所引起？
循著受訪者意見往下探查：時任「常務理事」的無理行徑似乎才是問題所在。

其當年在擁有工會「領頭羊」的賦權下，不斷提出勞資爭議，甚至不顧資方反對，

頻繁申請「會務假」以彰顯所謂的權益；資方無法反制，只能交由人資主管與其斡

旋。多位受訪者表示，「常務理事」從被選任以來不斷地以「爭取勞工權益」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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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各種抗爭；交鋒內容從勞資爭議延燒到勞動檢查、民事訴訟。甚至為抗議公司

不准其申請「會務假」，技術性缺席「勞退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讓勞工無法請領

到退休金。最後逼得人資部門走上「民事訴訟」才讓勞工順利請領。受訪者說，「退

休金要領取的時候，必須要經過委員會開會通過，然後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都要

蓋章，只要少一個章，信託局那邊就不准你動支。那他們的案子就是有一個（員工）

要退休，那他也是勞工，他當然可以從這個監督委員會裡面給付退休金。可是（工

會）裡面的一個（幹部）就是不蓋章。所以說那個官司打了兩年，最後才用法院的

力量強制執行專戶裡面的錢。這對勞工來講，情何以堪啊。因為我不是你工會會員，

或是你自認為我是資方的人，然後就不蓋章，我就領不到退休金，那公司透過司法

的訴訟程序，才能領到退休金，那這個對勞工來講其實很不合理的啦」(#B, 
369~374)。
多位受訪者呼應「常務理事」就是勞資衝突不斷發生的主因。受訪者說，「從

這幾年衝突來看，為什麼我說領導者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們的常務理事，我看

到的爭議都不是非常理性和合理的。譬如說，他們在這裡面有想用工會集體的力量

去壓迫僱主去接受他們的一些條件」(#B, 207~209)；其他受訪者也說，「都是（工會）
掌權者在講，不懂的去問掌權者，那掌權者不懂也是會去問上面的產業工會。掌權

者不想把事情講得太明白，不想透明化，就說你們都不要簽；有什麼事情，我負責。

那他又能負責什麼事情呢？出事情，也是員工自己個別的事情，只是擔任協助的角

色，又不能擔任審核的角色」(#D, 248~251)；「那時候他就不停的提勞資爭議案或
是勞動檢查，應付那些確實是會很忙的，然後又告了就業歧視」(#C, 265~266)。
反觀當事人：時任常務理事，內心其實也百般無奈。其在受訪時表示，「其實

我也希望要和諧。說實在的我也很累，我應付的種種包括會員、工會，包括我家庭

的壓力，我如果不和資方衝突，我也很好過。今天如果要和諧，大家可以合理的拿

出來講，不合理的，我可以做改進，您也可以改進，您可以退一步，我也可以讓一

步。但是您不讓，當然我也不會讓」(#DOC_F3)。也有受訪者為其打抱不平，「事
實上來說就是來討生活的。（他）有兩個孩子，還有貸款，這就是現實的問題啦。

我跟他（常務理事）說不要為了搞工會搞到自己沒工作，划不來。那你搞到沒工作

還要去別家工作也是很大的挑戰，也沒有一個老闆會要這樣的員工。真的，哪個立

場都一樣，現實問題」(#A, 653~655)。

（二）檯面下「行為暗點」的擾動

如前所見：「勞資衝突」係由資方或勞方所起，似乎陷入各執一詞的羅生門。

但進一步把觀察焦點從「爭議事件」展延到「衝突歷程」，卻才發現：這些可能引

致勞資衝突的「外顯行為」其實多為「階段性的措施活動」；其雖可能引致勞資之

間不悅，但也不至於讓勞資衝突無限期蔓延。相對的，反而是隱藏於「外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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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行為暗點」；其雖未直接促成檯面上衝突，但卻在檯面下持續發酵，牽動

交會，使轉化為持續擾動「勞資關係」、甚至引發「勞資衝突」的暗流。

1. 暗點一：「資方」鋪設的戰場？重法令、輕關係、回應慢的「外商」
首先，在審酌「資方」作為是否就是勞資衝突根源所在時；乍然發現：「資方」

的「公司治理」有重法而不願涉入在地人際關係、要求衝突處理上報卻又無法及時

回覆等特徵。這些特徵讓「資方」有利於勞方的制度措施不能有效傳達，誤會或對

立情事無法在第一時間緩解，甚至讓有心人士得以藉此營造或激化衝突。

從個案看，外商公司的治理原則是「不違法」；其擔心若有違反法令情事（例

如勸誘成員加入或退出工會）見諸報章，會影響全球股價與商譽。同時，他們也不

像台灣企業會深入經營當地的人際關係；其多是上級命令下來，主管就照單全收、

嚴謹落實執行，較不重視情感面向。如受訪者說，「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其實就是比

較重感情；你若是跟他搏（感情）、跟他怎樣，有很多 under table裡面的東西，其
實他會影響到工會的走向。譬如說，你工會的領頭特別愛搗亂，我要用軟的、用硬

的，我都有我的辦法，只要是台灣的僱主。但是你美國，他不實行這一套，不實行

這種使用人際關係去解決問題。所以說這個其實，像美國他們有很多核心價值和我

們這邊是不太一樣的。譬如說他們絕對不會去跟主管機關去建立什麼實體交情，他

們不希望這樣子，因為在他們國家裡面不希望有官跟商的一個連結啦。這個我們也

了解啦。但是這種東西在台灣這種文化裡面是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他跟工會之間的

互動也是一樣，所以我想他給他們在台灣幹部的指示大概就是說，你就依法辦理吧」

(#B, 421~432)。
另一現象是「面對衝突回應時間過長」。資方管理總部在國外，與當地公司聯

繫不如台資企業透通；加上對當地公司授權不足，協商過程往往無法即時回應棘手

問題，延誤時機。如受訪者說，「公司老闆遠在美國，台灣這邊全部勞工，包括這

些官員、幹部也都是受僱者，他們每次爭議的時候，每天晚上都要寫報告跟美國那

邊報告。當他在跟勞工談這個的時候，其實被授權的範圍並不是很大；就是說你能

做的就是依法。第一個就是要依公司規定，因為公司有一些規則，你必須要（遵

守），你也是他的受僱者嘛，你只是一個管理幹部嘛，不是僱主。他沒有辦法像台

灣（企業）勞資衝突、勞資爭議容易解決，因為僱主本身就可以做決定」(#I, 
66~78)。另位受訪者也說，「如果工會提出一個要求，台灣（管理）團隊會依法令
來建議。都是依法為先，因為大家都是呷人頭路，沒有決定權，所以有時候時間會

拉得很長。有時候如果國外那邊不給回應的話，公司就放在那邊不管他了」(#A, 
605~612)；「這邊的人資，一方面要守法律規定，一方面又要看老闆的意思啦。所
以其實他的自主性、能夠揮灑空間不是很大。一方面也怕說，如果工會提出來的都

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在法律規範裡面你應該要做的，其實那沒有問題啦；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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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要求的超過他能夠做主的部分，沒辦法啦」(#B, 493~500)。
2. 暗點二：「勞工」的助陣？初次體驗抗爭滋味的「勞工」
接續，探查「勞工」何以出現抗議、怠工等行為及影響效應時；卻也發現「勞工」

一方面因為首度擁有集結勞動權（工會）而急著有所表現；另方面，對「集體勞工法」

（如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勞資爭議等）內容理解卻很有限。這使得難得集結的「集

體勞資力量」非但不能發揮效用，還讓「勞資衝突」愈益複雜。

某受訪者說，「公司仍屬於台資集團的時候，他們是沒有工會的。我不敢說他

們過去都沒有爭議啦，可能就是說：因為沒有工會，所以他們沒有這個抒發不滿的

管道。換句話說，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卻沒有被浮出檯面的機會，也是有可

能啦」(#B, 168~174)；「台資集團以後呢，有工會的成立，所以勞工的力量就變成
一個有集體勞資關係」(#I, 32~35)。就在各種勞資問題紛紛浮上檯面之際，「勞方」
非但沒有善用「集體勞資關係」的「勞資協調」，反而採取「法令處理」來遂行「集

體勞資關係」訴求。某受訪者表示，「現在工會領袖、幹部，對於勞工的這種意識

其實也沒有那麼深，他們還是停留在個別勞動法裡面的對個別勞工的保障而已；他

們很難去用他們的工會的力量與僱主議價，因為他們也沒有這個意思啦」(#J, 
134~136)；「這個工會是比較特殊啦，有一次他們提出一個加薪的提案。其實那是
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力，他當然可以提勞資爭議。可是這種提出標的又會被人家覺得

這種是有點可笑的東西（指要求的加薪幅度過高、有違常理）。所以說他們的爭議

就經常在那邊打混仗。那勞工就拿著一些個別勞動法裡所規範的項目，然後又運用

集體勞資爭議來跟僱主不斷抗爭」(#B, 433~438)。
就因勞工缺乏「集體勞資關係」運作經驗，連帶影響對自身權益訴求的聚焦。

如受訪者說，「我曾經跟他（指調解委員）講過，你可不可以去問一下，他們（指

工會）真正要訴求的，要主張的，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其實他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這是（為）難的地方。如果你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明確訴求，那還好，這個訴求是

可談的，HR可以跟你談，一方面他也可以跟公司爭取。問題是，沒有啊，他不會啊」
(#B, 690~693)；「現在問題是，勞工根本連他自己想要什麼東西都沒辦法很具體的
呈現；如果有具體的呈現時候，其實再透過一些第三者，或是他們本身互相協商的

機制呢，其實他是可以達到一個共識啦，因為那不是很難的事情，總是有談判的空

間嘛。但問題是他們現在都是用個案去爭議啦。我是建議他說如果你要處理，把你

的勞資關係處理好，你就總體的、制度性的去解決，不要用個案去跟他談；因為勞

工現在的策略是什麼，就是反正現在這個案子，我談得（成功）就是賺的。這個談

完後，下一個再來爭議，我還是要再拿一些回來，一步一步一步。我說這種不具正

當性。你要嘛就是整個制度，你會務假可以嘛，談會務假，你縣市層級的，可以讓

他三個人出去嘛，理事長，常務監事還有一個理事嘛，對不對，更高層級的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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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給他四個人去也沒關係啊，但是低層級的你就給他一個兩個嘛，這都可以講的啊。

但問題（是）他們都不提出主張，他們也不講的啊，反正我就是這邊把你戳一下、

戳一下，你就疲於奔命了啊，他沒有制度性的東西啊」(#J, 712~722)。
3. 暗點三：「工會」的加持？「為對抗資方而生」的「工會」
進一步觀察「工會」：在試著解析其作為究竟在為勞工捍衛權益，亦或製造衝

突的同時；不經意發現「工會」活動背後的立場，似乎始終定調於「反資方」的特

定意識型態，這使得原意在「提供勞資正常協調管道」的措施常常被曲解，諸多事

端也不逕而生。

溯源公司「工會」成立初衷：其一開始創設就是建立在「對資方不信任」的概

念基礎上；而這也等同預告了「工會」後續發展必然會與「抗爭」畫上等號。如受

訪者提到，當年公司工會若不是在已有勞資問題之後才「有目的性」的成立，爭議

或許較少；像「某企業工會集團，員工進去第一天就是工會會員；理所當然，這些

員工自然不會對工會有太多意見」(#G, 30~35)。但這個「工會」卻是在勞工擔心被
資方隨意資遣、亟思如何與資方對抗的訴求下成立的。這種情況下，「資方」任何

舉動都可能被工會懷疑是否會「損害勞工權益」。如受訪者說，「當它變成美國公

司後，他們會怕；當初他們會組織工會是因為他們覺得：台資集團已經撤走了，外

國公司進來以後，如果沒有工會，那他們的權益會在國外公司這種強勢力量下而不

保，所以才組織工會」(#B, 174~182)；「工會的出現等於是它們（指勞工）的代言人。
隱藏的問題是舊公司裡面的幹部，溝通的時候沒有真正溝通好，甚至讓所有員工感

覺您們在背叛我、遺棄我而離開。這種情況下，員工自然會感覺需要組成一個有表

達意見的團體來做對抗，這個具有反資方意識的公司工會自然而然就產生了」(#H, 
38~42)。
這種「反資方」集體意識甚至成為「工會」幹部行事的體制壓力與行動禁錮。

受訪者說，「其實是因為他們（工會）人少，所以說，小團體的壓力很大。今天新

的（工會代理）人，如果你要去跟僱主（私下）談，（會被認為）你這個抓耙子對

不對，所以說，他其實承受的（壓力也很大），他已經沒有辦法自主了啦。他雖然

是個理事長，但他沒辦法自主，他可能會被這些理事或是會員綁架，他會要求理事

長你應該怎樣怎樣，這個更麻煩啊，他也不敢去跟你談，這個在他們制度裡面可以

看到這個現象」(#I, 737~741)；「而且他認為壓力會在這個理事長身上；因為他所
做的決定不可以去違背這些小團體的意志，他要去改變要有很大的決心」(#I, 
746~747)；另位受訪者也說，「其實不管誰來做都一樣，搞什麼都一樣。那還是老
問題啊，都還是那些啊。像是那個加班或是特休，那已經爭議多久了，還不都是那

樣放在那。他們（指工會）有一些組織的組員。帶動者一定會帶領一些組員；當他

消失的時候一定會削弱他的組員。誰來當工會的頭，這個問題都還是會存在，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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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都是一樣，都會存在，它（指衝突）是不會消失的」(#A, 657~672)。
4. 暗點四：「工會法」提供的法源？少數會員可決定全體勞工行使法定權力的法則
再看「常務理事」：就在探究其何以動輒以「法令賦予工會幹部擔任重要委員

會委員」的權力，拿來作為爭取少數勞方利益提案的籌碼同時；卻也發現「工會法」

裡存有引致「少數會員可以決定全體勞工行使法定權力」的爭議條款，使衍生包括

「常務理事」等擁權人士可以循此濫用權力的問題與危機。

事實上，「工會法」是政府為避免勞工被資方不當剝削時，缺乏對抗力量，而

特別制定讓勞方可以凝聚個體勞動力量，和資方抗衡的法規。「工會法」諸條文畫

下一條條限制線，迫使資方多數決策需要先和工會商量、達成一定共識之後才能決

行。「工會法」本立意良善，只是少部分猶存爭議條文，使得美意反而有被誤用之

嫌。例如條文提到「人數超過三十人就可成立工會」，讓工會不需考慮是否到達符

合全體員工意志的比例原則，就可逕行影響多數人權益的決策，甚至在少數企業出

現「工會會員愈少，愈能暢所欲為」的詭異現象 1。如受訪者說，「那個理事長來講，

其實他也知道、這個請假是不合理的；可是我就是要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我就是

要『會務假』，因為『會務假』是法令保障我嘛，那我師出有名嘛，那我用這個跟

你對抗，用這個來要求你來接受、來重視我工會，來聽我工會的話」(#B, 
650~653)。
值得關注的是，政府為讓「工會」更有力量與僱主談判，讓部份勞工組織的法

定代表與「工會」連結，例如「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需有 2/3為勞工
代表，勞工代表則由工會推派；這使得少數會員可影響多數員工權益的範疇愈為擴

張。受訪者說，「這個制度面不可否認的是有些缺失，讓他（工會）可以有很大的

空間。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勞資爭議處理法裡面有一個『不當勞動行為』的評

議，就是說，他最主要是在保護工會，就是說你公司在做任何東西的時候，你不能

把權力濫用，我們在法律上就是說『權力濫用』。這個權力是你的，可是你不可以

濫用。美國勞動法的發展史裡面，美國在早期，資方也是非常霸道，所以勞工就很

難生存，那麼為了要抑制資方的這種霸道，他們有一個『不當勞動行為』的法治，

去規範僱主不可以從事哪些動作。可是呢，他（原意）最主要在保障工會，工會的

集體力量，可是到最後發現工會有了這些權力以後，他反而就像我們學校講的「霸

凌」一樣，變成勞工去欺負僱主。所以說，後來他們的法律又修改成『不當勞動行

為』不只是規範資方，還包括勞方從事哪些行為也要遵守這些規範。我們國家現在

也在訂這個法令，勞動三法的修法過程裡面也有這個法令；可是還是只規範僱主；

1 對此問題，張忠謀曾表示，「美國企業籌組工會需要一半以上員工同意；台灣卻只要三十人便
可籌組工會，門檻低，恐對企業營運造成影響」（中時電子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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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工會這邊並沒有受不當勞動行為的規範，這個其實美國已經走過那條路，那

麼應該學習他們，所走過錯誤的路我們就不要再走了。可是我們現在還是一樣。那

有一些學者是認為台灣集體勞資力量這麼小，不可能會這種『不當勞動行為』去干

擾僱主的經營，可是事實上就是有這種案例」(#J, 296~314)。

（三）小結：「勞資衝突」是大家表面無意、私下卻不自覺「各參一腳」造成的

承上可見：如羅生門般的各說各話，是因為各方都只從自身立場陳述了「片面

的真實」。把這些「片面的真實」上下組合起來，會發現個案的「勞資衝突」其實

是勞資各方一系列「行為暗點」的複合活動互動所致（請見附錄 1）。其中包括：
因公司前身背景特徵而在不覺中營造衝突情境、甚至讓對立關係坐大的「資方」；

初嘗抗爭滋味、擁有影響集體勞資權益的力量，卻又不諳運作本質，而讓問題愈益

複雜而不自知的「勞工」；因時代背景而潛伏反資方組織意識，刻意有所作為的「工

會」；以及初衷在促進勞資對等關係，卻因著重保護勞工而在不察中暗藏運作風險

條文的「工會法」等。尤其是過去長期受到戒嚴管制、經過解嚴而開始受到正視的

「勞動意識」與「工會機制」興起；像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過去被壓抑、

未獲解決的勞資問題陸續浮現，帶動勞工不斷藉助各種抗爭來探索自身權力的底

線，使得許多「非典型勞資衝突」不斷叢生。

由此觀之：這些溯自於各「涉入者」，在不同情境脈絡所衍生的爭議作為，兀

自發展同時又暗自交會互動；讓彼此之間，雖未必是有意識的「聯手促成」，卻又

宛若「共同在場」的連袂發展出對公司形如夢魘、延綿近十年的「勞資衝突」。

二、問題二：「勞資衝突」根源來自「結構對立」或「行動介入」所致？

接續探討「勞資衝突」根源，是來自「結構對立的關係本質」，還是「行動者

行動的介入措施」所致？

（一）資本家與勞工的利益終究是「對立」？

從「產業關係學派」(Kaufman, 1993)的「結構制約」觀點：「勞動過程」，不
是「資本家或管理者」會設法把控制權從勞方手裡轉移到管理方，就是「勞工」會

對管理者控制權滋生不滿，轉而發起抗爭。正因為資本家與勞工的利益終究是「對

立」的，勞資衝突勢不可免；所以有必要透過公正第三方建立適當機制，讓勞資雙

方有對等協商能力。例如：政府要規劃「工會法」，讓勞方可以集結力量（如成立

工會、賦予工會幹部重要委員會法定代表人），來展現資本家需要適應勞工抗爭的

合法化；管理者也要承認「勞工」具有權力的必要性 (Kochan, 2000)。
然而從案例看，事實並非全然如此。例如「勞方」未必只是一昧抗拒資方或管

理者的管理措施，勞方有時也會支持、甚至捍衛資方立場；而「資方或管理者」也

不必然只是控制勞方，其有時也會尊重勞方意見、調整管理措施。從個案來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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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讓「勞資衝突」持續蔓延的主因，既不是「資方或管理者」，也非「勞方」；而

是當初刻意為「提供勞資對等協商管道、減少勞資對立關係」所設立的「工會法」

的些許爭議條款，讓時任「常務理事」與部分工會幹部浸淫其中，據而不斷提出倍

受爭議提案與抗爭所引致的。

（二）勞資衝突是管理不善、人為介入所造成？

反過來看：「勞資衝突」是否就如「人力資源管理學派」所言 (Kaufman, 
1993)，因為後天管理不善、人為不當介入所引發？如案例，「勞資衝突」就像一場
被各方精心安排的歷程：「資方」逕自提出惹惱勞方的管理措施；「勞方」不斷對

資方宣告勞動權進行抗爭；「工會」持續提出各種反資方的勞資爭議；「常務理事」

更頻頻創造對立議題激化資方。「勞資衝突」發生，似乎就是人為「主觀意圖」的

行為所致。

但再細查案例，事實也不盡然這般。勞資衝突背後諸多爭議對象，除了其「主

觀意圖」行為之外，更多的是「非主觀意圖」的作為與後果 (Giddens, 1984)。例如「資
方」進行併購後，沒有自覺地讓自己陷入究竟是「代工客戶」還是「企業主」的治

理矛盾思維，使引發一連串莫名爭執與衝突；「勞工」積極籌設工會、維護自我權

益時，卻也不察的讓自己陷入該「擁護公司」或「支持工會」的兩難；「常務理事」

加入工會、成為意氣風發的領頭羊時，也未意識到自己正步入該「捍衛全體勞工權

益」、或「滿足少數工會幹部需求」、或「個人欲求」等人性抉擇泥沼，甚至最後

走到揹負罵名、提早離開公司的不歸路；而政府當年制定「工會法」等制度，誓言

保障勞工權益、平衡勞資地位的同時，更不會預想到有朝一日，這些制度會反而成

為讓少數「勞工」陷入人性慾望深淵之中而無法自拔的主因。

（三） 「結構對立」、「行動介入」以外的因素：勞資「互動」前，各有各的
罣礙置身於結構性矛盾 2的「資方」：「勞工」是「自己人」，還是「海

外代工廠員工」？

首先檢視「資方」。在追查其治理「偏重法令、輕關係、溝通時效過長」等特

徵緣由時；驀然發現：其法定身份雖已轉為需要正視公司勞資問題的「經營者」，

但公司內部處理勞資問題時，卻仍處處可見：沿襲過去「只看代工效益而不介入經

營」的「投資客」思維；企業治理隱然存在著「該把公司視為與總公司一體，納入

同等體系；或以海外代工廠看之，全力追求效率」的結構性矛盾困境。

回溯當年，「資方」所以很快確立併購案，從「代工客戶」轉為「實際業主」，

2 「矛盾」牽涉到不同集團或人群之間的利益分割，而「結構性矛盾」則意指一個結構同時架構
著多種既共生又互相對抗的「結構性原則」（Giddens, 1984）。其可能出現於新、舊體制交接
過程，如「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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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源自過去長期委託該公司生產產品，熟捻公司運作，深信交易後應能快速接軌、

發揮投資效能。然而，正因為過去長達十八年 (1981~1999)「代工客戶」身分，使
其併購後不自覺沿用昔日管理代工廠的運作方式。例如接手治理時，沒有考慮內部

舉才，而是直接從總部調來管理代工業務的外籍主管擔任執行長；面對勞資爭議案

件頻傳，不是深入組織內部探索問題，而是委由不熟悉公司業務的外部律師出面，

依法處理。如受訪者提到，「工會鬧到勞工局無法解決就一定要走民事訴訟。那民

事訴訟的話，公司一定會有法律顧問，他會請法律顧問，一次五萬多塊，公司都交

給他們處理，公司也很少出面啊，公司有他的預算啦。啊這就是要看律師。」(#A, 
564~566)。另位受訪者也說，「許多衝突之後，公司確實也做了一些努力，就像現
任總經理很不錯。我想總經理的做法加上整個 HR team的努力是可以改善的。不過
國外的主管並沒有跟當地的主管一起奮鬥。其實要以子公司為中心，而不是遙控的

方式」(#G, 310~325)。

（四） 陷入多重認同 3困境的「勞工」：該遵循「資方」政策，還是配合「工會」

抗爭？

接續觀察「勞方」。在探查其積極爭取「集體勞動權益」卻又不諳運作的同時；

卻也發現多數勞工因為對「工會定位」缺乏共識，加上工會會員只占勞工少數，使

勞工反而陷入「該依循資方政策；或配合工會抗爭」的多重認同歸屬困境。

回顧「工會」成立前，勞方並無太多「反資方」作為。工會成立後，部分勞工

理解「集結勞動力量爭取勞工過去未獲重視權益」的主張，回頭逐一檢視公司過去

作為，並針對認知不合理制度措施提出爭議。然而，在幾次激烈衝突後，有勞工開

始反思工會抗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進而浮現對工會質疑態度。也因而，勞工內部

衍生「挺工會、反資方」與「挺資方、反工會」兩種不同立場的派別。

站在「挺工會」立場的勞工提到，「我要強調工會是一定要存在，工會是一個

制衡的單位」(#A, 420~421)；「工會的好處是可以制衡公司的一些營運啦。營運就
是福利啦、薪資啦、一般的作業流程」(#A, 679~681)。對於工會提出、被認為是漫
天開價的調薪案，支持者甚至表示，「當然贊成啊，哪一個員工不贊成？」(#E, 
132~132)；「假使我讀高中，他要讓我直升到大學，我一定講好好好，好我去讀大學，
這個對我們有益處的，哪一個會反對？不會啦」(#E, 138~139)。
「挺資方」的勞工則表示，「工會站的角度到底是什麼。是為了勞工的福利、

在爭取勞工的福利著想；還是只是為了想要達到個人的一些目的，然後利用工會的

一些力量來跟僱主抗衡？」(#B, 273~275)。為反制工會諸多不當行徑，這群勞工甚

3 組織認同有多種面向；當有多面向認同時，會出現認同闖入、疏離以及平衡等 (Kreiner, 
Hollensbe, and Sheep,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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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發起讓更多勞工加入工會，藉以改變工會內部既有的權力結構；如其公開信所述，

「自工會成立後，雖讓公司高層較以往重視有關勞工方面的權益及相關法令，但在

爭取處理過程中的行動與作法，繁衍出其他不必要事端，進而造成公司與工會，同

事間會員與非會員的對立、仇視，這樣結果想必不是大家願意見到」；「目前工會

會員人數在公司並不是多數，在沒有全體員工參予支持下，即使工會提出訴求對全

體員工來說是正面的，但所展現的力量是有限的，結果總是不如預期。如果大家都

能加入工會，肯定會讓公司更正式與友善面對工會組織，這對員工才是真正的保

障」；「讓我們一起來種植甜美的芒果，證明我們的價值，不要成為傳言中只會撿

芒果的人」(#DOC_E1)。
除了「挺工會」與「挺資方」兩派勞工之外，還有橫跨兩者之間的「騎牆派」。

如某受訪者被問到對「工會」看法時，其先是表達「相挺」立場，「坦白講，我比

較偏勞方（指工會），雖然我是幹部；因為我也看不慣那些主管。在（這種）情況下，

我不會跟他們搭勾，但有時候（工會）需要金援，運動什麼的都需要飲料、便當，

私底下都會去或來跟我募款，贊助一下」(#A, 30~33)。然而，當進一步問到「若部
門內有部屬配合工會抗爭」，其如何看待時；其卻不以為然地表示，「說得現實一點，

你們以後一定會遇到，麵包比什麼都重要，麵包一定比什麼都重要。我是單位主管，

（我）在僱人，如果我知道他有問題（指激烈抗議的工會成員），我一定不會請，

除了你說你很有耐心，想要去收服他，否則，這是一顆定時炸彈。我今天不是說，

我不批評什麼運動，這是以一個機構上班，我們會求穩定生長；穩定還不行，要成

長。舉例來說，像我的單位裡面的工會人員，我用我的親和力去限制他們，你們不

要為了開會、為了人家打壓你，你就怠工」(#A, 76~82)；「不做事，我會開除他，
那幾天運動都沒有發生這個事情，時間會拉長，本來下午 6點要完成的東西，變成
晚上 9點完成，然後出貨。我這邊是還好，但是其它的單位可能就不一樣了，可能
就請假不來上班了，那條線可能就無法通過，要看單位主管怎麼去帶領，但那真的

很辛苦。如果在正常的管理者不喜歡這樣，那都是額外的勞力和智力，無謂的浪費」

(#A, 84~87)。某受訪者也提到，該主管曾多次叮嚀，「那些抗爭，妳不可以去喔！
不可以去喔！」(#E, 38~45)。

（五）迷失焦點的「工會」：為全體勞工、工會會員、或少數核心幹部而戰？

進一步看「工會」。在探討其何以被框限於「反資方」的意識形態，使成為勞

資衝突背後無形推手的同時；卻也見到「工會」提出許多「名為勞工爭利，但卻不

為勞工認同」的尷尬提案，而工會成員自身也存在著「該為全體勞工、或工會會員、

或少數幹部爭取權益」等立場混淆的問題。

理論上，「工會」設立目的在為「全體勞工」謀取權益；但是當工會會員只占

全體勞工少數時，就可能出現：無法掌握或反映「全體勞工權益需求所在」，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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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出有利於「全體勞工」的提案，甚至偏向「依照工會會員需求」行事。以「勞

工加班、調班」為例：勞基法明訂「勞工加班或調班需經由工會或無工會組織企業

的勞資會議通過使可進行」，工會據此對資方所提出的調、補班等事宜多所把關（或

掣肘）。不過「工會」這種以「保護勞工權益」為名而阻擾「勞工加班」一事；非

但「勞方」不領情，甚至還被批為「為抗爭而抗爭」，罔顧勞工權益（指領取加班

費）。如受訪者說，「你（指工會）不能說超時加班啦，不能調班啦，不能怎樣啦。

我倒認為，加班，很多人都需要錢呀。那個都是站著的耶，都沒有在坐的耶。那個

作業員，那你叫他們不要加班然後超時。其實在台灣的企業啦，超時，九成啦，但

是你問我有沒有給錢，正常來說，我們公司都有給他們錢，我們半小時（加班工時）

就給了。這就是因為這（條文），所以不給加班，就超時加班就檢舉，那公司就也

要被政府罰呀，罰款呀。就給他罰呀，公司也不理工會呀。他說勞工局一定會來檢

查，那你就兩敗俱傷呀。員工，也有工會員工在那邊罵呀，要加班也不行，也要檢

舉不能加班，其實 99.9%的都是要錢。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其實每個公司都會遇到
這種情況」(#A, 165~173)。
另外，工會會員與非會員之間也有隱晦難言的微妙關係。例如「會員」對「非

會員」未參與集體抗爭卻能享有其爭取來的福利頗有微詞；如受訪者說，「像那個

幹部他們那邊，就會想說都是我們爭取的，你也能享受這些福利，就像是撿芒果一

樣，芒果掉下來你們都撿走，類似這樣的話啊。很難講啦，看人心裡的想法啦」(#E, 
240~244)。
這個情況也存在管理端。如某管理者提到，HR主管常有陷入該站在工會或勞

工的兩難立場，「他們的結構是有很大落差，就是說大概三百個員工有六十個會員

這樣的比例。那麼他答應了工會這個條件以後，勢必適用全部員工。當然他也可能

必須考慮到這些員工沒有加入工會員工的一個感受，就是你賦予工會那麼多的權

利，如果利益只是工會的利益，而不是全體員工的利益，那這個 HR會被質疑，所
以他有時候有些東西他也必須要去思考，在跟他們談的過程裡面。當然如果是法的

規定那沒問題，如果不是法的規定，他可能也要擔心說，萬一先例一開，那以後可

能就很難去收尾。就是也要去顧及到另外那三百個不是工會（會員）的福利或是措

施，然後一方面他還要顧全體措施，而且一方面他要兼顧整體措拖，公司政策，員

工福利，還要去應付工會的訴求，也許是有點不合理的行為，他要兼顧這三方啦」

(#B, 767~772)。
追溯源頭：勞工、工會成員乃至於幹部等對「工會」立場分歧不一的原因，可

能就出在各方對於「工會」的存在意義仍混雜未定。如某受訪者說，「我們經常講

一個笑話，當一個新工會成立的時候，就是表示一家公司已經要垮掉了。為什麼這

樣說呢？就是這些人會想成立工會是因為公司要倒了，所以說我要趕快成立一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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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才能來跟公司（爭取權益）。因為如果沒有成立工會，那整個都一盤散沙嘛，那

很多的善後都沒辦法處理的啊，所以就是會去組織一個工會。可是當這些問題處理

完之後，公司倒了、這個工會也解散了，很多工會都是這個樣子啦」(#B, 
458~463)。甚至還有成員加入工會目的是為了「自己」在公司的前途，如某受訪者
說，「會員有些也是保護自己的。他怕如果以後，說難聽一點，本身表現不好被公

司資遣，或是出什麼狀況，要『工會』來幫忙他。工會裡面有很多成員是這樣的。

其實他不是為這個大家庭在想，他是為個人在想，他怕自己出事，至少有個保護傘

在保護他，這個叫人性，基本的人性都這樣」(#D, 100~106)。就因為「工會」在定
位與運作層面的諸多疑義未及正視與釐清，使得工會成員對於「工會」提案所需考

量的訴求對象，也跟著舉箸不定。

（六） 擺盪天枰兩端「工會法」：法令設計的基礎在「勞資和諧」，還是「保
護勞工」？

再看「工會法」。在探討何以出現少數會員可代表全體勞工行使法定權力的爭

議條文時；卻也看到所處社會對「勞資關係運作」氛圍擺盪「該促進勞資和諧；或

強調保護勞工」的模稜立場，而讓「勞資關係」發展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

觀察台灣「工會」發展史：「勞工意識」的覺醒乃至高漲始自「解嚴」。在戒

嚴時期，勞資意識在官方管制下尚未萌芽；解嚴後，勞工意識逐漸抬頭，勞方開始

組織工會、維護自身權益。如受訪者說，「台灣的勞工運動是從台灣解嚴之後才開

始蓬勃發展。解嚴之前，都受到戒嚴法的一個規範，那麼壓抑久了，爆發的力量就

很大，於民國 79年勞工爭議案就開始醞釀，民國 84年至 86年就開始變得比較激
烈。」(#A, 9~12)。
這種發展背景，讓原立意促進「勞資對等關係」的政策、制度，很可能轉向為

「刻意保護弱勢勞方、反制資方」，進而成為具有「伸張正義」圖騰的機制。這使

其在實質提升勞動權益的同時，也留下讓少數有心人士「得以保護勞工之名、行濫

用權力之實」的隱憂。特別是當今勞工意識抬頭，在政府設有法令保障勞工的情況

下，勞工會想知道自己權力有多大，能為自己爭取多少權益；所以有些勞工會在體

制內不斷進行衝撞，試圖摸索出權力範圍底限，而不論議題是否合理。如受訪者說，

「在工會辦公，無形中會為個人增加了很多權力。當您發現不論是誰要辦事都得經

過你核准時，心態上漸漸就產生轉變了⋯。如果公司沒有什麼新的活動要進行的話，

他們工會要幹嘛？無聊！所以他們一定會找一些事情出來做，他們每年就會找一

些，像是加薪什麼的，這個很正常啦，所以一定會設立一個目標說今年我要搞什麼

議題出來，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他都會拿出來，看公司接不接受，接受的話就是撿

到了，不接受就是正常啦」(#D, 346~349)。另位受訪者也表示，「政府建立這些制
度是美意，就是說我們勞工的力量太弱了，如果政府的力量不拉他一把的話，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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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讓他有更多空間可以揮灑的話，那他永遠都沒有辦法提升自己的力量來讓僱主

願意來重視他。可是，當這個力量，在發展過程裡面，發展到最後變成勞工拿這種

制度的不完善來去做一些比較不合理的動作的時候，你政府又沒有另一套制度來制

衡他。我是覺得這個在制度面是可以做檢討的。⋯。譬如退休準備金提撥，其實副

主委不蓋章，你必須要有正當的理由，你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那你怎麼可以不蓋章

呢？你必須要負相關的責任。因為你造成勞工權利的傷害，你必須要負這個責任。

可是我們的制度沒有涉及到這邊。工會的力量進來是有必要的。可是當工會濫用他

的權力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力量可以來補救」(#F, 358~379)。

（七）小結：「勞資衝突」是結構、行動，與「非意圖後果」並存的互動歷程

綜上可見：過去探究「勞資衝突」根源的兩個觀點：「結構觀」或「行動論」

對於事實陳述都有不足之處。事實上，各涉入者在受到「結構制約」影響的同時，

自身也存在某種「主觀意識」來理解因應勞資關係發展的知識與行動。另方面，各

涉入者在「主觀意圖」的能力與行為之外，其「自身內部所處的矛盾衝突」也會讓

「勞資互動」過程，不自覺地出現許多「非主觀意圖的後果」(Giddens, 1984)。
這說明「勞資衝突」根源：除了來自勞資關係的「結構對立本質」、「行動者

介入」效應之外；還包括許多定位於過去某一時空情境的重複性活動，在相對於自

身情境較為遙遠的時空情境產生非其主觀意圖的後果，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後續

行動 (Giddens, 1984)。例如，「公司治理」會受到「當年身為代工客戶管理代工廠
的經驗」所影響；「工會」運作始終存有「早期對抗資方的集體意識」；政府制定

戮力保障勞工的「工會法」時，會把「早年勞資關係長期嚴重失衡的現象」列為今

日制定法令的考量內容。這些源自於稍早「組織慣例」的概念、經驗，在未經覺察

效應情況下不斷反覆運作，使成為影響「勞資衝突」的潛在因素。

三、以「結構化理論」，重新檢視「勞資衝突」

以「結構化理論」重新審視「勞資衝突」歷程，有如下發現（參見附錄 1）。
首先，「勞資衝突」的發生，與其說是「資方政策制度或是勞方行動所致」；

母寧說是「勞資雙方長期互動所聯手促成」。這其中，融合了勞資雙方「外在行動

事件」、「內在行為暗點」、以及「勞資關係」內涵的映射。其說明，只從資方或

勞工的「階段性片面作為」來推斷「勞資衝突」的發生所由是有盲點的。

進一步看：「結構面（如資方政策規則）」與「行動面（如勞方行動慣例）」

的關係狀似分離、實則密不可分。兩者之間藉助「資方政策制度『影響、引導』勞

方行動」與「勞方『呼應或對抗』資方政策制度，促其『維持或調整』」的雙向過程，

讓資方政策制度的「結構規則特徵」與勞方行動的「主體經驗、知識、慣例」等串

聯起來，進而讓彼此功能都能有效運作。「勞資衝突」就是在這種「資方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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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與「勞方行動知識慣例」來回互動狀態之下所生成的。

再深入解析：無論是「資方政策規則」或「勞方行動慣例」，其實都是「時空

向度」之下的有序安排。在「時空向度」概念下，「規則」不再只是單純的結構性

因素，而是反映行動者活動當時的社會條件所致。例如偏重保護勞工的「工會法」

其實是源自當年「籌組工會不易、工會難以有效發揮影響力的情況」所制定。而「行

動者慣例」所顯現的，則是個人在不同情境依其主體性與差異性所採取權變的行動

策略；如勞工對工會態度在不同階段就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若忽略「時空向度」的

情境因素影響關係，則可能無法理解「組織慣例」是如何不經意地受到相對遙遠時

空情境的行動，乃至於出現「非意圖後果」的遞迴擾動效應。

顯然的，欲理解「勞資衝突」原委，無可避免地需要同時關照「勞資關係」在「時

空向度」的發展歷程。從某個角度看，「勞資衝突」是「勞資關係」內涵的映射

(Mapping)；而同時，「勞資衝突」亦可能對「勞資關係」產生非意圖的反饋影響。
這其中，有著人類以某種有意圖的規則或活動的「建構」；也有以「非合乎意圖」、

甚至反向違逆人類自覺意識指引下的「拉扯」。「勞資衝突」，就在這種既「合作」

又「分離」（戴曉慧，2009；楊怡婷，2010）、「希望」與「威脅」並存的「勞資
關係」發展脈絡裡，展現其既豐富又複雜的動態互動效應。

陸、研究結論與實務意涵

一、研究結論

（一）「勞資衝突」是結構、行動、與非意圖後果交疊的動態歷程

乍看個案勞資衝突「事件」，會認為問題若非是「資方」的併購企業、導入組

織變革損及勞工權益，迫使勞工反撲所致；就是「勞方」（或「工會」）的主動挑

戰資方內部管理，讓資方不得不因應反制所引發。但再深入「歷程」檢視，會發現

這種論斷顯然低估了勞資衝突「內部動態 (Internal Dynamics)」的複雜性 (Müller-
Jentsch, 2004)。如案例所見（請見表 3）：「資方」企業併購影響所及，不僅是勞工，
連「資方」本身都因而陷入「該移植母國文化，或追求當地同型化」、「該以代工

客戶，或以實際經營者觀點治理公司」等內部抉擇困境；而「勞工」的「工會」發展，

除了對資方帶來管理壓力之外，「勞工」自已也陷溺於「該配合工會行動，或順應

企業政策」的認定衝突，而「工會成員」也有面對「該遵從全體勞工、或工會會員、

或工會幹部，或甚至自己角度爭取權益」的選擇困境。

以「動態歷程」審視「勞資衝突」發生：會發現問題所由，是每個主體都涉入

了動因的一部分，進而在結構與行動交相遞迴互動所起的聯合效應。而每個主體的

難以自覺，是因為這些活動都隱藏在「各涉入者既自身狀態更迭變化、同時又互為

影響」的情境脈絡，加上「非意圖後果」的推波助瀾所致。也之所以，每個主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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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推定：個人微小的作為絕非是這起龐大、漫長勞資衝突問題之所在。而這也正

是研究開端，研究者浸濡於「找不到勞資衝突始作俑者」困境的主因。

顯然的，把觀察「勞資衝突」的模式簡化，甚至框限於「工會爭議事件」；不

僅會失去觀察完整真實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連帶也犧牲了「歷史發展連續性」

背後隱藏的寓意（Edwards, 1986；馮同慶，2009）。實務上，許多勞資問題真相都
深崁於「歷程」；唯有深入「勞資關係」質變過程，見到各歷程轉折及更早衝突發

跡與關鍵活動，「勞資衝突」真實的一面才能展現 (Heery and Frege, 2006)。

（二）「勞資衝突」多屬意外；「勞資共富」才是原意

回到「研究問題」初衷：「勞資衝突是必然的宿命，還是偶然的誤會？」檢視

過往，勞資之間總被認為存有「我們與他們」的對立關係；特別是工會的加入，更

加深「敵對」態勢 (Muchinsky, 2006)。然而，深入個案歷程，卻才發現其中多的是
勞資雙方「非意圖後果及未意識條件」的影響。包括勞資雙方各自隱藏未察的「行

為暗點」擾動，以及來自於不同「時空向度」政策與行動交錯互動所形成罣礙的反

饋，使成為一個「雙方未必有意，卻聯袂促成這個勞資衝突」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大家都涉入、意圖與非意圖後果混雜」的複雜情境背後；

其實有許多：被略不見、卻真實存在、勞資雙方都曾努力的「共好」作為。例如「資

方」在幾次衝突後，曾多次主動釋出善意、修正政策、意圖改善關係；如提出彈性

調整敘薪制、改派在地 CEO、調整人力資源政策、推出員工協助方案、員工圓夢計
畫等。「勞方」在幾次抗爭後，也有勞工挺身支持資方，甚至試圖改變部分工會幹

部對公司經營運作影響的行動。而「工會」，除了少部分幹部的爭議作為之外；隨

著多數爭議問題獲得解決，工會發起的抗爭也大幅減少。以這個角度檢視勞資雙方：

從不斷碰撞衝突，走到逐漸穩定歷程；其隱現的「行動初衷」，多是「藉助『企業

繁榮』來滿足各自經濟、社會面向的需求」。對多數成員而言，「勞資共富是原意，

而路途中的勞資衝突倒反像是一場不期的意外」。

其顯示：每個人雖然都是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但每個人的能力也無可

避免地受到「無意識」、「行動中未意識到的條件」以及「行動的非意圖後果」的

限制 (Giddnes, 1984)。特別是「非意圖後果」的影響效應詭異、龐大，令人難以想像；
而這種「非意圖」特徵正是多數人類「主觀意識」所難以清楚理解。正如 Bellemare 
(2000)所言，探索這種「行動者未知的行動起始環境」以及「非主觀意圖的結果」，
對了解「勞資關係」是很重要的。而增進其探索洞悉能力的方式，從「歷程史」與「脈

絡觀」回溯體察或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做法。重新檢視生活歷程的「正常」與「不正

常」，以更開放角度審視並關注可能招致不必要後果的條件，在其尚未「結構再生

產」為具有不良效應結構之前儘早因應，才能避免身陷於「非意圖後果」的困境

(Gidden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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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意涵以及後續研究方向

（一）有關「體制變遷」：關注社會變遷對勞資衝突的影響效應

回溯整起案例：會發現每次的政府或公司「體制變遷」都會出現「勞資關係」

的某種渾沌未明的情況。例如政府「解嚴」後的勞資關係解構、勞動意識抬頭、工

會運動興起，讓驟然擁有集體勞動權的勞工與資方關係被迫進入重構歷程；或是「企

業併購」，引進嶄新的組織文化及劇變的公司治理型態，讓傳承多年的「勞資關係」

倏然面臨瓦解與重建的壓力。

 這種「體制變遷」帶來「勞資關係」斷裂和難以相互適應情況，就像是「失範
(Anomie)」現象（Cohen, 1965; Corwin, 1969；朱力，2006；李廣科與李祿堂，
2010）。席猛與趙曙明 (2014)提到：「勞資衝突」發生，有些是「常規型」，有些
則是「失範型」。「失範型」指的是「現代化過程，因為傳統價值和社會規範遭到

削弱、破壞、乃至瓦解，所導致社會成員心理上失去價值指引、價值觀瓦解的無序

狀態」。席猛與趙曙明歸納「失範型」勞資衝突特徵，包括「衝突行動是大量偶發

和情緒性個人行為的集合；勞資衝突不是在一個有約束力的空間內展開，無法受到

規範調節和制約；勞資雙方缺乏溝通與信任，懷有敵意；尤其是缺乏自我組織及有

效集體協商與談判，甚至需要政府部門出面解決雙方的爭執與衝突」。

實務上，許多勞資衝突發生都與「失範」有關；例如：組織變遷引發「修法」

讓長期依賴的勞動契約無法適用，勞動關係難以有效調整（朱力，2006）。顯然的，
「失範型勞資衝突」極需受到關注。一方面，現代化環境進化與人為推波助瀾，這

種特殊情境的出現只會愈來愈多；另方面，這種特殊情境所引發非意圖後果的反饋

效應，在環境愈趨複雜情況下，其不確定性恐怕只會愈廣深而嚴峻。

（二）有關「工會制度」：「常務理事」爭議行徑背後隱現的問題

回顧歷程：在眾多令人非議對象中，時任「常務理事」無疑是多數人指摘為問

題肇端所在。但反轉「觀察視角」，從其角度檢視歷程作為：在工會尚未成立前，

其是一個每日按時上班、作息正常的工廠作業員 4。企業易主、政策改變及工會匆

促成立等時代因素，使其宛如「黃袍加身」變成「工會」領導者，引領全體勞工捍

衛勞動權益。赴任初期，其認真執行與勞工權益有關抗爭。只是匆促上陣，許多領

域知識未及完備、經驗亦有限；只得求助其他工會資深幹部，這也促使其後來頻繁

借助外力進行內部的勞資抗衡。在推動工會事務歷程，其逐步熟悉工會運作法則，

4 據曾與「常務理事」共事受訪者提到，其從最早為生產部操作員（#D, 108~110），一切悉照公
司規定行事，無顯露與他人不同之處（#G, 39~45）。公司一夕之間換老闆，同仁為保障權益、
抵制資方而籌組工會。在公司缺乏有工會經驗同仁之下，其因家中成員有服務工會經驗而被舉

薦；因緣際會成了工會幹部，推選為常務理事；領銜扛下捍衛勞工權益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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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發現某些存有灰色地帶的「爭議性條款」（例如：少數人可代表全體勞工行使

權力、沒有配套法案可規範其作為）。在逐漸習慣獨攬決策大權、具有抗爭名目、

又沒有相對制衡力量情況下，開始出現「以捍衛勞工權益之名，遂行少數人權益之

實」的行為，而且愈趨頻繁。特別是與多數勞工權益有關的「公共議題」提案在公

司配合下多已解決，能提出的公共議題提案愈形有限，但工會又須「有所作為」；

這使得「與少數勞工、甚至是少數幹部有關權益的提案」愈趨增加（如會務假），

過程作為也愈趨激烈，終至讓自己走向工作不保的地步。

從時任「常務理事」行徑與相關「勞資衝突」的交疊歷程，可以看到一個存有

討論空間的法案制度，是如何展現其「雙面刃」效應。這個原意在「促進勞資雙方

對等談判力」、多數條文皆符合伸張公平正義原則的制度，只因其中留有若干有待

商榷的「法條」，讓坐在這個位置、本來就有私慾的「凡人（常務理事）」，一方

面循此落實所謂「伸張正義」，另一方面，卻也讓自己不自覺地沉溺於「運用爭議、

體現已利」的行為慣例，終至走到雙輸的境地。

這意謂：過去對於「工會」的討論，聚焦在其對組織究竟「有利或有害」的辯

證是不夠的 (Budd, 2010; Salamon, 1998)。在推崇「工會有助於保障勞工，使免於資
方壓榨」(Kaufman, 1993; Mangum and Philips, 1988)，或質疑「工會內部可能有組織
領導人不夠公正等人為問題」(Freeman and Medoff, 1984; Jacoby, 2004)時；更應關
心的是「這個工會法的『制度』設計本身是否完備，是否潛藏某些具有引致非意圖

後果、執行風險的條款」。

（三）有關「行動者」：對於勞資關係「行動者」的重新定義

最後，回頭檢視勞資關係「行動者」組成的定義。現有研究多採行「勞資關係

是由工會、管理者、國家等三群所組成」的概念 (Dunlop, 1993; Kochan, Katz, and 
McKersie, 1986)；亦即，「工會」概括代表「勞工」。長期以來，「工會」被視為
勞工的「集體聲音」(Freeman and Medoff, 1984)，勞資相關研究的「研究對象」也
以「企業與工會」為代表居多（洪綺純，2010；楊怡婷，2010；戴曉慧，2009）。
然而，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現行這種對勞資關係「行動者 (Actor)」的定

義是有疑慮的 (Bellemare, 2000; Budd, 2010)。「勞資關係」除了是「企業與工會的
組織間關係」，還存有「管理者與勞工的組織內關係」(Salamon, 1998)。若把「企
業與工會」視為觀察勞資關係的唯一主體，是可能出現「只見集體性、公開化的活

動（如怠工、集結抗議），而未視更多、屬於個體自身的日常抗爭活動」的偏見；

使致在不知不覺中，擴大化了「集體、公開活動」的影響效應，更低估了「非集體

與非公開衝突」的影響力（馮同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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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後續需要更多研究投入於對勞資關係「行動者」的分析與界定 
(Morrison, Croucher, and Cretu, 2012)。如學者提到：除了前述「主要行動者」，可
能還有其他「次要行動者」會轉化為「主要行動者」(Craig and Solomon, 1993)。對
於「勞資關係」乃至於「勞資衝突」的「行動者」定義，是應該參酌現有情境，以「有

能力，透過行動影響勞資關係，或甚至以間接行動影響勞資環境其他行動者個人、

群體或是體制」角度來重新思考定義的 (Bellemare, 2000; Budd, 2010)。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有三。首先，因為受訪者的追溯性本質 (Retrospective Nature)而可
能存有回憶偏差 (Recall Bias)問題 (Beaudry and Pinsonneault, 2005)。雖然本研究已
就同一事件不同參與者進行訪談，並蒐集多元資料藉以平衡觀點；但仍可能存有受

訪者個人意見不盡完整或準確的情況發生。再者，本研究以「勞資衝突引起肇端」

為主軸，針對涉入組織、個人進行與「勞資衝突」相關特定事件、歷程探討；但對

其他與「勞資衝突」無關活動內容則不在研究範疇之列。這意謂，本研究結論並無

法作為評議其中「個別的」組織或個人之用。最後，本研究係針對單一公司進行研

究，其情境脈絡的殊異性及發展歷程的個別化，使得研究結論的類推能力有一定的

限制。惟雖如此，本研究融合結構與行動觀點、關注時空歷程變化及「非主觀意圖

行為」影響的過程與結果 (Giddens, 1984)，對於相關案例仍有相當的參考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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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often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on industrial conflicts 

as the conflict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appear more frequentl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used local cases to explore how industrial conflicts arise in the 
hope of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Does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happen because of the inappropriate measures that the employers took to solve labor 
disputes or because of employee resistance caused by the employers’ failure to provide the 
employer-related resources that employees expect to receive? (2) Is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a reflec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i.e., employers in structural 
opposition to employees, or is it an effect of actors’ action intervention? 

This study obtained cases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and utilized structuration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this way, the details and patterns behind the process are 
explored; (2)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range, this study examined not only the enterprises 
and labor unions, but also the management and the employees including employee 
attitudes, values, and behaviors. In this way, the actors’ action (a micro perspective) 
balances the bias brought by the structural changes (a macro perspective); (3)The 
contextuality that ma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lict is taken into account, 
such as the structuration of enterprises or the activities of labor unions. 

This study has two major findings. First, the generation of an industrial conflict is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a series of composite 
activities of behavioral blind spots. The employer may have unconsciously put the 
company in a context that led to the conflict and even worsened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because it is a foreign-invested or foreign-owned enterprise. Employees who 
are against the employers and have the power to influence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may 
worsen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without realizing it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he 

I-Hui Le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en-Ming Wu,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TransWorld University

Shang-Ping Li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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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works. The labor union who has anti-employer sentiments may take unnecessary 
actions for the sake of doing something. The labor union law, which is meant to protect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may have some claus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nflict. Capital-labor problems caused by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unresolved issues in the labor union are frequent occurrences nowadays. 
Consequently, workers try to educate themselves with labor rights and privileges to help 
solve problems at work, which causes many non-typical industrial conflicts. Second, 
previous studies on industrial conflicts have focused mainly on structural viewpoint and 
action theory; both perspectives have its own shortcomings.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are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 Meanwhile, they have certai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at help understand how knowledge and actions are developed 
from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he inner conflicts of those involved may 
bring abou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loyers and 
the employees. 

The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this study le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occurs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cy of the employers 
and the action of the employees rather than solely the policy of the employers or solely the 
action of the employees. Second, the policy of the employers(the dimension of structure)
and the action of the employees(the dimension of action)are both well-organized in terms 
of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If contextual elements like time and space are ignored,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in some given context in the past on the action at 
present will go unheeded, as well as the recursive effect of the disturbance from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ird, the industrial conflict is a mapping of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and it may give feedback t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Lastly,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hange on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Second, studies on the labor union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whether unions are helpful or 
detrimental to the organization. They should also focus on whether the system built by the 
labor union is complete and whether the law includes the clauses that might lead t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execution risks. Third, with regards to the analysis and 
definition of the actor in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labor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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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勞資衝突發展各階段歷程圖

公司發

展沿革

情境

脈絡

（資方）

資方

制度

措施

勞資

衝突

勞資

關係

勞工（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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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

（勞方）

（併購前）對勞方而言，

資方制度意味安穩的未

來，對組織來說也能發揮

人員穩定效用；惟，也可

能引致員工慣性思考與缺

乏創新與彈性

績效制對勞工的反作用

績效制雖有助勞工提升工作效能；但對於長期

以年功俸為基準的勞工反而是慣例崩解

特別是勞工原來期待美商購併後會帶來好薪

資，卻沒想到反而是改變制度，私下多所埋怨

勞方

無顯著的抗爭活動

勞方

拒簽資方的新勞動契約

資方提出將過去數十項目併為單一項目，需重簽勞

動契約；勞方多數不願意重簽

員工籌組工會

勞方擔心資方無預警資遣員工，在資方未預期之下

籌設工會

結構下的和諧

員工關係承襲台資集團企業文化，

強調「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勞資

和諧，並視企業為家庭」

自顧不暇期（各自解決自己問題）

資方：併購後亟思降低成本，未告知

勞方事情下驟然推動成本精簡方案

勞方：既期待，又怕受傷害；面對資

方驟然變革，籌組工會因應（此舉非

資方所預期）

衝突醞釀期（尚未檯面化）

2001.10勞方不滿資方所提出薪資制度造成
薪資減少，私下醞釀反制。2001.12多數勞
方不接受資方新聘僱合約，籌組工會

1984通過勞基法。1987解
嚴、勞工意識抬頭

1987政府頒佈「現階段勞
工政策綱要」。成立行政

院勞委會

（併購前）資方採取

的年功俸，課長以上

幹部幾乎很少異動

併購後低估人力成本問題

當初併購未採取先資遣再

聘用，使得併購後急於處

理成本壓力問題，進而出

現取消加班費等問題

本土經營期

1981台資外資共同籌組設立。公司由台資集團經營
治理

外商初掌期

1999外資收購全部股份。成為外資企業
2001高階管理團隊與管理制度大幅改變
2001總部從南部移至北部。2002總經理異動。勞工籌組工會

前置階段（1981~2000） 第一階段（2001~2002）

時間軸（T）

併購前，原台資集團採取仿日式

的終身僱用制

1981公司成立、台資集團設立，
並由外資集團技術合作

1981-1999 資方採取終身僱用制
1994更名

資方併購初期，大幅更改勞動契約，推動人力精簡案

2001.7台資集團主管回任；外資集團從總部調派接任
2001.8~2002.10調整薪資福利制度
2002.10重訂勞動契約；年功薪制改為職務薪
2002.7總經理改由外籍主管接任。2002.10取消女性退
職慰勞金；營業所通路體系變革，資遣部分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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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勞資衝突發展各階段歷程圖（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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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對薪資制度意見分歧；最後分開處理。部分聽

從工會建議維持舊制，部分改新制。事後選擇舊制

員工認為新制較優，但已無法轉回新制

各有堅持期

資方：資遣調動員工，展示管理權

勞方：工會與勞工一體，拒絕加班，

不接受調動

工會：工會成立目的是為了對抗資方

軟硬兼施期（檯上互斥、檯下包容）

資方：雖配合全球化決策提出爭議提案；

但後來順應勞方要求而做彈性調整

勞方：多數支持工會，認為工會所做為

都是為勞工；但也有勞工轉向支持資方

工會：集結外力，進行更大規模抗爭

衝突震盪期

2005.4工會推動拒簽年薪新制。2005.6抗議
年薪新制。2005.8「會務假」的勞資爭議開始
浮現。工會幹部與管理部門對於申請會務假

存有歧見，引發爭議

衝突成形期（檯面化）

2004.3~6針對資方加班需求，工會發起怠工；並向
政府檢舉加班時數超過勞基法規定。2004.6勞方集
結抗議。資方調動怠工幹部職務，工會發動抗爭。

經調解維持班長津貼，職務未恢復。工會持續抗爭

工會法，成立人數背後的代表性問題隱憂

2000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工會法第 11條規
定，勞工 30人以上連署即可組成。事業單位勞
退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規定，勞
工代表由工會推選。這意謂少數工會成員可以

決定影響多數勞工權益的決策

集團管理總部在國外

企業面對重要事項皆須上報國外總部，因為溝通涉入

聯繫距離、語言、時序問題，多不能得到即時回覆

另外，公司人資總監凡事必須上報總公司人資副總，

沒有直接裁量權，等待處理時間有顯著落差，許多需

要及時處理問題因而延宕甚久，影響勞資雙方信任感

工會開展期

2003公司購併後，發揮全球整合效益，產能需求大幅增加
2003年在保護勞工呼聲中成立工會。勞資爭議案件出現
2003-2006人資主管異動頻繁，四年換五位

制度統合期

2005調整大中華區的策略與組織布局。生產與人資
部門分別隸屬於區域總部不同部門

2005.05薪資結構變動，年薪 13個月改為 12個月制

第二階段（2003~2004） 第三階段（2005~2006）

時間軸（T）

資方亟思提升績效，以彰顯購併效能；推動西方管理

模式，簡化績效考核基準；薪酬從年功俸轉為績效制

2003.1員工績效獎金評核一致化。2003.3推出淡旺季工
時對調規劃、部分工作外包給派遣工。2003.5調動品保
人員職務。2003.9製造單位組織調整，精簡報告層級。
2003.12調動不配合加班工會幹部；2004.6調降班長職務

資方依據全球體系作法，調整台灣公司計薪方式；

訂定「員工申訴辦法」

2005.5變更薪資結構。2006.6~9訂定員工申訴辦
法，強化部門間團隊合作及溝通會議。2006.07調
整績效獎金算法，取消以銷量達成率及稅前利潤

達成率算法，改為根據生產評量計分達成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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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勞資衝突發展各階段歷程圖（續 2）

公司發

展沿革

情境

脈絡

（資方）

資方制

度措施

勞資

衝突

勞資

關係

勞工（暨

工會）

行為

情境

脈絡

（勞方）

勞工的困惑

退休金原來應該是勞工的福利，工會應該竭盡能力協助辦理。

但不料，因為工會幹部與公司對抗，轉而以拒簽退休金案

件而讓退休員工無法請領退金事件來表達抗議

最後只得讓公司藉由民事訴訟自訴，以讓勞工拿到退休金

常務理事的掙扎

「常務理事」（人

性的掙扎）：要

協助員工爭取福

利還是要為自己

謀取私利？

行動的非意圖後果

「會務假」竟變成衝突來源。工會

幹部執意以公假參加外部工會團體

活動；資方以生產營運需求拒絕，

進而衍生衝突

勞方

勞方支持工

會全面加薪，

並配合抗爭

勞工

勞工內部裂解為

支持工會與支持

資方兩派

工會

2007.11工會發起調薪事件，聯合
外力發動抗爭，向資方展現實力，

增加自身談判力量

工會

勞資爭議案集中在會務假，其

他則為例行員工職災案件等

勞工與工會關係

勞工與工會關係轉為疏離。一方面公共議題大部分

獲得解決，另方面，勞工參與或與工會抗爭減少；

工會申訴問題，從「公共議題」轉為「私人問題」，

如會務假；並從資方提案引發轉為工會提案所起

勞工與工會關係

勞資爭議案原始設計是讓勞工針對資方政策制度申

覆；不料後來卻轉為工會為自己找議題發揮。勞工

加入工會人數下降

主客易位期 （工會主導議題）
資方：因應工會抗爭，同時也釋出善

意，例如更換華裔主管

工會：擴大抗爭規模，集結外力抗議

勞方：分為支持工會與支持公司兩派

衝突變形期

2009.1常務理事申請會務假，公司知會需檢附開會
通知。2009.2公司提出常務理事終止僱傭；工會提
出勞資爭議。2010.5常務理事復職。後又申請公假
2010.12常務理事不參加會議。公司以拒絕提供勞
務，提出終止勞動契約，予以解雇

衝突擴大期

2007.11調薪抗議。工會要求調薪不成，集結相關
人士，展開大規模抗爭，成為新聞媒體事件

2008.3工會理監事之會務假不准，引發抗議。2008
退休人員因工會理事杯葛無法請領退休金事件

購併後公司管理階層重要事項多需呈報國外總

部。資方對勞資衝突處理多委由律師處理。談

判底線在不違法

公司與工會互動，從「悉數配合」轉為「理性因應」。

如會務假，過去多直接批准，新任人資主管傾向只有

實際需要才會批准

產能擴張期

2007調整大中華區布局。生產與人資部門分別隸屬於區域
總部不同部門。總經理異動；第五任人資主管上任

2007資方與工會從「儘量配合」轉為「實質面對」

全球佈局期

2009展現全球化企業整合效能；產能與需求俱增
從併購以來，公司維持在營業與獲利的高成長

第四階段（2007~2008） 第五階段（2009~2011）

時間軸（T）

資方駁回工會所提的加薪案，繼任人資主管對「會

務假」申請，採取實質審核

2007.1外籍總經理調職，華裔主管接任。2007.11調
解委員會由律師處理；律師聲稱沒有授權，但對公

司立場也強勢捍衛

資方從退休金開始，改走訴訟司法程序

2010舉辦行為準則認證會議。2009~2011年，為釐清
會務假關係，維持正常勞動關係，不惜可能破壞與

工會關係，與工會對簿公堂，升高緊張關係。公司

對部分勞資爭議調解不成案例，尋求司法途徑解決

2011公司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凌亂整合  （從紊亂走向體制）
走過「資方提案、勞方抗爭」、「工會

提案、資方抵制」，大規模抗爭漸趨減

少。一方面資方已習得如何與勞方互動；

另方面，多數公部門提案已經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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