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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一、前言
本報告對中國社會人權的觀察，將把焦點放置在工作權，並把勞工人權做
為觀察的主體。因為，所謂的社會人權就是國家有義務維護一個足以讓人民改
善生活、實現自我的公平發展的環境。① 在社會人權中，最值得深入討論的是
工作權的問題。工作權，它不僅是獲取物質保障所需的權利，也是實現人的全
面發展所必須的權利。②
從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之間，中國經濟成長率迭創新高，與此同時，中
國勞工基本人權受到限制與打壓的情況也持續的惡化。總體而言，過去一年中
國的社會人權保障情況，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是政府在法律改革及行
政規範上做了大量的改革；第二是官方以及民間管道也大量揭露勞工人權遭受
踐踏的事實；第三是官方主管機構所公佈的各類涉及勞工人權的統計數字，常
常與官方媒體及其他民間所揭露的事實不相符合。因此形成一個極為諷刺的現
象，即中國政府領導人雖然關注社會人權問題，也是政治宣示、保障性的行政
命令、法律與規章出臺最多的時刻，卻也是受害者數量、受害範圍大幅曝光的
年代。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批准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禁止就業歧視的第111號公
約，並且在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提升職業安全監察機
構的地位、建立安全生產控制指標體系、推行安全生產許可證制度、推進官員
問責制度、開展職業病傷害專項整治等等，但是，其結果並沒有抑制重大安全
事故的發生和職業病的蔓延。勞工安全和衛生問題愈加嚴重。
中國工作權的各個項目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工人不能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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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或參加自己選擇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仍然是唯一合法的勞
工組織，它受共產黨控制並由一名黨的高級官員任主席。《工會法》賦予中華
全國總工會控制全國所有下屬工會組織，包括企業工會的建立、運作和活動的
權力。由於政府禁止獨立工會，工人沒有罷工權，工人伸張冤屈的能力非常有
限。
雖然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工會組織壟斷了工會活動，但隨著近年來
的經濟改革，工會對勞動場所的影響有所減弱。在為數千萬失去工作或在大規
模國有企業改造中工資福利被拖延或被削減的會員提供保護方面，以及勞工安
全和衛生惡化等問題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工會組織工會是相對無能
為力的，並且常常成為中國受害勞工指責的對象。

二、今年的焦點：勞工衛生和安全問題
（一）勞工衛生問題
2006年4月19日，中國衛生部、國際勞工組織（ILO）、中國勞動和社會保
障部在北京召開「第十屆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國際會議」。中國衛生部於會中
指出：「中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受到職業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
職業病範圍之大，連中國衛生部都承認「形勢十分嚴峻」。③
中國的職業病罹患種類以塵肺病患數量最多，達到全球塵肺病患者的半數
以上。中國衛生部表示，大陸自從上個世紀1950年代建立職業病報告制度以
來，光塵肺病患累積的案例就達五十八萬多，死亡案例有十四萬多個，而現有
塵肺病患者則有四十四萬多，每年新增的則有一萬多例。其他如職業中毒和生
產性農藥中毒的病人將近3萬個案例，中毒的死亡數約有1,500例。 中國衛生部
承認：「由於目前廠礦企業勞動者的體檢率低，報告不全，專家估計實際發病
要比報告的例數多十倍，塵肺實際發生的病例數不少於100萬例。」④
二億的職業病患者中，約有九成是農民工。新華網的報導指出，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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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由於這些農民工、
短期工沒享有醫療保險，也不懂相關的防範知識，於是成為職業病的高危險
群。《瞭望東方週刊》報導，根據統計資料，新發作的職業病病人多集中在三
資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個體礦山等四個領域。⑤
按照法令規定，每萬名勞動者要配3名職業病防治人員。但根據統計，即
使在地方財力較雄厚的深圳市，從事職業病防治監督工作的專門人員僅58名，
而該市暫住人口即超過千萬，對比正常比例3：10000，深圳才0.0058：10000。
而內地部分城市，對轄區內公司、企業的勞動安全監督甚至每6年才有一次，
等於完全無履行國家法規規定的監督責任。⑥
由於勞動保護條件惡劣，從業人員接塵患病的時間越來越短，最短的只有
兩年左右。各類職業中毒越來越嚴重，中毒患者死亡率由以往的15%以下攀升
到目前的20%以上。⑦ 中國實際接觸有害作業的人數、職業病患者累積數、死
亡人數和新發生病例，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為什麼中國職業病防治情形這麼惡劣，據中國官方專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職業衛生與中毒控制所李濤所長表示，目前有八大問題困擾中國職業病防
治工作：⑧
1. 用人單位職業病防治法律責任沒有落實。
2. 地方政府職業病監管不到位。
3. 部門之間長效協同工作機制不完善。
4. 監督與技術機構缺乏溝通與交流；資訊不暢、資訊不准，遲報、錯報、
漏報嚴重；監測資料客觀性、代表性不強。
5. 職業病危害監測資料難以反映實際情況。鄉鎮企業已經成為職業衛生監
測的空白區。
6. 職業衛生服務供需矛盾突出。體制改革後，職業病防治機構建設受到衝
擊。原職防機構大多一分為三，分別進入疾病控制、監督和綜合醫院
（職業病臨床部分），還有11家職業病防治院（所）獨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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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勞動用工管理和社會保障尚不完善。
8. 職業病關注重點與國外相比存在差距。譬如，我國職業病目錄與國外職
業病分類有所不同。
歸納起來，就是地方官員存在地主保護主義傾向，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無法
有效監管，企業還沒有依法建立預防和控制職業病危害制度，勞動雇工管理混
亂，及偷稅漏稅、無工商登記等非法生產行為大量存在。但是，忽視勞工的基
本權益，拒絕職工參與對職業安全衛生的監督和管理，是安全事故不斷，職業
頻發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防止和減少安全事故和職業病傷害的最有效的途
經之一是動員工人與工人組織的集體參與。

（二）勞工安全問題
在勞工安全的問題上，中國煤礦工人的人權最受矚目。中國是世界上最大
的煤炭生產國，卻也是高死亡人數國。2004年的每百萬噸死亡率為3.96，而美
國是0.039，印度0.42，俄羅斯0.34，南非0.13，中等發達國家一般為0.4。換言
之，中國每產一百萬噸煤發生的死亡率，是美國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所
以，以煤礦產量論，中國煤礦人均產煤僅及美國的2.2%，南非的8.1%。⑨
根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監督管理總局宣稱，2005年全國煤礦事故遇難5,986
人，同比下降0.7%。⑩ 但是，中國煤礦工人的死亡人數仍占全世界煤礦業死亡
人數的80%，而中國的煤炭生產量只占全球的35%。因此，這些數據清楚的說
明，中國政府當局過去一年來在保障煤礦工人安全的法律建設或是政策規定，
並沒有發生明顯效果。
中國政府當局自己承認，煤礦事故持續多發，主要是國家有關安全生產法
規和國務院制定的各項安全措施沒有真正落實，有些地方、部門和企業把安全
生產工作停留在文件上、會議上和口頭上；一些企業安全主體責任不到位，管
理鬆弛，違章指揮、違章作業和違反勞動紀律現象嚴重，安全隱患大量存在；
一些地方採礦秩序混亂，非法生產和違規生產現象嚴重，地方及企業安全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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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不利，安全執法不到位。⑪
更嚴重的是，中國原定於2008年前關閉將近5,000家不符合安全生產要求的
小煤礦，但是這一計劃的實施受到來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中央政府決定將關閉
整頓的期限延長到2010年。中國的小煤礦是產生事故最多的地方，也是礦工人
權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地方。但是因為小煤礦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是地方
官員和其特殊利益的來源，所以發生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地方特殊利益集團戰勝
了對人權的保障。⑫
國家安監總局公佈2006年1至6月全國安全生簡況：今年上半年，全國發生
特大事故53起，死亡854人；全國發生特別重大事故2起，死亡88人。具體情
況如下：特大事故情況，全國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3起，死亡854
人，同比減少5起、455人，分別下降8.6%和34.8%；特別重大事故情況：全國
發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別重大事故2起，死亡88人，同比減少5起、396人，
分別下降71.4%和81.8%。⑬
中國官方資料顯示了中國在安全生產方面的一些成就。但是，上述引用的
是官方的統計數據，在很多地區，特別在是交通與通訊不發達的邊遠地區，一
些企業，特別是中、小私營企業隱瞞安全事故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且，近年
來，由於地方政府和部分企業主之間特殊的利益關係，也由於中國政府施行因
重大事故而懲治相關官員的問責制度，地方政府慫恿，甚至幫助企業主隱瞞安
全事故的現象更有所發展。因此，上述統計數字的可信性是十分有限的。
對於企業隱瞞安全事故的現象，中國官方媒體即揭露數起事故。例如：
案例一：2006年5月18日，中國今年以來最大的一起煤礦事故發生在山西
省大同市新井煤礦，事故發生後，礦方向大同市安監局報告，井下被困人數為
5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到達礦難現場後，礦方才把初步
核實的被困礦工44人向上報告，此時距事故發生已經約40個小時，大大超過國
家規定的事故上報期限（3小時）。而被困礦工的數量、名單等情況仍在進一步
核實中。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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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2006年4月26日發生的河南省郟縣西井瓦斯爆炸事故，通報的傷
亡人數僅5死7傷，但是最新調查發現，當地已經確定這次事故至少造成10人死
亡18人受傷。⑮
案例三：2005年7月2日，山西忻州甯武縣賈家堡煤礦發生特別重大瓦斯爆
炸事故，死亡36人。甯武縣煤炭工業局局長與礦山救護隊負責人共同謀劃，並
得到甯武縣委副書記李天恩、副縣長李德生同意，謊報事故死亡19人，瞞報17
人，並將這17具遺體轉移到內蒙古等地。⑯
案例四：遼寧省鳳城市在2005年獲得國家級的表揚，但是，經媒體揭發：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2005年，就在這個城市 ，至少發生了二十餘起煤礦
安全事故，有可能被瞞報的遇難礦工高達33人」。在2005年，有多少礦難被瞞
報，地下還有多少遇難礦工，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⑰

三、迫害勞工及勞工維權事件
中國已經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其第8條規定，「人
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工會有權建立全國性的協會或聯
合會」、「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該公約還有「人人有權罷工」的規
定，根據這個國際公約的以上規定，中國應當修改現行的《工會法》、《制定
罷工自由法》等一系列有利於保障基本人權的法律、廢止與國際公約相抵觸的
法律條款。
可惜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並沒有這麼做。不僅於此，其工會法規定擁有25
名以上職工的企業應由職工選舉生工會委員會，但大多數情況下根本不存在。
無論是國有企業或地方監督部門，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容忍大量的「紙
上工會」存在，不少這種工會的主席就是經理本人，法定的勞動條件得不到保
障。更不可思議的是，官員甚至公開宣稱：「企業裁員50人以下可以單方面進
行，而不需報工會說明。」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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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1日，中國第一部對勞動合同進行規範的法律草案《勞動合
同法（草案）》（以下簡稱為「草案」）正式向社會公佈，徵求社會意見。但
是，這個法律不但不能限制資方，反而變相成為傷害勞工權益的惡法。 ⑲ 例
如，「草案」規定雇主必須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但是這條規定對雇主根本不
居約束力。因為在事實上即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完全可以按照「草案」第
32條規定，提前30天以書面形式通知工人解除合同，只要找到「草案」所規定
的藉口就可以。此即勞動者被證明不能勝任工作，或是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
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這些條文設計完全是為保護雇主的，按照「草
案」，雇主完全可以自說自話地解除合同。
「草案」第33條規定，需要裁減人員50人以上的，用人單位應當向本單位
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並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協商一致。然而，雇主裁
50個以下就可以「善意規避」了。
「草案」第16條規定，用人單位可以與知悉其商業秘密的勞動者在勞動合
同中約定，在勞動合同終止或者解除後的一定期限內，勞動者不得到生產與本
單位同類產品或者經營同類業務的有競爭關係的其他用人單位任職，也不得自
己開業生產或者經營與用人單位有競爭關係的同類產品或者業務。競業限制期
限不得超過2年。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有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同時與勞動者約
定在勞動合同終止或者解除時向勞動者支付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其數額不得
少於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的年工資收入。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向
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其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支付的競業限制經濟
補償的3倍。這條規定又是保障雇主條款。只要和勞工在合同中簽訂競業限制
條款，賠償金為勞工一年的工資。如果雇主要把勞工開除，只要給勞工一年的
工資賠償金就可，而勞工卻不能在兩年內找到相關工作，這麼一來，勞工就失
去了和雇主談條件的資本，要麼忍氣吞聲，要麼跳槽，條件是支付雇主9萬違
約金。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今年發佈了《2005中國工會維權藍皮書》，書中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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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令規章的建立及數據的方式，說明其保障工作權的成就。該報告指出，截
至2005年底，全國基層工會組織達到117.4萬個，覆蓋法人單位233.1萬個，全
國工會會員人數15,029.4萬人，分別比上年增長15.1％、20.5％、9.7％。同時，
全國已建工會的企業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5,771.4萬人；全國16個省區市建
立了工資支付保障制度，14個省區市建立了工資支付監控制度。⑳ 但是，大量
具體的事實證明，這個藍皮書更大部分是在進行「紙上維權」。
根據實地的訪查報告顯示，中國的大多數工人是來自內地農村的移民，他
們像住軍營一樣住在廠區內，住宿費從工資中扣除，每週工作可長達69小時，
中國的法定工作時間44小時，許多女工才35歲就被視太老而遭到解雇。雖然中
國人的勞動紀律無可比擬，但他們也會進行抗爭。來自中國的工會積極分子韓
東方報導說，義大利沙發工廠德科羅降低工人20%的工資，3名工人找5名經理
討說法，經理們二話不說就把工人打翻在地。官方的全國總工會不幹預這樣的
事件。韓東方的勞動觀察在香港幫助中國工人打官司，多次打贏，但這一百次
打贏的官司在中國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㉑
中國的工會並非對這些迫害勞工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全國總工會的《2005
中國工會維權藍皮書》並不正視這些事實，地方工會則幫忙隱瞞事實。河北省
總工會對全省各類企業2005年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情況進行了歷時4個月的專項
調查，結果觸目驚心，在所調查的1,021家企業中，42%的企業未執行最低工資
標準，76%的職工在節假日加班未享受到國家規定的加班工資。對此項調查，
河北省總工會稱「不宜在媒體上公開發表」。㉒
安徽省總工會在2006年，歷時半年、耗資20萬元左右的萬人評議活動。調
查的五十多萬群眾，以揭露一些行業存在的問題，表彰先進行業事蹟。但是，
主辦單位卻不願透露太多內容，只是同意公佈排名靠前、群眾滿意單位的名
單，而不願公佈群眾有意見的單位及他們存在哪些問題，理由是「這會影響安
徽省的投資環境」。㉓
現實生活中，工會對勞工維權的功能顯得極其微弱，尤其是面對企業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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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的侵犯職工利益的現象，工會本應理直氣壯地站出來，行使監督職權，
與企業和政府據理力爭，竭盡全力職工維權，但事實上做得卻令人失望。另一
方面，勞工受到人格與法律雙重歧視現象仍非常普遍。2006年6月7日，杭州蕭
山聯達傘面染整有限公司外來員工王建昌、劉元平因老闆拖欠工資，向勞動部
門申請仲裁，沒想到他們所在公司藉口他們「煽動停工、造成經濟損失」，向
當地警方報案。而當地警方竟在不調查瞭解的情況下，就以涉嫌「破壞生產經
營秩序罪」，亂用公共權力，違法將兩外來民工刑事拘留。更荒唐的是，勞動
仲裁部門也將勞動仲裁庭設進了派出所，讓兩民工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參加
庭審。㉔
2006年中國官方及企業直接對工人維權運動的迫害嚴重，據本報告統計，
從境外媒體批露的消息，勞工因為抗議薪資及福利問題而遭受到軍警逮捕或是
人身傷害就有廿案例，如附件：2006中國勞工維權事件表。當然，媒體公佈的
只是極少數個案，根據中國官方消息，2005年15人以上的群體事件就有87,000
宗，平均每天發生241宗群體事件。㉕
根據評估，中國工人現在的抗爭是非常分散的，雖然近年來發生近30,000
起與工人有關的群體性事件，但每一起事件都是具有明確利益訴求的，並不存
全國性的社會行動；另外，在這些具體事件中，工人們並沒有關於本階級的權
利意識和權利的表達話語。這兩點，就決定中國工人的抗爭行動很難成一個獨
立的工人運動。㉖
為什麼會有30,000起與工人有關的群體性事件發生？根據官方機構針對
未公佈地點的區域性調查，2005年有52%的農民工反映有時或部分被拖欠工
資。其次，工資水準偏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的農民工問題調查報告
顯示，月收入300到500塊錢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29.26%，500到800塊錢
占39.26%，也就是說800塊錢以下的農民工大概占到農民工總數的將近72%，
800塊錢以上的只占27%左右。占整個勞動大軍重要部分的製造業從業人員的
人均人工成本，從1998年到2003年年均遞增6.4%，而同期工業GDP年均遞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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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可見，人均人工成本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工業GDP的增長速度。中國
官方專家認為：「拖欠克扣勞動者工資以及人工成本水準偏低所帶來的重大負
面影響，就是明顯侵害了勞動者的權益。」㉗
事實上，中國的GDP增速雖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後
於這個幅度。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
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
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日本的二
十四分之一。在製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二十世紀1990年代才開
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㉘
而根據本文的統計案例來看，比較特殊的是第二個案例：唐曉冬，任職於
北京市的一家中日合資公司，2004年他擔任該公司的工會主席，結果為了爭取
職工爭權益，公司以嚴重失職為由將他解雇，他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訴，結果一
直到日前都沒有得到具體的答覆，這件個案雖然也在中國的媒體上報導，卻無
助於他的權益保障。
其次，本文所統計到的更多是因為薪資拖欠、福利待遇被縮減或取消，受
害勞工進行抗議或是罷工，結果與公安發生衝突，勞工與維權人士被暴力毆
打，或是被鎮壓及逮捕的事件。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目前已被判刑而關
在獄中的工運人士名單共有26人，而這26人都是因為涉及勞工維權，被政府當
局羅織莫需有的罪名入獄。中國當局應該儘速無罪釋放他們。

肆、小結
本文的研究證明瞭中國工作權的各個項目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
是工人不能自由地組織或參加自己選擇的工會。發生勞資爭議時，工人對單位
調解的公正性沒有多大信心。他們認為，在調解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工會傾向於
維護資方。工人們寧願選擇仲裁而非工作單位的調解，儘管工人常常對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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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功能持懷疑態度。
即使經濟特區亦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存在著省級和地方官員執法不力的
嚴重問題。對某些行業而言，經濟特區和中國東南部地區的工資標準一般比國
內其他地區高，因為這些地區吸引的大量投資對現有勞力產生了大量需求。但
是同樣的是，經濟特區的一些投資者得以同地方合夥人達成「私下」交易，從
而避開有關福利和超時補貼的勞工條例。在經濟特區內，某些外資企業中有中
華全國總工會所屬的工會，資方報告說與工會代表關係良好，這是中華全國總
工會不主張罷工和停工的原因。
因此，本文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建立由工人自行組織而獨立於政府之外的
工會，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否則中國社會人權將繼績的被踐踏，工作權的保
障無從談起。

©

200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32 《2006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06中國勞工維權事件表
日 期

人數方式

地點

抗爭原因

處 置 方 式

資料來源

2005.5

2004年7月有 煙台市 華美服侍公司 孔君、李信濤兩名 美國國務院
四十多名前往
破產後積欠兩 帶頭者被以擾亂秩 《2005各國人
市政府抗議和
年工資。
序遭到判刑。
權報告》
上訪。

2004.8

唐 曉 冬 解 雇 北京市 在瞭解工會存
案。
在目的後推行
維權反遭企業
解雇。

2005.6.14

上萬職工封住 阜新市 海州礦宣佈破 職工在6月13日曾 中國勞工通訊
阜新解放廣場
產後，安置基 一度上訪市政府，
四周道路。
金到位，卻遲 為獲得結果，故在
遲沒有發放給 6月14日採取更大
職工。
的封路行動。

2005.7.5

三百多名買斷 內蒙古 要求公司發還 包頭市公安局青西 中國勞工通訊
工齡和在職工 包頭市 1998年至1999 分局（廠公安處）
人北方重工業
年間拖欠工人 出動一百多名員警
集團責任有限
的工資。
驅趕工人，並導致
公司前抗議。
3名抗議工人受傷
住院。

2005.8.4

四十多位農民 陝西省 薪資遭到廠方 記者會9小時後， 大紀元
工召開討薪記 西安市 拖欠。
遭到三十多人持棍
者會。
高新區
棒暴力毆打，6人
受傷。

2005.8.12

重慶特鋼工人 四川省 特鋼企業惡性 一度由警方暴力驅 大紀元
罷 工 堵 路 抗 重慶市 倒閉，拖欠薪 散人群，後來9月
議。
資。
19日廠方答應開啟
談判，但又在10月
進行鎮壓，並逮捕
3名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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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方面希望雇主 多維網
與唐曉冬能達成調
解，但調解屢次失
敗，就解除勞動合
同是否合法，雙方
無法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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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人數方式

地點

抗爭原因

處 置 方 式

資料來源

2005.8.26

四百多村民在 廣東省 興寧礦災後， 和警方發生流血衝 香港文匯報
市政府前靜坐 梅州市 當 地 政 府 對 突，多人受傷，13
抗議。
煤礦實施一刀 人被收押。
切行動，使村
民失去經濟來
源。

2005.9.7

二十多位農民 湖北省 民供薪資遭承 發包方一百多人手 大紀元
工堵路阻攔施 武漢市 包商拖欠達一 持棍棒對農民工毆
工。
百六十多萬人 打，1名民工當場
民幣。
被打身亡，5名民
工重傷。

2005.9.29

2 0 0 名 工 人 走 廣州市 智業鞋廠拖欠 討薪者與員警發生 大紀元
上新廣從路九 白雲區 兩個月薪資引 激烈衝突，並怒砸
佛路口斷路攔 鍾落潭 發工人不滿。 警車。討薪者與與
車示威。
鎮
員警、保安發生激
烈爭執，最後多人
受傷並被逮捕。

2005.10.6

一千多名工人 四川省 政府承諾特鋼 2位工人代表和8位 大紀元
至 市 政 府 抗 重慶市 第 一 批 特 困 維權骨幹被抓。
議。
家庭的補助金
（至少2,000
塊）最後只給
了每戶1,000
元，並取消了
其他特困家庭
補助計畫。

2005.10.17 上百名工人前 廣東省 鵬城建築公司
往公司示威， 深圳市 由 國 營 轉 民
要求面見領
營，但發放給
導。
職工的賠償金
不足並取消一
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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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以領導不在為 大紀元
理由，拒絕工人代
表進入大樓，雙方
因此發生衝突，混
亂中多人被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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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人數方式

地點

抗爭原因

處 置 方 式

資料來源

2005.10.22 一百多名民工 山西省 施工公司因為 警方得知情況後前 香港文匯報
舉 條 幅 攔 路 運城市 工程質量不合 去制止時發生了衝
擋車抗議討工
標準，因此辭 突 ， 雙 方 互 有 動
資。
退這批民工， 手，部分民工受輕
但欠下七十多 傷，但沒有人因傷
萬民工工資。 送醫院救治。
2005.10.25 四百餘人開始 四川省 改制結束一個
在廠區罷工。 安縣 多月，補償費
和保險費一直
沒有兌現。

大約30-40個員警 中國勞工通訊
逮捕罷工民眾，一
百餘人到成都上
訪。

2005.10.31 近 6 , 0 0 0 人 進 安徽省 為了抗議企業
行全體罷工。 淮北市 自 1 9 9 5 年 至
今未漲一次工
資。

員警逾1,500人， 中國勞工通訊
截至11月5日傍
晚，在現場仍看到
大批員警在守侯，
公安局要求工人復
工，隨後工會亦勸
說工人復工。

2005.11.2

三千多名工人 廣東省 義資迪高樂公 原本不予理會的義 香港蘋果日報
到廠區抗議並 深圳市 司的企業被解 資廠方，眼見態勢
罷工。
雇工人回工廠 擴大，向被打傷工
要求工廠給解 人做出書面道歉和
雇證明，結果 醫藥賠償。
遭4-5名外籍
主管毆打，引
起工人不滿。

2005.11.2

四川安縣造紙 四川省 安縣造紙廠從 縣府派出40-50名 自由亞洲電台
廠 的 4 0 0 名 工 安縣 公 有 制 轉 為 警力鎮壓並逮捕罷
人在罷工一個
私有制，未按 工工人。
禮拜後有近百
規定給付該廠
人到省政府上
職工安置補償
訪。
費，及社會保
險費，引發抗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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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05.11.6

人數方式

地點

抗爭原因

處 置 方 式

資料來源

5 , 0 0 0 名 退 伍 廣東省 國有建築公司 警方在派員到場並 蘋果日報
解放軍轉業的 深圳市 轉民營過程中 對峙後，進行大規
工人堵路抗
未給付妥善的 模驅散並逮捕抗議
議。
福利補償引起 工人。
不滿。

2005.11.1-7 大批退伍轉業 廣東省 不滿企業二次 深圳市長許宗衡11 BCC中文網
國 企 職 工 及 深圳市 改制過程中的 月7日晚在深圳福
家屬的抗議事
一些做法，出 田區的一所學校裡
件。
現集體上訪、 會見了這些企業的
堵塞道路等過 負責人以及員工雙
激行為。
方，以處理調查組
安撫示威者。
2006.1.18

5,000-6,000千 四川省 三五四軍工廠 遭到一千三百多名 中國勞工通訊
名工人在工廠 成都市 面臨轉賣給私 警力鎮壓，抓走十
內抗議。
人，職工抗議 幾人，打傷五十多
廠方不發放安 人。
置金，使得職
工無法自行集
資。

2006.4.20

3 , 0 0 0 工 人 罷 湖北省 應城鹽礦場轉
工抗議。
應城市 賣 給 私 人 企
業，原有的醫
療保險等福利
保障被取消。

罷工一週後被迫復 大紀元
工，廠方口頭承諾
提高基本工資一兩
百人民幣，但仍可
能大量裁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作者：董立文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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