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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磯地區的洗
車工人曾面對嚴重的

問題，老板叫他們在

某一個時間上班，但

卻等到顧客上門時才

開始付工資給他們。

工人們所賺的錢不

多，有時只有貼士；

有時甚至連貼士也被

老板剝削；被拒絕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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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休息時間，和當接觸危險化學物時，卻不獲

保護工具的供應。工人報稱患上腎功能衰竭，

呼吸困難和神經損傷等問題。	 

	 

有一名叫	 Bosbely	 的工

人，他在洛杉磯佛蒙特手

洗從事乾車及精洗的工作

近兩年。Bosbely和很多同

事的健康，都因為在沒有

戴上護目眼鏡和手套的情

況底下使用酸性和其他有

毒化學物而受損。	 

	 

因此，工人轉投社區組織

－勞工環境行動聯網，英

文簡稱CLEAN。在CLEAN的協助下，Bosbely

聯同他的同事，成功地採取法律行動，控告該

洗車公司的僱主，沒有支付最低工資和超時工

資，沒有給予工人用膳及休息時間。他同時向

加州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舉報有關危險的工

作情況。但正如另一位洗車工人說：「一次的

法律訴訟不會改變甚麼。你需要一個工會合約

去改變這些情況。」	 

	 

經過兩年時間，在2011年10月紅利汽車清洗工

人成為南加州首批工會僱員。隨著他們的勝

利，另外兩間洗車公司的僱員也投票支持工

會。這些工人獲得工資的提升，用膳時間的保

證，健康及安全的保障，和透過工會合約獲得

申訴不滿的程序。	 

	 

大多數工人則沒有這麼幸運。雖然有法例可

循，但在今日的經濟環境底下工作並不容易。

2007年華爾街崩盤及經濟衰退，隨之而來的是

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失業。大部分仍然受僱的工

人，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工會提供保障。	 

	 

在美國，超過四分之一有孩的工薪家庭屬低收

入。這些「窮忙族」家庭的人們努力工作，但

仍然是入不敷支，他們和無家可歸者的分別，

只不過是一或兩期工資的差別。這些在經濟底

層的工人，是最能夠受惠於工會保障的人們。

可是，在過去五十年，工會成員的百分比在勞

動力中不斷萎縮，從33%下降至今日僅超過

11%。在這段時期，也造

就了很多新職位和新財

富。但新的職位傾向是高

技術／高工資，否則的

話，便是低技術／低工

資。在中間的工作－曾經

由製造業提供、擁有合理

工資和福利，足以支付家

庭開銷的工作－卻正在消

失。這些都是曾經屬於工

會成員的工作。	 

	 

有些人認為組織勞工的萎縮意味著：工會已成

過去，在21世紀全球經濟的體系中，工會再不

能拐演甚麼角色了。他們認為是工人選擇不參

加工會。事實上，如果可以的話，大部分工人

是希望加入工會的；可是很多工人被阻止加入

工會。	 

	 

保守的州議會通過法例，攻擊工人組織工會和

集體談判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工人們經過數十

年長的時間爭取及維護而來的。在這些保守的

州內，成千上萬的工人及他們的盟友採用抗議

示威的方式作回應，有些甚至佔領州政府大樓

數星期；或者，好像俄亥俄州，通過州提案推

翻反工會的法例。	 

	 

為甚麼抗議？工人為甚麼會組織起來？因為工

會依然是為工人提供經濟保障和倡導政治權益

的最佳保證。可是當工會萎縮時，更少人認識

工會和了解工會的工作，和更少人記得工會和

繁榮勞動人民的關係。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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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是 
甚麼？ 

 
 
 

 

工會是一群工人，

他們組織自己互相幫

助和採取集體行動。

工會是一個由及為人

民發展而成的工具，

用來為人們在他們的

就業地點和更廣泛的

社會，提供集體發言

的機會。好像任何工

具一樣，它可以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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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很好、不好，或完全沒有被利用。使用得

宜，工會為工人提供途徑從多方面改善他們的

生活。 
 
工會為工作的人們帶來增加工資和福利，並針

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所關心的問題，	 提供合

法、立法和政治的補救措施。其中包括穩定的

工作和安全的社區；如公立教育、醫療、和公

共安全等必須的社會服務；及透過僱員退休計

劃，和倡導如社會保障及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為老年生活提供支援的措施。	 

	 

工人需要工會的原因主要是：僱主較工人有更

多的權力，特別是當工人需要和僱主談判有關

工資和工作環境的時候。另一方面，僱主擁有

更多的財源、對他們有利的法例，和來自有權

聘用及解僱那些需要為生活而工作的人們的力

量。不論他們有多仁慈或善意，僱主在爭取企

業最大利潤的動機底下；犧牲的，往往是僱員

公平的待遇。	 

	 

通過組織工會，工人透過集體行動，贏取團體

帶來的力量。作為一個團體，工人和僱主談判

較個人有更大的取勝機會。	 

	 

因為這個原因，塞薩爾·•查韋斯(Cesar	 Chavez)

成為工會組織員。經過多年的嘗試，透過社區

組織工作解決加州農場工人貧窮和沒有力量的

情況。塞薩爾·•查韋斯決定工會是最有效的渠

道，為農場工人取得更佳的生活。他非凡的成

就是建立第一個持久的農場工人工會－美國農

場工人聯合工會。令成千上萬的農場工人享有

更高的薪金、獲得醫療保險和老年退休金，及

在工作上獲得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	 

	 

加州人民在每年的3月31日，塞薩爾·•查韋斯

生日的那一天紀念他。他是第一個認許，只有

透過會員的聯合行動工會才會成功。可能因為

他的領導力量組成聯合農場工人工會；但他能

夠成功，是因為獲得數十、數百，和最後成千

上萬的人加入他的行列，以一致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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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怎樣組
織起來？ 

 

 

 

當工人同意他們在
工作的地方，需要人

數的力量和一個集體

的聲音，工會便會形

成。在大多數的情

況，他們尋求工會組

織員的協助，組成工

人組織委員會，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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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提供有效途徑接觸更多的工人，直至大

部分工人決定在他們的工作場所成立工會。這

是有效工會主義的關鍵：它是民主過程的結

果，工人自己的行動，和有一個擁有資源的組

織作後盾。	 

	 

當大部分工人表示他們希望有一個工會時，僱

主有機會認許該委員作為工人的正式代表，並

和他們坐下來談判合約。這被稱為集體談判。

如果僱主並沒有欣然同意工人成立工會的要求

和談判，工人通常會推動進行投票選舉。在私

人機構，選舉的過程將由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

(NLRB)	 監管；公共機構的選舉過程由不同機

構監管（例如在加州、紐約、和其他州，監管

機構是公共就業關係委員會、英文簡稱	 

PERB）。	 

	 

如果大部分投票的工人支持工會，而僱主又沒

有挑戰選舉結果的話，那麼工會便被認許作為

工人的全權代表進行集體談判。（另一種方法

通稱「查卡」，這方法使用簡單的卡表達工人

的意願，僱主認許工會的方法是透過大部分工

人在卡上簽名表示他們希望由工會作代表。）	 

	 

在工人選出工會並由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或公

共部門勞工機構認證後，法例規定僱主須與工	 

會展開集體談判程序。（這是應有的工作程

序，可是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在維護組織工作

和集體談判時，效果並不顯著。我們將會在第

21頁作較深入地討論這個題目。）集體談判的

意思是工人和管理層代表共同坐下來討論和決

定將如何支付工人的勞力，和當衝突發生時、

怎樣與有關人等以公平的方法解決衝突。	 

	 

但工會的作用往往遠不止於此。它是工人們在

工作上量度尊嚴的措施；是一種延展式家庭，

在那裡工人們互相幫助，就好像兄弟姐妹的情

誼一樣。事實上，追朔至19世紀或20世紀初，

工會起源的時候，很多工會在他們的名稱上包

括「兄弟」一詞，例如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

換句話說，工會是社區的一種。	 

	 

工會、連同勞工運動或「組織勞工」對美國社

會有極大的影響。隨著勞工運動的成功，全國

的工人階級能夠冒升起來，實現擁有自住房屋

的美國夢，和相對舒適及受保障的標準生活。

有力的集體談判為工會成員帶來工資及福利的

收益，和令到很多進步的法例得以通過，保障

和提升所有工人的生活。從這方面來看，工會

和勞工運動的積極影響、不僅限於工會成員，

更擴散到整個社會去。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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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歷史 
工會在美國革命後
不久便出現，在早期

的共和體制中，當工

作的人數增長時，工

人們感到有需要組織

起來維護他們的共同

利益，和促進他們的

經濟及政治議程。興

起自如會館般較舊的

結構，十九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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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們成立經濟組織（工會）

和政治組織（勞動男丁派對），

並借助這些組織來倡導較短的工

作日、較佳的工資、及好像免費

全民教育般的社會改革。	 

	 

隨著工業革命，美國工人的工作

情況起了巨大的轉變。內戰後，

製造業獲得廣泛的發展，促使人

口穩定地從美國的農業社區轉移

至城市，和使熟練的手工藝人及

都市工匠變成大型工業的工人；

經過短暫的訓練後，從事機器的

操作。這變遷甚至構成語言的轉

變，工人們被降成工地的功能，

並且被稱為「手」（「人

手」）。	 

	 

這過程並非全是單向的，一小部分的工匠師傅

累積資本，繼而向上層移動加入精英的工業資

本家行列，從這等變化中成為巨富。但有更多

的工匠、農民、及村民哀悼傳統工作和生活方

式的失落。	 

	 

他們的不滿，部分是因為工業市場對工作流程

和產品標準化的要求；人們的重要性較他們的

經濟機械功能為低。這情況也可

從工業操作所產生、如危及生命

及肢體等問題反映出來。很多工

人從政治的層面觀看這些問題：

當工業化的資本累積在少數人的

手裡，權力也相應地集中在那

裡，並削弱了美國革命對勞動人

民的民主承諾。	 

	 

1877年工人們首次採取全國性的集

體行動。當年的鐵路大罷工明確

地向工人顯示了「有錢的利益團

體」－	 財團－對事件的影響力，

和他們動搖民選官員及法庭的力

量；而只有相當組織力的工人才

可以和這些財團抗衡。回應全國

企業不斷增長的勢力，地方工會也

開始進行外展及結盟的工作，組織

全國性的勞工架構。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進入美國勞工聯合會

（AFL）的工運，工人組織尋求的是「一天公

平的工作換取一天公平的工資。」他們採用集

體談判作為主要的工具來達成目標；與此同

時，政治行動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以長期美國

勞工聯會領袖Samuel	 Gompers的看法，工會和	 

AFL主席Sam Gompers 

1908年北卡羅來棉紡廠工人	   1909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煤礦公司男童工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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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泛

起呼籲「一天

八小時」，好

讓工人有時間

和家人相聚，

和休閒地慶祝

生命。工會成

員的口號是：

「八小時工

作，八小時睡

覺，八小時自

由。」	 

	  

某一政黨聯盟的做法是不適

當的，而是應該考慮每個候

選人或政黨的行動是否以勞

動人民的利益為準。勞工應

該「獎勵其朋友和懲罰它的

敵人。」	 

	 

在這期間，泛起呼籲「一天

八小時」，好讓工人有時間

和家人相聚，和休閒地慶祝

生命。工會成員的口號是：

「八小時工作，八小時睡

覺，八小時自由。」三八制

運動時值工人普遍每天工作

10至12小時，和每週工作六

至七天。推動八小時一日的

工作時間當時被老闆及他們

的反工人盟友認為「激

進」。	 

	 

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和其他

運動同時進行，這些運動包

括爭取失業保險、勞工補

償、健康及安全法例、童工

條例、等等。透過這些鬥

爭，新工會努力為工人及他

們的家庭和社區帶來公平與

及尊嚴的生活。	 

	 

在這個歷史階段，工人努力

掙扎，對抗受限的法例和企

業老闆及其組織抹黑工會的

力量。僱主一般使用兩種策

略，一是把工人和他們的組

織繪劃成「非美國」或反對

企業的利益，或指責工人的

集體行動是企圖把「下金蛋

的鵝殺掉，」打擊企業及工

人。	 

	 

在20世紀初期人數眾多的婦女經已展開組織工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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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僱主反對，直至1935年國會通過聯邦條例

－國家勞工關係法案，終於讓工人擁有成立工

會及代表自己參與相應活動的權利。（1926年

鐵路勞工法設置聯邦法例容許集體談判，但只

限於鐵路工業。）工人和他們的僱主之間可以

進行「集體談判」成為國家法律，時至今日這

法制依然存在。	 

	  
全國勞工關係法的通道只不過是1930年代勞工

歷史的一部分。在大蕭條期間的十年左右，極

軍隊化的工人階級面對苛刻的條件，採取充滿

創意的策略，包括使用遊行、示威、罷工、政

治行動，及工業工會組織行動。這都是當時一

些脫離美國勞工聯合會（AFL）轉而成立工業

組織聯合會（CIO）的工會所採用的策略。這

種新的組織方法力邀每個在大工業工地的工人

在同一時間加入同一工會，而不是以AFL採用

的方法，按工種的類別加入不同的工會。結

果，新的工業工會因為在同一時間組織所有工

人，包括白人、有色族裔、男和女人、土生及

移民人士，脫變成為民權運動。	 
 
 

贏得數以百萬計的新成員，勞工運動成為國家

進步政治的骨幹。工會以聯盟的力量選舉富蘭

克林·•羅斯福總統，一位前所未有的四連任總

統。	 

 

在1930年代，意識到巨大的工會浪潮和工人的

維權運動，羅斯福總統簽署法案創立「新

政」，其中包括幾項法例。除了全國勞工關係

法，對工人最重要的法例包括社會保障法，該

法例讓工人在退休後獲得最低程度的收入保

障；失業保險法案讓工人在失業期間找尋新工
作時得到支援；公平勞工標準法（FLSA）和

GI法案。	 

	 

公平勞工標準法訂立最低工資，宣布標準工作

日為八小時，及標準工作週是四十小時。該法

同時監管童工，並規定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後的

（超時）工作時薪是一小時半。較其他法例更

多出現在汽車尾部保險槓貼紙所指的：「勞工

運動：那些為你帶來週末的人士。」，便是公

平勞工標準法。	 
 
公平勞工標準法在僱主高叫反對聲中通過。在

國會作證中，一位企業發言人稱：「隨著更高

的工資，這法案將會壓迫商業，使業績無法

在1930年代，工人必須克服僱主往往使用暴力的行動，反對工人組織工會和爭取工作場所的權益。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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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成本。」另一個警告

說：「我們可以見到這法案

只會帶來災難。」儘管這些

過激的言辭，在公平勞工標

準法通過後，美國的經濟不

但沒有崩潰；相反地，提高

工資和縮減工作日，促成工

薪家庭的消費額以百萬計的

速度增長，加速了商業和就

業的成長。	 
 
有了這些法例和政策，新政

解決了工人超世紀以來所面

對最緊迫的問題。 
 
雖然在公眾的心目中，是羅

斯福總統通過新政。但新政

的成立實非一人的工作，而

是不同事件所產生的直接成

果，這包括三藩市總罷工、

工人佔領工廠、靜坐罷工、

和全行業的組織活動；所有

這些行動把工人的力量建立

起來，成為一鼓不可忽視的

社會力量。	 
 
新政建立底線後，幾十年以

來，勞動人民個人的升遷有

賴勞工運動和平的集體奮

鬥。工會為他們的會員進行

談判，提出及遊說可能惠及

所有勞動人民的福利，例如

逐漸提升最低工資。 
 
到了50年代，工人階級逐漸

變成「中產階級」。透過集

體談判，醫療及退休福利成

為僱主對工人支付標準報酬

的一部分。有賴勞工支持的

GI法案，令工會成員的子女

上大學的數字創新紀錄；該

法案也為退伍軍人提供置業

貸款，史無前例地讓更多工

人有能力擁有自己的房屋。

組織勞工的力量讓勞動人們

從、自工業革命以來不穩定

經濟的困擾站起來；在50年

代，大部分工人和他們的家

庭終於達到舒適的生活水

平，實現數代的夢想。	 
 
工會還遊說公平就業實踐 

(FEP) 法例的通道，規定處

罰以種族為由的聘用及晉升

歧視。當FEP法案不獲國會

通過時，工會及民權組織合

作促使FEP法例獲得州政府
通過。例如加州在1959年，

獲得工會、社區組織、及民

權團體聯盟的努力，通過該

州的平等就業法例。	 
 
在這時期，工會的會員人數

達到至盛。當 AFL及 CIO在
1955年合併時，超過三分之

一的工人屬有組織的工會成

員。可是，有部分工人仍未

獲得NLRA的保障。公務僱
員的權益－受僱於聯邦、

州、縣、及市政府的僱員－

還有農場工人、家務員工、

及其他幾種行業的從業員，

由於受到僱主團體的遊說，

並未受到 NLRA的保障。這
些僱員被迫尋求集體談判的

方法，大部分透過州的立法

形式，爭取零碎的權益。	 

	 

到了	 50年

代，工人階

級逐漸變成

「中產階

級」。透過

集體談判，

醫療及退休

福利成為僱

主支付工人

標準報酬的

一部分。有

賴勞工支持

的GI法案，

令工會成員

的子女上大

學的數字創

新紀錄；該

法案也為退

伍軍人提供

置業貸款。	 

勞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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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僱員在60年代開始從大約半數的州內，取

得集體談判法律的保障；成為勞工運動中增長

最快的一環。可是，在非工會場所工作的工人

仍然較工會工人為多。	 

 
在這個繁榮的時刻，為了滿足所有工人、包括

工會及非會工人的需求，勞工運動與國會的盟

友合作，擴展社會安全對老人的保障	 ，包括

醫療保健；這成為日後的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在生命的另一端，工會爭取設置啟蒙計劃，確

保貧困家庭的兒童有機會獲得適切的教育。工

會為1964年民權法案的頒布提供了關鍵性的支

持，有組織的勞工讓工人在美國兩黨的政治體

制中作出有力的聲音，最終在1970年通過職業

安全及健康法案，成立聯邦機構監管工作場所

對健康及安全標準的執行。 

	 

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商業的利益促使商家對

工會的攻擊復燃。大集團及他們的政治盟友，

在逐漸取得勝利的優勢底下，慢慢地把工會取

得的成果奪回。	 

	 

到了80年代，工會處於防守的位置及下降的趨

勢。企業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把工會工作轉

移海外以便取得廉價勞工的利益。當其時，大

部分在美國出現的新工作崗位都是非工會，而

正在萎縮的勞工運動卻未能組織在經濟成長中

的行業，例如高科技、服務、及零售業。	 

1966年洛杉磯公務僱員示威爭取集體談判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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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保住較理想工作的能力，不斷受到「離岸

外包」和自動化等提高產量及削減工作人手策

略的打擊；另一方面，那些原本用來保障職業

及社區生活標準的政府機構卻時而推廣一些反

工人、反工會的政策。在過去超來30年以來，

工會價值及勞工標準一直及仍然受到攻擊。	 

儘管如此，工會繼續贏取重要勝利。在1990年

代及21世紀初，有賴工會及社區盟友的積極爭

取，全國數十個縣及城市通過「生活工資」法

律。那些熟悉的反工人論調，透過僱主資金充

裕的運動利用傳媒促進重燃。在紐約，面對

2004年最低工資調升至每小時$7.15，獨立企業

全國聯會州主任警告稱該工資上調：「可會損

害小商業及其他僱主」並導至裁員。	 

	 

在法例通過後，這可怕的預測並沒有實現；就

好像在1938年，經濟並沒有因為FLSA促使工

人賺取更多的購買力而停止前進。自2000年以

來，經濟研究重覆地發現，生活工資法或最低

工資調升對就業率的影響不大或根本沒有影

響。今日，雖然工會為工人提供明確的得益，

組織勞工的比例只是總勞動力的11.3%。這是

自大蕭條以來工會百分率最低的數字，也是全

球任何工業化經濟中最低的工會百分率。	 

1996年建造業工人在加州政府大樓門外集會抗議他們的工資比率。	 

勞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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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的優勢 
	 

 

紀錄是明確的，集體

談判的力量支持更高

的工資和福利，並且

防止管理人員把他們

的勞動力等同原料般

看待。有工會的工作

場所有較佳的安全及	 

union non-union

$956
$841

union advantage:
13.6%

資料來源：經濟政策研究院，美國打工一族的境況，2012年，第12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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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情況，和工人們感到更

有信心說出心理所想的話－

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對工作

場所以外的權益保證－工人

不會因為僱主不同意他們所

講的話而受到解僱，屬於工

會為工人帶來重要的優勢。 

 
 
工會工人中位數字的收入每

週$956，而非工會工人中位

數字的收入每週$841；加上

其他如教育、經驗、工業、

族裔、及其他重要的考慮因

素，工會和非工會工人薪酬

的差異每年接近$6,000。這

工資的優勢對非裔及拉美裔

的工會成員來說甚至更高，

顯示出工會合約可以幫助克

服因為歧視而產生的體制障

礙。 
 
當大部分的工人和他們的僱

主把部分工資支付社會保障

基金，作為退休後的生活保

障入息；大部分的退休人士

需要其他收入才能足夠支付

老年的生活。其中最普遍的

一項退休收入是由僱主提供

的退休金，工會在1940年代

開始談判取得所謂「界定福

利」，並促使這項工會福利

遍及全國經濟。 
 
界定福利退休金好像社會保

障一樣，確保一個固定及可

預計的收入，一般是從統籌

基金中作出每月的支付。這

是一種「延後補償」－因為

工人同意把一些可用作工資

的錢放進退休基金－退休福

利明確顯示出工會的優勢。

百分之八十一的工會成員有

機會取得界定福利退休金，

但只有20%非工會僱員可以

獲得這項福利；而現時非工

會僱員普遍採用的是如401K

般的「界定供款」計劃，是

一項把錢投資在股票市場或

債券的個人退休賬戶；這是

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對

個人退休保障存有較大的風

險。 
 
工會及非工會在退休金方面

的金額差異亦同樣顯注，從

每小時的酬勞補償作考慮，

工會工人較非工會工人每小

時獲得超過兩元的退休福

利；在一生的工作裡，退休

金的總額差異可達數萬元。 
 
 
同樣地，醫療福利也展現出工

會的差異。在美國，大部分醫

療保險是透過僱主提供的。今

日的醫療保險業，由於醫療費

用的速升和龐大官僚的耗支，

僱主越來越不願意為職工個人

全數資助醫療保費，更枉論他

們家人的醫保。欠缺集體談判

的保障，非工會僱員容易受到

僱主縮減或取消僱員醫療保險

決定的影響。現時，只有剛剛

超過三分之二的非工會工人獲

得一些和就業有關的醫療保險

覆蓋；而這百分率亦逐年下

降。 

 
相比之下，雖然工會在談判桌

上受到巨大壓力，要對僱主作

出讓步和接受比過去較小的醫

療福利，但由於工人的抗拒和

工會的努力，縮減的步伐較非

工會工作場所為慢。

透過集體

而非個別

的談判，

工人可以

抵消僱主

所處更有

力量的談

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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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95%的工會員工依然享有以就業為基礎

的醫療保險－這和非工會僱員相比是26個百分

點的差距。而工會僱員同時以較低的費用獲得

較全面的醫療福利。	 

	 

在傷殘保險和人壽保險方面，類似的差異亦使

工會工人較非工會工人處於更有利的條件。工

會為勞動人民提供明確的經濟優勢。	 

	 

非經濟因素對勞動人民來說，有時意味著和金

錢一樣的重要性。工人希望獲得尊嚴的對待和

勞力的付出得到賞識。通過集體談判及它的保

護，每一位成員必須按照同樣的集體談判協

議，或「工會合約」守則：工人不用接受管理

人員因個人之間的衝突或壞心情引致的任意行

為。工會讓工人有權發言決定工作守則、抗衡

管理層的力量，並有權獲得一個和平的上訴程

序，或當糾紛或分歧出現時作出「申訴不平的	 

	 

程序」。這樣的發言權在非工會工作場所實屬

罕見。	 

	 

透過集體而非個別的談判，工人可以抵消僱主

所處更有力量的談判位置。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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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1995 2011

29 x

123 x

231 x

 

 

 

 

 

 

 

 

工運萎縮 
對勞動人民
的意義 

 
 

有這樣一套明確的經

濟優勢，為何沒有更

多的工人加入工會？

在今天的政治環境，

工會往往不被容許發

揮他們應有的功能。

法例的設計是讓工人

成立他們自己選擇的

工會，但這法例是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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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密度的百分率和中產階層的收入	 
1967-2011 

企業總裁和 

工人平均收入比率趨勢 
	  

資料來源：Mishel	  and	  Sabadish,	  2012	   資料來源：Madland	  and	  Bunk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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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通過的。	 時至今日，工作場所經已	 
轉變	 ，經濟也起了變化，社會亦改變了。可

是法例卻跟不上，再不能提供他們當初寫下來

的保障。而僱主持續及長達數十年的攻擊已把

工會削弱，當會員人數下降，對工會主義的好

處及醒覺也相應減低。	 

	 

因此，很多在勞工運動強壯時被根除的問題又

再重現。	 

	 

經濟差異	 
	 

當工會較強壯的時候，僱主被迫接受創新和提

高市場佔有率是較佳的方法提高利潤，而不是

以工人的工資作為代價。在1978年，美國頂級

公司首席執行長（CEO）的平均收入是該公司

一般工人工資的29倍。在2011年這差距高達

231倍。這是全球最高的薪酬差距，同時展示

了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這是美國自1920年代

以來所見財富最不平均分配的情況。	 

	 

除了最富有階層和工薪家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

大之外，還有其他跡象顯示經濟的傾斜不利於

那些為生活而工作的人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三十年間，美國的入息增長可以從圖表觀察

出是相對地公平，所有組別的收入升幅速率相

約。我們現時卻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自過

去四分一世紀以來，在底層的貧困人士數目不

斷上升，相當數量（但相對較少）的人士過著

上層中產階級的生活，而在中層的工薪家庭數

目日益縮小；極富有人士的數目仍然很少，但

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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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工資的經濟領域看到越來越多的工作。很

少工作是永久性，或提供醫療福利，或退休計

劃。部分時間（兼職）的工作或臨時工，被認

為是「散工」，對很多有家庭負擔及希望全時

間工作的人們來說是困難的。美國現時最大的

私營僱主是沃爾瑪(Walmart)，該集團的工資非

常低，促使很多該公司的僱員合符資格領取政

府的援助。例如，在2005年，有24%的沃爾瑪

工人沒有醫療保險或要加入公立醫療計劃。	 

	 

最近的研究顯示，用來援助全職工人的省府福

利費用較兼職工人為多。這是因為現時很多工

作的工資非常低，就連全職工人也變成「窮忙

族」－指那些在勞動力中但仍然未能全數負擔

家庭開支的工人。就連那五大類預計到2020年

提供最多就業機會數字的行業中，四類行業提

供「非常低」的工資，平均每小時約$10。	 

	 

強迫勞動的重現	 
 

在美國，大多數人認為隨著內戰的結束，奴隸

制在十九世紀經已消失。事實上，在今日的美

國，它依然存在，好像在全球其他地方一樣，

這當然不同古舊的南方奴隸制。當你可以看見

時，看不出有甚麼分別；大部分隱藏在舊建築

物的牆壁背後，在那裡違法的僱主迫使工人長

時間工作，賺取低微的工資；最低工資法不外

是一個謠言，而常識般的醫療及安全守則－更

遑論是法律－被無時無刻地忽視。	 
 
據可靠的估計，美國目前在餐館、農業、製衣

工廠、及其他對廉價勞工需求大的工業中，受

僱於這種強迫勞動情況下的人數超過10,000。

這不外是經濟陰暗角落裡最極端的剝削模式，

在那裡數以百萬的工人在不安全、並且往往是

非法的環境低下辛勤工作，賺取貧困的工資。 

 

醫療保險的錯失	 
 
當工會密度下降，以僱傭為基礎的醫療保險亦

以類似的趨勢走下坡。在1970年代初期，每十

名非老年美國人當中，便有七人享有以僱傭為

基礎的醫療保險。廣泛的集體談判有一個好

處，就是令到非工會的僱主也受到壓力，要配

合工會談判所得的工資和福利，否則便會令工

人流失、轉而加入工會和有集體談判的公司。	 
 
從那時開始，經歷超過四十年的時間，隨著工

會密度的衰退，大量的人們損失醫療保險。工

會工作場所數字的下降並非唯一的因素，所有

僱主均受到醫療保健費用及醫療保險保費急劇

上漲的趨勢影響。在2000年到2011年之間，擁

有以就業為基礎的醫療保險的美國人數大降，

下降的數字平均每年超過一百萬。到2011年， 

擁有以就業為基礎醫療保險 
的美國人口百分率 

20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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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8
7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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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效益研究院	 

工運萎縮對勞動人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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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四千八百萬人－在美國，差不多每六個

人當中便有一人－是完全沒有醫療保險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工會主張建立一個單

一付款人的醫療保健系統；好像加拿大一樣，

醫療保健的提供是透過工資稅由政府支付，類

似我們這裡支付社會保障一樣。但醫療保險業

拒絕考慮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並使用它的遊

說力量阻止對單一付款方案作出慎重考慮。認

識到這一點，工會轉而支持奧巴馬總統建議並

於2010年由國會通過的可負擔醫療保健法案

（ACA）。	 ACA扭轉了醫療保險長期下降的

趨勢，透過該法案的規定，醫療保險的覆蓋率

得以擴展惠及數千萬沒有醫保的人士。	 

	 

在惡化中的健康及	 
安全標準	 
 
 
加州農業有頗強的法例（在紙張上）監管農田

的衛生	 ，可是當工會安全委員會不在時，便

沒有人在農田中確保法例的實施。當然，法例

依然存在，但州政府僱用的農場安全及健康檢

查員每年只能視察數百個農場。加州擁有

81,500個農場，州府的僱員數目像是隔靴搔

癢，根本沒有足夠的檢查員適當地對龐大農場

工人的工作環境進行檢查。而在許多該些農場

中，清潔食水和足夠廁所數目的設備根本不存

在。	 

 
這類問題並不限於農業。因為工會說服國會，

同意美國工人需要一個機構，全力監管工人們

在、很多時屬危險的、工作場所的福利。職業

安全及健康管理局(OSHA)始創於1970年；該管

理局在1980年高峰期，聯邦政府OSHA僱有

1,469名工地檢查員。今日，在一個勞動力經

已成長至接近三千萬名工人的社會，而OSHA

檢查員的人數卻減至幾乎只有1000名；OSHA

將需要用上好幾十年的時間去檢查美國每一間

僱有50人或以上的工場。該機構雖然存在，但

卻好像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一樣，沒有足夠能

力全面履行它的使命。	 

	 

安全委員會是工會工作場所常見的組織。這些

委員會和OSHA合作，但同時確保安全計劃及

自我進行檢查。安全委員會並不是絕跡於非工

會的工作場所，但卻很少有。在OSHA削減人

手和工會密度下降的影響之下，美國工作場所

的安全和美國工人的健康面對著嚴峻的挑戰。	 

	 

尤其是移民工人，生活在地下經濟的成長，和

健康及安全標準下降的夾縫中。美國有數以百

萬計非法工人，他們絕大部分從事一些本地出

生工人不願當的工作。無良僱主剝削他們害怕

被驅遂出境的恐懼，迫使他們長時間地、在沒

在足夠衛生及安全的環境中工作，並經常騙取

他們的工資。如果工人抱怨的話，便會受到被

遂出境的威脅。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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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聯－產聯(AFL-CI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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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的壓迫 
  
根據勞工學者大衛·•布羅迪指出，是時候放棄

全國勞工關係法（NLRA），並重新再開始。

他直言不諱：「全國勞工關係法的明確目的和

原來的效用是鼓勵集體談判，可是卻被它的天

敵劫持了。」工會組織員也同意這個說法。超

過半數在所有私營機構組織的工會運動，面對

管理層或持有人以如果工會被成功選出的話、

便會關閉公司作威脅。在運動期間，大部分僱

主要求工人出席與上司進行持續反工會的會

議。工人如果公開支持工會的話，通常會受到

騷擾、威脅、紀律處分、或被開除。研究發

現，在工會選舉運動中被非法開除的工人高達

34%，而每五個工人當中便有一人因為參加他

們工會的運動而受到解僱。	 

	 

按NLRA規定這些威脅和開除是違法的。	 

NLRA原意明確制定，讓工人和老闆之間有

「公平的競爭環境」。可是，經歷數十年的變

遷，該法案經過無數次的修訂，而很多法庭的

決定修改了規定，遺留下來的機制，對阻止僱

主進行不公平和理應違法的活動收效無幾。當

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認定一間公司採用不公平

的勞工手法－往往是經過多年的法律糾纏－唯

一的「補救措施」可能是該公司必須張貼通告

承認錯誤，並承諾不再犯同樣的錯誤。而即使

有員工因為合法受保護的工會活動、如工會組

織活動受到開除，和該公司被迫重聘該員工及

全數補償他／她所有的工資損失。可是，這已

過了多年，其他參與運動的工人可能已轉往新

的工作，工會可能需要重新開展組織工作，郤

又不能保證這一回將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種公然恐嚇的文化相當有效。可是，令人感

到意外的是工人們不斷的嘗試，和他們選舉的

獲勝率超過60%。這不僅是工人勇於面對障礙

的明證，更顯示出工會在美國的工作場所有繼

續存在的必要。然而，多年來工會選舉數目的

下降，清悉表明反工會業務和非法手段攻擊工

人的效應。超過半數以上從事非管理工作的美

國工人希望工作場所有工會代表，可是僅有

11%的工人獲得工會代表。	 

 

工運萎縮對勞動人民的意義	 

超過半數以上從事非管理工作的美

國工人希望工作場所有工會代表。	 



	   22	  

  

 

 

對工會的 
需要： 

現在比過去  

更重要 
 
 

	 

	 

因為工會萎縮，我國

的保障受到威脅。當

集體談判不但好像紙

上的國法，更被廣泛

地認為是工人和僱主

之間解決衝突的最佳

模式時，它具有平衡

收入分配的效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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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出現極貧窮或極富有的人，而大部分工薪家

庭不僅能夠過活，還可以期望超越他們父母的

經濟地位。	 
 
當集體談判失利時，一個不公平的經濟浮現。

僱主建議採用臨時工－沒有福利、沒有工作保

障、沒有受保障的退休－這是對每個工人期望

的準則（當然除了僱主自己之外）。企業享有

的權力增長至幾乎不受控制，甚至是在腐敗和

巨大的醜聞撼動了華爾街

之際，「人不為己」的心

態欣然受到當權者的鼓

勵。非工會工人被敦促嫉

妒工會的成員，惱恨他們

較高的工資、更好的福

利、和相比之下處於較富

裕的位置。	 

	 

隨著2007年的經濟崩潰和

大衰退，僱主和華爾街的

利益團體加強了他們的攻

擊，調動巨額現金進行反

工會的宣傳和支持願意建議法例打擊勞工權益

的政客。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導致幾個州的立

法機構減少或消除集體談判和工會代表的一些

權利。	 
 
如果企業的利益成功地完全癱瘓工會，我們預

期財富及政治權力將會更集中；這扭曲了民主

進程和撕裂把這個國家團結起來的社會結構。

假以時日，沒有集體談判帶來工人和僱主之間

的穩定性，我們的風險是1930年代新政以前國

內所見的社會動盪。	 

 
它不必是這樣的。縱觀歷史，工人們一直在努

力尋找他們作為公民，在工作場所應有的利益

而提出的有效發言權。而工人的言論，往往反

對資金雄厚、防止工人取得他們在社會上應有

地位的反動勢力。工人組織向來不斷經歷蓬勃

發展、陷入困境、並再次升起來。有些鬥爭，

好像八小時工作制一樣，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發

動。	 

 
近日，例如、多謝佔領華爾街運動，公眾對不

斷增長的經濟不平等和	 1%對99%的政治攻擊

等問題更醒覺。佔領運動刺激討論並促使工會

成員探討新動向，協助勞工採取更廣泛的社區

參與及數十年未見的直接行動策略回應敵人的

攻擊。	 
 
聯盟的優勢繼續為工人

帶來鼓舞，在組織工作

面對滿途障礙的今日，

工人依然走出來對不願

意支付合理工資的僱主

進行反擊。自2004年以

來，有接近17,000名

Cingular工人加入美國通

信工人	 (CWA)，在2007

年，有12,000名家庭托

兒工作員加入服務業僱

員國際工會。在2011年

夏季，全國各地機場45,000名運輸工作保安員

投票支持由美國政府僱員協會作為他們的代

表，並在隨著而來的一年贏得集體談判協議。 
 
工會工作場所較高的標準，和通過集體談判取

得公平、及解決衝突的開放守則，讓工人有重

要的替代方法，抗衡不公平的老闆。而工會的

價值觀，用口號總結：「對一人的傷害，就是

對所有人的傷害」，不斷激發工人，透過對團

結力量的信念，尋求生活的改善。	 

	 

對工會的需要：現在比過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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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業組織聯合會 (AFL-CIO) 

全國最大的工會聯盟，擁有50個全國性的組

織。包括州際的工會聯盟，和地區性的中央勞

工議會。www.aflcio.org	 
 

AFL-CIO法定選舉組別 
 

! A.	 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一個黑人貿易
工會成員組織，致力爭取族裔平等及經濟

公義。www.apri.org	 
	 

! AFL-CIO退伍軍人工聯會，由退伍軍人
工會領袖及成員組成的組織，倡導公共政

策，特別關注退伍軍人就業及醫療保健的

權益。	 

www.aflcio.org/About/Allied-

Organizations/AFL-CIO-Union-Veterans-

Council	 
	 

! 亞太裔美國勞工聯盟，一個與亞太裔合
作建立勞工運動的組織。	 www.apalanet.org	 

	 

! 黑人貿易工會會員聯盟，一個由黑人貿
易工會會員帶領的組織，致力建設全國運

動，爭取經濟、政治和社會公義。	 

www.cbtu.org	 
	 

! 勞工工會婦女聯會，全國唯一勞工工會
婦女組織。	 www.cluw.org	 

	 

! 猶太裔勞工委員會，致力尋求工會運動

與猶太裔社區的共識。	 www.jewishlabor.org	 
 

! 拉丁裔進步勞工議會，一個代表拉丁裔
工會成員及所有拉丁裔工人的組織，致力

尋求工作場所的公義。	 www.lclaa.org	 
	 

! Pride	 at	 Work，一個動員勞工運動與同性
戀社區互相支持，爭取社會及經濟正義的

組織。	 www.prideatwork.org	 
	 

革新取勝工聯會（Change to Win-CTW） 

全國第二大工會聯會，擁有四個全國性組織。	 

www.changetowin.org	 
	 

勞工部 (DOL) 
聯邦政府機構，負責監管與工作及就業有關的

統計數據搜集，和執行與工作環境及工會行政

有關的法例。州政府內亦可設置勞工部門。 
www.dol.gov 
 

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勞工部的分支，負責制定及執行工作場所的安

全及衛生標準。 www.osha.gov 
 

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 (NLRB) 
聯邦政府機構監管全國勞工關係法，及在私人

機構的工會組織及選舉活動，並對不公平的勞

工手法加以調查。大部分的州同時設有機構監

管公立部門的勞工關係。	 www.nlrb.gov 
	 

跨信仰工人正義聯盟（Interfaith Worker 
Justice) 
是一個致力動員有宗教信仰人士及有關工作倡

導員，在聯邦、州及地區層面支持經濟公義工

人權益。	 www.iwj.org	 
 

工作正義聯盟	 
一個集結地區聯盟的全國網絡，集勞工工會、

信仰團體、社區組織、及積極的學生分子等力

量，爭取工人權益。 www.jwj.org 
 

怎樣加入和組織工會	 
AFL-CIO（勞聯－產聯）備有資料或及鏈接，

提供加入及組織工會的信息。	 

www.aflcio.org/Learn-About-Unions/How-to-Join-

or-Form-a-Union 
 

資料訂閱	 
訂閱更多「工作、金錢和權力」	 

的副本，請往訪	 

laborcenter.berkeley.edu/publications	 

或致電	 510-642-0323	 聯絡	 
 

「工作、金錢和權力」注譯參考	 
參閱「工作、金錢和權力」注譯，請往訪：	 

laborcenter.berkeley.edu/publications	 

	 	 	 工作、金錢、和權力：在21世紀中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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