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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二十一世紀獨特的歷史和政治經濟條件下，過去二十年，中國走了一條很不一樣的經濟發

展道路。圍繞著其發展，它的可持續性和作為新興勢力在華人社會甚至世界政治、經濟舞台

的影響，有著諸多的論述。當中，最大的議題莫過於「具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對中國人，

中國的勞工階級，有著怎樣的影響。至今，對於中國如何在一黨專政下，能它的資本主義模

式經濟增長能持續多久，尚未有定案。這種發展模式能否給人民一個可持續、體面和有保障

的生活、會否在分配公義的情況下建立民主社會，均是尚待解答的問題。 

 

由 1993 年的 8700 起，到 2006 年的 9 萬起，甚至到 2010 年學者所推算的 18 萬起，不斷增長

的工人罷工和農民示威等群眾性事件1，揭示了中國的發展政策，有其反人性的本質。值得

注意的是，與此同時，胡錦濤承認，中國愈來愈繁榮，也面臨愈來愈嚴重的社會衝突。22006

年至 2008 年間，大型群眾事件，如罷工、示威、騷亂，由 6 萬多宗增加至 8 萬多宗。3 單是

2009 年，危及社會穏定的大型群眾事件已達 9 萬宗，而且每年持續上升。這皆說明，高速的

經濟增長，伴之而來的是資本發展模式的衝突和民間不滿的升溫。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國家意圖透過立法(如 2001 年的《工會法》，2007 年的《勞動合同法》

                                                 
1＜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自由亞洲電臺》，09-10-2011，引自《洛杉磯時

報》，2011。見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l-10092011191359.html 
2 ＜中國‧愈繁榮社會衝突愈嚴重‧胡錦濤提 8 點改善社會管理＞，《星州日報》，20-2-2011 ，

http://www.sinchew-i.com/sciSC/node/194074 
3   「經濟長，衝突增」 (Unrest Grows As Economy Booms)，《華爾街日報》，26-9-2011，引自《社會藍

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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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11 年的《社會保險法》)，以規約社會和勞動關係，為保護工人權利和社會福利建構更

完善的法治體系。這也解釋了，中國政府近年極力鼓吹「和諧社會」和「社會管理」的動

機。 

 

此起彼落的社會衝突、絡繹不絶的罷工、工人和農民的抗爭，皆是他們對不全面政策和不完

善法規的反抗。中國政府在面對這些控訴和回應工人不滿時，推出這一系列的親工人政策和

法規，手法的確是較以往來得高明。然而，細看之下，這些貌似親工人的法規，本質上依然

是親資本和不民主的。 

 

在爭取更多權利和代表性的抗爭路上，工人已匯集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不單在經濟層面上，

也在中國的政策上。可以預見在未來，勞動階層將會提出更多的要求和主張，而政府則要在

安撫和處理社會矛盾，作所謂的「蘿蔔和棒子」的兩手準備，即一方面透過提倡「工資」談

判以安撫工人的不滿；另一方面把社會資源國有化，以懲罰 (或邊緣化)工運份子和勞工團

體。這樣的手法將會成為主流。 

 

根據上述的背景，本文將反思近年來中國勞工運動上的幾點重大議題，並循著以下的提問來

分析這些議題： 

1)我們應如何詮釋中華全國總工人會 (下稱：全總)最近在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方面的舉措﹖ 

2)本地的勞工團體面對著哪些新的挑戰﹖ 

3)我們的倡議工作，有何顯著成效﹖ 

 

1. 工會組建和談判：政策主導 vs 示威主導 

在已工業化的地區，如廣東省和浙江省，全總近年來採取了一些方案，授權甚至「協助」企

業工會跟管理層進行集體協商。在沿海城巿林立的廣東省，全總新的舉措則是在企業推行

「民主管理」實驗，並稱為全國最先進的做法。這些政策普遍被認為是中央政府為了緩解資

本、勞工和國家之間的衝突而主導制定的。4為此，全總進一步強化了它作為政治體制一

                                                 
4
 ＜23 省區市制定地方性法規推動工資集體協商＞，中國網，2010-06-08 

http://big5.china.com.cn/gonghui/2010-06/08/content_202112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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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工人發聲的角色和職務。全總在國家權力和資源的支援下，為黨的目標效力。這可體

現在自 2008-2009 年起，跨國公司和外資在中國的企業被全總列為全國組建運動的目標。很

多知名的、位列《財富》雜誌世界 500 強的跨國公司中國支部，包括沃爾瑪和可口可樂，皆

被全總要求組建。《財富》雜誌世界 500 強在廣東省設有多於 600 家企業，而廣州作為廣東

省的省會，2012 年 3 月，廣州巿總工會的主席陳偉光已表示，在今年內會在世界５００強企

業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巿總工會將派駐工作組強力推進。 5  

 

明顯地，在接二連三的工潮中，全總正集中砲火，讓更多的工廠跟官方工會簽署集體合同，

並以外資企業作為目標。一位來自廣州的法學教授稱，2010 年間，廣東地區近 100 家大型企

業在全總的「指示」下簽署了集體合同，覆蓋約 380 萬工人，而大部份都是在工人激烈示威

下催生出來的。2010 年的工人罷工潮 (如本田廠罷工)逼使政府部門和全總認清，工人對在工

廠和工會的代表權，已有了鮮明和堅定的立場及訴求。正正是過去幾年累積罷工和工業行動

的經驗，讓中國工人運動有了質量上的躍進。工人正逼使國家主動透過立法和將工資談判過

程制度化，以回應工人的不滿和防範罷工。 

 

廣東模式的集體工資談判，往往是經過一連串的罷工和工業行動而爭取回來的。而地處長三

角地帶的江蘇省，情況則有些不一樣。當地的集體工資談判過程比較「和諧」。由上而下，

各級工會在啟動和進行工資談判時，都表現積極，由傳統的國有企業至私人和外資企業、大

公司至鄉鎮企業，都清楚地把「社會穏定」的政策，作為規管資本競爭及勞動關係的主軸。

我們的研究發現，大部份的工資談判個案，皆是由上級工會穿針引線，而非由罷工激發出來

的。由上而下的組建方法，跟國家的「由中央黨部、工會、共青團和婦聯成立」政策一脈相

承。6所謂的集體談判框架，其實只是建立一個工資調整機制，一宗由黨國、全總和企業把

                                                 
5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3/29/c_111719216.htm 

6「儘管《工會法》規定工會是「職工自願結合」的群眾組織，但目前新建的工會都不是工人自發組建的，而

是國家自上而下推行的。為了在新建企業中組建工會，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於 1999 年專門在寧波召

開了新建企業工會組建大會，提出「哪裏有職工，哪裏就要建立工會」的口號，制定了各級黨委牽頭，黨建帶

工建，工建促黨建，黨工共建的建會方針，由此在全國範圍內拉開了新建企業建會的運動。工會組建的國家壟

斷、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而非自下而上的自願認同，是目前工會難以代表工人利益的重要原因。」  

來源： 韓恒，＜關注工會系統的自主利益─對基層企業工會的調查與思考＞，《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

五年七月號 總第 40 期，200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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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談判模式「制度化」，以避免「觸動」工人不滿情緒的「必要的政治婚姻」。大多數的

情況下，工會向企業發出行政指令，要求它們根據下述的模式，簽訂集體合同： 

  

在未經選舉的情況下委任代表 
↓ 

向工人派發及收回問卷 
↓ 

起草合同 
↓ 

有選擇性地聽取工人的意見 
↓ 

修改合同草案 
↓ 

簽訂合同 = 又一成功個案 
 

 

集體談判所必須具備的三個元素：具談判能力的獨立工會、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代表，及罷工

權，在這所謂的中國式「談判」過程皆不存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的權利、在訂定工人權益

的工會運作上，也毫無發言權。說實話，中國的「集體談判」模式只是由政府機關，從上而

下層層監管「製造」出來的面子工程，對於工人賦權或推動工人的結社自由毫無裨益。 

 

政策主導的工會組建模式，跟在廣東由罷工激發的工資談判及組建的模式，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即使在廣東，「罷工」和「工業行動」雖有其威力，但組建工會的點金石，仍緊緊操

縱在黨手裏。在長三角，很多企業工會在勞動矛盾發生前，就先以「維權」之名引導企業成

立工會(即所謂的事前介入)。在廣東，大部份的談判及工會組建則是在勞動矛盾發生後才進

行的，即所謂的事後處理。 

 

本質上，任何形式的「政府介入」組建工作，都屬於黨國「社會管理」的範疇。它只能作為

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擴張，而不是中國勞動關係制度發展中的民主進程。 

 

2. 本地非政府勞工組織面對的新挑戰：拉攏或打壓 

                                                                                                                                                                  
見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30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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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種體制和資源的限制，目前的中國非政府勞工組織的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某些論

述或會稱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已經成熟，甚至完備。但整體而言，公民社會的發展仍取決於

國家所給予的空間，它的活動能力跟國家對它的容忍度緊緊相扣。首先，在中國「穏定壓倒

一切」的大前提下，國家能隨時收緊給予公民社會的空間，公民社會的存在並無保障可言。

其二，大部份公民社會團體的活動，必須配合政府的需要來換取生存空間。若它們推行的是

合乎政府心意的活動，比如推動經濟發展，要取得政府的支持並不難。這點我們可以在商會

和企業協會蓬勃發展得到印證。然而勞工事務，作為其反面，素來被視為政治敏感，容易觸

動國家警號的題材。政府會緊盯著勞工團體的工作——在提供服務及組織工人時，它們的發

展重重受制，更面臨隨時被取締的命運。 

 

前線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大部份中國大陸的勞工團體，面臨著規模小、支援缺的問題。基

本上，它們有以下四種的作業模式： 

 

第一種為拿著非政府勞工組織幌子但跟政府關係千絲萬縷。它們跟本地政府建立合作關係，

以官方的名號和語言，來干預勞權事務。它們的活動並不屬於獨立公民社會的一部份。 

 

第二種的勞工團體掛著「非政府組織」牌子，以便向海外基金會或其它源頭申請經濟資助，

有的甚至以公司營運的形式來謀利。它們謀利的方法有三種：向服務對象收費，如作為法律

代表出庭；為工人介紹律師時收取回扣；營運其它分支業務掙錢。然而，謀利跟非牟利活動

糾纏不清的局面，造成了這類團體賬目混亂，導致誠信破產的危機。 

 

第三種是「體制下的個人」，如學者和法律專家設立的勞工團體。它們不附屬於政府機關，

但跟政府有較多的溝通渠道。相比於基層或草根的非政府組織，由學者或法律專家建立的非

政府組織，在政策制定時有更大的影響力。在基層政策倡儀上，草根非政府組織多視它們為

同盟或合作伙伴。 

 

第四種為草根團體，多由前工人或勞動爭議案件的受害人，在經歷了抗爭或罷工後，成為組

織者而所創辦的。它們規模小而專注基層工作，並透過海外的資助而生存。有小部份能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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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注冊成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但更多是沒有正式的登記的「非法」或「獨立」單位，

隨時面臨著政府的打壓。 

 

中國勞動透視直接設立和支持的國內勞工團體屬於第四類。同時，我們也尋求跟第三種團體

合作。我們看重學者和活躍的律師在勞權運動的影響力，希望能邀集他們，成為我們的策略

伙伴，強化我們的倡儀活動和擴闊中國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光譜。 

 

在開展我們的項目時，中國勞動透視舉辦了多邊、多層面的活動，以鼓勵在廣東和內陸的多

家非政府組織，多加合作和互相支援。我們在中國的合作伙伴，包括直屬的工作單位和其它

的勞工團體自有其基層的代表性和獨立性。對中國勞動透視來說，城鄉互動結合的策略是我

們組織活動的主旨。我們試圖參與和傳播相對先進的廣東基層組織模式到農村，同時，我們

根據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力求組織方法多樣化。 

 

拉攏還是打壓﹖ 

近月來，中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看起來「軟化」對非政府組織控制的新措拖，7但實際的情

況是：它正收緊獨立公民社會僅有的發展空間。據我們的觀察，官方正採取「雙面手段」，

拉攏多數並打壓少數團體，以求鞏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不像過往在公民社會團體的「合法性」上做文章，採取高壓或直接的控制(如實施嚴格的登

記條件)時，現在的官方手段是放鬆非政府組織的登記條件，但投入大量的資源，在公民團

體「植入」黨的元素或以援助它們的活動為餌，以保證公民團體直接受黨的影響。 

 

2012 年 5 月 17 日﹐直接隸屬和受管於廣東省總工會的廣東省職工服務類社會組織聯合會成

立。聯合會的會員皆為學術機關或為工人、移民提供法律服務的團體，但它們並非基層組

                                                 
7
 「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办法，探索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工商经济类

等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制。在省和地级以上市实施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计划，建立孵化基地。加快去行政

化进程，逐步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调整为业务指导单位。完善等级评估制度，“十二五”期末，完成对全

省社会组织的全面评估。」 

來源：<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摘要）＞, 

見 http://news.southcn.com/g/2011-07/20/content_26959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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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成立典體上，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的發言提到：貫徹黨的精神﹐應對當前社會建

設新形勢的迫切需要，工會參與社會管理將有新的舉措。8 過去，總工會只會在正規商業領

域和工廠組織工會；現在，它更多了一項政治任命，去「帶領」社會團體和非政府勞工組

織。為了完成黨國的使命，總工會出資協助勞工團體提供社會服務，以平衡各方利益及調和

社會矛盾。 

 

面對缺乏資源難以生存的大多數勞工團體，它們面臨著「被政府拉攏」還是「因為不合作而

被打壓」的選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國家工會繼續穏守其壟斷地位——不單作為唯一的合

法工會，還當上了非政府勞工組織的牧羊人及領頭羊。 

更一方面，中國政府正鋪排出一紙「美好」的藍圖，以減少對非政府組織登記的規限，讓更

多社會團體能直接在民政部登記，而不必先尋求主管單位。按現時的規定，社會團體必須找

到政府相關機構作為其業務主管單位，才可合法地登記。這一點一直被視為妨礙中國非政府

組織發展的元兇。根據政府的數據，至今中國有非政府組織達三百萬以上，但截至 2011 年

底，只有 44 萬取得民政部的登記。9 

 

乍看來，這是項正面的舉措，但實際上，政府會進一步滲透公民社會的發展叫人擔憂。由於

民政部主管了非政府組織的登記，它有權獲取申請團體的全部資訊。在登記和年檢時，政府

可以評估在社會團體植入黨部組織的可行性。事實上，很多社會團體和工會已建立了共產黨

組織，諸如「社會團體聯合黨委」和「社會團體工作委員會」。根據深圳社會組織聯合黨委

的一份報告，黨對如何在社會團體建立黨部組織，以及對各個層面的介入皆有清楚的指引。

10 

                                                 
8 http://www.gdftu.org.cn/Articles/7/33/201251617261988468.htm 
9NGO registration rules to be relaxed nationwide: civil affairs minister, Zou Le,Global Times , May 25 2011 

http://china.globaltimes.cn/society/2011-05/658729.html 

<我国非政府组织从业群体研究报告>，葛道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頁２見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xstl63/P020100227656758901978.pdf  
10「在社會組織成立登記和年檢工作中同步推進黨建工作。聯合黨委充分利用依託市民間組織管理局設立和開

展工作的有利條件，做到社會組織管理工作和黨建工作同步推進。對新成立的社會組織，把好入口關，對已具

備成立黨組織條件的，成立登記時同步指導幫助該社會組織建立黨的組織。對社會組織實施年檢時，在年檢報

告中增加黨建工作專項填報欄，及時掌握社會組織黨建工作信息，社會組織在招聘員工時，優先錄用黨員。」 

來源：<深圳市社会组织联合党委 2011 年工作总结和 2012 年工作重点>，深圳市社会组织联合党委 

，二○一二年二月十五 http://www.szmz.sz.gov.cn/xxgk/ywxx/shzz/djgz/201203/t20120308_1823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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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階段的中國勞工團體發展而言 ，香港團體在專業和組織建設方面，仍然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部份的中國勞工團體跟香港的團體進行交流和學習。這種緊密關係源遠流長。但是，

內地勞工團體欠缺主體和透明度，亦是雙方共同反思的問題。對中國勞動透視來說，我們認

為內地分支本土化，對中國獨立工運是重要和必要的。如何尋找獨立的發展模式，至今還未

有定案，在未來數年，也將是共同討論和探索的議題。 

 

3. 中國勞動透視的倡議工作：成果及影響 

過去八年多，中國勞動透視跟基層農民工和職業病受害者並肩開展我們的組織策略，以支持

工人的工業行動和透過以法律行動突現出中國現行職業安全健康(下稱職安健)制度的缺陷。

我們力求在受工傷和患職業病工友間建立政治覺醒和團結，並支持他們自我組織，以挑戰無

力保護工人權利的官方單位。 

 

跟在廠房組織的狹義工人組織方法不一樣，職業病受害者群體有著一個更大的平台進行活

動，讓農民工在社會層面上發聲和動員。在這過程中，中國勞動透視不單支持工友以法律途

徑追討賠償，也動員和聯合不同的社會伙伴(如國際間的工會和非政府組織)，以爭取更多的

空間、網絡、資源和團結來支援中國工人。同時，我們組織工人跟資本家直接談判，不單是

他們的直接僱主，還有企業之以的行業商業及國際商會。我們建立一個更為全面的談判平

台，是為了長遠地保障工人的利益，讓工人具有改變和影響政策的能力，而不是單單就個別

工人的問題而戰。 

 

回想起來，經過多年打拼以支持中國農民工集體法律抗爭以爭取職業病賠償，2010 年是我們

值得慶賀的一年。2010 年 3 月，世界最大型的珠寶展覽會主辦單位，瑞士的巴塞爾鐘錶珠寶

展和香港的貿易發展局共同決定把一家香港珠寶商剔除出 2010 年的參展名單。這是有史以

來，國際貿易展覽主辦者根據國際勞工公約 155 條——對勞工權利的侵犯，而懲罰港資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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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鐘錶珠寶展和香港的貿易發展局的制裁行動可被視為里程碑，它提高了僱主違反職安

健標準的社會成本，有望可減低僱主的不當行為及對國家和國際職安健法規的違反。它也證

明了，多年來針對商會和展覽會舉辦者的倡議和遊說行動，要求它們負起社會責任，確實能

令社會上各員在遵守勞權的行為和決策上有著實質的變化。 

 

同年 9 月，中國的法院在終審裁決上支持工人獲得全額賠償。這項判決樹立了一個典範——

港資企業違反中國的職安健法律，中國工人有權獲得民事賠償，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這

是中國法院首次支持工人同時獲得工商賠償(包括一次性的傷殘援助、一次性的醫療援助、

診斷和認證費用等)和民事賠償(包括家屬的生活費、持續的醫療費用和心理創傷賠償)。這項

判決以《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 23、26 和 27 條，《勞動合同法》第 84 條、《職業病防

治法》第 52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

19、25 和 28 條，《民事訴訟法》第 153 和 229 條為法律依據。 

 

在中國現行的職安健系統內爭取立法上的改變是我們的核心工作。工友們多年的努力不斷為

它帶來突破性的發展，我們利用這些突破案件，就上述的法例作國家和省級的遊說工作。與

此同時，我們繼續遊說及跟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對話，要求它們負起監察中國實施

職業安全措施的責任。 

 

結語 

對中國勞工透視和其它在中國的非政府勞工組織而言，下一階段的挑戰在於建立由工人自行

組織的長遠策略，特別是在法律抗爭和示威行動之上，再爭取結社權和談判權。工會權的教

育、集體工資談判和罷工經驗分享，將有助實現此目標。 

 

資本轉移和工廠由都巿化的南方遷移至北方鄉村以追逐廉價勞工是有目共睹的趨勢。我們的

城鄉互動結合策略，也配合了農民工新的遷移模式。我們在四川和重慶的兩個工作團隊，不

單參與外出務工前的培訓和宣傳，更直接處理勞動爭議和在勞工密集產業日漸增多的內陸省

份組織年輕工人。在未來數年，我們將看到「老一輩」的農民工回到農村，而內陸省份亦產

生新一輩的工人。如何組織新力軍和返鄉的工人，將是一項挑戰。四川和重慶中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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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致力倡議保障勞工和公民權利, 以及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 

 

此外，我們將聯合更多目標團體，包括大學裏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律師，各省如廣東、浙

江、湖北和四川的勞工團體，以壯大遊說的平台。倡議和伙伴結盟將會是我們重點工作。中

國勞動透視將會在政策分析、影響地方層面的政策、鼓勵工人對勞工和社會權利議題發聲、

支持農民工自我組建等方面，繼續耕耘，力求進步。 

 

 

中國勞動透視總幹事鍾明麗 

2012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