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勞工董事制度對企業勞資關係與勞工權益影響之探討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Worker Director of Corporate 

Board Institution on Employee-Employer Relations and 

Labor Rights in Enterprises 

 

 

 

 

指導教授：成之約 博士 

研究生：林奕君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 

 



 

 
 

謝詞 

 

    終於完成了此篇論文，到了感謝大家的時刻，也象徵著即將離開我的碩士

生涯，開啟新的里程碑，回想研究生這兩年半一路走來，雖然很累，但也充實

了不少，相信對於往後會有很大的收穫與幫助。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成之約教授，由於大學四年就讀勞工關係學

系，對於勞資關係領域就特別感興趣，也時刻關注勞資關係的議題，就讀研究

所時期，時常選修成之約教授的課程，接受其教導，因對勞資關係領域較有興

趣，希望論文題目能朝向勞資關係領域方面撰寫，因此選擇成之約教授為指導

教授，在選擇題目及撰寫論文期間，最害怕的是公司治理相關制度及美國勞工

董事相關文獻這兩個部分，前者是自己從未接觸過的領域，後者則是國內外較

少人研究且較難蒐集的文獻內容，深怕自己無法完成論文內容，但在撰寫論文

的這段時間裡，成之約教授不厭其煩的給予指導與建議，讓此篇論文能有更好

的呈現方式與內容分析。 

    感謝口試委員許雲翔、林國榮教授，在口試時給予此篇論文許多寶貴的建

議，尤其是對於我國目前家族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現況的補充，讓我有

不同的思考，補強對我國公司治理現況認識，提出能符合我國現況的勞工董事

制度建議，感謝老師們的建議讓論文更加完整。 

    感謝每位願意受訪的訪談者，給我這個機會可以訪談各位對勞工董事的想

法與意見，在訪談的過程中，還受到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及政治大學勞工研

究所的學長姐們的協助，感謝各位學長姐分享豐富的實務經驗，充實我的論文

內容與見解。 

    感謝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的同學們，洪冠宇、何漢麟、陳曼翎、張芳瑜、

王世明等同學，感謝優秀的冠宇在撰寫論文時給我許多建議與鼓勵，並督促我

的論文進度，一直以來都非常敬佩你的能力，將你視為一同前進的隊友，目標

是期待能如期完成論文，也感謝你願意在撰寫論文上給我一臂之力；感謝漢麟

協助我聯繫老師及論文口試，你雖然忙碌，但仍願意花時間與我討論論文上的

問題並給細心的予解答；感謝從大學到研究所的好朋友曼翎、芳瑜在我撰寫論

文時傾聽我的煩惱，化解我的憂鬱，陪伴我在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的每一天。 

    最後，特別感謝我的家人，爸爸、媽媽的體諒與支持，尤其是妹妹對於逐

字稿的協助，感謝他們耐心等待與包容，此篇論文是因為有他們的支持才得以

完成。 

     

 

 



 

I 
 

摘要 

    我國勞工董事的制度源於 2001年 5月施行的「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

項，規定國營事業中代表政府股份的董事應有工會推派之代表，2015年 3月，有部

分立法委員提案「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勞工董事：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7」，

2016年 3月，立法院財委會將審查證交法第 14條之 7修正案，要求增訂「勞工董

事」。儘管勞工董事制度率先於國營事業中實施，仍為我國產業民主之一大進步，我

國勞工董事制度已實施將近十六個年頭，究竟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情況如何?勞工

董事是否能加強公司治理，改善勞資關係?於上市公司設置勞工董事的是否為我國之

勞資期待?期望透過本研究了解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現況及其對勞資關係與勞動權

益之影響，研究問題為以下幾項: 

(一)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實施現況 

(二)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三)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對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的影響 

(四)對勞工董事制度普遍實施於上市公司之看法 

    藉由文獻分析及訪談結果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一)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依國民營企業及工會規範不同 

(二)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與勞工權益有正面影響，但仍有需要改善之處，

包括勞工董事比例過少、勞工董事素質參差不齊、爭取民股勞工董事日趨困

難、勞工不清楚勞工董事之作為等問題。 

(三)勞工董事制度實施至民營企業持支持態度，但仍有其實施困難，包括工會

組織率低、不利於企業經營、雇主觀念排斥等。 

(四)我國較不適合以德國模式立法強制設置勞工董事，應以美國模式透過工會

爭取勞工董事席次的方式以實踐產業民主 

    依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政府建議:持續宣導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觀念、落實勞資會議並積極推動勞

工參與制度、參加勞工董事教育訓練、持續推動勞資政三方對話機制、積極推

動上市上櫃公司勞工董事制度並鼓勵勞工籌組工會、定期評估勞工董事制度實

施之問題與效果、增加女性勞工董事之規定。 

(二)企業建議:教育主管認知促進勞資和諧、積極落實企業內部之勞工參與、讓

勞工參與企業經理部門之業務會報。 

(三)工會建議:定期公布勞工董事報告、避免勞工董事淪為工會派系的談判籌

碼、加強工會內部教育訓練、實踐董事諮詢委員會制度、民營企業工會的籌

組、積極爭取民股勞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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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壹、 研究背景 

    我國勞工董事的制度源於 2000 年 7月 19日修正公布，2001年 5月 1

日開始施行的「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國營事業中代表政

府股份的董事或理事應有工會推派之代表，此類勞工董事或理事比例且不

得低於五分之一席次，勞工董事條款的增訂實可謂台灣產業民主的一大突

破。 

    2015年 3月，有部分立法委員提案 ，「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勞工董事：

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7」，以保障勞工權益，落實分配正義。各工會

及社團亦組成台灣工會大聯盟，希冀透過工會組織與勞工集體力量的串

連，致力推動一系列有利於公司治理透明化、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性

革新，而聯盟成立後即首先宣示將以推動上市公司勞工董事制度之證券交

易修法作為首波推動目標。 

    2016年 3月，立法院財委會將審查證交法第 14條之 7修正案，要求

增訂「勞工董事」。金管會於 2015 年 6月調查證交所與櫃買中心 1531家上

市櫃公司設置勞工董事之意見，其中高達 76%公司反對設置勞工董事，認

為勞工董事僅具形式意義，實質效果有限，且恐造成經營困擾；此外，我

國上市櫃設有工會，占全體上市櫃 12.2%，在工會未普及之下，若由全體

員工直選勞工董事代表，在實務辦理上較為複雜，且勞工如何推派或選舉

具有公平性、代表性之董事，及相關紛爭處理機制都需要多加考量。 

貳、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於民國 2001年首度引進勞工董事制度，儘管勞工董事制度率先於

國營事業中實施，但仍為我國產業民主之一大進步，在我國，勞工董事制

度已實施將近 16個年頭，除了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制度外，少數的民營企

業在工會的努力下亦有此制度的存在。在 2016年立法院審查證交法第 14

條之 7修正案，要求增訂「勞工董事」法案，引發研究動機。 

    究竟我國實施將近十六年的勞工董事制度實施的情況如何?加上近年來

社會快速變遷、新的工作模式、新的工作職場、新的資訊傳遞方式導致貪

腐與經營失敗案件時有所聞，長期勞資資訊不對稱、不透明的公司治理機

制，造成勞資不信任與衝突，勞工董事的加入是否能加強公司治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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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近年來勞動意識提高，勞工開始關注自身勞動權益，並且積極投

入勞動參與，而企業為了增加企業形象，亦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讓企

業不僅只對股東負責，更應對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權益、社區參與、生態

環境等有所貢獻，於上市公司設置勞工董事的展望是否為我國勞資雙方期

待? 

    因此，期望透過本研究了解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現況及其對勞資關

係與勞動權益之影響，研究問題分為以下幾項: 

一、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實施現況 

二、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三、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對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的影響 

四、對勞工董事制度普遍實施於上市公司之看法 

    希望透過文獻蒐集與深入訪談，分析我國勞工董事對勞動權益貢獻、

勞工董事面臨的衝突困境、勞工董事制度與勞資關係的影響等，最後對勞

工董事制度的檢討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來探討勞工董事制度理

論與實施經驗之研究。 

壹、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指根據研究目的，透過文獻蒐集、分析與研究來提取所需

資料之方法，並對文現做客觀且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

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架構，而全面地、正確地

了解掌握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勞工董事制度的理論與實務經驗資料，蒐

集和本研究相關之專書、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會議文集、網路資訊等

資料，首先蒐集勞工董事制度的起源，了解勞工董事制度的理論基礎與意

義，藉由勞工董事制度起源之背景了解勞工董事應具備何種功能；另外，

蒐集德國、美國兩種不同勞工董事、公司治理制度之先進國家相關經驗，

了解勞工董事制度的現況與影響。本研究分別分析「勞工董事制度之理論

建構」及「國內外實施勞工董事制度之經驗」，以期在此基礎上探討勞工董

事制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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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由面談者使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是

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用來發覺受訪者基本的動機、信念、態度

等。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應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

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談論自己的意

見。 

    為何要利用深度訪談法來獲取資訊，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五、國內對於勞工董事制度之文獻探討甚少，希望藉由對企業與勞工董事

之深度訪談，了解我國實施勞工董事制度之經驗與待檢討之處。 

六、透過訪談可了解我國勞工董事制度的實務經驗，了解勞工董事、工會

及勞工對勞工董事制度運作的看法與意見。 

    本研究將根據文獻探討蒐集之資料，擬定訪談大綱，藉由深度訪談了

解我國勞工董事制度之經驗與意見，最後進行分析與建議。透過勞工的角

度，了解其對勞工董事之期待與感想，並且訪談勞工董事，了解其擔任勞

工董事的實務經驗、面臨的困難與維護勞工權益之實例；訪談工會，可了

解工會制定勞工董事推選制度設計及推派流程等，並了解工會與勞工董事

間的關係、運作與協助。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研究範圍國內的部份，限定在已實施勞工董事制

度之企業與勞工董事本身，國外的部份則限於德國與美國之勞工董事制

度。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勞工董事、工會及勞工，由於資方訪談邀約困難，

並未訪談資方，因此僅蒐集勞工董事、工會及勞工之意見，無法透過資方

的意見了解勞工董事制度對企業經營決策等影響；另外，本研究僅針對三

個較具有代表性之個案公司進行訪談，其中為中油、台電及擁有公股及民

股勞工董事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並未訪談我國目前實施勞工董事制度之

所有企業，因此無法完整反映我國勞工董事制度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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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壹、 研究流程 

一、確立研究主題與方向，並蒐集與閱讀與主題相關之相關文獻 

二、決定研究主題，形成研究動機、目的、問題與範圍 

三、廣泛蒐集國內外有關勞工董事制度相關文獻，並蒐集國內個案公司    

    之背景資料 

四、根據相關文獻編制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五、與個案公司之勞工董事、工會、勞工進行訪談 

六、依據訪談結果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歸納研究結果 

七、撰寫研究報告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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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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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工會 

訪談 

勞工 

資料整理與分析 

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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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章節安排 

    本研究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之背景與目的、研究方

法、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流程安排。 

    第二章說明勞工董事制度概論與影響，概述勞工董事制度的起源的核

心概念，進而說明勞工董事的意義，藉由勞工董事的勞工參與概念，及其

在公司治理的地位，說明勞工董事的角色與功能，最後說明勞工董事制度

對勞資關係和勞工權益之影響。 

    第三章說明德國、美國以及我國的勞工董事制度與影響，首先介紹實

施勞工董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德國，了解德國的勞工董監事制度規範及影

響，再介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美國的勞工董事制度，了解其透過工會爭

取的勞工董事及其影響，最後說明我國的勞工董事制度，整理我國勞工董

事制度的發展沿革、運作實況及未來政策動向，並整理相關文獻，了解我

國勞工董事制度之問題與影響，藉由德國、美國及我國之經驗，比較不同

國家的勞工董事制度的背景及影響。 

    第四章為訪談發現與分析，透過第三章德國、美國及我國之實務經

驗，整理勞工董事制度之影響及問題，整理出訪談大綱，向我國已實施勞

工董事制度之企業進行訪談，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為中油公司、台電公司及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針對其勞工董事、工會及勞工進行訪談，蒐集其對勞

工董事制度的運作實況及意見，並分析訪談結果。 

    第五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綜合上述介紹及分析後，作出總結，

從文獻探討及訪談分析中對於我國勞工董事制度之現況、勞工董事制度對

勞資關係的影響、勞工董事制度對勞工權益的影響、勞工董事制度之未來

發展作出結論，並針對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希望讓勞工董事制度更完善，

更能平衡勞資關係且維護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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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勞工董事制度及其影響 

第一節 勞工董事的起源與意義 

    勞工董事制度起源於德國產業民主模式，因此，要了解勞工董事之起源，

首先必須對產業民主與勞動參與的概念有一番認識，以下先分別說明產業民主

與勞動參與之概念、定義與理論基礎，說明兩者之關係與內涵，最後說明其與

勞工董事制度之關係，並由此說明勞工董事的意義。 

壹、 產業民主 

一、 產業民主的概念 

    產業民主可看作是民主運動的一環，民主運動分成以下幾個階

段，首先為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選舉官吏與民意代表的權利；接下來

則為社會民主，即不僅政治上要民主，社會生活也要民主化，而社會

生活的民主化，不外乎是生產與分配的民主。分配民主，即社會資源

的分配公平、民主化；而生產民主，即透過產業民主政策使人民能參

與工作管理與經營，即一般所稱之產業民主1。綜上所述，可知產業民

主源於政治民主，將民主政治所講求的平等、尊重、參與協調等民主

精神，引進勞資關係的互動中，強調勞工有權參與決策，使其在勞資

關係中受到與管理者相同的尊重，透過公平分配及充分參與，穩定勞

資關係、促進社會團結、維持社會安定。 

產業民主起源與近代歐陸，是把政治民主的觀念應用在企業經營

上，亦即讓勞動者直接或間接參與企業經營與管理的概念。產業民

主，是一種就業公民權的理想，其主張勞動者對工業或工商組織的經

營進行部分的或全部的參與，因此，產業民主及其他相關名詞通常具

有一些意識形態的涵義2。 

二、 產業民主的定義 

產業民主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學者衛博夫婦(Sidney Webb & 

Betrice Webb)於 1894年出版的《產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一書中，此文獻亦為文獻上最早以產業民主為名之完整著

                                                      
 
1 劉進興(1996)，從產業民主論勞資關係之新展望，月旦法學雜誌，14 期，頁 37。 
2 陳建良(2014)，產業民主及勞動參與的重要術語及其寓意，參考網址: 

http://cb.mol.gov.tw/Uploads/forumfiles/6/%E7%94%A2%E6%A5%AD%E6%B0%91%E4%B8%BB%E5%
8F%8A%E5%8B%9E%E5%B7%A5%E5%8F%83%E8%88%87%E7%9A%84%E6%A6%82%E5%BF%B5_%E9
%99%B3%E6%AD%A3%E8%89%AF.pdf，最後瀏覽日:2017/2/19。 

http://cb.mol.gov.tw/Uploads/forumfiles/6/%E7%94%A2%E6%A5%AD%E6%B0%91%E4%B8%BB%E5%8F%8A%E5%8B%9E%E5%B7%A5%E5%8F%83%E8%88%87%E7%9A%84%E6%A6%82%E5%BF%B5_%E9%99%B3%E6%AD%A3%E8%89%AF.pdf
http://cb.mol.gov.tw/Uploads/forumfiles/6/%E7%94%A2%E6%A5%AD%E6%B0%91%E4%B8%BB%E5%8F%8A%E5%8B%9E%E5%B7%A5%E5%8F%83%E8%88%87%E7%9A%84%E6%A6%82%E5%BF%B5_%E9%99%B3%E6%AD%A3%E8%89%AF.pdf
http://cb.mol.gov.tw/Uploads/forumfiles/6/%E7%94%A2%E6%A5%AD%E6%B0%91%E4%B8%BB%E5%8F%8A%E5%8B%9E%E5%B7%A5%E5%8F%83%E8%88%87%E7%9A%84%E6%A6%82%E5%BF%B5_%E9%99%B3%E6%AD%A3%E8%89%A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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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衛博夫婦所關心的即是如何在一個個人財產權與契約關係的法

律體系中，將工人自治(workers’self-government)納入其中。由於產業民

主為研究勞資關係的重要議題之一，加上其原先為一個意識形態、抽

象的名詞概念，因此國內外學者對於產業民主一詞之定義、內涵皆有

不同見解3。 

    國外方面，根據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之定義，所謂產業民主係指一種增進勞工參與管理決定之各項政

策或措施之總稱，旨在除去資方或管理人員專斷之管理方式，而代之

以讓勞工有機會表示意見或申訴，使勞工有權獲得資方或管理人員之

尊重等，在此理解下，產業民主有兩個內涵:一、透過勞資團體參與國

家社會及經濟政策的規劃形成，二、勞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4。 

    Pateman 在其著作之《參與和民主理論》一書中將產業民主定義為

「產業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團體，在制定計畫、政策或決策方面相互

影響之過程，這些決定則須限於足以影響決策制定者及其代表，因此

其重點在於它或多或少地對公認的權威性結構所作的修正行為。」5  

    Roberts 將產業民主定義為「在一個工廠或產業中，勞資雙方代表

透過某一程序或機制，共同處理工廠內基本問題的一種制度」6，而國

內學者衛民亦採此定義產業民主。 

    Hammer 則認為產業民主一詞所指的是勞工在受僱場所中，使勞工

或勞工代表有機會去影響組織決策之機制7。 

    勞資關係學者 Janet Williamson 則認為產業民主為勞工控制

(Worker’s Control)，亦即透過產業民主制度建立一個由全體勞工決定

生產之性質、方法與真正目的之經濟體系，因此需要所有勞工共同努

力，不論他們是屬於何種技術層級或是否為工會會員8。 

    在我國，產業民主並未有統一定義，亦未有明確的法律基礎公佈

於各勞動相關法令中，國內學者林大鈞指出，「產業民主」一詞，係由

英文（Industrial democracy）翻譯而來，就字面而言，本為「產業」

（Industry）與「民主」（Democracy）二詞組成，前者，係指個人所

從事的行業，其範圍包括：農、礦、工、商、服務等業；後者，則係

                                                      
 
3 衛民(1999)，台灣的產業民主:集體協商或勞工參與，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140。 
4 郭振昌(1996)，產業民主的理念、經驗與定位，勞工之友雜誌，第 543期，頁 6。 
5 Carole Pateman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8. 
6
 Roberts, Harold S. (1986), Roberts’Dictionary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286. 
7
 Hammer, Tove Helland (1988),“Industrial Democracy”,The IEBM Hand Book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143。 
8
 Hyman, Richard (1975). 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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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業勞資雙方應享之民主權利而言，包括：參與管理權、聽取企業

營運現況權及團體交涉權等9。 

    吳玉麟則指出產業民主有兩個主要概念，第一是組織的概念，即

企業組織權力結構由中央集權的集權制，演變為各單位分權的權責

制；第二是確定工人人格的概念，即是由原先將工人視為生產工具的

概念轉變為參與生產之共同工作者的概念10。簡言之，產業民主的意義

就是勞動者要求身為一個人所應得到之尊嚴及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權

利11。 

    黃北豪則以企業經營管理之結構切入，認為產業民主並非追求財

產上齊頭式的平等，而是探討企業經營理論，即企業在追求利潤過程

中之企業經營權上，來追求民主的可能，但企業的經營過程中有不同

層次，而企業的規模與型態及所屬產業皆不盡相同，產業民主之定義

與內涵也必須配合適時做不同層次的解釋12。 

    綜上，產業民主是將民主政治所講求的平等、尊重、參與協調等

民主精神，引進勞資關係的互動中，是在企業追求利潤過程中之「企

業經營權」上來「追求民主」的可能，著重於勞資雙方共同決策勞資

事務，將勞工以往的生產工具身分，轉變為可以共同決定事務、共同

討論、共同協商、共同解決、共同生產之共同工作者的角色。因此產

業民主的重點，在於它涉及對於公認的權威性結構所進行程度不一的

修正行為，而所謂公認的權威性結構，即是指管理者獨占決策制訂的

特權，一般員工無法參與決策或提供意見。 

三、 產業民主的分類 

    產業民主之類型及其涵蓋範圍因不同背景及國家的學者各有不同

詮釋的方式及分類，以下分別說明: 

    衛民認為產業民主的概念較廣，並將產業民主分為三種類型，分

別為集體協商、勞工參與和財務參與，集體協商為產業民主的傳統類

型，勞工參與為產業民主的新類型，財務參與則為產業民主的特別類

型
13
。 

    但也有學者認為勞工參與的概念較產業民主廣泛，如學者林文政

                                                      
 
9
林大鈞(1997)，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顧與展望（一），勞工之友，54期，頁 15。 
10
吳玉麟(2000)，民主主義勞資和諧原則實踐可能性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8卷，第

1 期，頁 76。 
11
沈宜鈴(2003)，我國與德國勞工董事制度之比較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6。 
12
黃北豪(1996)，產業民主結構性之探討，勞資關係論叢，第五期，頁 41。 

13
 同註 3，衛民，頁 14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3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oABpg/search?q=auc=%22%E6%B2%88%E5%AE%9C%E9%88%B4%22.&searchmode=basic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03949&type=AC&show_name=%e9%bb%83%e5%8c%97%e8%b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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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產業民主係指員工透過自己選出的代表參與管理決策，如團體協

商、共同決定，因此產業民主的概念只限於間接參與的型態，而勞工

參與包含了直接與間接參與14。 

    有學者將產業民主視為不同程度事項勞工參與制度，如韓志翔介

紹美國產業民主制度時則將其分為兩類，一類為勞工參與企業決策的

產業民主制度，包括工作場所建議性參與、工會集體協商和企業的決

策參與三個層次，另一類為勞工參與財務的產業民主制度，主要是生

產力分享、利潤分享和員工入股計畫15。 

    亦有學者將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視為同義詞，Sporre 在研究公部

門的產業民主時主張產業民主主要就是把民主帶入工廠的大門內，組

織民主、勞工參與、共同決定和產業民主可以同義的使用

(synonymously use the words)16。胡國堅也指出，工業民主是政治民主

的延伸，將政治領域中的民主、平等、參與的概念帶入工作場所，強

調每個受僱員工也有權參與和受尊重，從某個角度而言，工業民主乃

與勞工參與為同義詞，其主張貫穿各種產業民主制度的中心點，簡單

的說就是員工參與17。劉志鵬認為，產業民主為勞工參與企業經營，有

將其視為勞資協商或團體協商的一種，亦有將其直接定義為勞工參與

經營與管理的一種制度。 

    郭振昌歸納產業民主兩種內涵，第一透過勞資團體參與國家社會

及經濟政策之規劃與形成，此種可稱為巨觀的產業民主；第二，勞工

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即所謂企業內的產業民主，為微觀或個體觀的產

業民主18。 

    因此，產業民主及其他與之相關的名詞皆有不同分類方式，本研

究認為產業民主通常具有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含意，是將民主的觀念帶

入產業的勞資關係中，其為一個較抽象且涵蓋範圍較大的名詞，為一

個較廣泛的概念，並將勞工參與涵蓋其中，產業民主為勞工參與的上

位概念。 

 

 

 

 

                                                      
 
14
 林文政(1996)，勞工參與制度-以美國為例，勞資關係月刊，16卷，11 期，頁 6~7。 

15
 同註 11，沈宜鈴，頁 16。 

16
 同註 3，衛民，頁 146。 

17
 同註 11，沈宜鈴，頁 20。 

18
 同註 4，郭振昌，頁 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oABpg/search?q=auc=%22%E6%B2%88%E5%AE%9C%E9%88%B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oABpg/search?q=auc=%22%E6%B2%88%E5%AE%9C%E9%88%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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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勞工參與 

    勞工董事源於產業民主並屬於勞工參與的一種方式，以下詳細說明勞動

參與之定義與功能，並且說明其與勞工董事之關係。 

一、 勞工參與的定義 

    勞工參與(Workers participation)一詞並無一定的定義，Micheal 

Salamon 將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分為以下三種:第一種，勞工參與為一

種社會政治概念或是一個工業組織的哲學，在此一概念下他主要的內

涵是設立一個由員工自我管理的制度，組織的所有權分散在員工或國

家，而管理功能藉由員工選出的代表去執行；第二種，勞工參與只是

一種一般性的用詞，包括工人影響決策的各種制度，包括勞資協商、

提供諮詢、工人控制等；第三種，勞工參與是一種嚴謹的用詞，其強

調的是勞資雙方在決定政策的產出方面有相等之權利。依據以上三種

分類方式，Salamon 利用第三種嚴謹的勞工參與概念定義勞工參與為

一種組織管理的哲學或風格，它確認個別或集體勞工有其需求與權利

管理者共同參與組織決策，這是超越了通常由集體協商所涵蓋的範圍
19。 

    衛民將勞工參與簡單的定義為勞工加入企業政策的制度過程。陳

繼盛則說明勞工參與乃指勞工以勞工之地位而直接或間接地行使企業

經營之職權而言20。 

    林振裕認為勞工參與的意義旨在使勞動者得以勞動者身分直接或

間接行使企業經營之職權，使勞工對影響本身權益之各項企業決策有

參與之權，俾達成企業組織合理化、勞工待遇人性化之目標21。 

  綜上，勞工參與是指以提供雇主服務或勞務賺取工資或薪資的受

僱員工，獲准參與企業的經營，包括安全與衛生計畫、處理生產相關

問題或實質管理決策等，其重點在於勞工個人以其受僱者或勞工的身

份，積極參與減少生產成本、推動工作豐富化與工作擴大化、改善勞

雇溝通管道等企業管理目標的決策，使勞工能更了解企業經營方針與

企業福利，作為解決勞資問題的方法；而所謂產業民主，是指企業

中，參考政治民主程序，勞雇雙方選舉代表，建立一套解決企業基本

問題之程序，此程序排除雇主單方強制決策22。 

 

                                                      
 
19
 衛民(1999)，勞工參與論析(上)，台灣勞工，36 期，頁 19~20。 

20
 陳繼盛(1994)，勞工法論文集，頁 327。 

21
 林振裕(1999)，勞工參與制度與勞資關係，勞工之友，總號：577，頁 14。 

22
 多言(1996)，從勞工參與談我國工業民主立法，勞資關係月刊，16卷，11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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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參與的分類 

    勞工參與企業經營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不同學者依照不同的參與

程度與內容分類，以下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分別說明23: 

(一)依勞工個人參與程度分類 

1. 直接參與(Direct participation) 

直接參與是管理者所提供或推動的機會，藉此管理者支

持屬下的個別勞工或勞工組織針對當前的工作任務、工作組

織以及工作條件，在工作場所的決策制定的過程中有權參與

諮商或授權決定。 

2. 間接參與(Indirect participation) 

間接參與亦可稱為代表性參與(representative 

participation)，此類參與必須透過中介機制(intermediaries)的

居中代表參與，例如工會進行集體協商，或是透過歐洲流行

的員工代表會等，使勞工推選出員工代表，透過中間的機構

或組織，代表全體員工發出聲音、參與決策制定。 

(二)依參與企業經營的程度分類 

1. 獲得資訊(Information) 

    獲得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資訊，這是最低的層次也是最

基礎的勞工參與，雇主有需要向勞工報告企業經營與營運情

形之義務，勞工亦有獲得資訊的權利。而勞工獲得資訊包括

資訊的「質」與「量」的問題，還有獲取資訊的管道等，都

隨著企業的性質、管理者的態度與勞工要求的程度而不同。 

2. 諮商與協商(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第二個層次是諮商與協商，勞工對於企業經營有參與討

論、交換意見及提出意見的權利，利用企業設立的勞資諮商

機構進行勞資諮商與協商，勞雇雙方相互溝通與協商，但此

種諮商與建議對資方而言並無拘束力，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

資方與管理者，我國的勞資會議、有些國家的員工代表會即

屬於此一層次。 

 

                                                      
 
23
 楊通軒(2015)，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頁 521~522。 

  郭惠玲(1997)，產業民主制度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 兼簡介德國之制度，中興法學，43期， 

  頁 18。 

  金言譯(1984)，勞工參與之基本概念（上），勞工之友，總號：397，頁 12。 

林振裕(1998)，勞工參與與勞資關係，台灣勞工，22期，頁 100~107。 

  同註 3，衛民，頁 147~148。 

  同註 21，林振裕，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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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決定(Co-decision) 

    共同決定亦可稱為共同管理(co-management)，而共同決

定建構在勞工能完整獲得資訊，且能參與協商之上，因此第

三個層次。此種方式係指雇主之決策應得到勞工同意，使得

為之，勞工與雇主共同決策，勞工可利用參加董事會、組成

員工代表會及工作委員會等組織與資方共同決策，西歐國家

的勞動參與大多採與此模式。雖然此種勞動參與方式品質未

必最佳，但在執行時，卻是較能獲得勞資雙方之真誠合作。 

4.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第四種方式是自我管理，勞工可以直接參與企業管理與

決策權責的最高境界，此一階段勞工可自我管理勞動，勞工

可以選定管理機構的組成份子，各項活動之行方式皆須符合

民主程序，且必須由勞工們自己發動。最著名的例子為南斯

拉夫於 1950年該國通過立法，將公營企業的管理完全交給

勞工代表。 

(三)依參與事項分類 

1. 社會事項:係指企業內有關勞工福利及勞動條相關之事項，

例如工資、工時、休假、教育訓練、福利、解僱原則等問

題。 

2. 人事事項:係指企業內人事問題之決定，例如員工之僱用、

解僱、調職、升遷、人事評鑑等。 

3. 經濟事項:係指有關企業生產、財務及銷售問題，例如製造

方法、工作方法、產銷會議、品管計畫、財務決策、分紅入

股政策、企業改造等決定均屬之。 

(四)依參與層級分類 

1. 工作現場層級:此一層級為最基層之決策層級，其所為決定

多為如何完成日常之工作，例如工作分配、員工訓練、安全

與品質管理、工作場所之設計等。 

2. 部門層級:此一層級的決策與工頭、領班或生產經理級部門

主管職掌之項有關，其決策之執行之頻率為數週或數月不

等，通常決定資源分配、目標設定、效率評價、計畫與協調

等事項，其決策之範圍與事項一個企業的性質與規模不同，

也與該部門的自製程度相關。 

3. 廠場層級:通常此一層級之決策集中於公司層級之決策體系

中有關質性質之決策事項，通常關於組織區域以及資源控

制，其決策與執行所需時間為一年至二年不等，在廠場層級

負責決策之人為廠場經理，包括總經理與部門經理等，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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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項包含預算之資本支出、員工僱用與解僱、員工升遷、

生產線等事項。 

4. 企業層級:此一層級決定公司之決策，通常以董事會為決策

機關，其決策事項之範圍包括投資與合理化政策，薪資與市

場政策以及主要資本支出等，此種決策為長期性且具有廣泛

影響力的。企業層級的勞工參與有兩個重點，第一，企業層

次的勞工參與並無自己的機關，而是勞動者代表加入企業的

機關，如董事會與監事會；第二，企業層級的規範對象是整

體企業。 

    綜上所述，要說明勞工董事制度，依勞工個人參與程度分類是屬

於間接參與類型，透過勞工董事為代表參與企業決策；依參與企業經

營的程度分類，其是屬於共同決定的層次，與雇主共同決策企業經營

相關事項；依參與層級方面，其是屬於企業層級的勞工參與。而勞工

董事屬於企業層級的勞動參與，此點確定了企業的經營不應僅顧慮到

股東的利益，勞工也可在董事會中有效的為他們所關心的事共同決

策，參與企業的重要計畫或決策。 

參、 勞工董事的意義 

  廣義而言，勞工董事係指勞工以勞工或工會的身分進入董事會，享有與其

他董事相同之權利，參與企業決策，勞工董事因各國的產業民主及公司治理制

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定義與意義。 

  有些國家會基於法律實現勞工代表進入董事會之政策，即為勞工董事制

度，例如：德國、瑞典、丹麥、法國、愛爾蘭、挪威等24，以德國為例，其以法

律建構出勞工董監事制度，強制規定企業必須設置勞工董監事，德國礦鋼業共

同決定法規定，勞工除了可加入監事會成為勞工監事外，亦可經由監事會選任

而進入董事會（Vorstand）擔任勞工董事(Arbeitsdirektor)。就德國勞工董事之

定義，即是透過礦鋼業共同決定法規定，獲得監事會之勞工代表過半數同意，

由監事會任命進入董事會之勞工董事，負責處理人事和福利事項，與其他董事

享有共同權利義務，雇主不得以章程約定勞方放棄勞工董事之選任。在我國，

勞工董事制度的基礎為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所訂：「國營事業董事、監察

人或理、監事，不得兼任其他國營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理、監事。…代表政府

股份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該

工會推派之代表即所謂「勞工董事」。 

 

                                                      
 
24
 楊明峰(2003)，國營事業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氣氛之影響─以台電公司產業工會幹

部為例，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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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勞工董事的概念因各國之公司治理模式而有不同的職責與意義，例如德

國與我國之董事會概念不同，因為德國董事會之成員與是否持股無關，他其實

是由監事會任命，由各個類似經理人所組成之管理團隊，負責公司企業層級之

經營管理與決策制定的工作，故有學者將其譯為「管理委員會」25；因此，德國

之監事會有如美國、我國公司之董事會，其首要職責在推選企業經理人員，及

監督企業單位執行單位業務的進行，訂立企業的財經及其他政策計畫26。 

綜上所述，勞工董事之意義，即是落實產業民主，達成企業層次之勞工參

與，藉由賦予勞工參與公司組織經營與決策之機會，讓勞工有權在企業決策上

維護勞工權益、監督企業決策，以期減少勞資爭議，進而提高企業競爭力與生

產力。本研究對於勞工董事之定義係採廣義之勞工董事之定義，係以由勞工與

工會之身分，代表勞工與工會擔任董事，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經營決策，且於

後面章節分別討論德國、美國與我國之勞工董事制度。 

 

第二節 勞工董事的角色與功能 

    公司治理與產業民主是一體兩面的，前者注重經濟層面，後者注重政治層

面，無論為何，他們皆重視民意的精神。勞工董事基於落實產業民主概念，或

是基於強化公司治理的概念之下皆有其存在的角色與功能，使勞工參與存在於

董事會層級，其本身就存在著雙重價值，本節整理相關研究與文獻27，說明勞工

董事的角色與功能。 

壹、 勞工董事的功能 

一、 將民主的生活方式擴展延伸至工業領域 

    勞工董事基於產業民主的概念下，使勞動者參與企業決策，將政

治民主的原則運用在產業內，使勞工也能表達自身權益，使勞工得以

                                                      
 
25
 同註 13，衛民，頁 226。 

26
 張天開(1970)，各國勞資關係制度，頁 327。 

27朱言貴(2001)，勞工董事在企業營運中之角色定位，勞工之友雜誌社，595 期，頁 13~15。 

林振裕(1999)，勞工參與制度與勞資關係，勞工之友，總號：577，頁 14~18。 

陳美如(2006)，從公司治理論勞工董事之角色與功能，中國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73~77。 

蔡沛珊(2009)，從比較法觀點論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4~66、116~120。 

楊明峰(2003)，國營事業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氣氛之影響─以台電公司產業工會幹部

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5~116。 

Hammer, T. H.; Currall, S. C. and Stern, R. (1991)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Boards of Directors: A 

Study of Competing Rol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44 no.4.p.666. 

Benelli, G.; Loderer, C. and Lys, T. (1987). Labor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Policy-making Decisions: 

West Germany’s Experience with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ol.60, no.4, 55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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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之身分直接或間接參與企業經營，讓勞工在工作場所中也能有

民主經驗的體驗，以民主程序解決爭議，成就自由、民主、公正的企

業組織，強化產業民主。 

二、 促進公司治理的功能 

    公司治理系於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及美國安隆公司28、世界通

訊29等財務醜聞發生後，由於一連串公司的弊案、經營者的不當行為導

致股東、債權人、員工等利害關係人遭損害，造成國際社會的震撼與

關注，國際組織與學者專家開始倡導公司治理的概念，強調企業應強

化公司治理的紀律與效能，也加深各國對公司治理的重視。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討論如何使公司投資人以及利害

關係人都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以確保投資人及各利害關係人的信

任30，因此，透過勞工身分進入董事會中參與企業經營，有促進公司治

理的功能，可以建立有效公司治理架構的基礎、保障股東權益、公平

對待股東、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資訊揭露與透明度、董事會之責

任，以下分析勞工董事促進公司治理功能的原因31: 

(一)由於勞工身處於公司各階層，深諳公司各階層之實際運作狀況，

對於溝通、參與皆有其必要性。 

(二)勞工身處工作的第一線，且具有公司組織中的特定工作職責，每

一個單獨勞工對公司或公司生產產品之瞭解，可能僅屬片斷，在

特定片斷工作與工作環境中，可充分瞭解掌握類似食安、廢污水

                                                      
 
28 美國安隆公司弊案:這家位於休士頓的能源公司，在 2001年 10月時，還是一家每年營收達

千億美元、排名美國第七大的企業，而且還與美國現任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關

係良好。無論從財務表現上、政商關係上，安隆都是處於巔峰狀態的公司。然而，不到兩個月

後，安隆宣告破產，堪稱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企業崩盤；而安隆也自此成為貪婪與貪污腐敗的

同義辭，一系列企業崩盤風潮中最醜惡的濫觴，讓人們看清楚了企業為了攫取利益，可以如何

地玩弄會計和財務報表，並且從事許多不可思議又猖獗的違法行為，甚至不惜以員工的退休金

為代價。 
29
 世界通訊弊案: 2002 年 7月 21 日，年營收 300億美元、資產總額 1,040 億美元、全球員工 6

萬人的美國世界通訊集團（WorldCom Group）爆發會計弊案，世界通訊立即依據美國的破產法

提出破產保護申請。緊接著，WorldCom 集團將資產減值 820億美元，減值幅度超過其資產總值

的 75%；WorldCom 集團股票應聲劇跌，一度總價曾高達 1,800 億美元的股票幾成壁紙，1.7萬

名員工因而丟了飯碗，很多員工留在公司守著他們已毫無價值的退休金帳戶。WorldCom 集團宣

布破產，也危害到下游 2000 萬個零售商的服務，同時讓美國電信通訊網絡大亂，侵害 8000萬

個社會安全保戶，並危及美國聯邦航空協會（Federal Aviation Association)的空運控管系

統、美國國防部的管理網絡，以及 WorldCom對美國國會的遠距服務。在 1999 年至 2002年的四

年間，世界通訊集團一直誇大其稅前淨利，灌水的金額至少 70億美元，這項計畫性的會計弊

案，只以簡單的會計作帳手法，就創下歷史性的紀錄。 
30
 伍忠賢(2003)，公司治理的第一本書，頁 8。 

31
 設立勞工董事促進公司治理，台灣新社會智庫，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社會安全/6693-設立勞工董事促進公司治理，

最後瀏覽日:201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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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妥善處理等詳細細節資訊，有利公司推動 CSR。 

(三)勞工身處公司實際工作環境，知悉所有同僚對公司之感受，也知

悉若公司能夠增加那些勞工福利，或增加那些參與，可以讓公司

的目標更易達成。 

(四)勞資若產生糾紛，勞工在第一線最能夠見微知著，在問題尚未重

大發生前，有機會解決，並據此顯著降低公司勞資糾紛成本。 

三、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功能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廣義而言，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用合於社會道德的行為去進行營運，特別是指

企業的營運行動必須考量對所有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包括員工、顧

客、社區及環境等，不單是只對股東負責32。 

    隨著全球化、資訊技術革命的日益深化，企業對整體國家的國民

經濟、環境、勞工及人權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人們對企業在全

球經營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不絕，也因為金融危機等弊案影響

了股東的價值，上市公司治理無法有效管理與監督決策，影響了員工

權益，基於企業社會責任與強化公司治理，有越來越多聲音呼籲勞工

參與公司治理，以維護勞工權益與尊嚴。 

    因此，勞工董事制度開始普遍存在於歐洲許多國家的公司治理或

企業社會責任制度法規中，其認為金融危機已表示需要更強調利益關

係者參與公司治理，在歐洲迄今最常見的工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權利

即是工人在董事會的代表權，根據 2013年歐洲工會研究所(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的調查報告，歐洲至少有 19個國家要求企業必須

具備勞工(工會)代表董事，其中，法國、荷蘭、瑞典等 14個國家，甚

至允許勞工廣泛、深入參與企業董事會的運作，而勞工透過勞工董事

之身分進入董事會，即是公司基於企業社會責任下，在公司治理中加

入了勞工參與的機制，使勞工董事參與企業經營與決策33，以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重視員工利益，強調透明、尊重、責任的價值。 

四、 健全內部稽核、監察的功能 

    由於企業內部稽核制度會製作成書面數據資料給董會召開時發給

董事，勞工董事可先詢問相關經理、部門以了解狀況，在針對有疑問

的部分於董事會中提出，檢視報告後必須在董事會中簽定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已達公司治理內部稽核之要求。 

                                                      
 
32 李明機(2009)，簡析企業社會責任(CSR)之發展趨勢，證券櫃檯月刊，第 141期，頁 14。 
33 Aline Conchon (2013), Workers’ Voi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TUI 

report. 8. 



 

17 
 

 

    且董事會選出監察人監督企業業務的執行與營運，由於我國實施

雙軌制，監察人少有機會接觸企業業務之營運，往往無法監督企業實

際營運與決策的情形；而勞工董事由工會所推派，並列席董事會，是

以勞工董事在董事會討論議案時，能發揮監察人的功能以監督董事會

運作。 

五、 強化董事會職能的功能 

    董事會成員多由長官或高層遴派，在董事會中多半是董事長及經

理部門的決定，而決策權多集中於內部董事。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

後，由於勞工董事較其他官派董事了解企業實際經營運作狀況，因此

對議案表達意見或提出相異的看法，亦可針對經理部門之自行檢查結

果與檢核單位提出之檢核報告做檢討，另外，其可蒐集工會成員之建

議，由勞工董事於董事會中提案推行。 

六、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的功能 

    勞工董事屬勞工代表，則有利於勞資雙方的溝通，促進公司經營

績效。降低勞資雙方衝突的功能，在勞資雙方產生潤滑的效果；勞工

董事參與企業經營，可使勞工更深入、透明的了解企業資訊，可降低

勞資雙方的誤解，增強溝通，因此可減少勞工動輒罷工、抗爭的情

況，降低勞資衝突、促進勞資和諧。 

    且經相關研究分析發現，勞工董事制度運作滿意度與勞資關係氣

氛之間呈現顯著正向關係，可促進勞資關係氣氛之一體感、和諧性、

改進衝突性，因此勞工董事制度滿意度越高，其可促進勞資關係氣氛

和諧的程度越高，勞工董事與勞資關係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 

七、 保障勞工權益的功能 

    勞工董事為勞工、工會的代表，代表所有基層勞工，將基層實際

工作經驗與意見提供董事會參考，使經營決策至少不會遺漏基層勞工

的經驗，除了在公司決策上加入勞工意見外，亦可以勞工的角度出

發，提出增加勞工權益、工作條件、福利、利潤分享、相關設施、資

遣協助、退休福利等建議，使企業更加重視企業內的勞工權益，使勞

工權益的保障更加完善周全。 

八、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員工流動力的功能 

    在 Benelli 研究德國勞工董事經驗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報告

中，也說明了勞工董事制度會帶來良好的勞資關係，並可以提升生產

誘因、勞工的工作效率、勞動生產力，並可改善勞動產出的質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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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對勞工本身的工作情境與氣氛有正面影響，對企業生產經營、創

造利潤也有正面的影響。 

九、 促進勞工的滿意度和個人發展 

    勞工透過擔任勞工董事參與企業經營等相關活動，提高自我意

識，實現個人才華和發揮潛力，以實現願望或個人滿足等。在 Benelli

的報告中也確定了勞工董事可使勞工有自我發展(self-development)、自

我實現(self-esteem)的機會，更可使勞工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

才能，而只有當其的潛力充分發揮並表現出來時，才會感到最大的滿

足。 

貳、 勞工董事的角色 

    依照 Hammer，Currall 和 Stern 之研究，確定了三個關於勞工董事的角

色，首先，其本身為勞動力的角色，身為企業所僱用之勞工，為企業付出

勞力，領取工資；第二，其有著董事的角色，勞工董是為董事會的成員，

需負擔董事應負擔的職責與義務；第三，其有著勞工董事的角色，必須要

負擔身為勞工董事的角色，協調勞雇關係與維護勞動權益等34。分別以這三

個角色為核心發展出以下幾種勞工董事的角色: 

一、 公司治理的核心 

    董事會主要職權係執行公司業務經營，且監督經理人經營公司業

務，因此，董事為公司治理的核心，除了進行公司各項業務的經營決

策外，亦必須監督經理人之經營，其所負責之職責在於公司內部控制

的角色，必須監督公司經理人是否忠實執行其職務，因此勞工董事的

核心工作不在於事後的檢討與控制，而在於決策過程中的建議及監督

的角色，憑藉著內部控制的約束，控制經理人為商業判斷時充分考量

各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以公司利益為依歸，讓股東利益與員工利益

受公司經理人的重視，使公司能永續經營、時間多元化的公司治理。 

二、 監督者 

    勞工董事為董事會的一員，則必須監督董事會之業務執行，以維

護公司與股東利益。而在德國之公司治理架構採雙軌制，而共同決定

在企業層級上之展現則在勞工監事制度，雖然德國也有勞工董事的存

在，但基於專業分工的立場，其處理公司人事及社會相關事項，此勞

                                                      
 
34

 Hammer, T. H.; Currall, S. C. and Stern, R. (1991)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Boards of Directors: 

A Study of Competing Rol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44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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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董事人選並非由公司員工直接決定，類似於我國的經理人；因此德

國企業層級之共同決定制仍將焦點放在監督者、把關者之勞工監事

上，而非將員工得以直接選任勞工董事之方式參與企業經營。但監事

會在德國公司治理架構下主要扮演監督董事會日常職務之執行與公司

重大事項之決策，主要著重於企業經營者之內部制衡機制，其主要功

能則在監督董事會，使得勞工監事可推斷董事做商業決定時，是否考

量勞工利益，且其促成產業民主、公司治理亦有相當助益。 

    在我國，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的規範，而國營事業之一般董事是

由主管機關派任，本身並無實質股權，有些甚至有政治酬庸性質，且

其對公司營運情況並非非常了解，使其未發揮董事功能；因此，勞工

董事處於公司內部，對於公司營運情況都非常了解，對公司政策之執

行與承接較有責任感，甚至可確實了解公司業務執行運作之實況，使

其更能針對提出的意見，在議案的審核上扮演監督者的角色。 

三、 資訊揭露者 

    勞工董事即是以勞工身分參與董事會，企業內部董事的優點是較

外部董事了解公司制度與實況，更能提出符合公司特性的建議，勞工

董事不僅對議案有深處的見解，針對人事審議亦有更深入的了解。在

我國國營事業管理辦法規範，勞工董事係由企業組織之工會推派擔

任，具有勞動者身分，有別於外部董事，其更能了解企業各部門的運

作，甚至可精確的了解各個資料的實報，因此，勞工董事扮演著資訊

揭露著的角色。 

四、 協調利害關係者 

    勞工董事與之相關的角色有一般董事、工會、員工、經理部門主

管等，且其本身亦為勞工與董事或工會會員，因此勞工董事是相關利

害關係人之間的溝通橋樑。勞工董事在參加董事會前將先與工會理事

會或諮詢委員討論溝通，再將討論結果於董事會中提出，再與董事會

中之其他董事溝通討論，才會做成折衷的決定。勞工董事亦是與企業

員工溝通的橋樑，可直接回答同仁所提出之疑問，若有不明白之處也

可直接詢問部門經理尋求答案，回覆同仁，亦可向同仁說明公司決策

之理由，以達到上下互動融洽。 

    在我國勞工董事之任用在於工會，目的就是讓勞工董事並非依照

自由意志在董事會中發言，在各國營事業的勞工董事施行辦法中，列

明勞工董事須列席理事會、員工代表大會，同時要向理事會、代表大

會在董事會議結束後出報告決議事項，甚至做成書面報告以供查閱，

勞工董事為利害關係人的協調者，促進了公司治理重視利害關係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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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五、 勞工的代表人 

    勞工推選出勞工董事，主要是想施展其「代表性」的作用，所謂

代表性係指勞工董事能代表最大多數的勞工，即勞工之利益，仗義執

言、據理力爭，為勞工與工會爭取最大權益，透過勞工董事代表勞工

在董事會中參與決議，能讓勞工內心的吶喊在董事會中發揮應有的效

能。而實務上也發現，勞工希望透過勞工董事的角色，增加勞工對組

織決策的影響力，利用勞工董事為勞動者帶來利益，特別是看到董事

會作為組織中實際權力的位置，勞工董事亦有倡導勞動(labor 

advocacy)的功能，勞工董事將勞工的關切的事務納入董事會中討論，

將勞工問題納入董事會議事日程，並在這些衝突時爭論和投票支持勞

工權益或對管理層和股東的利益。 

六、 勞資利益的平衡者 

    勞工董事亦為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的裁判，而不是任何一個組織

的倡導者，他們一方面身為董事，須滿足董事所要求的法律責任和受

託責任，追求企業最大利益，並維持企業永續經營，一方面身為勞工

代表，必須兼顧勞工權益，為勞動者發聲；其一方面也有雇主期望勞

工董事的角色，一方面也有勞工期望的角色，因此當勞工董事在董事

會討論議案時，為勞資雙方之利益之平衡者。 

    綜上所述，在企業中強制設立勞工董事，勞工就能在董事會中扮

演一些功能與角色，將勞工或員工的意見，有效率且充分地向董事會

溝通，此外，設立勞工董事，將可加強勞工或員工在公司之參與，促

進公司目標之有效率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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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勞工董事制度與勞資關係和勞工權益 

壹、 勞工董事制度與勞資關係 

一、 勞資合作與勞工董事 

    綜合前述，勞資關係有合作與衝突之關係，而勞工董事是屬於企

業層級的勞工參與，使勞工代表進入企業之董事會參與企業經營決策

之方式，則是屬於「勞資合作」之關係，即是藉由勞工參與的方式，

從勞資合作到產業民主。事實上，勞資合作之勞資關係，即是勞資雙

方就職場內或企業內事務之合作關係而言，其主體並非工會，其關係

之內容並非勞動條件之形成，其效力亦非團體協約之締結；勞資合作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自由經濟國家中，雇主與工會皆有其特殊作

用，因此削弱了合作的行動，且雇主認為其有全權處理業務之當然權

力，集體協商已是其當然權力的一種讓步35。 

    勞資合作的核心問題即是經營權歸屬，產業主視其經營權為專屬

之權，既然社會承認私產，則私產當然包括所有權與經營權，然而在

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對於私產核心之所有權與經營權作重新的分

配，各國開始以某種程度實施勞工參與企業經營制度，其中以德國最

典型，以為產業民主制之代表，將經營權作為公共利益，透過半社會

化「公用徵收」的方式，從雇主獨享經營權轉變為勞資共享(圖一)36。 

                                                      
 
35
 黃越欽(2012)，勞動法新論，頁 351~352。 

36
同註 35，黃越欽，頁 3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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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經營權民主化之結構 

資料來源:黃越欽(2012)，勞動法新論，頁 355。 

 

    因此，勞工董事制度，即是勞資合作之勞資關係，讓雇主原本獨

享之經營權，轉變為勞資共享，讓勞工代表進入企業董事會中，共同

參與企業決策，處理經濟、社會、勞動等事務，而工會在勞資合作關

係中之角色，係支援但不介入，工會得選派代表成為勞方代表，但勞

方代表已融入企業組織內，與企業外的工會角色則不相同；正如德國

福斯汽車的勞工董事 Gerhard Kakalick 所說，是所謂的「合作性的克

服衝突」37，強調勞資的合作性，透過勞工參與的方式，將原本對立或

衝突之勞資關係，轉化成勞資合作，將勞工納入企業決策體系中，互

相溝通、決定事務與參與經營，使勞資雙方共同合作，以促進勞資關

係的和諧。 

 

 

 

 

 

 

                                                      
 
37
 勞動者雙月刊編輯部(2004)，勞工董事在台灣，參考網址: 

http://enews.url.com.tw/enews/28577，最後瀏覽日:20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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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勞工董事進入公司治理中，因其擁有參與企業經營決策、監督、

了解企業資訊等權利，可能會對勞資關係產生正面與負面之影響，以

下分別說明： 

(一)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的負面影響 

1. 資方反對工會爭取勞工董事席次：在產業民主中的權利分為

不同層面，包括資訊權、諮詢權、談判權、共同決定等，但

在董事會中的員工代表具有表決權議題尤為爭議，董事會中

的員工代表權之議題仍是一個激烈爭辯的話題，雖然勞工董

事制度普遍存在於歐陸國家的勞資關係系統中，但仍有雇主

或股東強烈反對此種勞工參與制度，其原因包括影響股東價

值、認為此制度並不會加強公司業績、影響公司競爭優勢等
38。在工會爭取勞工董事席次時，包括擴大現有勞工董事的權

利、民營化後的國營事業是否繼續維持勞工董事席次與表決

權，以及歐洲國家正在討論是否擴大範圍，將勞工董事權益

延伸至外國子公司員工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趨勢將會導致勞

資關係的緊張與衝突39。 

2. 推選勞工董事造成之勞資衝突：在我國工會推派勞工董事時

出現因不同系統的工會推派勞工董事人選而引發爭議事件40，

例如中華電信因未如期推派勞工董事人選而使中華電信公司

指派人選擔任，引發工會對企業的不滿，造成勞資衝突；以

及台電工會對於勞工董事名單有爭議而無法陳報，引發勞資

政三方在勞工董事運作上的問題與爭議41，造成勞資關係的不

穩定。 

3. 董事會議時的衝突：勞工董事不屬出資的股東，其代表的勞

工利益常與股東利益相對立，造成其它董事對其認同的問題

                                                      
 
38 Aline Conchon (2011), Board-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rights in Europe Facts and trends, 

ETUI aisbl, Brussels.p7.16-18.  

S Thomsen, C Rose, D Kronborg (2013). Emplyee representation and board siz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Conclusion, DBJ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1301, 24-25. 
39 同註 38，Aline Conchon，頁 18~21。 
40 消失的勞工董事 中華電員工嗆董座下台，參考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01/850840/，最後瀏覽日

2017/09/12。 
41 台電工會勞工董事人選爭議，引發台電工會、經濟部國營會、勞委會的爭議。 

台電工會理事長吳振台 被解職，參考網址: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

c4.htm，最後瀏覽日:2017/9/1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501/850840/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


 

24 
 

 

42
，尤其在勞工董事對於企業經營的議題上與公司董事的觀點

可能不同，包括獎金的分配、薪酬制度、人事政策等議題，

皆會影響公司董事會討論氣氛的和勞資和諧的程度，亦有研

究顯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導致太多無關緊要的問題、影響

有效的決策及使企業決策更加笨重43，若在董事會討論議案時

未達成共識，則會產生勞資關係的衝突。 

(二)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的正面影響 

1. 平衡勞資關係：勞工進入董事會，就可以透過勞工董事在公

司治理中發表勞工的聲音，與公司高層人員溝通44，因為長期

以來，公司治理一直以股東的利益為優先考量，而工人沒有

權利在公司治理中發表聲音，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認為應

該導正「長期的勞資資訊不對稱、不透明的公司治理機制」，

而在 Janet Williamson 的報告中，其認為公司治理是迫切的需

要改革，工人在董事會上的代表權是企業經營與經濟發展的

需要，也強調勞工董事可為勞工發出聲音(workers’ voi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以平衡勞資關係45；在我國亦認為勞工

董事能加強資訊透明化，也可因決策圈引入基層經營經驗，

降低音資訊不對稱、勞資權利不平衡所造成勞資不信任與衝

突，讓勞工有機會透過參與分享資訊，而進一步專業理性對

話46。 

2. 促進勞資雙贏：在 Lionel Fulton 針對歐洲公司治理與員工董

事會代表的研究顯示，在瑞典的研究結果中，近三分之二的

公司董事及總經理認為勞工董事在勞資合作關係上有積極正

                                                      
 
42
 劉士豪(2005)，勞工董事參與董事會之身份認同問題探討，94 年度勞工董事制度實務研習座

談會，參考網址: http://www.tpwu.org.tw/oil-workers/217-article-368/7880------------

---94---------------------------------------------------------.html，最後瀏覽

日:2017/09/12。 
43 Lionel Fulton (2007). The forgotten resour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mployee board-level 

representation: the situation in France, the Netherlands. Sweden and the UK, Hans-Böckler-

Stiftung.79. 
44 Adams, R. J. and Rummel, C. H. (1977).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 

Impact on the Worker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Trade Un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8, no. 1, 

11. 
45 Janet Williamson (2013). Workers on Board: The case for workers’ voi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enior Policy Officer, TUC.16-18. 
46
 台灣工會大聯盟陳情馬英九總統–上市公司應置勞工董事，參考網址：

http://www.tnu.org.tw/台灣工會大聯盟陳情馬英九總統-上市公司應置勞工/，最後瀏覽日：

2017/09/12。 

上市櫃公司 須設勞工董事，參考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5000034-260202，最後瀏覽日：

2017/09/12。 

http://www.tpwu.org.tw/oil-workers/217-article-368/7880---------------94---------------------------------------------------------.html
http://www.tpwu.org.tw/oil-workers/217-article-368/7880---------------94---------------------------------------------------------.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5000034-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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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貢獻
47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勞工董事因為有工作經驗，加

上他們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建立積極的關係，包括客戶、供應

商、社區等，因此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勞工董事

可以考慮到比股東代表更廣泛的利益，其不僅可以兼顧管理

階層、員工意見與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其決定對董事會決策

會更有幫助，利於企業管理，若運作良好，能為勞資雙方帶

來優勢48。 

3. 改善勞資關係氣氛：在 John T. Addison 和 Claus Schnabel 對

德國勞工董事之研究顯示，勞工董事有助於促進企業內部勞

資關係的合作與和諧，也有助於提高生產力與員工士氣49，亦

有報告顯示勞工董事的參與擴大了勞資雙方互相信任及互相

合作的程度50，另外在 Lionel Fulton 的研究中也顯示，勞工

董事是雇主與工會關係中的關鍵人物（the key figures in a 

whole range of employer-union relations），因為他們對公司及

員工的廣泛了解，使他們成為董事會中的重要資源，其決策

可影響公司內部勞資關係氣氛；另外，我國文獻方面也認為

勞工董事可以改善勞資關係，其確實有降低勞資雙方衝突、

減少勞資爭議的功能，在勞資雙方產生潤滑的效果51。 

貳、 勞工董事制度與勞工權益 

一、 勞工權益的新趨向-勞工參與 

    由於十八、十九世紀之憲法多僅注意政治上之自由、平等之保

障，忽略經濟上之自由、平等的保護，因此兩敗俱傷，二十世紀社會

福利家有鑑於此，從團體主觀念出發認為公益重於私益，團體重於個

人，為防止貧富懸殊，遂於憲法中明定對私有財產之公共義務，其具

                                                      
 
47 Lionel Fulton (2007). The forgotten resour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mployee board-level 

representation: the situation in France, the Netherlands. Sweden and the UK, Hans-Böckler-

Stiftung.78-79. 
48
  Adams, R. J. and Rummel, C. H. (1977).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 

Impact on the Worker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Trade Un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8, no. 1, 

17-18.  

 Bartel, R. D. (1981). Labor on Corporate Boards. Challenge, vol. 24, no. 3, 31. 

同註 47，Lionel Fulton，頁 77。 
49 Addison, John T.; Schnabel, Claus (2009), Worker Directors: A German Product that Didn’t Export, 

Diskussionspapiere Discussion Papers. 21-22. 
50 Adams, R. J. and Rummel, C. H. (1977).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 

Impact on the Worker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Trade Un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8, no. 1, 

21-22. 
51 同註 24，頁 18。 

  同註 1，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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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法為所有權社會化、經營權民主化，重新劃分與分配所有權與經

營權。其中，經營權民主化即是一種產業民主的概念，讓經營權有受

僱勞工參與之權力，使勞工有某種程度之參與經營，其中最著名的是

德國之產業民主制度52。 

    目前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這個問題，已獲得社會、文化和政治

方面的推動力，且勞工領袖們亦持續對此增加壓力，希望在企業決策

上有更多的參與和發言權，已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與經濟利益，因

此，勞工參與企業經營之權，已成為全球趨勢，從世界企業管理研究

會對於成百位的高級企業執行人所做的一項調查報告中得知，勞工直

接參與之概念，迄今已贏得世界各階層更多的支持，此舉可提高企業

生產力、工人亦可藉此獲得自發性的工作滿足、亦可解決集體協商無

法解決之問題53。 

    以往是透過國際組織及國家法律規範維護勞工權益，而勞工參與

亦開始成為了一種可以維護勞工權益的一種方式，且可消除勞資之間

的溝通隔膜、使勞工之利益與公司利益結合、促進勞資雙方密切合

作。透過勞工代表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經營與決策，使之在企業經

營中加入勞工意見、建構更好的制度規範以維護勞工權益，使企業不

再黑箱作業，尊重勞動人權與勞工權益。 

二、 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影響 

(一)完整的資訊權、諮詢權、決策權：勞工董事享有與一般董事相同

的職權與責任，包括監督經營績效、決定重大事項、主管之任免

權等，研究顯示勞工董事代表在理解管理決策上為工會成員爭取

諸多權益，例如提高企業財務資訊的透明度，以及獲得政策制定

的權力、監督公司治理，避免企業決策影響勞工權益，其成效包

括財務資訊的揭露、了解企業政策發展方向，可了解企業內部資

訊，避免企業內部的弊端而影響勞工權益；此外，勞工董事亦可

參與人事政策、薪酬政策等政策規劃，讓以往以資方片面制定之

規則能有勞工之意見，相對也較公正與公平
54
。 

(二)維護、爭取勞工權益：Hammer 在美國勞工董事成效之實證研究

結論說明到，不論勞工董事或工會成員都認為勞工董事最大職責

是維護全體勞工權益，而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影響有很多，包

括工作環境、勞工解僱權益、關閉工廠後勞工的失業補償、民營

化或併購後的勞工權益問題、拒絕新辦公室計畫、外包計畫中的

                                                      
 
52
 同註 35，黃越欽，頁 75~76。 

53
 伯齡(1978)，勞工權益的新趨向，勞工之友，第 325期，頁 17。 

54
 同註 24，楊明峰，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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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權益等，說服股東與董事會考量勞工利益，在企業決策下看

他是如何影響勞工和勞工生活，以確保勞工利益皆存在企業決策

中55；另外，勞工董事也會在董事會中從無到有的爭取勞工權

益，包括獎金分紅的分配、員工認股計畫、提高薪資水準、爭取

福利等56，在 Larry W. Hunter 的研究中也說明勞工董事讓董事會

中的決策上尊重員工權益，而非僅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在

維護員工權益上有很大的貢獻57。 

    但也有研究表示，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勞工董事的參與對勞

工權益有失調(disfuctional)的情形，其對於女性勞工、低技術工

人、外籍工人的權益保障不足，但目前已有逐漸進步的趨勢，尤

其德國工會也開始推動擴大女工及外籍工人的勞工董事及代表參

與人數，以消除性別與國籍歧視，維護整體勞工權益58。  

(三)改善勞工權益：在 Adams 和 Rummel 的研究中，對於德國勞工董

事制度的評價是良好的，認為此制度明顯的改善勞工地位，使之

在企業管理決策上也享有平等的地位，另外也讓德國公司的人事

部門及人力資源規劃的重要性大為提升，透過勞工董事的努力，

經常啟動有效和公平的人事政策，改善勞工權益59。 

 

 

 

 

 

 

 

 

 

 

 

 

                                                      
 
55
 Hammer, Tove Helland; Currall, S. C. and Stern, R. (1991).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Boards of 

Directors: A Study of Competing Rol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44 no.4, 661. 
同註 45，Janet Williamson，頁 17~18。 

Bartel, R. D. (1981). Labor on Corporate Boards. Challenge, vol. 24, no. 3, 30-31. 
56 同註 34，頁 661。 
57 Larry W. Hunter(1998),“Can Strategic Participation be Institutionalized? Union Representation on 

American Corporate Boards.”, ILR Review,Vol. 51, No. 4. pp. 576. 
58
 同註 50，Adams, R. J. and Rummel, C. H.，頁 16、21。 

59
 同註 50，Adams, R. J. and Rummel, C. H.，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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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透過本章了解勞工董事制度之起源，是源於產業民主概念下之勞工參與制

度。勞工董事制度是源自產業民主的概念，把政治民主帶入勞資關係中，將雇

主之經營權民主化，建立一個勞資共同決定、解決企業生產事務的程序與機

制，讓勞工或工會有企業層級的勞工參與，讓勞工以勞動者之身分進入企業董

事會中，參與企業經營與決策、共同合作之勞資關係。二十世紀，企業之發展

對整體社會與勞工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引發了企業社會責任浪潮，要求企業在

拓展業務、獲取利潤的同時，也應該注重利害關係人-勞工之權益，因此在企業

社會責任的觀念下，開始讓公司治理尊重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且開始強化勞工

之參與機制。 

    可知，勞工董事在產業民主、勞工參與之概念下，讓勞工進入企業董事會

中，其主要即是在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健全公司治理內部稽核

等功能，其角色在董事會成員與勞工代表人上則是較為重要，容易使勞工董事

面臨角色衝突之困難，本章整理了勞工董事之起源與意義，完整的說明勞工董

事的起源、角色與功能，並透過文獻蒐集，證明了勞工董事在勞資關係中有平

衡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和諧、改善勞資關係氣氛的功能，在勞工權益的部分則

有維護勞工權益、爭取勞工權益、改善勞工權益的功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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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與我國勞工董事制度探討 
    各國產業民主制度之實施皆各有其歷史成因與背景，而勞工董事制度在不

同歷史背景與文化思想上亦有不同，本章藉由德國、美國兩個先進國家，針對

其勞工董事制度做詳細的說明與問題分析，以對於我國勞工董事制度有所借

鏡。由於德國是發展產業民主最早且最成熟的國家，其對於勞資共治與勞資合

作的思想成熟，且建構了許多法制基礎，雖然德國主要是實施勞工監事制度，

但由於其公司治理架構與我國不同，德國之勞工監事之地位則類似我國勞工董

事，且其可指派勞工董事參與企業事務，因此德國為本文探討對象；另外，美

國為自由主義思想之國家，雖然較無勞資共治的概念，且未有明文強制設置勞

工董事之法律，但其工會較大且具有談判能力，對於勞工董事之發展有值得參

考之處。 

第一節 德國制度與影響 

  德國是推行勞工參與制度非常成功的國家，而德國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

即是利用企業層級下之共同決定，使勞工利用勞工代表進入企業監事會參與企

業經營與監督，以下整理德國共同決定制度之下的勞工董監事制度，並分析其

實施問題與影響。 

壹、 德國的勞工董監事制度 

一、 德國的公司治理架構 

    德國之公司治理架構係採雙軌制，雙軌制的公司治理架構，除了

認為股東為公司的所有人外，亦認為勞工亦屬於公司之所有人，而賦

予其對公司事務一定範圍之權能，使勞工能扮演監督者60，公司的權力

結構主要是監事會與董事會上下隸屬之監管關係(圖 3-1)，指揮與監

督完全分離之雙軌制度，設立董事會與監事會，董事會為公司之業務

執行機關，而監事會則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監督董事會之經營業

務。 

 

 

 

 

 

                                                      
 
60 劉連煜(1995)，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頁 124~125。 

陳彥良(2005)，德國公司治理概論—德國公司治理法典導論及內容，月旦民商法雜誌，總號：

9，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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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德國雙軌制之公司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劉連煜(1995)，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頁 125。 

 

    在論及德國企業層級之共同決定制度時，必須先針對德國企

業層級的組織結構進行了解，依德國股份有限公司法(簡稱 AktG)

之規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設有三個重要機構，包括股東會

(Hauptversammlung)、監事會(Aufsichtsrat)與董事會(Vorstand)，以

下分別概述三個法定機關之職權與組成方式。 

(一)股東會(Hauptversammlung) 

    股東是股份公司的出資人，是股份公司中持有股份的人，股

東是公司存在的基礎，是公司的核心要素，沒有股東，就不可能

有公司；股東組成股東會，其持有企業的權限包含了所有與企業

營運相關的重大決策，包括企業增資、減資、併購、盈餘分配、

公司解散、監事會成員之任免等，為企業權力的來源基礎。 

    德國股份法(Aktiengesetz)第 118條至 147條規範股東大會相

關權利事項，而在股份法第 118條規定:「若法律無其他規定，

股東在股東會上行使他們對公司事務的權利。」股東會的權利規

範於股份法第 119條，說明股東會對法律和章程所規定之特殊事

項作出決議:「(1)任命監事會成員，除了由員工選出的監事會成

員外。(2)結算盈餘的使用。(3)減免監事會成員和董事會的責

選舉 

(資本) 

股東 

(勞力) 

員工 

選舉 

監事會 

董事會 

主要經理人員 

上層公司

經理人 

擬定公司

策略 

指派 

公司之運作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4%BB%BD%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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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4)任命審計員。(5)修改章程。(6)募集資本和削減資本的

措施。(7)任命審查公司設立和業務經營過程的審計員。(8)解散

公司。」然而，股東大會一年僅召開一次，其對企業實質營運影

響十分有限，事實上，企業的權力運作機制往往落在實際從決策

的監事會中。 

(二)監事會(Aufsichtsrat) 

    在德國的企業監事會中，由德國股份法第 96、101條第一項

及共同決定法可知，股份有限公司之監事會成員可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是由股東大會選任出的代表資方的股東代表，另一方面則

是由員工或工會選出代表全體員工之員工代表；且依股份法第

105 條及 110條規定，監事原則上不得兼任公司之董事或經理

人。監事會主要功能在監督公司業務經營與管理，監事會的相關

規定規範於股份法第 95條至 117條，以下分別說明監事會之任

務與權力: 

1. 董事之任免權:依股份法第 84條規定，董事會成員由監視會

任命，任期不得超過五年，若有重要理由，監事會有權撤銷

董事會成員的任命和更換董事會主席，重要理由是指已違反

董事義務、沒有有效的業務執行能力、已喪失股東對他的信

任等事由。 

2. 監督業務之執行:依股份法第 111條規定，監事會應對業務

執行進行監督，其為公司之監督機關，其無公司之經營管理

權，其職權僅限於監督董事會業務之執行。 

3. 重大經營事項決策權:依股份法第 111條第 4 項規定:「公司

得依章程規定或監事會決議，規定某種業務只能在取得監事

會同意後才能執行。」例如對經理人控制權之授與、取得或

出售超過資本額百分之零點五之不動產、設置員工人數超過

20人之分支機構、銀行法所規定應經監事會同意之投資或授

信及超過資本額百分之一之投資等。 

4. 股東會召集權:依股份法第 111條第 3項規定，監事會得依

公司利益需要，召集股東大會，而一般簡單的決議僅需多數

通過即可。 

5. 查核權:股份法第 111 條第 2項規定，監事會得閱覽和檢查

公司的帳目、文件及財務物品，特別是公司的現金、有價證

券及商品之庫存。監事會也可為監察之目的而委託某監事會

成員或委託專家，進行查核。 

    然而，監事會主要之職權在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監事

會原則上不得指揮公司之經營決策，直接影響公司業務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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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貫徹企業經營與監督分離制度之目的。 

(三)董事會(Vorstand) 

    在股份法第 76條即說明董事會本身負責領導公司經營，其

為公司經營決策及業務執行機關，負責公司實際上的營運與管

理，屬於企業中最高層級之管理機構；董事之任免係由股份法第

84 條所規範，為監事會之權限，且當有若干人被選任為董事會成

員時，監事會得任命一命成員為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之相關規定

規範於股份法第 76條至 94 條，以下說明董事會之職權: 

1. 經營決策權:依股份法第 76條規範，董事會負責領導公司，

其為企業經營負獨立責任。並受有謀求企業之最佳利益之拘

束，且富有提升企業的延續性價值之義務，且董事會須制

定、發展企業策略，與監事會就此表決，並確保其履行61。 

2. 代表公司權限:依股份法第 78條第 1項規定，董事會在法院

內外代表公司；第 2 項規定，若董事會由若干成員組成，那

麼章程若無其他規定，全體董事會成員有權集體代表公司；

且第 3項規定，章程亦可規定董事會成員可授權代理人表公

司。 

3. 競業禁止義務:董事會成員為企業執行職務期間，有競業禁

止之義務，董事會之成員係被企業利益所拘束，沒有任何一

位董事會成員允許其追求個人利益，亦不允許其將企業之機

會為自己所利用。依股份法第 88條規定，未經監事會許

可，不允許董事會成員經商、在公司業務部門中為本人或他

人的利益從事經商活動，未經許可，亦不得擔任其他商業公

司的董事會成員或業務領導人或無限責任之股東。若任何一

位董事會成員有利益衝突應當即刻向監事會報告即告知董事

會其他成員，所有董事會成員即他們有密切關係之人或企業

交易，必須合乎部門中之通常標準，且重要交易須監事會同

意。 

4. 向監事會報告之義務:依股份法第 90條規定，董事會應就下

列事項向監事會報告: (1)企業計劃，包括金融、投資、人

事計畫，將其中預定之營業政策與其他原則性問題；(2)公

司的營利性；(3)業務之進展，包括銷售額、公司營運情

況；(4)可能對公司之營利性或償付能力具有重要意義之業

務；另外，對於其他重要事項，關於企業經營與可能對公司

狀況有重大影響之業務進程亦要向監事會報告。 

                                                      
 
61 陳彥良(2005)，德國公司治理概論—德國公司治理法典導論及內容，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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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層級的共同決定制 

    德國企業層次之勞工參與，即是共同決定制度，共同決定制

是指勞動者透過企業之勞工董監事，使勞工代表加入企業機關，

而具有企業層級政策決定之過程的發言權，德國之勞工參與企業

經營主要有三個法源基礎:第一，為 1951制定之礦鋼業共同決定

法(簡稱 MontMitbestG)；第二，為 1972年所制定之聯邦企業組

織法(簡稱 BetrVG)；第三，為 1976年制定之共同決定法(簡稱

MitbestG)。在德國，依企業所屬的產業與規模的不同，適用不同

的法律規範與共同決定模式，大概可分為以下三種模式62: 

(一)礦鋼勞資共決模式 

    礦鋼勞資共決模式是德國最早實施的一種企業共同決定制

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 1950年初期，正值歐洲進行戰後

重新改造之際，對鋼鐵產業產生的龐大需求，促使鋼鐵產業的工

會相較於其他產業工會，在為員工爭取較高層級的勞工參與具有

較強的協商地位，因此在勞工和工會的強大要求與壓力下，國會

首先在一九五一年通過「礦鋼業共同決定法」(簡稱

MontMitbestG) 63，即同意施行共同決定制，賦予勞工參與企業經

營管理之權，開啟了德國共同決定制的先河，而礦鋼勞資共決模

式則以礦鋼業共同決定法為核心。 

1. 監事會 

    依礦鋼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凡僱用超過一千人之煤礦

鋼鐵業之監事會中，其監事會應由三部分所組成，分別為

勞方代表、資方代表與中立第三者，監事會成員勞資方代

表席次相同，而中立第三者僅占一席，當勞資投票僵持不

下時可由其打破僵局。依礦鋼業共同決定法第 4條規定，

監事會基本上為 11 席，勞資方代表各 5席，中立第三人擔

任主席 1席；但若規模較大之企業，依其資本額可增加至

15席(逾兩千萬馬克)，或 21席(逾五千萬馬克)；且於第

5A條規定應有百分之三十之女性勞工監事。 

    若監事會為 11 席之組織，5席的勞方代表中，有 2席

必須由企業員工代表所佔有(工人與職員各一)，另外 3席

則由相關工會團體之總會向員工代表會推薦，因此監事會

成員中，資方部分將有股東代表及 1席其他代表，勞方部

                                                      
 
62 郭惠玲(1997)，產業民主制度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 兼簡介德國之制度，中興法學，43期，

頁 139。 
63 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簡稱 MontMitbes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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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有 1席工人、1 席職員、2席工會代表及 1席其他代表
64。而中立第三人則是於勞資雙方監事選出並組成監事會

後，由勞資監事均半數以上，且勞方代表包含勞工與職員

至少各 1名同意之情況選出，中立第三人於監事會決議

時，於勞資雙方陷入僵局時可打破僵局，因此其扮演之角

色非常重要，必須兼顧企業利益與勞工職員之權益。 

2. 勞工董事(Arbeitsdirektor) 

    1951年的礦鋼業共同決定法，還有一個重要的開創性

作法，就是勞工董事65的設置，勞工董事與其他董事一樣是

由監事會任命，但必須獲得監事會之勞工代表過半數同

意，由監事會之任命進入董事會；勞工董事和其他董事一

樣負有相同權利義務，除了典型的董事任務如財務、技

術、採購及販賣等之外，其負責執掌企業的人事和社會事

項，立即將已出現之人身及社會問題帶進企業之計劃中，

使社會計劃與技術的、商業的計劃平等地出現在企業的經

營決策中66。 

(二)簡式勞資共決模式 

    德國於 1952年制定企業組織法(簡稱 BetrVG)67，主要將共同

決定制度延伸至非礦鋼產業中，該法於 1972年經過修正，於

2004 年關於共同決定部分則由勞工參與三分之一監事會法(簡稱

DrittelbG)68取代。 

    1952年之企業組織法第 76條第 1項規定凡是五百人以上之

企業，其監事會中要有三分之一的勞方代表，勞方代表中由全體

合格選舉人選出，其中工人與職員至少各佔一名，而另外三分之

二為股東選任之資方代表69，其中若有過半數之女性員工，則需

至少一名女性勞工監事。1972年修正企業組織法，此次修法重點

                                                      
 
64 § 4 MontMitbestG 
65 德文之 Arbeitsdirektor 有學者譯為勞工董事(陳繼盛、楊通軒、劉士豪)、勞工經理(張天

開)、勞務董事(黃越欽)、勞工領導(吳光明)、員工事務董事(黃北豪)、勞務主任(郭玲惠)，本

文譯為「勞工董事」，因為其為勞工代表身分受監事會選任進入董事會，參與董事會相關決策之

董事。 
66
 同註 13，衛民，頁 227。 

  同註 62，郭惠玲，頁 141。 

  楊通軒(1997)，勞工參與企業經營在德國所引起之勞工法問題，法學叢刊，第 166 期，頁

54。 
67
 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簡稱 BetrVG) 

68
 Gesetz über die Drittelbeteiligung der Arbeitnehmer im Aufsichtsrat 

(Drittelbeteiligungsgesetz 簡稱 DrittelbG) 
69
 § 76 BetrVG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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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擴大適用範圍至所有企業，只要是企業員工數於五百人以

上、兩千人以下，且屬股份公司、有限公司或兩合公司之企業，

其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德國於 2004年 5月公布施行勞工參與三分之一監事會法(以

下簡稱三分之一法)，同年 7月取代以往適用 1952 年企業組織法

有關共同決定之規定。在三分之一法第四條中規定，企業之監事

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方代表，若只選舉 1名勞工監事，則必須

為企業所屬員工，若有兩名以上之勞工監事，其中必須有 1名工

人、1名為職員，若有 3名上的勞工監事，工會代表則可參加選

舉。勞工監事原則上由全體企業勞工以一般多數決直選出，候選

人需年滿十八歲，且以在企業工作一年以上，且勞工監事之性別

比例應與員工比例相當70。 

(三)非礦鋼勞資共決模式 

    德國於 1976年通過共同決定法(簡稱 MitbestG)71，此法規定

凡僱用員工兩千人以上之企業必須實施共同決定制度72，但排除

已適用礦鋼業共同決定法之企業，企業必須依共同決定法第七條

規定勞資雙方於監事會之席次；當員工人數為一萬人以下時，監

事會之勞資方代表各 6席，當員工人數為一萬人以上至兩萬人以

下時，勞資方代表則各八席；當員工人數超過兩萬人時，勞資方

代表則各 10席；且必須有百分之三十之女性勞工監事。 

    勞工監事中，若為 6 個席次，應有 4名勞工代表、2名工會

代表組成；若為 8個席次，則由 6名勞工代表、2名工會代表組

成；若為 10個席次，則由 7名勞工代表、3名工會代表組成。而

勞方席次之比例則依全體企業之勞工、職員與高層幹部之人數比

例決定，其中至少要有各 1名工人、職員與高層領導幹部。 

    共同決定法規範之重點在於保障勞工在監理會中之比例，只

要僱用人數超過兩千人之企業，監理會之成員應有 12至 20人，

且勞資雙方代表各為二分之一，且並無一位客觀之中立人，而在

實務運作上，資方的股東代表在勞資雙方陷入僵局時，擁有多一

票的決定優勢73。另外，在共同決定法第 33條亦有勞工董事之規

範，勞工董事由監事會三分之二同意後任命74。 

    綜合上述，依照三種法令規範形成的三種共同決定的模式，

                                                      
 
70
 § 4 DrittelbG 

71
 Mitbestimmungsgesetz(簡稱 MitbestG) 

72
 § 1 MitbestG 

73 
同註 13，衛民，頁 228。 

74 
§ 33 Mitbes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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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鋼勞資共決模式為勞工進入監事會的濫觴，利用對等同數的勞

資方監事委員，與 1名中立人擔任主席，監事會中的勞資力量相

等，且有勞工經理之設計，使之可了解企業之經營決策，可謂勞

工參與企業經營之權限最大之制度模式；而在簡式共決模式中，

監事會中之勞方代表僅佔三分之一，數量明顯少於資方代表，此

制度雖然將共同決定制度擴大至其他產業中，但無勞工董事之設

置，且勞方代表數量較少；另外，在非礦鋼勞資共決模式中，規

範大企業中之監事會之勞資代表為等數分配，但卻無法真正賦予

勞方與資方有同等之決策權，因勞方代表中必須有一名為行使管

理權限之高層幹部，其有利於雇主相關利益之決定，且當勞資雙

方陷入僵局時，股東代表之資方監事用有多投一票以打破僵局的

權利。而在德國共同決定制度的法律規範下，皆有納入勞工監事

之性別比率相關規範，使監事會中加入女性勞工監事，尊重女性

員工之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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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德國共同決定模式比較 

 礦鋼勞資共決模式 簡式勞資共決模式 非礦鋼勞資共

決模式 

適用法令 礦鋼業共同決定法

(MontMitbestG) 

企業組織法

(BetrVG) 

三分之一監事會法

(DrittelbG) 

共同決定法

(MitbestG) 

實施時間 1951年 1952年制定、1972

年修訂、2004年制

定三分之一法 

1976年 

適用企業 煤礦業、鋼鐵業 

1000人以上 

民營企業 

500~2000人 

民營企業 

2000人以上 

監事會席次分配

(資:勞) 

1:1 2:1 1:1 

勞工監事之成員 工人、職員、工會

代表 

工人、職員、工會

代表 

工會代表、工

人、職員、高

層領導幹部 

董事之性別比 30%之女性勞工監事 勞工監事之性別比

例與員工比例相當 

30%之女性勞

工監事 

監事會之主席 一位中立客觀人士

擔任 

股東監理委員擔任 由監理委員三

分之二同意 

勞工董事之選任 監事會同意且經勞

工監事半數同意後

任命 

無規定 監事會三分之

二同意任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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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德國制度的影響 

一、 德國共同決定制度之優點 

(一)完整的法制規範 

    由於德國全國性法律規章之傳統，制定相關法律，建構出勞

資共同決定的基礎，以 1951 年制定礦鋼業共同決定法、1952年

的企業組織法及 1976年的共同決定法等為基礎，並且透過不斷

的修法改善，使共同決定制度更加完善，不僅使勞工監事、勞工

董事有明確的法律基礎與定位，亦明確了其合法權限和責任範

圍，明確的規範勞工有共同決定權。 

 

(二)增加員工的信任，提升內部溝通 

    在 Adams 和 Rummel 研究中表示，德國的勞工董監事制度，

對於勞工最大的影響就是接收公司高層的訊息，並且可以透過董

事會代表向公司成員溝通，將可以克服經營資訊上之落差問題，

透過共同決定制的實施，當有不利員工的相關政策出現時，員工

得透過相關機制運作了解公司政策，並尋求最佳替代方案，使員

工相關權益之損害降到最低，且共同決定制度之機制所涵蓋的對

象，係企業內全體員工，並非特定對象，因此員工亦相當支持該

制度，且信任共同決定下的公司決策75。 

(三)促進勞資和諧 

    德國有關於共同決定之法律，包括共同決定法、礦鋼業共同

決定法、企業組織法與三分之一監事會法等規範，和三個機構，

包括員工代會、監事會與勞工董事等，這些規範與工會組織、團

體協約和企業協議相互搭配，若搭配得宜，即可產生勞資合作的

效果，因此使得勞資糾紛逐漸減少，此也是實施工業民主制度以

後應有的結果76。且透過國外研究發現，德國的共同決定制度可

創造和諧的勞資雙方關係，將可改善公司內部的溝通，進而使得

生產力提升77。 

(四)促進兩性平等 

                                                      
 
75 Adams, R. J. and Rummel, C. H. (1977).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 

Impact on the Worker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Trade Un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8, no. 1, 

11-12. 
76
 同註 26，張天開，頁 337。 

77
 Benelli, G.; Loderer, C. and Lys, T. (1987). Labor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Policy-making 

Decisions: West Germany’s Experience with Co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ol.60, no.4, 553-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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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德國女性難登企業上層階級，常在升遷時遭遇玻璃天花

板78，因此德國執政聯盟於 2014年推出新法案規定：大企業的董

監事會中，女性所佔比例必須達到 30%，該法案將於 2014年 12

月由聯邦國會投票通過，並於 2016年起執行79。根據這項新法案

的推動，德國兩千人以上之企業(依 MitbestG 規定)，從 2016年

起，女性董監事的比例必須達到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德國 3500

家擁有 500至 2000名員工的中型企業，則必須在 2015年公開其

所設定的管理層女性比例，並於 2017年公布其執行情況，且其

女性監事必須依企業內部性別比調整(依 DrittelbG 規定)。若企業

管理層的女性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則以後都不能低於此

比例，若暫時沒有合適的女性人選，則必須將女性董事的席位空

下來。  

    而德國在企業層級上讓女性參與決策，不僅是促進性別平

等，使進入職場的女性可打破性別刻板印象，除去性別上職業垂

直隔離的現象，讓女性可加入企業經營決策，讓女性可在管理階

層發揮其才能。且立法使大型企業落實女性董監事政策，亦可使

未上市之中小企業跟進，形成一個示範的效果，增加女性在管理

階層中發揮的機會。 

二、 德國共同決定制度之問題 

(一)監事會勞資代表權的不對等 

    德國的共同決定制度中，雖然已讓勞工進入監事會參與企業

經營，但於三分之一監事會法中的勞工監事只佔三分之一，鮮少

於資方監事的比例，且主席為股東監理委員擔任；而在共同決定

法中的勞工監事中，則必須要有高層領導幹部的代表，其為企業

高層領導幹部，有利於雇主相關利益之決定，就算在共同決定法

中之勞資監事席次相等，但最終關鍵性的一票仍掌握於資方手

中。綜上所述，儘管德國之共同決定制度有其成效，但監事會中

之勞資雙方的代表權仍有落差，使得勞工於監事會中無法發揮其

功能，最終只能妥協股東監事決定。 

(二)勞工董監事之角色定位與雙重忠誠的問題 

    勞工監事與勞工董事皆會面臨雙重忠誠(dual loylty)的矛盾

                                                      
 
78
 Philip Glouchevitch，朱家一譯(1995)，巨人再起 : 德國企業的興盛之道，頁 190。 

79
 德上市公司董監 女性須佔 3 成，參考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34234，最後瀏覽日:2017/4/6。 

德國明定公司監事女性保障名額，參考網

址:http://www.nownews.com/n/2014/11/27/1523628，最後瀏覽日:2017/4/6。 

歐盟各國修改法令促進女性決策地位，參考網

址:http://itriexpress.blogspot.tw/2012/09/blog-post_26.html，最後瀏覽日:2017/4/6。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3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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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由於監事會主要之功能在於選任董事會成員與監督董事會執行

之企業營運，而董事會則是要為企業謀求最大利益，做任何商業

決定時，必須考慮企業之利潤與未來發展。 

    勞工監事之角色問題，在於其執行監督企業營運之職責時，

由於其代表勞工加入監事會，在監督董事會質性業務時，除了兼

顧企業利益外，亦須考慮勞工利益，而不同利益團體選任的監

事，組成之監事會，將會有更多元化的監督面向，以調和群體間

的利益；同樣的，勞工董事也一樣，在執行公司業務時，亦應兼

顧企業利益與勞工之利益，其一方面為董監事會之成員，一方面

也為勞工的利益代理人。 

    既然勞工董監事為企業公司治理之一員，皆必須以公司全體

利益為依歸，由此看來，其負擔忠誠之義務對象應為公司才對，

但此結果似乎對工會、員工、勞工對其代表之期待並不一致，因

為他們希望透過勞方代表參與企業經營，以了解公司的重大決策

與經營策略，勞工期望勞工代表能充分表達員工利益，也希望充

分了解企業資訊，但勞工董事與監事對企業機密具有保密義務，

一旦外洩，危害企業甚鉅，但勞工代表在考量勞工相關權益時，

皆會與員工、工會接觸，一方面必須對企業忠誠，一方面必須因

為其代表的勞工、員工、工會等而有其角色與功能，使得勞工董

監事面臨了雙元忠誠的問題。 

(三)勞工代表參與監事會的功能有限 

    德國透過讓勞工代表在企業層級加入監事會，使得勞工在監

理會可以以同數代表或三分之一的數量與資方代表平起平坐，並

可監督企業經營，且選任董事會成員，看似勞方可積極參與企業

決策權而獲得充分的制衡力，乍看起來以為是強化勞工權力的大

膽措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Philip Glouchevitch 認為勞工監事的

設計只不過是一陣鼾聲而已，有幾項原因削弱了監事會的權利，

第一，因監事會之資方委員非常團結一致，且勞方代表之身分不

同，其代表之勞工群體之利益也不同，因此歧見較大；第二，監

事會裡的勞工代表顯得相當溫順，勞資雖然對立充斥，但多數的

決議在勞資方代表委員分組開會時已擬妥共識，很少在全體的監

事會議上提出不滿的意見；第三，雖然監事會的權力很大，因為

                                                      
 
80
 蔡沛珊(2009)，從比較法觀點論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75~77。 

同註 11，沈宜鈴，頁 53。 

Adams, R. J. and Rummel, C. H. (1977).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 

Impact on the Worker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Trade Un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8, no. 1, 

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oABpg/search?q=auc=%22%E6%B2%88%E5%AE%9C%E9%88%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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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董事會之上，可任免董事且監督董事執行公司經營，但實際

運作上，監事會每年才開四次會，而美國董事會平均每年開八次

會，且德國企業界偏愛交叉持股，監事會之成員可能身兼多家企

業之監事委員，他們通常僅將精力放在自己的企業上，對兼職不

具興趣也不投入81。 

(四)工會的權限反而受到限制 

    無論是礦鋼共同決定法、三分之一監事法或共同決定法，工

會代表皆有機會參與企業內勞工監事之選舉，代表工會會員進入

監事會，但由於勞工監事的選舉是透過民主程序，且並非均有工

會席次，使得工會之權限反而因這些法令而有所限制。而德國工

會對 1952年的企業組織法其實是抱著反對的態度，因工會深怕員

工代表會成為他在企業的競爭者，因德國的工會採自由入會制，

企業或廠場中的工人未必是工會會員，在德國共同決定制度下，

工會無法獲得全部席次，因此限制了工會參與企業經營的權限82。 

    但勞工參與制度不管以何種形式呈現，其實最大的特質是排

除工會角色，透過和平合作的模式與雇主共治，而工會主要之功

能在於與雇主之間團體協商及行使罷工已達其目的，勞工參與制

度本會對工會權利產生影響83。 

(五)影響企業決策，增加公司風險 

Gorton 與 Schmid 的實證研究顯示勞工董事的負面效應，在

勞工代表取得監察人席次後，因勞工的參與公司經營而影響公司

決策，導致公司原先之資源及風險的分配受影響，即公司的資產

報酬率、市值與資本報酬率會減少，德國企業為了讓員工一同享

有公司經營決策權，而保障其擔任監察人的席次，結果反使公司

採行較為保守之財務策略，提高財務槓桿比例，公司的風險亦隨

之增加84。 

 

 

 

 

 

                                                      
 
81
 同註 13，衛民，頁 234。 

Philip Glouchevitch，朱家一譯(1995)，巨人再起 : 德國企業的興盛之道，頁 168~170。 
82
 同註 11，沈宜鈴，頁 70~71。 

同註 62，郭惠玲，頁 18。 
83
 同註 13，衛民，頁 235~236。 

84
 Gorton, G. and Schmid, F. (2000). Class Structure inside the Firm, A Study of German 

Codetermin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oABpg/search?q=auc=%22%E6%B2%88%E5%AE%9C%E9%88%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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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制度與影響 

  美國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即是股東權至上，且董事會有極大的決策權

力，因此美國有獨立董事制度，利用外部董事進入董事會監督與決策，以平衡

公司治理，究竟勞工可否利用獨立董事之方式進入董事會參與決策與監督？美

國的工會實力強大，在勞工董事的發展下扮演著何種角色，以下整理美國獨立

董事制度與勞工董事制度，並分析其實施問題與影響。 

壹、 美國勞工參與企業經營之方式 

一、 美國的公司治理架構 

    美國的公司治理架構為單軌制，由單一的董事會執掌公司之營運

與監督，由董事會決定公司事務，是指揮與監督合一，公司組織配置

是以股東全體組成股東會，由股東選任公司董事，公司內部之業務執

行權與監督集中於董事會一身，一方面以合議制決定公司業務執行之

基本方針，一方面在董事會內部成立監察委員會監督公司業務之執

行；董事中的獨立董事需兼任特別專門委員會，包括審計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圖 3-2)。 

 

 

 

 

 

 

 

 

 

 

 

 

 

 

 

 

圖 3-2 英美一元制之公司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劉連煜(1995)，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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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採股東會中心主義，是以「公司股東利益」為重心，重視財

產權(property right)的觀念，其理念認為股東乃真正公司財產的擁有

者，亦是利益之最終享有者，因此股東會為公司之最高權力機關，自

應有法律上的權力以控制公司的行為，而董事會為公司代理人，主要

職責為選任經理人及公司重要幹部，並執行監督職責，以確保公司利

益不被經理人侵害。在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架構主要仍依據各州州法規

定，雖然各州規定不同，但總體結構上是相似的，依美國的公司治理

架構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機構，分別為股東會、董事會、各委員會，以

下分別說明: 

(一)股東會  

    股東為公司的所有人，其為公司經營權力之核心領域，由於

股權趨於分散，股東會藉由選任董事使之有管理公司權限且直接

執行公司業務，因此執行公司經營業務者為董事會，並非股東，

因此股東擁有監督角色，監督董事執行業務是否有侵害股東之權

益，且當董事有特定情狀時，得撤換董事。且股東對於公司的重

大決策有決策權，例如併購、出賣公司資產、解散公司及公司章

程修訂等。以下為股東會之主要職責與權限: 

1. 董事之任免權:股東按照公司章程規定或固定舉行股東大會

時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85，除非公司章程有特別規定董事任

期，否則董事任期通常為 2到 3年。股東擁有選任董事之

權利，且公司章程應載明股東有投票選任董事之權利，且

規定於有限理由之情況下股東會可解任董事，法律通常會

授權股東會對董事有理由或無理由之撤換權86。 

2. 選舉檢查員（Inspectors）:在國家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股

票，任何法人均可指定一名或多名檢查員監督在會議中行

事的股東，而股東可選舉出檢查員，檢查員應嚴格公正地

執行監察的職務並做成書面報告，按照檢查人員的能力盡

職盡責，其職責內容包括確認每股的數與投票權、確定出

席的股東及投票的有效性、統計所有票數與確定結果
87
。 

3. 否決權:公司法規認為某些企業經營決策上對股東的投資影

響重大，而應經過股東會決議同意，雖然各州法規範的多

樣性，但此種業務或交易觸動股東權益包括章程修訂、重

大性的合併、出售公司部分或全部之資產、解散公司等88，

                                                      
 
85 §7.01,§7.28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MBCA) 
86 §8.08 MBCA 
87
 §7.29 MBCA 

88 §11.04, §12.02, §14.02 M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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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交易已改變公司形式與影響公司重大利益，則須通過

股東會之決議批准。 

4. 查核權:為了平衡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利益，防止公司的經

營管理者利用股東授予的經營權力來追求其本人自身利

益，使經營者的追求目標偏離股東預期的目標，法律確立

了股東對公司事務進行干預的權力，來保護股東對公司的

終極控制權，以實現股東投資利益股東擁有公司資產，因

此使他們有需要擁有接近與使用公司帳冊及紀錄之權利。

此權利包括了股東對公司的會計賬簿、會計文書等相關的

會計原始憑證和文書、記錄等有進行查閱的權利。法律設

立股東查核權，是因為公司的財務會計報告是籠統、大概

地反映公司的經營管理情況，原始的會計賬簿更能夠充分

反映公司的經營管理事務發生的具體情況，股東要想獲取

更充分的公司經營管理信息就必須查閱公司的資訊。美國

模範公司法中規定，股東有權在股東大會上向董事會詢

問，任何股東一旦提出要求，公司業務執行人必須向其提

供公司事務情況並且允許查閱帳薄與文書記錄89；美國各州

基本上都制訂了關於股東查核權方面的成文法規則。 

(二)董事會 

    董事會之最大職責在於負責公司日常業務執行，董事會選出

高階經理人來執行公司業務，公司的董事會是公司投資人與經理

人之中介，以確保經理人為公司投資人之利益而經營，因此董事

會在公司治理中扮演著關鍵性的地位，同時有著經營與監督的功

能90。在美國法下，董事會權力獨大，除了公司章程規定保留於股

東會之權利外，其餘關於公司經營決策事項均由董事會或其授權

下行使，其責任包括下91: 

1. 執行公司業務運作和計畫。 

2. 處理公司面臨的危機，注意公司可能遭受的風險並加以揭

露。 

3. 注意高階經理人的業務執行與薪酬。 

4. 促進公司政策及業務符合法律道德行為規範。 

5. 編制公司財務報表。 

6. 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7. 提供適當且及時的資訊給董事。 

                                                      
 
89
 §7.02, §16.01, §16.02, §16.03 MBCA 

90
 余雪明(2002)，臺灣新公司法與獨立董事(上)，萬國法律雜誌社，總號：123，頁 64。 

91
 §8.01(c) M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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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組成董事會及委員會，同時考慮獨立董事的重要角色。 

    而董事之資格則依公司章程或公司內部細則規定，除非公

司章程或內部細則有所限制，則董事不必居住在該州亦不必為

該公司之股東92。 

(三)各委員會 

    董事會主要職權為監督經理人經營公司業務，但董事若兼任

公司經理人或相關內部人士，則會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因此，

在美國法上，係由獨立董事解決此方面的問題，另外，在董事會

下設置不同功能的委員會，代替董事會行使各項職權，而獨立董

事與委員會之結合，即為美國公司治理的特色，依模範公司法第

八．二五條規範，除非公司章程或細則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設

立一個或多個委員會，並任命一名獲多名董事任職於委員會，美

國的公司治理中通常設有以下幾種委員會93: 

1.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執行委員會的功能有三，

第一，在無法讓全體董事齊聚一堂時，執行委員會可以先充

當董事會之備用機制，除其他標準外，隨傳隨到事其成員選

任的標準；第二，執行委員會可能包含其他委員會的主席，

亦可作為協調委員會的機制；第三，當董事會過於龐大以致

無法因應經常開會時，可再向全體董事提出議題前，先於資

深董事組成之執行委員會提出。 

2. 薪酬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此委員會事在處理高階

經理人、高階主管之薪資報酬，人力資源的高層主管提供人

力支援，位元會則聘請外部薪酬顧問，因此該委員會包含外

部董事；在某些公司，退休投資的管理也是薪酬委員會負

責，薪酬委員會為依任意性機制，但越來越多企業採用94。 

3. 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審計委員會非常重要，其主要

功能為協助董事會完成監督之責，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

要求上市公司必須要有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獨立」

不僅意味著成員不可為管理階層，且不得為管理階層之近

親、或與管理階層業務往來密切、或過去五年內擔任過管理

階層者。審計委員與外部稽核公司密切合作，通常每季和對

方代表開會，審核每季所需繳交給證券委員會的報表。審計

                                                      
 
92
 §8.02 MBCA 

93
易明秋(2003)，公司治理，頁 35、48~51。 

John L. Colley, Jr.等著;許文西編譯(2012)，公司治理:全面性觀點，，頁 69~72。 

參 NASDAQ 上市公司高階經理人報酬之決定原則。 
94
 根據統計至 2000 年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有設置報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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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功能為了解財務報表之內容、財務控制與監管、監

督是否遵守法令及公司行為準則與監控程序等。 

4. 提名和治理委會(nomination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提名

委員會有的稱之為公司治理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必須全部為

獨立董事，其主要工作是提名下屆董事候選人，或董事會有

名額出缺時，提名委員會須尋找並招募新成員，人力支援由

執行長提供，在許多公司中，該委員會已開始管理董事會成

員與董事會整體的評估過程。近年來許多美國企業遭遇國內

外極大的競爭壓力，CEO 若不能迅速提升公司獲利，董事會

受到市場壓力時，不得不撤換 CEO，此時提名委員會就負起

尋找適當人選的責任，而向董事會提名。  

5. 其他常設委員會:有些公司會設置策略或規劃委員會，有些公

司則由財務委員會管理資本結構和相關財務工具，有些公司

則設有環境委員會。 

6. 特殊委員會:董事會可不時指派特殊委員會處理特殊議題，特

殊委員會被指定針對公司所面對的新議題或其他常設委員會

無法涵蓋的緊急議題加以研究並報告，這類委員會通常會在

任務完成後解散。 

二、 勞工成為董事的方式 

    在美國，無法像德國法明文規定勞工董監事般，使勞工進入企業

董監事會中，因此，勞工董事在美國公司是較為少見且較新的發展

(recent development)95，固然員工事公司契約網絡中的一個重要因子，

但不論是法律或是實務上員工都極少成為公司治理機制的一環，在美

式的勞資關係中，勞工權益多由強化工會實力、團體協約的權利保障

著手，而政府則從社會安全、失業救濟等補強來關心勞工權益，且獨

立董事制度雖可兼顧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但並非聚焦於勞工權益上96。

美國的勞工董事是自願計劃(voluntary plan)，並未強制規定，通常是

由於工會在集體談判中取得的特許權或員工購買公司股票而使勞工有

機會成為勞工董事97，因此勞工進入董事會中是少見的，但實務上，仍

有勞工進入企業的董事會中的實例，以下分別介紹兩種勞工進入董事

                                                      
 
95同註 34，Hammer，頁 661。 

  林文政(1996)，我們從美國勞工參與的經驗中學習什麼，勞資關係月刊，第 168期，頁 31。 
96
同註 93，易明秋，頁 168~169。 

97
 同註 34，Hammer，頁 661。 

原文“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is a relatively recent 

development and has usually resulted from employee purchase of company stock or union concessions 

dur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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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方式: 

(一)工會提名進入董事會 

    雖然勞工董事在美國經驗較少，但實務上仍有實例，在美

國，工會是支撐勞工代表進入董事會的主要力量，工會透過集體

談判中與團體協約的簽訂取得了勞工董事席位特許權。美國工會

組織與我國不同，不受產業、區域的限制，其傾向跨區域或全國

性的綜合性工會，因此美國工會不限於特定職業之勞動者，而係

包含不同之相關職業或相關技能之勞工98，工會的力量強大，在工

會與雇主的團體協商中，工會領導人同意接受以股權作為談判交

換的一部分99，工會領導人將董事席位寫入員工股權計劃

（ESOP）或集體談判的團體協約中，獲得公司董事會的席位100，

開始出現了工會代表的董事，即勞工董事(worker director)。 

    勞工董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101主

席 Douglas Fraser 在 1979 年當選 Chrysler 董事會董事，成為美國

第一位進入重要公司董事會擔任董事的勞工領袖，其於 1979年在

公司的破產危機時，他動員了 UAW 成員並大舉遊說國會，說服

政府提供 12億美元的聯邦擔保貸款，使公司避免破產，且說服工

會成員，需要進行較大的讓步才能挽救公司，此案例證明了勞工

董事代表首要功能在於提高勞工接近資訊，並可使公司面臨財務

危機時，站在適當的立場判斷並擔任溝通者的角色解決企業困

難。 

    Larry W. Hunter 研究了美國工會在 1980年代爭取美國公司董

事會代表的經驗，在 1980 年代的美國工會，以建立董事會代表為

工會談判策略之一，在團體協商中，工會積極爭取「工會提名的

董事102」作為與雇主交易或退讓的籌碼，其稱為董事會代表計畫

(board representation plans)
103。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航空公司

                                                      
 
98
 同註 80，蔡沛珊，頁 104。 

99
 同註 34，Hammer，頁 662。原文“Union directorships emerged when union leaders agreed to 

accept stock ownership as part of a package of concessions. ” 
100
 Larry W. Hunter (1998), Can Strategic Participation be Institutionalized? Union Representation on 

American Corporate Boards. ILR Review, Vol. 51, No. 4, 563. 
101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簡稱 UAW，成立於 20世紀 30年代的工業

組織大會（CIO）的一部分，UAW從 1936年到 20世紀 50 年代迅速增長。是北美地區最大和最

多元化的工會之一，幾乎在所有經濟領域都有成員，UAW 在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擁有超過

40 萬名活躍成員和超過 58萬名退休成員，UAW有 600多個地方工會，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目前共有約 1600名雇主、1,150份合同。瀏覽網址: https://uaw.org/about/，最後瀏覽

日:2017/4/13。 
102
 Directors nominated by unions to American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 

103
 同註 100，Larry W. Hunter，頁 558~565。 

https://uaw.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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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員協會（ALPA）
104
、國際駕駛員工會（IBT）

105
和美國鋼鐵

工人工會（USW）106的董事會代表計畫。 

    ALPA 是首批在公司董事會席位上的美國工會之一，雖然工

會的董事會代表權，只能在個別公司獲得少數股票，僅一至二個

董事會席位，儘管對管理層的合作持懷疑態度，ALPA 的領導者

也傾向於可以獲得企業內更多的資訊和影響決策的機會，他們的

做法受到飛行員的支持，他們相信利用董事會代表的方式，他們

可以大大增加行業決策層的質量107。該工會選任董事會代表時，

傾向選定具備行業的專業知識和積極參與工會事務的工會會員，

包括積極的工會領導者或有經驗的飛行員和律師。 

    IBT 亦不斷地結合不同職業之勞動者的多元化發展，以壯大

工會在不同行業之影響力，透過工會的力量，使勞工有與雇主相

對較平等之交涉機會，工會經常透過委託書徵求之方式取得董事

席次，IBT 的態度較 ALPA 強硬，強調董事會代表計畫並不會影

響企業的需求(例如工資談判會影響企業需求)。IBT 不傾向選擇

領導者、員工或退休的工會會員擔任董事會代表，其尋求擅長集

體協商或具有貨運行業的專業知識的勞工董事。 

    USW 的領導人包括該工會的主席及幹部都在倡導公司各級管

理層的勞工參與，這些工會領導認為，如果 USW 會員的公司若

要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場上生存下去，參與是必要的，因此

高層級的勞工參與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方式，而企業的管理階層中

也認同此為討論工廠關閉、技術投資和兼併時確保工會和工人利

益的一種方式。而 USW 之勞工進入董事會計畫中，係利用員工

代表的直接選舉，直選出董事會代表。 

    儘管美國並無勞工董事相關規範，但美國工會利用強大的談

判基礎與團體協商，積極推動勞工董事的設置，使勞工能在公司

                                                      
 
104
國際航空公司飛行員協會(The Air Line Pilot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

公司工會，在美國和加拿大的 32 家航空公司中擁有超過 55,000名飛行員。該協會成立於 1931

年，由 AFL-CIO 和加拿大勞工大會特許。而美國的 ALPA 是國際航空公司飛行員協會的成員。 

參考網址: http://www.alpa.org/en/about-alpa/what-we-do，最後瀏覽日:2017/4/13。 
105國際駕駛員工會(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簡稱 IBT，該工會在美國和加拿大，是

北美最強大和最多樣化的工會，1903 年由當地區域的卡車司機組成，工會現在代表的成員多

元，包括公私部門的藍領駕駛和專業工作者，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有近 1900個 Teamster

分支機構。參考網址: https://teamster.org/about，最後瀏覽日:2017/4/13。 
106 美國鋼鐵工人工會(United Steelworkers)，簡稱 USW，是北美最大的工業聯盟，在美國、

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區有 120萬會員和退休人員，該工會的成員是聯合鋼鐵、造紙、林業、橡

膠、製造業、能源等工業和服務的工人聯盟，在愛爾蘭、蘇格蘭、墨西哥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

都有業務。參考網址: http://www.usw.org/union/mission，最後瀏覽日:2017/4/13。 
107 同註 100，Larry W. Hunter，頁 564。 

http://www.alpa.org/en/about-alpa/what-we-do
https://teamster.org/about
http://www.usw.org/union/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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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發揮一定的功能，也因美國工會不侷限於廠場工會，使工

會代表進入董事會時得以符合獨立董事之要件而成為獨立董事
108，也是另一種管道讓勞工代表有機會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經營

與監督，儘管工會提名勞工董事的方式、董事會席次數量都不相

同，無疑的是，工會是美國實務上推動勞工董事的最大推手。  

(二)員工認股權計畫 

    雖然美國並無勞工董事的相關法律規範，不過美國對於員工

股權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擇日趨普遍。員工認股

權計畫，簡稱 ESOP，其興盛的原因是公司避稅的考量，及 1980

年代防止併購的手段之一，ESOP 就是公司提撥盈餘(現金或股

票)給員工，將之移轉至一員工信託基金，員工在退休時可能依年

資等計算投資比例分配股份或現金，而該基金通常是由外部的受

託人實際經營，基金只能投資該公司的股票，受 1974年員工退休

收入保障法(ERISA)109規範，員工入股計畫可吸引、保留和激勵

公司員工，使員工享有剩餘利潤的利益分享機制和擁有經營決策

權的參與機制，已成為美國企業界為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的普遍策

略110，截至 2017年，依據 NCEO 的統計，美國目前大約有七千個

員工持股計畫，涵蓋了約 1400萬名員工111。 

雇主為了實現員工參與的承諾，以員工身份授予員工股權，

而在員工持有股權的情況下，雇主相信股權可以讓員工擔任董事

會代表112，在企業中 ESOP 擁有的股權比例從百分之幾到七八十

都有，例如 1994年的 United Airlines (UAL)是世界最大的員工所

有公司，其完全由員工 ESOP 所持有113，UAL 因為的員工投票反

                                                      
 
108 同註 80，蔡沛珊，頁 105。 
109 員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是聯邦法律是規定

了最低標準私營行業的養老金計劃，並規定了與僱員福利計劃相關的交易的聯邦所得稅影響的

廣泛規則。頒布了 ERISA，以通過以下方式保護員工福利計劃參與者及其受益人的利益：1.要

求向受益人披露有關計劃的財務和其他信息;2.制定計劃信託的行為標準 ;3.提供適當的補救措

施並進入聯邦法院。 
110 同註 93，易明秋，頁 169~170。 

  湯明輝、吳俊雄、張恩生(1988)，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之研究，頁 23。 
111 National Cen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 (NCEO)是一家非營利組織，成立於 1981年，其任務

是為企業，員工和公眾提供有關員工所有權的實用資源和客觀可靠信息。我們的成員包括公

司，專業從業人員，政府官員，學者等。提供會員許多好處，但非成員也可以利用我們的

ESOP、股權報酬和所有權文化等資源。參考網址: http://www.esop.org/，最後瀏覽

日:2017/4/13。 
112
 同註 34，Hammer，頁 662。“Seats on corporate boards have been granted on a firm by firm basis 

to employees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employers'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 worker participation 

and, in cases of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employers' belief that share ownership entitles workers to 

board representation.” 
113
 同註 93，易明秋，頁 170。 

http://www.es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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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 1995年中止了對 US Air 的收購，此投票權明顯提升員工

在影響企業決策的能力114。但一般而言，有 ESOP 的企業讓員工

或工會代表擔任董事的例子很少且員工的投票權有限115，首先，

事實上 ESOP 所持有之股份是少數股份且無法表決的；再者，就

算 ESOP 整體而言是公司的大股東，但行使表決權的並非計畫之

受益人即員工本人，而是由受託人依據信託的信賴義務為退休金

的價值與利益116，而信託通常為銀行或公司的執行長。 

    且 ESOP 使得員工參與了企業經營成敗的風險承擔者，當公

司經營不善、股價下跌、通貨膨脹等皆會影響其價值，雖然 ESOP

強化企業與員工的共利性，但若將退休金壓公司未來績效上，其

實風險是很高的，的確，從安隆案發生後，成千上萬的員工因此

喪失了主要退休金來源117。 

    而工會最初在 ESOP 的構想上並不具備影響力，有以下幾個

主因:第一，工會懷疑 ESOP 是用來對抗工會制度的一種手段，故

參加工會的員工並未出席國會於 1975、1978或 1979 的聽證會；

第二，ESOP 被視為工會已發展多年後的利益計畫的替代方案；

最後，股票與有價證券屬於傳統工會專業以外之事務。但在員工

優退、工資讓步及產業重組的範圍內，工會則願意參加 ESOP 計

畫，工會也企圖在 ESOP 協商中企圖獲得更多的表決權，成為員

工的代理人，但國家勞工關係法決定認為只要 ESOP 具備關於報

酬、協商受託人信用累積之特徵，這些事項並不包含表決權118，

因此工會沒有辦法成為員工之代理人，且在兩者間利益衝突時，

工會無法被信任為員工利益之代理人119。 

                                                      
 
114
 Olubunmi Faleye, Vikas Mehrotra and Randall Morck (2006). When Labor Has a Voi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41, No. 3, 495. 
115
 Using 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for Business Continuity in a Closely Held 

Company，參考網址: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business-continuity，最後瀏

覽日:2017/4/14。 “ Employees only have very limited required voting rights (they do not have to 

elect the board, for instance), although companies may provide additional rights. ” 
116
DAN BELL(2006),Worker-Owners and Unions,參考網址: 

http://www.dollarsandsense.org/archives/2006/0906bell.html，最後瀏覽日:2017/4/14。 

“In managing the ESOP's assets, under current law the trustee is allowed to consider only the workers' 

interest in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their retirement holdings” 
117同註 80，蔡沛珊，頁 109。 

  同註 93，易明秋，頁 170。 
118 Aditi Bagchi (2008). Varieties of Employee Ownership: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Law and Labor Law. Faculty Scholarship, Vol. 10, 321-322. 

“ESOPs tend to have more expanded voting rights; however,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decisions 

make only those features of ESOPs that relate to compensation or accumulation of credits mandatory 

subjects of bargaining and these do not encompass voting rights. ” 
119
 “Most significantly, unions are not trusted as agents of worker interests, especially as those interests 

diverge. Unions might have gained trust through a reliable internal structure, but more fundamentally,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business-continuity
http://www.dollarsandsense.org/archives/2006/0906be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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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工會代表進入董事會的方式是工會與雇主之間讓步與協

調的結果，當企業財務出狀況時，企業用勞工參與換取薪資福利

的降低；雖然 ESOP 計畫使員工獲得公司股份，形成可推派代表

成為董事之機會，但股東與員工之間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且員工

無法行使其表決權，表決權往往操控在銀行或執行長手中，無法

影響公司決策，僅能透過工會在團體協商中的爭取 ESOP 的代表

權才能有工會推派的勞工董事；因此，透過 ESOP 達成勞工參與

企業經營之目的仍有一段距離，ESOP 之設計看似只是個退休計

畫、財產，監督公司經營似乎並非其設計重心，並未觸及員工參

與公司治理方面，且員工無法透過此制度使企業決策更著重勞工

利益。 

貳、 美國制度之影響 

一、 美國制度之優點 

(一)勞工董事具有使命感 

    美國目前勞工董事以工會推派代表的形式為多，而工會成員

所選出的勞工董事相對於由董事會所任命的勞工董事更具有使命

感，因為這些勞工董事認為自己是代表所有勞工去爭取權益，工

會成員也希望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有更高程度的活動120。 

(二)改善勞資溝通，減少勞資爭議 

    Peter Cramton 研究員工股權計畫對勞資糾紛的影響， 

研究結果指出，ESOP 允許工會擁有企業部分的所有權，此可為

工會在談判中處於弱勢的處境造成激勵效果，會減少勞資糾紛的

頻率和成本，並降低工會罷工與勞動爭議，亦可以提高勞動談判

之效率121。 

    而在  Larry W. Hunter 的實證研究中，亦有說明大多數的勞

工董事在會議中皆試圖減少勞資衝突，同時保留其集體協商的傳

統角色
122
，且勞工董事就是在勞工與董事會之間的溝通管道，旨

在影響管理層的行為或向成員溝通期望與實際決策之間，透過勞

工董事使勞工、工會與董事會之間溝通協調更暢通，即可化解很

多勞資之間的誤解，減少勞資爭議的發生。 

                                                      
 
unions suffer from difficulty in specifying the appropriate content of a duty of fair representation. ” 
120 吳學良(2004)，政府持股事業之公司治理與績效關聯性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

究報告，頁 40。 
121 Peter Cramton, Hamid Mehran, and Joseph Tracy (2008). ESOP Fables: The Impact of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on Labor Disputes, Staff Report, no. 347.19~20. 
122 同註 100，Larry W. Hunter，頁 567。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5%90%B3%E5%AD%B8%E8%89%A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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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勞工權益 

    在美國，不論是勞工或工會皆認為勞工董事最大的職責是維

護全體勞工的權益，而部分的公司管理層也認為勞工董事在董事

會中是勞動權益之倡導者123，勞工董事為勞工或企業員工在董事

會中發聲，使企業決策中考量勞工利益，其中包括工作安全、薪

資、福利、退休等政策規劃建議，並且可將勞工意見反映於董事

會，完善企業對勞工權益與福利的政策，更可在企業決策時加入

勞工之意見，以減少企業決策時對勞工權益的侵害。 

二、 美國制度之缺點 

(一)管理層反對勞工董事 

Hammer 研究勞工董事角色之結果中，說明勞工董事經常被

認為是薄弱的、無效的為勞工發聲的機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董

事會與管理階層反對勞工董事成為勞工權益的倡導者124，且勞工

董事與管理階層對勞工董事的角色期待是衝突的，勞工董事及其

工作人員認為保護勞工利益是最重要的任務，而管理層則強調勞

工董事傳達溝通的功能，即在作出決定後向成員解釋董事會決策
125。 

公司管理層對於勞工董事的態度認為勞工董事並無能力，只

能在某些事項（如員工認股計畫）發揮作用，而當勞工代表不能

發揮使用勞工董事職權之必要技能時，管理層不斷地認為勞工董

事僅有溝通的功能，將之作為勞工董事的唯一職能，在董事會討

論議案時，無法與之共同討論議題，且管理層強調勞工董事之溝

通功能，但公司幾乎沒有完整建立溝通渠道、教育和人員的支持
126，使董事會的工會代表權在員工參與公司治理是沒有意義的。 

(二)勞工董事並未制度化 

    在美國，勞工董事制度是自願性的，公司管理層也持反對態

度，使得勞工董事制度發展緩慢且較無保障。制度化之困難是因

美國公司在工人董事會代表方面的經驗太少，以至於無法完整的

                                                      
 
123 吳學良(2004)，政府持股事業之公司治理與績效關聯性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

究報告，頁 39。 

同註 34，Hammer，頁 672~677。 
124
 同註 34，Hammer，頁 676。 

125 同註 34，Hammer，頁 676。“The data show that worker directors and CEOs viewed the roles of 

worker representatives differently. Worker directors and their work force constituents saw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 interes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Not surprisingly, management stressed the 

downward communication function of worker directors explaining board decisions to constituents after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and de-emphasized the active labor advocacy role.” 
126 同註 34，Hammer，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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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勞工董事的制度化。在美國，除了集體談判之外，工人參與

組織決策的合法性仍然存在爭議，沒有一套普遍的架構可以讓工

人參與決策(for worker involvement in decision-making)，美國強調

資本主義，從不認為勞工與資方應該共治，雖然工會代表到董事

會的任命是一個組織的正式權威結構的重大轉變，不過仍有些美

國企業確實採取與員工共治的方法，而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上通常

是一個孤立的參與計劃，並非是立法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

在美國公司勞工董事的做法蔓延，勞動者、管理層和股東將積累

足夠的經驗，對工作人員的角色進行的關注，並將促進法律的建

構127。 

    另外，沒有法律規範的情況下使得現在的勞工董事也無保

障，在  Larry W. Hunter (1998)研究中，透過勞工董事之經驗了解

到毫無法律規範使得勞工董事受到公司律師的質疑，包括公司的

法律顧問認為勞工董事沒有投票權、認為工會代表的勞工董事只

能討論工會事務並非企業營運、或被公司管理層收購其股權等，

又或者受公司律師要求應作為關切工人利益(workers' interests)而

非僱員(employees)的股東，此意味著工會代表的勞工董事無法在

董事會提議工資與工作安全等事項128，且律師認為當工會代表的

勞工董事爭取員工利益時是違反責任的，這確實是一個關鍵問題

需要在法律上加以解決，使勞工董事可合法的使用其權利，不受

管理層的壓迫，讓勞工董事發揮其功能與職責。 

(三)勞工董事角色與利益的衝突 

    此與德國之勞工董監事產生之雙元忠誠問題相同，即勞工董

事一方面來自勞工或工會的推派、推選，即應維護勞工權益或為

勞工發聲，但因其為公司董事，亦有董事應遵守之義務與職責，

應極大化企業之利益與維持企業永續經營，究竟勞工董事是公司

董事抑或是代表勞工的董事，而產生了利益衝突的問題129。一般

                                                      
 
127
 同註 34，Hammer，頁 665。 

128
 同註 100，Larry W. Hunter，頁 567。“ The most extreme version of the constraints on a pluralist 

version of board representation was related by a lawyer. This director had served on a board for over 

one year when he was informed by company legal counsel that anyvoting, consideration, or discussion 

with respect t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union was improper, because his law firm represented the union. 

Disagreeing sharply with this opinion, he resigned from the board. Other directors experienced similar 

constraints less sharply. For example, two directors in a trucking company gave nearly identical 

accounts of their experiences following management's solicitation of a friendly takeover bid. Company 

lawyers in formed the directors that they were required to consider the workers' interests only as 

shareholders, and not as employees. This meant that the directors could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wage 

and job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proposal. ” 
129 同註 100，Larry W. Hunter，頁 567。在 Larry W. Hunter(1998)的研究中也有代表工會之勞工

董事認為自己應為公司董事而非是代表工會的董事。" One interviewee, a retired union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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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勞工董事的存在會使勞工的聲音更加活躍，特別是在表達

對工人、員工的權益，向管理層提出意見和建議，但事實上當成

為勞工董事之後，董事必須受保密條款約束，以確保董事會決議

和討論信息不與員工分享，因此使得勞工董事在保護勞工利益之

決議下無法與勞工或工會討論，導致勞工董事在其雙重角色上的

職責產生困難。 

(四)勞工董事缺乏專業知識與技能 

    Hammer 的研究中，有 CEO 認為勞工董事的角色是無效的，

認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的辯論與決策並沒有太大的貢獻，而在本

研究的數據中也顯示，勞工董事缺乏相關技能或是前的準備與培

訓，其缺乏正式、有組織或計畫性的培訓，雖然大多的工會代表

的勞工董事在加入董事會前已接受關於董事會程序的輔導訓練，

但這些訓練是表面的，僅是閱讀關於董事會成員信託責任之相關

資料而已，但大多數勞工董事指出其缺乏工會積極的支持，工會

的資源有限，且只僅於基本的支持而已130，只有少數的公司和工

會，有意向其董事會成員提供自己的培訓、教育和支持人員131。

缺乏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勞工董事無法在董事會中與其他董事溝

通、討論企業經營業務，且較難融入企業決策結構中，使得無法

發揮與雇主共同決策公司事務之功能。 

 

 

 

 

 

 

 

 

 

 

                                                      
 
summed up the attitude of many of the directors, expressing surprise when he was informed that he was 

the subject of a study of union directors: You could call me that, I guess, since the union asked me to 

serve on the board. But I consider myself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not the union." 
130 同註 34，頁 566。“ The IBT and ALPA, in contrast, provided far less support for their 

nominees: at most, a basic foundation. For example, one director in our study resigned from a board 

when his liability coverage lapsed, and returned only when the union agreed to indemnify him against 

potential lawsuits for failure to discharge his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Most of these directors ascribed 

the absence of active support to the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of the union. " 
131 同註 61，Hammer，頁 67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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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建構歷程 

壹、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之立法 

一、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與第三項 

    1997 年 12月 18日立法院經濟、預算、財政委員會聯席會議一讀

通過了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修正案，擬增訂第二項條文:「前項董

事、監察人或理、監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三分之一席次，

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雖然工運團體認為

工會應有參與企業管理、決策與監督的權力，但因政治、經濟、環境

等因素，勞工董事條文議論不斷，使立法院遲遲未能通過該案132。 

    直至 1999年爆發台肥案，疑似母子公司交叉持股、炒作股價、掏

空資本133，經濟部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撤換主導公司運作之董事，同

時連帶撤換官股代表董事。2000 年政黨輪替，工會不斷要求陳水扁總

統落實勞工政見，同年年 6月 30日立法院修訂通過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項:「前項董事、監察人或理、監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

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

任。」增列關於國營事業勞工董事之規定，並經總統於 2001年 5月 1

日正式施行，此法奠定了我國勞工參與企業經營法制化的基礎，使企

業員工能以勞工身分進入董事會參與經營決策與監督，使台灣成為亞

洲第一個設有勞工董事之國家，寫下「勞工也能成為董事」的歷史
134。 

二、 公營轉民營之政府持股 20%以上應設置勞工董事 

    為了擴大產業民主理想，公營事業單位大聯盟全力遊說下，於

2003年 5月立法院第 5屆第 3 會期第 15次會議通過：「國公營事業移

轉民營後之事業，政府資本合計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上時，代表政府股

份之董事或理事，應至少有一名該事業工會代表擔任」之決議
135
，原

                                                      
 
132
 同註 24，楊明峰，頁 21。 

133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1年訴字第 1171 號判決。 

  另參林青青、徐安平，由台肥案論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參考網址:  

   http://www.tse.com.tw/ch/products/publication/download/0001000040.htm，最後瀏覽 

   日:2017/4/15。 
134 陳美如(2006)，從公司治理論勞工董事之角色與功能，頁 55。 

同註 11，沈宜鈴，頁 63。 
135 勞動者雙月刊編輯部(2004)，勞工董事在台灣，參考網址: 

http://enews.url.com.tw/enews/28577，最後瀏覽日:2017/09/12。 

http://www.tse.com.tw/ch/products/publication/download/0001000040.htm
http://enews.url.com.tw/enews/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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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要求行政院配合辦理，並作成附帶決議納入國營事業法第 35條，

但該項決議並未納入國營事業管理法中，並非成文之法律，無法律強

制效力，但行政院之後即行文請各事業主管機關於 2004 年 6月底前完

成代表官股勞工董事之派任，之前若有官股董事因其職務異動而出缺

時，應優先指派勞工董事。雖然勞工董事並未落實到每家政府股權超

過百分之二十之事業，但未來台灣在勞工董事制度行使上，除了代表

勞工的位置更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產業組織內的集體勞資關係，

有著更多的合作可能性。 

貳、 勞工董事制度規範與法律權責 

一、 我國公司治理架構 

    我國公司治理屬於並列制，為監控公司經營者之權利，我國公司

法亦設置多重之監督制度，依我國公司法規定，監察人為股份有限公

司之常設機關，職司公司經營之監察，監察人係與董事會分開之機

關，在形式上類似歐洲式的公司治理，但不同之處在於監察人並非為

董事會之上位機關，並無任免董事之權利，監察人與董事會係屬於並

列制的設計，前者負責擬定公司策略並執行業務，後者對公司業務進

行監督(圖 3-3)，以下就說明我國公司治理架構。 

 

 

 

 

 

 

 

 

 

 

 

 

 

圖 3-3 我國之並列制公司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 劉連煜(1995)，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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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會 

    股東為公司出資者，股東組成股東會，公司法第 170至 191

條規範股東會之相關規定，公司法第 170條規範:「股東會每年

至少召集一次，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股東會之召集

人可由董事會、少數股東及監察人於必要時召集136。以下為董事

會之權限: 

1. 聽取報告之權限:公司經營者必須向股東報告年度經營成

果、一般經營事項、重大事項及未來展望，例如公司法第

211條第 1項:「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

應即召集股東會報告。」公司法第 246條第一項但書:「公

司經董事會決議後，得募集公司債。但須將募集公司債之原

因及有關事項報告股東會。」 

2. 查核董事會造句之會計表冊與監察人報告之權限:公司法第

184條:「股東會得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之報告，

並決議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執行前項查核時，股東會得選

任檢查人。」公司法第 228條:「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

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公司法第 230條「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

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

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

東。」 

3. 任免董事權:公司法第 192條:「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

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公司法第

199條:「董事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如於任期中無

正當理由將其解任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

害。股東會為前項解任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4. 股東提案權:公司法第 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

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

行之。」在我國公司法架構下，公司經營與決策權多賦予董

                                                      
 
136 公司法第一七一條:「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法第一七三條:「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 

   公司法第二二○條:「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 

   要時，召集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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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因此，股東若無提案權，則股東不得已臨時動議之議

案，則必須有賴董事會召集股東會，為便利股東參與公司經

營，增訂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二)董事會 

1. 董事之分類 

(1) 常務董事:公司法第 208條137有得設常務董事之規定，常

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時，依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及

董事會決議，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 

(2) 法人董事:公司法第 27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

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

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3)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為一般所稱之外部董事，係指未同

時兼任公司經營團隊職務之董事者，證券交易法第 14

之 2條:「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但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

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

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行業

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

害關係。」 

(4) 勞工董事: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3項規定:「前

項董事或理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五分之一

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

前項工會推派之代表，有不適任情形者，該國營事業工

會得另行推派之。」現行法下僅國營事業適用。 

                                                      
 
137 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一項:「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章程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

長。」 

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二項:「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名額

至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董事長或副董事長由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

選之。」 

公司法第二○八第四項:「常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時，依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及董事會決

議，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以半數以上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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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之職責與義務: 於董事應負之責任與義務，主要是對於

公司股東、公司債權人及公司的義務責任。 

(1) 受託的職責: 公司法規定，董事與公司法律關係為委任

關係，接受委託是董事的核心角色，董事將代表其對象

爭取最大利益，提高公司獲利與股東收益，且應考慮公

共福利、人道主義等社會責任。若董事未能依債之本旨

或符合董事地位之目的履行者，亦不生給付效力，可能

依民法 227條付不完全給付責任138。 

(2) 代表公司之權限:公司法第 208條第 3項:「董事長對內

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

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3) 業務執行權:公司法第 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

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

事會決議行之。」且公司法第八條更明定董事為公司之

負責人，其執行業務包括經理人之委任與解任、股票之

發行、公司債之發行、各種登記之申請及公司等。 

(4) 誠信義務:依據民法 148條之規定，行使權力與履行義

務應依誠實信用方法，及所謂誠信原則，董事應依誠信

原則執行公司職務。 

(5) 忠實義務:董事應忠實執行公司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

的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董事若於執行業務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的利益或損害公司的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的行為，致

生損害於公司的財產或其他利益者，將成立背信罪139。 

(6)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公司董事對公司應有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如違反此義務，則可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140。董事必須以一般可合理期待之注意能力執行業務，

而一般可能之注意義務乃依該董事之知識與經驗訂之。 

(7) 競業禁止義務: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的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的重要內容，並取得

                                                      
 
138 參公司法第 192條、民法第 235條、民法 227條。 
139 參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民法第 535條、刑法第 342條第 1項。 
140
 參公司法第 32 條、公司法第 192條、民法第 535 條、民法第 5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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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許可。營業範圍應指公司章程內所載之營業項目，或

正準備增加之營業項目，只要他公司之營業範圍與本公

司之營業範圍不同或未同類即可。董事違反前述競業之

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

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此一股東會決議後，應

由監察人代表公司對為競業之董事通知，此即為「歸入

權」之行使141。 

(8) 代表公司對監察人起訴之義務:公司法第 225條:「股東

會決議，對於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

30日內提起之。」 

(9) 申請金管會審核之義務:有關募集公司債、公開發行新

股等事項，董事應申請金管會審核之142。 

(10)會計上之義務:公司法第 228條:「每會計年度終了，董

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30日前交監察

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

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三)監察人 

1. 監察權:公司法第 221 條:「監察人各得單獨行使監察權。」

此與董事須集體執行全縣之情形不同。公司法第 218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

告。」監察人得對以下進行審查，包括調察公司設立經過、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公司發行

新股時查核現物出資等143。 

2. 監察人之制止權:公司法第 218之 2條:「監察人得列席董事

會陳述意見。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股

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

為。」此為強化監事會之權限，以落實公司之監控。 

3. 聽取董事報告權:公司法第 218之 1條:「董事發現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 

4. 查核公司會計表冊:公司法第 219條:「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

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東

會。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委託會計師審核之。」 

                                                      
 
141 參公司法第 209條第１項、公司法第 223 條、公司法第 209條。 
142
 參證券交易法第 22條。 

143 參公司法第一四六條、二一八條、二七四條、三二六條、三三一條。 



 

61 
 

 

二、 國營事業勞工董事制度之相關規範 

(一) 政府遴派國營事業董事與監察人 

    我國政府股東可以遴派國營事業之董事及監察人之法源依據

為公司法第 20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

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

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二)勞工董事之法源 

    我國勞工董事之法源為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 條:「國營事業

董事、監察人或理、監事，不得兼任其他國營事業董事、監察人

或理、監事。但為推動合併或成立控股公司而兼任者，僅得兼任

一職，且擔任董事或理事者不得兼任監察人或監事，反之亦然；

並得被選任為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相當之職位。前項董事或理

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國營事業主

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前項工會推派之代表，有不適

任情形者，該國營事業工會得另行推派之。」 

    此條文為勞工董事的法源內容，其主要可篩檢出幾項重要結

構要素: 

1. 代表政府股份之國營事業董事席次 

2. 至少有五分之一為勞工董事 

3. 由工會推派，對不適任者，工會得另行推派 

4. 工會推派後，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來聘請 

    勞工董事的條文宣示了勞工進入企業層級的決策的權利，同

時承認勞動力在企業中的重要性，並強調勞資合作的意義。 

(三)勞工董事制度的適用對象 

    德國、美國之制度對於勞工董事並無限制，由於我國工會發

展較不成熟，故法律上勞工董事制度之實施以國營事業144為限，

因我國國營事業之工會組織較健全，實施阻力較小，且具示範效

果，由國營事業開始推動勞工董事具有以下四個優點145: 

1. 由於員工可推派代表參與董事會，對於國營事業財團化、黨

營化與工作權利受損得以減輕，並使國營事業透明化，增加

人民監督力量，提升事業效率。 

                                                      
 
144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下：一、政府獨資經營者。二、依事業組織

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三、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

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145 同註 11，沈宜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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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減少公司內部的監督成本與代理

成本，尤其對重視人力資本與技術專屬性高的行業，更為凸

顯。 

3. 員工透過參與董事會來爭取合理權益，能夠減少因為罷工、

怠工所帶來的企業與社會成本。 

4. 由於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提升，可建立品質文化，達到落實

全公司的品質管理，使消費者獲得優質而廉價的產品與服

務。 

(四)勞工董事的權責與定位 

1. 對雇主而言:勞工董事為董事會之成員，故應遵守公司法對

於董事相關職責與義務規範，有與其他董事會成員相等的權

利與義務責任，其執行之業務包括經理人之委任與解任、股

票之發行、公司債之發行、各種登記之申請及公司對監察人

起訴之代表等，遵守義務包括忠實義務、誠信義務、善良管

理人義務、委任義務、競業禁止、會計上之義務等。 

2. 對公股權益而言146：應維護公股權益，經濟部稱:「……勞工

董事既屬公股代表，負有維護政策及政府(公司)利益的責

任」。財政部亦稱:「依本部管理要點第 11點規定，本部、

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事業機構派兼之各事業董、

監事係代表本部、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事業機構

行使職權，董、監事對於擔負之職務應負責盡職，並遵守相

關法令及管理要點之規定，維護公股權益……」。 

3. 對工會而言：應維護勞工權益，交通部稱:「本部所屬國營

事業之勞工董事係由所屬工會推派，接受工會之指揮監督，

於制度上係執行勞方意見……」。勞動部亦稱:「勞工董事制

度之功能在於內部監督控制公司管理階層、制約內部董事

等，避免其做出不利於公司、其他股東甚至影響勞工權益之

行為」。其應遵守工會之施行辦法中對勞工董事之約束，並

於董事會結束時向工會提出報告、不得隱瞞影響勞工權益重

大事項等規範，其與工會關係強烈，亦受工會監督147。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9年 10月 4日台 89勞資 2字第

0042382號函，有關勞工董事之身分界定如下：  

1. 與以往董事性質有所不同：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有關勞

工董事之規定，為政府勞動政策中產業民主具體表現；工會

                                                      
 
146 馬秀如、劉興善、陳永祥、余騰芳(2014)，國營事業勞工董事制度之設計及運作是否妥當，

參考網址: https://www.cy.gov.tw/CYBSBoxSSL/edoc/view/2706，最後瀏覽日:2017/4/20。 
147同註 134，陳美如，頁 6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xqXQs/search?q=auc=%22%E9%99%B3%E7%BE%8E%E5%A6%8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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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依法出任勞工董事，係承工會之意旨參與經營，反映勞

動基層之意見，其屬性與純然為出資人之董事有所不同，亦

與工會法第 13條所規範之「代表雇方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

務行政主管人員」不同。 

2. 仍繼續具有工會會員身分：勞工受僱國營事業，依勞動契約

形成勞雇關係，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為其基本法律規範，

如因政策並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兼任公股董事，其行使董事職

權之法律規範為公司法，兩者間並無法律競合情形。亦即依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 條規定所產生之勞工董事，繼續具有

工會會員身分，並不違反工會法第 13條之規定。  

 

第四節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概況與問題 

壹、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概況 

一、 勞工董事之運作 

(一)勞工董事之概況 

    目前我國勞工董事之實施大約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 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項所訂定的勞工董事，勞

工董事是由工會推派且由政府聘任之公股代表，例如:臺糖

公司、中油公司、臺電公司、臺灣菸酒公司等(表 3-2)。 

2. 國營事業民營化後，由於資本的投入，工會藉由徵求委託書

或購買股票之方式，勞工董事之席次係因工會本身及員工持

股而獲得，因此勞工董事並非屬公股代表，例如:中鋼公

司、台肥公司148、台船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等。 

3. 立法院於於 2003年通過「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後之事業，

政府資本合計超過百分之 20以上時，代表政府股份之董事

或理事，應至少有一名該事業工會代表擔任」之決議，如漢

翔公司、台船公司、中華電信公司。 

4. 藉由工會徵求委託書之方式獲得勞工董事席次，例如永豐銀

行14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48 伍錫達為台肥高雄廠產業工會常務理事，在民營化後用年資結算金購買台肥股票，參選時擁

有台肥股票一百張，並在經濟部支持下以三億多股權當選董事。參註 8，頁 241。 
149 工會小蝦米，登上董事大位 一則受薪勞工選上金控董事的故事，參考網址: 

http://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po/new7/1076/124577280073029001001.htm，最

後瀏覽日:2017/4/23。 

http://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po/new7/1076/12457728007302900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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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因應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項之規定，經濟部、

財政部、交通部自 2001年 5月 1日起，其下屬之國營事業及實

施勞工董事制度，由於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第 2項僅明訂公

股代表之勞工董事比例席次，因此其他相關辦法則由各部會自行

訂定，如經濟部「經濟部所屬各公司董事、監察人遴派標準150」、

財政部「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

點」等皆規範勞工董事之連選資格與解任151等。 

    由於工會必須推選勞工董事代表，因此各工會也建立推選勞

工董事之相關辦法，例如臺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施行辦法、

高雄銀行產業工會推派勞工董事代表辦法、台鹽公司產業工會聯

合會勞工董事代表遴選辦法、中華郵政工會推派勞工董事選舉辦

法、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勞工董事施行辦法、桃園機場股份有限

公司勞工董事選任辦法、台灣肥料業產業工會聯合會勞工董事推

選施行辦法、台灣自來水（股）公司企業工會推派出席代表及勞

方董事辦法、合作金庫銀行產業工會推派代表擔任本行公股董事

辦法、合作金庫銀行產業工會推派行使民股（含金控及銀行）董

事職務選舉及監督辦法、第一商業銀行產業工會董、監事代表人

選任辦法、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勞工董事遴選辦法等，以明訂

工會選任勞工董事代表之程序、資格、職權與義務等規範。 

(二)勞工董事之人數 

    我國目前共有 13家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包括臺灣糖業股

                                                      
 
150 經濟部所屬各公司董事、監察人林派標準第二條:「董事監察人應具左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曾任公營事業董（理）事或監察人（或監事）而富有貢獻者。二、曾任或現任各該公司協

理以上職務滿五年，服務成績優異者。三、現任職務與該公司業務有密切關係者。四、具有專

長，適合各該公司業務需要者。五、從事工商業聲譽卓著者。」 

經濟部所屬各公司董事、監察人林派標準第九條:「董事、監察人在任期內如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應予解除職務：一、職務變更不宜於兼任者。二、對公司無貢獻者。三、其言行危害公司

利益者。四、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151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一款:「董事應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1、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一級以上主管職務五年以上者。2、曾於政府機關內，

擔任與任職事業有關之簡任十職等或相當職位以上職務三年以上者。3、現任或曾任與任職事業

業務有關之正副首長或性質相近之公民營機構正副主持人；或具備與任職事業業務相關之專業

知識及工作 3、經驗五年以上者。4、對任職之事業業務具有專門著作或特殊研究者。5、在國

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任職事業業務相關課程之教授、副教授合計五年以上者。6、曾任會計

師、律師及其他專業技師業務五年以上者。」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

管理要點第四點第四款:「公股勞工董事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1、具備第一款條件之一者。2、

任職事業總公司（行）組長或襄理以上或同等職務者。3、任職事業工作五年以上者。」 

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第七點:「擔任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

事業機構本部股權代表董、監事，有下列條件之一，得予改派：（一）有第四點第五款之限制條

件者。（二）擔任董、監事期間有違法失職者。（三）執行職務未遵照相關規定，致損害本部或

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權益者。（四）職務變更無法繼續兼任者。（五）因故不能或不宜執行職務

者。（六）其他不適任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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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土地銀行、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共

36 位勞工董事(表 3-2)，皆為公股董事代表。 

    雖有「公營轉民營之政府持股 20%以上應設置勞工董事」之

附帶決議，但目前我國目前公營轉民營之政府持股 20%之企業仍

有未設置勞工董事者，包括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航業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再保險公司等，

但由於此並非為成文法律規範，因此不強制。 

    另外，亦有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有設置勞工董事，其透過國

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之工會選派公股代表，或藉由工會徵求委

託書的方試獲得董事代表權，利用以上兩種方式設有勞工董事之

企業共計 15家，共有 22 位勞工董事，其中公股代表有 16位(包

含公股事業機構及其子銀行之代表)，工會代表有 5位，民股代

表有 2位(表 3-3)。 

 

表 3-2 我國國營事業勞工董事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基準日:2017/4/23 

 

主管機關 國營事業公司名稱 
勞工董

事人數 

經濟部主管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經濟部主管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3 

經濟部主管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3 

經濟部主管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3 

財政部主管 中國輸出入銀行 2 

財政部主管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財政部主管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財政部主管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 

財政部主管 臺灣土地銀行 3 

財政部主管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3 

交通部主管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5 

交通部主管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3 

交通部主管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3 

合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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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我國公股事業機構勞工董事人數統計表 

公司名稱 
勞工董

事人數 

代表法人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經濟部 

台鹽股份有限公司 1 經濟部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4 

兩席經濟部代表、一席

產業工會代表、一席企

業工會代表 

中鋼公司 1 
高雄市中國鋼鐵(股）公

司企業工會代表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 經濟部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股）企業工會代表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2 合庫金控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 華南金控 

兆豐金融控股（股）公司 1 財政部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

司 
1 

兆豐金控 

第一金融控股（股）公司 0  

第一商業銀行（股）公司 1 第一金控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2 
一席財政部代表、一席

臺灣企銀產業工會代表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 交通部 

高雄銀行 2 

一席高雄市政府代表(官

股代表)、一席高雄市高

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業代表(民股代表)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1 行政院農委會 

永豐銀行 1 永豐金控代表(民股) 

土地銀行 2  

合計 2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基準日:2017/4/23 

 

 

 

 

http://goodinfo.tw/StockInfo/StockDetail.asp?STOCK_ID=2836
http://goodinfo.tw/StockInfo/StockDetail.asp?STOCK_ID=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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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共 61位勞工董事，其中包含國營事

業、政府持股 20%以上之事業及一般民營企業，有依國營事業管

理法之規定所設置之勞工董事，或是透過工會力量收購委託書，

而獲得勞工董事之席次，亦有一個工會同時擁有官股及民股代表

之勞工董事。相較於以往國營事業勞工董事之研究數據152而言，

現今國營事業轉民營之企業已越來越多，或者因民營化後被合

併，因此符合國營事業管理法 35條第 2項之勞工董事設置之企

業越來越少153，許多企業已不屬於國營事業，雖仍有沿用公股代

表之勞工董事制度，但公股之勞工董事之數量因民營化後有所減

少154，儘管如此，勞工董事之數量相較以往之統計，由 30位成長

到 52位，至今已有 61位勞工董事，可見勞工董事制度之落實以

及產業民主之進步。 

二、 勞工董事之擴大推展 

    由於目前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僅限於國營事業，基於上市公司資金

取之於社會大眾，公司的成敗非僅關係個人利益，更攸關投資人、員

工工作權。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宣示公司透明化經營、實踐員工是

公司的資產，台灣工會大聯盟於 2015年 1月，遊說立法委員及各黨黨

團，提出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4之 7條修正案」之說帖，增訂勞工董

事之設置及產生方式，爭取上市公司至少應有 1席勞工董事155，開啟

了上市公司設勞工董事代表之立法討論，並於同年 5 月 1日舉辦「實

現台灣分配正義，上市公司請設勞工董事－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7」記者會，邀請學者專家、立法委員、工會團體共同討論此議題156，

以落實產業民主。 

    2015 年 4月，許智傑等 29 人、劉建國等 16人於立法院 8屆 7會

                                                      
 
152
 沈宜鈴 (2003)，我國與德國勞工董事制度之比較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

文。國營事業共有十八家，勞工董事共三十位。 

陳美如(2006)，從公司治理論勞工董事之角色與功能，中國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營事業共有十七家，勞工董事共有五十二位。 
153 如陳美如 2005 年底調查時為國營事業，但於 2017年已轉為民營企業，包括中船公司、漢翔

空工業公司、唐榮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台企銀。 
154
 台船公司、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唐榮公司之公股勞工董事數量相較之下減少。 

155 台灣工會大聯盟–上市公司應置勞工董事說帖(2015)，參考網址: 

http://tswu.org.tw/%E5%8F%B0%E7%81%A3%E5%B7%A5%E6%9C%83%E5%A4%A7%E8%81%AF%E7%9B%9F%

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6%87%89%E7%BD%AE%E5%8B%9E%E5%B7%A5%E8%91%A3%E4

%BA%8B%E8%AA%AA%E5%B8%96/，最後瀏覽日:2017/4/23。 
156實現台灣分配正義，上市公司請設勞工董事－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7 (2015)，參考網

址: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30560，最後瀏覽日:2017/4/2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xqXQs/search?q=auc=%22%E9%99%B3%E7%BE%8E%E5%A6%8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xqXQs/search?q=sc=%22%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xqXQs/search?q=sc=%22%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tswu.org.tw/%E5%8F%B0%E7%81%A3%E5%B7%A5%E6%9C%83%E5%A4%A7%E8%81%AF%E7%9B%9F%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6%87%89%E7%BD%AE%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8%AA%AA%E5%B8%96/
http://tswu.org.tw/%E5%8F%B0%E7%81%A3%E5%B7%A5%E6%9C%83%E5%A4%A7%E8%81%AF%E7%9B%9F%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6%87%89%E7%BD%AE%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8%AA%AA%E5%B8%96/
http://tswu.org.tw/%E5%8F%B0%E7%81%A3%E5%B7%A5%E6%9C%83%E5%A4%A7%E8%81%AF%E7%9B%9F%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6%87%89%E7%BD%AE%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8%AA%AA%E5%B8%96/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3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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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出「證券交易法增訂第 14 條之 7條文草案」
157
，但會議結果認

為：「鑒於現行證券交易法有關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等

規定，已可達到提升董事會職能並落實公司治理之目的，且本案員

（勞）工董事之推派規定，與現行公司法規定董事係由股東選任之方

式相悖，於證券交易法訂定，實有未妥，爰建議不予增訂。」經過本

次會期討論，金管會回應:「再研究」，此案先予保留158。 

    直到 2016年三月，黃昭順等 21人、劉建國等 17 人再次提案，並

於立法院參立法院第 9屆第 1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7次全體委員會議討

論，會議中金管會認為「是否設置勞工董事，宜凝聚勞資雙方共識後

再推動，惟經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2015年 6月調查 

1513家上市（櫃）公司設置勞工董事之意見，其中有 76%公司反對設

置勞工董事，認為勞工董事僅具形式意義，實質效果有限，且恐造成

經營困擾，另上市（櫃）公司設有工會僅占全體上市（櫃）公司 

12.2%，在工會未普及之下，由全體員工直選勞工董事代表，在辦理上

較為複雜，且勞工如何推派或選舉具有公平性、代表性之董事，及相

關紛爭處理機制都需要多加考量。」，但黃國昌委員認為金管會僅公佈

上市櫃公司意見，不僅沒有勞工意見、甚至連工會意見也看不到。惟

現行公司法制及企業實務狀況，已定有相關保護及提升員工權益規

範，獨立董事可協助勞方在董事會表達立場，金管會態度是不反對設

置勞工董事，但希望在勞資雙方沒有共識或有具體配套措施前，先不

要立法強制推動159，此案繼續審查。 

    因此，2016年 4月時代力量黨團、劉建國等 17人及黃昭順等 21

人皆有於立法院第第九屆第一會期中提出「證券交易法增訂第 14條之

                                                      
 
157 許智傑委員等二十九人提案「證券交易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七條文草案」:「已依本法發行股

票之公司，基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員工為公司資產之理念，得依章程規定設置員工董

事。但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員工董事，

人數至少一人。前項員工董事之推派，有成立工會者，由工會推派，無工會者，由全體員工選

舉之。」 

黃劉建國等十六人提案「證券交易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七條文草案」:「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

司，基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員工為公司資產理念，得依章程規定設置員工董事。但主管

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員工董事，人數至少一

人。有成立工會者，由工會推派，無工會者，由全體員工選舉之。」 

另外亦有盧秀燕等十七人、吳育仁等十九人提出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七條文草案。 
158
 立法院第八屆第七會期財政委員會第十四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頁 132、179~180，參考網

址: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4/57/LCIDC01_1045701_00004.

pdf，最後瀏覽日:2017/4/23。 
159 參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財政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參考網址: 

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17/LCIDC01_1051701_00005.pdf

，最後瀏覽日:2017/4/23。 

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4/57/LCIDC01_1045701_00004.pdf
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4/57/LCIDC01_1045701_00004.pdf
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17/LCIDC01_1051701_00005.pdf
http://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5/17/LCIDC01_1051701_00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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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條文草案」審議案
160
，目前交付財政委員會審查中，持續的推動於上

市櫃公司設置勞工董事制度之建構，希望可以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公

司治理的透明化並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貳、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問題分析 

一、 勞工董事之角色混淆 

    勞工董事即具公司法之董事身分，有其法定權利及義務。惟因勞

工董事本身受僱於事業單位，同為「勞工」與「董事」身分，又為工

會推派之代表，具多重角色身分。目前我國勞工董事仍多屬於公股代

表，由事業主管機關聘請，依公司法規定，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依

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委任關係下之公股代表理應代表「政府利益」，

負有維護政策之責任；然勞工董事亦為工會推派之代表，對工會負

責，有時為維護勞工利益，於董事會議上亦非絕對完全贊同公股政策

或公司提案，係取決於員工權益與公司利益間之衡平。鑑於企業經營

中，員工利益常與股東利益相對立，勞工董事利益取捨抉擇之角色衝

突；另外，縱使為一般民股之勞工董事，一方面為董事會之成員，必

須為企業股東追求利益，一方面為勞工、工會代表，其角色為勞方的

代言人，必須維護勞工權益與利益，在勞資角色之間，勞工董事之角

色會產生混淆、利益衝突之情況161。 

二、 勞工董事的專業與能力不足 

  我國的勞工董事都是經由工會推選擔任的，有些勞工董事並非在

公司擔任高級主管，一旦參與董事會，對於會中所討論的議題不熟

悉，勞工董事本身對於公司的營運狀況、決策內容都不知曉，那又該

如何在董事會中與董事溝通，為全體員工爭取權益162。勞工董事制度

是一種在企業高層決策的參與權，工會推派之代表人選一定要具備相

                                                      
 
160 立法院議案整合暨綜合查詢系統，參考網址: 

http://misq.ly.gov.tw/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action，最後瀏覽日:2017/4/23。 
161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報告(2005)，如何加強公營企業的公司治理，參考網址: 

file:///C:/Users/zoy/Downloads/200605241057139277874.pdf，最後瀏覽日:2017/4/23。 

蕭俊傑(2004)，勞工董事－以台糖公司經驗為例，參考網址: 

http://www.mol.gov.tw/media/3810650/%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B%A5%E

5%8F%B0%E7%B3%96%E5%85%AC%E5%8F%B8%E7%B6%93%E9%A9%97%E7%82%BA%E4%BE%8B%E8%95%AD%E4%

BF%8A%E5%82%91%E7%A7%98%E6%9B%B8.pdf 最後瀏覽日:2017/4/23。 

同註 8，246~247。 
162 陳家玉(2009)，勞工董事之探討，參考網址: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E5%85%AC%E5%8B%9E%E5%B7%A5%E8%91

%A3%E4%BA%8B%E4%B9%8B%E6%8E%A2%E8%A8%8E，最後瀏覽日:2017/4/23。 

http://misq.ly.gov.tw/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action
file:///C:/Users/zoy/Downloads/2006052410571392778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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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專業知識，同時工會也要備有專業的諮詢支援團隊，這樣才可能

與資方董事平起平坐，專業論事，因此勞工董事本身對於管理上以及

公司營運狀況等等，都必須要有一定的專業素養，才能夠在董事會上

發揮應有的功能，善盡勞工董事的職責163。 

三、 工會為推派勞工董事爭議不斷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 2 項開始實施後，實施未久各項運作方式

未見具體成形，但僅就勞工董事推派事宜之勞勞糾紛就層出不窮，例

如台船工會再推舉勞工董事時發生兩派人馬相互拉扯事件、台電公司

三名勞工董事的選舉因不同系統的工會幹部而發生爭議、中華電信產

業工會在 2001年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就因討論勞工董事如何產生

一案，而發生部分代表圍毆事件164。 

    依工會法規定，得有複數工會，例如中華電信有 7個複數工會，

其中中華電信工會屬事業單位工會，六個分公司或營業處工會則屬廠

場工會，直到 2015年止，勞工董事都由中華電信工會推派，2016年

資方擴大解釋，首度由七個工會推派代表競逐，因此造成工會爭議。

此爭議也凸顯出工會代表性的問題，中華電信工會認為廠場工會轄區

只局限在分公司或營運處，若由他們推派董事，沒辦法代表整個中華

電信。勞工董事制度規範由工會推派代表擔任董事，但由於我國複數

工會的結構下，導致勞勞相爭的情況，且有工會代表性的疑慮。 

四、 影響董事會運作效率 

  我國公營企業勞工董事的席次雖然只有公股代表的五分之一，但

為求在所有的公股代表中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出現部份企業之勞

工董事在董事會議中堅持己見，拖延會議時間，導致議事效率不佳之

現象。部份公股代表視出席董事會為畏途，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

點：（1）對勞工董事及其背後的工會而言，在董事會上爭取所得之利

益與其本身息息相關，如果有勞工董事爭取不力的情況便會立刻受到

來自工會的壓力與處分。相較於勞工董事，一般公股代表組成分子有

二類：專任的經營階層及兼任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根據公股股權

管理規定，兼任公股董事及監察人所支領之報酬，其超過政府規定兼

職酬勞費部分，應繳作原投資基金之收益且盈餘分配之董監事酬勞不

                                                      
 
163 劉士豪(2013)，我國勞工董事法律地位之探討，台灣勞工季刊，34期，頁 31。 
164 黃屏(2001)，勞工新聞一把抓，石油勞工，第 338期，頁 27~28。 

蕭忠漢(2001)，冷眼看勞工董事之選舉，石油勞工，第 336期，頁 32。  

經濟日報(2016)，勞工董事爭議 中華電信工會將抗議，參考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6/1663354，最後瀏覽日:2017/4/23。 

https://udn.com/news/story/6/166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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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兼任、專任之公股代表也同樣須繳作投資基金收益。因此對公股代

表來說，由於酬勞微薄，兼職的情況也十分普遍，因此通常傾向無意

見，導致董事會出現部份勞工董事佔用發言時間，影響會議運作之情

事。（2）勞工董事未受專業之議事訓練，而部份企業之董事會也無明

確之議事程序，導致勞工董事於會議上佔用發言時間，使開會變得冗

長且無效率165。 

五、 人事升遷決策顛覆公司人事倫理 

    董事會之功能其中之一為決定高階主管的任免及升遷，自勞工董

事進入企業經營決策團隊後，顛覆工私人事倫理，在台電董事會 2001

年 5月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已被經濟部核定之副總經理人事案，卻意

外地遭董事質疑而被擱置，使得國營事業人事升遷決策體制產生混

亂，使得副總經理的升遷必須由職務較低的員工點頭的場面而顛覆工

私人事倫理166。 

六、 董事名額甚少，並無影響力 

  基本上，勞工董事僅佔董事會之五分之一，在人數上是絕對的弱

勢，又企業(包括國營事業)大都對勞工抱持壓抑的態度，因此即使工

會在董事會佔有一席之地，企業方面絕對會採取對策進一步地壓制，

以決策權力而言，董事會只要以投票之方式進行任何一項決策之表

決，勞工董事的聲音自然無法表現出來，即使勞工董事再怎麼推動有

利勞工的政策，一旦資方反對，只要進行表決就無能為力167。 

七、 國營事業逐漸民營化，但民營企業卻無勞工董事之規定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是我國目前唯一有勞工董事之規定，亦是

我國唯一有企業層級勞工參與之規定，其僅適用於國營事業，但國營

事業已有部分民營化，導致「國營事業及民營化後之國營事業，應有

勞工董事」，而「民營企業僅實行一般的產業民主」的雙軌制的不合理

現象，而在普遍實施勞工董事制度之歐洲國家也有因國營企業私有化

                                                      
 
16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報告(2005)，如何加強公營企業的公司治理，參考網址: 

file:///C:/Users/zoy/Downloads/200605241057139277874.pdf，最後瀏覽日:2017/4/23。 
166 楊明峰(2003)，國營事業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氣氛之影響─以台電公司產業工會幹

部為例，頁 23~24。 
167 陳家玉(2009)，勞工董事之探討，參考網址: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

%E5%85%AC%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9%8B%E6%8E%A2%E8%A8%8E，最後瀏覽

日:2017/4/23。 



 

72 
 

 

影響而使勞工董事越來越少的情形
168
，且國營事業逐漸民營化後，雖

然大多民營化後之國營事業皆有沿用勞工董事制度，但也使得勞工董

事制度變得無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之適用基礎。整體而言，勞

工董事必須有法律強制規定才有可能實行與落實，應盡速修法或立法

加以修正此種情況169。 

第五節 小結 

  綜觀德國、美國與我國之勞工董事制度可知，由於德國為產業民主之起

源，其勞工參與制度發展成熟，且建構完整的共同決定制度，強制規定企業應

設置勞工監事，且於一定規模下之公司須設置勞工董事之規定，為產業民主的

典範，且其規範先進，已加入女性董監事比例之規定，以減少職業性別垂直隔

離的現象；美國由於其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之國家，並不認為勞資應該共

治，但由於其工會實力強悍，擁有極大的談判基礎，集體協商發達，雖然美國

未有法制強制規定勞工董事制度，但工會在勞工董事的推動扮演著重大的角

色，透過談判獲得董事席次的讓步或是參與企業 ESOP 計畫規劃等，皆可以使

工會代表成為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參與決策。 

  由此觀之，在我國，法制上規範並不如德國般依照企業規模、產業建構不

同的勞工董事制度，台灣之企業層次的勞工參與僅侷限在國營事業上，且不區

分其法律形式與規模大小，一律以五分之一為基準，顯然並不恰當，且近年來

國營事業民營化，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規範者越來越少，使得「民

營化後之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與「一般民營企業之產業民主」的雙軌制的不

合理現象，加上我國不如美國般有強大的工會得以與雇主協商勞工董事之設

置，因此民營企業要設置勞工董事更為困難。另外工會的力量在不同國家的勞

工董事制度亦有不同的影響，德國的工會因基於產業民主、勞資合作下所建構

之勞工董監事制度，而使工會權限受限，但美國的勞工董事制度之最大功臣反

而是工會的力量驅使，而我國除了公股的勞工董事之外，亦開始有工會收購股

權爭取民股董事之實例，且近來工會聯盟也在推動民營企業勞工董事的立法。 

  雖然如此，勞工董事制度皆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包括勞資代表數量不對

等、勞工董事功能有限、雙元忠誠、角色衝突等問題，因此勞工董事制度仍有

需要改善之處。我國勞工董事制度目前雖然僅限於國營事業，但近年有在推動

民營企業之勞工董事立法，可見勞工董事已成為我國產業民主之路未來的發展

方向，一旦修法通過影響甚廣，我們更該從他國經驗中了解勞工董制度之優點

與缺失，從中建構出更好的勞工董事制度，才能真正的維護勞工權益。 

 

                                                      
 
168 Aline Conchon (2011), Board-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rights in Europe Facts and trends, 

ETUI aisbl, Brussels. 22-23. 
169
 同註 24，楊通軒，頁 529。 



 

73 
 

 

第四章 訪談設計與分析 

第一節 訪談對象與設計 

一、 訪談對象 

    本研究挑選三家個案公司，兩家為國營事業，一家為民營事業，其中

將訪談對象分為勞工董事、工會、勞工共九人，了解其勞工董事制度及實

務經驗。 

(一)個案公司 

1.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8年中旬石油工會曾行文至經

濟部要求設立勞工董事的制度，開啟了石油工會勞工董事的

第一步，也開啟了台灣勞工董事的第一步，其於於民國 89

年通過「台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施行辦法」，為我國首

位有法源基礎之勞工董事之企業，因此選擇該公司之勞工董

事制度為訪談對象。 

2.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為我國大型之國營事業，其勞

工董事制度發展有一定之規模與經驗，且其事業之一部分將

面臨民營化之發展，可了解勞工董事對於民營化後的勞工董

事制度及勞工權益之看法。 

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企銀公司為我國目前

少數擁有公股及民股勞工董事之企業，除了可了解其公股勞

工董事制度外，亦可了解其爭取民股董事之經驗。 

(二)勞工董事 

    藉由勞工董事本身擔任勞工董事之經驗，了解勞工董事制度

運作之實務，了解其對於勞工董事之角色、功能及參與企業經營

之衝突與困難，並藉由其親身經驗了解其對勞工董制度之看法及

有待改善之處。 

(三)工會 

    工會為推派勞工董事之團體，了解工會爭取勞工董事席次之

歷史，及推派勞工董事之制度，透過工會的角度，了解工會對於

勞工董事之資格要求與角色期待，並了解工會在勞工董事制度運

作上之角色及對勞工董事的協助等。 

(四)勞工 

    按照國營事業管理條例第 35條第 2項規定，勞工董事是由

工會所推派，因此勞工董事理應代表工會和勞工整體的利益，因

此，透過勞工本身的感受，了解其對勞工董事之角色、功能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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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並了解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之影響。 

 

表 4-1 訪談對象 

 對象 姓名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代號 訪談紀錄 

中油公司 勞工董事 葉董事 面訪 106/8/7 H 一 

工會 曹副理事長 面訪 106/8/2 I 二 

勞工 羅先生 面訪 106/8/7 J 三 

台電公司 勞工董事 施董事 面訪 106/6/22 A 四 

工會 彭副理事長 面訪 106/6/28 B 五 

勞工 孟小姐 面訪 106/6/28 C 六 

台灣企銀公司 勞工董事 公 游董事 面訪 106/6/13 E 八 

民 蔣董事 面訪 106/6/30 D 七 

工會 游理事長 面訪 106/6/13 E 八 

何理事 面訪 106/9/14 K 九 

勞工 王先生 面訪 106/6/30 F 十 

 

二、 訪談大綱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中了解勞工董事的本質、意義與角色後，並

藉由德國、美國與我國的勞工董事實務經驗中，整理出勞工董事制度

之問題與影響，藉此規劃出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大綱之問題主要分為

七項，分別為勞工董事的意義與功能、勞工董事與工會的關係、勞工

董事與企業決策、勞工董事與勞工權益、勞工董事與勞資關係、勞工

董事的專業知識、勞工董事制度之未來發展與改善之處，本研究將訪

談對象分為勞工董事、工會與勞工三部分，透過不同對象的角度，了

解在勞工董事制度下，不同角色對於勞工董事制度之感想與建議，以

下為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1. 勞工董事 

(1) 請問您為何會想擔任勞工董事?動機為何? 

(2)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 

(3) 請分享擔任勞工董事之相關經驗?最特別的經驗或曾遭遇之

困難等。 

(4) 請問您於董事會中主要關心之議題為何? 

(5) 請問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之有哪方面的影響?參與企業哪

方面之決策?程度為何?(於董事會討論之問題會與工會討論

嗎?) 

(6)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之保障有正面之貢獻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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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法為何? 

(7)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您具體作法或原因

為? 

(8) 請問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識與技能?您是

如何增進這方面的能力? 

(9) 請問勞工董事與資方、其他董事、勞工與政府之間之關係

為何? 

(10)請問您如何兼顧勞工權益與公司經營利益，利益衝突時是

如何看待與解決? 

(11)勞工董事意見之代表性?(勞勞相爭的案例或董事會是否質

疑代表性 

(12)您認為是否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也要有五分之一

之勞工董事之比例? 

(13)您是否滿意現階段之勞工董事制度?對於勞工董事制度有何

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14)對於未來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之看法為何? 

2. 工會 

(1) 請問工會對勞工董事的推派程序、權利義務之相關規範為

何?(如制度實施日、董事人數、勞工董事之任免、任期、

權利義務、產生之爭議) 

(2) 工會推派之勞工董事有官股代表與工會代表，可否分享工

會爭取民股股份以獲得的董事席次的實務經驗? 

(3) 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 

(4) 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響?其參

與企業哪方面之決策?程度為何?工會是否會與勞工董事討

論企業決策事項? 

(5)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之保障有正面之貢獻嗎?具

體作法為何? 

(6) 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具體作法或原因

為? 

(7) 請問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識與技能?工會

對於這方面是否有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 

(8) 請問工會如何監督勞工董事之行為? 

(9) 勞工董事意見之代表性?(勞勞相爭的案例或董事會是否質

疑勞工董事之代表性 

(10)您認為是否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也要有五分之一

之勞工董事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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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是否滿意現階段之勞工董事制度?對於勞工董事制度有何

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12)對於未來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之看法為何? 

 

3. 勞工或工會會員 

(1)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 

(2)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之有哪方面的影響?其參

與企業哪方面之決策?程度為何? 

(3)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之保障有正面之貢獻嗎?具

體案例為何? 

(4) 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勞工董事的實例為

何? 

(5) 請問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識與技能? 

(6) 您認為是否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也要有五分之

一之勞工董事之比例? 

(7) 對於未來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之看法為何? 

(8) 您是否滿意現階段之勞工董事制度?對於勞工董事制度有何

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第二節 個案公司勞工董事制度簡介 

壹、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一、 中油勞工董事制度簡介 

    民國 78年中旬石油工會曾行文至經濟部要求設立勞工董事的制

度，開啟了石油工會勞工董事的第一步，也開啟了台灣勞工董事的第

一步。雖說石油工會開啟了勞工董事的第一步，但首位勞工董事卻被

封殺了。 

    在 89年 6月 15日 陳水扁總統召見民間勞工團體領袖時，與會代

表黃清賢即要求陳總統務必實踐競選期間的勞工政策，其中產業民主

的具體實踐，就是勞工董事。這段期間，中油正值改選董、監事，陳

朝威董事長表達善意，認為石油工會理事長原已受邀「列席」，現將

「列席」改為「出席」，出任「勞工董事」，也是勞資互動關係中的美

事一樁。但是經濟部卻以時間落差，作業不及理由，拒絕勞工董事的

派任。中油股東會是在 6月 28 日 召開，對於 30日才通過的國營事業

管理法第 35條修正案，僅只有二天之差，但部長林信義仍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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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藉口，封殺了國公營事業首位勞工董事出線。 

    由於國營事業管理法修正案的通過，台灣石油工會也訂定了「台

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施行辦法」，在 民國 89年 11 月 1日 第 9屆

理事會第六次會議通過；89年 11月 9日第 9屆理事會第一次臨時會

議修正通過；90年 3月 30日 第九屆理事會第八次會議修正通過，藉

由此法也在 90年 6月選出了台灣石油工會第一屆勞工董事：羅世隆、

葉瑞安、黃清賢三位勞工董事，在 92年隨著第十屆理事會的產生，也

產生出第 2屆的勞工董事：鄭安雄、孫志偉、曹道全170。 

二、 勞工董事相關規範 

    台灣石油工會於民國 89年 11月 9日訂定通過「臺灣石油工會出

任勞工董事施行辦法」171，作為臺灣石油工會推選代表出任事業單位

董事會代表，其產生、撤換及運作方式之依據，以下為規範重點: 

(一)董事資格:由本會推選出任勞工董事需為本會會員，且具備左列條

件之一： 

1. 曾擔任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或本會所屬分會理事、監

事者。 

2. 入會滿 10年以上，經會員代表 10人以上推薦者。 

(二)董事推選:本會勞工董事由理事會，就具有擔任勞工董事資格者，

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產生之。理事會應於當屆就任後，成立選舉

委員會，辦理選舉工作。並於選舉前 30日公告。 

(三)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為協助勞工董事行使職權、發揮功能並配合

本會推動會務，應成立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其職責如左： 

1. 協助勞工董事，針對董事會各項提案形成工會主張。 

2. 協助勞工董事執行工會決議。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設委員 9至 11人，由理事會推派具專業之人

員擔任之，其任期與當屆理事會同。前項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設

召集委員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擔任之。 

(四)董事義務:勞工董事不得違反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勞工董事應於董事會議結束後，向理事會報告決議事項。 

(五)利益迴避: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與事業單位有業務往來者，不得擔任

勞工董事。工董事因擔任董事職務之所得應捐贈本會，充作會費

                                                      
 
170 陳家玉(2009)，公勞工董事之探討，參考網址: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

%E5%85%AC%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9%8B%E6%8E%A

2%E8%A8%8E，最後瀏覽日:2017/7/27。 
171
 參附錄二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E5%85%AC%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9%8B%E6%8E%A2%E8%A8%8E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E5%85%AC%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9%8B%E6%8E%A2%E8%A8%8E
http://blog.xuite.net/union_pts/executive/25852968-%E5%85%AC%E5%8B%9E%E5%B7%A5%E8%91%A3%E4%BA%8B%E4%B9%8B%E6%8E%A2%E8%A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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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勞工董事因執行職務所需之開支，得由本會支付。 

(六)董事撤換:本會勞工董事不具會員資格時，即自動喪失勞工董事職

務。本會勞工董事若有不適任之情形時，經本會理事會出席三分

之二以上理事之決議，得撤換之。本會勞工董事出缺或經理事會

撤換後，由理事會另行推選勞工董事繼任。 

貳、 台灣電力公司 

一、 台電勞工董事制度簡介 

    民國 89年 6月立法院修正通過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條文後，

台電工會於民國 90年 3月連續 2日於彰化鹿港召開第 9屆第 2次會員

代表大會，並未如期通過推選勞工董事辦法及勞工董事人選，會後因

台電董事會改選，工會向經濟部推薦理事長吳振台、主任秘書施朝賢

及公關秘書許棟雄三人暫時代理勞工董事，而後台電召開公司股東大

會並改選第 27屆董事、監察人，吳振台、施朝賢及許棟雄當選為代表

官股之勞工董事，同年 4月 28 日電力工會第 9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吳振台解職案，選任蕭兆榮為理事長，並選出姚江臨、董忠

雄及張維仁為勞工董事，5月 9日電力工會召開第 9屆第 2次臨時會

員代表大會選出吳振台、姚江臨、林萬福為勞工董事。  

    經濟部國營會多次函請台電速洽工會正式具函確認勞工董事人

選，但有關勞工董事人選台灣電力工會內部看法不一，對於勞工董事

名單有爭議而無法陳報。台電函請勞委會釋示本案之合法性及名單效

力，協助釐清電力工會對勞工董事人選之爭議；勞委會解釋函認為姚

江臨、董忠雄、張唯仁等三人為工會代表擔任台電董事，獲得勞委會

法規會認可，而台電依據勞委會釋函報請經濟部國營會敦聘該三人為

勞工董事代表人選172。 

    雖然在勞工董事制度實施之初，台灣電力工會曾因選派人選而有

爭議，不過於民國 94年 3月 17日訂定通過「台灣電力工會推派擔任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辦法」後就較無爭議，目前最新一任

                                                      
 
172 楊明峰(2003)國營事業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氣氛之影響 :以臺電公司產業工會幹部

為例，頁 55~56。 

台電股東會完成 15 董 3監改選，參考網址: 

http://dailynews.sina.com/bg/tw/twfinance/cna/20090626/0347406505.html，最後瀏覽

日:2017/8/1。 

台電工會理事長吳振台 被解職，參考網址: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

最後瀏覽日:2017/8/1。 

台電工會理事長 也鬧雙包，參考網址: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最後

瀏覽日:2017/8/1。 

http://dailynews.sina.com/bg/tw/twfinance/cna/20090626/0347406505.html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
http://old.ltn.com.tw/2001/new/may/4/today-c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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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董事方面，分別為業務系統的廖展平、火力系統黃連聰、核能系

統崔國立擔任，由於非核、減碳、廠網分離、電業自由化的勢力全面

崛起，希望納入更多與綠電、能源轉型及核能後端有關單位代表173。 

二、 勞工董事相關規範 

    台電工會於民國 94年 3月 17日訂定通過「台灣電力工會推派擔

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辦法」174，作為台電工會推派勞工

董事之規範依據，以下為規範重點: 

(一) 董事資格:董事候選人之資格為本會現任會員代表。 

(二) 董事推派:董事應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具有資格者，按應選名額，

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選舉產生，同時選出三分之一名額之

候補董事。 

(三) 董事任期:董事之任期與台電公司董事會任期同，連選得連任一

次。 

(四) 不得兼任:本會職員〈理、監事含候補理、監事〉暨會務人員

（不含會員代表）當選董事，就任後即自動喪失原有職務，不

得兼任。 

(五) 諮詢委員會:為協助董事行使職權，並配合本會會務發展，應成

立諮詢委員會，其職責如下：  

1.協助董事對台電公司董事會各項提案形成本會政策主張。  

2.協助其徹底執行本會各項決議並提供員工權益、企業經營等

相關資訊。  

3.諮詢委員會各項行政業務責任由研發處協助辦理。  

諮詢委員會設委員 15人。應由會員代表大會於會員代表中推選

組成之；諮詢委員會得依會議需要，邀請學有專長之會員或學

者專家出席提供諮詢。 

(六) 董事義務:董事於董事會議中之提案，應事先於董事諮詢會議中

討論並經決議後方得於會中提出。行使職權時，應盡下列各款

之義務： 

1.不得違反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之決議。  

2.不得有違害本會或會員權益之情事。  

                                                      
 
173 台電董事大風吹 董總將留任，參考網址: http://www.nchu.edu.tw/news-

detail.php?id=40338，最後瀏覽日:2017/8/1。 

台電董事改選 「擁核」退「綠電」上，參考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13198，最後瀏覽日:2017/8/1。 

參訪談結果 A、B。 
174
 參附錄三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php?id=40338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php?id=40338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1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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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電公司應善盡職責，會議五日前應提供董事會會議議程及

相關會議資料乙份於本會彙整後，提供董事諮詢委員會議上討

論之，不得隱瞞董事會各項資訊。 

4.應親自出、列席董事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諮詢委員

會等召開之定期與不定期會議。  

5.董事會會議結束後，董事應於下次諮詢委員會中提出書面報

告；緊急性、急迫性之決議事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日內即刻

向本會提出書面或口頭報告。 

(七) 利益迴避:董事當選後，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與台電公司有業務往

來者，如經查證屬實，應依本法第九條規定辦理。董事因執行

董事職權之所得，除支領出席費外，應全數捐贈本會充作抗爭

基金，該所得衍生之稅賦概由本會支付。 

(八) 董事解職:董事若有不法與不適任或情節重大之情事時，經本會

監事會查證屬實，逕送理事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議處，且當事

人應出席會議申覆；經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則解職撤換

之並永久喪失擔任董事之資格，解職出缺之董事依序由候補董

事遞補，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任期為限。 

參、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一、 台灣企銀勞工董事制度簡介 

    台灣企銀於 87年一月民營化，當時員工總共出資認購 7％股票。依工

會計算，只要掌握 4.5％股票，就能選上一席董事，當時的工會理事長李

鴻炎回憶「我們那時候想，光是靠員工持股就可以選得上了，就傻傻的以

此方式競選。」依照證期會的「委託書公開徵求規則」，必須先持有八十萬

股股票，才能當委託書公開徵求人，並且只能在公開市場徵求 3％股權，

但當時台企銀工會根本籌不出錢來買八十萬股股票，連公開競選的資格都

拿不到；另一種方式是靠股東於現場投票支持，缺乏資源的台企銀工會只

能選擇這一條路，當時台企銀工會透過會訊呼籲持有台企銀股票的股東支

持「正義人士」，並私下運作員工股東現場投票，民國 89 年股東大會票數

開出，司儀唱名「第 15席，台灣企銀產業工會！」，台下引起一陣騷動，

當時的理事長李鴻炎感到既意外又驚喜，隨即有人要求重新驗票，隨後果

然發現錯誤，台企銀工會以第 16名高票落選，支持工會的股權約為 3％，

共有八萬四千張股票，成績不惡，雖敗猶榮。 

    從民國 91年 8月開始，台企銀工會就向員工募款，陸續買進公司股

票，跨越八十萬股股票的「基本門檻」，取得公開徵求人資格，工會理監事

不斷向員工宣導，表達參選勞工董事的決心，並在會員代表大會獲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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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台企銀股票從 92年初 5元的低價位一路漲至 10元，許多員工趁機賣

掉手中持股，員工持股總數從 7％劇降至 3.9％，由於需要 4.5％才能當

選，這下光靠員工持股支持，仍無法當選一席董事，5月 6日委託書寄出

後，公司高層也展開反制，要求經理將員工委託書上繳給公司。工會決定

直接發公文給總統府，阿扁總統當初在競選時提出的勞工政策，明白支持

「產業民主」理念，如今工會爭取勞工董事，正是幫阿扁實現競選諾言，

若官股占大多數的銀行都不支持政府政策，豈非自相矛盾？此事驚動了總

統府，經過協調，台企銀董事長王榮周下令將收到的員工委託書通通發

回，並宣布不過問員工委託書要支持何人，發回的員工委託書半數以上都

轉而支持工會。陳情後，政府高層與財政部磋商，最後只規劃十四席董

事，空出一席由工會憑實力爭取，最後，許多台企銀員工都積極幫工會收

委託書，加上退休人員的支持，將股數衝到二十萬張，占總股數 6.5％，

這是當初夢想不到的票數。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召開股東

會進行董監改選，工會不僅拿下第一高票，連同公股的勞工董事共拿下三

席董事與一席監察人，工會理事長林萬福表示，未來工會將持續在董事會

中傳達基層員工的心聲、維持台企銀的獨立經營175。 

    後來由於董事會席次縮減編，加上監察人制度廢除改為獨立董事制度

後，目前台企銀為 2席勞工董事，公股、民股董事各 1位，現任工會理事

長游宏生說明，目前工會持股有兩千多張，現在已經有計畫在還要再繼續

持股，因為目前法令規範的修改將董事提名的門檻提高，現在在朝 1％的

持股來努力，並積極的和財政部與行方協商，維持目前勞工董事的席次。 

二、 公股勞工董事相關規範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於民國 94年 3月 16日

通過「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公股董事遴選監督辦

法」176，作為中小企銀工會推派公股董事之規範，以下為規範重點: 

(一)董事資格:由本會派任之董事，除下列第四、五、六項外，應為本

會會員且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 擔任銀行總行襄理以上或同等職務。 

2. 銀行工作經驗 7年以上，任十職等以上職位，且成績優良，並

曾擔任主要業務二項以上者。 

                                                      
 
175 夏傳位(2003)，台企銀工會捲土重來勞工董事再下一城，參考網址: 

http://www.bankunions.org.tw/?q=node/479，最後瀏覽日:2017/7/27。 

中華電信工會，台企銀股東會改選董監 工會拿下 3董 1 監，參考網址: 

http://www.ctwu.org.tw/content/news/news04a.asp?sn=734&cyy=2006，最後瀏覽

日:2017/7/27。 
176
 參附錄四 

http://www.bankunions.org.tw/?q=node/479
http://www.ctwu.org.tw/content/news/news04a.asp?sn=734&cy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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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銀行工作經驗 12年以上，且成績優良，並曾擔任主要業務二

項以上者。 

4. 曾擔任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財政、金融、保險、企業管理、

會計統計、法律、產業、經 濟等課程教授、副教授五年以上

者。 

5. 執行會計師、律師業務 5年以上信譽卓著者。 

6. 對任職之國家行、局、公司業務具有專門著作或特殊研究，聲

譽卓著者。 

7. 擔任本會理監事，3年以上者。 

(二)董事選舉:董事之選舉需於選舉日 30日前公告受理候選人登記，

董事候選人須經會員代表 30人（含）以上連署，連署人不得重複

連署，於公告之日起 7日內向本會辦理登記；或經理事會推薦通

過者，均為候選人。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產

生，並受本會理事會監督及派任。選務單位應將選舉日期及公報

於選舉 10日前公告，內容包括候選人姓名、年齡、性別、工會資

歷、職稱、學經歷與服務單位。 

(三)董事任期:本會推派之董事每屆任期最長 3年。 

(四)董事義務:經本會推派之董事選任後，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 應遵照本會會員代表及理事會決議行事。 

2. 不得隱瞞董事會所獲影響勞工利益或權益之資訊。 

3. 於董事會行使職權，不得損及本會多數會員之利益與權益。 

4. 應親自參加董事會及本會理事會所召開之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5. 應於董事會結束後一週內，向本會報告決議事項，有時效性之

決議事項者，應於會議結束後提出報告。 

(五)董事解任:本會推派之董事若喪失工會會員資格時，應立即解任。

本會推派之董事若違反第 5條之義務或有其他不適任之情形者，

經常務理事會作成決議，以下列方式之一解任之： 

1.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 

2. 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經本會理事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出席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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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股勞工董事相關規範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於民國 92年 3月 19日

通過「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民股董事遴選監督辦

法」177，作為中小企銀工會遴選代表民股董事之依據，以下為規範重

點: 

(一)董事資格:本會會員（含贊助會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除無銀

行法第 35條之 1與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 3條及第 7

條所列之情事者外，得擔任民股董事，但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外聘

之專家學者不在此限： 

1. 擔任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以下簡稱本行）十職等 3年以上職務

者。 

2. 國內外專科以上畢業並在本行服務 5年以上或國內外高中

（職）以上學校畢業並在本行服務 9年以上者。 

3. 擔任本會理、監事 3年以上者。 

4. 持有本行股票八十萬股以上且須連續持有 1年（以當屆改選日

往前推計算）以上者。 

(二)董事選任:民股董事由本會理事會依前條規定選任之。 

(三)董事義務:民股董事選任後，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 應遵照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決議行事。 

2. 不得隱瞞董事會所獲影響勞工利益或權益之資訊。 

3. 於董事會行使職權，不得損及本會多數會員之利益與權益。 

4. 應親自參加董事會及本會理事會所召開之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5. 應於董事會結束後一週內，向本會報告決議事項，有時效性之

決議事項者，應於會議結束 後提出報告。 

(四)利益迴避:民股董事因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所得，應全數繳交

本會，充作會費收入，因執行職務所需之開支由本會支付，其因

產生所得之稅賦由本會負擔。 

(五)董事解任:民股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任： 

1. 有銀行法第 35條之一與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

條及第 7條所列情事者。 

2. 離職或喪失本會會員資格者。 

3. 違反本會之利益及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經本會理事會議決議

解任者，為需送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4. 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解任者。 

                                                      
 
177 參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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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個案公司工會之勞工董事規範比較表 

 中油 台電 台灣企銀 

選

舉 

由理事

會，就具

有擔任勞

工董事資

格者，以

無記名連

記法選舉

產生之。 

董事應由會員

代表大會就具

有資格者，按

應選名額，依

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選舉

產生，同時選

出三分之一名

額之候補董

事。 

公股 民股 

董事之選舉需於選舉日 30

日前公告受理候選人登

記，董事候選人須經會員

代表 30人（含）以上連

署，連署人不得重複連

署；或經理事會推薦通過

者，均為候選人。由本會

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單

記法選舉產生，並受本會

理事會監督及派任。 

民股董事由本

會理事會依前

條規定選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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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 

1.曾擔任

工會代

表、理監

事 

2.入會十

年以上，

經會員代

表十人以

上推薦 

1.現任會員代

表 

2.不得兼任 

1.擔任銀行總行襄理以上

或同等職務 

2.銀行工作經驗七年以

上，任十職等以上職位成

績優良，並曾擔任主要業

務二項以上者 

3.銀行工作經驗十二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曾擔任主

要業務二項以上者。 

4.曾擔任國內、外專科以

上學校財政、金融、保

險、企業管理、會計統

計、法律、產業、經 濟

等課程教授、副教授五年

以上者 

5.執行會計師、律師業務

五年以上信譽卓著者 

6.對任職之國家行、局、

公司業務具有專門著作或

特殊研究，聲譽卓著者 

7.擔任本會理監事，三年

以上者 

1.本會會員

（含贊助會

員）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 

2.擔任臺灣中

小企業銀行十

職等三年以上

職務者 

3.國內外專科

以上畢業並在

本行服務五年

以上或國內外

高中（職）以

上學校畢業並

在本行服務九

年以上者 

4.擔任本會

理、監事三年

以上者。 

5.有本行股票

八十萬股以上

且須連續持有

一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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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委

員

會 

1.協助形

成工會主

張 

2.執行工

會決議 

1.協助形成工

會政策主張 

2.協助職情工

會決議並提供

員工權益、企

業經營資訊 

無 無 

義

務 

1.不違反

會員代表

代會及理

事會決議 

2.利益迴

避 

1.應事先於諮

詢會議中討論

並決議 

2.不得違反會

員代表大會、

理事會之決議 

3.不得違害工

會或會員權益

之情事 

4.不得隱瞞董

事會資訊 

5.利益迴避 

1.遵照會員代表大會及理

事會決議 

2.不得隱瞞資訊及影響勞

工利益或權益 

3.不得損及工會多數會員

利益 

4.親自參加會議 

5.報告決議事項 

 

1.遵照會員代

表大會及理事

會決議 

2.不得隱瞞資

訊及影響勞工

利益或權益 

3.不得損及工

會多數會員利

益 

4.親自參加會

議 

5.報告決議事

項 

6.利益迴避 

撤

換 

解

職 

1.不具會

員資格 

2.不適任

情形，三

分之二理

事決議撤

換 

1.有不法與不

適任或情節重

大之情事 

2.出席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通

過則解職撤換

之並永久喪失

擔任董事之資

格 

1.喪失會員資格 

2.違反義務或不適任情

形，由會員代表大會二分

之一出席，出席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解任 

1.離職或喪失

本會會員資格

者 

2.違反本會之

利益經本會理

事會議決議解

任者，為需送

會員代表大會

追認 

3.經本會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

解任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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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表 4-2)以上三家個案公司工會對勞工董事之相關規範，可看出其資

格基本上接需要有一定的工會資歷與工作經歷，藉由擔任工會會員代表、理

事、監事等工會幹部的經驗，了解勞資關係與勞工權益等，才可獲得勞工董事

的選舉資格；另外中油工會與台電工會皆有董事諮詢委員會的制度，可在會議

中經由工會幹部及專家學者等凝聚工會意見，並且讓勞工董事了解工會立場與

主張，配合工會決議；在勞工董事的義務方面，多半皆說明不得違反工會立場

與決議、不得隱瞞資訊、報告義務、利益迴避、不得危害工會與員工權益等規

範，在此也可看出勞工董事必須遵循工會的立場與政策決議，並且必須維護勞

工權益；最後是勞工董事的解任，工會皆有監督機制，透過代表大會或理事會

之決議，得對違反義務或不適任情節之勞工董事解職。 

 

第三節 訪談發現 

壹、 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 

一、 了解、監督公司經營 

    訪談結果有勞工董事及工會幹部皆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即是可以

了解公司經營動向，並且監督企業經營，他們皆認為了解企業經營動

向與監督企業經營對勞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公司的經營的部分，工會都希望去監督公司經營，因為公司經

營人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員工權益，另外，也有可能很多都是官派董

事，他們是過客，所以，第一個不了解，第二個會怎麼搞不知道，真

正會受到影響的是我們在地的員工嘛，所以工會這邊當初在推進入董

事會的話是這樣的原因。」「基本上在董事會裡面的功能的部分當然非

常大，特別是我們在第一線待過，我們很了解公司的經營，最主要我

們有心，所以公司在訂定很多的計畫或各方面的部分，如果有這些工

會幹部，特別是在我們開會之前，我們都會做功課，所以我們的意

見，應該來講是比較成熟。」(A 君) 

「因為我們是勞工代表，那我們要進入董事會第一個可以涉獵到公司

的經營層面…因為董事你可以在很多包括經營的層面，包括公司的治

理，包括一些制度的訂定啦…我們就會進到董事會，就是說參與經營

規模甚至於策略甚至於公司治理，包括的很多的涉獵到公司的內部經

營權，然後我們主要業要順便監督各個，當然是各個部司的執行，他

有可能會制訂一些政策嘛，或者是現在要推的業務，看你的執行狀況

如何…」(D 君) 

「就是說在能夠了解公司的一個動向，一個重大政策經營動向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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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阿所以我們進去之後就可以知道說我們銀行的走向到底是怎麼

樣，我們到底公司的本、體質或說經營的方向是怎麼樣、財務狀況怎

麼樣，重大決策的時候才能夠去了解。」(E 君) 

「就是…由勞工董事進入公司階層，去了解公司的運作，然後…關心

公司的營運，就是說所謂的產業民主啦…一方面是參與公司的經營，

一方面就是說幫著工會來監督事業單位，勞工董事的進去也算公司治

理的一環…」(I 君) 

「那勞工董事的功能與意義，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勞工派代表進

入董事會去監督、了解公司經營，了解公司在經營決策上有沒有影響

勞工權益的地方，才不會像有些人說公司在做什麼決定都不知道，至

少讓我們有勞工代表可以進去了解企業經營的資訊，才可以保障勞工

權益。」(K 君) 

二、 反映基層勞工聲音 

    十位訪談對象中，有五位認為勞工董事可反映基層勞工的聲音，

認為透過勞工董事能進入企業經營的核心，發表意見，對於基層勞工

的問題，則可以透過勞工董事向公司高層反映。 

「那這樣像最近電都不夠啊，當然就是由我們工會去反應，當然像公

司經營的部分工會不是很清楚公司的經營狀況，但是勞工董事就會知

道，因為我們公司每個月一定會報告一下整個公司的經營狀況，甚至

在未來十年的計劃我們都會知道」(A 君) 

「就是說為什麼要參與董事的意義，就是主要要進入他的經營核心裡

面，你沒有到核心，你沒辦法說話，沒辦法發聲…我們至少我們各處

室包括從董事長到經營些層面的人他會尊重我們，那我們要爭取一些

東西，就等於說是有那個角色啦，像一般人說，算是我位階比較低的

時候，我跟你總行單位或長官那些講話他就沒什麼要理你啊。」(D 君) 

「我覺得就是可以在董事會發表意見或是維護勞工權益的話我覺得這

樣勞資之間比較平衡吧。」(C 君) 

「勞工董事就是說…對我們基層員工爭取一些福利啦，說實在的，或

是說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都可以透過他們去跟資方去反映啦。」(F

君) 

「就是…可以幫勞工發聲，去爭取一些權利這樣，對。」(J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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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工會立場 

    訪談中，兩位工會理事長也表示勞工董事的功能與角色應該要配

合工會立場，其必須遵循工會之意見與政策方向，不得恣意於董事會

做決定。 

「勞工董事的意義當然是，我們絕對是持正面的態度嘛，那站在工會

角度來講，因為畢竟他是勞工董事，當然工會的一些決策或政策方向

的話呢，應該勞工董事要 Follow 我們工會的一些作法，當然中間是可

以談的…現在的運作是 OK 了，大概都已經是電力工會在主導勞工董

事這個部分…所以呢基本上他們都會配合，他一定會有什麼議題有什

麼想法，他都會先跟理事長談過，說喔你的工會的立場是這樣，所以

說他一定會配合工會的立場。」(B 君) 

「大家民意所歸當然就是會這個工會代表所選出來的，這絕對是最高

民意的人選上，阿理事長也是最高民意的人選上，阿這個絕對是會去

結合，阿絕對是主流民意嘛，阿也是主流的人，所以當然這些會配合

在一起。」(E 君) 

四、 爭取、保障勞工權益 

    在十位受訪者中，有四位認為勞工董事有爭取、保障勞工權益的

功能與意義，而在訪談的過程中，亦可了解到其實勞工董事皆有爭

取、保障勞工權益的實例存在。 

「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董事會發表跟爭取我們需要的一些福利，因

為你如果沒有董事這個身分的話你要跟資方去對談的時候你等於說會

比較沒有力量啦。」(D 君) 

「保護勞工的權益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啦，正面的意義。因為公司的如

果有任何危機狀況，當然員工可能會隨時比較隨時能夠掌握狀況。」

(E 君) 

「就是…可以幫勞工發聲，去爭取一些權利這樣，對。」(J 君) 

「那勞工董事的功能與意義，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勞工派代表進

入董事會去監督、了解公司經營，了解公司在經營決策上有沒有影響

勞工權益的地方，才不會像有些人說公司在做什麼決定都不知道，至

少讓我們有勞工代表可以進去了解企業經營的資訊，才可以保障勞工

權益。」(K 君) 

 

 

 

 



 

90 
 

 

五、 勞資平衡 

    一位勞工及一位工會幹部認為勞工董事是勞資力量的平衡，讓勞

方跟資方以一個平衡的方式決定事務，並非僅由資方決定；而另外一

位則為勞工董事，他認為勞工董事因為有董事身分，更可以讓資方或

管理階層尊重，可以更平等的與資方對話或陳述意見，這也是一個勞

資平衡的展現。 

「我覺得應該算是勞資平衡吧，因為不是什麼東西都是資方決定阿，

還是要有就是…公司同仁的代表，因為勞工董事就是屬於同仁的代表

嘛。」(C 君) 

「我們至少我們各處室包括從董事長到經營些層面的人他會尊重我

們，那我們要爭取一些東西，就等於說是有那個角色啦，像一般人

說，算是我位階比較低的時候，我跟你總行單位或長官那些講話他就

沒什麼要理你啊。」(D 君) 

「那另外就是…勞資抗衡吧，就是可以讓企業經營中有可以發表勞工

意見的機會，可以針對企業經營提出意見，也不會讓人覺得有黑箱作

業的情形啦…」(K 君) 

貳、 勞工董事與工會 

一、 董事諮詢委員會的運作 

    由各工會的勞工董事規範與訪談內容可知，中油工會與台電工會

皆有董事諮詢委員會之制度，透過董事諮詢委員會召集勞工董事與諮

詢委員，討論董事會與工會及員工權益相關之議案、凝聚工會共識、

形成工會對董事會議題的立場與意見，但訪談結果發現，雖然此制度

立意優良，但卻未確實執行。 

「我們現在電力工會有個機制就是說，董事諮詢委員會…就是我們現

在這一屆有一百二十五位代表，應該是有十五位的董諮委員…這個是

電力工會代表裡面選出的，每個月會召開這個委員會議，那三位這個

勞工董事都要來參加，所以理事長也會參加…在台電公司的董事會的

兩天前，我們要召開這個董諮會議，那時候都已經知道說這個月董事

會的提案，有些問題大家都可以在那邊討論，凝聚共識了…勞工董事

也知道說台電工會立場是什麼東西，那他們還有一些工會的意見呢，

也可以透過董事去跟他們反映…他可能到下一次七月份的董諮委員會

他也可以報告上個月的董事會有什麼樣的重要議題…有哪些重大政策

跟事情，那他就等於是工會跟公司中間的一個重要橋樑。」(B 君) 

「沒有…非常的徹底，那個只是…跟理事長。」、「基本上只要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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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提案的話吼，工會在這邊都會事先跟理事長協商，都會去…因

為沒有開理事會的時候，或是會員代表大會的時候，都會以理事長為

一個方向…」、「我看他沒有說…他有說你要有勞工董事諮商委員，在

開董事會之前大概就針對所有的提案跟諮商委員來談，因為他很多的

董事會比如說什麼意見，就在什麼提案會有什麼意見，但是就是說在

你案件未解密期間，你也不能找他來談，所以就是說在影響重大的一

些提案才會跟理事長去談，理事長也未必是非常了解，所以這中間就

牽涉到，理事長也未必很了解，然後董事也未必很清楚。」(I 君) 

「董事會所有的資料我們都看過，像一個禮拜前我們收到案子以後，

那我們都會自己先看過，然後…我們之前我們工會還有一個董事諮詢

委員會那個定期由工會去召開，就是會組成董事諮詢委員會，那那個

其實以前我們在運作都還這樣，那現在幾乎都直接我們就跟工會…因

為理事長也會收到這個議程，因為我們公司後來就把理事長列席…那

我們就會在開會之前就會跟理事長談，就案件去討論，阿有意見的三

個勞工董事去跟理事長討論他個人的看法，完了以後再整合工會的看

法是什麼，對哪個案子有意見，幾乎都是以工會的意見為依歸，因為

這個樣子就是說我們在石油工會裡面勞工董事這個區塊跟工會之間是

很密切的跟合作的。」(H 君) 

二、 工會是勞工董事之後盾 

    由於勞工董事是由工會推派，其意見代表工會，因此在董事會中

與雇主之協商中，雇主了解此意見代表工會，會重視由勞工推選出代

表之意見，而因為勞工董事背後有工會支持，若資方不願與勞工董事

在董事會中討論，則工會就會出面和資方協商。 

「勞工董事背後有工會當後盾，所以這個力量就很大了，但有很多事

情出來之後，我們都會跟理事長大概聯繫一下，然後理事長支持後我

們就全力以赴。」(A 君) 

「所以說在決策方面其實影響蠻大的，所以慢慢地到現在來講，公司

這邊只要勞工董事有意見的時候，他們都知道那是工會的意見，所以

都不會小看這個意見，因為他們也都知道他們三個來，講的話幾乎都

是工會那邊的，我這邊如果你不採納或者不參考的話接下來就是工會

出面了，工會就出面來談了。」(H 君) 

「…那如果公司只有我理事長這個身分，沒有勞工董事的一個加持，

可能在說服這塊就有點困難，所以說為什麼勞工董事有它的功能性存

在，你光一個理事長要去溝通這件事情可能很難，但是一個理事長兼

具勞工董事的關係，雖然不是同一個人，但是同時去說這件事情可能

就會有乘數效果，對，就是這樣，所以你說我這個特別的經驗大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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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樣子啦。」(E 君) 

三、 工會積極爭取民股董事 

    本研究訪談台灣企銀工會，其透過工會努力，爭取持股，目前有

一席民股董事，目前由北中南工會幹部輪流擔任，讓工會幹部有學習

的機會，累積工會事務之經驗，但工會表示因為法令的修改及民營企

業的投資關係，讓工會爭取民股董事日趨困難。 

「我們另外的勞工董事的派任是北中南，大家就是講好北中南一人做

一年，所以說就是一方面給我們這些工會幹部做一個學習啦，就做看

看、去了解，…」(D 君) 

「爭取民股董事絕對會是跟資方產生一個摩擦，那如果是取得一個平

衡點，這真的是有一點難啦。當然第一個本身工會本身你要有基本持

股啦，也就是說你至少要有持股基本持股八百股以上，八百張以上就

八十萬股以上你要持股超過一年你才具備徵求人的條件。」「其實說現

在要民股要參選幾乎沒有了。以前可以，現在越來越沒辦法，對你看

那個門檻提高，你看那怎麼提…那個法令的修改，所以說這個部分這

樣門檻提高了所以我們在提高勞工董事這個民股董事的話，喔法令的

修改日趨困難啦。」(E 君) 

「民股董事的部分…，就是從工會會員或是客戶那邊徵求委託書，來

爭取勞工董事的席次，那除了爭取銀行股權之外，我們也會跟財政部

去協商勞工董事的席次，那不然真正有錢的大公司把股票買一買就可

以有董事席次了阿，我們也希望說…下一次董事會改選的時候，能再

繼續維持勞工董事的席次，但是目前面臨的問題就是因為財政部的股

權也稀釋掉，也有其他民營企業要投資銀行，所以我們理事長都有召

集我們在討論這件事，要我們積極再向工會會員跟客戶徵求委託書，

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勞工董事的席次，不過目前算是 OK，還蠻順利的，

工會都有在爭取跟維持。」(K 君) 

四、 勞勞相爭之案例 

    訪談結果顯示，台電工會曾因不同派系對於勞工董事選舉而有爭

議之案例，另外中油工會在勞工董事制度初期，因為訂定勞工董事推

選辦法，對於勞工董事的選舉方式而有爭議，台灣企銀工會則無因勞

工董事而有爭議案件，倒是因為勞工董事在議案上的討論與董事會成

員發生爭議案件。 

「這是難免，那我們台電其實在勞工董事初期的時候也發生過啊，勞

工董事跟理事長不同掛，這個…董事聯合跟工會這邊的理事長在叫勁

的也有，雙方等於說，因為大家意見不合的狀況下，派系，所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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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所以工會就很辛苦…。」(A 君) 

「勞勞相爭是以前會嘛，我剛剛講過了，他不聽他的他不聽他的，工

會說要往左去，董事說他要往右去，那他可能也許就配合整個經濟部

的，以前有可能是這樣啦，現在當然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B 君) 

「那我們勞工董事引發的爭議事件，目前來講我知道事我們都沒有這

種情形發生，我們勞方跟勞方之間相爭的情形都沒有，至少我知道我

在了解範圍內是沒有這樣發生，我們彼此之間從理事長到各個幹部

間，我們一直強調的就是大家在會議桌上大家用罵都沒關係，但是離

開談判桌上大家都是好兄弟，我們都不是為了自私拉，我們做這些事

情絕對是以公的，甚至於我們這個董事的酬勞，我們都全數捐給工

會，我們一毛錢都不拿。」(D 君) 

「沒有，目前因為是直選產生，所以就比較不會有爭議。當然目前有

爭議的…像我們這種企業工會，就單一一個企業工會。沒有複數工會

的就會產生比較單純的事件，而且是直選產生的，大家沒話說。用民

主方式的那個直選產生就比較不會，不會有問題產生啦。」(E 君) 

「爭議事件…基本上我們是沒有，倒是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上會在那邊

產生衝突，因為我們勞工董事的背景不同嘛，那有的勞工董事就是…

比較…應該說是土莽啦，可能在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比較激烈，我也

曾經聽過之前我們有一個勞工董事因為在董事會上討論事情，因為對

方不同意，談不好，結果拍桌走人阿，那這樣就只好把那個案子僵在

那阿，因為勞工董事來自不同背景，有時候他也有他想要發揮的議

題，這我們也不能干涉，只是說在會議上會比較不受控制，但這種衝

突我們都會盡量避免啦，會先事先溝通，可以避免衝突嘛。」(K 君) 

「那時候當然那個部分就是從修法之後，工會就在產業民主這區塊就

有在注意，那那個時候就為了勞工董事的產生方式在工會就造成很大

的一個紛爭…產生方式就有些像現在就會有譬如說像直選或者是要代

表大會選啦，那那個時候石油工會也是碰到這樣的問題。」(H 君) 

「有，但是後來工會都處理掉了。前一陣子啦。但是理事長都解決

了，當然因為在很多勞工董事對很多議題的時候這又牽涉到各個部門

各個部門的本位主義啦，那理事長都會做一個協調。」(I 君) 

參、 勞工董事與企業決策 

一、 勞工董事於企業決策中關注之議題與影響 

    訪談結果可知，勞工董事與工會的角度而言，勞工董事在董事會

中可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基本上企業經營決策方面幾乎都可以參

與，涉獵的面向也很多，但對於勞工角度而言，其對於勞工董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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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決策方面較不了解。 

「關心的議題的部分，大概有…比如說像我們這邊有很多電源開發，

就是蓋新的發電廠啦，有很多工程，那麼我們是希望說針對我們有利

的，我們是希望我們有每年的一個計劃，大概蓋電廠要有什麼工程、

要做線路等等，基本上向這方面我們大致上都會支持啦，只是說政策

上有一些，他要推動的一些政策上的部份，我們就會有一些意見。」

「員工權益的部分是比較少，應該是以公司的經營上不利的部分，我

們會做一個反對…針對公司永續經營有傷害的部分會反對，有些是立

法院的部分，他們會透過很多管道要台電做什麼，那公司這邊不敢反

對阿，就是由我們這邊反對…。」(A 君)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政策要不要支持…我們今天董諮委員大家覺得這

件事情公司這樣，我們工會大家要不要支持他，還是要抵制他，還是

要修正他…那這個時候就是要整個代表工會的想法，那這樣當然就可

以對公司決策上面有影響啦…到時候會衝擊到我們工會衝擊到我們員

工…那其實站在比較正軌的工會想的話，當然是相輔相成啦，企業好

我們才好…至於參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這應該都包含阿，這個應該

包括很多啊。」「因為董事會的提案可能很多，有些也許阿我們工會覺

得這不需要討論，不會每個案子都討論啦。」(B 君) 

「我們關心的議題，我們的你講到一個重點，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

只要是經營面跟政策面的事情，我們只是做了解，基本上在這個部分

我們不太會干涉太多，但是，我們認為不了解不符合規範的嘛，我們

還是一樣會提出，那我們最重要關心的議題，我們的主力啦，在勞工

這個區塊，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會著墨比較

大…」(D 君) 

「目前以我們銀行來講的話，重大決策在董事會就已經是參與決策

了…我個人比較於傾向於只要跟員工有切身關係的一個決策，積極參

與。所以說有時候變動或是說他們在法令在我們的內部公司自己管理

的規則或是說規定上面有牽涉到員工的時候，勞工董事就要直接參與

直接表達意見。」(E 君) 

「其實勞工董事的職權跟董事會裡的一般董事都一樣，都是決定高階

經營管理的方向，其實面向很大也很多…」「其實在董事會開會前一週

我們才會收到議案內容，那勞工董事就會跟理事長這邊討論工會的方

向跟因應的方案，那如果情勢比較急，或比較困難的案件的話就是會

跟常務理事召開會議，大家一起集思廣益，討論議案內容，基本上就

是跟理事長這邊確定方向，所以大方向的話都是跟工會是一致的，那

我們都是針對企業經營決策上跟勞工權益有關，或是影響勞工權益的

部分去發揮，像是員工福利，還有政策執行會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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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企業經營面或是各經理部門提的案件，像是授信案件等等我們就予

以尊重，不會干涉太多，因為我們是覺得說不是什麼都要管，因為這

部分他們比較了解嘛，那我們是針對企業經營有關於勞工權益或是決

策會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去發言，那董事會這邊也都蠻尊重我們的意

見。」(K 君) 

「因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的發揮、影響，是全面性的，所以不光是公

司的營運、公司未來的走向、公司的願景、公司的管理，什麼都可以

管，什麼都可以參與，什麼都可以涉足，包括公司的用人、公司財務

的…公司資金的運作，就是很全面，所以勞工董事站在一個企業來

講，就董事在一個企業來講就是很重要的。」「決策的程度到哪裡，這

個就要看勞工董事對自己的一個…基本的一個…他的背景，他如果…

勞工董事如果他看得比較深、瞭解比較深…因為勞工董事有碩士的、

有高中的、有大學的，那這中間尤其在維持公司經營的概念來講，從

看報表的方式也好，從報表發掘問題的部分，也會有…因為每一個人

的程度不一樣，所發揮的方向不一樣。」(I 君) 

「其實這部分就是隨著那個…時間的，你看我那時候十幾年前那時候

進去的時候我是關心公司的財務、財報，阿那個部份我會比較關注，

因為那時後其實因為有民營化的關心，或是員工權利的問題，其實那

時候如果我們沒有進去，我們接受工會的東西就是事業單位給你看什

麼你就看什麼，那當然在那邊你就可以看到確實的資料…」(H 君) 

「企業決策嗎? 恩…我不知道耶。」(C 君) 

「不太了解。」(F 君) 

「企業決策…類似一些人事案阿、投資案吧，對。」(J 君) 

二、 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間的衝突 

    訪談結果可知，勞工董事皆會面臨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間之衝

突，在不同工會的勞工董事對於這樣的衝突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解決方

式。 

「利益衝突…當然啦，像我們不是過客，…像最近兩三年，有的電廠

陸續要除役，我就有意見…如果要把他們除役的話是有些困難…那勞

工權益的部分我們是一定要維持的，那勞工權益的部分當然是因為我

們工會夠強，所以在整個勞工權益的部分工會這邊都有照顧到，我們

主要是台電的利益，台電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啦。」(A 君) 

「勞工權益跟經營利益的衝突…這個部分當然會衝突啦，我們坦白

說，我們銀行是叫做營利事業單位，就是要有賺錢才會給員工福利，

那我們員工也不能說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樣的，我們也是要做…就是

說你達成多少，才有辦法說分給員工…只是說有把那個百分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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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降低比較低的時候員工的福利就比較大一點了，那這個就是說我們

爭取很多的…，就說我們這也算是營利事業單位嘛，你如果沒賺錢就

絕對沒有福利嘛，那要賺錢就絕對要做，那只是說就是適度把盈餘的

目標放比較低一點。」(D 君) 

「因為其實你勞工董事…角色要分好啦，你勞工董事為什麼是勞工董

事，像我會比較偏向於說勞工權益這個區塊，至於說…應該公司算是

經營部門，在經營管理這個區塊，這個大的策略跟經營的話，對勞工

董事來講我會比較尊重經理部門在經營決策方面，那偶牽涉到勞工權

益的時候才採取主動參與溝通的角色…勞工董事角色是不積極干預人

家的經營決策面，就是在整個公司的經營面的部分啦…應該去充分了

解但不一定要去干預，那如果有牽涉到員工權益的話就是要積極的去

干預，或說介入的去溝通。勞工董事不應該是經營的阻礙者，而是應

該是經營的助力者，經營的助力者是什麼，就是勞資和諧，共創勞資

雙贏，這個才是應該設置勞工董事的本質啦。」(E 君) 

「所以他的功能跟角色，從我的角度來看是有它的功能在啦，那角色

的拿捏那是真的很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勞工董事，董事長就說來

董事們來發表一下你的感覺，我就說從今天開始就是人格分裂的開

始，就是自己的角色的扮演就會衝突。」「勞工的權益跟公司經營利益

應該是我覺得兩個並沒有這個明顯的衝突啦…像現在夜點費一樣，因

為法令的判決在中油來講幾乎都認定為他是工資了嘛…但經過判決後

他現在也就公司的態度就轉變，就跟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那我們董

事會也通過決議三次了，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說勞工權益和公司經營並

不一定會產生衝突，個人看來是沒有衝突的問題，除非到時候將來有

民營化的時候，那時候就會有比較大的衝突了…在利益上是一體的，

將來利益衝突可能就是民營化才會是爆炸點。」(H 君) 

肆、 勞工董事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一、 工會著重勞動權益，勞工董事著重企業經營 

    台電勞工董事認為勞工權益的部分是由工會力量去爭取、維持，

而勞工董事是關注企業決策是否有利於企業永續經營，而對於勞工權

益方面勞工董事的角色則是監督企業的做法，並且督促企業是否有確

實執行；而中油勞工董事則認為關於個別勞工權益的事項是由工會去

處理，勞工董事僅處理董事會討論之議案或與整體工會會員的權益問

題。 

「我是在想員工權益的部分可能比較少，因為台電經營好，員工的績

效好，就有獎金嘛。那在公司裡面我們怎麼跟他談法?我們不跟他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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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給員工怎麼樣、好處怎麼樣，我們就叫他依照相關法令，比如說

勞基法等相關法令的部分，或像公司最近勞安的部分做的比較不好，

我們會盯著他，要好好的推動，所以這是員工權益的部分，像公司經

營的部份我們認為應該著手哪一方面…當然我們要督促台電的做

法…。」「那勞工權益的部分我們是一定要維持的，那勞工權益的部分

當然是因為我們工會夠強，所以在整個勞工權益的部分工會這邊都有

照顧到，我們主要是台電的利益。」(A 君) 

「我的觀點就是說勞工個別人員勞工權益的部分是必須透過工會去處

理這樣的事情，那我們個人的就盡量不去接觸，比如說升等考績都不

去，我個人都不去用這樣的事情，那其實勞工這邊有什麼問題我們還

是會接受，但就是說我們還是會跟工會商量這個部分去處理。」(H 君) 

二、 關注勞動權益與影響 

    受訪對象皆認為勞工董事在勞工權益上有正面的幫助，而勞工本

身對於勞工權益上的改善也有感受，尤其是在員工福利的部分。 

「當然是正面嘛，具體做法我剛剛有講過了，比如說有個組織要裁撤

了，我們當然會要去要求說你這些人的安置要怎麼樣，不要影響到他

的怎麼樣…那權益保障絕對是正面的啦，具體的話我們會去協調。」

(B 君) 

「有阿，恩…像可能福利金什麼的，如果有盈餘或者是虧損我們就可

以決定我們的福利阿什麼的，而且像剛剛第二題說的企業決策，因為

他們也要工作，所以他們也比較了解我們的工作環境阿，因為像我們

公司…就是有一些公司對我們決策，如果對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利的

話，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會比較了解。」(C 君) 

「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只要是經營面跟政策面的事情，我們只是做

了解，基本上在這個部分我們不太會干涉太多…那我們最重要關心的

議題，我們的主力啦，在勞工這個區塊，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所以

我們在這個部分會著墨比較大…基本上大部分主力都著墨在勞工的權

利義務…甚至於最重要的尤其我們員工一直希望的就是，你也知道就

是福利啦，那這個福利其實這個東西要很努力去做…就像我剛剛講的

爭取紅利的事情，還有爭取一些勞資條件的修正，包括加班費，像我

們一例一休，那個加班費有牽扯到休假和獎金、員工的輪調…」(D 君) 

「以目前來講資方銀行方的資方、董會詢問那個工會這邊勞工董事的

意見，目前為止都非常尊重而且會看有什麼意見可以表達…譬如說我

們之前有一個證券公司的裁併、裁撤。那必須要對那些員工有一個妥

當的安置方式。這個我們都是我們勞工董事特別關注的地方，那加上

說當然一個重點就是說員工福利的問題…我們是三節獎金，我們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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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節獎金就是秋節跟春節獎金，那後來經果溝通之後提到董事會把

他通過改為三節獎金所以我們現在是端午節也有。」(E 君) 

「我們幾乎都是針對勞工權益的保障，具體案件的話…這陣子新聞有

在說要加薪的部分嘛，那其實早在這個決定發布之前我們就已經有去

爭取加薪的部分了，那當時也有同意加薪，那會計那邊的說法是說因

為帳務的問題，所以要延後至 2017 年才開始，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

之前就已經有爭取到加薪了…，那其實也是我們有在董事會中提案，

那最後也由董事長同意去跟財政部提，財政部也答應，那現在財政部

是說加薪 3%，我們當初談的話也是差不多 3%左右，我們就有在爭取

這個部分，那其他像是休假、勞動條件、加班費、還有制定一些規

定，像是因為一例一休的關係，我們有一些職務是沒辦法配合一例一

休的規定，那我們就在董事會去談，去制定一些出勤跟休假的規定，

利用變形工時的方式，安排新的工作制度，在勞工權益上有這些貢

獻。」(K 君) 

「有阿，就是他會…做蠻多的這樣…阿我是覺得說他做很多蠻多的福

利這樣，福利方面就做得還不錯。」(F 君) 

「那當然那時候剛好有民營化的議題，阿那時候我最關心的就是到底

我們的權益能不能受保障，所以那時候就看到，阿退休準備金提撥不

足，也就是說如果是以那時候民營化的話，那時候我們的通通要補償

的退休金完全不足啦，所以那時候我進董事會就說公司有盈餘就該先

撥補…」「那比如說像現在工會在對談的一些權利比如說加班費啦各方

面的時候我們都是有第一手資料給工會阿…那像在夜點費，我們現在

在跟公司爭夜點費，夜點費就是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那你像最

近比較關注的就是互助金的問題，互助金的問題那工會這邊是也提出

要求…」(H 君) 

「那是絕對有的阿。很簡單啦，光這個爭取我們的獎金的部分，那…

公司的考程，如果按照我們公司的行政體系，他們所算出來我們的公

司考程，送到我們上級單位去打…那我們勞工董事把它拿回來，然後

叫他們重新談…勞工董事因為牽涉到工會體系，我們就可以把它重新

來過，我們了解了以後，所以讓我們公司的這些經營也好、運作也

好，往上面送的時候就完全改頭換面…。」(I 君) 

伍、 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影響 

    訪談結果顯示，不論是勞工董事、工會或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

制度對勞資關係有正面的影響。此外，台灣企銀工會與勞工董事也表

示，勞資關係的和諧和主事者風格有關，攸關於主事者或董事長願不

願意以和諧的方式溝通，若主事者有意願溝通，則勞資關係會較和



 

99 
 

 

諧，倘若主事者作風強硬，縱使有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還是會用表

決的方式決定事項，則勞資關係會較緊張，而中油勞工董事也有提到

這樣的情形。 

「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當然一定會改善，我為什麼講你知道嗎，勞

工董事裡面阿，所有的台電的一級單位主管和副主管的部分必須要，

他的人事案在董事會，所以這些勞工董事的部分我們即使只有五分之

一的名額而已，但是如果說他這一次表現不好，那麼我們提出來之後

這個人絕對出局，所以對整個各單位的主管，對他們會有一個威

脅…，那像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各主管跟各單位裡面的工會阿，

都要好好照顧員工，這方面是有那個力量，是有達到，因為在董事會

中是有辦法針對比較差的主管的部分是可以在董事會提出，要求他們

改善，所以他們會害怕，他們就會做調整(勞資關係)。」(A 君) 

「這也是一樣啦，就都是正面的啦…這些東西就是說至少溝通上的一

個橋樑。」(B 君) 

「我們勞資關係真的不錯，因為我們跟資方的對談我們大家互相彼此

都把們開著，而且我們都是真的用協商的…那當然這就是彼此之間的

一個協調，就是處於一個很不錯的狀況啦…所以很多我們跟資方協調

那些，我們都有達到一些作法跟作為。」(D 君) 

「有，是絕對有的。因為現在這麼多的作為，勞工董事直接參與的話

當然對勞資關係會有相當相當程度的影響。而且是影響力很大的…阿

因為有勞工董事他們才願意來跟你溝通，如果沒有勞工董事的話他可

能就會降低他來跟你溝通的意願，就會降低他的溝通意願…，因為怎

麼講，如果沒有勞工董事他願意跟你談的機會根本不高阿。」(E 君) 

「那確實有改善，在勞資關係裡面，那工會裡面，你看現在工會跟公

司的溝通管道，從各個單位的勞資會議，各個單位我們有分會跟各事

業單位之間，然後到總公司跟總工會，那幾乎整個溝通的管道都有，

那最後再一個董事在董事會那邊，所以在整個以石油工會來講，整個

勞工董事在溝通的管道是跟工會站在一起的，那在最後那個是一個最

高階的部分，是最後一道關卡啦…。」、「就我十幾年前進去就我們第

一次進去的，和我十二年後再一次進去的時候就很明顯感覺到他就是

質變了…因為過去董事會其實講真的都是照本宣科啦，所以，最起碼

我們後來再看勞工董事進去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改變。其實這等於就是

說，也就是說整個董事會就是說有討論了啦，而且你可以因為主持者

的一個不一樣，那整個那一屆的董事會整個的那個就不一樣。」(H 君) 

「勞資關係改善非常多啊，這以前沒有勞工董事的時候，有時候派

任，上面派一個不好的主管，那他下來就開始亂整人阿，尤其人事，

像現在中油公司的人事，勞工董事可以說 No，你這個人就不要幹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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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主管為了將來能幹主管，他們都會積極的經營他跟部屬的關

係，那這帶動了以後，那這上班的氣氛，工會就是要營造一個好的工

作場所嘛，不論是安全、良好的氣氛，良好的氣氛在我們公司已經改

善很多。」(I 君) 

「會阿，會改善。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有提我們的意見，我們公司也

比較會了解我們的想法，或者是說我們的困難，那就不會說就是只有

主管單聽主管的一面，因為有的時候單聽上面，就是有的時候…沒那

麼客觀拉，對就比較主觀啦。」(C 君) 

「有，就是都有在公司上層溝通，對，都有。」(F 君) 

「有，實例的話就…應該就是說有一點點跟資方有點這樣牽制的關係

吧，達到一個牽制的效果，就是等於不會單方面都是資方的意見。」

(J 君) 

「你要看甚麼樣的狀態那董事會的話有的進去就一席他可能不理你，

像在兆豐他一席他就不理你。要看還是要看經營這的意願的那個態度

啦…。取決於還是經營者他的態度，傲慢不傲慢還有他是不是很敞開

心胸的願意來做一個和諧的企業啊有的人就不願意阿所以他們就會爭

議不斷」(E 君) 

「我想…勞資關係的話應該還是要看主事者的…雙方的風格啦，那其

實大家也知道我們台灣企銀的勞資關係算是蠻和諧的，所以雙方都願

意用溝通的方式去討論，避免去產生衝突，那像有些董事長作風是比

較強勢的…，那勞資關係可能就比較緊張，其實是看董事長或主事者

有沒有意願溝通，才會有和諧的勞資關係。」(K 君) 

「那在會議中大家彼此討論，那至於跟資方來講當然完全是看主事者

啦，那如果董事長他來，像現在的董事長他願意跟你談，都是用談

的，阿如果像前一個董事長，他如果我就是要這個樣子，那就來表決

這樣，那還是處於緊張的狀態啦…」(H 君) 

陸、 勞工董事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一、 法規規範的基礎課程訓練 

    我國目前針對上市上櫃公司董事必須要有一定時數的進修課程，

在受訪的勞工董事皆有提及法令規定的課程時數與修課情形，但仍有

勞工董事對於這課程內容及規劃有不同意見。 

「我們對勞工董事從你發布開始，就會…因為這法律也有規定，首次

擔任的時候要十二小時，首次的，然後之後每一年要六個小時，這是

法律規定，針對董事，不是勞工董事，所以你做董事的人每年都要去

上課…就是課程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針對你董事該負些什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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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甚至於說他也會教你公司財務的部分…所以這個專業知識都是我

們在包括公司法，他也有明文規定你當董事的條件甚至上課這都有明

文規定。」(D 君) 

「勞工董事基本上對於公司治理這一區塊勞動部每年都有舉辦兩天的

訓練跟講習，勞動部一直都有提供這樣的訓練。還有你本身上市的公

司本身就要去上課了阿還是要去學習…有一定時數的課程麻，像現在

六個小時阿第一任要十二個小時，就參與那個規定的課程時數以外就

要自行去參與更多的課程，應該現在目前的最為是這樣子。」(E 君) 

「因為個人覺得在十二年前那時候，國營會他們做的不錯，那時候有

開一連串的，比如說怎麼看公司的財務報表…怎麼樣去了解公司的治

理這個部分，開了一些很基本的，阿你像現在最近我再去看…那現在

就是依照公司治理的那些就開一些雲端上的…那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當然啦在民間企業不曉得，國營事業來講那些東西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情啦，而且對勞工董事、對董事會來講…當然個人可以去吸收一些新

知沒問題啦，但是對公司是完全沒幫助…其實如果說要講勞工董事要

具備什麼的專業知識，其實講不好聽一點，沒什麼好專業的，那這是

個人的追求的問題，個人你要不要去提升那是個人的問題。」、「像中

國工商協進會那些，阿他們都去找一些講師阿講一些什麼併購阿什

麼，講那些…沒錯那都是公司治理的技術，那其實可以用也不是不

行，只是說在勞工董事就…但是很困難的一點也是辦了也沒人要來…

那現在勞動部頂多辦類似各單位勞工董事的兩天三天的那個，那參加

了也是類似聯誼性質的大家吐露一點心聲，那其實比較有用的我認為

還是要有一系列的專業課程，那專業課程最起碼財務報表這個部分，

最基本的公司的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這個不懂，那你就完全沒辦法了

解，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重要的，其他的你就在公司裡面啦，阿本

來自己就會去碰到了阿，那比如說三個勞工董事來自不同職域，每個

人都有每個人的專業，那當然就進入狀況是沒問題」(H 君) 

二、 工會舉辦勞工教育課程 

    勞工董事亦可透過工會舉辦之勞工教育增加專業知識，但工會舉

辦之勞工教育多半為針對工會幹部舉辦，對於公司治理方面的課程較

少。 

「然後我們目前我們從我們這一任開始，我們每一年至少一到兩次勞

工教育，就是我們勞工會員代表要勞教，那我們以往都辦在我們的行

訓中心…」(D 君) 

「我想…專業知識技能的部分就是公司治理的知識跟了解議事規定

吧，那具我了解，之前也有看過一位勞工董事是有參加公司舉辦的相



 

102 
 

 

關課程，我們公司好像會舉辦相關課程吧，對，那也會讓他們去參加

其他工會的勞工教育課程，去相互交流，學習相關的知識。」(K 君) 

三、 工會事務的歷練 

    受訪的九位對象中，就有四位題及勞工董事必須經過工會事務的

歷練，且了解基層工作領域之事務: 

「我們公司這邊啦，包括勞工董事的部分他們有做訓練，一年的話要

幾個小時，有一個訓練，那這個是非常有限啦，最主要還是要靠自己

啦…基本上台電的經營發生的問題或狀況我們都大概知道一點，那我

們都有一個諮詢的幕僚群…比如說不同系統裡面，每個系統裡面我都

有人，每一個台電的議案的部分，我都會請他們提供意見，這個是第

一個，第二個，我們發覺一些台電的問題的部分，我們也會請教一些

人給我們提供意見，那麼我們在董事會去提。所以我們勞工董事的部

分，就每個人都要有心啦，要去關心、去處理，因為裡面的董事跟董

事裡面的實力也差很多，像我有擔任過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理事長，所

以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看的事情也比較敏銳…那因為我擔任過理事

長，所以整個個系統裡面都有很多人脈，當然我們會做得比任何一個

人好。」(A 君) 

「這個部份其實我剛剛講過，以我們台電工會來講的話就是說，會擔

任勞工董事的這些人他不是突然去當勞工董事，所以他基本上都經過

工會的歷練，他可能在分會或是總會，幹過分會的常務理事，或是總

會的常務理事，我們還有很多組織嘛，比如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福

利委員會的勞方委員還有職安委員會的勞方委員…」(B 君) 

「應該他也是從我們同是裡面挑出來的嗎，所以基本上公司的運作他

們也要知道…也許不是很大的環節，可是至少這部分他會比較清楚，

就是像我們公司有很多系統阿，有水力發電我們叫水力核能什麼什麼

的…至少他要知道我們工作的環節，就是才知道這些相連的關係

吧。」(C 君) 

「因為你參與工會你本身就對於這個勞動還有這些議題就已經都比較

專注了，阿加上說最主要是很多問題已經在本業已經從事很多年，因

為派進去至少是已經十年以上在銀行本業從事超過十年以上的經驗

了，像我在銀行業已經快三十年了所以進去可能就很多包括本行的一

些實務業務啦、實務狀況通通都很清楚，所以當然就對他的一些決策

上就比較了解。」(E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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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擅長與專業領域 

    台電工會與中油工會對於勞工董事的選任考量到其擅長領域及功

能之影響，針對企業經營決策可能關注的議題與部門，推派適合領域

的工會幹部擔任勞工董事，使其能在董事會中發揮其專長，更可以在

企業決策中保護該工作領域的員工權益。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屆的勞工董事來講的話，我們有另外一種考量，

因為也會因應當時的情況，以我剛剛來講的這一屆的就是三月一號剛

選出的新董事，就是五月一號剛就任的這一屆，第一位核二廠的常務

理事崔董事呢，為什麼會選他呢，因為現在政府要非核家園對不對，

核能電廠有四個電廠，龍門、核四是還沒有運轉，那這些核能電廠的

何去何從，我們當然會希望有一位董事在裡面發揮，所以會有功能性

的考量，那他核能他也了解，他也在核二廠有擔任常務理事嘛，那第

二個呢就是台東區營業處的這個…廖董事，他也是都幹過常務理事，

資歷都很豐富的，台東的區營業處，區營業處你知道的我們台電有區

營業處，就是直接面對就是收電費阿，平常一些配電線路的維護的，

所以就找他，另外一個就是大林發電廠的黃董事，我就這次的考量

啦，那他呢是火力發電廠的同仁，他也是工會幹部，他們三個都是工

會歷練很齊全啦，總會分會都幹過啦吼，那發電現在也很重要的就是

說，尤其現在供電吃緊的時候，再加上我們電業法這件事情對我們台

電工會非常重要，對台電公司未來的存亡是非常重要的，發電又是最

容易被切割出去的，所以呢他們的權益他們也是非常在意的…有發電

公司和輸配售公司，輸電、配電和售電公司，所以分兩家公司，那輸

配售大家比較不擔心，那發電呢核能的不擔心，水力的也不擔心，因

為未來呢還是國營，那火力呢就擔心了，所以黃董事就是火力的，那

未來他們也擔心被切割出去，在民營化出去，所以呢這次的勞工董事

是有它的功能性，我們特別選出了他們三個。」(B 君) 

「據我所知，我們的勞工董事吼，工會沒有什麼相關的協助，那就你

要靠你自己，如果說最基本的專業知識，公司經營你要懂得，最基本

財務報表你要懂…但是我們現在出來，當選董事他們都會很努力的，

針對他所了解的那一塊，去積極、去很努力地去涉獵，所以我們在派

出來的勞工董事基本上有一個默契啦，就是如果你是煉製的，其他勞

工董事是支持…如果你是探勘的，那探勘的讓他去發揮，因為我們有

三席勞工董事…如果有共同的議題的話，大家一起來發揮。」(I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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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對勞工董事制度發展之看法 

一、 是否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也要有五分之一之

勞工董事之比例 

    在台灣企銀的勞工董事訪談中，其認為雖然已民營化，但大多數

已民營化的國營企業仍有延續勞工董事之制度，因此不需要再另外訂

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之規定，但台灣企銀工會理事認

為，國營企業民營化後的勞工董事席次應維持，雖然國家持股比例下

降，勞工董事比例可以酌減，但應該也要繼續有勞工董事的席次在董

事會中。而中油工會與勞工董事皆認為已民營化之企業要訂定勞工董

事之規範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阿，我們工會立場絕對支持阿。」(B 君) 

「我們還是有阿，因為我跟你講我們還是維持在那邊啦，因為這個就

是法令規定，但是就是說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啦，要有勞工董事制度，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也不好，但是你如果太多也不好…至於說民營化的

國營事業還事都有延續下來。」(D 君) 

「我是覺得要阿，因為沒有道理在國營的時候就有，民營化之後就沒

有這個規範，雖然民營化之後，國家的股權也會稀釋，加上這幾年有

很多人認為投資銀行比較穩定，所以就有一些股東會投資銀行，像是

龍巖阿…或一些民營企業會投資我們，所以國家持股的比例也下降

嘛，那我是認為說還是要有勞工董事的規定，比例可以酌降，還是要

有勞工董事在董事會裡面為勞工把關企業經營上關於勞工權益的問

題，這樣才是對勞工比較好的方式…」(K 君) 

「所以已民營化的就不算國營事業啦，因為他已經民營化了，那這樣

政府還有公權力可以介入嗎?我不覺得耶。…所以之前那個什麼民營化

的國營事業那這樣還是有好了，因為這樣才會有勞工的聲音，對不

對。」(C 君) 

「這很困難，這個當然我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講當然是希望支持，因為

不管從民營化的化，政府還是大股東嘛，所以這個部分將來我們在談

的條件之一啦，還是希望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你要跟一般的股東交

代，這個還是會比較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會爭取。(I 君) 

「比如說民營化的國營事業，因為你進入董事會以後，你說董事會那

邊討論，能夠討論這些東西嗎，所以那種決策性的東西啦，決策性的

你進去沒什麼用，因為他的決策來自底下經理部門，絕對沒有說董事

要怎麼做，其實看起來好像說董事要怎麼做然後經理部門做，但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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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董事會很多都馬經理部門送上來的，所以應該在那個部分就要

去討論，那送上來就不會有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是一直覺得這

樣，那就沒有幾分之幾的問題，比如說各部門的業務會報我都有工會

的幹部進來，在那邊就可以做一個討論。」(H 君) 

二、 對於未來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之看法 

    十一位訪談對象中，有七位認同勞工董事實施與民營企業中，認

為勞工董事進入企業經營可以避免企業決策的盲點，對於企業發展噢

勞工權益都有正面的幫助，但有三位認為依照目前我國工會組織現

況、民營企業雇主觀念及產業發展情況來說，讓勞工董事制度擴大到

民營企業上是非常困難的。 

「事實上，在整個經營可能有些盲點，讓員工提供一些意見，對事業

單位跟雇主是有幫助的，你今天在董事會裡面不要怕裡面什麼管理階

層，那你如果怕很多事情的話，如果讓你的員工代表知道，那你根本

就是黑箱作業嘛，我是認為如果有讓員工進去裡面參與，提供一些意

見，這是有好處的。」(A 君) 

「支持阿，產業民主的實現阿，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來到阿，就是按

部就班啦…，那現在你要把雇主的觀念引導過來，讓勞工參與對企業

有好處，那你除了在勞動現場的工作方式的改變，或者就公司的管理

提案制度的改變，雇主可以接受以外，要把它引導說，勞動者對於他

的勞動條件，或是勞資關係等等領域，可以發出聲音，那對雇主來

講，雇主有提供資訊的義務、共同諮商、共同決定或者是自主管理，

那個是比較高，那至少讓勞資之間的對話要變成一個常態。」(G 君) 

「贊成支持阿，我們甚至可以協助他們阿，我們的經驗比如說民間企

業可以先來像我們取經嘛，因為像我們畢竟已經有運作一段時間了

嘛…那如果民間也要這樣的話，你要找真正評估過哪些工會比較正常

再運作，勞資的運作上是正常的，那就去向他們取經，不要一開始就

走錯，用派系去平衡這樣就沒意思了啦，我是覺得是這樣。」(B 君) 

「那還是有好了，好像對勞工比較有保障。」(C 君) 

「這個我剛剛也有牽扯到一點，那現在公營事業的董事，坦白講水準

都不錯啊，其實你看…他們都是有很好的資歷，甚至於很多像是台銀

的副總阿，他們的經歷都很好嗎，那至於民營企業呢，就不一定喔…

我剛剛就說了，董事其實在整個企業的經營當中是非常重要，阿你公

司要好或壞，雖然說民營企業最主張的還是以董事長為主軸嘛，但是

如果說你的董事也真的有參與也有對公司做出一些建議、督導，甚至

於說做意見修正等等，我相信對公司還是有它的效益存在。」(D 君) 

「新的，這個是對一個企業會有一個正面的價值…，對一個企業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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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是正面的，因為它至少有參與，因為他可以說因為你們也有參

與，也讓員工比較沒有話說啦，你也有參與阿，阿我們做什麼你也都

知道阿，我又不是黑箱作業，所以這樣對一個企業來講是正面的比較

多啦…」(E 君) 

「很好啊，就覺得畢竟會對企業很有幫助，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勞工董

事出來的話，其實員工基本上就是公司說什麼就做什麼這樣。」(F 君) 

「阿你民間還說阿董事會是訂政策的核心，哪有可能是董事會去訂什

麼政策的，都馬經理部門、這些經理部門才是專業人才嘛，對不對，

你這些董事都是些講難聽點的，就是位高權重阿，所以我個人覺得應

該是要讓工會在經營的那個會議那邊去做才是對的，那所以說你把法

律訂說公司都要勞工董事，從民營公司的角度來講那是完全違背法理

的阿…所以說你說擴散到民間，那你怎麼擴進去…對阿，這是我的產

權你憑什麼用一個法令規定說介入我的，難啦。(H 君) 

「這個我是覺得就是有困難啦，就是民營的老闆，怎麼可能會去從員

工裡面去跟他…這個當然除非是政府立法嘛，但這也會影響到投資，

對一定會影響投資啦。因為你現在已經有獨立董事制度，你勞工董事

就是產業民主，已經有獨立董事的意味在，那你又搞一個勞工董事在

裡面。」(I 君) 

「不太樂觀，當然我站在工會跟勞工的角度我是支持，因為這樣才能

把關勞工權益嘛，但是首先民營企業根本很少有工會阿，你看像鴻海

這麼大一家公司，他對於工會也很不友善阿，而且民營企業的老闆也

不希望員工組工會，很少民營企業對這樣的修法有意願啦，像我們這

邊是沒有上市上櫃公司，但是客戶也有中小企業嘛，他們也有反應說

目前台灣的整個情勢對中小企業經營已經是很困難的，你看包括賦

稅、基本工資調漲、一例一休的規定等等，對很多老闆來說不如直接

收一收不做了，那如果未來要有這樣的修法，很多企業一定不能接受

阿，那一定會對國家的產業發展有影響，你如果去問那些雇主團體的

話，他們應該不願意把這個權力給勞工，只是說現在的蔡英文政府對

於推動這種法規應該比較有利，是有機會達成的，只是依照目前的產

業景氣跟工會的部分我認為還需要再加強。」(K 君) 

「當然…如果有是最好，但是好像你也沒有辦法說強制。」(J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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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勞工董事制度之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一)勞工董事素質參差不齊，希望增加勞工董事的專業知識 

    台電勞工董事認為目前勞工董事的水準差距非常大，因為選

舉制度的關係，使得當選之勞工董事不一定有足夠的資歷與經驗

可以解決董事會上之議題，台灣企銀勞工董事也有提到勞工董事

的專業問題，而在台電工會與中油工會的勞工董事皆是有派系的

結合、換票產生的結果，使得人選不一定是有能力與熱忱的勞工

董事。 

「因為在怎麼樣裡面勞工董事的部分，他的水準差距非常非常的

大，應該是第一個要有心，第二個要比較有資歷，但是現在是不

可能，因為工會選舉的部分，誰的人脈大，誰就上。」(A 君) 

「那這個來講吼，勞工董事這個制度事還算滿意啦，只是說，還

是很期許就是說未來吼，對這個勞工董事真的還是希望大家多一

些所謂的專業知識啦，因為我們其實包括很多民營、包括很多公

股的國營事業，其實很多的董事在這個區塊真的不是很懂事啦，

因為你真的，其實我覺得你真的進入董事會吼，你真的要發揮你

當董事的這個位置啦…」(D 君) 

「所以，有的公司認為勞工董事並不一定要從工會產生阿，你可

以委外阿，從真的是專業的來，但是，我們石油工會還沒有偉大

到這種程度，現在目前的董事大概都是很多是一些…派系的結

合，就是換票的結果…」、「勞工董事我剛剛也有講到，是希望以

專業導向來產生，並應該以選舉的去考量。」(I 君) 

(二)增加勞工董事比例 

    台電工會與台灣企銀工會皆認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僅占五

分之一，影響力較小，希望可以提升勞工董事的代表人數，希望

在董事會中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甚至於我們還要，我們台電工會最近還要講說，不排除應該其

實還要再提高我們的代表數，現在是五分之一嘛對不對，當初好

像有建議說好像要拉高到…有這種建議啦，對這個當然是無庸置

疑的，甚至於提高我們都贊成，五分之一還太少，那當然更多我

們當然都贊成，那企業一定是反對的啦。」「個制度是 OK，當然

我們是希望能夠…工會當然是站在說勞工董事再公司的董事會裡

面能夠影響力能夠更大。」(B 君) 

「我是認為說，勞工董事的比例還是不太夠，在董事會表決的時

候還是處於弱勢的情況，我認為應該讓勞工董事的比例增加…我

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在增加勞工董事的數量對勞工來說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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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的。」(K 君) 

(三)有心投入，實際去做 

    在台電工會和台灣企銀工會的勞工董事皆有提到擔任勞工董

事最基本的是要用心投入在勞工董事的職務上，努力的學習，並

且在會議中發揮功能，才會帶來正面效益，另外，台灣企銀工會

理事，也提到勞工董事若心態不佳，可能會濫用權力，不當干涉

地方管理階層，帶來負面的影響。 

「我非常滿意阿，員工可以進入董事會做監督，那監督的部分我

是認為要擔任勞工董事基本上要有心啦，沒有心到裡面去也沒有

用，像你要進去的話，一任兩年，可能啦，一年你才開始摸到

邊，阿你真正搞得較清楚一點可能兩年就到了，所以每位勞工董

事你真的要認真去…」(A 君) 

「你沒有真正發揮它的效力，不管大公司小公司，有一個董事，

這個…你董事就是真的要投入，要去了解公司的營運，也要真的

去參與說這個是做的好還是不好，要不要修改，我以前也不懂

啊，我現在一踏入才知道我後來慢慢去看，其實我們很多董事也

不切實際啦，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要去做，那就要去精進自己的能

力啦，那不然沒有什麼用啦。」(D 君) 

「那大多數的勞工董事都很 OK，但是有少數幾個就是因為擔任

勞工董事之後，用自己的權力去影響地方的管理階層，會干涉一

些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去問一些基層員工他們對勞工董事的評

價，他們可能會有負面的評價，因為勞工董事他們有這個權力，

那他講的話比較會受到部門主管的重視，那可能就會不當的影響

一些事情，我想這是比較…負面的部分啦，不過這個也不是制度

的問題，應該是人的問題。」(K 君) 

(四)讓勞工進入經理部門 

   中油勞工董事認為由於董事會是討論決策性質的事項，其提案

與政策方向也是由專業的經理部門上來的，因此應該是讓工會進

入經理部門的業務會報，跟專業的經理部門討論政策與方案，才

是真正的產業民主。 

「其實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從勞工董事一開始制度的設置，我個人

覺得啦，其實並不是真的落實產業民主，我個人都一直覺得不如

在經理部門的業務會報類似業務會報的這個部分讓工會參與，因

為在董事會那邊都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嘛，那他的政策是來自誰?

是來自經理部門的決定…如果真的產業民主是在業務，是在經理

部門，那經理部門我們公司有業務會報，那個部份應該才是工會

應該進入的點啦，那才是真正跟經理部門談啦…」(H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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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分析 

壹、 勞工董事意義、功能與角色分析 

一、 了解、監督公司經營 

    訪談結果顯示，有台電勞工董事和台灣企銀勞工董事共三位和石

油工會及台灣企銀工會皆認為勞工董事有了解及監督公司經營的意義

與功能。 

    因為勞工董事擁有與一般董事相同的職權，可以了解企業經營資

訊，包括營運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營運計畫、未來

經營發展規劃等資料，了解企業的本質與體質狀態與經營方向，若有

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了解企業經營資訊，即可避免企業黑箱作業、片面

決定，或隱瞞相關資訊而影響勞工權益，也能讓勞工了解企業經營上

做了那些改變與決定，是否影響勞工權益，以強化公司治理；另外也

可透過勞工董事，讓勞工進入企業經營管理核心，監督企業經決策，

以監督企業經營是否有影響勞工權益、重視勞工權益。 

    透過訪談也可以了解到台灣企銀的勞工董事與工會在勞工董事的

意義與功能的看法較一致，他們皆認為勞工董事其重要性就是能涉獵

公司經營，了解企業資訊與企業經營動向，並且監督各個部司的經營

狀況，可能因為台灣企銀工會理事長同時也擔任勞工董事，對於連結

勞工董事、工會意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使得在工會理事長、工會理

事與勞工董事對於勞工董事的議題有較多的共識。 

二、 反映基層勞工聲音 

    多數的受訪者皆認為勞工董事可反映基層勞工的聲音，包括台電

勞工董事、台灣企銀勞工董事及三個個案公司的勞工，首先，勞工董

事認為因為有勞工董事這樣的角色，能進入企業董事會，將勞工、工

會的聲音帶入經營核心，讓企業經營高層了解基層勞工的意見，爭取

福利與維護勞工權益，也因為勞工董事的職位與角色，讓企業經營部

門有意願傾聽勞工的意見，且讓董事長或其他經理部門的人員尊重勞

工的聲音，而台電勞工董事也有舉例說明，例如公司電力不足就是由

勞工董事代表工會向公司高層反映。 

    受訪的三位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與功能是反映基層勞工的

聲音與意見，為基層勞工爭取權益、維護勞工權益，由此可知，從勞

工的角度而言，他們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即是為勞工發聲，而由勞工

董事的角度而言，也證實了因為有勞工董事的角色，其聲音也比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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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公司高層與經理階層接受。 

三、 工會認為勞工董事應配合工會立場 

    藉由工會的勞工董事規範可知，勞工董事必須遵循工會的決議與

政策方向，訪談中，台電工會與台灣企銀工會理事長皆表示勞工董事

的角色必須配合工會立場，因為勞工董事是由工會選出，代表工會進

入企業董事會中，參與企業經營與決策事項，因此其必須遵循工會之

意見與政策方向，不得恣意於董事會做決定，此部分在本節第二項工

會與勞工董事制度分析之內容易有說明勞工董事於參與董事會前皆必

須與工會、工會理事長討論議案內容，並且必須定期於理事會報告會

議內容，受工會的理監事會監督，使勞工董事配合工會之立場。 

    其實透過本次的訪談中可知，各工會皆希望勞工董事是可以受工

會控制的，他們不希望勞工董事如脫韁野馬，擅自決定董事會事務或

任意在董事會發表意見，且勞工董事是由工會理事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選舉出任，其代表工會會員進入董事會，本應受工會理事會與會員代

表監督。 

四、 爭取、保障勞工權益 

    在台灣企銀工會與勞工董事，及中油公司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的

意義與功能為爭取、保障勞工權益，其實在訪談的諸多內容中，勞工

董事關注與著墨的事項皆不離勞工權益的保障，亦可了解到勞工董事

皆有爭取、保障勞工權益的實例存在，這在本節第四項勞工董事對勞

工權益之影響分析中說明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爭取與保障之經驗，

可知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爭取與保障有很大的貢獻。 

五、 勞資平衡 

    因為企業內部勞資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係，長期以來勞工身處弱

勢，所以需要保障，透過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中，因為勞工有董事的

身分，讓勞工董事的意見能夠受到企業管理階層的尊重，並且可以讓

勞工和一般董事在公司治理中有相同的權力，平衡勞資權力與勞資關

係，因此，勞工董事是勞資平衡、勞資抗衡的表現，讓企業管理中也

有發表勞工意見的機會，並且讓勞資雙方共同決定經營管理事項，平

衡勞資關係。 

 

 

 

 



 

111 
 

 

貳、 工會與勞工董事制度分析 

一、 各工會勞工董事的推派方式不同 

（一） 選舉方式 

    透過本章第二節個案公司勞工董事制度簡介可了解各工會對

於勞工董事選任的方式各有不同規範，中油工會是將勞工董事放

在理事會之下，由理事會選任；台電工會則是由會員代表大會選

舉產生，並且規定其必須為現任會員代表且不得兼任；台灣企銀

工會之公股董事則是透過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民股董事的

部分則由理事會選任。 

    因此，勞工董事的選任規範依照各工會的選任辦法而有所不

同，有的是透過理事會選出，有的則是由會員代表大會選出，基

本上各工會之勞工董事規範皆是利用民主的方式選舉而生，是由

折衷且兼顧民主正當性的作法，並且受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監

督。 

（二） 工會派系的配票結果 

    雖然在各工會皆針對勞工董事選舉的規範，但透過訪談了解

到，事實上勞工董事是工會配票產生的結果，首先，在石油工會

的副理事長及台電工會副理事長皆說明到，過去工會在選派勞工

董事，有時候是為了派系、權力的平衡下的還票結果，所以勞工

董事是在妥協與權衡談判的情況下產生的結果，並非是真正的民

主下產生的，在選舉理事長時的派系結合，將勞工董事變成派系

結合的談判籌碼，可能會產生工會與勞工董事對於董事會議題有

不同看法，而工會與勞工董事在董事會召開前也較不會有凝聚共

識的機會，皆是讓勞工董事自行去運作董事會的事項。 

（三） 勞工董事專業知識領域考量 

    目前中油工會與台電工會對於勞工董事的選任皆會考量勞工

董事的背景與其擅長領域，在石油工會的三位勞工董事中，皆是

來自於不同部門，分別是探勘、煉製及行銷部門的，讓勞工董事

在董事會中可以針對不同領域的問題進行發揮；另外在本屆台電

工會的三位勞工董事中，也是考量三位勞工董事所在的領域與部

門，分別是核能廠、營業處及火力發電廠的工會幹部，配合最近

企業經營相關的非核家園、基層電路維護及民營化等議題進行考

量，讓有經驗及相關領域的勞工董事進到董事會中發揮所長。 

    因此，工會對於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的功能皆有重視，希望

能夠針對企業經營決策可能關注的議題與部門，推派適合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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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幹部擔任勞工董事，使其能在董事會中發揮其專長，更可以

掌握企業決策的最新動態，並可以讓更專業的人應對企業決策上

可能面臨之問題，使企業有更完整的決策，同時更可以保護該工

作領域的員工權益。 

二、 工會與勞工董事討論議案的方式與流程不同 

    在訪談對象中的中油、台電、台灣企銀工會皆是讓勞工董事在工

會之下，且勞工董事必須遵循工會政策與意見，從勞工董事的選舉方

式可看出勞工董事是由理事會或會員代表選出，其行為必須受理事會

及會員代表監督；另外，勞工董事在開董事會之前必須要與工會理事

長討論議案內容與工會立場，各工會與勞工董事討論議案的方式與默

契也不相同，以下分別說明各工會與勞工董事討論議案之方式: 

(一)石油工會:在石油工會中，在召開董事會的前一週勞工董事會收到

議案，先由勞工董事看過議案內容與資料後，以前會在工會定期

召開的董事諮詢委員會中和工會幹部、董事諮詢委員討論，但目

前幾乎就是直接和工會理事長討論議案，藉由三位勞工董事和一

位理事長的會議中進行討論，幾乎以工會的意見為依歸，勞公董

事和石油工會是密切合作的，且工會並不會讓勞工董事失控。 

(二)台電工會:在台電工會中，有董事諮詢委員會，其中有十五位董事

諮詢委員，在公司召開董事會的前兩日會召開董事諮詢委員會

議，工會理事長與三位勞工董事都要參加，勞工董事必須在董事

諮詢委員會中說明本月的董事會提案，並且讓工會理事與董事諮

詢委員在此會議中討論議題，凝聚共識，勞工董事也必須在下次

的董事諮詢會議中報告上次董事會議中的重要決議事項，讓董事

諮詢委員會成為工會與勞工董事凝聚意見的橋樑。 

(三)台灣企銀工會:由於台灣企銀工會理事同時也身為勞工董事，因此

台灣企銀的勞工董事與工會的意見基本上都遵照理事長的意見，

台灣企銀勞工董事於董事會開會前一週會收到議案內容，勞工董

事會和工會理事長討論工會的方向和因應方案，若是案件較複雜

困難，或是牽涉到工會會員的勞工權益的部分，就會與工會討

論，包括召開常務理事會議，和工會代表討論議案內容，但基本

上勞工董事的方向和理事長、工會的方向是一致的。另外，工會

理事長也會帶領勞工董事和幾位常務理事事先和提案部門主管與

董事長溝通提案內容，協商完畢後才會將案件提到董事會上，用

事先溝通的方式避免董事會上的衝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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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會為勞工董事的後盾 

    台電勞工董事與中油勞工董事皆認為工會是勞工董事的後盾，因

勞工董事背後有工會的支持，讓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的談判更有力

量，因為董事會也認為勞工董事的意見為工會的意見，其代表整體員

工的利益與聲音，因此也會予以尊重與重視；倘若勞工董事在董事會

上和資方有意見衝突之處，也會由工會出面和董事長協商。 

    另外，因為台灣企銀工會理事長同時也為勞工董事，其認為因為

有其為工會理事長，又有勞工董事的加持，更可以在說服公司高層和

董事長的部分有更好的功能性存在，因為理事長兼具勞工董事的身

分，同時去說服一件事情時可能會有乘數效果。 

四、 未落實董事諮詢委員會 

    本次訪談個案中，石油工會與台電工會的勞工董事規範中皆有規

範董事諮詢委員會的設置，在台電工會中，因為以往的工會與勞工董

事是派系談判交換的結果，因此勞工董事並不會和工會對於董事會議

案有特別的討論，多半都是由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自行發揮，但在本

屆勞工董事開始，台電工會開始有落實董事諮詢委員會，於召開董事

會前兩日召開董事諮詢委員會凝聚工會意見；而在石油工會中，雖然

有董事諮詢委員會的規定，但實際上並未召開，僅是由勞工董事與工

會理事長討論議案內容與工會立場。 

    設置董事諮詢委員會的用意是希望透過董事諮詢委員會召集勞工

董事、工會代表、專業人員等諮詢委員，討論董事會與工會及員工權

益相關之議案，透過董事諮詢委員會凝聚工會共識，形成工會對董事

會議題的立場與意見，同時，勞工董事必須向工會報告董事會議內容

與企業經營資訊等決策事項，讓工會了解企業經營的動向，使董事諮

詢委員會成為工會與勞工董事溝通與彙整意見的橋樑。董事諮詢委員

會的立意優良，但工會卻未實際實施，將會導致勞工董事的意見只有

理事長的意見，並不是個民主的表現，且沒有專業人士的共同討論，

也會導致勞工董事的決策缺乏專業討論。 

五、 工會爭取民股董事日趨困難 

    台灣企銀工會透過工會的努力，透過向工會會員與客戶徵求委託

書，爭取工會持股，目前台灣企銀工會持股有兩千多張，目前擁有一

席民股的勞工董事，但由於近來民營企業積極投資銀行，導致股權的

稀釋，民營企業投資也可能影響其競逐董事提名權，加上法令規定的

修改，使得工會爭取民股董事的門檻提高，使得工會爭取民股董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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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困難，因此工會除了徵求委託書外，也積極和財政部協商，或用聯

署提名的方式，希望持續維持勞工董事席次數量。 

六、 因勞工董事而發生的爭議事件 

    訪談對象中，台灣企銀工會對於勞工董事制度並未發生爭議事

件，但石油工會與台電工會曾因勞工董事發生工會內部的爭議事件，

在石油工會方面，在勞工董事制度發展初期曾因勞工董事的產生方式

在工會造成很大的紛爭，且因為勞工董事也牽涉到工會中各分會的本

位主義，每個職域皆有其分會，各分會因為勞工董事的人選而有爭

議；另外在台電工會則是因工會理事和勞工董事的派系問題，意見不

合、無法達成共識等而有爭議；對照本研究針對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問

題分析，工會確實有因為推派勞工董事而爭議不斷，這也可能是勞工

董事制度對工會的負面影響。 

參、 勞工董事與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分析 

一、 勞工董事在企業經營關注的議題很全面 

    勞工董事與一般董事的職權一樣，因此他所能接觸的企業經營問

題是很全面的，涉及到的面向也非常的多，幾乎都可以參與，不管是

公司的營運、公司未來的走向、公司的願景、公司的管理，什麼都可

以管，什麼都可以參與，什麼都可以涉足，包括公司的用人、公司財

務的…公司資金的運作等等，在工會與勞工董事皆抱持著這種看法。 

    台電工會和石油工會的勞工董事皆有提到，因為企業經營牽涉到

立法院的壓力與合作廠商的部分，董事不敢違背立法院及得罪合作廠

商，若勞工董事認為這樣的經營政策對企業永續經營不妥當時，則會

透過勞工董事的反對，讓企業經營免除其他不必要的要求，更有利於

企業經營。 

二、 勞工董事花費更多心力在了解公司業務 

    因為國營事業的董事多為官派董事，官派董事依照各主管機關相

關辦法遴選，代表各部會進入所屬的國營事業董事會，執行政府的立

場與決策，而公股代表郭為兼職，多由部長或高層官員遴派，由產、

關、學界組成，其平日繁忙與公務，所花心力不足，僅是公司的過客
178；而勞工董事身處企業基層，且是長期在企業經營之下的人，是最

                                                      
 
178 同註 153，陳美如，頁 65~66。 

   台電勞工董事訪談結果。 



 

115 
 

 

了解企業營運也是深受企業經營影響之人，體認到唯有良好的企業經

營，才能讓保障員工權益，因此比其他官派董事花費更多心力在參與

企業經營。 

三、 勞工董事特別關注勞工權益相關之議題 

    台電工會的勞工董事認為其是針對企業經營上對勞工權益有不利

的部分去提出意見，而台電工會也認為在董事諮詢委員會上大家共同

討論與決定，皆會去看公司的經營決策是否會衝擊到工會與員工權

益；而石油工會的勞工董事則認為勞工董事關注的議題會隨著企業專

注的議題而影響，例如國營企業民營化對員工權益影響的議題；在台

灣企銀工會和勞工董事的看法則是一致表示是著重於企業經營中的勞

工權益的部分，其對於公司的經營決策或政策面的事情僅是作了解並

予以尊重，基本上不會有過多的干涉，主要關心之議題是在勞工權益

的部分，對於企業經營決策有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要積極參與。 

四、 勞工董事面臨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之衝突之困難 

(一)勞工董事面臨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之衝突與解決方式 

    在本研究文獻探討中皆有說明到勞工董事的雙元忠誠、角色

衝突的問題，透過訪談能了解到，受訪的勞工董事皆有面臨勞工

權益與企業經營的衝突之經驗，台電勞工董事認為在董事會上一

定會遇到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利益衝突之問題，但勞工權益的部

分由工會把關，藉由工會的力量維持勞工權益，而勞工董事則負

責企業經營利益的部分；而台灣企銀工會勞工董事則認為勞工董

事之角色應該要著重勞工權益的部分，對於企業經營部分尊重經

理部門決定，但若牽涉到勞工權益或員工工作，則應積極的介入

溝通，認為勞工董事並非經營的阻力者，而是經營的助力者；而

中油勞工董事則認為是勞工與勞工董事之間的角色衝突較明顯，

因為勞工與董事之權責不同，看事情的角度與責任皆不同，但勞

工權益與企業經營並不一定是相互衝突的，例如夜點費的案例一

樣，但未來若有民營化之議題，可能就會有明顯的衝突點。 

   因此，在利益衝突的部分是勞工董事必定會遇到的困難，那究

竟勞工董事是如何解決此問題，其實各工會與勞工董事間的處理

方式與默契，例如台電工會與勞工董事就是以分工的方式去平衡

企業經營與勞工權益的衝突，在台灣企銀工會與勞工董事就是特

別著重在勞工權益的部分，然而，多數的勞工董事仍是較關注企

業經營中影響勞工權益的議題。 

 



 

116 
 

 

(二)從理論看勞工董事的角色衝突:在林佳和針對勞工董事制度進行的

研究報告179中，對於我國國營事業管理法的勞工董事之本質與理

論定位進行探討，首先，因為勞工董事的本質是產業民主，不涉

及公司股東的財產權，指涉及公司股東的結社自由部分，他只是

某個程度改變公司意志形成的程序，並未涉及核心的公司存續及

基本運作，重要的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要求，公司股東必須受到

一定的限制，現有的勞工董事制度是合乎憲法意旨，其同時合乎

比例原則180，而勞工董事是由公股代表之名額抽出選任，本質上

並不是公股代表，其來源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合憲立法決定，其是

受工會對勞工董事的指派與監督權限制，因此其應屬於工會代

表，代表工會意志與立場，較關注勞工權益的部分。 

肆、 勞工董事對勞動權益的影響分析 

一、 台電勞工董事著重企業經營，工會把關勞動權益 

    台電勞工董事認為其在爭取勞工權益的部分可能比較少，大部分

仍是著重在企業經營發展的部分，因為台電若經營的好，員工就會有

較好的福利和權益，其在勞工權益方面是採監督的方式，會針對企業

執行相關法令與員工權益的部分進行監督，督促其確實完成，因為台

電工會也有足夠的力量去和企業對於勞工權益的部分進行談判，因此

勞工權益的部分就交由工會爭取與維護。 

二、 勞工董事對勞動權益的改善與影響 

    在受訪的工會與勞工董事，都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工權益，並

且實際舉出其對勞動權益有正面貢獻之實例，包括部門裁撤對員工的

安置、員工福利、紅利分配、獎金、夜點費、薪資調整、加班費、休

假規則、輪班、升遷、退休等勞工權益皆有改善，且勞工董事也關注

國營事業民營化後的勞工權益保障問題，其對於改善勞工權益的部分

有正面的影響，並在以上的議題中花費許多心思與董事會溝通，而勞

工對於這方面也有一定的感受，認為勞工董事在爭取薪資福利的部分

有正面貢獻；由此可知勞工董事對於勞工權益的影響很大，由於其代

表工會，因此在董事會中會關心整體勞工權益，並維護勞工權益的相

                                                      
 
179 林佳和(2004)，勞工董事制度之理論與實務，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頁

229~230、242~243。 
180 勞工董事造成的公司意志形成結構的改變，不論在德國或是我國政府股份代表的五分之一，

都沒有逾越不合比例原則的違憲境界，因為基於股份財產權而生的股權權力關係並未過度的扭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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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題。 

三、 各工會與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影響有不同作法 

    透過訪談發現，可以了解到每個工會對於勞工權益的維護與

影響有不同的做法，以下歸納出個案公司的工會與勞工董事對於

勞工權益的影響: 

(一)台電工會:台電工會和勞工董事在勞工權益與公司經營方面，台電

工會與勞工董事對於負責的事務有分工，首先，因為台電工會力

量強大，因此台電工會負責勞工權益的維護與爭取的部分，勞工

董事則是參與董事會議，在企業董事會中了解企業經營策略與政

策，是否影響企業整體經營發展與永續經營，對於勞工權益的部

分僅是監督與督促執行，並不會主動爭取。 

(二)石油工會:石油工會的勞工董事是將個別人員的勞工權益問題交給

工會處理，例如升等考績的權益，勞工董事是在董事會中爭取與

維護整體的勞工權益，例如加班費、夜點費的議題，皆是攸關於

整體勞工權益的部分，就由工會與勞工董事討論後，和董事會提

案，並由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中和董事溝通，說服董事接受工會的

建議。 

(三)台灣企銀工會:台灣企銀工會與勞工董事有一致的共識—勞工董事

應特別著重勞工權益的保障與爭取，對於企業經營僅是了解與監

督，並不會過度干涉，但若是有影響到勞工權益的部分，勞工董

事則會積極的介入與協商，台灣企銀的勞工董事將主力著重在維

護勞工權利的部分。 

伍、 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的影響分析 

一、 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有正面的影響 

(一)勞工董事是勞資溝通的橋樑:台電工會與台灣企銀勞工董事認為勞

工董事是勞資溝通的橋樑，可以透過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雙方

敞開協商的大門；石油工會勞工董事也說明，勞工董事是勞資協

商的最後一道關卡，也是最高階的勞資溝通管道，透過勞工董事

進入董事會中的勞資協商，更能完整解決各部門間的勞資問題。 

(二)主管積極改善勞資關係:台電勞工董事提到，因為有勞工董事有審

酌人事案的權力，對他們有企業的管理階層都有威脅，因此各個

部門主管皆會調整勞資關係，善待員工，勞工董事也會在董事會

中針對不適任的主管要求改善勞資關係，各部門主管也會積極地

調整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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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資平衡:勞工董事讓資方較有溝通意願，因為勞工有了「董事」

的職務，讓管理階層或董事有意願與勞工溝通，並且尊重勞工聲

音，並且利用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中討論企業經營決策事項，可

以平衡勞資關係，避免資方片面決定或主觀的做出企業決策。受

訪的兩位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有勞資平衡、牽制的效果，讓資方

決策不會僅是資方意見，同時也有勞工的聲音在董事會中。 

二、 視主事者的風格與態度而影響 

    在台灣企銀工會、台灣企銀勞工董事和石油工會勞工董事皆有提

到，勞資關係的和諧其實也要視勞資雙方主事者的風格而定，若董事

長的風格較強硬，不願意與勞工董事溝通協商，在董事會中強硬使用

表決的方式決定企業經營事項，則會造成勞資關係的緊張與衝突，中

油公司與台灣企銀也曾經發生過因主事者風格強悍，造成勞工董事集

體離席、拍桌抗議等衝突事件，因此勞資關係的和諧攸關主事者的態

度，若雙方願意溝通協商，將會有和諧的勞資關係。 

三、 勞工董事制度實施後董事會的質變 

    中油勞工董事其擔任過兩次勞工董事，在十二年前勞工董事制度

初期進入時，因為是對體制的衝撞，十二年後再度擔任勞工董事，明

顯地感覺到董事會的質變，過去的董事會僅是照本宣科，不會在董事

會中實際的討論議案，也不會給勞工董事討論及發言的空間，直接利

用表決的方式決議，十二年後的董事會則有實際的討論，也開始尊重

勞工董事的意見，勞資關係也相對和諧。 

陸、 勞工董事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一、 法規規範的基礎課程訓練 

    依照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聯合發布之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 3條有規範董事之進

修時數，新任者於就任當年度至少宜進修十二小時，就任次年度起每

年至少宜進修六小時，而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條規定，

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下列之能力，包括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

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 20、領

導能力及決策能力等，以協助上市上櫃公司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

度，並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因此勞工董事必須參加一定時數的訓

練課程才能促進公司治理，另外也可參加勞動部針對勞工董事舉辦之

相關課程與講習活動，以增強勞工董事自身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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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勞工董事認為現今依照公司治理舉辦之課程為雲端課程居

多，且講授內容無法實際用在擔任勞工董事之實務上，對於目前國營

事業的勞工董事較無實質幫助，且勞動部舉辦之講習活動多半為聯誼

性質，也無法增加勞工董事之知識與能力，希望在訓練課程上可以有

針對勞工董事職能或關於財務報表等一系列的課程培訓，才能實際的

增加勞工董事之專業知識。 

二、 工會舉辦的勞工教育課程 

    工會也會定期舉辦勞工教育課程與活動，培養工會幹部對勞工事

務與勞工權益的相關知識，但工會的勞工教育舉辦次數一年僅一至兩

次，且內容多半是經驗傳承分享的交流性質，對於勞工董事的知識技

能並未有太多著墨，對於公司治理方面的課程較少。 

三、 勞工董事之技能多靠工會事務的歷練 

    不少受訪的勞工董事、工會與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因為曾任工會

幹部，對於勞工事務的處理非常的有經驗，才能使他們有足夠的知識

與技能與資方協商溝通，其實從各工會的勞工董事規範就可看出，要

成為一位勞工董事，其資格必須有一定的工會經驗，經過工會的歷練

才能更了解勞動事務及勞資關係，而實務上，勞工董事、工會及勞工

也認為勞工董事必須經過工會的歷練，搭配其工作所在的專長與領

域，其對於勞工事務較有熱忱、擁有龐大的幕僚群、勞資協商的經

驗、了解工作場域及基層勞工之工作環境與需求等，其清楚該事業實

務的業務與狀況，就比較了解企業決策與營運上的問題，且了解基層

勞工與工會的立場，熟悉勞資協商與溝通，也更能在董事會議中發表

意見、做成決定。 

柒、 勞工董事制度未來發展分析 

一、 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也要有五分之一之勞工董

事比例 

（一） 支持:受訪的工會與勞工支持立法規定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要

有五分之一之勞工董事比例，因為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比例的規

定，在民營化後勞工董事的席次應該繼續保留，因為站在工會與

勞工的角度而言，有勞工董事進入董事會為勞工發出聲音以保障

勞工權益，另外也有工會代表表示民營化後之國營企業應延續勞

工董事規範，雖然國家股權會減少，勞工董事席次比例可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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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減，但仍需要有勞工董事之規定。 

（二） 不需要:台灣企銀勞工董事認為，目前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皆

有延續勞工董事比例規定，認為不需要另外規範已民營化勞工董

事的比例。 

二、 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之分析 

（一） 支持:多數的受訪者對勞工董事制度擴及民營企業抱持正面的

態度，認為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營有正面的效益，讓員工提出意

見，可避免企業經營盲點，對雇主經營決策也有幫助，對於勞工

董事制度有一定經驗的工會也可以將經驗傳承給民營企業，協助

民營企業工會能更好的實踐勞工董事制度，促進合作的勞資關

係。 

（二） 困難:雖然多數的受訪者認同勞工董事制度適用於民營企業，

站在勞工與工會的角度而言，確實能夠讓民營企業的勞工有更好

的保障，但受訪者仍提出實施困難點以下分析: 

1. 在我國民營企業中工會籌組的數量較少，使實施勞工董事制

度可能會導致人選推派與代表性的問題:依照我國勞動部統

計，2016年我國工會組織率為 33.5%，這個數字看似很高，

但其中多數是職業工會，台灣的職業工會幾乎不具有任何團

結勞工的效果，主要功能是幫自營作業者或著是四人以下企

業員工投保勞保，大部分的職業工會沒有真的在做勞動教

育、勞資爭議或是團體協商的工作，台灣工會真正的組織率

計算，其實應該要扣掉職業工會，扣掉職業工會以後的組織

率只剩下 7.7%181，且許多企業雇主為了防止勞工組織工會，

都會先行組企業工會，使之淪為資方的「御用工會」，致使真

正勞工反而無法進入工會決策圈182；若未來擴大實施勞工董

事制度，首先是我國未普遍有工會組織，依照目前國營事業

勞工董事由工會推派代表的程序來看，將使民營企業推派勞

                                                      
 
181 勞動統計查詢網，工會組織率，瀏覽網

址:http://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q05014&rdm=Ijar

dghr，最後瀏覽日:2017/10/10。 
182 簡單聊聊台灣的工會組織現況，瀏覽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enny-

lin/%E7%B0%A1%E5%96%AE%E8%81%8A%E8%81%8A%E5%8F%B0%E7%81%A3%E7%9A%84%E5%B7
%A5%E6%9C%83%E7%B5%84%E7%B9%94%E7%8F%BE%E6%B3%81/10153333092693362/，最後瀏

覽日:2017/10/10。 

工會組織率低 勞長郭芳煜：修法提高罰則樂觀其成，瀏覽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7003284-260407，最後瀏覽日:2017/10/10。 

企業工會淪資方打手?郭芳煜：沒認同會被淘汰，瀏覽網址: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6-27/74596，最後瀏覽日:2017/10/10。 

http://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q05014&rdm=Ijardghr
http://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q05014&rdm=Ijardghr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enny-lin/%E7%B0%A1%E5%96%AE%E8%81%8A%E8%81%8A%E5%8F%B0%E7%81%A3%E7%9A%84%E5%B7%A5%E6%9C%83%E7%B5%84%E7%B9%94%E7%8F%BE%E6%B3%81/1015333309269336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enny-lin/%E7%B0%A1%E5%96%AE%E8%81%8A%E8%81%8A%E5%8F%B0%E7%81%A3%E7%9A%84%E5%B7%A5%E6%9C%83%E7%B5%84%E7%B9%94%E7%8F%BE%E6%B3%81/1015333309269336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enny-lin/%E7%B0%A1%E5%96%AE%E8%81%8A%E8%81%8A%E5%8F%B0%E7%81%A3%E7%9A%84%E5%B7%A5%E6%9C%83%E7%B5%84%E7%B9%94%E7%8F%BE%E6%B3%81/10153333092693362/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7003284-260407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6-27/7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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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董事人選而產生爭議，並且在落實上有困難，另外，御用

工會的問題將會使基層勞工仍然無法實際擁有產業民主，並

且無法進入企業經營決策核心，參與並監督企業經營。 

2. 影響我國產業發展與投資:因為近來產業發展不利於中小企業

經營，包括賦稅、勞動法令的修改等變化對企業經營而言都

是一大挑戰，若未來將勞工董事制度推展至民營企業將會影

響我國的產業發展與投資。 

3. 我國雇主觀念仍相當排斥勞工參與制度:我國基於勞資合作設

計上，於勞動基準法第 83條有勞資會議之規定，其為最基礎

的勞資溝通管道，然其立法設計欠缺罰則規範，真正落實執

行的企業並不多，目前我國企業未完全依法召開勞資會議，

且未普遍實施其他勞工參與制度，目前在我國實務上的勞工

參與制度發展尚未成熟，勞資雙方的對話也尚未普及，在雇

主觀念尚未轉換時，雇主的態度排斥，在民營企業實施勞工

董事制度是非常困難的 

4. 我國多為家族企業，推動公司治理制度較為困難:要分析勞工

董事推展至民營企業，以我國公司治理狀態來看，目前我國

上市櫃公司家族企業在台灣整體總市值占了 63%，在總企業

家數占了 70%，我國上市櫃公司中家族企業占大多數比例183，

所謂家族企業，係由家族持股比率、家族成員擔任董事會席

次、家族成員是否擔任董事長、家族成員擔任經理人人數及

家族成員是否擔任總經理等多元面向為整體性判斷條件，一

般多係從所有權、控制權與經營權，來定義家族企業184；而

台灣上市櫃公司多屬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具有所有權與經營

權高度重疊之特性，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若要導入新的公司

治理架構，要求企業注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產業民主的勞工

董事制度，實有困難，因企業經營者多半即為掌握控制性持

股的大股東，他們普遍對新引進的制度抱持懷疑甚至存有抗

拒，此可由先前金管會調查上市櫃公司設置勞工董事之意

                                                      
 
183 依據台灣董事學會在 2017年年會提出分析報告，以 2016 年台灣上市及上櫃總家數計 

1,624 家分析表示，家族企業在台灣整體總市值占了 63%，在總企業家數占了 70%。又證交所 

2016 年度「家族企業經營權傳承歷程之探討 - 以國內上市公司為分析中心」專題研究報告，

以 2015年底我國 825家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經統計家族企業計 434 家，占所有上市公

司家數比率約 52.61%。故不論是亞洲國家或我國上市（櫃）公司中家族企業占大多數比例。 

曾煌鈞(2017)，淺談家族企業之治理，證券暨期貨月刊，35卷，第 9期，頁 32~47。 
18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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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中高達 76%公司反對設置勞工董事之數據可證，他們

並不認為外部來的勞工董事，會比他們更瞭解企業應如何經

營，即使配合政策設置勞工董事，其認為勞工董事之發言也

未必能對企業有太多幫助。 

捌、 勞工董事制度之問題分析 

一、 勞工董事的素質與專業知識仍需加強 

    本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對於我國勞工董事運作問題中就有提出勞工

董事的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經訪談結果發現，勞工董事的素質攸關

以下兩部分，第一是心態的部分，因為勞工董事是必須要有服務的熱

忱，要有心去協商處理勞資事務，第二是專業知識技能的部分，此部

分又有關工會事務的經驗和知識技能的培養。 

    但由於目前某些工會的勞工董事淪為派系平衡的籌碼，使得當選

的勞工董事並非是有熱忱、主動去學習並解決勞資事務的代表，或有

足夠的工會經驗能夠處理董事會議中的各項議題，另外，由於法規規

範的訓練課程，內容對於國營事業的勞工董事探討議題並無實益，且

時數少，無法實際提升勞工董事的專業知識。因此，目前我國勞工董

事多半是自我精進勞工董事的知識技能，同時依靠其工會歷練、擔任

工會幹部所帶來的經驗與幕僚群的協助，在處理勞資事務。 

    但勞工董事光靠其工會經歷處理董事會的事務是不夠的，加上目

前法令規範的董事訓練課程對勞工董事較無幫助，使得勞工董事的專

業知識不足，無法在董事會中和董事會共同決定公司事務，勞工董事

不懂事的議題在我國仍是需要改善的問題，畢竟董事會中討論的事項

很多元，勞工董事必須精進自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才能發揮應有的

功能與角色。 

二、 勞工董事的席次過少，無影響力 

    台電工會與台灣企銀工會皆提到勞工董事目前的席次相較資方而

言仍是處於弱勢的情況，雖然勞工能進入董事會中了解企業經營並參

與企業決策，但若面臨投票表決時，仍無法有制衡的效果，站在工會

和勞工的角度思考，當然是希望勞工董事比例能夠增加，加強勞工在

董事會中的影響力，但若要增加勞工董事的比例是非常困難的，目前

僅能利用工會積極爭取股權或與雇主談判協商的方式才能增加勞工董

事的席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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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讓勞工代表進入經理業務部門 

    中油勞工董事認為讓勞工進入企業經理業務部門才實真正的產業

民主，雖然董事會是企業制定政策的核心，但其政策與提案多從專業

經理部門提上來之意見，其認為產業民主應是讓勞工進入經理部門的

業務會報，參與經理部門討論議案之業務會報才是真正的產業民主，

因為實際有在討論企業經營方法與做法之會議是在經理部門的業務會

報中。其實在台灣企銀工會會在召開董事會前，由工會理事長帶領與

勞工董事向提案的經理部門協商，討論議案內容與立場，事先的溝通

以避免在董事會時的衝突，這樣的方式也能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理業務

部門的討論。 

四、 勞工對於勞工董事在參與經營決策上較不了解 

    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勞工皆不太了解勞工董事在企業經營的貢

獻與情形，因為企業經營決策方面是在董事會中討論決定，對勞工而

言較不了解討論情形，且其並非工會幹部或董事諮詢委員，勞工也較

不了解勞工董事在企業決策上關注之議題及影響。 

 

表 4-3 三個個案公司比較統整 

 中油公司 台電公司 台灣企銀 

勞工董事

選舉方式 

1.由理事會選舉產

生 

2.依專業領域考量 

3.有工會派系配票

的情形 

1.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產生 

2.不得兼任 

3.依專業領域考量 

4.有工會派系配票的

情形 

1.公股:會員代表

會選舉產生，通常

由工會理事擔任 

2.民股:由理事會

選任，通常由各地

區的理事輪流擔任 

爭議事件 有，曾因選舉方式

而有爭議 

有，曾因推派人選而

有爭議 

無 

討論議案

方式 

有董事諮詢委員會

的規定，但目前僅

和理事長討論議

案、凝聚共識 

有董事諮詢委員會的

規定，但以往未實行

董諮會，目前在董事

會前一週召開董諮

會，以凝聚共識 

勞工董事與理事長

討論，或召開常務

理事會議凝聚共識 

 

對於企業

決策影響 

1.全面參與 1.全面參與 

2.更專注於企業經

營、政策實施的效益  

4.較官股董事更有心 

1.全面參與 

2.理事長會事先跟

經理部門協調案子

後再提案至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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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權

益之影響 

1.例如:民營化勞工

權益保障、夜點

費、退休金 

2.勞工董事在企業

經營中較針對勞工

權益，但個別勞工

權益交由工會處理 

1.例如:員工安置、升

遷管道、薪資、福利 

2.工會把關勞動權

益，勞工董事針對企

業經營發展 

1.例如:加班費、

部門裁撤的勞工權

益保障、薪資、福

利、升遷、三節獎

金 

2.工會與勞工董事

皆有一致的共識，

其主力特別著墨勞

工權益的部分 

對勞資關

係之影響 

1.確實感受到董事

會的質變，有實際

的討論 

2.勞工董事是勞資

溝通的橋樑 

3.健全勞資溝通的

管道，是最高層級

的溝通管道 

3.視主事者風格而

定 

1.管階層更積極的改

善勞資關係 

2.勞工董事是勞資溝

通的橋樑 

3.為勞工發聲，平衡

勞資關係 

1.可增加資方協商

溝通意願 

2.勞工董事是勞資

溝通的橋樑 

3.勞資雙方會事先

溝通代替衝突 

4.資方更尊重勞工

的聲音 

5.視主事者風格而

定 

勞工董事

的知識與

技能 

1.法規規範課程時數 

2.工會歷練(幕僚群、擅長領域) 

3.勞動部舉辦的課程活動 

4.工會舉辦的勞工教育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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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藉由訪談結果可知，勞工董事之意義與功能有了解監督公司經營、反映基

層勞工聲音、配合工會立場、爭取與保障勞工權益、勞資平衡等，其主要事可

讓勞工進入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監督公司經營，亦可在董事會中反映勞工聲

音，以保障勞工權益；由於勞工董事是由工會推派，各個工會對於勞工董事之

推派與義務皆有訂定相關規範，有的工會則是設有董事諮詢委員會，凝聚工會

意見，協助勞工董事做成決定，而工會同時也是勞工董事的後盾，使其在談判

時背後有工會力量的支持，目前亦有工會透過持股或徵求委託書的方式，藉由

自己的力量爭取民股董事，但由於法令的修改，使得工會爭取民股董事日趨困

難；勞工董事在企業經營決策方面，能夠多元且全面的涉獵企業經營決策，較

關注勞工權益相關的議題，並且積極介入協調、維持，而勞工董事也有促進勞

資關係的和諧，成為勞資雙方溝通的橋樑，勞工董事的身分與地位也使資方較

有溝通意願，並尊重勞方意見，而不同工會對於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衝突也有

不同的做法；勞工董事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除了法令規範董事應有基礎課

程的訓練時數外，亦可參加工會舉辦之勞工教育與勞動部舉辦的教育課程，但

多半仍是勞工董事自行進修，其知識與能力多半仍來自工會經驗的磨練與工作

領域上的知識與幕僚群；對於現今的勞工董事制度訪談對象皆表示滿意，但目

前仍有部分工會讓勞工董事制度成為工會派系換票的結果，因此希望可以加強

勞工董事之素質與專業知識，才能在企業經營上更有正面的效果與影響；最

後，訪談對象接支持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認為其為產業民主的實

現，並且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亦可將工會運作勞工董事制度的經驗分享與協助

民營企業工會，讓民營企業能因勞工董事制度而帶來正面效益，但也有受訪者

認為勞工董制度擴展至民營企業將會影響我國產業發展與投資，且我國企業多

為家族企業，雇主相當排斥勞工董事制度推展至上市櫃企業，另外，也應該讓

勞工參與企業經理部門的業務會報，才能與實際與專業的經理部門討論企業經

營的策略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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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前面各章節對於勞工董事制度之本質與他國與我國制度之文獻，加上

實際訪問之結果，整理歸納後對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做出以下結論，再針對

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運作依國民營企業及工會規範不同 

    透過實際了解我國勞工董事的實務情況，可了解我國在國營事業

勞工董事上採類似德國的方式，法規強制設置一定數量之勞工董事，

而有些工會也像美國一樣，透過蒐集委託書的方式爭取勞工董事名

額，加上勞工董事制度是由各工會執行，因此各個工會在勞工董事的

規範、選任勞工董事的考量、勞工董事討論議案與意見整合方式、關

注議題的分工不盡相同，也有工會因勞工董事制度的執行而發生爭

議，但整體看來，不管是勞工董事、工會或是勞工，皆認為勞工董事

制度可以實現產業民主，更可以強化公司治理、讓勞工了解並監督企

業經營，且能平衡勞資關係、保障勞工權益。 

二、 勞工董事制度對勞資關係與勞工權益有正面影響，但仍

有需要改善之處 

    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有正面影響，不僅可以使資方更有意願與勞

方溝通，也尊重勞方提出的意見，並且是最高階層的勞資關係溝通管

道，是勞資溝通的橋樑，另外，因為有勞工董事的角色，開始改變企

業的討論文化，促進勞資雙方在會前討論、勞工董事與各部門的事先

溝通等，確實讓董事會有實際的討論與意見交流；勞工董事對於勞工

權益上也有正面影響，勞工董事在企業決策上多關注勞工權益方面之

事務，並且積極介入協商、討論，其除了關注企業營運與經營事務

上，更致力於關注勞工權益方面的議題，更可以突破企業經營盲點更

可以增加企業經營之透明度，有利於企業經營。雖然勞工董事制度有

以上效果，但仍有需要改善之處，包括勞工董事比例過少、勞工董事

素質參差不齊、爭取民股勞工董事日趨困難、勞工不清楚勞工董事之

作為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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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工董事制度實施至民營企業持支持態度，但仍有其實

施困難 

    我國勞工董事制度已實施將近十六年了，目前僅於國營事業實施

勞工董事制度，但國營事業將逐漸面臨民營化的問題，使勞工董事席

次受到影響，為保障民營企業的勞工權益，近年開始推動將勞工董事

制度實施於上市櫃公司，讓民營企業勞工也能擁有產業民主、進入企

業經營核心的權力，本研究受訪的工會、勞工董事與勞工對此皆抱持

支持態度，但仍有其實施的困難，第一，我國民營企業工會組織率

低，若未來要將勞工董事制度擴大實施，可能使勞工董事的推派產生

困難，且御用工會之問題也可能影響勞工董事制度實施之成效；第

二，因我國產業環境與勞工法令的修改不利於企業發展，使我國中小

企業經營日漸困難，若將勞工董事制度擴大實施於民營企業，可能會

對企業經營產生挑戰，影響投資或產業發展；第三，我國雇主觀念仍

相當排斥產業民主制度，也未普遍召開勞資會議，勞資雙方的合作與

對話也尚未成熟普及，將使擴大勞工董事制度的推動更加困難；第

四，我國上市櫃公司多屬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具有所有權與經營權高

度重疊之特性，因企業經營者多半即為掌握控制性持股的大股東，他

們普遍對新引進公司治理制度抱持懷疑甚至抗拒的態度。 

四、 我國較不適合以德國模式立法強制設置勞工董事，應以

美國模式透過工會爭取勞工董事席次的方式以實踐產業民主 

   我國國營事業之勞工董事制度是將代表政府股份之董事代表五分之

一席次予工會推派勞工董事，其基礎仍是由政府立法規範政府持股之

下的董事席次分配，但若要立法強制民營企業設置勞工董事，雇主與

其他股東並未有意願將部分董事席次讓與勞工選派，其基礎又與國營

事業立法規範之勞工董事制度不同；加上我國並不像德國般有勞資共

治的思想基礎，且企業多屬家族企業，企業經營者多半即為掌握控制

性持股的大股東，其普遍對新引進的制度抱持懷疑甚至抗拒的態度，

若欲以德國的勞資共治的概念強制立法讓無股權之勞工擁有董事資格

實屬困難，建議以美國私有財產權的概念，透過工會主動爭取的勞工

董事席次的方式，發揮勞工董事的正面效益，逐步實踐產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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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以上的研究結論，本文針對我國政府、企業與工會提出以下建議: 

一、 政府建議: 

(一)持續宣導產業民主、勞工參與觀念:政府應積極向大眾推廣產業民主、

勞工參與之觀念，亦可利用勞工參與的成功案例說明勞工參與的優

點，對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不僅能喚起勞動意識，更可以讓雇主了

解產業民主之意義與其正面的功能，讓勞資雙方有意願嘗試勞工參與

制度，讓勞工董事制度之推動更加順利。 

(二)落實勞資會議並積極推動勞工參與制度:我國勞基法目前雖有勞資會議

之規定，但此並沒有罰則的約束，因此企業並未實際召開勞資會議，

而勞資會議是讓勞工參與企業內部之勞資會議是雇主與勞工溝通的重

要管道，勞工可向雇主反映實際的工作情況及勞動條件，經由雙方交

流，不但可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並可藉由此機制，形成良性互動的

開端，若我國連勞資會議都無法實踐，則未來要推動企業層級共同決

定層次之勞工參與就更加困難，因此，政府讓事業單位落實勞資會

議，並且積極推動其他勞工參與機制，包括團體協商、職工福利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品管圈提案

制度等，讓勞資雙方有常態的溝通協商管道，並讓資方在這樣的互動

中了解勞工參與制度帶來的優勢，為企業經營帶來正面影響，透過定

期舉辦勞資會議，勞工可適時向雇主反映實際的工作情況及勞動條

件，經由雙方交流，激勵勞工的工作意願，不但可提升企業的管理效

率，並可藉由此一機制，漸漸形成良性互動的開端如此一來，勞資雙

方皆能對勞工董事制度持正面態度，也有支持勞工董事制度發展之意

願。 

(三)加強勞工董事教育訓練:由於勞工董事之背景多元，並非有商業管理的

相關學歷或經歷，因此對於企業管理、財務報表背後的意義都較不了

解，而透過訪問可知目前針對董事之訓練課程對勞工董事並無實質幫

助，若勞工董事僅用工會歷練與工作經驗而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經

營，其在董事會議案之討論上效果有限，無法實質發揮勞工董事之效

果，建議政府加強推動勞工董事之教育訓練課程，包括財務報表分

析、企業管理課程等與公司治理相關之課程，讓勞工董事參與企業決

策時能對企業有實質幫助，並保障勞工權益。 

(四)持續推動勞資政三方社會對話機制:建議政府應積極辦理全國性、產業

別及區域別社會對話活動，建構社會融合之勞資夥伴關係，讓政府、

雇主和勞工三方間，對於特定政策等相關議題，進行協商、諮商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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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交換，除了能夠創造勞資合作的勞資關係外，更可透過社會對話了

解勞資雙方對於勞工董事議題的看法與期望改善之處，有助於日後推

動民營企業勞工董事制度之政策制度建構。 

(五)積極推動上市上櫃公司勞工董事制度，鼓勵勞工籌組工會:政府應以推

動上市上櫃公司勞工董事為長期目標，將勞工董事制度推展至上市櫃

民營企業，本研究整理了勞工董事未來發展趨勢，可望能將勞工董事

制度推展至上市上櫃公司，讓民營企業也有勞工參與以保障勞工權

益。雖然我國目前有類似美國的獨立董事制度，但其是排斥勞工擔任

獨立董事的，因此，建議我國政府單位應思考是否讓勞工可出任獨立

董事，賦予勞工董事類似獨立董事的權利，使勞工代表可在企業決策

層級，為勞工發聲並監督企業經營。另外，由於我國產業發展、公司

治理現況及產業民主之概念可能會存在制度推導之困難，建議先以美

國私有財產權的概念，透過工會主動爭取的勞工董事席次的方式，鼓

勵民營企業勞工籌組工會，透過工會的力量去爭取勞工董事的席次，

發揮勞工董事的正面效益，逐步實踐產業民主。 

(六)定期評估勞工董事制度實施之問題與效果:建議政府在規劃民營企業勞

工董事制度之前除了廣泛蒐集勞資雙方之意見外，應仔細評估此對勞

資之優點與影響，包含目前勞資之間對於勞工董事影響產業發展與投

資之疑慮也應一併評估，另外，在民營企業實施勞工董事制度實施

後，應定期評估勞工董事制度之影響與成效，了解勞工董事制度是否

能發揮其功能與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進而給予企業或工會相關的協

助改善。 

(七)增加女性勞工董事之規定:為了促進性別平等、終止就業歧視，歐洲國

家積極堆動歐盟各大企業決策階層董監事會的性別平衡，而歐盟委員

會於 2013 年底通過，於 2020 年以前歐盟 28國之國營事業與上市大企

業(員工 250人以上)女性董監事比例至少應達三分之一之席次，其中

包括挪威、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皆陸續通過類似法案
185。德國為產業民主制度最具代表性之國家，其對於企業層級之勞資

共同決定亦有規範女性勞工監事之比例，建議我國可推動女性董監事

與女性勞工董事之規範，讓多元參與的董監事會更有多元的聲音、方

案與討論，以吸引優秀人才，強化企業管理與競爭力。 

 

 

                                                      
 
185 吳嘉麗，積極落實台灣企業董監事的性別衡平，參考網址: 

http://www2.tku.edu.tw/~tfst/074FST/forum/074forum1.pdf，最後瀏覽日:2017/8/28。 

http://www2.tku.edu.tw/~tfst/074FST/forum/074forum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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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建議: 

(一)教育主管認知，促進勞資和諧:在推動產業民主時，最重要的是資方對

於勞工參與之意願，若企業主管階級有意願並尊重勞工參與，則勞工

參與制度才能實質的發揮效果，並且造就勞資雙贏，因此，企業必須

教育企業內部主管認知，使其支持勞工參與，避免其排斥勞工意見，

才能讓雙方有溝通與交流的機會，以促進勞資和諧，共創雙贏。 

(二)積極落實企業內部之勞工參與:勞工參與制度有很多種，不同的參與程

度、參與事項和參與層級，而最高層次即是企業層級共同決定層次的

勞工董事制度，雖然民營企業未有勞工董事制度，但仍可落實其他勞

工參與制度，包括勞資會議、各種委員會、廠場勞資協商制度等，從

較低層次的勞工參與做起，逐漸地落實產業民主，待企業與勞工皆熟

悉勞工參與和勞資合作之模式之後，勞工董事制度將會更順利的推

行，並且為勞資雙方帶來更大的效益。 

(三)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理部門之業務會報:由於勞工董事之決策層級為企業

層級的共同決定，但企業董事會的討論事項較為大方向的政策性決策

事項，勞工董事於董事會中僅針對企業政策性或大方向進行討論，但

其政策細節的部分仍在企業經理部門中討論，為落實產業民主，勞工

參與制度設計應讓勞工代表進入企業經理部門之業務會議，讓勞工在

經理部門先與經理階層共同討論，屬於廠場層級或部門層級的共同決

定，由廠場或部門層級的共同決定先完成討論，接下來進入企業層級

的共同決定就會更加順利。因此，企業應健全部門層級與廠場層級之

勞工參與，最後則是企業層級之勞工參與，才是完整的落實產業民

主。 

三、 工會建議 

(一)定期公布勞工董事報告:工會應定期公告或於工會刊物中報告勞工董事

之作為與貢獻，才能使工會會員更了解勞工董事與工會在企業經營扮

演之角色與成效，一方面可督促勞工董事能有實質作為，一方面更可

讓工會成員監督勞工董事之職能，讓工會會員了解勞工董事的實際作

為與成果。 

(二)避免勞工董事淪為工會派系的談判籌碼:我國實務上仍有工會將勞工董

事選舉視為工會派系權力分配的籌碼，配票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最合適

的人員當選勞工董事，其能力、專業、民主性皆會受到質疑，亦偏離

原本設置勞工董事制度的目的，因此，工會應避免勞工董事淪為工會

派系分配的籌碼，讓勞工董事能真正的在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上發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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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工會內部教育訓練:工會應加強工會內部教育訓練，因為在董事會

中，勞工董事光靠工會的歷練與工作經驗是不夠的，在董事會中仍會

有許多與公司治理、勞工權益相關案件，若缺乏企業經營、勞工法令

等專業知識，則無法明確地剖析企業問題與盲點，另外，勞工董事必

須有強烈的熱忱，才能在董事會中持續的關注勞工權益與監督企業經

營，因此，建議工會可以聯合舉辦勞工董事的專業知識課程講習，針

對勞工董事設計相關課程培訓，工會必須加強內部教育訓練，培養勞

工董事的專業知識，並且確保勞工董事的服務熱忱，才能讓勞工董事

發揮實質效果。 

(四)實踐董事諮詢委員會制度:在許多工會皆有類似董事諮詢委員會之制度

設計，作為勞工董事與工會凝聚意見、討論議題的橋樑，但工會可能

未實際運作，僅由勞工董事與工會理事長討論議案與意見交流，未能

發揮董事諮詢委員會之意義，因此建議工會應實踐董事諮詢委員會，

讓專家、工會幹部與勞工董事共同討論議案，除了能夠凝聚工會意

見，讓勞工董事制度更民主、更專業，對企業經營更有幫助。 

(五)民營企業工會的籌組:勞工董事之推派必須要凝聚勞工力量，透過勞工

推選代表擔任勞工董事，為了將勞工董事制度推展至民營企業，首先

要做的就是讓民營企業的勞工籌組工會，有了工會的力量就能和企業

協商與溝通，亦可讓勞工參與制度實施在民營企業中，讓企業了解集

體勞資關係與勞工參與制度的對企業的效果，讓勞資雙方有合作、溝

通的機會，不僅可以平衡勞資關係，保障民營企業勞工權益，更可向

像美國模式般，利用強大的工會力量，利用團體協商的方式向企業爭

取勞工董事席次，讓勞工參與公司治理，保障勞工權益。 

(六)積極爭取民股勞工董事:雖然我國目前勞工董事制度規範僅強制規範於

國營事業中，但民營企業的勞工董事也可學習美國經驗，藉由工會收

購股權，利用工會提名，讓勞工代表進入董事會中，成為勞工董事，

而我國實務上也有工會利用這樣的方式爭取民股董事的席次，讓勞工

也能在企業的最高決策層級中發表意見，監督企業決策，保障勞工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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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紀錄 

訪談記錄一 

 

 

 

 

 

 

Z:第一題，請問您為何會想擔任勞工董事，動機為何? 

H:恩，這是誤打誤撞啦，因為勞工董事那個時候是在國營事業管理法他修法通

過以後，三十五條修法通過以後，那…石油工會這邊，那時候我剛好在工會這

邊擔任常務理事嘛，那那時候當然那個部分就是從修法之後，工會就在產業民

主這區塊就有在注意，那那個時候就為了勞工董事的產生方式在工會就造成很

大的…一個紛爭，我想其實到現在應該也很多工會都…應該你做這個研究應該

多少從勞工董事的產生工會裡面就會有很多路線存在，產生方式就有些像現在

就會有譬如說像直選或者是要代表大會選啦，那那個時候石油工會也是碰到這

樣的問題，那…所以你說參與勞工董事的動機在工會幹部裡沒有一個人敢說我

就是立志想要做那個區塊，那個時候沒有，現在有沒有我就不曉得，所以那個

時候像因為我這一次因為是回鍋再回來做嘛，我十二年前那時候九十年，我們

那時候九十年就開始了，石油工會九十年第一屆去參加，那個時候是那個辦法

我們擬出來後，那當然就是工會內部就有很多人啊…那中油的本身就有各個專

業領域都不一樣，那每個職域都會有工會的分會，那所以…那時候為了勞工董

事的名額因為就只有三個，那為了這個名額對工會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困擾，大

家在爭來爭去，哪一個職域的要出來，那後來就…最起碼就是說…那時候工會

就是覺得說讓三大事業，因為主要，中油的三大主要業務，所以就由三大主要

的職域各產生一位，那時候為了人選也有爭執，到最後…我那個時候也為了勞

工董事幾乎就是阿你某某人出來做，那我就 OK啦，就這樣上來的，所以因為那

時後我們在擔任工會的職務，是不宜也不會想要去爭那個位置，所以你說擔任

勞工董事的動機，完全沒有動機，哈哈，那只是完全因為說配合法令，就這樣

就推出去了，所以說就糊里糊塗就上去了。 

Z:哈哈，了解，好，那再來就是，因為您目前擔任勞工董事嘛，那想問您請問

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 

H:其實那個時候在講產業民主的時候，我們對勞工董事這樣的一個政策其實我

們一則喜一則優啦，當然那時候是高興說產業民主總算說落實，但是同時也產

訪談時間:106年 8月 7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灣石油工會勞工董事 葉董事(H君) 

個案公司:台灣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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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工會到底要不要…因為那時後還是有勞資…資方色彩、勞方色彩，那勞方

怕說進去以後被同化變成資方的，哈哈，那時候就想說進去以後就變成資方

了，管你勞方，所以那個時候為了這種東西大家也在那邊定位不清楚，所以有

紛爭，所以你以現在來看經過十幾年這樣的運作，當然有它代表的意義，那也

因為其實我們政府在產業民主的政策，好像訂了一個法，修了一個法然後就丟

下不管… 

Z:那就是讓你們自己去發展嘛… 

H:對，就自己去 run嘛，因為這個產業民主，到底什麼是產業民主，這個也是

丟了一個有勞工董事進去就叫產業民主，那這個跟一些…我想你們有在研究這

些跟歐洲、德國的產業民主又不太一樣，他們是體制外的工會，所以他們的董

事也是由外界來擔任，包括勞資會議他們都是由外界的工會派代表進來，所以

產業民主，你看台灣到現在十幾年來，產業民主你說落實，怎麼落實?那企業內

的工會，你都是領人家的薪水… 

Z:所以您是覺得進去，這樣子發表意見好像還是會有點顧忌的感覺嗎? 

H:在自己其實自己會自我要求，別人我是不知道，權責要成比例啦，有權就該

有責，阿如果你講的話不必負責任，那你就不該那個啦，這其實是要自我約束

的，勞工董事到現在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所以他的功能跟角色，從我的角度

來看是有它的功能在啦，那角色的拿捏那是真的很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勞

工董事，董事長就說來董事們來發表一下你的感覺，我就說從今天開始就是人

格分裂的開始，哈哈哈，就是自己的角色的扮演就會衝突，所以那時候我也在

內部的刊物上，在工會的刊物上我就講說，我不希望有勞工董事以後，它變成

是工會理事會的延伸啦，變成說都以工會的理事會去看，這樣會變成勞工董事

能發揮的角色就有限啦，我們這邊石油工會的設計是他比較 under 在理事會之

下，但是是希望他在職權的行使的時候，因為他畢竟在董事會接受到的訊息跟

在理事會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啦，阿如果在職務的行使上，發揮就沒有動

力，那這個部份我的看法是這樣。 

Z:好，那第三題是請分享擔任勞工董事的相關經驗，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或曾遭遇的困難? 

H:經驗是真的很特別啦，哈哈，其實…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是方不方便這樣發

表，其實是有很多事情啦，其實印象最深刻的是十二年前我們第一次進去的時

候，那時候等於是對體制的衝撞啦，其實事業單位包括政府那邊也都搞不清楚

到底勞工董事這樣進去之後到底對公司的董事會會不會產生質變，那別的工會

我不曉得，那就中油這個部分其實…就我十幾年前進去就我們第一次進去的，

和我十二年後再一次進去的時候就很明顯感覺到他就是質變了，董事會的質

變，阿那個質變是有正向的有負面的，所以你說到底有沒有他的那個…其實我

剛進去的那時候有一個 BGOI案，吼 BGOI 案是我們探勘部門第一次去參與國外

探勘是用股權的方式，通常我們是用工作權利，工作權利跟股權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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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就當股東，當股東跑不掉，阿工作權利是我買其中這些原來股東裡面，比

如說我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東或股權的，我跟你談好說阿你的股權裡面百分之十

我跟你買股東的權利，你還是股東，只是你五十裡面到時候有收入的時候，反

正我就跟你負擔十趴的義務，就是你比如說十趴的費用支出要一百億我就一百

億給你，但是你收入有一千億我就分一千億，所以單純就是我跟股東私下的一

個…所以工作權利這在一般的一個國際的探勘就是這個方式，那我們幾乎都是

用…因為我們中油在台灣很大，但是在探勘這個部分在國外來比真的是差太多

了，那真的是小咖的小咖哈哈，所以那個時候 BGOI案，那時候本來都是已經購

買工作權利，但是那個是不是就購買股權，然後就發生了很多外傳就很多弊端

阿，那時候是他們覺得是弊端啦，但是在探勘業務看起來是正常的啦，只是外

界不了解，所以就一直說那是弊端，阿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改朝換代，政黨輪

替，那新的董事長他就以這個叫打擊弊端為理由就是想要去…意思就是說阿以

前的政黨留下來的這種不正常的投資，那那時候其實因為那個案子就牽涉到…

講不好聽就是一個權力的轉換，經理部門就是要把它撤換，那後來確實也是證

明有這樣的成分在，那後來就是對於我們進入董事會的感觸真的很大，那我們

當初進去我們工會並沒有說要去做這樣，但是剛好我那個時候就是代表探勘

的，那對這件事就著墨很深啦，那過程裡面就發現說如果不是進去這樣，那那

個時候可能就整個經營團隊整個就被翻掉了，那翻掉以後那對中油的影響可能

就不曉得，這個誰也不能說好或不好，但是事後我們看起來就最起碼那個時候

就是把整個中油公司是穩定下來，那到底好或不好不曉得，十幾年來看起來確

實是穩定中有發展，所以因為那個案子後來確實是他是有意要把正個經理部門

換掉，包括副總都換掉，所以那時候就是…他是其實有在準備啦，在那個時候

我們是說最起碼如果沒有這樣，因為過去董事會其實講真的都是照本宣科啦，

所以，最起碼我們後來再看勞工董事進去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Z:所以現在進去是有覺得說比較可以發表意見嗎?是什麼樣的改變? 

H:其實這等於就是說，也就是說整個董事會就是說有討論了啦，而且你可以因

為主持者的一個不一樣，那整個那一屆的董事會整個的那個就不一樣，像過去

他就是因為…比如說董事長他個人比如說他就是比較官僚的啦，他就是我就是

執行上面的就這樣，我管你工會講什麼，阿不然來舉手表決阿，都一樣，我們

那個時候剛進去也是這樣啊，董事長動不動就是要表決阿，甚至於他董事長說

No就是要裁決阿，所以在那時候我常常就跟他說我說依照公司法規定，董事長

你沒有那個權力裁啦，我說你沒有這個權力，他說哪有這回事，我說對不起

吼，依公司法規定你只是董事會推派出來的董長，在董事會裡面你只是主持這

個會議而已啦，你的股權跟我的股權一樣，你憑什麼裁，那時候跟他這樣頂撞

過啦，那時候他自己也說哪有這回事，結果他問了監察人說，監察人某某人說

這樣對嗎，他就說沒錯，董事長不能裁啦，因為在董事會裡面，因為經濟部分

配給我們的股權每個人都一樣嘛，阿只是董事長就多零股而已啊，就是分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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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的零股剩下的一些，你跟我的股權是一樣的，憑什麼裁，你沒那個裁的權力

啦，不該用裁決，後來他就說用表決阿，那表決我也是說如果什麼事情都用表

決，我舉手也舉不過你啊，對不對，那只是就造成彼此的緊張而以啦，阿所以

那時候我們一直說要表決的時候我們那時候有三個，我們離席抗議。 

Z:所以，那時候離席? 

H:對阿，我們就會離席阿，阿一離席一次那就當然就不好看阿，過就過，我們

都留下紀錄阿，所以一下他就不表決了，那像我聽他們說啦，前兩屆前一屆的

董事長，他就很喜歡用表決，所以那時候勞工董事常常就是很緊張就是這樣，

動不動就表決阿，他就是不管你，我就是用表決，對阿，反正表決就記名那三

個勞工董事反對阿，就也有董事長個人用這樣的處理方式，也有啦。 

Z:看董事長個人的處理方式就對了。 

H:對，所以你說看在那時候董事長他們就跟工會之間就…你看他要出國，工會

就去幫他送機，要開董事會工會就到董事會去抗議，就會造成這樣，所以這是

一個藝術啦，哈哈。 

Z:好，那再來是第四題，請問您在董事會關心的議題大部分為哪方面的議題? 

H:其實這部分就是隨著那個…時間的，你看我那時候十幾年前那時候進去的時

候我是關心公司的財務、財報，阿那個部份我會比較關注，因為那時後其實因

為有民營化的關心，或是員工權利的問題，其實那時候如果我們沒有進去，我

們接受工會的東西就是事業單位給你看什麼你就看什麼，那當然在那邊你就可

以看到確實的資料，那當然那時候剛好有民營化的議題，阿那時候我最關心的

就是到底我們的權益能不能受保障，所以那時候就看到，阿退休準備金提撥不

足，也就是說如果是以那時候民營化的話，那時候我們的通通要補償的退休金

完全不足啦，那時候還差將近十幾億，所以那時候我進董事會就說公司有盈餘

就該先撥補，公司當然不肯阿，因為就是資金的那個，我說你們說民營化玩真

的玩假的，阿這一句頂過去他們就沒話可說啦，你不是要推動民營化嗎?阿推動

民營化你這個基本的保障要先補足阿，所以那時候就只要有盈餘就先撥補，所

以那時候兩年就把它補足了，那時候補滿對於工會對於員工來講就基本的保障

要有，阿其實國營事業當然不會怕說沒有啦，但是最起碼就是說這樣就有滿足

到，所以那時候比較關心，那那時候我有跟工會報告就是說我們進去就是要把

第一手資料給工會，也就是說當公司跟工會之間發生緊張或爭議的時候，我們

要的第一手資料要是正確的，而不是經過他們加工後的，他要給你什麼的，所

以那時候那一屆的工會，因為我們知道他要舉手我們也舉不過他嘛，但是我們

可以很清楚的把他 Hold住，所以那個部分我個人是財報部分會去關心啦，而且

也可以從這個部分看出公司投資的情況，各方面都去看，像那個時候我是比較

關心財報這個部分，那這一屆現在進去就是看到公司的整個的特別是在目前資

產的活化的部分，他們會做一些不動產的規劃或轉投資的部分，或者是事業的

發展這部分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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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好，然後是第五題，請問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響?參與決策的

程度為何?這邊的話像你剛剛也有稍微講到，跟上一題也有連接，那主要是說在

討論問題時會先跟工會這邊討論嗎?還是說自己去看自己比較關心的議題? 

H:不會，這個議題其實我們石油工會，我個人認為我們那時候在訂我們勞工董

事的產生過程，這個部份我們就覺得在各工會可以說當初的方向是對的，那我

們董事會所有的資料我們都看過，像一個禮拜前我們收到案子以後，那我們都

會自己先看過，然後…我們之前我們工會還有一個董事諮詢委員會那個定期由

工會去召開，就是會組成董事諮詢委員會，那那個其實以前我們在運作都還這

樣，那現在幾乎都直接我們就跟工會…因為理事長也會收到這個議程，因為我

們公司後來就把理事長列席，所以工會在裡面等於有四個，但是理事長是列席

的，那我們就會在開會之前就會跟理事長談，就案件去討論，阿有意見的三個

勞工董事去跟理事長討論他個人的看法，阿完了以後再整合工會的看法是什

麼，阿對哪個案子有意見，幾乎都是以工會的意見為依歸，因為這個樣子就是

說我們在石油工會裡面勞工董事這個區塊跟工會之間是很密切的跟合作的，因

為你如果違反工會的意見工會是可以把你拿掉的，因為在石油工會的勞工董事

要把你拉掉很容易，就理事會通過就換掉了，所以勞工董事不可以太…所以你

說石油工會的強勢在工會裡面特別在勞工董事絕對不會讓你失控的。所以為了

這個工會有過幾次的爭執，那也是一直主張說要 under在董事會之下就是這樣

的意思，所以變成就是說，所有的議題裡面都會這樣，所以說在決策方面其實

影響蠻大的，所以慢慢地到現在來講，公司這邊只要勞工董事有意見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那是工會的意見，所以都不會小看這個意見，因為他們也都知道他

們三個來，講的話幾乎都是工會那邊的，我這邊如果你不採納或者不參考的話

接下來就是工會出面了，工會就出面來談了，所以這裡就都已經慢慢…那如果

說那邊確實，比如說公司覺得說這個是他們堅持說需要確實要做，或者上面的

意思那都會跟工會協商，那特別是現在的董事長他這個部分就是做的都很 OK，

來到現在他幾乎跟工會都很常在協商，也就是說這個區塊是還 OK，阿如果說你

跟工會有協商那這個部分運作就很順，黑阿。 

Z:恩，好，那這邊剛才有一題是參與哪方面的決策，那你認為說工會這邊有特

別參與哪方面的議題嗎? 

H:其實在比如說啦，一個煉製也好他們比如說設備要購買或者是大修的維修，

早期的話幾乎都是會有很多的協力廠商，比如說我有工廠要大修的時候，管線

有管線的嘛、轉動機械有轉動機械的嘛，那都有很多，其實這些包商做久了以

後他們就幾乎等於類似有一種聯合起來圍標的那種味道，然後大家均分，那工

作控制品質就常常很不好，所以常常有時候大修完以後要試車，常常要試好幾

次才能試的成功，那工會在這部分大家當然都很關心阿，因為工會跟基層員工

就是最知道，所以後來我們慢慢的像最後我們最後在決策方面就統包，就是找

一個類似工程顧問公司就是整個大修包起來，讓他們去找，那這樣做起來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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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大修的試車…我們只要提早一天，我們就可以省好幾十萬好幾百萬都有，阿

如果開車一次就 OK了，大修完一次就 OK 了，那這樣就對公司的影響很大阿，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工會有去做這樣的一個…因為有些事情事業單位他們不好去

得罪這接人啦，那工會的話就可以，所以這個部分對公司的一個經營也有幫助

在，那特別有時候像一些地方的政治人物的一些聯絡什麼的也都方便啦，對。 

Z:好，再來是第六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影響有貢獻嗎?那具體

的作法有哪些? 

H:那其實就我剛剛所講的就說民營化的議題，那其實民營化有些人就是說工會

擋民營化到底對或不對阿，那其實那是事後啦，現在也沒有民營化啦，那其實

就是說工會都準備好了，那比如說像現在 工會在對談的一些權利比如說加班費

啦各方面的時候我們都是有第一手資料給工會阿，阿其實這方面其實說重點還

是說在政府啦，經濟部啦，國營會那邊，那才是問題啦。那像在夜點費，我們

現在在跟公司爭夜點費，夜點費就是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那公司也都支

持工會，那董事會都通過了，阿經濟部就是不行，那邊說 NO，那就搞成現在這

個樣子，那其實就是說工會跟公司現在其實慢慢的看法也是趨於一致，他們也

不希望說每個勞工退休後在那邊告，所以這個董事會都通過工會所提的案子，

在這個部分是說其實對員工權益的保障是有具體的貢獻，像夜點費這個部分，

那董事會都願意支持工會這樣的看法。那你像最近比較關注的就是互助金的問

題，互助金的問題那工會這邊是也提出要求，像台電那邊也弄的很…台電是比

較那個作法更寬鬆一點啦，那我們是像公司是進公司每個月會扣 112的互助

金，退休的時候就最高就 25年算起來差不多四萬九千塊，我們每個人每個月繳

112快到退休的時候就拿回來，那這個部分沒什麼保障，那最大的保障就是

說，你在退休之前亡故的話，那可以領到差不多三倍，約略十五萬左右，所以

這個有互助的精神在啦，但是這一筆錢算…因為即使你沒有什麼事，每一個人

一個月繳 112塊到退休時領將近五萬塊那也不夠用啊，那不夠用所以慢慢那筆

錢，所以那個互助金的帳戶也虧損，台電更厲害阿，阿我們也虧啦，那現在工

會就想說既然這樣，那這一筆錢政府也不會管你，阿但是你虧了怎麼不夠用怎

麼辦，那工會就是想說停辦了，把每個人繳的都退回去好了就給大家就好了，

就是很無奈，因為工會也覺得說這個對退休中間就在職期間亡故的有互助的精

神在，但是沒有幾個人啊，那 run成這樣大家很難處理阿，所以工會也是要不

然就停辦阿，把這些錢發給大家，那現在公司也舉棋不定阿，因為錢公司算一

算也差不多四五億而已啊，但是問題是國營會他們上面還是不肯阿，因為等於

說要從他們營收在撥過來，因為這個當初不是政府要是你們弄的阿，阿但是這

個問題就多出來在那邊，那工會也是…像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爭取的，跟董事

會在反應看有沒有能拿成共識這樣啦。 

Z:恩，好，再來是第七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具體的作法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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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喔，那確實有改善，在勞資關係裡面，那工會裡面，你看現在工會跟公司的

溝通管道，從各個單位的勞資會議，各個單位我們有分會跟各事業單位之間，

然後到總公司跟總工會，那幾乎整個溝通的管道都有，那最後再一個董事在董

事會那邊，所以在整個以石油工會來講，整個勞工董事在溝通的管道是跟工會

站在一起的，那在最後那個是一個最高階的部分，是最後一道關卡啦，所以在

石油工會裡面各單位有跟各單位的溝通，如果有些不是事業單位層級可以處理

的，他就會丟到公司來，那公司就會跟總會這邊來那總會會去談，那總會去談

的時候就會跟董事這邊，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談資產活化的問題，那都要做都

更，就權利變換，這樣的事情，那我個人認為這對公司的永續經營是會有影響

的，那從某一方面來講，就像台北市火車站前面那個館前路那邊他跟國泰世

華，現在又去那邊做都更，然後用權利變更的方式去做，那那個部份他們就覺

得說都更好阿，可以分得更多啊，但是我個人認為我不同意都更阿，你比如說

像新竹現在也是依樣要做這樣…他可以先地上權設定嘛，最起碼不動產這邊可

以先顧全嗎，但這是個人的看法，但是很高興像我們石油工會他會尊重我個人

的看法，工會他有工會的看法，我們是個人有個人的看法可以表達出來，工會

的看法是這樣，我覺得是這樣，工會討論就說是這樣但他也容許你可以表達意

見，那我們表達也會將你個人的書面意見列入紀錄，這個事石油工會在這個部

分…這個部分可以說我們在除了集體的運作也尊重個人意見，那個人的表達也

可留在那邊，所以我們常常除了共識以外還會有一個個人的表達在那邊，所以

在國營會裡面他們常常說哇你們中油公司董事會真的常常可以看到你們很多的

看法吼，那這在別的國營事業看不到啦，也就是說我們都還是可以有個人意見

在那邊，這個部分還蠻不錯的。 

Z:好再來是第八題，請問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技

能，那您是如何精進這方面的能力? 

H:哇，這個真的很難…因為個人覺得在十二年前那時候，國營會他們做的不

錯，那時候有開一連串的，比如說怎麼看公司的財務報表，我覺得這很重要

啦，公司的財務報表，怎麼樣去了解公司的治理這個部分，開了一些很基本

的，阿你像現在最近我再去看，我也很希望那個在繼續開，但是沒有，那現在

就是依照公司治理的那些就開一些雲端上的，好像都那些…對阿都他規定新任

的一年要十二小時，阿每年要六小時，阿其實像我現在已經連續上三年了，那

一點意義都沒有啊，因為那些真的…當然啦在民間企業不曉得，國營事業來講

那些東西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啦，而且對勞工董事、對董事會來講…當然個人

可以去吸收一些新知沒問題啦，但是對公司是完全沒幫助，阿個人的專業方面

其實我是覺得說其實如果說要講勞工董事要具備什麼的專業知識，其實講不好

聽一點，沒有用啦，沒什麼好專業的，那這是個人的追求的問題，個人你要不

要去提升那是個人的問題，所以在工會裡面我們的勞工董事沒有具備什麼專

業…不必要阿，但是就是說個人從那裏面可以學到自己可以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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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所以都是自己去學習比較多。 

H:對阿，因為我比較喜歡去參加會前會阿或者審議會阿什麼，阿那個地方，其

實那個地方才是真的討論，因為那邊會有很多外部董事會在那邊就案子就他們

的專業提供一些方法，所以我喜歡參加那個會議，可以在那邊學的很多，所以

在公司方面的一個專業，其實這是你自己要去…那你說要什麼樣的專業，最起

碼財務報表要看的懂，財務報表真的很重要，其實你在工會裡面，當然就勞資

關係就是說當公司跟工會比如說要團體協商，或者是有些什麼一定會牽涉到錢

的問題，阿加班費的問題或怎麼樣，阿你不要跟我講不夠啊，為什麼不夠阿，

阿錢都用在哪裡了為什麼這邊不能用，那這樣講出來就是多少石油公司就會說

比較有證據這樣，所以在財務報表方面是很重要啦，阿其他方面就是要自己去

了解，所以說如果這個部份我事都是多參加啦。 

Z:恩是，那我想問就是像您剛剛說的國營會的課程跟現在的課程是有什麼差異? 

H:現在都丟給…像中國工商協進會那些，阿他們都去找一些講師阿講一些什麼

併購阿什麼，講那些…沒錯那都是公司治理的技術，那其實可以用也不是不

行，只是說在勞工董事就…但是很困難的一點也是辦了也沒人要來，這是很困

難的一件事啊，那現在勞動部頂多辦類似各單位勞工董事的兩天三天的那個，

當然因為那個我也沒時間參加，那參加了也是類似聯誼性質的大家吐露一點心

聲，那其實比較有用的我認為還是要有一系列的專業課程，那專業課程最起碼

財務報表這個部分，最基本的公司的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這個不懂，那你就完

全沒辦法了解，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重要的，其他的你就在公司裡面啦，阿

本來自己就會去碰到了阿，那比如說三個勞工董事來自不同職域，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的專業，那當然就進入狀況是沒問題，那至於決策面除非是上面交辦的

東西啦，不然也都在這個範圍裏，都還好，倒是我是覺得財務報表這部分是必

須要去加強的。 

Z:好，那再來是第八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和其他董事、資方、勞工和政府

之間的關係為何? 

H:恩這個部分其實以中油公司來講，我們勞工董事是彼此互相互補啦，那幾乎都

會比如說我們三個勞工董事的意見，比如說這個是煉製的，我們就會以煉製的董

事意見為主，那我們旁邊看了有什麼問題提出來，在去修正一下這樣，比如說煉

製的就由他主打，探勘的就由探勘的主打，大概就是都會這個樣子，那在會議中

大家彼此討論，那至於跟資方來講當然完全是看主事者啦，那如果董事長他來，

像現在的董事長他願意跟你談，都是用談的，阿如果像前一個董事長，他如果我

就是要這個樣子，那就來表決這樣，那還是處於緊張的狀態啦，所以這個東西是…

阿跟政府的關係講難聽一點就是根本就沒關係啦，就除了他把股權分配給你之外

就沒什麼關係阿，那勞工董事跟個別勞工之關係，其實就真的不好做，那基層勞

工就說喔你是董事，所以大小事什麼事都要你處理，那其實我們做事也都要拿捏

好，不會說直接我們都去介入啦，因為管我們的是工會嘛，阿你要透過工會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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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的觀點就是說勞工個別人員勞工權益的部分是必須透過工會去處理這樣的

事情，那我們個人的就盡量不去接觸，比如說升等考績都不去，我個人都不去用

這樣的事情，我都明白的告訴他們說升等考試不要來找我，來找我沒有用，因為

大家都是同事，我說你好難道他就不好嗎，那升你不升他，都是同事我怎麼知道

誰好誰不好，所以升等這種東西不要找我，那其實勞工這邊有什麼問題我們還是

會接受，但就是說我們還是會跟工會商量這個部分去處理，因為我們一出面的時

候他說阿用董事施壓，阿這方面沒完沒了阿，所以我也跟他們講說我們出面講都

會造成這樣的誤解，那他們也都是喔勞工董事你管太多了，而且人家說因為你是

董事才聽你的，這樣也不行啊，所以等於是去侵犯到工會的職權啦，比如說跟常

務理事，我們都有各分會的常務理事在這裡啊，對這個部分是這樣，勞工董事是

比需要弄清楚啦。 

Z:好，然後再來是第十題，請問您如何兼顧勞工權益跟公司利益，那在利益衝突

時您是如何看待與解決? 

H:通常，勞工的權益跟公司經營利益應該是我覺得兩個並沒有這個明顯的衝突啦，

你像我們在怎麼講…像現在夜點費一樣，那夜點費的話這個部分因為法令的判決

在中油來講幾乎都認定為他是工資了嘛，那公司這個部分他早期也說這是公司規

定阿什麼的，但經過判決後他現在也就公司的態度就轉變，就跟我們的看法是一

致的，那我們董事會也通過決議三次了，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說勞工權益和公司經

營並不一定會產生衝突，在這個部分不會，因為我們都依照規定去做啊，這邊沒

有衝突的問題，個人看來是沒有衝突的問題，除非到時候將來有民營化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有比較大的衝突了，否則現在在基本面上沒有衝突，在利益上是一體

的，那所以將來利益衝突可能就是民營化才會是爆炸點，對阿。 

Z:好在來是第十一題，是問說有沒有曾經因為勞工董事而有爭執的案例?那這邊

其實你剛剛也有提到比較早期或可能因為工會認為勞工對於勞工董事的產生方

式或角色的問題嘛，對。 

H:對阿。 

Z:好那就第十二題，請問您是否同意已民營化之國營事業也要有五分之一勞工董

事的規定? 

H:诶，現在是三分之一還是五分之一? 

Z:五分之一。應該是說對於已民營化的國營事業就沒規定… 

H:五分之一，嗯嗯嗯，對，這個是個人的看法啦，其實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從勞工

董事一開始制度的設置，我個人覺得啦，其實並不是真的落實產業民主，我個人

都一直覺得不如在經理部門的業務會報類似業務會報的這個部分讓工會參與，因

為在董事會那邊都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嘛，那他的政策是來自誰?是來自經理部

門的決定，他們董事會那邊又有兩個，一個是上面交辦的東西嘛，那個交辦的是

政府的問題，他絕對不會管你的，除非你透過政治的方式去影響，那另外是公司

的方面，如果真的產業民主是在業務，是在經理部門，那經理部門我們公司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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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報，那個部份應該才是工會應該進入的點啦，那才是真正跟經理部門談啦，

阿你公司一部分就是政策下來的，另外一個是經理部門送上來的嘛，阿所以你如

果在那邊已經確定 OK 了，那送上來就沒問題了阿，所以真的討論的應該在這個

地方，如果在業務會報這個部分進去在這個部份讓工會參與，那才是真的產業民

主，以目前的一個制度啦，所以這個問題就說，比如說民營化的國營事業，因為

你進入董事會以後，你說董事會那邊討論，能夠討論這些東西嗎，所以那種決策

性的東西啦，決策性的你進去沒什麼用，因為他的決策來自底下經理部門，絕對

沒有說董事要怎麼做，其實看起來好像說董事要怎麼做然後經理部門做，但其實

不是，董事會很多都馬經理部門送上來的，對不對，所以應該在那個部分就要去

討論，那送上來就不會有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是一直覺得這樣，那就沒有

幾分之幾的問題，比如說各部門的業務會報我都有工會的幹部進來，在那邊就可

以做一個討論，阿現在到董事會這邊來就搞得…我個人覺得啦，有權無責，那工

會也怕勞工董事脫韁野馬控制不了，阿現在很多工會確實這個樣子，那其實你把

它弄到民間的董事會你看，他們這些人進入董事會以後跟工會之間到底要怎麼去

維持關係，你說你進到董事會你是領公司薪水的人，你怎麼到那邊去做，是不是

跟自己就有一些利益的…牽扯問題，那如果遇到有利益的牽扯阿上面又說你要怎

樣，你要怎麼做，因為勞工董事的前提就是產業民主政策嘛，所以並不是你要去

參與那個決策，那個決策也是從經理部門上來的，阿你民間還說阿董事會是訂政

策的核心，哪有可能是董事會去訂什麼政策的，都馬經理部門、這些經理部門才

是專業人才嘛，對不對，你這些董事都是些講難聽點的，就是位高權重阿，所以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要讓工會在經營的那個會議那邊去做才是對的，那所以說你把

法律訂說公司都要勞工董事，從民營公司的角度來講那是完全違背法理的阿，誰

出錢誰是老闆阿，阿你沒有出半毛錢你幹嘛來經營我，進入我的董事會，所以這

在法理我是完全覺得…所以這種產業民主把勞工放進董事會，講不好聽如果你規

定說不定有人講違憲啦，你都不出錢了你還進入我的董事會什麼意思，你憑什麼

進來，你法律不能用這樣規定，這個我是不曉得，因為我沒有看過有學這去做這

樣的分析，但我覺得是這樣的看法啦，所以說你說擴散到民間，那你怎麼擴進去…

對阿，這是我的產權你憑什麼用一個法令規定說介入我的，難啦。 

Z:恩，對阿，很困難。 

H:但是你如果在業務，在總經理業務的這個部分就可以，他沒有牽涉到股權的問

題，完全就是經營的問題，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 OK 啦，那因為是國營事業，

所以為什麼就只能做國營事業，因為就政府願意阿，那就政府的股東，所以當有

民營化了以後要在這樣就很難啦，人家民營股東，如果要的話他就說違憲阿，應

該提出釋憲都可以啦，那你可以定幾個人進來都可以嗎，關於獨立董事的部分，

人家接受事說啊有專家對我公司經營也好處，不願意去講話而已啊，當然他樂意

去接受這個阿。所以我說如果你企業外的工會在那人家還可以接受，人家外部專

業的也可以，阿你內部的工會，你領我的薪水又我僱用的人，結果你來給我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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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那種結構性就有問題啦。 

Z:好，那基本上剛才也回答第十三題了，那就直接問第十四題，請問您是否滿意

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此制度有沒有期許或期待改善之處? 

H:其實站在我們角度我當然不會說要反對勞工董事制度，勞工董事其實就我們這

樣十幾年，十二年前跟十二年後再來，勞工董事在國營體系裡面那別的公司我不

知道，那在石油公司他是有他的…是董事會的質變啦，那當然因為可能有中油石

油工會的本質很健全，其實你不要有勞工董事他工會跟公司也可以很好，其實我

們講白一點，勞工董事哪有什麼，還不是一樣…其實重點是在工會啦，其實那是

因為法制，其實你現在如果沒有勞工董事，根本有跟沒有都依樣，那其實還是以

石油工會溝通為主，阿你如果說工會若，阿你勞工董事在那邊也控制不了，那變

成說你勞工董事在那邊遂行個人意志啦，所以這部份其實我是覺得，所以我常常

講我不能在這邊還反對勞工董事，但是勞工董事其實只是在制度面這樣，但事實

上要落實產業民主應該是要在業務經營的部份去介入，因為那個部分可確實反映

基層的意見，那你如果說現在勞工董事制度的期許跟什麼改善，我也想不出來，

那個人的啦，我是覺得會有一些問題，就是有些會介入人事制度，那這個問題也

不能怪勞工董事阿，你經理部門願意讓他進入我也沒辦法啊，那其實是本來就可

以不讓你進入阿，所以那不是制度面的問題。 

Z:好。 

H:好，所以你這樣，石油工會的勞工董事這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石油工會的勞

工董事選拔辦法… 

Z:有。 

H:那你就可以知道說，我不知道其他工會他們，你知道我們石油工會是要直選的

啦，放在表大會選的，那我們石油工會一直把他壓在理事會之下，所以這樣運作

起來，因為石油工會每個人都很精啦，所以像脫韁野馬會很難控制，所以很慶幸

說十五六年來在石油工會勞工董事的區塊是沒有發生這樣問題，在運作上來沒有

這樣的問題啦，對，但是其實就是說，因為工會之間跟勞工董事大家說有看起來

是有改變董事會的質，但是以石油工會來講，沒有勞工董事也是可以這樣討論的，

當然有人說勞工董事有發揮多大的功能，是有發揮功能，有些提案也是因為勞工

董事有提案才緩下來才撤下來，那有些案子會透過勞工董事給予意見去做修正這

樣啦，阿那個修正是基本面的修正還是修一些枝枝節節的，那也不知道，那像說

某個案子被擋回來了，我想他被你擋下來也許他也是認為這個案子不重要阿，哈

哈，如果真的是經營上要做的你也擋不了阿，還是要做，如果真的要擋的政策面，

石油工會也可以透過政府那邊去透過政策面去影響，要不然真你董事會他真的要

怎樣你真的沒辦法啊，其實這樣來講中油勞工董事制度來算很平順啦。 

Z:是，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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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二 

 

 

 

 

 

Z:第一題，請問工會對於勞工董事的推派程序、權利義務的相關規範為何?那其

實這個部分我有看過工會的推派的那個法規… 

I:對，那這個部分沒有什麼問題，這個沒有爭議啦，你也知道吼。 

Z:對阿，都還蠻清楚的。那第二題的畫就是說，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是的意義

跟功能、角色為何? 

I:… 

Z:就是…對於工會來講的話，勞工董事有什麼樣的功能或意義? 

I:… 

Z:因為我知道您也有擔任過勞工董事啦! 

I:對! 

Z:所以就是您認為說這個部分… 

I:這個…因為…你這個是就個人來看，還是…就說擔任勞工董事個人的想法，

還是就是工會的看法? 

Z:恩…工會的看法。 

I:工會對勞工董事的期待阿，就是…由勞工董事進入公司階層，去了解公司的

運作，然後…關心公司的營運，就是說所謂的產業民主啦。 

Z:恩。 

I:勞工董事就是產業民主的一環嘛，那我們進入這個產業民主就是說，我們參

與公司經營，這個…一方面是參與公司的經營，一方面就是說幫著工會來監督

事業單位，不要他有一種…現在來講的公司治理嘛對不對，其實，從現在的角

度來看，勞工董事的進去也算公司治理的一環，所以就是從工會角度來看。 

Z:恩，所以就是進入公司治理、監督公司的營運，這樣子。 

I:恩。 

Z:恩…好，那如果您是身為勞工董事的話您有什麼要補充的嗎?對於這一題? 

I:大概…因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的發揮、影響，是全面性的，所以不光是公司

的營運、公司未來的走向、公司的願景、公司的管理，什麼都可以管，什麼都

可以參與，什麼都可以涉足，當然現在很多就是董事就是，包括公司的用人、

公司財務的…公司資金的運作，就是很全面，所以勞工董事站在一個企業來

講，就董事在一個企業來講就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大概就這樣。 

Z:好，那再來是第三題，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響?

訪談時間:106年 8月 2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灣石油工會 曹副理事長(I 君) 

個案公司:台灣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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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邊您剛剛也有稍微提到嘛，那…參與企業決策的程度為何?你們工會會事先

跟勞工董事討論有關企業決策事項或會議的內容嗎? 

I:恩，基本上只要有重大的一個提案的話吼，工會在這邊都會事先跟理事長協

商，都會去…因為沒有開理事會的時候，或是會員代表大會的時候，都會以理

事長為一個方向，勞工董事在…進入董事會之前，都會找個時間跟理事長談，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已經很清楚了。 

Z:好。 

I:那參與企業決策吼… 

Z:恩。  

I:就是說決策的程度到哪裡，這個就要看勞工董事吼，對自己的一個…基本的

一個…他的背景，他如果…勞工董事如果他看得比較深、瞭解比較深，如果他

這個決策程序不是在…也許…因為勞工董事有碩士的、有高中的、有大學的，

那這中間尤其在維持公司經營的概念來講，從看報表的方式也好，從報表發掘

問題的部分，也會有…因為每一個人的程度不一樣，所發揮的方向不一樣，

恩。 

Z:好。 

I:所以，有的公司認為勞工董事並不一定要從工會產生阿，你可以委外阿，從

真的是專業的來，但是，我們石油工會還沒有偉大到這種程度，現在目前的董

事大概都是很多是一些…派系的結合，就是換票的結果，這個未必是一個福氣

啦。 

Z:所以現在還是這樣子? 

I:對。 

Z:那…因為這個部分我有看過你們的選舉辦法，就是相關法規嘛，那他有董事

諮詢委員會的部分，那我是想問說，目前工會有在執行這一塊嗎? 

I:沒有…非常的徹底，那個只是…跟理事長。 

Z:所以多半就會像你剛剛說的，只是會跟理事長，就是跟理事長確定一下工會

的方向這樣子而已? 

I:對。 

Z:所以就是一直以來都沒有執行的徹底這樣。 

I:好像是，我看他沒有說…他有說你要有勞工董事諮商委員，在開董事會之前

大概就針對所有的提案跟諮商委員來談，因為他很多的董事會比如說什麼意

見，就在什麼提案會有什麼意見，但是就是說在你案件未解密期間，你也不能

找他來談，所以就是說在影響重大的一些提案才會跟理事長去談，理事長也未

必是非常了解，所以這中間就牽涉到，理事長也未必很了解，然後董事也未必

很清楚，董事對一些的…很多對於經營的層面的部分，畢竟油公司太大了，我

們從上游探勘，到採購到煉製到行銷到研究發展，每一個區塊都非常專業，都

非常專業，對，所以…我們的董事只有三席，他來自各個不同的層面，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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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層面，你是說他會了解很多嗎?你只是從基層出來的，你進到董事會，你

只是看看。 

Z:好，那…再來第四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的保障有正面的貢獻

嗎? 

I:那是絕對有的阿。 

Z:那有沒有具體的作法?就是舉個例，對於哪方面有影響，有爭取阿之類的。 

I:喔，這個…太多了，那一時還真的想不太出來，不要說什麼，很簡單啦，光

這個爭取我們的獎金的部分，那…公司的考程，如果按照我們公司的行政體

系，他們所算出來我們的公司考程，送到我們上級單位去打，一定是以…因為

我們公司這樣一定虧錢嘛，那我們勞工董事把它拿回來，然後叫他們重新談，

在我們公司的這些經理部門他們為了對上級單位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不敢說

No，那勞工董事因為牽涉到工會體系，我們就可以把它重新來過，我們了解了

以後，所以讓我們公司的這些經營也好、運作也好，往上面送的時候就完全改

頭換面，所以這個部分…主要是這樣。 

Z:是，就是主要是獎金、福利這塊這方面的話比較直接。 

I:獎金、福利這就是公司的內部運作，跟上級單位談的，那當然勞工董事有很

多，這個你要說是對員工權益嘛? 

Z:這個可以啊，就是勞動條件、勞動權益都算。 

I:好。 

Z:好，那再來是第五題，請問工會認為 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那具體的做

法為何? 

I:勞資關係改善非常多啊，非常多，這以前沒有勞工董事的時候，有時候派

任，上面派一個不好的主管，那他下來就開始亂整人阿，對不對，尤其人事，

像現在…現在中油公司的人事，勞工董事可以說 No，你這個人就不要幹主管

了，所以主管為了將來能幹主管，他們都會積極的經營他跟部屬的關係，那這

帶動了以後，那這上班的氣氛，工會就是要營造一個好的工作場所嘛，不論是

安全、良好的氣氛，良好的氣氛在我們公司已經改善很多。 

Z:恩，好，然後在來是第六題，請問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

專業知識或技能，那工會對於這邊有相關的資源協助嗎? 

I:這個，據我所知，我們的勞工董事吼，工會沒有什麼相關的協助，那…就你

要靠你自己，如果說最基本的專業知識，公司經營你要懂得，最基本財務報表

你要懂，那幾乎都不懂啊，所以，像我是學商的，我 OK，但是你要從財務報表

的數字看出什麼端倪的話，那幾乎很困難。 

Z:所以基本上需要很多專業知識，但是目前勞工董事的話比較少。 

I:對阿，但是我們現在出來，當選董事他們都會很努力的，針對他所了解的那

一塊，去積極、去很努力地去涉獵，所以我們在派出來的勞工董事基本上有一

個默契啦，就是如果你是煉製的，其他勞工董事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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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煉製? 

I:煉製系統，煉油阿。 

Z:喔，煉製。 

I:如果你是探勘的，那探勘的讓他去發揮，因為我們有三席勞工董事，你是行

銷的，那行銷的話大家都支持，那如果有共同的議題的話，大家一起來發揮。

可是現在目前我們的勞工董事在石油工作的掌控之下，應該運作得還算可以。 

Z:還算不錯，就是針對個人比較擅長的領域去發揮。 

I:對啦。 

Z:好，那第七題，請問工會這邊是如何監督勞工董事的行為? 

I:我們每次理事會，勞工董事要去報告。 

Z:喔，所以你們是在理事會的時候要去報告。 

I:對，理事會有勞工董事報告的時間，那個…報告完的時候理事可以提出質

詢，可以提出問題。我們石油工會是每個月開理事會，董事會也是每個月。 

Z:好，那第八題，有沒有曾經因為勞工董事曾經發生過爭議的案件? 

I:有，但是後來工會都處理掉了。 

Z:那是比較初期的時候才有，還是最近也有。 

I:不多啦，那我所知道的以前… 

Z:是剛開始的時候嗎? 

I:是最近的，前一陣子啦。但是理事長都解決了，當然因為在很多勞工董事對

很多議題的時候這又牽涉到各個部門各個部門的本位主義啦，那理事長都會做

一個協調。 

Z:好，然後再來是，因為現在我們只有國營事業有勞工董事的規範，那現在有

很多國營事業也都民營化了，那您認為說就是已經民營化的國營事業要不要有

五分之一勞工董事的規定? 

I:這很困難，這個當然我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講當然是希望支持，因為不管從民

營化的化，政府還是大股東嘛，所以這個部分將來我們在談的條件之一啦，還

是希望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你要跟一般的股東交代，這個還是會比較困難，但

是我們還是會爭取。 

Z:是，然後就是您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於這個制度有沒有什麼

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I:勞工董事我剛剛也有講到，是希望以專業導向來產生，並應該以選舉的去考

量。 

Z:是，所以這個部分是您認為比較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I:對，好。 

Z:然後，第十一題就是對於勞工董事制度要實施在一般民營企業的看法，因為

最近也有立委在提案修法，那這個部分您的看法為何? 

I:這個…這個我是覺得就是有困難啦，就是民營的老闆，怎麼可能會去從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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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去跟他…這個當然除非是政府立法嘛，但這也會影響到投資，對一定會影

響投資啦。因為你現在已經有獨立董事制度，你勞工董事就是產業民主，已經

有獨立董事的意味在，那你又搞一個勞工董事在裡面，這個可以充分討論啦。 

Z:對，好，那我們已經討論完了，還蠻快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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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三 

 

 

 

 

 

Z:勞工董事就是用勞工的身分進入到企業的董事會裡面嘛，那第一題就是請問

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就以你可以回答的就是說您認為他的

有什麼樣的功能這樣，盡量回答就可以了。 

J:就是…可以幫勞工發聲，去…爭取一些權利這樣，對。 

Z:好，那…還有沒有想要回答的嗎? 

J:就…發聲、權利，然後…這應該也是一般就是只有國營企業才會有的制度? 

Z:對，目前只有國營企業才有。 

Z:好，再來是第二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上有哪方面的影響? 

J:企業決策…類似一些人事案阿、投資案吧，對。 

Z:人事跟投資案，好，然後是第三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

有正面的貢獻嗎? 

J:恩…應該有吧。 

Z:那你有覺得有具體的案例嗎?還是說就是其實都在爭取? 

J:具體案例…就是勞工權益的部分都有啦，對。 

Z:好，沒關係，第四題就是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 

J:有，實例的話就… 

Z:好，沒關係，其實就是盡量回答，只是勞工本來就不是很了解這一塊啦。還

是你要想一下。 

J:恩…應該就是說有一點點跟資方有點這樣牽制的關係吧，達到一個牽制的效

果，就是等於不會單方面都是資方的意見，對。 

Z:好，再來是第五題，就您認為勞工董事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J:專業知識可能他要對公司的一些…內部的專業至少他要了解，可能也要懂一

些法律。 

Z:恩好，再來是第七題，因為現在只有國營企業有勞工董事制度，那您對於把

勞工董事制度實施在民營企業上面，有什麼樣的看法?就是一般上市上櫃公司。 

J:當然…如果有是最好，但是好像你也沒有辦法說強制，對阿。 

Z:好，再來是最後一題，請問您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嗎?對這個制度有沒

有什麼期許或希望改善的地方? 

J:恩…滿不滿意喔，就…對我們也比較遙遠啦，比較難去了解，對。 

Z:恩，對，比較難去了解吼，好，那就這樣，謝謝你喔。 

訪談時間:106年 8月 7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灣石油工會會員 羅先生(J 君) 

個案公司:台灣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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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四 

 

 

 

 

 

 

 

Z:請問您為何想擔任勞工董事?動機為何? 

A:其實公司的經營的部分，工會都希望去監督公司經營，因為公司經營人不知

道會不會影響到員工權益，另外，也有可能很多都是官派董事，他們是過客，

所以，第一個不了解，第二個會怎麼搞不知道，他們只是過客，真正會受到影

響的是我們在地的員工嘛，所以工會這邊當初在推進入董事會的話是這樣的原

因。那基本上是監督而已，並不是說一定要確實有董事身分，只是監督，那後

來通過法令，產業民主通過，後來是有法令嘛，主要的動機是這樣子。 

Z:因為你們勞工董事的話是選舉出來的嘛… 

A:我們是由工會這邊代表推選。看你要問，還是我答還是怎麼樣，因為這樣也

比較快，看你想知道什麼，那我也比較容易回答你要的解答。 

Z:恩，好。那推選的部分就是由工會代表互相推派出來選這樣嗎? 

A:像我們來講是有些單位是直接理事長就可以，那大部分都是在代表代會裡

面，你要出來選就出來登記參選嘛，那你票多就當選。 

Z:再來是第二題，你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跟角色是什麼? 

A:基本上在董事會裡面的功能的部分當然非常大，特別是我們在第一線待過，

我們很了解公司的經營，最主要我們有心，所以公司在訂定很多的計畫或各方

面的部分，如果有這些工會幹部，特別是在我們開會之前，我們都會做功課，

所以我們的意見，應該來講是比較成熟。 

Z:那請您分享一下擔任勞工董事的經驗，像是特別的經驗或遭遇的困難等等。 

A:困難的部分…就是說有一些會影響到公司的經營，可能因為一些政策性的因

素，他們要執行的部分會…比較強硬，跟官派董事裡面，因為政策性的，比如

說我今天是土銀，土銀的話可能有人要借款怎麼樣，那你工會的部分對公司不

利的部分會反對阿，但是他們到最後他們要表決，但是像我們如果運作的話，

我們一定把工會推出來，像我們一些對公司不利的政策、計畫等，是在我們的

部分打散掉，像是行政院、部裡的很多指示下來的部分，我們認為不行的話我

們會不同意。 

Z:是透過工會的力量還是勞工董事這邊去…. 

A:勞工董事背後有工會當後盾，所以這個力量就很大了，但有很多事情出來之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22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電工會勞工董事 施董事(A 君) 

         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 謝先生 

個案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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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都會跟理事長大概聯繫一下，然後理事長支持後我們就全力以赴。 

Z:那感覺影響力還蠻大的。 

A:當然很大啊! 

Z:那你在董事會中主要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A:關心的議題的部分，大概有…比如說像我們這邊有很多電源開發，就是蓋新

的發電廠啦，有很多工程，那麼我們是希望說針對我們有利的，但是基本上電

源開發都是對我們台電有利啦，我們是希望我們有每年的一個計劃，大概蓋電

廠要有什麼工程、要做線路等等，基本上向這方面我們大致上都會支持啦，只

是說政策上有一些，他要推動的一些政策上的部份，我們就會有一些意見，我

們甚至於不同意。 

Z:那…不同意的部分是那些?是員工權益的部分，還是… 

A:恩…員工權益的部分是比較少，應該是以公司的經營上不利的部分，我們會

做一個反對。 

Z:好，所以主要關心的議題就是針對電源開發的部分，對公司經營不利的話會

反對這樣。 

A:對阿，針對公司永續經營有傷害的部分會反對，有一些是立法院的部分，他

們會透過很多管道要台電做什麼，那公司這邊不敢反對阿，就是由我們這邊反

對，所以我們在反對的部分就可以跟他們說董事會沒有通過阿，工會這邊不同

意這樣。 

Z:好，再來是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響，主要是參與企業上哪方面的決策?

我主要是想問的就是勞工董事在開董事會的時候會先跟工會這邊討論嗎?有什麼

樣的前置作業? 

A:我們有一個前置作業，就是事先會召開一個審查會，因為董事會我們只是大

概一個比如說下午兩點頂多到下午六點，那像台電這麼大的企業，董事會有很

多議題，包括上次決議的情形啦，還有一些報告案啦，還有董事會的這個建議

案等等，所以非常多，但是他們認為有需要事先…這個…有一個審查會啦，會

事先討論，那在董事會那天會比較單純化一點。 

Z:我看到你們選任董事的章程裡面有寫一個諮詢委員會，他說的是這個部分嗎? 

A:工會的諮詢委員會，那是工會的啦，事業單位會有事業單會的審查會，要開

董事會之前我們會有一個諮詢委員會，我們會選出諮詢委員，那把公司的一些

意見也給董事作參考，我們也會把公司的董事會資料，會給諮詢委員，他們會

給我們提供意見，甚至於他們會作出決議要我們怎麼作處理。那至於公司會有

一個審查會，董事會畢竟有限，他會在大概兩個禮拜前會開一個審查會這樣，

公司跟工會都會有。諮詢委員會是工會的，審查會是台電的。 

Z:好，我知道了，再來是，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有正面的貢獻

嗎?有沒有具體的實例可以說明? 

A:欸…公司的經營基本上拉吼，要比較具體的部分…我想想看，看哪一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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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為比如說像最近電不夠，對不對，電不夠他基本上他應該…，我們公司

有這個…施點的計畫，往後推，推差不多十年，這十年當中有那些機組、發電

機組要結束，要結束之前，一定要有新的機組上來，民國幾年，哪一部機組要

除役，一定會有這種狀況，那你像現在的部分，像我們工作也一樣，新工作還

沒找到，就把舊工作辭掉，這樣會有麻煩，所以像現在的部分，台電缺電，我

們也束手無策，不敢對上面反應，即使反映上去也都沒有用，因為朝野的部分

要把核能電廠的部份的機組停掉，其實現在陸續都在停阿，不讓他發電阿，那

這樣像最近電都不夠啊，那怎麼辦，當然就是由我們工會去反應，當然像公司

經營的部分工會不是很清楚公司的經營狀況，但是勞工董事就會知道，因為我

們公司每個月一定會報告一下整個公司的經營狀況，甚至在未來十年的計劃我

們都會知道，那知道的部分向公司不方便提的我們會出來提，當然層次的話，

部裡可能沒有用啦，至少行政院、總公司都可以反映，那這個對台電就幫助很

大。像現在限電的部分也是，類似這種可以維持員工權益的部分…我是在想員

工權益的部分可能比較少，因為台電經營好，員工的績效好，就有獎金嘛，大

致上都是這樣。那在公司裡面我們怎麼跟他談法?我們不跟他講說你要給員工怎

麼樣、好處怎麼樣，我們就叫他依照相關法令，比如說勞基法等相關法令的部

分，或像公司最近勞安的部分做的比較不好，我們會盯著他，要好好的推動，

所以這是員工權益的部分，像公司經營的部份我們認為應該著手哪一方面，甚

至於公司這邊我們知道有些地方在抗爭，有那些委員在卡台電的部分，當然我

們要督促台電的做法，但是台電對於行政機關，對於那些立法委員是沒轍啦，

所以我們會回到工會裡面由工會這邊處理。 

Z:好，再來是，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 

A:勞工董事…對勞資關係當然一定會改善，我為什麼講你知道嗎，勞工董事裡

面阿，所有的台電的一級單位主管和副主管的部分必須要，他的人事案在董事

會，所以這些勞工董事的部分我們即使只有五分之一的名額而已，但是如果說

他這一次表現不好，那麼我們提出來之後這個人絕對出局，所以對整個各單位

的主管，對他們會有一個威脅，我想不算是威脅啦，他們深怕說勞工董事裡

面，在董事會裡面會有對他們不利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對勞工董事是尊重人

家，那像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各主管跟各單位裡面的工會阿，都要好好

照顧員工，這方面是有那個力量，是有達到，因為在董事會中是有辦法針對比

較差的主管的部分是可以在董事會提出，要求他們改善，所以他們會害怕，他

們就會做調整(勞資關係)。 

Z:好，然後，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知識技能?那…你是怎麼

樣增進這方面的能力? 

A:我們這一邊基本上是有，我們公司這邊啦，包括勞工董事的部分他們有做訓

練，一年的話要幾個小時，有一個訓練，那這個是非常有限啦，最主要還是要

靠自己啦，像我們的部分，基本上，因為總共只有三個，我們台電總共有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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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你不可能每個系統…同一個系統、不同一個單位可能就會差很多了，所

以基本上台電的經營發生的問題或狀況我們都大概知道一點，那我們都有一個

諮詢的幕僚群，像 XX就是我也非常重要的一個幕僚，有時候我認為他是這方面

應該熟，我會去找他，有一些在某個領域裡面，比如說不同系統裡面，每個系

統裡面我都有人，然後我們很具體的…欸…現在比如說台電，不只說台電啦，

很多地區都一樣，斷層非常嚴重，很多年輕的都上來，過去的話就是說，你要

擔任到很高的主管的部分，一定要很長時間、培植，但是現在就很年輕就當主

管，而且步步高升，因為這段期間真的整個人力斷層，他們提出來的案子不見

得很成熟，但是沒有有人像我有這麼強的幕僚群，但是像以我來講，我的幕僚

群很強，每一個台電的議案的部分，我都會請他們提供意見，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發覺一些台電的問題的部分，我們也會請教一些人給我們提供意

見，那麼我們在董事會去提。有些是台電已經提出來的，那我們去找，那有些

是我們發覺的，因為董事會的公司的經營發生的問題等等個方面，我們會去找

很多人，所以我們勞工董事的部分，就每個人都要有心啦，要去關心、去處

理，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啦，大概是這樣子，因為裡面的董事跟董事裡面

的實力也差很多，像我有擔任過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理事長，所以我們在這個領

域裡面，擔任理事長過，看的事情也比較敏銳，跟一般的同工會的，不是核心

幹部或很投入的這些幹部上來的話是很疏遠啦，那因為我擔任過理事長，所以

整個個系統裡面都有很多人脈，當然我們會做得比任何一個人好。 

Z:好，那你認為勞工董事跟資方、其他的董事、勞工還有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如

何? 

A:政府關係的部分基本上是沒有，我們只是只有處理台電的經理的部分，那至

於工會的部分我們不介入，我們工會的話這邊大概有分啦，像我們勞工董事的

部分，我們就負責董事會、公司的經營的部分，那員工權益的部分大部分都交

給工會，但是工會他會交辦我們在董事會提議，或是公司在整個政策的推動有

瑕疵的部分，要我們在裡面去做處理，大概…勞工董事跟工會之間就是這樣分

工啦。 

Z:恩，了解，再來是因為擔任勞工董事的話，有時候要兼顧勞工權益跟公司利

益，那在利益衝突時，你是怎麼看待跟解決? 

A:利益衝突…當然啦，像我們不是過客，那裏面有很多都是過客，像有些台電

某些主管也混得非常嚴重，像最近兩三年，有的電廠陸續要除役，我就有意

見，因為像整個氛圍的部分就是要關掉，那核能不讓你發的狀況的話，如果要

把他們除役的話是有些困難，對，反對除役，那勞工權益的部分我們是一定要

維持的，那勞工權益的部分當然是因為我們工會夠強，所以在整個勞工權益的

部分工會這邊都有照顧到，我們主要是台電的利益，對，台電的利益就是國家

的利益啦。 

Z:那董事會會不會質疑勞工董事的代表性，或因為爭取勞工董事而引發出勞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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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爭的案例? 

A:欸，這是難免，那我們台電其實在勞工董事初期的時候也發生過啊，勞工董

事跟理事長不同掛，理事長阿，這個…董事聯合跟工會這邊的理事長在叫勁的

也有，雙方嘛，等於說，因為大家意見不合的狀況下，派系，所以互相爭，所

以工會就很辛苦，因為再怎麼樣，公司尊重工會…特別這些主管的部分，遠不

及尊重董事，因為真正對他們有殺傷力是董事，因為在董事會可以決議很多事

情。 

Z:好，再來就是，請問您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嗎?那你覺得有什麼缺點或

對未來有什麼期許?就是說您擔任這麼多屆的勞工董事之後，有沒有發現什麼問

題或是對未來的期望這樣? 

A:我非常滿意阿，員工可以進入董事會做監督，那監督的部分我是認為要擔任

勞工董事基本上要有心啦，沒有心到裡面去也沒有用，像你要進去的話，一任

兩年，可能啦，一年你才開始摸到邊，阿你真正搞得較清楚一點可能兩年就到

了，所以每位勞工董事你真的要認真去…因為再怎麼樣裡面勞工董事的部分，

他的水準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應該是，第一個要有心，第二個要比較有資歷，

但是現在是不可能，因為工會選舉的部分，誰的人脈大，誰就上。 

Z:好，然後，因為現在也是有在推動勞工董事在一般上市上櫃的民營企業，那

您對於勞工董事普遍實施在民營企業的看法為何? 

A:事實上，在整個經營可能有些盲點，讓員工提供一些意見，對事業單位跟雇

主是有幫助的，你今天在董事會裡面不要怕裡面什麼管理階層，那你如果怕很

多事情的話，如果讓你的員工代表知道，那你根本就是黑箱作業嘛，我是認為

如果有讓員工進去裡面參與，提供一些意見，這是有好處的。 

Z:好，那我們結束了。 

A:創智，我剛剛講的… 

Z:對阿，最後一題創智學長可以回答。 

G:為什麼是我回答，繼續給他回答。 

A:我講完了阿，你可以補充一下給他多一點意見。 

Z:就是您對於未來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的看法。 

G:支持阿，產業民主的實現阿，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來到阿，就是按部就班

啦，因為產業民主下面有兩塊嘛，集體協商跟勞工參與，那集體協商這塊一定

要有工會，那現在台灣工會組織率這麼低，所以一下要把這個拉起來很困難，

另外在勞工參與這一塊，在產業民主的勞工參與對企業有利的早就在做了，像

品管圈、提案制度，那個雇主只看到這一塊，就是讓勞工在第一現場發現問

題，主動提出改革方案，可以縮短他的工作時間，提高績效，那個對雇主立即

有利，所以雇主會去推，那現在你要把雇主的觀念引導過來，讓勞工參與對企

業有好處，那你除了在勞動現場的工作方式的改變，或者就公司的管理提案制

度的改變，雇主可以接受以外，要把它引導說，勞動者對於他的勞動條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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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勞資關係等等領域，可以發出聲音，那對雇主來講，雇主有提供資訊的義

務、共同諮商、共同決定或者是自主管理，那個是比較高，那至少讓勞資之間

的對話要變成一個常態，不是只有做勞動現場、事業經營的，那要怎麼做呢?第

一個就是要把勞會議落實，這是企業內部最基層的民主要先落實，那現在開勞

資會議的其實也不多，我記得統計資料大概也才幾萬件吧，我忘了那個數字，

那跟台灣一百多萬家公司比起來，開的比例算是很低，可是跟過去十年增加了

大概是有八倍，我記得這學期上課我有做那個統計表，對阿雖然有增加八倍，

但是還不到一成，還是有九成多沒開勞資會議，所以一定要讓勞資會議在第一

線先落實，讓勞資雙方定期對話的機制運作，企業才可以透過民主慢慢發芽生

根，勞資會議是要想辦法把它提升起來，慢慢地再把這個往上提，再把它做到

更高的共同決定，可是共同決定你沒有先做基層的民主是很難啦，所以我說集

體協商、產業民主要走，可是政府要有一套方法讓工會組織帶上來，你要有工

會才能去協商嘛，才能簽團體協約，否則你這條路走不通，但是因為我們勞動

基準法規定說企業都要開，但多年來都沒有落實，那至少先把這個部分落實，

讓台灣的企業真的都有開勞資會議，在開的過程當中雙方去學習如何溝通、協

商、談判，那也會讓雇主慢慢去發覺說，其實雙方的理性對話也有助於讓資方

發現盲點，讓勞方有表達意見的機會，那他的一些想法可以表達出來，對公司

來講這些員工的向心力、企業文化也會改變，而且在勞資會議裡面也沒有一定

要獎勞工權益嘛，你資方也可以提出希望勞工朋友大家一起努力，用什麼方式

可以改善大家生產，讓雙方共同齊力，那甚至也可以讓沒有工會的狀況底下，

也可以透過勞資會議談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修法前或修法後，加班同意權、變

形工時、女性夜間工作這些都要勞資會議同意，法律都有嘛，那你就走走看，

那走了之後你會發現勞資是可以合作的，那當這一步到了以後，再去講到更高

層次的共同決定，否則勞工董事的共同決定，雇主還在想說財產是我的，你們

又沒有股份憑什麼近來，不過他們這是停留在一般的過去傳統的法則，那你這

種財產的絕對所有權，變成限制財產權，那是來到勞動法的一個核心精神嘛，

所以就是因為覺得這個企業的資金很多也來自社會大眾，像剛剛理事長說的，

這些員工比你們這些領導這更在意公司經營，他們都是過客，就算是民間的大

公司老闆，他們股份也是幾%而已，只是握有經營權，可是他隨時會換人嘛，所

以一個企業來講，這些員工才是長期在這裡，那對於社會來講，如果一家社會

經營不善或是勞資衝突很嚴重或者他就倒閉，那也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

讓這些勞工朋友可以透過進入董事會，我覺得這真的是長久以後要去走的路

阿，我當然是支持阿，但是在台灣這種觀念還沒改時就會很困難阿，所以你就

要先把挑戰度比較沒那麼高的勞資會議落實，把勞資會議的密度提高，讓每個

企業真的就像勞基法所說的定期開會，從這個過程中，雙方先去熟悉，從裡面

勞資雙方得到好處，他們就會發現坐下來好好談對雙方都有好處，就是勞資同

心共處雙贏，否則現在一般人就會大概很狹隘地認為我就是董事長我就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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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你們勞工我付給你薪水就好，你幹嘛給這麼多意見，可是他們感受到其實

經營者還是有他的盲點，所以比這些經營者更長時間待在公司，更了解公司每

個運作的人有表達意見的機會，提出建議，甚至最後一起決定，當然最後決定

是勞資雙方一起共同決定的，這樣勞工會去遵守的意願會比較高，一般員工會

覺得那是我訂的，不是公司訂的，自我遵守的機會也越高，那才有可能是勞資

一起往前走，所以我覺得雇主也不用刻意去排除，大概也沒有員工選出來的代

表或是工會的目的是要搞跨公司，但如果公司知道員工的心聲，那員工可能只

看到表面，覺得公司有能力，覺得公司應該給他更好的條件，可是公司可以告

訴員工其實你是看到表面，公司目前有什麼困難，或者告訴他這個階段可能無

法一下提高這麼多，告訴他公司把目前的資金放在未來或是研發、擴廠等，那

大家一起度過這幾年，那大家以後會共享更大的成果，可能會比擬現在提出的

更多，當然資方也要有能力去溝通、說明、說服這些勞工代表，為何現階段無

法給勞工這些，那就是透過雙方理性去對談，否則員工可能永遠都不信任老

闆，可能認為老闆留一手，資方也可能覺得勞工貪得無厭，但他不是貪得無

厭，可能只是勞工知道的訊息就這樣而已，那你透過對話機制，這樣就很好。 

Z: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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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五 

 

 

 

 

 

 

Z:請問工會對於勞工董事的推派程序、權利義務關係的規範大概是什麼?那制度

的實施日是什麼時間開始? 

B:恩，你知不知道我的背景?你是中正… 

Z:中正勞工系，現在讀政大勞研所。 

B:對嘛，你是先讀中正嘛，我是中正學分班，台北學分班，那時候在台北… 

Z:喔，那也算是學長。 

B:對阿，欸你那時候是誰?衛民還有吳育仁老師現在是你們老師嗎? 

Z:是阿，吳育仁老師還是，所長是馬才專老師，我畢業後換王安祥老師。 

B:喔對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台北車站前面的學分班我有去念，可是根本沒有

空念。好!那因為我看過你的這個吼，就是說我的背景跟你要訪問的內容，有一

個部份我看是不太相近，為什麼吼，因為我在工會從最基層的工會幹部開始擔

任相關職務，一直幹到台電工會秘書長，直到現在是台電工會副理事長吼，那

但是我沒有幹過勞工董事，但是我看裡面有很多問到勞工董事的部分，我只能 

就我對勞工董事的了解，台電工會推派勞工董事或台電工會推派出去的勞工董

事在台電公司的運作這些，這不是我本身的經驗啦，我只是就我本身的觀察，

來跟你做報告，那你…欸他應該有跟你推薦施董事嘛，他本身就很有經驗，他

本身就幹過台電工會的理事長，也幹過兩屆當時是三年三年，然後他也幹過勞

工董事好幾屆，所以你這些勞工董事的問題，當然你就參考我的，我也只救我

的看法，那我比較嫻熟的部分，或是救我親身體驗的部分，就我的經歷告訴

你，這樣清楚嗎? 

Z:好啊，OK。 

B:你還沒問過施董事嘛? 

Z:我上禮拜已經訪問過他了! 

B:喔喔，已經訪問過了，那這樣更好啦，那他的應該更正確啦!所以你知道我沒

幹過勞工董事嗎? 

Z:我知道阿，因為我這邊是要訪問工會的部分，等於是以工會角度來看說，希

望勞工董事有什麼樣的角色這樣子。 

B:喔喔，那 OK，我是想說先講清楚啦。 

Z:還是說像第一題，我其實有是先看過你們的相關規定…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28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電工會副理事長 彭副理事長(B君) 

個案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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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嘛，那就是照規定，所以說工會對於這個的程序站在我工會角度的話…你

有什麼想問的呢?除了這文字上表達的，你用口頭上的來說? 

Z:恩…第一題其實還好，因為規範上有明確列出來，只是說我比較想知道的大

概是什麼時候開始?因為我看你們的法規是九十四年但是這個國營事業勞工董事

的法令是八十九年通過。 

B:喔對，沒錯，那個是先通過，我們台電工會是後來才推派，當然要先有法，

再來是我們就…實際推派是比較慢。 

Z:好，因為我就是想問一下這個時間點的落差這樣。 

B:喔，你就是對著個日期有疑問，就是說為什麼不是當初施行我們馬上就有，

而且開始吼，我的印象中還有一點亂，因為當時的工會背景，如果待會有機未

談的話就是說，以前的工會和現在的工會又不一樣了，以前當時，我想每個工

會都不一樣啦，那當然從解嚴後，整個當時是有權力鬥爭的問題，大家在搶這

個位置，所以呢台電工會也是一樣，派系很多，所以呢聽說選出來的三個勞工

董事呢，沒多久馬上就被換掉了，好像有合法不合法，所以見解不同，所以當

時是這樣，那後來就比較沒有，後來就制度化了，由代表大會代表來選出來，

OK吼，好。 

Z:喔，了解，那再來是你以工會角度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跟角色為何? 

B:勞工董事的意義當然是，我們絕對是持正面的態度嘛，對不對，那尤其是我

們台電工會的勞工董事是由我剛剛講的，現在是由我們台電工會，這個…等於

是…雖然是用登記制啦，對不對，我們條件你也看過了嘛，我們台電工會的參

選董事有一些條件，以前甚至於還有就是說，你除了會員代表之外，還有分會

的常務理事，也可以具備這個候選人的資格，但後來我們把這個廢掉了，我們

認為說還是要以代表為主，那站在工會角度來講，因為畢竟他是勞工董事，當

然工會的一些決策或政策方向的話呢，應該勞工董事要 Follow 我們工會的一些

作法，當然中間是可以談的，當然他有時候是因為他是代表官股嘛，所以以台

電來講的話，台電他是經濟部的，經濟部的一些決策決策什麼東西，他可能有

時候會有代表官方的味道在裡面，那但是基本上，我們勞工董事從這一屆來

講，從這兩屆來講啦吼，那之前我也要告訴你一個實況啦，就是不太一樣的情

況就是說，當時有點工會是工會，勞工董事是勞工董事，因為呢，有一陣子勞

工董事都是工會的大老，他可能幹過台電工會，就像施董也一樣，還有一些吳

振台、董忠雄過去的一些勞工董事，他幹過台電工會理事長之後才去幹勞工董

事的，所以呢，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去運作的，所以呢他幾乎，講白一點

啦，我不講他對錯，就是…等於是不受駕馭，也不要講駕馭，就是說不受控制

他在裡面隨便怎樣都可以，可能也許他的想法跟我們工會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以前是這樣，所以呢，現在的運作是 OK 了，大概都已經是電力工會在主導勞工

董事這個部分，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所以呢基本上他們都會配合，他一定會有

什麼議題有什麼想法，他都會先跟理事長談過，說喔你的工會的立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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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他一定會配合工會的立場。 

Z:喔，那我想請問一下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選舉上去的人的關係嗎? 

B:為什麼會這樣轉變，這個轉變應該是這樣講吼，我剛剛講究是說，他的時空

背景的關係，這樣講起來就有點那個…就是說，以前呢，跟台灣的政治一樣，

有點像是有點…所謂的大老政治啦，我剛剛講我在追朔到大概四五屆前就好，

我剛剛講的像是吳振台、施朝賢，然後還有一個董忠雄還有一個姚江臨嘛吼，

所以他們幾個都是幹過理事長的人，所以呢，而且再加上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

誰也不服誰，再加上派系，過去有時候他們出來的勞工董事，有時候是為了派

系的平衡，為了權力的平衡，所以在應該是說在一種妥協、談判的情況下產生

的，不是真正的民主情況下產生的，因為這牽涉到我們以前台電工會的理事長

選舉有關係，那以前的選舉呢，假設我們一百二十位會員代表對不對，那一百

二十位會員代表會選出二十七席理事，二十七席理事在選九位常務理事，九位

常務理事在選理事長，工會就是這樣上來的，所以呢當然在選代表的時候，想

選理事長的人當人就各分會他都會去 Call 他的人，當然他的代表越多人選上月

好，同樣的你越多人選上相對的你到二十七席理事的時候你的機會可能就比較

高，因為比如說有三個想選理事長的人，可能這一百二十個代表可能我掌握了

五十個，你掌握了四十個，他就掌握三十個，那這個到時候還要去合縱連橫，

那最後選出來二十七席後，可能你幾席我幾席，所以大家最後算出來最後這九

個以後他至少要掌握五個嘛，但是有時候可能只有三三三也有可能阿，或者是

說三二四，也是很微妙阿，那三跟二一結合起來就是你們的啦，所以這個東西

就有可能會變化理事長嘛，所以他們就會有一些，我現在就是講就我所知的歷

史啦，跟你講，因為你畢竟是念這個，我就以台電工會的故事讓你知道，我不

知道施董他是怎麼講，因為畢竟他幹過工會理事長，他可能跟我講的會不太一

樣，我是在外圍啦，那後來才進到，因為我從是工會是很久，但我沒已在核心

裡面去，早期的時候，所以我一直看到台電工會是這樣過來的，那回到說你剛

剛問我為什麼勞工董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就是說當時的情況是用協調的

情況產生的勞工董事，所以呢以剛剛的例子嘛，譬如說三個人對不對，今天可

能為了要幹理事長的人就講好說，那董事給你幹，是這樣的分配，所以才會有

這種情形，所以大家其實他也不服他、他也不服他，你也是老大、我也是老

大，就會有這種背景跟關係。 

Z:喔，了解了。 

B:那為什麼之後會轉變成現在這樣呢，因為現在所謂痾…跟整個社會氛圍跟我

們台電可能跟現在也有關係啦，就是現在剛好我們現在丁理事長也有關係，我

們現在三月份開始是新的一屆第十四屆，他之前是十三屆，我們一屆四年嘛，

那之前舊的理事長幹了一年半就有狀況倒下了，那我們丁理事長就上來，我才

去電力工會的，那這個丁理事長上來之後，我個人是認為領導者還是要有領導

風格，我沒有要說誰好壞啦，就是說自然大家會看，所以丁理事長現在他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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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正軌啦，我們不是講過去不正啦，就是可能過去時空背景跟環境影響啦，但

是他就是做的讓大家都服氣，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會凝聚團結，可能時代也剛好

走到這個地步了，那就不會有大家去搶理事長，一選舉大家就會有派系嘛，所

以他可以掌握，講難聽一點他也可以掌握整個大局，所以大概他也會就整個對

台電工會也好，對台電公司也好，今天哪個人適合當董事，不會像以前所謂的

分贓制或者是權力平衡而去派嘛，所以現在呢，這些董事幾乎大概理事長說大

概哪三位我們就會支持他，幾乎就篤定當選，你其他第四位出來也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也都心服口服的，我們從大概上一屆董事開始，因為兩年兩年，應該

從上一屆丁理事長上來的董事開始，最近開始基本上大家也知道我們就是以一

個領導中心為主，因為他本身做的正所以大家就會支持他，所以董事呢也都會

回歸到跟工會配合。 

Z:就是跟工會的方向會一致。 

B:對，所以這個轉變是這樣來的，OK好，你問到什麼我就想到就跟你講。 

Z:好，所以第二題回答完了，就是功能跟角色的部分，所以他的功能的話主要

就是說依照工會這邊的政策方向去跟董事會這邊開會、發表意見這樣子? 

B:對對，他基本上電力工會也不會說把你綁手綁腳，就是把勞工董事綁手綁

腳，因為勞工董事在董事會裡面的時候他開會，公司當然…或者國家或政策有

一些公司經營的方向他們都會有一些…不管是報告或者議案也好，他們當然有

一些想法，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功能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就是說，我們現在電力

工會有個機制就是說，董事諮詢委員會，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Z:有，我有看到。 

B:對，董事諮詢委員會，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屆有一百二十五位代表，應該是有

十五位的董諮委員，應該叫做，全名應該叫做董事諮詢委員會，那這個是電力

工會代表裡面選出的，名額我不是很正確啦，假設十五個呢，每個月會召開這

個委員會議，那三位這個勞工董事都要來參加，所以理事長也會參加，在這個

會議裡面呢，那我們已經決定好，就我在擔任秘書長的時候已經決定在台電公

司的董事會的兩天前，我們要召開這個董諮會議，那時候都已經知道說這個月

的提案，董事會的提案，有些問題大家都可以在那邊討論，凝聚共識了，所以

台電工會針對…假設說今天禮拜三嘛，禮拜五要開董事會議，六月三十號開董

事會，我們今天呢，台電工會就會召開董諮委員會議，所以我們今天，大家是

錢就會看到這些議案了，那大家就會在這邊討論，那之後他們在那個裡面呢，

勞工董事也知道說台電工會立場是什麼東西，那他們還有一些工會的意見呢，

也可以透過董事去跟他們反映，那同樣的這些…比如說他三十號開完的這個董

事會議，公司有很多的決策或過程，他可能到下一次七月份的董諮委員會他也

可以報告，來報告說欸，上個月的董事會有什麼樣的重要議題，像今天好了，

今天的董諮委員會他就會報告五月份的公司有哪些重大政策跟事情，那他就等

於是工會跟公司中間的一個重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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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這個是最近才有，還是以前就有這種制度? 

B:欸，制度其實應該…這可能要查一下，但應該在勞工董事制度有之後台電工

會就有了啦，但是以前功能不彰，聊備一格，所以他們可能有開沒開我也不清

楚，我知道的，我剛剛講的，因為他們董事根本來都不來不鳥你這董諮委員會

有什麼意義，現在是真正有再這樣運作，而且在理事會呢，我們每三個月的理

事會議，董事都要去報告，到台電工會的理事會議裏面去報告，所以當時的情

況應該是有，但是可能沒有剛剛我講的這種真正的功能。 

Z:喔對阿，因為我問的時候他一開始也沒有特別講這一塊，也沒有講這塊是怎

麼運作。 

B:施董嗎?有時候他反而可能不好講，因為我沒幹過勞工董事，我幹過工會幹

部，我對於工會的了解，可能也讓你更清楚這個部分，我是講得比較實務實際

的部分，他可能也許有些比較不方便，也有可能啦，也許可能忘了也不一定，

事實上我們一路看過來，他可能有幹過工會幹部和勞工董事，他可能有些它不

好講啦，對阿，好 OK。 

Z:喔，好，再來是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上有哪方面的影響，餐

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 

B:這就我剛剛講的嘛對不對，那你今天這個企業如果說他有一些東西，他也是

需要…因為員工是公司最大的資產，如果企業成功一定要取得員工的支持嘛，

那同樣的勞工董是現在是員工、工會代表嘛，所以呢，像我剛剛其實就已將談

到了，就是說我今天這個政策要不要支持，假設我們還是舉例好了，假設我們

後天六月三十號要開董事會，我們今天董諮委員大家覺得這件事情公司這樣，

我們工會大家要不要支持他，還是要抵制他，還是要修正他，或怎麼樣，那這

個時候就是要整個代表工會的想法，那這樣當然就可以對公司決策上面有影響

啦，那當然有時候也沒有絕對的好或壞，公司的想法跟我們有時候常常是對立

的，有時候會衝擊到我們工會衝擊到我們員工，那有時候如果我們不配合，對

他們經營也會有影響，當然各種角度，那其實站在比較正軌的工會想的話，當

然是相輔相成啦，企業好我們才好，應該是這樣啦，把公司搞爛了我們也拿不

到好處，老闆收起來了，也不好，所以這種東西一定會有影響，要取得平衡點

啦，那至於參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這應該都包含阿，這個應該包括很多啊… 

Z:對，因為我是想說…因為企業決策有很多嘛，像經營層面，有一些可能也有

關勞工權益方面的，那我是想說你們會比較關注哪個方面? 

B:對，基本上台電工會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高度的面向是很寬的…其實我還

可以…痾…因為我們台電工會在跟公司我們在簽團體協約的時候，你只要在組

織有變動的時候你一定要讓我們參與阿，而且你不能影響到員工的權益，像是

調動幾原則這樣，這個是一定要關心的部分，也是最基本的啦。其實現在最主

要…我講一個大一點的啦，比如說一個投資案，今天這個投資案，以台電，我

先舉台電的例子啦吼，今天一個投資案一定要花錢嘛，你花錢的話，會不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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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們的經營，這個是有沒有效率的問題，假設說，我以最近這個…大潭電廠

還是通霄電廠啦，我們最近不是電不夠嗎?然後呢我們就像日本租還是買那種移

動式的發電機組，這個案子就要到董事會去啊，假設說…我不知道多少錢啦，

假設說二十億或是多少億，買兩部機組來這邊發電，那這個效益到底好不好，

這個東西當然董事會就可以討論，那我們站在工會的來偶勞工董事的立場就是

說，你這個東西不管它燃油或燃氣，那這個成本很高很貴的，那是否有這個效

益，我們就要提出來質疑啦，這個就是跟公司的投資案也好，我舉這個例子，

那你到其他企業也是一樣啦，那當然我們的勞工董事也是會去關心這一塊，就

是他們對企業決策各方面都有影響，我是舉這其中一項，比如說投資案就是一

個案子。 

Z:那是所有的議案都會在工會這邊討論嗎? 

B:痾…不一定，有些… 

Z:所以是勞工董事自己去選擇說要跟工會報告哪些… 

B:對對對，因為董事會的提案可能很多，有些也許阿我們工會覺得這不需要討

論，當然是沒錯，不會每個案子都討論啦。 

Z:然後再來是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有正面影響嗎?具體作法為何? 

B:當然是正面嘛，具體做法我剛剛有講過了，比如說有個組織要裁撤了，我們

當然會要去要求說你這些人的安置要怎麼樣，不要影響到他的…怎麼樣，因為

以站在台電來講的話，台電會有他的職務嘛，職務你比如說它是分類十等的，

不能因為組織變動把它降為九等，因為這有關薪水嘛，還有一個你工作它那個

組織在台中，那因為裁撤了，那你不能把他調到台北來，會影響他的生活啊，

那我們盡可能安排在中部地區的單位阿，這個都是阿，這個就是勞工權益的保

障。那權益保障絕對是正面的啦，具體的話我們會去協調，假設台中某個工程

處結束了，或者是…我就舉實務的例子好了，我們就曾經有一個叫做混泥土實

驗中心在中興大學裡面，混泥土事業中心他就是很多的，比如說蓋房子他那些

水泥的結構他要去我們那邊試驗，在中興大學裡面，那問題是那裏有假設二十

個同仁在那邊，但是呢人家委託試驗的那些東西跟經費呢，可能一年呢只有五

千萬，五千萬還要扣掉這些成本再加上這些人事成本等等，結果我們用人費用

是五千五百萬，那這樣就虧錢了阿，那這樣就不行啦，這個組織要收起來，那

收起來這些人你要怎麼去安置，那因為他們都是台中人嘛，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大家會去處理解決。 

Z:好，再來是第六題，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 

B:這也是一樣啦，就都是正面的啦，其實我大概看過你的題目了我想都是正向

的，那具體做法我剛剛也都有講過了，對阿，這些東西就是說至少溝通上的一

個橋樑。 

Z:對阿，好，那再來是您認為擔任勞工董事應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或技能?那

工會對於這方面有什麼資源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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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這個部份其實我剛剛講過，以我們台電工會來講的話就是說，會擔任勞工董

事的這些人他不是突然去當勞工董事，所以他基本上都經過工會的歷練，他可

能在分會或是總會，幹過分會的常務理事，或是總會的常務理事，我們還有很

多組織嘛，比如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福利委員會的勞方委員還有職安委員會

的勞方委員嘛很多很多，所以基本上我們目前台電工會是沒有問題，工會幹部

都已經歷練那麼久了，所以基本上他當然沒有問題，但你所謂的專業知識，那

就很難囉，比如說像我們這一屆的勞工董事來講的話，我們有另外一種考量，

因為也會因應當時的情況，以我剛剛來講的這一屆的就是三月一號剛選出的新

董事，就是五月一號剛就任的這一屆，第一位核二廠的常務理事崔董事呢，為

什麼會選他呢，因為現在政府要非核家園對不對，核能電廠有四個電廠，龍

門、核四是還沒有運轉，那這些核能電廠的何去何從，我們當然會希望有一位

董事在裡面發揮，所以會有功能性的考量，那他核能他也了解，他也在核二廠

有擔任常務理事嘛，那第二個呢就是台東區營業處的這個…廖董事，他也是都

幹過常務理事，資歷都很豐富的，台東的區營業處，區營業處你知道的我們台

電有區營業處，就是直接面對就是收電費阿，平常一些配電線路的維護的，所

以就找他，另外一個就是大林發電廠的黃董事，那為什麼會選他呢，我就這次

的考量啦，當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啦，那他呢是火力發電廠的同仁，他也是工會

幹部，他們三個都是工會歷練很齊全啦，總會分會都幹過啦吼，那發電現在也

很重要的就是說，尤其現在供電吃緊的時候，再加上我們電業法這件事情對我

們台電工會非常重要，對台電公司未來的存亡是非常重要的，發電又是最容易

被切割出去的，所以呢他們的權益他們也是非常在意的，這個未來發電，因為

你可能知道電業法的話，現在是一家台電公司未來呢，台灣電力公司有一家母

公司較台灣店裡股份公司，控股母公司，那下面分兩家這電業法已經通過了，

有發電公司和輸配售公司，輸電、配電和售電公司，所以分兩家公司，那輸配

售大家比較不擔心，那發電呢核能的不擔心，水力的也不擔心，因為未來呢還

是國營，那火力呢就擔心了，所以黃董事就是火力的，那未來他們也擔心被切

割出去，在民營化出去，所以呢這次的勞工董事是有它的功能性，我們特別選

出了他們三個，大概是這樣，勞工董事就是以這屆來講的話是這個樣子，以前

真的是比較可能真的是派系平衡啦、分贓啦或權力平衡等等，所以 OK，好來。 

Z:好，那所以對於專業知識的課程方面工會比較不會提供一些課程，主要都是

勞工董事個人自己去學習的這樣? 

B:對，因為這個專業知識技能的部分，除了他自己經驗的累積之外，他自己也

要在擔任董事對議題方面也要去精進，也要去做功課啦這樣，好不好。 

Z:好，那請問工會如何監督勞工董事… 

B:恩我剛剛已經講過了，我們有一個召回的動作，如果今天我們工會的這個，

我們也有罷免他們的機制阿，也是有一個程序，我想這個在法規裡面有。 

Z:對，規範裡面有可以免除他的責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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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對對，那這個部分沒問題。 

Z:然後再來是是否有因為勞工董事而引發的爭議事件?或是資方是否有質疑勞工

董事的代表性? 

B:這個…勞勞相爭是以前會嘛，我剛剛講過了，他不聽他的他不聽他的，工會

說要往左去，董事說他要往右去，那他可能也許就配合整個經濟部的，以前有

可能是這樣啦，現在當然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然後你說勞勞相爭現在是沒有

這個問題啦，那另外就是董事會是否有質疑勞工董事的代表性，應該不至於

吧，因為這是依法選出來的，其實不太會有質疑跟衝突，因為我們這個是公營

的，不至於有質疑勞工董事啦。 

Z:好再來是你認為是否應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的公營事業有五分之一勞工董事

的規定? 

B:當然阿，我們工會立場絕對支持阿，勞工董事甚至於… 

Z: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公營事業都民營化了，他就等於沒有在這個法律規範裡

面。 

B:對，甚至於我們還要，我們台電工會最近還要講說，不排除應該其實還要再

提高我們的代表數，現在是五分之一嘛對不對，當初好像有建議說好像要拉高

到…整個提升還是我們工會的比例…有這種建議啦，對這個當然是無庸置疑

的，甚至於提高我們都贊成，五分之一還太少，那當然更多我們當然都贊成，

那企業一定是反對的啦。 

Z:對阿，好再來是您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這個制度有什麼期許

或希望改善的地方?就像你剛剛說的代表人數過少… 

B: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我是認為可以再增加，這個制度是 OK，當然我

們是希望能夠…希望能夠…他的影響力能夠更…工會當然是站在說勞工董事再

公司的董事會裡面能夠影響力能夠更大，我們當然是希望這樣啦。 

Z:好，那就是…因為現在有一些立委或是一些人有在推動希望上市上櫃公司有

勞工董事制度，那你對於勞工董事制度實施再民營企業的看法為何? 

B:OK阿，贊成支持阿，我們甚至可以支持阿，我們甚至可以協助他們阿，我們

的經驗比如說民間企業可以先來像我們取經嘛，因為像我們畢竟已經有運作一

段時間了嘛，那當然我是覺得就算國營企業，我剛剛也講過就算你光台電工會

你如果五年前十年前來訪問，跟現在來訪問又是不一樣的狀況，可能當時你訪

問沒什麼意義，那至少是現在比較正常的狀況，那如果民間也要這樣的話，你

要找真正評估過哪些工會比較正常再運作，勞資的運作上是正常的，那就去向

他們取經，不要一開始就走錯，用派系去平衡這樣就沒意思了啦，我是覺得是

這樣。 

Z:好，謝謝。 

B:OK，這樣就結束了嘛，好 OK。 

 



 

174 
 

 

訪談紀錄六 

 

 

 

 

 

 

Z:第一個是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勞工董事就是說用勞

工的身分進去董事會，可以接觸到企業內部討論的議題跟決策，那你覺得這個

東西對於你身為勞工的角度來說，它的意義、功能跟角色是什麼? 

C:我覺得應該算是勞資平衡吧，因為不是什麼東西都是資方決定阿，還是要有

就是…公司同仁的代表，因為勞工董事就是屬於同仁的代表嘛，對不對? 

Z:對。 

C:我覺得就是可以在董事會發表意見或是維護勞工權益的話我覺得這樣勞資之

間比較平衡吧。 

Z:好，那…這部分還有什麼要回答的嗎?還是就是剛剛這樣? 

C:沒有。 

Z:好，再來是您對於勞工董事在企業決策上有哪方面的影響? 

C:恩… 

Z:恩…如果說你感受不太出來你也可以發表意見，沒關係，就說不太清楚也可

以。 

C:企業決策嗎?就是在看公司的決定嗎? 

Z:對。 

C:恩…我不知道耶。 

Z:好，再來就是，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有正面貢獻嗎? 

C:有阿，恩…像可能福利金什麼的，如果有盈餘或者是虧損我們就可以決定我

們的福利阿什麼的，而且像剛剛第二題說的企業決策，因為他們也要工作，所

以他們也比較了解我們的工作環境阿，因為像我們公司…就是有一些公司對我

們決策，如果對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利的話，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會比較了解，

這樣算插播嗎?哈哈。 

Z:不會不會，沒關係，你如果有想到什麼要回答都可以回答。 

C:好。 

Z:好，然後第四題是，您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 

C:會阿，會改善。 

Z: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改善? 

C: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有提我們的意見，我們公司也比較會了解我們的想法，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28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台電工會會員 孟小姐(C君) 

個案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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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說我們的困難，那就不會說就是只有主管單聽主管的一面，因為有的時

候單聽上面，就是有的時候…沒那麼客觀拉，對就比較主觀啦。 

Z:嗯嗯嗯，對，好，然後再來是…您認為勞工董事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技能?依照

你所期待的想法去覺得說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技能或是知識就可以了。 

C:應該他也是從我們同是裡面挑出來的嗎，所以基本上公司的運作他們也要知

道，對阿，這樣他才知道，也許不是很大的環節，可是至少這部分他會比較清

楚，就是像我們公司有很多系統阿，有水力發電我們叫水力核能什麼什麼的，

他至少知道… 

Z:每一個部門… 

C:可能也不用這麼詳細，因為很難，可是…可是至少他要知道我們工作的環

節，就是才知道這些相連的關係吧。 

Z:好，然後再來是您認為是否該立法規定以民營化的國營事業也要有勞工董事

的規定?因為像現在勞工董事規定只有規範在國營事業，那因為現在國營事業越

來越多民營化，所以就已經沒有在這個法規保障之內，那你認為是否應該立法

規定已民營化的國營事業也要有勞工董事的規定? 

C:所以已民營化的就不算國營事業啦，因為他已經民營化了，那這樣政府還有

公權力可以介入嗎?我不覺得耶。 

Z:就是沒有明確的規範說一定要有勞工董事。 

C:對阿，那像現在也很多大企業就沒有嘛，像台積電什麼的… 

Z:對，可是這是本來就是民營的企業，這一題是說以前是國營事業，現在已經

民營化了，那他可能就沒有法律規範的保護，那你認為是否要在立法規範說已

經民營化的企業要有勞工董事。 

C:我認為不需要。 

Z:所以你認為說已經民營化的就不需要有勞工董事? 

C: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國營事業因為很多事情是要國家說我們就要做，所以

這就比較狹隘，可是你民營化就沒有限制阿，你就是自己公司自己決定就好

啦，所以為什麼要有勞工董事。 

Z:好，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好再來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立委有在提說已經

上市上櫃的公司也要有勞工董事制度，那你認為說這樣的立法你同意民營企業

也有勞工董事制度嗎? 

C:… 

Z:恩，像你剛剛有回答說你認為已經民營化的企業就不需要有勞工董事的參

與。 

C:不是不用參與，是他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阿，像我看台塑他們民營的，他們

就是私人企業，可是他們每次協調，因為他們每次都會吵加薪的部分阿，可能

就是用勞工代表什麼的，就不用這麼強制阿，公司內部關起來是他們自己談的

事情，所以我覺得就不需要政府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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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就是不需要在立法規定董事會裡面一定要有勞工董事的部分。 

C:可能他們也超過五分之一我們也不知道，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法令吧? 

Z:哦…他們通常沒有，因為你要有股份才會進去董事會擔任董事，所以你如果

沒有一定數額的股票的話他就沒辦法去當董事，對。 

C:對對對，好吧那還是有好了，好像對勞工比較有保障。 

Z:因為這是最上層的決策的部分了。 

C:對對對，好吧，那還是有好了。 

Z:所以你認為說民營企業的話還是要有勞工董事? 

C:對，所以之前那個什麼民營化的國營事業那這樣還是有好了，因為這樣才會

有勞工的聲音，對不對。 

Z:對，好，再來是第八題，您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這個制度有

什麼期許? 

C:恩… 

Z:恩好，我知道可能你不太了解。 

C:我們公司有。 

Z:對，那依照你對這個制度的了解跟你有沒有對這個制度有期待或覺得需要改

善的地方? 

C:我覺得我們公司的勞工董事做還蠻多事情，也是還蠻辛苦的。 

Z:那你的感受是有做哪些事情呢? 

C:就是為我們爭取福利阿，有的時候不是實質的，因為有的時候，像是一例一

休阿，我們很多在外面的同仁，都還要加派人手，因為不夠嘛，其實我覺得他

們都有在爭取，多爭取要多一些人進來，可能不是實質上，可是對我們的工作

還是有幫助。 

Z:喔，所以其實你們也有一定的感受，因為其實我心裡以為一般的工會會員或

勞工會不太清楚勞工董事做了哪些事情。 

C:他就是為我們爭取福利阿，還有跟上面有溝通的管道阿。 

Z:對。 

C:欸這樣子我好像真的蠻了解的，哈哈哈。 

Z:對阿，好像找到一個蠻適合訪問的人。 

C:不是，就是你…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公司的一份子，雖然我們很基層，可是我

們也要知道恩…畢竟我們都有投票阿，有一些像是會有一些代表是幾年投一次

或幹嘛的，那…那也是我們等於參與公司的…就是福利，資方跟勞方的部分

阿。 

Z:恩對，欸，我們訪問完了。 

C:真的嗎，這麼快，太好了。 

Z:恩對阿，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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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七 

 

 

 

 

 

 

D:我那天一開始我就有跟你明白表示嘛，因為坦白講我們這麼勞工董事基本上

我們是派任的，那所謂派任就是說，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公股董事一個叫那個…

勞工董事，有兩席，那一席的話我們有其中一席是公股董事是…他就是任期一

任做三年，那基本上那是我們目前的理事長，那他可能也很忙啦，可能就沒有

排你跟他談。 

Z:有啦，因為我其實還有要訪談工會的部分，那我就是訪談工會的部分是請他

回大這樣。那我是想說如果有另一位勞工董事可以訪談的話那我就可以訪問一

下這樣子。 

D:OK，對啦，那剛好我也是反正就是剛好下任啦，沒關係因為那一位謝董事，

他也在南部，我們另外的勞工董事的派任是北中南，大家就是講好北中南一人

做一年，所以說就是一方面給我們這些工會幹部做一個學習啦，就做看看、去

了解，然後最重要的是要踏入董事會，我們為什麼說要爭取當董事的原因，因

為我們是勞工代表，那我們要進入董事會第一個可以涉獵到公司的經營層面，

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再董事會發表跟爭取我們需要的一些福利，因為你如果沒

有董事這個身分的話你要跟資方去對談的時候你等於說會比較沒有力量啦，所

以說我們爭取的是這個一個所謂的一個目的啦，為什麼我們要做董事，因為董

事你可以在很多包括經營的層面，包括公司的治理，包括一些制度的訂定啦，

像董事會裡面他就會有一些委員會，包括審計啦，包括好多的委員會，就說一

我們公司的所謂的一個組織圖裡面，董事會就是董事長嘛，再來就是一般的組

織架構，因為我們是泛官股的企業啦，其實我們真正最大的股東就是財政部，

所以我們有一些股東，像官派的像可能成教授，他應該就是歸屬於財政部的被

奉派的，所以我們有台銀的啦。我拿個組織圖給你看看，剛好我這邊有資料，

我們就有一些事業體，我們最主要是分三個大區塊，那這個是這部分，最重要

就是說，我們會參與勞工董事最主要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占兩席，你如果說單純

只占一席，之前我們最多時候有到三席，那三席就是說他是佔了台銀的缺，但

現在台銀已經拿回去了，所以變成兩席，那目前是有兩席，一席是公股的董

事，我們現在目前有十五席，其中我們有公股董事就是我們理事長，這是我，

那這裡面有其他董事，這兩個是民營企業的大股東，那其他的都是財政部派的

啦，像我們的董事長基本上都是屬於財政部的代表，對那我們這個公股董事其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30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企業工會勞工董事 蔣董事(D 君) 

個案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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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是財政部代表，這個就是有一點跟資方有點協商，跟公股是有跟公司在去

跟財政部去研商，就是說大家去分配股權的問題，分配一些給我們，阿我們就

會進到董事會，然後去爭取我剛剛說的，就是說參與經營規模甚至於策略甚至

於公司治理，包括的很多的涉獵到公司的內部經營權，那這個經營權，然後我

們主要業要順便監督各個，當然是各個部司的執行，他有可能會制訂一些政策

嘛，或者是所謂的一些規範，或者是現在要推的業務，看你的執行狀況如何，

我們有時候也會透過總稽核，像我們…像我本身還有身兼我們工會這邊派出

來…因為我們公司這邊有我們銀行部分會有包括勞資會議，包括我們的人事評

議，包括我們公司的職工福利金的委員會，包括退休的委員會，很多的委員會

那我們都會派一些人，派我們的工會幹部，像我自己也是身兼…我昨天就是去

開人事評議委員會，包括升遷、記功嘉獎這樣，那昨天是因為我們公司的一個

升遷的，就是昨天我們開會就是單純升遷，就是我們每年六月初會舉辦一個考

試，有考試的部分也有積資，就是說待比較久的，阿考試都考不上的，所以我

們有另外的管道提供一些名額，那那個名額是佔總考試的他有一個百分比，就

提供給比較資深的、考試考不贏別人的那種，所以就是說要當董事的基本的… 

Z:有你剛剛基本上已經回答了第一題了。 

D:那功能跟角色，我剛剛也已經講了，就是說為什麼要參與董事的意義，就是

主要要進入他的經營核心裡面，你沒有到核心，你沒辦法說話，沒辦法發聲，

我們有身兼董事的對不對，我們至少我們各處室包括從董事長到經營些層面的

人他會尊重我們，那我們要爭取一些東西，就等於說是有那個角色啦，像一般

人說，算是我位階比較低的時候，我跟你總行單位或長官那些講話他就沒什麼

要理你啊，所以說我們就是會有這種意義跟功能跟角色啦。 

Z:好，OK。 

D:那我所謂的一個經驗啦，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做啦，那我們基本上我們進入董

事會有他的一個職權，那我們像我們是參加大董會，我們所謂董事會有兩種狀

況，一個是小董會，一個是大董會，小董會就是像可能成教授他們可能每個禮

拜都要去開會，他開會就是要審查一些，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放款，我們每個禮

拜都要開會針對借貸的放款跟一些委員會，他們其他的有一些審計委員會還什

麼委員會，他一般每個禮拜都有會，那我們這種董事是大董會，我們大董會，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董事長跟總經理跟一些獨立董事嘛，阿他們是每個禮拜會

開，他不是通通一次十五個人會開啦，我們現在董事有十五席，那十五席中他

只有從董事長跟總經理跟幾位獨立董事或什麼每周都要開，就包括審查貸款的

事情跟委員會做較細部的，那我們這個大董是每兩個月開一次，目前我們是單

月，每一個單月，像七月下個月就要開，那剛好啦，我們最近從去年今年到明

年依大概推一下的話，就是每個月單月，就是一三五七九十一，就是這樣在

開，阿開的議題當中，他們會在前一個禮拜到十天他會把議事錄提供給我們，

阿我們會就裡面提供的內容去做審查、了解，甚至於去詢問相關的單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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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議事錄當中有包括制定一些規定的變更、修正還有一些放款的內容，

就是說像他們小董會不是每個禮拜會開嗎?那我們兩個月嘛，那他兩個月當中就

會把從上一會期，就我剛剛講說假設我五月開完到七月要開的時候，這中間的

放款啦，的內容要給我們做了解，到最後就是我們要去…算是蓋章啦，他那個

叫做，最主要是要追認，那就是順便了解，也可以提出狀況啦，提出不了解的

提問，那大董會是從我們各處室的經理到國內外分行的一些單位都要參加，要

備詢，就像有點立法院去詢問依些官員這樣，直接詢問部門的主管，所以說做

董事就是有這些職權，跟你要做的權利義務，那只是說…現在到哪一題…到第

五題其實也有講到，參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 

Z:就是幾乎都有參與嘛! 

E:對! 

Z:那你主要關心的議題大概哪方面? 

E:我們關心的議題，我們的你講到一個重點，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只要是經

營面跟政策面的事情，我們只是做了解，基本上在這個部分我們不太會干涉太

多，但是，我們認為不了解不符合規範的嘛，我們還是一樣會提出，那我們最

重要關心的議題，我們的主力啦，在勞工這個區塊，因為我們是勞工董事，所

以我們在這個部分會著墨比較大，就是說…公司的節制面因為那些都是比較固

定啦，就是說你要訂立規範，以往基本上大部分都會修正，比如說第幾條要修

正什麼狀況，那就是執行面、政策面的問題，那我們勞工董事我們兩席的勞工

董事，基本上大部分主力都著墨在勞工的權利義務，包括有時候資方他會要求

我們勞方員工要怎麼樣怎麼樣，那如果合理，我們就同意，不合理，那我們就

會做適度的協調，所以最主要我們是在這個部分，這個部分的最…最重要的一

個…一個工作啦，甚至於最重要的尤其我們員工一直希望的就是，你也知道就

是福利啦，那這個福利其實這個東西要很努力去做，尤其像包括我們盈餘要拿

多少百分比的出來當…現在叫酬勞，以前我們叫紅利啦，阿一般來講坦白講我

們台灣在這個區塊我們資方對我們員工都還不錯，吼這個可以去探聽的，所以

我們的台灣企銀的工會在工會這個領域業界算風評還不錯，而且為一罷工的也

是只有我們啦! 

Z:喔，就是比較有實力的! 

E:對!這個就是在十幾年前我們就真的罷工嘛，所以我們對這個部分…但是這些

年來從罷工之後我們都每三年要做一次…因為我們最近就要跟資方也是要所謂

的團體協商嘛，也是要做，因為我們現在在做修正了，我們那個條文也出來

了，可以給你稍微參考一下。 

Z:好。 

E:因為我本身也是工會的常務理事，所以我們常務理事是當然的團體協商的成

員，由我們理事長帶隊，由我們間是召集人跟幾位常務理事都是這樣，其實我

們行之有年了啦，只是就裡面的一些內容，包括有些文字修正，包括因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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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的修改，其實我們這幾次以來大部分的修正都次隨著條文、法令規定、

法律上的條文修正而修改，有一些是文字上的，所以你看這一些都是文字上的

啦，甚至於就是現在所謂的一例一休或者是那個時間上的修正，什麼幾小時、

怎麼計算，所以其實整個變動不大啦，那這就是我們一直做的。 

Z:那第七題就是勞資關係的部分… 

E:我們勞資關係真的不錯，因為我們跟資方的對談我們大家互相彼此都把們開

著，而且我們都是真的用協商的，但是坦白講，有些事情也不是一回兩回啦，

就像有時候像跳那個什麼舞，就一進一退啦，互相去了解，阿你說具體的做

法，我們這幾年包括我們去爭取像我們原來我們些資深的人員，本來就是說我

們的年功俸，我想年功俸這個文字可能你不太懂，就說我們年資到一定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在升了，我們是有一個幾等幾級、幾等幾級嘛，這個所有行庫都一

樣，但是你達到最上面一級的時候就沒辦法在跳，除非你考試，或者說你升職

等，像我打個比方啦，我們是從第五等，我們是五六七八一直可以到十三十

四，到十四，那有的人更厲害可以到十五，十五就是副總級啦，那如果是一般

的像我們昨天發布的就是從第五等到十一等，就是五升六六生七七升八，我們

每一年都舉辦，所以我們對這個升遷都訂定的很好，在來我們跟我們企業，我

剛剛說年功俸欸，本來我們是很早期的是只要年功俸而且是甲等就有兩個月的

獎金，那後來最後改成掉到 5%，從兩個月掉到 5%，然後我們經過之前的爭取已

經從 5%變成 50%，所以我們跟資方的具體上，除了這個福利以外，升遷的福利

以外，甚至於我剛剛講的一個等級的問題，我們是從一個等，之前是十八級，

就等於說你一年可以升甲等兩級，乙等一級，然後後來他又變成三十幾級，那

就變折半了，阿但是我們現在又規範了就是說那我們把那個跳級跳多一點，所

以這樣就算是跟資方的協商，所以我們有跟他講，也有達成，就像我剛剛講的

爭取紅利的事情，還有爭取一些勞資條件的修正，包括加班費，像我們一例一

休，那個加班費有牽扯到休假和獎金，不是獎金啦，就是說我要休假或是換成

薪水的問題啦，就是補休假或者是換成薪水而已啦，像我老婆也是華銀的嘛，

他們華銀就是規範，就只能休假，那我們是可以選擇的嘛，所以這個又跟其他

行庫有不一樣了，像我老婆他們有時候假日加班，他就是只有給你補休假不給

你補錢，像我們這邊就有跟資方協商過，只要是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們基本上

會給他選擇看他要休還是要領錢嘛，每個人需求不同，有的年輕的比較喜歡休

假，他不愛錢啊，阿我們老一輩的比較愛存錢，那就不一樣啊，那我們在這一

部分林林總總的很多啦，那我們也都有跟資方爭取，那資方也給我們蠻多的。 

Z:也願意給就是了。 

D:對，那當然這就是彼此之間的一個協調，就是處於一個很不錯的狀況啦，那

再來就是對於員工的輪調，也蠻人性化的，就是像你住台中嘛，那我們現在有

時候我可以考跨區，就是說像我台中人，因為台中很難考，名額比較少，那我

就想要去桃竹苗，有的人會去選擇去別的地方考，像我們昨天才公布，我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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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的錄取分數五十六分多，台中就要六十二分多，差六分，阿那個六分不是你

想像的六分喔，那個六分就是說你四題材可以一分，等於說你六分要二十幾題

才會達到六分，因為我們總是考八十題一百分，所以四題只有一分多，所以我

們都會跟他們協商，我剛剛說的人性就是說，你有考到雖然有年限到了，但年

限到了我們基本上就會給你回來，而且會選離你家近的，我們不會說…你雖然

台中，南投也是同一個中區，就給你去，像有的行庫就是故意不給你做，就調

去南投還是那裡，所以很多我們跟資方協調那些，我們都有達到一些作法跟作

為。 

Z:對。 

D:阿至於說你這個專業知識的部分吼，我們對勞工董事從你發布開始，就會…

因為這法律也有規定，首次擔任的時候要十二小時，首次的，然後之後每一年

要六個小時，這是法律規定，針對董事，不是勞工董事，所以你做董事的人每

年都要去上課，那是要上什麼課?你可以在我們董事會有個祕書，他只要有這個

課程就會發 Email 給我們，那你有興趣就去上，有空就去上，我以基本上我們

都會超時啦，我們一般上課都會超過那個時數，所以很多的課程包括董事會的

一些，因為他不能只單一個董事這個東西啦，他可能會包含他附近周遭的一些

東西，阿你當董事就要去了解阿，你從公司的一個治理，我們一般來講就是公

司治理，像我們有一個協會，公司治理的協會嘛，我們上課大部分在台北比較

多，那其他就在台中，那像我們像下一屆的就是南部的，可能就會選擇南部跟

中部，還有勞動部他也會舉辦，像我去年就參加勞動部的他那個就是兩天一

夜，他都是每個銀行庫或是每個一些單位的董事都會一起去上課，就是課程有

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針對你董是該負些什麼責任啊，甚至於說他也會教你公

司財務的部分，包括我們內部人交易的問題，像我們擔任董事就是內部人的問

題，像公司的一些證件阿甚至他有給你一些基本的或比較高階一點的，像你的

股票要怎麼買賣阿，有些人會不一定懂阿，就像我剛剛講的有一些所謂的民營

企業的，有一些老闆的…是都部一定啦，我看我們的是都還不錯啦，那個協力

那個都還不錯，所以這個專業知識都是我們在包括公司法，他也有明文規定你

當董事的條件甚至上課這都有明文規定，甚至於我們董事會秘書也依據這個法

規會督促提醒我們去上課跟去取得相關的知識，那這邊就是這樣子。 

Z:好，那就是的九題… 

D:第九題，我剛剛有講到嘛吼，我們董事跟資方，像我們是勞工董事，所以我

們都是從我們這些行員當中選的，那我們比較特殊一點就是公股董是要去選，

公股董事我們是用選的，我們有全行就是四千七八百個人嘛，那我們有這個工

會，每一個都是會員，而且我們會員參與率是超過 100%，你會覺得很奇怪就是

說為什麼超過 100%，因為我們就是有一個叫做基本的會員，跟另外叫做贊助會

員，贊助會員就是我們的經理級就叫做資方，我們的經理級就不是勞方，但是

他們仍然願意支持我們，所以他叫做是贊助會員，所以我們有 over10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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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以就是很熱絡，而且我們的向心力跟凝聚力都不錯，那我剛剛講的就

是，我們工會的成員代表，就是我們目前有九十九人，由全省選出，我們總共

有七個區塊，就是總行、北一、北二、北三、中區、南一、南二，還有一個東

部，那他是依據人數，每幾百人就可以選出一個代表，那目前有九十九個代

表，我們在選出二十一個理事，七個監事，然後二十一個理是選出六個常務理

事，那常務理事中在選出一個理事長，那我們每一年都有會員代表大會，我們

的任期是一任四年，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行會員代表大會，那我們的理事長他就

會當然的參與很多的委員會，我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公司有很多的委員會，那

我們的理事長就是一個代表人，另外我剛還有講一個監事會，監事會有七個

人，所以我們的理監事總共有二十八個，然後我們目前我們從我們這一任開

始，我們每一年至少一到兩次勞工教育，就是我們勞工會員代表要勞教，那我

們以往都辦在我們的行訓中心，我們行訓中心在北投，從去年開是我有跟我們

理事長建議，因為我們早期就有選擇在其他地方了，就像說我們在中部，那大

家都一直這樣往北部跑，那另外換個地方做勞教，阿你老是那個地方有的人搭

車都那麼遠，從去年第一次開始我們選在中部，那以後可能會在南部，就大概

北中南啦，我們一年都會一到兩次的勞教；至於說政府的部分，像我們理事長

他有參與八大工會，他目前我昨天知道他現在也是勞動部的什麼勞檢委員啦，

另外他也會去跟民意代表有接觸，因為我們勞工有時候去爭取一些福利跟一些

算是我們要爭取的一些事項，跟民意代表也有一些關係，跟政府也有一些關

係，那我們會透過民意代表去跟政府溝通，就像現在的政府對於勞工的區塊我

想你們也稍微有了解，就現在勞動部推出的這些東西對我們現在勞工大家都還

蠻反感的，反正聲音很多，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也參加過勞動部開的一些課

程，所以勞動部有時候一些局長也說阿我們也是政策的執行者啦，我們雖然有

訂定，但是最後的決策者還是那些領導人嘛，那到底是對還是不對那就有待研

究啦，所以我就說勞工董事跟政府的關係，我們理事長在這個部分努力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理事長也是第一任，那當然我們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啦，那當然

前輩也有講啦，我們如果要用的好，勞工福利要爭取好，其實也是要透過民意

代表的關係，去跟政府部們接洽，因為他們政府部門的官員還是要聽立法委員

跟民意代表啦，因為其實我們的政府部只有包括立法院，還有像台北市的勞動

局阿，地方中央，像是我們設在台北是歸台北管阿，但是有些東西也要到中央

方面，像我們理事長這方面也做很多啦，所以這個狀況大概是這樣，那至於

說… 

Z:勞工權益跟經營利益的衝突… 

D:勞工權益跟經營利益的衝突…這個部分當然會衝突啦，我們坦白說，我們銀

行是叫做營利事業單位，就是要有賺錢才會給員工福利，那我們員工也不能說

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樣的，我們也是要做，所以我們在各項業務方面，我們的

董總都是要求的蠻多的，所以像我們最近一直在推，不是只有我們啦，像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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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庫都有在推，就是說我們叫做財務管理，阿財務管理這種東西就跟你講一下

就像是找人買保險、買基金，阿這種東西客人買一兩次有賺就還好，沒賺就會

有點收手，那收手當然就是你如果資方沒有要求我們勞方去做，沒有那些盈

餘，我們會要求資方多分給我們，我們本身台灣企銀，還有很多行庫也都會

做，我們會有一個就是說現在做的 KPI，你懂 KPI這個吼? 

Z:懂。 

D:就是說你達成多少，才有辦法說分給員工，那當然我們現在爭去到的百分比

已經比較少了，KPI 就是說我們這個人或是這個單位達到的目標有達到多少，

那總公司在訂定的分配獎金的時候可以分多少嘛，那就是要看你做不做得到

嗎，那之前我們的百分比佔很大，那透過我們跟資方溝通，這個百分比已經比

較少一點了啦，甚至於我們之前也有跟資方講，假設盈餘有達到所謂的產值，

就是說我投入跟產出，你盈餘有達到多少之後會等於說整個不用，當然這個是

說目標啦，應該是還沒辦法去達到，只是說有把那個百分比降低，那降低比較

低的時候員工的福利就比較大一點了，那這個就是說我們爭取很多的，那我剛

剛說的衝突一定會的，因為他經營者一定希望賺多一點，因為他經營者董事長

跟總經理，因為我們目前都是官派的，都是財政部派的，如果說你的銀行盈餘

不好，你肯定就會被換掉，所以他們就是一定要追勞工做就是做做做，就像我

剛剛說會定一些目標，而且這些目標有時候我聽他們的經理人就說目標越訂越

高，他有一個百分比的追加嘛，那這個就是一個衝突嘛，但是說我們都是處理

的不錯啦，因為有時候我們還是要跟我們勞工就是這些行員，就說我們這也算

是營利事業單位嘛，你如果沒賺錢就絕對沒有福利嘛，那要賺錢就絕對要做，

那只是說就是適度把盈餘的目標放比較低一點，那我們是一直在爭取，那坦白

講這就是沒辦法，那我們也都跟行員講，一般的員工如果可以少做就少做，由

其實招攬業務的不是通通…我們當然管理人希望通通都要，但實務上是有困

難。 

Z:那就是只有幾個人在負責這部分。 

D:像我本身的職務上我們叫做放款的，我們辦理放款業務，那事實上我們每一

個單會真正占多數的還是這些業務人員啊，沒有辦法你到任何行庫都一樣，但

是像經理人或是董總他們都認為大家都樣，但是不可能，因為你做跟不做有影

響考績，那影響考績就影響升遷，升遷就影響錢啊，就是最後的薪資，那我們

有些同仁沒有結婚沒有家人，他壓力不大，反正我就是有做，有做一些，很多

時候不一定有做，像有些是內勤的嘛吼，像我們這一排辦理外匯的嘛，他說我

就沒有接觸客戶你要我去哪裡找，我就有的有是親朋好友、兄弟姊妹阿，那像

我剛剛說的要求業務是一直有在要求，我們公司一定會要求，所以這是一定會

有衝突，除了這個經營業務的部分，還有就事其實有一些福利影像到很多，像

我剛剛說的升遷，有的人可以升有的人不升，所以這一定會有衝突，那資方跟

勞方都會有一個衝突，我們一定是站在勞方，基本上我不可能為你資方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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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替你想的是說怎麼樣去協調，不會說站在資方立場，那資方也同樣一樣

啦，我就要賺錢，我就是沒賺錢我要怎麼給你福利，所以相對的一定都有很多

衝突，但是我們都算…以我們台灣企銀來講算協調的不錯，但也沒辦法很圓滿

啦，像昨天我們開會的後也還是有衝突阿，阿那個衝突也沒辦法。 

Z:跟資方的衝突嗎? 

D:對阿，有時候升遷的時候總有幾個特例啦，像包括你們學生也會有幾個特例

阿，像老師跟這個學生比較好，這個就是一定在那個狀況下，不管你在公司、

學校在那裡都一定會有這種情形，至於說要怎麼做，那大家就要協調了，衝突

是絕對會有啦，那我們是一定會協調啦，沒有辦法大家一定圓滿嘛，五隻手指

頭都不一樣長嘛，只是說互相取最大最能接受的狀況，只是說我們都這樣去看

待這樣去解決啦。那我們勞工董事引發的爭議事件，目前來講我知道事我們都

沒有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勞方跟勞方之間相爭的情形都沒有，至少我知道我在

了解範圍內是沒有這樣發生，我們彼此之間從理事長到各個幹部間，我們一直

強調的就是大家在會議桌上大家用罵都沒關係，但是離開談判桌上大家都是好

兄弟，我們都不是為了自私拉，我們做這些事情絕對是以公的，甚直於我們這

個董事的酬勞，我們都全數捐給工會，我們一毛錢都不拿，這是我們不明文的

規定，不要認為當董事就有錢，公司是有給，但是全數都捐到工會戶頭裡面，

而且我們所花的任何費用絕對有憑有據，而且你要做什麼東西都是以我們的會

員也就是我們的行員做最大考量，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會說彼此有爭議，當然開

會的時候是一定會的，我們可以發表正反兩面，因為每個人看的這個角度跟他

的概念都不一樣，所以我們理事長一直強調的就是這一點，我們的…去年的理

監事換了 58%，我們假設原本人馬是 100%，我們換血大概換了 58%。 

Z:換很多耶。 

D:因為我們要把幹部年輕化，那我們以前平均年齡大概都五十幾歲，所以我去

年跟我們理事長跟理監事就是決定說只要大概五十幾年次之後就是說那個歲數

之後不讓他參加了啦，不是說否定這些人的能力，只是說你年紀大了做這個也

累了，就是還是要有那些體力跟時間，那最重要的也是要給那些年輕一輩，因

為現在年輕人有時候想法比較多，雖然說有些不是很實際啦吼，因為做勞工這

個區塊很多事情是需要一些經驗的，不是我們隨便講講，而且你這些年輕人不

帶進來，不讓他慢慢了解，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勞教，我們勞教是真的有在上課

喔，不是說出去玩喔，我們勞教是大概會花…算起來是一天啦，一般我們就是

從一天的中午開始，到第二天的中午，大概這樣整整一天，都有請包括個大工

會的，會請一些學者，像有時候…我記得好像你們…反正就是勞研所的老師也

會上一些法規啦，甚至於有時候也會請各大工會的理事長他們對勞工這個領域

的事物給我們這些新的幹部做了解，這個東西是要這樣帶的，所以我們勞勞之

間的相處是蠻和諧的，那至於你這個五分之一的比例… 

Z:恩。 



 

185 
 

 

D:因為你這個是有關法律規定的，至於說到底百分之幾其實說起來我們沒有辦

法去做決定啦，只是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勞工董事越多越好，但是，一般來講

企業來講不希望太多。 

Z:我的意思是說，因為現在只有國營事業管理法有這個條文，那現在很多國營

事業都已經民營化了，就是說在已民營化的部分… 

D:我們還是有阿，因為我跟你講我們還是維持在那邊啦，因為這個就是法令規

定，但是就是說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啦，要有勞工董事制度，你如果沒有的時候

也不好，但是你如果太多也不好，所以要是說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那類的吼，

可以在商量，至於說民營化的國營事業還事都有延續下來，你看我所知道不管

自來水公司、台電什麼的，我們都還是泛官股，其實都還是政府在 hold住，所

以這個應該是不會有什麼質疑啦，至於說要兼持的還是要堅持啦。 

Z:好那在來是第十三題，就是… 

D:那這個來講吼，勞工董事這個制度事還算滿意啦，只是說，還是很期許就是

說未來吼，對這個勞工董事真的還是希望大家多一些…一些所謂的專業知識

啦，因為我們其實包括很多民營、包括很多公股的國營事業，其實很多的董是

在這個區塊真的不是很懂事啦，因為你真的，其實我覺得你真的進入董事會

吼，你真的要發揮你當董事的這個位置啦，不是說吼，去了就像投票部隊，就

像講說只是一個功能…只是說去參加一下…代表一下這樣，我是覺得不是很正

確啦，不是很實際啦，你真正你說其實公司的董事真的很重要啦，包括我們最

近發生的一些弊案嘛，包括什麼兆豐阿什麼，你如果說董事…說實在的，你如

果要真的到董事會裡面，你真的要有相對的一個資歷，跟你的專業知識，像成

教授他就是在勞研所這個部分嘛，但是在這個之外呢也不一定啦，所以說真的

要當董事吼，你像我們銀行，他就比較在意了，除了那些公司治理，那些其實

比較吸收的東西可以比較多比較普遍，但是到了比較專業性，我坦白講，以我

來講我可能在所謂的報表、財務這部分比較擅長，那像你們就讀勞工領域的你

也是擅長這區塊，所以董事的這個真的是要在專業知識還是要加強，不然你就

只是像酬庸式的阿，你沒有真正發揮它的效力，不管大公司小公司，有一個董

是，這個…你董事就是真的要投入，要去了解公司的營運，也要真的去參與說

這個是做的好還是不好，要不要修改，我以前也不懂啊，我現在一踏入才知道

我後來慢慢去看，其實我們很多董事也不切實際啦，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要去

做，那就要去精進自己的能力啦，那不然沒有什麼用啦。 

Z:那最後一題就是對於勞工董事制度實施於民營企業的看法為何? 

D:這個我剛剛也有牽扯到一點，那現在公營事業的董事，坦白講水準都不錯

啊，其實你看…他們都是有很好的資歷，甚至於很多像是台銀的副總阿，他們

的經歷都很好嗎，那至於民營企業呢，就不一定喔，那當然大企業的他就會比

較多，像我們台積電、鴻海啦等等比較大企業的，他們那些的董事可能就比較

專業，我剛剛就說了，董事其實在整個企業的經營當中是非常重要，阿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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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或壞，雖然說民營企業最主張的還是以董事長為主軸嘛，但是如果說你的

董事也真的有參與也有對公司做出一些建議、督導，甚至於說做意見修正等

等，我相信對公司還是有它的效益存在，因為國營事業就比較正統，像我剛剛

說的包括銀行他派用的這些人相對都有一定的水準，那民營企業的話我就覺得

不一定，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話，像大企業的話可能就比較好，他們的水準可能

會比較好，那我們概念大概就這樣啦，這是我大概提供的一點意見啦，不是讓

你很滿意的話就沒辦法了啦。 

Z:好，不會啦，內容很豐富了啦，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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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八 

 

 

 

 

 

 

Z： 請問工會對於勞工董事的推派程序阿權利、義務的關係的規範大概是怎麼

樣? 

E：我們現在是阿?我們現在，一般來講各個工會大致上都一樣是由會員或會員

代表大會去，就會員代表，就是全國的會員代表去，恩...選舉推選出來，也就

是說我們參選之後看有誰，有誰有意願然後去用選舉產生。 

Z：恩。 

E：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經由、經由會員代表或會員直接。阿我們是以我們台

灣企銀來講我們是會員代表，因為我們各區有會員代表，那我們五十個人五十

個會員就有產生一個代表，所以我們的代表，喔五十個人產生一個代表，那我

們是目前有十幾個代表，所以有九十幾個人去投票，欸單記法，喔欸以前是連

記法現在是單記法，單記法投票，產生出來的，然後把這個選舉結果再報給那

個，喔...恩...董事會跟財政部。黑那由他們派任這樣子。 

Z：好。 

E：不是、也不是派任，在選舉的時候，在董經改選的時候就由他配票來配票來

配給你。也就是說也就是董，當然也就是也是某人代表，然後他派任這樣子。

那現在這目前，目前來講各個改民營之後的各個銀行，大致上都一席啦。 

Z：都一席。 

E：目前好像彰銀沒有，彰銀沒有。有一般來欸都有一席啦一席。一席啦銀行都

一席啦。那因為，銀行如果都百分之百官股是以乘數去算麻，二兩成麻對不對?

好像是兩成麻?兩成，對。 

Z：喔~ 

E：就是說董事的席次的兩成。 

Z：喔~對對對。 

E：那是，那是完全就是國公營事業百分之百官股的時候，沒有民營的。 

Z：不是五分之一嗎? 

E：恩對。 

Z：恩，五分之一。 

E：對對對，就是就是五分之一。 

Z：就是看他有幾席然後五分之一的話是工會的。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13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企業工會理事長 游理事長(E 君) 

個案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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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對，那個是、那個是完全官股，阿像我們這個改民營過的，我們這只要是關

立法院的決議是，只要拆那個官股的持股超過百分之二十，對，就必須派任，

要有一席那個，勞工董事。阿那我們的席是這樣產生，目前推、推派的程序是

由我們直接直選的，直選應該說直選產生啦。 

Z：是。 

E：應該說是直選產生的，黑是這樣子。 

Z：好，那相關的權利義務的話有什麼?就是他們有需要注意什麼嗎?就是在討論

阿，或者是? 

E：一般來講他沒有什麼特別規、規範啦，但是他基本上基本上他必須要，那個

政策還是要支持整個政策的那個... 

Z：整個工會的走向這樣子?恩。 

E：對對，因為你要配合財政部支持，至於說勞工的權益部分當然占我們進去的

一個一個角色是在維護勞工的權益。還有當然，就是說在能夠了解公司的一個

動向，厚，一個重大政策經營動向是很重要的。我們以一個，比方說厚，復興

航空要停飛。 

Z：恩。 

E：那，他財務狀況你沒有進去董事會你根本不知道。其實這個有跡象的，只是

他們完全都不知道。阿所以我們進去之後就可以知道說我們銀行的走向到底是

怎麼樣，我們經，我們到底公司的本、體質或說經營的方向是怎麼樣對不對?阿

這個、這個有助於說勞工才知道說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怎麼樣。欸我的公司到底

我的雇主到底有產生什麼變卦我不知道。阿所以說我們才能夠瞭解說我們的雇

主，到底他的經營放像跟財務、財務狀況怎麼樣，這個、這個是經營方向還

有，縱然在重大的那個...決策，重大決策的時候才能夠去了解，這個是很重要

的。 

Z：恩。 

E：我就目前這個，我覺得勞工董事對勞工來講這個是一個...恩...很重要的一

個政策，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政策，因為至少說勞工才不會蒙在鼓裡。

喔，就...最大的、最大的就是我聽一個復興航空的出來，你沒有進去你根本不

知道，其實裡面你如果今天有一個董事在裡面厚，你早就知道了。嘿阿也不會

說他有一個很多的黑箱作業他不知，然後在董事會欸做出欸...怎麼講，有違勞

工權益的事情，然後等到發布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Z：恩。 

E：那我們在那邊可以據以力爭，那目前為止我們現在這個區塊我覺得還不錯

啦。阿產生那個...勞工的...沒有，目前因為是直選產生，所以就比較不會有

爭議。當然目前有爭議的，像...拖了很久，那個...中華電信。中華電信因為

他是，因為政府有搞一個複數工會。對，這個...這個他們的利益是怎麼樣，但

是這個是錯的，因為到時候他們已經產生說他們現在兩派在爭。那在爭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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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你讓、讓主管機關沒辦法直接派，因為我派哪一邊董事。所以說她就乾脆

自己派自己的人進去。先用我的管理階層先進去那個派任董事，對阿他們等到

有一個結果才有辦法派任。那像我們這種企業工會，就單一一個企業工會。沒

有、沒有複數工會的就會產生比較單純的事件。而且是直選產生的，大家沒話

說。像我，我也是選舉...也是選舉呀，對呀，黑阿也是選舉出來的，所以大家

沒話說阿。阿不然你來選，一樣、一樣的道理對不對，直選就比較沒有話說

啦。用民主方式、民主方式的那個直選產生就比較不會，不會有問題產生啦。

我們目前，目前我們台企我們的是目前是這樣子。 

Z：好。 

E：喔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爭議啦。因為是、因為是直接直選產生的，

所以沒有什麼，民主方式產生的都比較沒有什麼意見。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 

Z：好，是。那第二點就是，因為貴工會就是因為有官股的董事跟民股的董事。 

E：對。 

Z：對，那就是想請工會這邊分享一下說就是去爭取民股董事這邊的就是相關的

經驗這樣子。因為比較少工會有在爭取民股的部分嘛，大部分還是以公股為

主。 

E：實務經驗老實講是...欸...爭取民股董事絕對會是跟資方產生一個摩擦，很

大的摩擦。這一點就是會產生很大的摩擦，那如果是取得一個平衡點，這真的

是有一點難啦，有一點難。當然第一個，第一個本身工會本身你要有基本持股

啦，喔也要有持股也就是說你至少要有持股基本持股八百股以上，八百張以上

就八十萬股以上你要持股超過一年你才具備徵求人的條件。 

Z：恩。 

E：阿你一個徵求人也不夠，至少也要兩、三個徵求人以上才有辦法達到一個門

檻，收集到的收集的人數才能到達門檻。阿這是第一個，你本身要有基本持

股，因為這樣子比較 OK啦厚。第二個要有錢，財務狀況要 OK，如果沒有財務

狀況的話也很難、很難去爭取到這個民股董事。 

Z：恩。 

E：因為、因為這個所費不貲阿，必須要去跟通路、通路商的簽約...喔，通路

商的簽約、財務公司嘛還有一些簽約者，我們現在有三家嘛厚、長榮啦還有...

算總共有三家啦。那你要簽約的時候就必須要付錢，要付錢，所以說你這財務

狀況不 ok的話可能就很難去爭取這一席民股董事。還有，加上恩...所有會員

至少會員要大多數的認同，才有辦法進行的，要不然很難阿。因為你勢必在爭

取、爭取這一席阿或者直接會跟那個... 

Z：資、資方的。 

E：資方的對會跟你槓上，他不希望你進來。對，他不希望你進來，他不需要進

來。那們維持這麼多年，目前是當然是有、有ㄧ些爭議啦不過，已經好多方面

有選上了所以我們現在還在...像明年我們有改選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還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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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要等到我們這個月的股東會完了之後我們再發動跟行方協商，當然不只是

跟行方協商，還要跟財政部。最大股東是財政部嘛，要跟財政部溝通。 

Z：恩你剛剛是說跟什麼協商? 

E：跟行方協商阿 

Z：行方? 

E：對，協商就是說，因為如果說我收委託書的話勢必會跟資方會絕對會槓上。

那這個部份要來大家協商是不是說我也我也不爭取多、多的席次。那我只維持

原有的席次。 

Z：一個，恩喔~好 

E：大概就是這樣子，目前因為實務的經驗...實務的經驗那、那有一點怎麼

講...恩...有些能說有些不能夠，因為有ㄧ些是...那些付的錢或是怎麼樣那些

又不能訴諸於...因為法律的限制阿，阿有ㄧ些能夠在...或是在底下做運作。

阿這個運作的方式是可能當然阿本身要...我說還是要本身工會還是要凝聚力

啦。沒有凝聚力沒有這個共識也達不成啦，因為要還要支付那麼多錢。 

Z：恩，所以你剛剛說會員要會員同意，如果會員、會員不同意的理由大概是什

麼?是因為要花比較多錢嗎?還是? 

E：會員大部分都同意啦，因為資方會干擾嘛，阿反對的就是資方干擾的部分

嘛。 

Z：喔~所以就是要再去爭取這邊的會員同意這樣子。 

E：但大部分都同意啦，以我們目前的氛圍來講的話啦，那以前你也知道我們曾

經罷工過所以我們的，我們的會員也比較傾向於認同去爭取這一席董事。 

Z：恩，工會。 

E：對，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氛圍都還算是支持，傾向於支持去爭去這一席

民股董事。 

Z：喔~那民股董事的話，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制度?就是你們出現民股董

事的時候? 

E：出現民股董事是民國...欸...我要看... 

Z：忘記幾年? 

E：那一張收起來了，第一次選上的... 

Z：沒關係阿，那你等一下結束... 

E：民國幾年我忘了，第幾屆開始我不知道。 

Z：對，我只是大概想知道大概是什麼時間點開始而已。 

E：喔好。 

Z：對，好那你等一下再告訴我就可以了。然後在來是第三點。 

E：們那時候算是最輝煌的時候好像選了兩董一監。 

Z：三個嘛?對阿我記得以前是有三位。 

E：兩董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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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兩個董事一個監事，勞工監事嗎? 

E：監察人。 

Z：喔~喔對監察人。 

E：對，那個、那個時候還沒改制，就是說我們的董事其實還很多。十幾個董事

的狀況之下，那那時候席次多嘛，後來我們的席次縮了嘛，縮編嘛。縮了席次

然後又把監察人的制度廢除掉，改為獨董之後就沒有。阿之後我們就因為獨立

董事，官方對於這個獨立董事就滿堅持的，因為目前來講那個是他的要害，所

以他因為獨董以後他賦予的後來的權力賦予太、很大。所以比較大的狀況之下

所以獨董他們都堅持由他們提名。不得參與啦，阿如果你參與的話你就會對

幹。像我們上、上、這一屆的話這一屆有我們有提出預算。阿!剛剛照片找到

了...是第十一屆 2006，有沒有，我們就是一個工會兩位嘛。那時候選兩個，

兩董一監啦好像還有一監察，OK那這個事應該是 95年吧厚，應該是我們第一

次建立董事會。阿我們目前、目前手上的持股有兩千多，我們工會自己持股有

兩千多張。 

Z：恩。 

E：我們的持股現在兩千多張厚，阿對阿我們目前有持股阿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

有計畫在還要再繼續持股因為現在可能以後會牽涉到 1％的你必須要持股到 1％

你才有具備到董事的提名權。那我們現在必須還要仰賴資方的提名，因為董事

我們現在參選現在要選董事必須要有，欸董事提名權的人提名，除了除了董事

提名以外。要不然就要持股超過 1％才可以提名，所以現在已經把門檻調高

了。 

E：對，所以所以我們現在在朝 1％的持股來努力。1％的話來目前來講可能要

差不多...我們現在是六，資本額是六百億左右嘛，六百億 1％對不對那差不多

六億。喔阿所以我們六億嘛。1％差不多六億，你看我們要哪裡有辦法拿到一

億。所以說我們勢必要說我們當初是用聯屬的方式，聯署提名的方式。那現在

是不是能夠成功這就不知道了，當初我們是用聯署提名喔包括員工的聯署，把

他們的股份湊再一起，跟我們湊再一起才能聯署提名。逼得資方把我們提名，

那明年我們聯合改選我們還勢必還要、必須還要用這種方式。那到底這種方式

是不是能夠成功也不知道。阿所以說我們現在還要去跟他協商，要不然我們這

一席自己參選的民股董事可能會，因為他們門檻很低可能會造成很多的困難，

那我們就是會有，會有困擾你知道嗎?困難度越來越高。 

Z：恩。 

E：對，其實說現在要民股要參選幾乎沒有了。越來越沒辦法，以前、以前可

以，現在越來越沒辦法，對，你看那個門檻提高，你看那怎麼提。當然董事會

不跟你提阿。 

Z：恩。阿那門檻的話是公司這邊決定的嗎?就是整體的、整體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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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那個在那個、那個法令的修改，法律修改的阿法律修改。所以說哎呀 1％的

提名權這個... 

Z：法律的... 

E：恩...法律你可以去查一下，我那邊有我那邊有。 

Z：好。 

E：要的話我可以給你參考一下，我那邊有遵循法令的部分。 

Z：恩。 

E：阿所以說這個部分這樣門檻提高了所以我們在提高勞工董事這個民股董事的

話，喔法令的修改日趨困難啦。你可以朝這個方向大概的帶一筆就好。 

Z：恩，了解。 

E：因為這個你再說下去這個也沒有...因為這個是法律他隨他高興阿，好，OK

來。 

Z：好~然後再來是第三點，這邊是因為我是工會啦所以會認為說就是工會認為

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跟角色大概是怎麼樣子? 

E：大概就大概都、都講過了啦。 

Z：恩，就是剛剛講的那些嗎? 

E：其實對於那些... 

Z：主要就是可以參與資方的決策。 

E：正面的事，對這個是正面的因為、因為這除了參與正面的角色還有保護

的...保護...保護勞工的權益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啦，正面的意義。因為、因為

公司的如果有任何危機狀況，當然員工可能會隨時比較隨時能夠掌握狀況。 

Z：恩。 

E：喔，才不會、才不會又產生類似復興航空...欸你可以用舉例阿欸阿復興航

空因為他們裡面沒有勞工董事，所以他們整個在變化過程當中...完全不知情，

這個就很重要了，嘿。 

Z：很重要，好。那再來第四點就是工會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

響?然後他是參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然後程度大概是如何?那工會對於勞工董事

是不是會討論這些企業決策的事項?這樣子。 

E：喔，目前以我們銀行來講的話，重大決策在董事會就已經是參與決策了，其

實參與董事會就已經是參與重大決策了。 

Z：恩。 

E：很多決策是在常董會沒辦法決策的就一定要移到...那個董事會啦，厚，長

榮萬一有因為就銀行才有總董、常董會，其他都沒有常董會，其他都沒有常董

其他都只有董事會。阿董事會就已經是在做重大的決策了，其實我們已經在參

與了阿。那至於說...欸...有哪些勞工董事的討論的企業的決策方面... 

Z：對，就是大概說比較關注哪方面的決策? 

E：我個人比較於傾向於只要跟員工有切身關係的一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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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都要參與。 

E：對，積極參與。而且老實講，以目前來講資方銀行方的資方、董會詢問那個

工會這邊勞工董事的意見，目前為止都非常尊重而且會請看有什麼意見可以表

達。在董事會上都會這樣啦。包括人事，人事當然只是尊重而已啦，那一般來

講關於員工譬如說，我們的重大決策譬如說我們的分支機構的遷移或是分支機

構的裁併啦這個都是，或是說我們有要設立甚麼樣新的部門，或減少什麼樣的

部門，在這個部門的增減之間員工的安置跟裁併的過程，譬如說我們之前有一

個證券公司的裁併、裁撤。那必須要對那些員工有一個妥當的安置方式。這個

我們都是我們勞工董事特別關注的地方，那加上說當然一個重點就是說員工福

利的問題，當然譬如說在權益部分老實講以目前的架構之下都已經有了，有ㄧ

些管道包括人事評議委員會我們有四個委員在裡面，包括我們的人事評議委員

會啦或是勞資會議上面都有一個很良好的溝通平台。那他當然再加上董事的，

董事會的直接參與最高層的決策，當然就是會有一個正面的意義，所以說有時

候變動或是說他們在法令在我們的內部公司自己管理的規則或是說規定上面有

牽涉到員工的時候，勞工董事就要直接參與直接表達意見。那以目前來講我們

現在還滿尊重，都會很尊重。 

Z：對阿。 

E：都會很直接，譬如說我們他要修改一個法令的之前只要跟勞工有關係的一定

要跟工會先溝通過，沒有溝通的案子是不能提到的。一般來講我們有個默契就

是不會提到董事會，部會直接提到董事會，是直接先溝通，溝通完了之後大家

都認同了，OK了才提董事會。對。 

Z：喔~那還不錯。 

E：所以我們目前還不錯，這一點做的還不錯，阿行方也滿支持的。當然之前累

積下來的能量啦還有我們的強攔。 

Z：恩好，那再來是就是說如果勞工董事在討論企業決策之前會跟工會討論嗎?

還是... 

E：喔，要看啦...跟員工有關係的跟勞工權益有關係的，或是福利的獎金的部

分、升遷的部分這個絕對會直接跟工會溝通，但在經營管理決策面的部分就直

接在董事會討論。對，分兩塊。 

Z：喔~好了解。 

E：經營面的我不可能直接就...他什麼事都還要跟你溝通，不是這樣子，是在

經營面的部分他可能就直接在經營就是經理部門，經理部門討論完之後他們直

接到董事會來做一個溝通，在他們做決策的時候就做一個溝通，是這樣子。 

Z：了解，好然後這邊第五點剛剛有講過就是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有甚麼正面貢

獻嗎?就勞工董事有沒有舉個實例之類的。就是有沒有對於勞工權上面曾經有ㄧ

些正面的幫助案例。 

E：恩...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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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可能像是你之前說得像是部門裁撤阿或者是那個之後? 

E：對，第一個部門裁撤還有我們之前是...我們是三節獎金，我們本來是兩節

獎金就是秋節跟春節獎金，那後來經果溝通之後提到董事會把他通過改為三節

獎金所以我們現在是端午節也有。還有裁撤的時候，部門裁撤的時候對於人員

的、員工的安置的妥當跟作為，就是勞工董事可以直接去檢視就是這個做為對

員工是好還是不好。譬如說他可能有些事之前的，那之前的條件裡面可能會比

一般的還優於，因為我們是由那個工會跟管理部們員工直接面對面三方面直接

討論做成決議，我們當初是這樣子的。 

Z：是。 

E：我說不行要坐下來談，你的條件好 OK 我可以做到人麼樣程度你覺得讓你滿

意的 OK，但你也不能要求的過份，適可而止譬如說差一點點的我可以給你的我

就給你這樣子，所以說大家也都非常的愉快，滿愉快的。 

Z：好，然後那你認為說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 

E：有，是絕對有的。因為現在這麼多的作為，勞工董事直接參與的話當然對勞

資關係會有相當相當程度的影響。而且是影響力很大的。 

Z：那這樣資方會不會就是說不太喜歡?還是說反而勞資關係就會變好? 

E：勞資關係變好資方是絕對不滿，絕對不可能但資方絕對是不喜歡的啦。那有

資方會喜歡有勞工在董事會裡面，這絕對不可能。因為有很多事他必須要繞一

圈來跟你溝通麻，那當然是不喜歡，但是那個在決策面他們當然是認為說獨斷

獨行是最好的，但是沒有辦法阿但是這個我是覺得說這個是最正面的絕對正面

的。 

Z：而且至少他們都還滿尊重的。 

E：阿因為有勞工董事他們才願意來跟你溝通，如果沒有勞工董事的話他可能就

會降低他來跟你溝通的意願，就會降低他的溝通意願，因為在董事會是不一樣

的因為像在這種大公司都要錄音的阿，而且金管會都會檢視的阿，你要看甚麼

樣的狀態那董事會的話有的進去就一席他可能不理你，像在兆豐他一席他就不

理你。要看還是要看經營這的意願的那個態度啦，那當然在那邊吵還是有用

的，還是絕對有用的加減啦。像我現在正面的效益可能有差不多 80％70％但是

他可能比較傲慢的像以前兆豐董事長這麼傲慢的話他可能他的意義可能會剩 10

％20％正面功能可能只有 10％20％，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而已啦，取決於還是

經營者他的態度，傲慢不傲慢還有他是不是很敞開心胸的願意來做一個和諧的

企業啊有的人就不願意阿所以他們就會爭議不斷，因為怎麼講，如果沒有勞工

董事他願意跟你談的機會根本不高阿，大概是這樣。 

Z：了解，好那你認為勞工董事需要具備甚麼樣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那工會對於

這方面有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嗎?或是都是自己去精進這方面的知識或技術? 

E：勞工董事基本上對於公司治理這一區塊勞動部每年都有舉辦兩天的訓練跟講

習，勞動部一直都有提供這樣的訓練。還有你本身上市的公司本身就要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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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還是要去學習，當然在工會本身的話因為有一個已經是具備的人也滿多的

所以說工會是絕對有...怎麼講... 

Z：假設是會像比較重視哪方面的課程啊?或者是演講之類的? 

E：沒有，這個一般來講工會這對於這個區塊可能針對工會來講只有勞動部舉辦

這個課程以外，其他都是可能勞工董事在參與那個董事會那個董事會會... 

Z：有一定時數的課程。 

E：對有一定時數的課程麻，像現在六個小時阿第一任要十二個小時，就參與那

個規定的課程時數以外就要自行去參與更多的課程，應該現在目前的最為是這

樣子，工會對於知能的這個部分可能工會就沒辦法提供很正面的一些資源。因

為這個課程就沒有所謂的甚麼資源了這沒辦法來提供阿。 

Z：好，那你有認為需要甚麼專業知識或技術嗎?還是就只是主要還是實務上跟

勞資相關的經驗去... 

E：因為你參與工會你本身就對於這個勞動還有這些議題就已經都比較專注了，

阿加上說最主要是很多問題已經在本業已經從事很多年，因為派進去至少是已

經十年以上在銀行本業從事超過十年以上的經驗了，像我在銀行業已經快三十

年了所以進去可能就很多包括本行的一些實務業務啦、實務狀況通通都很清

楚，所以當然就對他的一些決策上就比較了解。怎麼講就可以直接進入狀況

了。 

Z：是，好那我知道了。那再來是第八點那工會有監督勞工董事的行為嗎?有甚

麼樣的規範去規範勞工董事的行為或是說他不能去違反甚麼樣的東西或是不能

違反工會的一些規定之類的嗎?有監督的措施嗎? 

E：目前是沒有，目前一般來講會參與...目前沒有會特別監督的一些方式。但

是在我們民股董事的這一個區塊他們是，我們是有ㄧ些辦法像那個規範在第五

條裡面的規範... 

Z：喔~就是他權利義務的不能隱瞞諮訊，好那我這邊知道了。 

E：在我們的規範在他第五條裡面有一個比較...應該是比較形式上的規範啦沒

有實質上、細節上沒有解釋那麼深，但是在民股董事這個區塊就比較不一樣，

民股董事參選的這個區塊我們可能比較有監督能力，因為像民股董事是派任的

我們可以檢視但是那個公股董事是由選舉產生的那你勢必要有一個做為，那是

不是要大家願意同意讓他當選，不過…就是如果要拉他下來那你是不是要超過

三分之二去把他做一個，裡面其實也沒有怎麼講罷免動作，就是解任而已啦，

對這就不一樣所以說沒有一個比較積極的監督，就是一個很條文的一個規範而

已。最主要的重點是在於他是直選出來的。 

Z：那民股董事的你們是怎麼派任的阿? 

E：理監事推的，推派，推派。 

Z：喔就是等於是說由工會這邊自行去推派一個人選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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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因為他是有法人代表所以由理監事，理監事就是公司的董事會啦，就是派一

個人出來，那是由我們就是派出去的，派一個人出去，所以這個規範利比較大

啦，就是我隨時我可能就可以把他解任，我可以改派阿，但是派跟選是絕對不

一樣的阿，問題就差在這個地方。 

Z：好，了解，第九題就是爭議事件，剛才講過了，然後第十題，因為以前國營

事業的話就有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了嗎，那民營化的國營事業的話就比較沒有

規範到… 

E：這點我認同五分之一啦，因為為什麼要五分之一，因為只有一席，一席董事

的話不可能在董事會上實施監督的功能啦，或是說可能要在…執行上有點困

難，那只能用干擾，強迫他協商的方式，因為好，一個正式的會議上進行當

中，實務上有其困難，因為光提一個案沒有人附議就不成案了，對不對，如果

有人提議有人附議就成案了，那我們因為有一席官股、有一席民股，所以我如

果提案了，覆議就成案，阿沒有兩席就很難成案，那只能用…一種…怎麼講…

用工運式的那種，民粹式的干擾的方式強迫資方可能來協商這樣子而已，用這

樣的方式啦。 

Z：就是沒辦法用一個正式的方式去協商。 

E：對對對，所以五分之一我是蠻之持五分之一的。不然你思考一下，如果沒有

到五分之一，像我們現在有十幾席，阿五分之一就要兩席了，對不對，阿兩席

在實務上是不是比較 OK，因為一個要提案一個覆議這個才有，如果你提一個議

案，阿董事長不理你，阿你提一個議案，有沒有人附議，好沒有，好這個不成

案。 

Z：那就沒有在討論的餘地。 

E：對阿，你怎麼討論?對吧，那在會議的執行上有其困難，OK 好，這是實務上

啦。 

Z：好，那第十一題就是，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那對這個制度有沒

有什麼期許或是改善之處? 

E：… 

Z：就像我看文獻阿，可能有些人會說像德國會有些女性的勞工董事，或像剛剛

說到的名額比較少就等於在董事會上沒有影響力，那你現在想到的有哪方面對

未來的期許。 

E：勞工董事現階段我比較認為說，這些民營之後的，改民營之後的這些公營事

業，我是比較希望都能夠…因為你官股其實都在他掌控之下，那民股只有佔少

許而已，那我是希望說能不能用法律的規範說讓他佔有五分之二。 

Z：恩就是讓名額再多。 

E：痾五分之一就可以了啦，五分之一就差不多了啦，因為太多席也不是好事，

那五分之一。 

Z：就一樣讓他強制的話是五分之一。 



 

197 
 

 

E：對，應該是這樣子的話就有辦法去處理很多事情了啦，不然我跟你講啦，如

果五分之二的話吼，那不行，那會亂，因為如果有有心人士操弄的話，如果再

有什麼…比如說資方的董事他剛好出席的人數少了話，他產生突襲的話，勞工

董事產生如果突襲的話那可能會過半把他壓制掉，那可能會製造很多議案的問

題，衝突會很大，五分之一反而不會衝突，五分之二可能會衝突。 

Z：五分之一他反而會尊重你的意見，五分之二就變成太衝突了。 

E：對，時常會產生衝突的狀態，對，好。一個員工來講的話，勞工怎麼講，我

的觀念啦，爭歸爭，也要讓母雞活下去，母雞死了，你也吃不了蛋，但是就是

說在吵也是要吵啦，不吵怎麼會有糖果，只是說要適可而止，要一個程度啦，

那如果是說，除了說…除了說資方是非常的傲慢，像之前兆豐那個董事長就比

較傲慢拉，傲慢到不行你到嗎?為什麼會被拉下來，他下來的時候還被公會臭罵

一頓，還落井下石，他本來就是很壞阿，一個大的銀行被搞成這樣真的是，他

真的很傲慢，那個兆豐的董事長都跟我很熟阿，跟我好朋友阿。 

Z：喔，了解，好，在來是因為 2014跟 2015年都有陸續在推動在民營企業要有

勞工董事制度，那你對於這個制度實施在民營企業的看法是如何呢? 

E：你說民營嗎? 

Z：對，就是對於這個制度普遍實施於一般民營企業的看法，因為目前是針對國

公營事業嘛，那現在有立委有意要推行在上市上櫃的民營企業都有勞工董事制

度，那你對這個的看法如何? 

E：新的，這個是對一個企業會有一個正面的價值，有它的價值… 

Z：所以是支持這個看法這樣子? 

E:對對對，因為如果你有勞工董事在裡面，怎麼講，經營者可以比較容易去轉

嫁不滿的方式去轉嫁，是有轉嫁的意涵在裡面啦，比如說…他可能…他可能…

員工可能在決策的過程當中，因為他有勞工董事參與其中，他可能會把這些轉

嫁到他們派出來的人身上，所以那個人進去當董事老實講壓力也很大，其實藉

由轉嫁的方式，但是其實老實講啦，也有正面也有負面啦，我是覺得正面的意

義比較多啦，對一個企業來講我想這是正面的，因為它至少有參與，因為他可

以說因為你們也有參與，也讓員工比較沒有話說啦，你也有參與阿，阿我們做

什麼你也都知道阿，我又不是黑箱作業，所以這樣對一個企業來講是正面的比

較多啦，對。 

Z：比較正面的就對了，好，再來就是那個…勞工董事的問題。這邊有幾個題

目，那就是因為您也同時是身為勞工董事嘛，所以就想問一下您當時為何會想

要擔任勞工董事，那動機大概是如何?就是為何想要出來參選。 

E：欸，參選主要是一個過程啦，因為我們，欸…就我個人來講的話，因為是之

前…的勞工董事都是一些勞工的前輩他們待久了，久任，那對於整個來講的話

可能不符合大部分會員的期待，所以…我勇於跳出來參選，那因為之前都是四

年級生，四年級生，你如果參與工會很久的你就可以看看之前老一輩的都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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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生在掌握整個台灣的工會運動的生態，都由四年級生在操控，那我這個五

年級生，我是五十三年次的，那我這個五年級生要跳出來是有壓力啦，但我是

覺得說我要來承擔這一切，要趕快讓他來造成世代交替的一個方式，我要…其

實我的意思也是要趕快交替給六年級生，所以我現在我的理監事裡面成員都六

年級生很多，阿之前沒有，只有兩個五年級生，你看，我跳出來幹，我狠，所

以我付出很大啦，所以我是去年選的時候才完全整合啦，阿我為什麼會選得

上，絕對是因為，老實講這叫質變嘛，你久任之後會讓你沒辦法…久而久之就

會沒辦法，所以這個部分也不能讓一個人久任，權利會使人腐敗的，絕對會，

所以時間就要趕快，要世代交替，我上台的時候就想到下台，所以我一直在想

說要趕快規畫給下一代，這個很重要，所以我要把如何帶領說一個世代交替，

所以我現在是在做，我為什麼要跳出來，因為長久以來，這近二十年來都是由

那個…怎麼講… 

Z：前輩。 

E：對，前輩掌握住啦，是我們董事是好像…剛剛那個九十五年是民股董事開始

選，之前那個是有一席勞工董事，公股董事，你要記得要區分啦，阿我們公股

董事久任啦，做了快二十年。 

Z：哇，有這麼久喔。 

E：對阿，所以掌握這麼久，當然那是一種民主的蛻變啦，慢慢蛻變，所以我們

工會老實講我們從今年去年開始變化很大，我也很想把他帶領是一個比較年輕

的工會，所以我現在也一直規畫六年級七年級在接，當然會有一些阻力啦，不

過那是我應該要去排除的，我要把後面的石頭搬開，我要做犧牲把它搬開，六

年級生才能夠才有辦法接，如果我不排除，他沒有辦法接，有輩份，我要先把

輩份排除，先把它打掉，讓他們接上來，六年級生才能夠，我說我到這裡，我

如果任期兩年，我如果能連任，我把這些事情都規畫好之後就交給你們，我會

把這些全部比我還那個的都拉下來，把那些石頭搬開，這個才會健全，讓新的

世代去帶，你不行，換阿，讓新的世代去決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我上台之後就想到下台 

之後，所以我動機是在什麼，我是希望對工會要有蛻變阿，不能老是老一代

阿，阿其實這個問題在幾年前一直就存在這個問題，有些是久任阿，久任老實

講，就一樣啦吼，背離會員的一個他們想要的嗎，背於他們的思考邏輯，背於

他們的期待嘛吼，不符合他們期待，所以我才跳下來，我算是第一任的，第一

任勞工董是第一任的理事長，那為什麼我要兼任公股的勞工董事，因為才不會

被架空了，所以說我以後也要走這個方式，要兼任的話才能夠 Handle，才能夠

壓得住阿，才能夠幫他們搬石頭阿，如果我沒有兼任的話，石頭搬不開阿，難

做，很難做欸，壓力很大，我來一年頭髮都白了，本來是黑的。 

Z：哈哈，很辛苦吼，那也代表有用心在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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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用點心，阿你要做好就沒有辦法做好人啦，所以你就要比較辛苦一點啦，那

我是覺得說阿，人一輩子留點名也好，反正也不是很有錢但是也不缺錢，來這

裡…我彰化人阿，我住彰化，後面一間房間我住這裡阿，簡單過生活阿。 

Z：住這邊? 

E：對阿，還好吧，就是全力投入阿，有時候半夜阿，還會來投書阿，哭哭啼啼

的，還有家暴的什麼的都要幫他們處理阿，很快要調動阿，對阿我去年處理了

超過五個家暴了，離婚嘛，離婚就會產生很多問題，一般女生都希望…沒有孩

子還比較好解決，有孩子就比較難解決，那就是要很快，一班女生都會想…因

為有正常工作監護權都比較拿的到啦，那女孩子都比較想要孩子啦，這個是很

合情合理的事情啦，那就是盡量把他們拉開，看回到娘家或另外一個地方，把

她的前夫或是家暴對象拉遠一點，那距離的部分就造成我們比較容易緩和下

來，像我們說的一個在高雄一個在桃園他可能會來亂你的頻率會越來越少，再

來就沒有了啦，因為太遠了啦，所以處理一次兩次就有那個模式出來，就是建

議把他拉遠一點，他會去鬧你的那個動力會減少，哈哈哈。 

Z：對，減少那個動機了。 

E：對阿，兩個都過新的生活，就是這樣。 

Z：好，再來是第三題，請您分享一下擔任勞工董事的經驗，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或者是你覺得最困難的經驗嗎?還是說都覺得蠻順利的，在跟其他董事討論議題

的時候。 

E：其實這個議題來講的話，經驗…相關的經驗是怎麼講…那個要看你本身有沒

有去專注這個議題，再加上說這個是溝通能力是最重要的啦，那遭遇最困難的

就是說，最困難是…恩…我最近碰到一個提案，就是一個議案啦，就是說員工

的一個升遷的議案，那個…升遷的議案，那個…有一點可能如果通過的話可能

會造成制度的破壞，因為升遷的制度原本就不是很公平的，永遠都不可能會很

公平的，只是大家都做這麼多年了，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下，那我們把它做一個

反轉式的調整，那長官賦予給長官的權限越大，擴權之後可能會影響破壞整

個，那面對這個問題你就要思考，那是在董事會裡面直接討論爭吵，還是在撤

案，所以我思考三天，我想了…這是最近的事情，我想了三天，然後用兩個方

式，第一個方式是去溝通，希望董事長能夠撤案，第一個就是撤案，如果撤案

不成功，我就勢必要做一個攻防，在董事會裡面做，怎麼做攻防，我就要來思

考，情境一情境二情境三，我掉最後最壞的打算是怎麼做，那最壞的打算是什

麼，很簡單，對不對，就是離席阿，抗議阿，那是最壞的，那是情境三，那最

好的方式就是說化干戈為玉帛能去和他溝通，我們董事長還不錯啦，能去和他

溝通的時候這個案子就能夠撤案這樣子，因為這個實施下我背不起，我沒辦法

背，如果同意的話，實施下來我沒辦法背，太沉重了。 

Z：那細部的話不能在討論嗎?那個升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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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那個不能討論，那個是一個長官的特別的拔擢權，一個擴權啦，那如果這個

權限，因為他想繞過工會的監督，人事評議委員會，繞過那個監督，他直接簽

署就可以發布了，那這樣對將近五千人的員工都是不公平的，只要誰去巴結

他、在那邊阿諛奉承他就可以決定，那這樣子就完全沒有一個，就失去原來制

度的意義了，那個制度雖然不公平，但是大家按照那個遊戲規則，大家都知

道，也都接受了，你也接受了阿，那你為什麼還要另外開了一個後門?這是我上

任以來遭遇到最困難的一個問題，這個是我目前…不過還好啦，因為是後來溝

通結果是沒有用到最壞情況，而且第一關就把他溝通完成。 

Z：喔，所以就是有進行溝通。 

E：撤案，撤案，後來撤案。 

Z：那就是你最佳的預想情況不是嗎? 

E：對對對，阿那個也算是大家要…怎麼講…也要想要怎麼講阿，去跟長官說長

官你很優秀阿，你的人品氣度阿非常好阿，但是因為這個問題做了…你要去討

論這個議案之前你要去了解說他要比照譬如說土銀阿什麼的，這些都是百分之

百官股的，我就說這個不要討論了，我們討論改民營之後的這些銀行，那目前

只有…我很清楚，我都有去拜訪他們的理事長，資料都調到啦，那當初是哪個

董事長用的，那個是在民國九十二年用的阿，對但是實際上也沒有用在銀行部

門，他是用在金控，一個金控裡面只有兩三百人，銀行才多人阿，第一銀行，

銀行部門有六千多個阿，他沒有用在這一塊，他用在金控，而且只用兩次，所

以你要去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你要先了解這個背景，還要了解其他人的做法才

能夠去賭他的嘴，因為你要先會去了解，你要自己先去了解問題的所在，還有

別人的同業的怎麼作法，你才有辦法去說服他，所以當初就想了很多然後去這

兩天的過程當中，我真的頭髮白了很多，不過還好啦，蠻符合期待的，那最後

是撤案了，那如果公司只有我理事長這個身分，沒有勞工董事的一個加持，可

能在說服這塊就有點困難，所以說為什麼勞工董事有它的功能性存在，你光一

個理事長要去溝通這件事情可能很難，但是一個理事長兼具勞工董事的關係，

雖然不是同一個人，但是同時去說這件事情可能就會有乘數效果，對，就是這

樣，所以你說我這個特別的經驗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那對… 

Z：第四點也差不多，剛剛有講過關心的議題… 

E：對，就權益嘛，然後這個…福利，就權益跟福利啦，就這兩個字嘛，權益

嘛，在這個部份我比較專注這個議題。 

Z：好，下面這裡我看一下，只是想問一下您擔任勞工董事，那您對於其他董

事、資方還有政府之間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就是你會跟他們有什麼樣的交流? 

E:欸…交流當然會很多阿，因為包括欸，其實勞工董事參與資方的這些會議，

就是會議而已啦，其實也沒有真的還是要實際上的跟他們溝通的這個區塊，你

是不是能掌握溝通的契機跟溝通的技巧，這個…溝通的技巧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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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至於說，跟資方…因為你是董事，所以跟資方一直都會有密切的互動，阿

至於說跟政府部門之間，老實講勞工董事跟政府部門之間… 

Z:還好，反而是工會比較多嗎? 

E:對，比較少啦，因為就直接就反而是工會跟政府之間比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啦，阿一般來講老實說勞工董事會比較會傾向於配合工會這個區塊去做，應

該…大家民意所歸當然就是會這個工會代表所選出來的，這絕對是最高民意的

人選上，阿理事長也是最高民意的人選上，阿這個絕對是會去結合，阿絕對是

主流民意嘛，阿也是主流的人，所以當然這些會配合在一起，除了說內部產生

問題，內部有質變啦，像之前如果說有一些老的在那邊那麼久才會變卦，內部

才會有那麼多變卦，本身產生質變啦，以目前來講如果是一個比較有新生代跟

中生代在裡面的話，這工會的裡面不是比較資深的，而且是年齡層分布比較廣

泛的，分布的年齡層是兩三個世代在共同治理這個工會的話就會比較好，這個

概念你要知道，因為工會如果說老一輩的話，要有中新生代整個來共治，這個

是一個共治嘛，那共治的話可能會比較好，這個工會才比較有活力，這個是絕

對有的。 

Z:好，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您是有參與董事會嘛，所以一定會有跟勞工權

益跟經營利益衝突的部分，那請問您是怎麼解決的? 

E:這個就是重點嘛，就講到重點了，因為其實你勞工董事…角色要分好啦，你

勞工董事為什麼是勞工董事，像我會比較偏向於說勞工權益這個區塊，至於

說…應該公司算是經營部門，在經營管理這個區塊，經營部門這個區塊，這個

大的策略跟經營的話，一般來講我們都是比較尊重…對勞工董事來講我會比較

尊重經理部門在經營決策方面，那偶牽涉到勞工權益的時候才要進行所謂的溝

通，才採取主動參與溝通的角色，你的角色不是說，我每個都要給你管，你去

日本設分行、去東京設分行，阿我要跟這個人簽約你要去給人家管，阿你是不

是有沒有深入，因為每個 case不一樣，那勞工董事也不是全能的，像我可能參

與的是這個海外的聯貸案，我也要參與，那我也沒辦法，沒辦法參與所有的經

營，那對勞工權益你要主動地去介入，能夠溝通協調，那你對經營層面、經營

利益這個區塊，還會太深入啦，就是點到為止，就是了解，了解但是不積極干

預，不積極干預這個很重要，勞工董事角色是不積極干預人家的經營決策面，

也就是說在經理部門，所謂的經理你知道吧，經營層次的，就是在正個公司的

經營面的部分啦，是不應該積極參與，應該去充分了解但不一定要去干預，那

如果有牽涉到員工權益的話就是要積極的去干預，或說介入的去溝通。就說可

能這個決定會傷害到這個人，或說這個部門的同仁，會有影響到，那我就要介

入啦，大概就要有這個概念。 

Z:恩，了解。 

E:那不然我告訴你，如果你什麼都要，你就變成人家在經營上的阻礙者阿，應

該註解就是說，勞工董事不應該是經營的阻礙者，而是應該是經營的助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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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助力者是什麼，就是勞資和諧，共創勞資雙贏，這個才是應該設置勞工

董事的本質啦，好，OK。 

Z:好，OK，謝謝。 

E:概念是大概這樣啦，這是我擔任勞工董事，我民股董事擔任過一年啦，那勞

工董事 104年到現在啦，擔任兩年了，兩年的過程當中是這樣子啦，阿直接由

參與的很多裁撤啦還有一些問題，所以有直接參與過了啦，也幫他們解決很多

問題，我覺得蠻不錯的啦，向在幫他們做善事一樣，做功德啦。 

Z: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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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九 

 

 

 

 

 

Z:工會推派勞工董事有官股代表與民股代表，可否分享工會爭取民股股份獲得

董事席次的實務經驗? 

K:民股董事的部分…從上一屆、還上上屆開始有，就是從工會會員或是客戶那

邊徵求委託書，來爭取勞工董事的席次，那除了爭取銀行股權之外，我們也會

跟財政部去協商勞工董事的席次，那不然真正有錢的大公司把股票買一買就可

以有董事席次了阿，我們也希望說…下一次董事會改選的時候，能再繼續維持

勞工董事的席次，但是目前面臨的問題就是因為財政部的股權也稀釋掉，也有

其他民營企業要投資銀行，所以我們理事長都有召集我們在討論這件事，要我

們積極再向工會會員跟客戶徵求委託書，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勞工董事的席次，

不過目前算是 OK，還蠻順利的，工會都有在爭取跟維持。 

Z:好，了解，再來是二題，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 

K:其實勞工董事的職權跟董事會裡的一般董事都一樣，都是決定高階經營管理

的方向，其實面向很大也很多，那勞工董事的功能與意義，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讓勞工派代表進入董事會去監督、了解公司經營，了解公司在經營決策上

有沒有影響勞工權益的地方，才不會像有些人說公司在做什麼決定都不知道，

至少讓我們有勞工代表可以進去了解企業經營的資訊，才可以保障勞工權益；

那另外就是…勞資抗衡吧，就是可以讓企業經營中有可以發表勞工意見的機

會，可以針對企業經營提出意見，也不會讓人覺得有黑箱作業的情形啦，所

以…他大概是有這些功能在啦。 

Z:好，那再來是第三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有哪方面的影響?餐

與企業哪方面的決策?參與程度為何?工會是否會與勞工董事討論企業決策事項? 

K:我想我們先從最後一個問題開始好了。 

Z:好啊。 

K:其實在董事會開會前一週我們才會收到議案內容，那勞工董事就會跟理事長

這邊討論工會的方向跟因應的方案，那如果情勢比較急，或比較困難的案件的

話就是會跟常務理事召開會議，大家一起集思廣益，討論議案內容，基本上就

是跟理事長這邊確定方向，所以大方向的話都是跟工會是一致的，那我們都是

針對企業經營決策上跟勞工權益有關，或是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去發揮，像是

員工福利，還有政策執行會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那企業經營面或是各經理部

門提的案件，像是授信案件等等我們就予以尊重，不會干涉太多，因為我們是

訪談時間:106年 9月 15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企業工會理事 何理事(K君) 

個案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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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說不是什麼都要管，因為這部分他們比較了解嘛，那我們是針對企業經營

有關於勞工權益或是決策會影響勞工權益的部分去發言，那董事會這邊也都蠻

尊重我們的意見。 

Z:好，那再來是第四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勞工權益之保障有正面的貢獻

嗎?具體做法為何? 

K:那有很多阿，我們幾乎都是針對勞工權益的保障，具體案件的話…像是…這

陣子新聞有在說要加薪的部分嘛，那其實早在這個決定發布之前我們就已經有

去爭取加薪的部分了，那當時也有同意加薪，那會計那邊的說法是說因為帳務

的問題，所以要延後至 2017年才開始，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之前就已經有爭

取到加薪了，四月的時候董事長也有來台中就有說明加薪的部分，那其實也是

我們有在董事會中提案，那最後也由董事長同意去跟財政部提，財政部也答

應，那現在財政部是說加薪 3%，我們當初談的話也是差不多 3%左右，我們就有

在爭取這個部分，那其他像是休假、勞動條件、加班費、還有制定一些規定，

像是因為一例一休的關係，我們有一些職務是沒辦法配合一例一休的規定，那

我們就在董事會去談，去制定一些出勤跟休假的規定，利用變形工時的方式，

安排新的工作制度，在勞工權益上有這些貢獻。 

Z:喔，好，那再來是第五題，請問工會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嗎?具體作

法及原因為何? 

K:恩…我想…勞資關係的話應該還是要看主事者的…雙方的風格啦，那其實大

家也知道我們台灣企銀的勞資關係算是蠻和諧的，所以雙方都願意用溝通的方

式去討論，避免去產生衝突，那像有些董事長作風是比較強勢的，像是郭董事

長或是某林董事長，那勞資關係可能就比較緊張，其實是看董事長或主事者有

沒有意願溝通，才會有和諧的勞資關係。 

Z:好，再來是第六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應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工會對於這方面有沒有相關資源協助? 

K:其實勞工董事的職權跟一般的董事是一樣的，表決的權利也是一樣，那我們

每位勞工董事的背景也都不一樣，不一定是財金或金融背景，因為很多也是從

基層做上來的，因為我們有一席董事是由北中南區域的常務理事去輪流的，因

為要平衡勞工的意見嘛，所以每個勞工董事的背景都不太一樣，我想…專業知

識技能的部分就是公司治理的知識跟了解議事規定吧，那具我了解，之前也有

看過一位勞工董事是有參加公司舉辦的相關課程，我們公司好像會舉辦相關課

程吧，對，那也會讓他們去參加其他工會的勞工教育課程，去相互交流，學習

相關的知識，對。 

Z:所以就只有工會的教育課程這樣? 

K:對。 

Z:好，再來是第七題，請問工會如何監督勞工董事之行為? 

K:透過理監事會，進行監督，像我們每三個月會召開一次理監事會，勞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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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他們在董事會的情形做成會議記錄，會說明討論什麼議案，做了什麼決

定，為什麼會做成這樣的決定等等，會寫成一個會議紀錄，在理監事會中向我

們報告他的決定跟討論的議題，我們有問題就會提出，其實勞工董事基本上都

會事先跟理事長討論啦，沒什麼問題，那如果有比較嚴重的情勢的話，就會召

開理監事會，我們就會做一些討論；那其實我也一直覺得說應該要讓其他勞工

了解勞工董事或是工會在這方面做了什麼，所以我一直覺得我當這幾次的代表

就夠了，也希望可以讓一些年輕人來參與工會事務，因為像以前的話年輕人可

能會覺得說工會都是老一輩的人在維持，所以也不太關心工會的事務，那其實

我覺得讓他們多參與也會比較了解工會到底做了什麼。 

Z:所以工會都用什麼方式和工會會員說明勞工董事的作為? 

K:我們會定期的發布訊息公告，像是會用傳真的方式，傳一張 A4告知大家工會

的訊息，或是定期會製作一本報告給會員了解，讓會員了解勞工董事跟工會做

了哪些事，一方面可以說是宣傳啦，那也就是可以讓我們的會員積極的去找委

託書。其實從我們這一屆開始，因為理事長也蠻年輕的，那這一屆幹部也都比

較年輕化，尤其是從我們這屆開始幹部大概七八成都換新，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讓年輕人多參與工會事務，也有讓一些年輕人跟我們一起討論，只是說吼，年

輕人的想法有時候會比較衝，那我們理事長就會適時地踩煞車，他們的意見也

會聽，該衝的時候就衝，那如果覺得不行也會踩煞車啦。 

Z:好，再來是…第八題，請問工會曾發生過因勞工董事而產生的爭議事件嗎? 

K:爭議事件…基本上我們是沒有，倒是勞工董事在董事會上會在那邊產生衝

突，因為我們勞工董事的背景不同嘛，那有的勞工董事就是…比較…應該說是

土莽啦，可能在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比較激烈，我也曾經聽過之前我們有一個

勞工董事因為在董事會上討論事情，因為對方不同意，談不好，結果拍桌走人

阿，那這樣就只好把那個案子僵在那阿，因為勞工董事來自不同背景，有時候

他也有他想要發揮的議題，這我們也不能干涉，只是說在會議上會比較不受控

制，但這種衝突我們都會盡量避免啦，會先事先溝通，可以避免衝突嘛，像現

在我們如果有要討論什麼議案，理事長就會召集三五個人，去和提案部門的主

管或經理討論，因為議案是從那些經理部門提上去董事會的嘛，那我們就會是

先去和他們討論，我們也會事先跟理事長討論，討論後才會把議案提到董事會

啦，就是事先先討論好什麼樣的立場，如果不行的話再怎麼樣，不會直接提上

去董事會強行表決，一方面是避免衝突的情況，另外也是給雙方留個面子啦。 

Z:了解，好，再來是第九題，請問您認為是否該立法規定已民營化的國營事業

也要有五分之一的勞工董事規定?因為這個法令規範目前只有在國營事業管理辦

法有，那您認為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後，就沒有這個法律規範了嘛，那這樣是否

要在規範? 

K:我是覺得要阿，因為沒有道理在國營的時候就有，民營化之後就沒有這個規

範，雖然民營化之後，國家的股權也會稀釋，加上這幾年有很多人認為投資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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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穩定，所以就有一些股東會投資銀行，像是龍巖阿…或一些民營企業會

投資我們，所以國家持股的比例也下降嘛，那我是認為說還是要有勞工董事的

規定，比例可以酌降，還是要有勞工董事在董事會裡面為勞工把關企業經營上

關於勞工權益的問題，這樣才是對勞工比較好的方式，那我們現在也是有在繼

續維持我們的持股數量，希望在下一屆董事改選可以有一定的席次，也希望可

以再繼續爭取看看可否再增加一席。 

Z:好，再來是第十題，您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對於勞工董事制度有

何期許或期望改善之處? 

K:我是認為說，勞工董事的比例還是不太夠，在董事會表決的時候還是處於弱

勢的情況，我認為應該讓勞工董事的比例增加，向在董事要有一定的席次，或

是在獨立董事和監事的部分也有席次，其實像獨立董事的部分他的規定很嚴

格，你要是學者或是專家嘛，那如果要當獨立董事也要財政部那邊同意阿，那

他們也不見得願意把這個權限下放給我們，如果獨立董事可行的話那我們就去

當學者就好啦，我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在增加勞工董事的數量對勞工來說

是比較好的。 

Z:好，就是勞工董事席次增加。 

K:對，那大多數的勞工董事都很 OK，但是有少數幾個就是因為擔任勞工董事之

後，用自己的權力去影響地方的管理階層，會干涉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

去問一些基層員工他們對勞工董事的評價，他們可能會有負面的評價，因為勞

工董事他們有這個權力，那他講的話比較會受到部門主管的重視，那可能就會

不當的影響一些事情，我想這是比較…負面的部分啦，不過這個也不是制度的

問題，應該是人的問題。 

Z:對阿，我覺得是人的問題，因為這算是人性，可能對這個制度會有不好的影

響。 

K:就是擔任的人的心態吧，因為有那個權力就會受到地方管理階層的尊重，但

是只有少部分人有這樣的問題啦。 

Z:好，最後一題，因為目前有在推動民營企業勞工董事的立法規範，那您對於

將勞工董事制度推到民營企業的看法為何? 

K:恩…不太樂觀，當然我站在工會跟勞工的角度我是支持，因為這樣才能把關

勞工權益嘛，但是首先民營企業根本很少有工會阿，你看像鴻海這麼大一家公

司，他對於工會也很不友善阿，而且民營企業的老闆也不希望員工組工會，很

少民營企業對這樣的修法有意願啦，像我們這邊是沒有上市上櫃公司，但是客

戶也有中小企業嘛，他們也有反應說目前台灣的整個情勢對中小企業經營已經

是很困難的，你看包括賦稅、基本工資調漲、一例一休的規定等等，對很多老

闆來說不如直接收一收不做了，那如果未來要有這樣的修法，很多企業一定不

能接受阿，那一定會對國家的產業發展有影響，你如果去問那些雇主團體的

話，他們應該不願意把這個權力給勞工，只是說現在的蔡英文政府對於推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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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法規應該比較有利，是有機會達成的，只是依照目前的產業景氣跟工會的部

分我認為還需要再加強。 

Z:好，那問題都結束了，謝謝您!那我有另外的問題想問，因為你們工會的理事

長跟勞工董事是同一位嘛，那我想問的就是工會理事長通常都擔任勞工董事嗎?

這樣是要舉辦兩次選舉嗎? 

K:對，我們工會的理事長都是擔任其中一席的勞工董事，另一位勞工董事就是

由我們北中南區的常務理事輪流擔任，因為要平衡各地區的勞工權益嘛，就是

讓各區域的常務理事去輪。 

Z:喔，所以都是由理事長直接去擔任。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勞工董事在董

事會裡面討論議題嘛，那像你剛剛說的如果談不攏，或有爭議的話，之後才是

由工會這邊出面去跟董事長談嗎?就是說那個角色的話是勞工董事討論，如果不

行才換工會出面嗎? 

K:其實很難說是什麼角色，因為理事長就是勞工董事，勞工董事也代表工會，

所以其實他的意見就代表工會的意見，很難去區分開來說他現在是勞工董事或

是工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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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十 

 

 

 

 

 

Z:您好，我是奕君，那我現在有在做勞工董事的相關研究，就是要問一下一般

勞工、工會會員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而已，沒關係你就盡量回答就好了，沒關

係。那就第一題，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的意義、功能與角色為何?就是說董事有

一個勞工身分的話，那你覺得他有什麼意義或功能跟角色? 

F:喔，就是幫助我們這些基層員工的…要怎麼講… 

Z:沒關係，就盡量回答就可以。 

F:勞工董事就是說…痾…對我們基層員工爭取一些福利啦，說實在的，或是說

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都可以透過他們去…跟資方去反映啦這樣。 

Z:好，然後再來是請問您認為勞工董事對於企業決策上有哪方面的影響? 

F:恩… 

Z:恩我知道可能這方面平常比較少感受到，還是說你大概知道有那些嗎? 

F:不太了解。 

Z:不太了解吼，好沒關係，在來是第三題是你認為勞工董事對於勞工權益的話

有哪方面的貢獻? 

F:有阿，就是他會…做蠻多的這樣…阿我是覺得說他做很多蠻多的福利這樣，

福利方面就做得還不錯。 

Z:好，然後那你認為勞工董事有改善勞資關係的部分嗎? 

F:有，就是都有在公司上層溝通，對，都有。 

Z:好，在來是如果說依照你的角度的話，你認為勞工董事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

專業知識技能? 

F:…恩，這個我不知道，對。 

Z:好，沒關係，那我問你第七題好了，因為目前勞工董事只有實施在國營事業

的部分，那目前的話就是有想要推動到民營企業，那你認為說把勞工董事制度

推到民營企業的看法是… 

F:很好啊，就覺得畢竟會對企業很有幫助，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勞工董事出來的

話，其實員工基本上就是公司說什麼就做什麼這樣。 

Z:好，那在來是第八題，您是否滿意現階段的勞工董事制度? 

F:滿意，對。 

Z:好，這樣子就可以了，謝謝你。 

 

訪談時間:106年 6月 30日 

訪談方式:面訪 

訪談對象: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企業工會會員 王先生(F君) 

個案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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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施行辦法 

八十九年十一月九日第九屆理事會第一次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年三月三十日第九屆理事會第八次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第十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修正名稱 

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一屆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十一屆理事會第十七次會議修正第三、四、

九、十條條文通過 

九十八年三月四、五日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删除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增列第五條第一項連選

連任一次為原則、第五條增列第二項、原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一○○年三月廿九、三十日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修正通過第五條

第一項删除 

 

第一章 總 則  （法源）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訂定之。 

臺灣石油工會（以下簡稱本會）推選代表出任事業單位董事會代表（以下簡稱

勞工董事），其產生、撤換及運作方式，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名詞解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勞工董事：本辦法所稱之勞工董事係指本會依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

條推選出任董事之工會代表。 

二、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指依本辦法成立，協助勞工董事行使職權，並配合

工會運作之委員會。 

第二章 推選及撤換 

（勞工董事資格） 

第 三 條 由本會推選出任勞工董事需為本會會員，且具備左列條件之一： 

一、曾擔任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或本會所屬分會理事、監事者。 

二、入會滿十年以上，經會員代表十人以上推薦者。 

（勞工董事之推選） 

第 四 條 本會勞工董事由理事會，就具有擔任勞工董事資格者，以無記名

連記法選舉產生之。 

理事會應於當屆就任後，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工作。並於選舉前三十日

公告。 

（勞工董事之任期與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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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删除）。\ 

本會勞工董事不具會員資格時，即自動喪失勞工董事職務。 

本會勞工董事若有不適任之情形時，經本會理事會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理事之決

議，得撤換之。 

本會勞工董事出缺或經理事會撤換後，由理事會另行推選勞工董事繼任。 

第三章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之職能） 

第 六 條 為協助勞工董事行使職權、發揮功能並配合本會推動會務，應成

立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其職責如左： 

一、協助勞工董事，針對董事會各項提案形成工會主張。 

二、協助勞工董事執行工會決議。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組織） 

第 七 條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設委員九至十一人，由理事會推派具專業之

人員擔任之，其任期與當屆理事會同。 

前項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設召集委員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擔任之。 

第四章 義 務   

第 八 條 勞工董事不得違反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勞工董事應於董事會議結束後，向理事會報告決議事項。 

第五章 利益迴避  （勞工董事資格迴避） 

第 九 條 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與事業單位有業務往來者，不得擔任勞工董

事。 

勞工董事去職後，准用公務人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之規定。 

（勞工董事利得） 

第 十 條 勞工董事因擔任董事職務之所得應捐贈本會，充作會費收入。 

勞工董事因執行職務所需之開支，得由本會支付。 

第六章 罰 則  （違反勞工董事義務） 

第十一條 擔任勞工董事有違反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十條第一項之規

定者，本會理事會得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方式撤換之，並永久喪失擔任勞工

董事之資格。 

（違反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義務） 

第十二條 勞工董事諮商委員會委員未依本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履行其職責

者，本會理事會得解除其職務，並重新推派委員。 

第七章 附 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之，其修正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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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灣電力工會推派擔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

舉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3月 17 日第 10 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3月 23 日第 11 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9 日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2 日第 1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月 17 日第 13 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照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董事係為台灣電力工會〈以下簡稱本會〉推派擔任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董事。  

第 三 條 董事之資格、推派、撤換及運作等辦法，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須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資格  

第 四 條 董事候選人之資格為本會現任會員代表。  

第三章 推派、任期、撤換  

第 五 條 董事應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具有資格者，按應選名額，依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選舉產生，同時選出三分之一名額之候補董事。  

第 六 條 理事會應辦理選務工作，於選前二十日應公佈選舉公告。  

第 七 條 董事之任期與台電公司董事會任期同，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 八 條 本會職員〈理、監事含候補理、監事〉暨會務人員（不含會員代表）

當選董事，就任後即自動喪失原有職務，不得兼任。  

第 九 條 董事若有不法與不適任或情節重大之情事時，經本會監事會查證屬

實，逕送理事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議處，且當事人應出席會議申覆；經出席代

表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則解職撤換之並永久喪失擔任董事之資格，解職出缺之董

事依序由候補董事遞補，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任期為限。  

第四章 諮詢委員會  

第 十 條 為協助董事行使職權，並配合本會會務發展，應成立諮詢委員會，其

職責如下：  

一、協助董事對台電公司董事會各項提案形成本會政策主張。  

二、協助其徹底執行本會各項決議並提供員工權益、企業經營等相關資訊。  

三、諮詢委員會各項行政業務責任由研發處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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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諮詢委員會設委員十五人。應由會員代表大會於會員代表中推選組成

之；諮詢委 

員會得依會議需要，邀請學有專長之會員或學者專家出席提供諮詢。  

第十二條 諮詢委員會每月應於台電公司召開董事會(含臨時董事會)前三日定期

召開會 

議；其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董事應親自列席諮詢委員會議。  

第十三條 諮詢委員會之委員知悉台電公司董事會機密業務，應負有保密之責

任；其會議紀錄及董事代表所提書面報告，應於會議結束寄送本會各代表、各

理、監事及各分會周知。  

第十四條 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與本會會員代表任期同，連選得連任。  

第五章 義務  

第十五條 董事於董事會議中之提案，應事先於董事諮詢會議中討論並經決議後

方得於會中提出。行使職權時，應盡下列各款之義務：  

一、不得違反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之決議。  

二、不得有違害本會或會員權益之情事。  

三、台電公司應善盡職責，會議五日前應提供董事會會議議程及相關會議資料

乙 

份於本會彙整後，提供董事諮詢委員會議上討論之，不得隱瞞董事會各項 

資訊。  

四、應親自出、列席董事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諮詢委員會等召開之定

期 

與不定期會議。  

五、董事會會議結束後，董事應於下次諮詢委員會中提出書面報告；緊急性、

急 

迫性之決議事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日內即刻向本會提出書面或口頭報告。  

第六章 利益迴避  

第十六條 董事當選後，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與台電公司有業務往來者，如經查證

屬實，應依 

本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董事因執行董事職權之所得，除支領出席費外，應全數捐贈本會充作

抗爭基金， 

該所得衍生之稅賦概由本會支付。  

第七章 罰則  

第十八條 違反第四條、第六條規定當選董事者，其當選無效。  

第十九條 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依本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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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公股董事

遴選監督辦法 

94.03.16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 

95.10.20第四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1.3.4.5.6.7.8.9.10.11條） 

97.08.19第四屆第二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3.8條） 

100.03.25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1、11條） 

106.03.17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3條） 

 

第 1條  本辦法依「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

點」訂定之。 

臺北市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推派代表擔

任臺北市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董事，其產生方式

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2條  由本會派任之董事，除下列第四、五、六項外，應為本會會員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ㄧ： 

1. 擔任銀行總行襄理以上或同等職務。 

2. 銀行工作經驗七年以上，任十職等以上職位，且成績優良，並曾擔任主要

業務二項  以上者。 

3. 銀行工作經驗十二年以上，且成績優良，並曾擔任主要業務二項以上者。 

4. 曾擔任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財政、金融、保險、企業管理、會計統計、

法律、產業、經 濟等課程教授、副教授五年以上者。 

5. 執行會計師、律師業務五年以上信譽卓著者。 

6. 對任職之國家行、局、公司業務具有專門著作或特殊研究，聲譽卓著者。 

7. 擔任本會理監事，三年以上者。 

第 3條  董事之選舉需於選舉日 30日前公告受理候選人登記，董事候選人須經

會員代表 30人（含）以上連署，連署人不得重複連署，於公告之日起 7日內向

本會辦理登記；或經理事會推薦通過者，均為候選人。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

無記名單記法選舉產生，並受本會理事會監督及派任。 

第 4條  選務單位應將選舉日期及公報於選舉 10日前公告，內容包括候選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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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年齡、性別、工會資歷、職稱、學經歷與服務單位。 

第 5條  經本會推派之董事選任後，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 應遵照本會會員代表及理事會決議行事。 

2. 不得隱瞞董事會所獲影響勞工利益或權益之資訊。 

3. 於董事會行使職權，不得損及本會多數會員之利益與權益。 

4. 應親自參加董事會及本會理事會所召開之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5. 應於董事會結束後一週內，向本會報告決議事項，有時效性之決議事項

者，應於會議結束後提出報告。 

第 6條  本會推派之董事每屆任期最長三年。 

第 7條  本會推派之董事若喪失工會會員資格時，應立即解任。 

第 8條  本會推派之董事若違反第 5條之義務或有其他不適任之情形者，經常

務理事會作成決議，以下列方式之一解任之： 

1.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 

2. 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經本會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

席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第 9條  本會推派之董事遇出缺時，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補選： 

1. 由會員代表大會依第 3條規定補選。 

2. 距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在一個月以上時，得由會員代表以通訊方式辦理

補選。本會推派董事以補足原任期為止。 

第 10條  本會推派之董事所有因執行董事職務受領之酬勞，依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 11條  本辦法由本會理事會議修訂，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函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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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民股董事遴選監

督辦法 

92.03.19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97.03.13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100.03.25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1、2、3、4、5、6、7、8條）                                               

106.03.17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 1條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順應產業民

主化之世界潮流，為求企業之永續經營，推動員工參與銀行之經營管理，促進

合理化、效率化，健全營運，強化競爭力，凝聚員工對銀行之向心力，進而提

昇服務品質，特製訂本辦法，以為本會遴選代表民股董事之依據。 

第 2條 本會會員（含贊助會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除無銀行法第三十五條

之一與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及第七條所列之情事者外，得擔

任民股董事，但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外聘之專家學者不在此限： 

（一） 擔任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以下簡稱本行）十職等三年以上職務者。 

（二） 國內外專科以上畢業並在本行服務五年以上或國內外高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並在本行服務九年以上者。 

（三） 擔任本會理、監事三年以上者。 

（四） 持有本行股票八十萬股以上且須連續持有一年（以當屆改選日往前推

計算）以上者。 

第 3條 民股董事由本會理事會依前條規定選任之。 

第 4條 民股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任： 

1. 有銀行法第三十五條之一與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及第七

條所列情事者。 

2. 離職或喪失本會會員資格者。 

3. 違反本會之利益及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經本會理事會議決議解任者，為

需送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4. 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解任者。 

第 5條 民股董事選任後，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 應遵照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決議行事。 

2. 不得隱瞞董事會所獲影響勞工利益或權益之資訊。 

3. 於董事會行使職權，不得損及本會多數會員之利益與權益。 



 

216 
 

 

4. 應親自參加董事會及本會理事會所召開之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5. 應於董事會結束後一週內，向本會報告決議事項，有時效性之決議事項

者，應於會議結束 後提出報告。 

第 6條 民股董事因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所得，應全數繳交本會，充作會費

收入，因執行職務所需之開支由本會支付，其因產生所得之稅賦由本會負擔。 

第 7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8條 本辦法由本會理事會議修訂，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函請主管機關核

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