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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發掘將國際勞動基準納入國際貿易之基本規

範，支持和反對爭辯的論點；二是尋找出國際勞動基準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的被

推動和落實的各種方法或途徑。在支持和反對的爭辯上，有兩個大方向，一為

普式的人道主義，二是虛偽的保護主義。雖然有這樣的不同，但仍存在著第三

條路線，普遍地被用來正當化(legitimize)規範國際貿易行為，那就是將國際勞

動基準視為是全球化勞動市場中公平競爭的「遊戲基礎」，避免各國「毀滅式

競爭」。在國際勞動基準的執行上，沒有單一方法或途徑，可以有效將國際勞

動基準與貿易掛勾，而應該採取「國際社會團結」模式，運用一個全面性(holistic)

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加以推動。 

關鍵詞：國際勞動基準、國際貿易、國際勞工運動、國際勞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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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paper are two-folds: to explore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linkage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on the one hand, and to discover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s being employed to link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other. The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arguments of such a linkag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aspects: a universal humanitarianism and a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Despite of this dichotom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third way that can be employed to legitimize the regul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to view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s a playing ground of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ized economy in order to prevent from destructive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in an effective wa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methods that can be employed to link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Instead,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solidarity model, a holistic arrangement of implementing and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an be adopt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壹、序言 

國際貿易和勞動基準間連結關係的重要發展，可以追溯到 1919年的凡爾

賽合約之後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建立(Lee, 

1997: 173)。ILO是一個致力於勞動基準之推動和監督主要國際性機構，相當

關切勞動人權。ILO 的憲章揭櫫一個重要的前提：「任何國家拒絕採用勞動的

人性化基準，乃是其他國家渴望改善勞動條件的一個障礙」。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聯合國考慮到各國間的國際貿易行為必須要有一個規範，計劃在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會(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建立

第三個機構專責這項事務，便在 1946和 1948年間邀請五十多國參與開會，討

論貿易與就業問題，建立一個專業性機構：國際貿易組織(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它的章程包括勞動規範，限制性貿易行為，商業協定，以

及國際投資等，這就是知名的哈瓦納章程(the Havana Charter)。在該章程的草

案中，明確地將經濟貿易自由和公平勞動基準(fair labor standards)作連結

(Charnovitz, 1986: 566-7)。雖然在 1948年聯合國於哈瓦納所主辦貿易與就業會

議中認可該章程，但是，部分國家立法部門拒絕簽署，也由於聯合國大會反對，

導致這個想法胎死腹中，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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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哈瓦納章程中有關貿易和就業的議題未能獲得普遍的認同，但是，參

與該會議五十多個國家中的二十三個，有感於各國居高不下的關稅，是阻礙國

際貿易的罪魁禍首，因此，協議降低關稅，以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這哈瓦納

的二十三國(Havana 23)，則變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簡稱「關貿總協」)的創始會員國。雖然關貿總協未能

全面將哈瓦納章程中有關貿易與就業的相關規定全盤繼受，但也保留了一條規

定禁止各國以監獄犯所生產的貨物，進行貿易(Stern, 1998)。 

在此之後，由於國際勞工運動團體、消費者團體、和國際民間社會等不斷

的進行遊說和施壓，擔心資本主義過於高度膨脹，一味追求經濟效率、彈性和

競爭力，忽略人類生活的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與基本人權。因此，冀期

各國在推動經貿自由化的過程，也能同時兼顧社會議題（譬如，勞動基準和權

益、勞動生活品質），便轉向「關貿總協」施壓。最顯著的成就是在烏拉圭回

合(the Uruguay Round)談判中，把勞動基準與貿易連結的議題，順利的排入談

判的議程中，引起與會各國熱烈討論。1雖然勞動基準與貿易掛勾的政策，未

能形成正式的宣告，但是，不僅新聞爭相報導之外，有至少二十個國家發言支

持（不全然是已開發國家）；另有十個國家對該議題感到興趣，惟關切未來的

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WO )是否是處理該議題的一個

場所，而且對保護主義感到憂心；最後，有二十二個國家發言表示反對立場

(ICFTU, 1999a: 51)。 

WTO於 1996年在於新加坡舉辦的會議，又使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間正面

關係浮上檯面，重燃一線契機。在會後的宣言(Declaration)中，明確告知四項

基本原則： 

我們更新了國際間被承認之核心勞動基準(core labor standards)，國際勞工

組織乃是設定和處理這些基準的適當機構，我們確信肯定它在推動上所付出努

力； 

我們相信，貿易的漸增和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帶動的經濟成長和進步，

有助於這些基準的提倡； 

各會員國拒絕運用勞動基準來實施保護主義，各會員國同意各國之比較利

                                                        
1 烏拉圭回合談判可謂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貿易談判，從 1986 年九月開始，歷時七年半，直到 1994 年四月

才在北非摩洛哥的馬拉喀什(Marrakech)結束。1995年一月，各國在馬拉喀什簽署協議開始生效，世界貿

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正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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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特別是低工資的該發中國家），絕不可受到質疑； 

因此，我們認為，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的秘書處(secretariats)將

持續它們既有的合作(collaboration)。 

根據這個部長級宣言，國際自由工聯(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每年向 WTO提出各國實施核心勞動基準的報告，並在

WTO的貿易政策審查(the WTO Trade Policy Review, TPR)會議中討論。2經過

這樣的進展，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間之連結的議題，被寄與高度厚望，希望能

在 WTO 下最高決策機構----兩年集會一次的部長級會議取得共識，並落實於

多邊的貿易協定當中。儘管有這樣的期待，在 1999年於美國西雅圖所舉辦的

WTO第三次部級長會議中，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掛勾的議題，仍舊未能獲得

通過。同樣的結果，在 2000 年於卡達所舉辦的 WTO 部長級會議中，也同樣

因為開發中國家的反對，而未能將勞動基準納入國際性的貿易規範當中。這幾

次會議的召開，吸引來自全球各地勞工運動份子，消費者團體，以及非政府組

織團體的示威遊行，甚至引起街頭暴動，以及流血衝突事件的發生。誠如國際

自由工聯在西雅圖的部長級會議失敗後發布的新聞稿指出：「在西雅圖的激烈

討論已經證明，世界貿易組織必須處理有關貿易和投資如何可以促進社會發展

的議題，同時，這樣的討論不可以在漠視勞工人民的權益」。3 

由上述的歷史經驗可知，國際勞工運動過程中，要將國際勞動基準納入國

際貿易規範政策中，遭遇到相當大的阻力。背後的基本邏輯是，在全球化經濟

體系下，是否應以規範國際間的貿易行為，作為推動和落實國際勞動基準的一

個手段，一直存在的高度的爭議。4富裕的工業先進國家認為，將普遍獲得國

際間認可的勞動基準，附加在各國的貿易條件上，有助於勞動人權的確保，不

至於產生「向下競爭」(race-to the-bottom)或「規範性冷卻」(regulatory-chill)

的效應，導致各國以犧牲勞動權益的保護，來成就經濟的發展(Bagwell and 

Staiger, 2001; Chau and Kanbur, 2000)。但是，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譬如非洲

各國，印尼和印度等）認為，工業化先進諸國初期的經貿發展歷程，也是缺乏

完整的勞動基準的保護，甚至建立在否定勞動基本權的基礎上。如今第三世界

國家擁有廉價和充沛的勞動力，具有國際貿易上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s)，吸引外國資本投資，卻被要求要遵守所謂的勞動基準，這是工業

                                                        
2 有關各個國家的執行核心勞動基準之報告，可在 ICFTU的網站中蒐集到資料 http://www.icftu.org 
3 請參見 ICFTU於 1999年十二月三日新聞稿。 
4 對於這些爭論，參見 Servais (1989)和 van Liemt (1989)以及 Sengenberger and Campbel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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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意圖以國際勞動基準為名，遂行國際貿易保護之實，因此，本質上，

這是一個偽裝的保護主義(disguised protectionism)。 

各國是否願意接受國際勞動基準，是受到國內實際勞動條件、同儕國家

(peer nations)、經濟發展、出口表現、以及法律制度等因素影響。5同時，基於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情境上的差異，各國所認定或展現的勞動基準，也相

當分歧且呈現多樣化，不容易要求各國將規範勞動基準的法律，在國際的基礎

上調和一致(harmonization) (Raynauld and Vidal, 1998)。有些國家中，國內實施

勞動法的所設定的勞動基準，要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譬如：大部分的歐洲國

家（瑞典、挪威、德國和法國等）；有些國家，雖然訂有高標準的勞動權益保

護，但是，法律執行能力，卻令人高度懷疑，譬如：共產國家中國；有些國家

儘管有公平的勞動基準，卻不大願意批准 ILO 的公約，且有時缺乏支持性的

勞工法案，如北美國家（美國和加拿大）；當然，有些國家是根本不尊重勞動

基準，譬如，第三世界國家（孟加拉、海地與莫三比克等）。因此，在全球化

經濟的架構下，要制定出國際上普遍獲得承認的勞動基準，並要求主管跨國貿

易政策的國際組織必須落實執行，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為了追求「國際上普遍獲得承認的勞動基準」，已有八十多年歷史的 ILO，

花兩年的時間，將過去 156個會國所簽署的 174個公約和 181個建議書，整理

出「核心勞動基準」（如表一），並在 1998年六月所舉辦的年會「國際勞工大

會」(the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由政府、勞工和雇主代表簽署，並發

表「勞動的基本原則與權利之宣言」(a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這是 ILO歷史性的一步，以建立核心的勞動基本權，作為經

濟貿易全球化的基礎規則。國際自由工聯在 1999 年 WTO 西雅圖部長級年會

前指出，國際勞工運動堅持必須將勞工的關切納入各種形式的國際貿易會談

中，同時，貿易政策的制定不能從它所處的廣泛情境中分離出來。因此，有關

就業、平等、基本服務的提供如教育和衛生、性別影響評估、以及核心勞動基

準等，都必須納入貿易談判的考慮之中(ICFTU, 1999b)。對於國際勞動基準如

何執行的議題，ILO希望能在WTO架構下的貿易平台上進行，但是，卻遭遇

到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反對。反對和支持將國際勞動基準作為貿易規範主要的

爭論點為何？除了WTO的平台外，難道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將國際勞動基準與

國際貿易掛勾呢？ 

                                                        
5 關於這些研究，參見Mah (1997)與 Bagwell and Staig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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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核心勞動基準 

國際勞工組織所訂頒之核心勞動基準 

內容 公約號次 
ILO 會員國 

簽約數 

OECD 會員國 

簽約數 

結社自由與組織權的保障 第 87 號 113 23 

組織權和集體協商權 第 98 號 125 20 

同工同酬 第 100 號 123 ? 

就業和職業上的歧視 第 111 號 119 20 

就業的最低年齡（童工） 第 138 號 46 12 

強制勞動 第 29 號 137 22 

廢止強制勞動 第 105 號 115 24 

資料來源：O’Brien et. al. (2000); OECD (1996) 

 

對於此一主題，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相當缺乏，相關的主要研究分析僅有寥

寥幾篇。成之約(1998)曾從國際上多邊協定之勞動（基準）條款出發，用美國

單方政策、以及跨國和國際間的經貿合作機制為例，論述其對我國漁業勞動政

策之意涵。焦興鎧(1999)也曾以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界貿易組織

的經驗，進而分析我國的因應之道。有關「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之爭辯勞工

基本權益如何保護的議題，成之約(2003)認為儘管全球自由貿易如火如荼進行

著，但國際社會成員已經逐步建立國際勞動基準保障的觀念。同時，他也指出，

雖然對於建構一套廣泛適用的國際勞動基準，仍缺乏共識，但是國際上至少應

優先推動國際核心勞動基準的概念，已逐漸浮現。黃長玲(2001)以全球化的角

度分析，發現全球化提供了國際勞動基準發展的空間，因為世界貿易組織試圖

將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規範結合，且勞工運動者透過對跨國企業施壓，來建立

跨國勞動檢查制度。儘管有上述研究分析，但明顯地較偏重鉅視的架構分析。

易言之，大致採取跨國或國家主權行使的途徑，而忽略消費者（非政府組織）

運動的途徑，同時，對於理論上爭辯與行動之策略，也較少論及。因此，本文

正可彌補這個研究上的缺口，這將有助貢獻於企業管理和勞工關係管理的知識

體系。 

本研究主題的重要性，也反映在政府立法政策與企業管理策略的改變上。

近年來，由於台灣為創造更具優勢和競爭力的投資環境，積極參與全球性和區

域性經貿組織，因而也必須遵守國際貿易間的「遊戲規則」，同時，隨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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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和企業更必須關切國際貿易中相關的規範，特別是有

關落實國際勞動基準的責任。對此一全球經貿局勢的改變，台灣政府之立法政

策和企業之管理策略，也從實際的經驗和教訓中，逐步學習和調整。在政府政

策的反應上，由於 OECD(2000)以「國際貿易與核心勞動基準」為主題所做的

調查報告指出，台灣限制工會自由籌組、不當干預罷工程序、以及對集體協商

權與工會幹部欠缺保護。這樣的指控迫使台灣政府尋求改善之道，以避免損及

國家形象、及影響進行國際貿易的機會。 

因此，民進黨陳水扁總統的新政府將所謂「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

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之修法列入優先法案6，某種程度上也正反映出國際

貿易壓力的急迫性。對於台灣於海外投資的企業，也必須注意企業管理措施與

形象，尤其違反國際勞動基準之情事，可能變成國際貿易制裁的對象。譬如，

台灣的年興紡織公司於尼加拉瓜所設立之正太紡織廠，就曾被指控為「血汗工

廠」，用低劣勞動條件賺取超額利潤，打壓工會幹部瓦解工人反抗等違反國際

勞動基準等事實，變成國際勞工運動事件，引發至少三方的介入和圍剿，美國

（國務院、國會、美國總工會等）、尼加拉瓜（紡織業工會聯盟）、台灣（全國

產業總工會、台灣勞工陣線等）。最後，在美方消減貿易配額的威脅下，該企

業具體回應工會要求，且改變勞工關係管理方式，而此一違反國際勞動基準，

引發國際貿易制裁危機的糾紛，暫告一段落7。當然，在一些勞工運動團體的

監督下，台灣本土的企業也逐漸學習配合讓公正團體進入場區進行勞動檢查

（如製造銳跑和耐吉運動鞋的豐泰公司與寶成公司），以落實國際勞動基準的

成效，確保繼續取得代工合約的機會。或者，在消費者的壓力下，主動採用符

合企業倫理相關措施，譬如 SA8000和企業行為準則等，以符合社會責任的期

待。本文對此將會有進一步分析（容後敘）。 

台灣的經濟是屬於海島型，沒有像大陸型的經濟一樣，存在著廣大的消費

市場，在經濟活動上特別仰賴國際貿易。台灣與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密切相

連，且攸關島內經濟景氣榮枯。由表二可知，全球貿易總額的排名上，台灣排

第十五名。從全球貿易分佈中，可歸納出幾個特色：首先，排名前二十大經濟

體之貿易總額佔全球比重的 76.1%，這些國家在國際貿易上扮演積極角色，相

對上也較為支持國際勞動基準的推動；其次，前十五名中，僅中國、台灣和香

                                                        
6 新政府上台後，已通過許多新法，譬如：兩性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就業保險法等。這些不僅回應本國勞工的需求外，也因應國際貿易之遊戲規則的需要。 
7 本案詳細報導，請參見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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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不屬 OECD會員國，其餘皆屬其會員國且受 OECD之貿易規範指導；第

三，國際貿易市場的主要國家，皆加入類型不同的貿易組織，進而影響貿易政

策的制訂；第四，許多中南美洲國家、亞洲地區國家、以及非洲國家，全部所

佔的貿易總額，卻僅佔 23.9％，這凸顯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異，也埋下國際勞

動基準爭辯中，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對立的意識型態（下節討論）。因此，台

灣要在國際貿易市場上進行交易，需要遵守其各種形式的貿易規範，包括國際

勞動基準在內。 

若從國際貿易上台灣的外銷市場觀察，表三的統計顯示出口國的轉變。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美國、歐洲、和日本，乃台灣的主要外銷市場，雖然 1990

年代政府推動南向政策，分散國際貿易風險，使得對東協國家出口比重增加，

但由於近十年台灣國內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帶動兩岸轉口貿易快速成長，對

香港出口從 1990年代的 22.2%，上升到 2001年的 25.8%和 2002年的 31.2%。

就整體貿易出口總額而言，近幾年香港和中國凌駕美國成為台灣主要的外銷市

場，但是仍與其他國家關係密切。以 2002年為例，推動國際勞動基準較為積

極的國家中，美國、歐洲、日本等三國，台灣對這三國的出口比例為 44%，

另一方面，反對國際勞動基準的南方國家，東協五國加上中國（香港），台灣

對他們的出口比例為 41.3%。台灣對富裕國家（支持國際勞動基準）的出口，

與對貧窮國家（反對勞動基準）的出口，平分秋色，所呈現的差距不大，在某

種程度上，這也隱含著台灣落實國際勞動基準要求的迫切程度。 

 

表二 2002 年全球商品貿易 

單位：美元；％ 

國家 貿易總額 排名 比重 

美國 18,960 1 14.5 

德國 11,055 2 8.4 

日本 7,524 3 5.7 

法國 6,559 4 5.0 

中國 6,208 5 4.7 

英國 6,157 6 4.7 

義大利 4,931 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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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貿易總額 排名 比重 

加拿大 4,801 8 3.7 

荷蘭 4,611 9 3.5 

香港 4,092 10 3.1 

比利時 4,089 11 3.1 

墨西哥 3,373 12 2.6 

南韓 3,146 13 2.4 

西班牙 2,726 14 2.1 

台灣 2,431 15 1.9 

新加坡 2,418 16 1.8 

馬來西 1,759 17 1.3 

瑞士 1,711 18 1.3 

俄羅斯 1,669 19 1.3 

奧地利 1,568 20 1.2 

    

前二十大合計 99,788  76.1 

世界 131,090  100.0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 2003 年 4 月 23 日新聞稿：台灣為財政部統計處「進出口貿

易統計月報」 

表三 台灣出口地區的變遷 

單位：％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1 年 2002 年 

香港（含中國） 8.5 22.2 25.8 31.2 

美國 41.7 25.9 22.5 20.5 

歐洲 13.3 15.9 16.1 14.2 

日本 11.8 10.7 10.4 9.2 

南韓 1.2 1.9 2.7 3.0 

新加坡 2.8 3.5 3.3 3.4 

東協五國 7.1 11.0 10.4 10.1 

其他地區 13.6 8.9 8.7 8.4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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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據上述分析，以及表二和表三的統計資料，可知國際貿易乃台灣的經濟

命脈，台灣遵守國際勞動基準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台灣的國際

貿易機會。在進入國際貿易和勞動基準的分析和討論之前，對台灣勞動基準情

勢的瞭解，有助於本研究的結果和發現能夠回饋到台灣，為政策思考做出貢獻
8。根據「2001 年台灣勞動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指出（成之約，2002），台灣

勞動人權狀況，整體而言，只得到 52分的評價，是屬不及格；就細項而言，

得分最差的是「集體協商和勞資爭議」，僅得 44分，次差的是「安全衛生和勞

動檢查」，得 46分（如表四）。這隱含著台灣勞動基準和人權保障，仍有待努

力改革，才能達到國際標準。 

表四 2001 年台灣勞動人權情況 

指標 標準化百分比 排序 

結社自由與組織權 60 1 

集體協商與爭議處理 44 7 

解雇保護與勞動條件 52 2 

安全衛生與勞動檢查 46 6 

外籍勞工 50 4 

弱勢勞工保障 52 2 

就業與失業協助 50 4 

平均 52 -- 

資料來源：成之約（2001） 

 

雖然成之約(2001)的調查報告顯示，僅「結社自由與組織權」一項，獲得

60分，勉強及格，但是台灣勞工陣線(2000)對工會幹部的調查，對勞工的結社

和組織權卻有差勁的評價。該調查指出，台灣最嚴重的勞工問題，前三項依序

是「引進外勞」、「工會不自主」、「失業率過高」；且工會幹部認為最應列最優

先修訂的法案，前三名依序是「工會法」、「勞基法」、「團體協約法」，這些都

是牽涉到國際勞動基準的法案，由此可見台灣需要加強努力的勞工立法方向。

                                                        
8 本文原本無意敘述台灣的勞動與國際貿易實況，但因考量論文對台灣的貢獻度，僅部分篇幅加以分析和

討論。特別感謝匿名評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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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前所述，OECD(2000)對台灣的調查報告中，有關台灣是否符合國際

勞動基準，也有相當負面的評價：在籌組自由工會的權利上，認為「政府對工

會的承認有裁量權，未獲承認的工會在許多方面是不利的（譬如，不能自由協

商），教師、公務員、國防工業勞工沒有權利組織工會」；在罷工權上，認為「罷

工要獲得過半工會會員同意才算合法，政府可以強制調解或仲裁，在這段期

間，罷工是違法的」；在工會會員保護與集體協商權上，認為「複雜的調解或

仲裁程序，使得集體協商在小公司變得困難」。這些事實，皆是 OECD認為台

灣違反國際勞動基準之處。由於全球商品貿易前二十大經濟體中，大部分是

OECD的會員國，如此負面的勞動基準評價，可能直接或間接對台灣國際貿易

的形象和機會造成影響。 

綜上論述，國際貿易攸關台灣經濟的榮枯，也是台灣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

一環，但是，台灣的勞動基準情況卻遭到許多調查研究報告的批評。台灣若不

遵守國際貿易中基本政策的規範（如國際勞動基準），可能遭遇到何種效果？

本研究的結果和發現，將對台灣勞工政策、企業管理或勞工關係管理的策略

上，歸納出具體的啟示和意涵。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從各種理論和實證的角度，發掘將國際

勞動基準納入國際貿易之基本規範，支持和反對爭辯的基礎；二是從實際的執

行和推動層面，尋找出國際勞動基準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的被推動和落實的各種

方法或途徑。為達成此一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

和「網站瀏覽」兩種方式蒐集資料。前者，從既有文獻討論和分析，瞭解學界

對一主題的論述和研究發現，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實際上發現到只要透過超

強搜索工具，如 Google和MSN，鍵入本文前揭之關鍵字後，就有許多相關的

外國文獻（資料雖多，仍有待整理和分析）可資查詢，相當有利於此主題中理

論爭辯上的分析，這也凸顯本主題研究的國際性和重要性；後者，本研究透過

重要勞工或社運網站等，如 ICFTU, ETUC, ILRF, Global Exchange, Clean 

Clothes campaign等，先著手進行網站瀏覽，形成一定概念後，再深入進行網

站與網站間的垂直和水平連結觀察研究，以瞭解各團體間的行動目的、策略和

問題。 

本文發現，在支持和反對的爭辯中，存在第三條路用來正當化(legitimize)

規範國際貿易行為：將國際勞動基準視為是全球化勞動市場中公平競爭的遊戲

基礎(playing ground)，避免各國毀滅式競爭(destructive competition)。同時，本

文發現，在國際勞動基準的執行上，沒有單一方法或途徑，可以有效推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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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與貿易政策作結合，而應該採取「國際社會團結」(internationally social 

solidarity) 模式，運用一個全面性(holistic)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加以推動，包括

國際性制度、區域性制度、民間社會團體運動、消費者運動、以及國際勞工運

動等。 

為達成上述目的，本文在第二部分將論述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之間是否應

該掛勾的爭辯。第三部份將歸納出各種廣泛被運用來監督和執行勞動基準的方

法和趨勢，分析其優點和缺陷。第四部分是結論。 

貳、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結合的爭辯 

有關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間作結合的理論與實證性爭辯，有些採取支持的

立場，也有些是採取反對的立場。基本上，採取支持觀點者，被稱是為「北方

概念」(the North Concept)，或是「國際勞工組織制度性的觀點」(the ILO 

Institutional View)；相反地，持反對態度，則被稱為是「南方概念」(the South 

Concept)，或是「世界銀行扭曲的觀點(the World Bank Distortion View)。9這樣

的分類方式，代表著是否支持國際勞動基準作為規範國際貿易政策的一種工

具，存在地域性或經濟進步情況的差異，也存在不同國際機構間目標和理念上

的差距。為了有助理解支持和反對該議題的核心論點，本文根據它們所支撐的

理論性概念，將之分為「普世的人道主義」與「偽裝的貿易保護主義」10，作

為討論分析的基礎。當然，在理論上，要將國際勞動基準作為國際貿易政策的

一環，並納入貿易政策的談判中，需要一個超越這種二分法的理論性概念。據

此，本文也將試圖找出以勞動基準規範國際貿易政策的第三條路徑概念，它是

廣泛被用來支持國際勞動基準與國際貿易掛勾的正當性基礎11：全球化經濟體

系下，國際勞動基準是引導自由競爭的遊戲基礎(playing ground)，以避免各國

進行破壞性競爭(destructive competition)（譬如降低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等），

                                                        
9 採取這樣分類看法者，有 Freeman (1993)和 Golub (1997) 
10 新型態的帝國主義觀點，不全然反對勞動基準存在的必要性，只是認為勞動基準不應該透過國際貿易規

範的方式來執行，工業先進國家必須尊重世界其他國家有自由選擇屬於它們自己的勞動基準。 
11 支持以國際勞動基準規範國際貿易的第三條路，已經具體落實在國際勞工運動、消費者運動、以及民間

社會運動，同時，在全球性和區域性經濟聯盟中，也可發現這個折衷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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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12。 

一、普世的人道主義 

普世的人道主義者認為，應該要以國際勞動基準來規範各國的貿易政策，

主要理由，是基於國際勞工組織 1944 年於費城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所揭櫫的「勞工非商品」(Labor is not a commodity)的至上概念。

這有兩個積極意義：一、勞工不應該像「商品」一樣對待；二、勞工不是一種

商品，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源」(resource)。勞工的特殊性，來自於勞動的不

確定性，因為勞動服務是由人類所提供的，雇主向勞工所購買的，不是已經做

好的產品，而是一種「潛在的才能」(potential accomplishment)(Sengenberger, 

1994: 24)。因此，對待勞工，如同對待人類一般，要講求基本人權，在國際貿

易上，注重普世的人道主義，將符合勞動基本權。在普世的人道主義架構下，

有兩個主要的理論基礎支持著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間應該要掛勾：「向下競爭」

和「社會傾銷」的疑慮，「消費者主權」的興起。 

1.「向下競爭」和「社會傾銷」的疑慮 

勞工在勞動市場中通常受到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之干預，而受到不公平的

剝削。Marshall（1994：67）認為，高度自由競爭市場的基本原則是劣幣驅逐

良幣。各國為了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可能會縱容或漠視雇主對勞工不當的剝削

或不公平的待遇。若是這些國家受到勞動基準的規範，勞工將因此受惠。對於

失業率相當高，急切吸引外資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解決國內失業率的利益將

遠大於欠缺勞動基準保護的利益。因此，就這個觀點的理論而言，若是各國之

間沒有國際勞動基準的規範，各國將可能會陷入將勞動價格和條件降價求售，

進而引起向下競爭的危機。 

在沒有共同的勞動基準的情況下，多國籍企業的雇主在選擇投資地點時，

可能會選擇勞動市場保護較弱、較具經營彈性的工廠所在地進行之。這種向下

競賽的效應，可能會導致「社會傾銷」(social-dumping)的結果(Hepple, 1997)。

所謂社會傾銷，有兩個內涵：一是從國家的角度，國家運用以解除勞動市場管

制，或降低勞動基準的方法，以強化國內出口產業的競爭力，而能夠以低價的

方式擊敗它國的產品；二從資本的角度，公司會選擇在工資和勞動條件較低的

                                                        

12 採取類似看法的有 Deakin and Wilkinson (1994)、Lee (1997)、Palle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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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或國家進行投資，迫使高水準國家採取向下修正勞動條件保護的做法，以

爭取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Bercusson, 1996: 74-5)。譬如，中

國加入WTO的過程中，引起各國最大憂慮的是，中國入關將引起「向下競爭

更進一步的全球化，迫使貧窮的中國與貧窮的孟加拉、海地、莫三比克等國競

爭。藉由驅使第三世界人口彼此對抗，企業將能夠把它們的營運作業（或是外

包）遷移到可以提供最低工資，以及最弱的環境、安全衛生立法的地區」(Brecher 

and Simith, 2000)。這種事情不僅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已開發國家中也會發

生這樣的現象。在歐洲市場統合成功後，著名的吸塵器(Hoover)公司因貪圖英

國蘇格蘭地區相對較低的勞動條件和鬆散的勞動保護，將設於法國僱用七百名

勞工的工廠關閉，遷往蘇格蘭投資，便是一個明顯的個案。Nielsen 和 Szyszcrak 

(1996)的研究證明，在歐洲聯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外部關係上，為了要保護歐

洲聯盟免於社會傾銷，把集體勞工法納入世界貿易規範，有顯著利益增加。這

個擔心社會傾銷的弊病，也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在歐歐共同市場時

期，於 1989年由會員國（英國除外）選擇簽訂「勞工基本社會權之共同體憲

章」(the Community Charter of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of Workers)，簡稱

「社會憲章」(the Social Charter)，規定歐洲的勞動基準和勞動保護，以降低歐

洲經濟統合後，避免過度強調效率和競爭，而忽略了社會面向的保護和關注。 

但是，若以「向下競爭」的關切為由，禁止開發中或第三世界國家的童工

從事勞動，或禁止童工所製造的產品輸出到其他國家，這個貿易政策的社會後

果，可能造成童工的家庭生活，家中沒有人工作缺乏收入，家庭陷入困境且小

孩仍舊失學的惡性循環(Fields, 1990: 20; Krueger, 1996)。因此，在解決僱用童

工從事勞動生產問題，必須與社會救濟和救助、強制入學、以及協助父母親尋

找工作的綜合方式著手。有學者的論點指出，人道主義的關懷，必須反映在開

發中國家的公民，有意願負起責任和提供財政上的援助，以強化開發中國家之

勞工和童工的福利(Srinivasan, 1996)。 

誠如國際自由工聯(ICFTU)，揭露中美洲和亞洲工廠內慘不人道的的惡劣

管理措施：處罰女工們高舉椅子罰站數小時，處罰勞工 24小時不付工資的輪

班。因此，它強調全球化產生的社會後果，是「在巴基斯坦，兒童以手縫製

1996年歐洲世界盃足球賽的足球（後來在工會的壓力下停止），在印尼，參與

工會活動面臨死刑威脅，在緬甸，軍隊脅迫下動員全村的力量興建新的道路，

以吸引活絡觀光事業。13據此觀點，若是不能把國際勞動基準和國際貿易行為

                                                        

13 有關 B. Jordan的論述，請參見(Eaton, 200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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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合併思考，國際貿易活動可能會使第三世界的勞動剝削行為更為惡化。 

2.「消費者主權」的興起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觀察，有越來越多消費者願意購買具有社會聲譽或社會

責任的企業所生產的產品（Freeman, 1994），消費者以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購

買來自較高勞動基準的製造商(Srinivasan, 1994)。在消費者市場上，勞動基準

可以被視為是公共財，也可以視為是私有財:前者，是指勞動基準顯示出超過

一個人的效用功能(utility functions)；後者，係指個人消費者只在乎它們自己

的個人滿足，而不關注其他事務(Stern, 1998)。因此，勞動基準被視為是私有

財時，則採取「市場處理」方式，把相關資訊提供給消費者，主要的方法是透

過標示(labeling)和資訊(information)的傳達(Elliott and Freeman, 2002)。標示方

法的採用，藉著在產品上作標籤，讓消費者願意以較的價格，購買來自遵守國

際勞動基準（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製造商之產品。這樣的方法，在封閉市場

中，高基準的成本，將轉嫁給消費者，相反地，在開放競爭的市場，該成本將

由製造者承擔(Stern, 1998)。但是，若被視為是公共財時，因為難以透過市場

機制予以定價，則需透過「政府介入」的型態，譬如：勞工法、強化執行能力、

金錢性處罰、以及財政上補貼等，加以落實。 

因此，為了促使消費主主權能夠展現，必須要確保消費者了解所購買的產

品是否來自低勞動條件或違反核心勞動基準的製造商。譬如，1997 年英國馬

莎百貨公司（Marks & Spencer）在北非摩洛哥下游承包商僱用童工編制地毯，

消息一經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披露，差點引起歐洲各國消費者對馬莎百貨

公司貨物的制裁行動。這種消費者主權升高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因為人民所得

的上升後，對於企業的形象和社會責任有越高的期待和要求。就消費者個人而

言，向一個有顯著剝削勞工（譬如強制勞動或嚴重超時工作）紀錄之國家或企

業的產品，在道德層面上是難以接受的（Charnovitz, 1992; Bhagwati, 1994）。

當社會上集體的個別消費者有這樣的道德期待時，國際勞動基準便是在這樣的

集體意識下形成的概念。 

但是，對於以標示和資訊的傳播的方法，企圖藉由消費者共同的道德力

量，制衡企業在自由市場的力量，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消費者願意以較

高的價錢，購買勞動條件較高之廠商所製造出來的產品。簡言之，消費者必須

要有意願，才有行使消費者主權的可能。主要的潛在障礙，有三個(Freeman, 

2002: 92-3)：一、「標示」所提供的訊息不清楚，消費者仍難以認定它所代表

的涵義；二、標示本身難以使消費者信服，它與其他同類產品之間的不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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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品牌公司雖然受到消費者團體的關切，但它的製造卻委託給外包商生產，外

包商可能在委託給更小的外包商，散佈各地的外包廠，民間團體有監督和檢查

上的困難。譬如，美國勞工運動團體追蹤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 Wal-Mart，發

現向它購買的貨物，經常是來自血汗工廠，但是，由於 Wat-Mart 沒有公開與

他們合作之工廠的名單和地址，這使得消費者和政府官員難以發現這些貨物背

後隱含著違反勞動基準的秘密。14 

二、偽裝的保護主義 

有研究認為，將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政策綁在一起談判，被懷疑「以人道

主義來掩飾貿易保護主義的動機」，是一種偽裝的保護主義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Cf. Servais, 1989; Raynauld and Vidal, 1998: 4; Eaton, 2000: 169; 

Freeman, 2002: 97)，或是新型態的帝國主義。這種看法認為，西方工業先進國

家能有這樣的經濟成就，也是建立在不重視勞動人權與勞動條件的血汗工廠

(sweat shop)的基礎上，譬如許多貧窮國家（印度、巴基斯坦）指責英國從農

業到工業經濟的轉型，是靠著十歲大的礦工和工廠童工的汗水才能成功的

(Thomas, 1996)。因此，西方工業先進國家將求世界其他國家遵守勞動基準的

做法，沒有立論的正當性，是把單純的國際貿易行為政治化(politicization)。據

此，從下列兩點觀察，可以揭露人道主義的外衣底下的貿易保護主義，隱含著

新帝國主義的企圖：一、政治經濟途徑；二、市場效率。 

1.政治經濟(political-economy)途徑 

從政治經濟的觀點可以觀察到，工業先進國家要求將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

掛勾的主要動機，是確保工業先進國家的既得利益。許多學者認為（Cf. Hansson, 

1983; Bhagwati, 1994; Srinivasan, 1994），在工業先進國家，為了確保國內勞工

的就業機會，避免資本外移和企業關廠，以及增加國內企業生產部門的競爭

力，相關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15，譬如:勞工、工會組織、和企業團體等，

便透過法案制定的遊說的機制，向國內的國會議員或行政官員施壓，以將國際

勞動基準納入貿易協定當中，以確保本國產品的競爭地位。簡言之，這些要求

                                                        
14 此一事件引發美國勞工運動團體和消費者團體發起抗爭活動，詳情參見

http://www.coopamerica.org/sweatshops/ssactions1-3.htm 
15 在此情況下，人權團體與公共利益團體不是利害關係人，因為它們對國際勞動基準必須與貿易結合的呼

籲，並不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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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際勞動基準的國家，通常是既得利益國為避免來自開發中國家基於國際

貿易上比較利益法則的自由競爭。譬如，若在紡織廠中設定勞工安全衛生的勞

動基準，開發中國家的紡織廠製造成本將上升，工業化國家將因此一國際貿易

門檻而獲得實質立意。因此，這種以政治手段來干預國際經濟的做法，開發中

國家認為是充滿貿易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的動機。誠如馬來西亞的總理

所言：「西方國家公開提議消除東亞的競爭利基，最近所提議之全世界性的最

低工資，便是一個露骨的例子。西方國家知道這是開發中國家的唯一競爭優

勢，所有其他的競爭優勢（科技、資本、富裕的國內市場、法律架構、管理、

以及市場網絡）都是已開發國家所擁有的。對勞工福利的公然關切，很明顯地，

是受到自私利益(selfish interest)的激勵……是受到自私慾望的激勵，盡可能的

把障礙放在企圖迎頭趕上西方或競爭者的面前」。16 

研究指出，由於各國的要素稟賦(factors endowments)、所得水準、政經情

勢、與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勞動基準本質上各國皆有所差異(Srinivasan, 1996)。

假定各國的勞動基準反映出社會偏好，在此情況下，這似乎沒有空間主張調和

一致的全球勞動基準。也有研究指出，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基準不是反映出勞工

的需求，相反地，是受到外國所輸入之觀念、價值、與制度所影響(Portes, 

1990)。因此，很明顯地，要求開發中國家對於國際勞動基準的一體適用，似

乎不是源自於國內本身勞動階層的需求，主要的動力是開發中國家運用政治化

的壓力，與經濟制裁的脅迫。然而，在民主機制健全的已開發國家，若高勞動

基準可以達到促進勞資關係的效果，它們可能會透過公共政策加以實現

(Brown, 2000)。這些關勞動基準的公共政策之制定過程中，中間選民的技術水

準可能是一個重要變數。若是中間選民以技術勞工居多，公共政策可能會偏向

制定較高的勞動基準(Cassella, 1996)。一個國家是否會批准國際勞動基準，不

是隨機的和無意義的，而是根據政治經濟的分析，其中一個重要參考影響因素

是：必須評估到底有多少個貿易競爭國已經採用這些基準。因此，越多貿易競

爭對手或同儕國家(peer nations)簽署並採用，它本身簽署且採用的機會越高

(Chau and Kanbur, 2001)。 

但是，有一項研究顯示，國會議員不全然或以選區爭利害關係人的單純且

短期的金錢利益來作思考。一項針對美國童工遏止法(the U.S. Child Labor 

Deterrence Act of 1995)之立法過程，來檢驗參與投票的國會議員的行為是否有

「偽裝貿易保護主義」之情結，研究結果顯示，選區中有高比例中學輟學生的

                                                        
16 這段談話，收錄在 Fields (199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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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較不可能共同支持童工遏止法。17這項研究的結果，推翻了以政治

經濟途徑的假設：國會議員選區中的選民可以從童工遏止法中獲得最的利益

的，最可能支持該項法案。 

根據上述政治經濟途徑的思考，可看到利害關係人以利益團體的角色出

現，要求它們的政府必須要照顧本國勞工的福祉和經濟利益，因此，區域內的

利益團體是把國際勞動基準運用到低所得國家的生力軍，貿易政策便成為它們

的重要武器。各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不一，薪資所得水準與民主化的程度各有不

同，主張各國勞動基準必須調和一致的論調，難具有正當性，隱含著貿易保護

主義的動機。 

2.市場效率 

在國際經濟市場中，貿易的進行是根據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原則，在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相對上佔有優勢的情況下，各個國家專精於發展

具比較利益的產業活動，國家的競爭優勢越大，越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取利

益。貿易障礙的排除，將創造出國際貿易上的輸家和贏家（Ehrenberg 1994）。

據此理論模型，若在國際貿易上設定一組普同(universal)的勞動基準，從貿易

上所能獲得的淨收益將大打折扣。若是勞動基準提高了勞動成本，依賴勞動密

集技術所生產貨物之產品價格將提高。但是，工業化國家之消費者利益的利益

也將因此下降。根據這個觀點，是純粹從市場競爭效率的角度著眼，認為國際

貿易市場中在比較利益法則的支配下，各國會發展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任何

貿易障礙的形成，對工業化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而言，皆有不利之處(Maskus, 

1997)。因此，開發中國家認為，WTO是一個基於規範商業活動與自由公平貿

易之規則和紀律，所形成的商業契約；而不是基於對各會員國國內政策之其他

領域的判斷所形成的，如勞動權益和非貿易(non-trade)議題。因此，任何意圖

將會各會員之國內政策的價值判斷，納入WTO的架構，將根本地改變貿易協

定的法律本質(Grace 1997: 2)。 

 

 

                                                        
17 Krueger, A. 1996.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at pp. 281-302。但是，這項研究是針對工業先進化國家的美

國所做的研究，且美國國會議員所代表的是美國利益，似難將此研究結果類推適用到美國可藉此保護第

三世界和開發中國家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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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OECD(2000)的研究報告認為，提昇核心勞動基準可以促進經濟成長
18，並可強化國家適應經濟衝擊的能力，相反地，不遵守核心勞動基準的國家，

不會具有出口的比較利益，因此，強調跨國企業不會前往核心勞動基準較低的

國家進行投資。但是，卻有個案駁斥此一論點的可信度。孟加拉的加工出口區

不能籌組工會，受到美國貿易制裁的威脅，然而，投資於該國加工出口區的日

本和韓國等仍不願見到工會組織的運作，因此，要脅該國政府若允許勞工在它

們的工廠組織工會，它們將撤資關廠作為報復。在此騎虎難下的處境下，孟國

政府同意自 2004年起允許加工出口區內的工會籌組，但是，海外直接投資明

顯下降。此一案例顯示，外資仍然偏愛沒有政府規範的勞動市場。 

主張市場效率的人，通常會將發展經濟放在最優先的順序，等到經濟成長

之後，勞工的工資與條件自然會水漲船高，一起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Kuruvilla(1996)透過比較研究，分析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

賓）工業化過程與工業關係政策間的關連，發現這些國家在發展出口導向的政

策時，為了穩定國內工業關係以吸引外國資金投資，常常會伴隨著採取壓迫勞

工權益，以及降低勞動基準保護。的確，為達到經濟效率，許多新興工業化國

家都經歷過工資抑制(wage repression)政策的階段，同時，鎮壓工會行動、限

制罷工與集體協商的策略，也因出口導向工業化的需求，被廣泛運用(Fields and 

Wan, 1989)。第三世界國家的競爭優勢，乃是低工資和貧窮。這些國家的政府

特別歡迎無法在一些國家（尤其是工業先進國家）從事低勞動成本生產的投資

資金，因為這些開發中國家認為：「工資少，總比失業沒工資好」、「一個爛工

作，總比沒工作好」。19 

研究指出，國家的經濟發展之後，國內的核心勞動基準的確會獲得改善

(Srinivasan, 1996)。的確，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採取「先發展經濟、後發展社

會」的策略取向，是達到明顯成就的。20因此，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反

對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掛勾，它們認為，如此一來，國家的經濟效率不僅無法

                                                        
18 另根據 OECD(1996)的研究報告也具體指出，遵守核心勞動基準中「組織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

的國家，平均而言，國民生產毛額(GDP)從 3.8%增加至 4.3%；至於製造產出的增加，則從 2.4%上升至

3.6%。但是，Palley (1999)指出 OECD只是提供表面證據，在它的調查方法中，未能控制影響成長的其

他因素，可能是研究結果的最大限制。 
19 事實上，不是只有開發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有這樣的看法，甚至在 1980 年代最繁榮的國家也可以聽

到這樣的看法。請參見 Sengenberger (1994: 8)。 
20 在 Stern (1997)的研究中指出，儘管在一些東年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欠缺法定的勞動權利與

勞動基準，但是，工資與勞動條件已經顯著地改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吸引明顯的海外直接投資(FDI)

的流入，而且勞工也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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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勞工也將失去工作。 

三、作為國際貿易的「遊戲基礎」 

自由經濟的本質，強調市場機制、自由競爭、利益最大化，不考慮經濟政

策的倫理和道德面向，認為過度的法律或政府政策的干預勞動市場，將引起市

場機制的失靈、資源分配的扭曲、競爭力和效率降低。基於這個觀點，許多國

家發展國家經濟，為了吸引海外資金的直接投資，便努力排除投資障礙，主張

制定國際勞動基準作為貿易規範，便成為韃伐的對象，甚至視為阻礙經濟發展

的罪魁禍首。但是，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毫無限制的自由競爭會產生某些社會

後果，因為市場的自由機制不是萬能的，市場可能因為公共財、資訊不完全以

及預期心理等因素，導致市場失靈的現象。不均等的市場力量也會導致市場失

靈。勞資雙方協商力量的不均等，提供雇主在勞動價格和勞動條件下操弄的空

間，譬如當失業率增加時，勞動供給上升，雇主可以用更低價格購買勞動力。

勞動基準的實施有助於將工資水準維持在一定層次。21在此情況下，國際勞動

基準有助在追求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尋求一個平衡 (Deakin and 

Wilkinson, 1994)。 

國際貿易的外部性(externality)，是市場失靈的一個主要肇因。這個外部性

可從許多國家的勞工（或兒童）被剝削及殘忍對待之事實顯示出來。英國國家

廣播公司(BBC)在 2001年六月份的「報導」(Reporters)節目中，揭發中國沿海

地區的玩具製造工廠僱用童工，趕工生產來自西方國家的訂單，這些玩具將是

西方國家父母親買給小孩的耶誕節禮物。在中國的工廠中，兒童在工資低、工

時長達十四小時、安全衛生條件極差的條件下工作，該節目的認為，先進國家

兒童的玩具，可能是第三世界國家兒童在不人道的勞動條件下所生產的，而導

致「先進國家的兒童玩第三世界的兒童」的生產和消費關係。這個因全球化經

濟興起後，所帶來國際貿易的外部性應該獲得矯治。國際資本流動也會產生交

易的外部成本，在關廠大量裁員策略的選擇上，跨國資本可能選擇關閉勞動條

件和勞動基準較高的子公司，而將資本移到勞動條件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但

是，大量裁員時所引起某一國家或地區之大規模勞工的失業、家庭生計問題、

以及社會（社區）不安等代價，乃是國際資本流動引起的外部效果，也是市場

機制無法解決的盲點(Bercusson, 1996; Hepple, 1997)。若是透過勞動基準設定

                                                        
21 但是，基本工資的設定若是過高，反而會降低就業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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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量裁員解僱的程序標準和工作損失的補償，可以將這些因大量裁員所引

起的外部成本，由雇主加以內部化。 

並不是所有的國際勞動基準都直接涉及金錢性成本。Freeman (2002)將國

際勞動基準分成三個部分： 

核心性基準(core standards)，是有關基本勞動權的部分，包括強制勞動

（No.29和 No.105）、組織權（No.87和 No.98）、協商權（No.98）、就業歧視

（No.100和 No.111）； 

爭議性基準(arguable standards)，是指受到質疑最多的部分，包括童工最

低年齡（No.138）； 

金錢性基準(cash standards)，是指牽涉到金錢支付的部分，包括最低工資

（No.131）、最低休假天數（No.14）等。 

以他的歸類方式而言，ILO所公佈的七項國際核心勞動基準，絕大部分牽

涉到基本勞動人權，僅一項童工最低年齡（No.138）是受到最多質疑的。事實

上，目前 ILO 所公佈的七項際核心勞動基準中，有六項已經被超過 120 個國

家簽署，普世化的遵守(universal adherence)。這些核心基準，不僅將不會改變

開發中國家正當性的比較優勢，而且也可以避免最極端型態的割喉式

(cut-throat)競爭和剝削(ICFTU, 1999: 34; Tonelson, 2000)。因此，全球化經濟體

下，國際貿易的進行與跨國資本的移動，必須建立基本的遊戲規則，在這個遊

戲規則之上，國際貿易夥伴間可以避免以犧牲勞工的核心權益，走向毀滅式競

爭，也可以謀取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 

參、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趨勢 

國際上，在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做法上，可歸納出兩個主要的方式：一是

「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途徑，對抗國家，乃要求國家必須向國際間

的國際貿易規範低頭，制定相關勞工立法，並確實執行；二是「消費者主權」

(consumers sovereignty)途徑，對抗資本，乃是由民間社會的社團喚起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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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價值，進而迫使企業再進行國際貿易時，必需遵守國際勞動基準。22必須

要強調者，沒有單一套制度性方案可解決國際勞動基準的執行問題，應該以上

述兩種途徑為基礎，對抗國家與對抗資本彼此交互運用，才能強化推動國際勞

動基準的執行。因此，表五所示的，乃是達到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目的，廣泛

被採用的綜合模式。 

表五 以貿易為手段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途徑23 

途徑 做      法 

國家主權途徑 

全球層次：如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貿易組織(WTO) 

區域層次：如歐洲聯盟(EU)、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個別國家層次：如美國 

消費者主權途徑 

消費者團體：如地毯標示運動(Rugmark campaign)、乾淨衣服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血汗工廠運動(Sweat shop campaign)。 

民間社會（人權）團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國際勞動權益基金

會(ILRF)、全球交易中心(Global Exchange)。 

工會組織：如國際自由工聯(ICFTU)、歐洲工會聯盟(ETUC)。 

一、國家主權途徑 

如表五所示，採取國家主權途徑，企圖向國家施壓的方式，迫使修法、重

新立法或調整國內勞工政策，以達到遵守國際勞動基準的目的，可分為三個層

次：一、全球層次(global level)；二、區域層次(regional level)；三、個別國家

層次(national level)。 

 

                                                        
22 如前面曾討論過的，有學者認為，國際勞動基準可視為是公共財，也可被視為私人財。若為公共財，則

可透過國家政府介入的管道落實；若為私人財，則透過標示與資訊散佈的方法，結合消費者的道德價值

與企業倫理予以落實。但是，在此並不區分何者為公共財，何者為私人財。 
23本表的整理，是根據文獻資料(Cf. Compa, L. and Tashia, H.-D., 1995; Elliott and Freeman, 2002)、新聞媒體、

社會運動網站、以及國際勞工運動網站中，找出目前廣泛被運用的實際執行方法，分析歸納出兩個途徑，

然後，在將不同途徑中最為活躍和積極的國際性組織或運動團體發掘出來，進而整理出表二。因此，這

些組織或團體皆有相當的國際能見度。 



中山管理評論 

 ～731～

(一) 全球層次 

在推動國際勞動基準的全球性組織中，以國際勞工組織(ILO)、世界貿易

組織(WTO)兩者最為重要。 

1.國際勞工組織 

如前所述，於 1919年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ILO)，是推動國際勞動基準的

重要機構之一。該機構揭櫫一個重要的原則：勞工不應單純地被視為是商品。

這個原則一直是 ILO 努力實踐的目標。ILO 透過所通過的國際勞動公約和建

議書，由聯合國的各會員國簽字後對簽約國發生效力。就內容而言，ILO的規

範緩慢但穩健地在數量和範圍上增加，種類非常多，且涵蓋諸多主題。但是，

所採用規範的基準通常是最低的。就適用和執行而言，雇主、勞工和政府三方

共同參與的原則，增加了勞動基準規範獲得 ILO 之機構同意的可能性，以及

強化了國際勞動基準的正當性。 

但是，國際勞動公約的簽署，不是一個檢驗個別國家確實落實勞動基準的

正確指標，因為多國家雖然簽署的國際勞工公約，但是卻沒有實施。24因此，

為了強化國際勞動基準的落實，ILO也設立了監視、訊息傳遞、以及技術協助

等機制。除此之外，ILO 的秘書處一直企圖將勞動基準與國際貿易結合在一

起，以作為具體執行核心勞動基準的目標。 

如前所述，1998年 ILO舉辦年會，由政府、勞工和雇主代表簽署一項重

要歷史文件，「勞動的基本原則與權利之宣言」(a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這個宣言使 ILO的會員國很清楚地知道，它們

有義務遵守七項核心勞動基準，而且 ILO 也有義務運用憲章上、運作上和預

算上的資源，協助會員國達成這些目標。同時，必須鼓勵其他的國際組織支持

ILO的行動。在宣言的附則(follow-up)，賦予 ILO新的權力，監督會員國在執

行核心勞動基準的表現。25這項新的權力，代表著 ILO在因應全球經濟自由化

的能力之進一步強化(Grace, 2000: 1-2)。ILO也將首次調查各國的勞動基本權

概況（包括尚未簽署相關的公約），並將由秘書處負責每年公佈「全球報告」

(a Global Report)，說明國際勞動基準在各國的執行情況，產生道德壓力。但

                                                        
24 OECD (1996: 37-70)所出版的報告中分析了核心勞動基準在 75個國家中被遵守的情況，發現有這樣的事

實。 
25 美國對於 ILO新增的這項各國核心勞動基準審查權，表達高程度的支持之意，也已經捐助了二千萬美元

給 ILO，以協助其會員國批簽署核心勞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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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ILO1998年宣言之附則機制(follow-up mechanism)中，並未對於持續性

不尊重有關核心勞動基準公約和建議書的國家，提供任何的程序或機制，以解

決這類問題。因此，也有批評指出，ILO都沒辦法要求自己會員國遵守國際勞

工公約，卻要求 WTO 提供對話平台，促使以國際勞動基準作為貿易規範

(Freeman, 2002)。 

2.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 是一個具有法律和制度性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提供政府如何制定和執行貿易法規一個契約性架構 (contractual 

framework)，也是國家間透過討論、協商和共識所展開之貿易關係的一個平台

(platform)(ICFTU, 2000: 52)。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WTO扮演的角色

就像是一個驅動馬達，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互為股肱，均為打破貿易障礙，

促進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如前所述，諸多工業化國

家的勞工團體，以及國際性的工會組織，如國際自由工聯(ICFTU)和歐洲工會

聯盟(ETUC)，皆不斷要求 WTO 的貿易規範中能夠納入保護勞工和勞動基準

的「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s)。但是，卻遭遇到來自開發中國家和第三世界

國家的強力反對。因為這些國家擔心工業先進國家會以WTO下的「社會條款」

或「勞動基準」為藉口，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妨礙貨物的自由競爭。儘管目前

在歷年WTO的年會中皆由於拒絕將社會性議題納入WTO的架構下討論，認

為WTO是各國貿易對話的主要平台，不適宜談論國際勞動基準，而引起激烈

的暴力流血暴動和示威。但是，WTO真的不適合作為推動勞動基準的組織嗎？ 

事實上，WTO在過去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時代，至少有三個條文允許將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掛勾，茲分

析如下(Brown, 1999: 4-6)： 

第二十條「一般例外規定」(General Exceptions Provisions)是經常被引用來

允許貿易限制的情況，該條允許會員國政府限制貿易以保護「公共道德」(public 

health)和「人類生命與健康」(human life and health)，譬如：可以該條規定限

制監獄副所製造產品的出口。 

第二十三條「無效與損害的規定」(Nullification and Impairment Provisions)

中有關傾銷的事實，當有會員國以壓制出口工業之勞工權益，被認為是構成「社

會傾銷」(social dumping)，該條文則會被啟動。 

第三十五條「退出規定」(Opt-out Provisions)，允許目前的會員國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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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拒絕將 GATT的特權擴張到其他會員國。 

在WTO的架構下，設有「貿易政策審查」 (the Trade Policy Review, TPR) 

機制，目的是增加貿易政策的透明化和了解，對此議題激發公眾和跨政府的辯

論，以及評估有關世界貿易體系政策的效果。大的貿易夥伴，如歐洲聯盟、美

國、日本、和加拿大，大約每兩年審查一次。次要的國家，大約每四年審查一

次。其餘的國家，每六年審查一次。歷年來，國際自由工聯(ICFTU)主動提供

各國遵守核心勞動基準的調查報告，呈給 WTO 的「貿易政策審查機制」，以

鼓勵WTO將核心勞動基準視為是貿易相關(trade-related)議題，而將之納入辯

論的議程中(ICFTU, 1999: 52-3)。 

(二) 區域層次 

區域層次中，比較活躍的組織有三個：歐洲聯盟(EU)、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1.歐洲聯盟(EU) 

歐洲聯盟為避免經濟統合後，擔心各會員之間因為貿易自由化引發經濟自

由競爭的流弊，便制定了基本社會權的規範，要求凡是簽訂多國貿易協議的各

會員國必須切實遵守。這些歐洲社會權的規範也是植基於國際勞動公約或建議

書，主要包括歐洲社會憲章，以及歷次的歐盟就業高峰會議。 

1989 年的社會憲章包含了十二項基本的社會權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乃歐盟架構下的國際勞動基準：移動的自由、公平就業與報酬、生活

及勞動條件的改善、社會保護、結社與集體協商的自由、職業訓練之權、兩性

平等對待、勞工的資訊權、諮商權與參與權、工作場所的健康、保護和安全、

孩童及青少年保護、老人退休後的生活水準、改善殘障者的社會生活和職業。

這些由歐盟頒定的歐洲勞動基準，要比 ILO 所頒布的範圍更廣，更具有強制

力。 

1989 年的社會憲章為基本權利作了宣誓性的架構。它雖沒有法定的效

力，但希望能指導歐洲在社會面向的一致性，而且最初的社會憲章中，有一個

含四十七項具體做法「社會行動計劃」(social action plan)，用來執行社會憲章

中所揭示的原則，但具體執行手段是歐洲理事會的「指令」(Directive)。歷年

來，歐洲聯盟為減緩歐洲統合後，對社會面向可能產生衝擊，制定了許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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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影響力較為大者有四項： 

1975年的「大量裁員指令」(the Collective Redundancies Directive)，主要

的目的是降低企業再造和資本移動的社會後果，該指令要求各會員國必須立法

保護關廠和大量裁員時勞工的資訊權、諮商權、以及主管機關縮短或延長裁員

生效期間的規定。 

1977年的既得權指令(the Acquired Rights Directive)，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

勞工既有權利，因雇主企業轉讓和併購的行為，而受到不利待遇，使雇主在歐

洲共同市場中，有公平的遊戲規則可遵循。 

1990年的勞動工時指令(the Working Time Directive)，主要目的是避免各

成員國向下競爭，影響勞工健康和安全，因而規定每日的最低休息時間至少事

實一個小時連續的休息，每週的最低的休息時間是二時四小時連續休息，每週

最長工時為四十八小時（變形工時最長四個月），以及每年的有四個星期的帶

薪年休。為了落實這些規定，該指令要求各國必須由勞工代表進行監督。 

1994年的勞動資議會指令(the Works Councils Directive)，該指令要求各會

員國中企業僱用 1000名員工，或設於不同會員國至少兩個公司且每一個至少

僱用 150個員工之跨國企業，必須設立歐洲勞動資議會，以提供各個子公司的

勞工代表（歐洲勞動諮議員）集合在一起，與企業管理階層諮商的機會，諮商

的主題包括企業組織架構、經濟和財政狀況、未來發展業務、生產和銷售的情

況、引進新技術的方法、企業的變革（轉讓、併購、關廠等）。 

對於歐盟所制定的這些「指令」，各會員國必須在一定期間內依其國內制

度轉成國內勞工法的型態，若未能限期立法，則以歐盟的指令直接成為該國的

規定。當然在推動這些指令時，各國政府若有違反時，可向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提出控訴。27 

除此之外，對於歐盟在與其他國家的國際貿易上，自 1995年元月一日開

始實施「一般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任何國家縱容強

                                                        
26根據歐洲各項條約(主要是 1957年的羅馬條約、1986年的單一歐洲法、以及 1992年的馬斯垂克條約)的授

權，所制定出來的歐洲勞動政策，依其效力強弱，可分為條例(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決定

(Decision)、建議(Recommendation)與意見(Opinion)。 
27 英國政府曾因對「勞工代表」之認定，被認為是違反「大量裁員指令」，結果被歐洲法院要求限期更正

的情況發生，請參見(Bercusson, 1996: 225)。案件編號 Case 382/92: [1994] ECR I-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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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勞動，或出口貨物是由監獄犯所製造的，可能會面臨以取消「一般優惠關稅」

的貿易制裁。當有會員國、或相關人士、或機構提出時，由歐洲的執委會負責

爭議案件的調查。在程序上，必須要經過至少一年的調查，且歐洲理事會的特

別多數決，才能夠將貿易制裁付諸實施。歐盟首次動用「一般優惠關稅」制裁，

是在 1997年針對緬甸軍事政府縱容強制勞動，此一行動中，歐盟執委會把貿

易和核心勞動基準連結起來，發展雙邊的貿易關係。但是，在同年，對於巴基

斯坦強制僱用童工的指控，歐盟執委會的調查顯示，巴國政府有意願採取具體

步驟改善此類違反勞動基準行徑，因而未凍結其「一般優惠關稅」。 

2.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根據 OECD於 1960年十二月由會員國於法國巴黎簽訂的公約第一條，宣

示 OECD 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促進會員國高度的經濟成長、就業、以及生

活水準的提高。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會員和非會員國之正常的經濟擴

張作出貢獻。三、在多邊、沒有歧視的基礎上，絡守國際義務，為世界貿易的

擴張作出貢獻。OECD的創始會員國有奧地利、比利史、加拿大、丹麥、法國、

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瑞士、土耳其、英國、以及美國等國。此後，陸續加入的國家有日本(1964年)、

芬蘭(1969 年)、澳洲（1971 年）、紐西蘭（1973 年）、墨西哥（1994 年）、捷

克（1995年）、匈牙利（1996年）、韓國（1996年）等。 

根據 OECD 部長會議於 2000 年新修正的「多國籍國企業指導」（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中，要求各會員國政府努力創

造一個投資環境，使各國得跨國籍企業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能兼顧社會

和環境的進步。在該「指導」中，明文要求各多國籍國企業尊重勞工被工會代

表的權利，在團體協約簽訂的過程中協助勞工代表，賦與勞工的資訊權、諮商

權以及合作的權利、提供與母國相近的就業和勞資關係的標準、確保廠場中的

職業安全衛生、大量裁員和關廠時的社會責任。雖然這些指導對跨國企業沒有

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OECD以同儕監督方式，督促各會員國信守有關國際

投資和多國籍企業的宣言。因此，也是採取揭露各國實施情況報告的方式，試

圖由道德上的壓力迫使各國遵守，但成效似不如預期，最嚴重的違反個案以韓

國為甚。韓國於 1996加入 OECD之際，誓言修改國內勞工法以符合 OECD所

要求的國際勞動基準。但是，加入後不久，便藐視 OECD 入會時的承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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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份通過法律凍結韓國工會的罷工權，一直到 2000 年為止。28在這

個凍結工會罷工權立法通過後，已有超過六十名工運幹部因工會活動而被監

禁。 

3.北美自由貿易區 

1992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是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經濟整合的一個里程碑。但

是，由於未將國際勞動基準事項放入協定的內容中，引起美國總工會(AFL-CIO)

的嚴重關切，以及結合其他們間團體四處遊說，因而三國又簽訂「北美勞工合

作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NAALC)，以作

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副約(a side agreement)。 

「北美勞工合作協定」支持三國在進行貿易時，必須遵守勞工權益的保護

規定。它所包含的有十一項國際勞動基準：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罷工權、

強迫勞動之禁止、就業歧視之消除、兩性同工同酬、締約國移民勞工之保護、

最低僱用之基準（含最低工資與加班費之最低標準）、兒童與青少年勞動權利

之保障、職業災害和職業病之預防、職業災害和職業病之補償。在保護最低就

業基準的領域上，最高可處罰二千萬美元，但是，對於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權

上，卻沒有有效的執行機制。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和新力公司(Sony)

都曾因為將參與工會活動之勞工解僱（不公平勞動行為），而未能使其復職，

而被處以罰款。 

儘管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實施，使美加墨三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均有增加，但

「北美勞工合作協定」卻未能達到工會運動團體所預期的目標。該協定雖然包

括十一項勞動權益的保障，但是，在執行層面卻缺乏強制力，僅有醫療、安全、

童工、最低工資等爭議，可以訴請仲裁，仲裁結果具有拘束利和強行力。仲裁

程序的潛在缺陷，是冗長的法律爭辯，耗日費時，常需數年才能結案。 

(三) 個別國家層次：美國為例 

雖然美國批准國際勞動公約的數量相當少，但美國一直是以貿易手段推動

                                                        
28 該項修法凍結工會罷工權的事件引起國際勞工運動極力譴責，原因是為了通過該立法，執政黨所長控的

國會在清晨六點中集會，在反對人士均無出席的情況下，十分鐘內即通過修法。這引起韓國近年來最大

的工潮，工會呼籲全國總罷工、更進行街頭示威遊行，引發流血暴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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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動基準最為積極的代表國家。29美國歷任總統雷根、老布希、克林頓、

以及小布希，一直處於在美國工會強大的壓力下，要求採取強硬立場去反對社

會傾銷。歷年美國在檢討與中國之間的的特別正常貿易關係(PNTR)上，人權

議題也一直是美國政府關切的焦點。實際上，沒有國家像美國在國際貿易的領

域和最低勞動基準上，採取如此影響深遠的作法。美國自 1983年起其貿易和

投資政策，都和勞動人權議題緊緊相扣。美國政府採用「一般優惠關稅」(the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制度，對於任何國家「沒有採取步驟提

供勞工國際上所認可的勞工權」，美國政府將會對這些國家從免稅優惠的名單

上剔除。美國所界定的「國際上所認可的勞工權」，比 ILO所界定的差別不大，

可分為五項：一、結社自由；二、組織和集體協商權：三、任何型態之強制或

強迫勞動的禁止；四、僱用童工最低年齡的建立；五、可接受的勞動條件（有

關最低工資、工時、與職業安全衛生）。 

除了著名的「一般優惠關稅」之外，美國尚有三個重要措施被運用來推動

國際勞動基準。 

1985年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the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提供美國投資者到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之保險。但是，它只提供保險給

投資於採取步驟貫徹並執行「國際上認可之勞工權」的國家。 

1988年起，美國貿易代表署成立多「多元投資保證機構」(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被要求要運用影響力去檢視，是否國家已

經採取步驟貫徹並執行「國際上認可之勞工權」，以作為考量借款和給予保險

的依據。 

是 1988年貿易法之第 301條授權美國總統審視某一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否

來自於對「國際上認可之勞工權」系統式的否定，以認定是否構成不公平貿易

行為，進而發動報復行動30。 

基本上，美國所運用的做法是以賦予「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的權利，

要求美國的貿易夥伴必須遵守勞動基準的規定。美國政府對「一般優惠關稅」

的審查，主要是審視「國務院各國人權措施年度報告」(the State Department 

                                                        
29 美國一方面不願批准國際勞動公約，另一方面卻以國內立法的方式貫徹國際勞動基準，這樣的兩面做

法，被許多國家認為是貿易保護主義在作祟。 
30 這就是美國著名的「301條款」，台灣過去常被美國列為報復名單，但是，近年來台灣勞工法不斷的修正，

這方面的制裁壓力已獲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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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報

告，以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對「一般優

惠關稅」決定之經濟效果評估。美國已經成功地運用「一般優惠關稅」對一些

國家進行挑戰，包括斯里蘭卡、薩爾瓦多、多明尼加、瓜地馬拉，重新制定相

關的勞工法，確保國際勞動機準備具體執行。31因此，美國的「一般優惠關稅」

是一個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強大武器。 

但是，也有研究質疑美國「一般優惠關稅」的審查過程，充滿政治經濟思

考，而非單純以國際勞動基準唯依歸。Frundt (1998)認為有能力提出完整調查

報告而申請審查的組織，都是大型組織，如美國總工會(AFL-CIO)和國際勞動

人權基金會(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但是這些大組織提出申請常是出

自於國際主義者關切人權被濫用，被認為是「官方勞工運動中的領有高薪的國

家主義者」，因保護主義的理由支持審查的申請。Tsogas (2000: 357-8)發現，

一些被美國終止一般優惠關稅」的國家，不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尼加拉瓜、

敘利亞），就是貿易量少的國家（羅馬尼亞、巴拉圭、緬甸、中非共和國、賴

比瑞亞、蘇丹）。除此之外，即便是申請案已被接受，即將被調查的國家政府

可運用遊說，或承諾制定一些新立法（但不需保證會執行），便可足夠讓美國

宣佈，調查中的國家「正採取行動」遵守「國際上承認的勞動基準」，而暫時

解除制裁危機。 

二、消費者主權途徑 

採取國家主權途徑，企圖向國家施壓，以求切實遵守國際勞動基準的方

式，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錯綜複雜的全球化市場中，仍有缺陷和死角。譬如，

在歷年美國國務院與勞工部發布的人權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紀錄（包括勞動人

權）給予相當差的評價，而且在 OECD(1996)對結社自由程度的評比中，中國

也被列為最差的「第四級」，與印尼、埃及、坦尚尼亞一樣，同被認定是沒有

結社自由的國家。32但是，中國是經濟貿易大國，由於擁有充沛廉價勞動力與

全球大型的消費市場，屢次皆沒有被列為美國貿易制裁對象。對此央央大國，

                                                        
31 但是，當美國的壓力解除，許多國家可能會忽略了這些要求。 
32 第一級國家是指完全遵守 ILO公約，包括絕大部分的 OECD國家（墨西哥和土耳其除外）、及巴哈馬、

以色列、馬爾他等非 OECD國家；第二級國家是指雖對結社自由限制，但仍可組織自主工會，包括阿根

廷、巴西、印度和香港等十八國；第三級國家是指國家嚴格限制工會的籌組，政治介入工會運作，工會

難以維持自主性，包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台灣等二十多國；第四級國家指完全

無結社自由，包括中國、埃及、印尼、伊朗等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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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國家主權途徑，難以達到既定目標(Freeman, 2002)。因此，當要求國家制

定勞動市場規範的路徑無法達成，可以將國際勞動基準當成是私人財(private 

goods)，而運用以價格為基礎(price-based)的機制來推動(Stern, 1998: 9)。消費

者主權途徑，便是以價格手段對抗資本，迫使跨國資本基本本身的企業形象與

品牌形象受損，或是在消費者主權的監督下，擔心喪失貿易機會，因而將國際

勞動基準內化成為企業之勞動管理標準，並接受社會稽核(social audit)。33 

如表五所示，以消費者主權途徑來實踐國際勞動基準的團體，並非僅由國

際性工會運動主導，如國際自由工聯(ICFTU)、歐洲工會聯盟(ETUC)；它更結

合了消費者團體運動，如地毯標示運動(Rugmark campaign)、清白衣服運動

(Clean Clothes Campaign)、血汗工廠運動(Sweat Shop Campaign)；以及民間社

會（人權）團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全球交換中心（Global 

Exchange）、勞動人權運動(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 ILRF)。因此，在迫使跨國資本遵守國際上

所承認的勞動基準上，傳統的國際勞工運動組織，必須聯合具有相同目標和使

命的民間社會 (civil society)團體，行成一個執行和監督網絡 (monitoring 

network)，共同奮鬥。在全球化的經濟體制下，為了對抗跨國資本流動，傳統

的只由工會領導勞工抗爭的「勞工團結模式」(workers’ solidarity model)已經不

足以勝任，必須提高到國際層次，並轉向與民間社會結合，凝聚成「國際社會

團結模式」(internationally social solidarity model)，才能發揮強大作用。 

在國際社會團結模式下，以消費者主權為手段，迫使企業實施國際勞動基

準的做法上，有四個重要的趨勢：一、是推行國際勞動檢查；二、是推動國際

性集體協商；三、是運用主題式運動(thematic campaign)策略；四、是要求善

盡企業倫理(enterprise ethic)，茲分析如下： 

(一) 推行國際勞動檢查 

傳統的國際勞工運動上，當資本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時，是採取所謂「跟

蹤工作」(follow the work)的做法，由工運幹部跟隨著資本的腳步，到新投資

設廠的地區，籌組工會，進行勞工教育，以防止資本再度對勞工進行剝削和壓

榨(Mazur, 2000)。但是，隨著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擴大，這種傳統做法已經難以

應付，特別是資本移動到一些根本限制結社自由的國家，如中國和埃及。為了

解決傳統抗爭方法的困境，改良式的做法是設法直接與跨國公司簽約，雙方約

                                                        
33 這種透過消費者主權途徑，主要是對付的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mpanies)，以及其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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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須要遵守國際勞動基準，特別是委外(subcontracting)製造的過程中，必須

確保外包廠的管理一切均符合國際勞動基準的要求。總部在美國的國際勞動人

權基金會(ILRF)，長期致力於全世界勞動人權的維護工作，近年來與許多大品

牌公司簽訂落實勞動基準的合約34，如耐吉(NIKE)、銳跑(Reebok)、愛迪達

(Adidas)、李維(LEVIS)、迪斯耐(Disney)、黛安芬(Triumph)等，要求這些名牌

公司不得違反 ILO所定之國際勞動基準，也必須要求其外包商遵守同樣標準。

同時，為了確保此類合約被這些名牌公司確實遵守，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可以

指派獨立的團體進入廠區時實施勞動檢查。台灣上市上櫃的公司中，有不少是

這些名牌公司的代工廠，譬如：年興紡織承製李維牛仔褲、豐泰和寶成承製耐

吉、寶成也為銳跑代工。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挑定台灣勞工陣線，協助監督

(monitor)和檢查(inspect)上述知名品牌之代工廠是否有切實遵守國際勞動基

準。除了台灣之外，目前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所推動進行的計劃，包括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印尼等，共五個國家。35也都委託當地具獨立性

的機構進行勞動檢查。 

勞動檢查機構的挑選，必須考慮其獨立性和可信性，因為同樣是委託給所

謂「獨立的第三機構」進行檢查，仍然會有一些程度差別的問題。譬如血汗工

廠運動中，常被指定為獨立檢查機構的「勞工人權聯合會」(Worker Rights 

Consortium, WRC)被喻為親勞方的組織，而「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則被指為替資本家掩飾惡行的組織。 

(二) 推動國際性集體協商 

透過國際性集體協商，也是迫使跨國公司遵守國際動機準的重要方法。歐

洲工會聯盟(ETUC)結合來自三十四個歐洲國家的七十四個會員組織，以及十

一個歐洲產業聯盟(European industrial federations)，是一個代表全歐洲六千萬

勞工，內部團結，但是多元的工會。在歐洲執行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f 

European Union)正式承認的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之後，歐洲工會聯盟便與其

歐洲雇主組織的對口單位，簽訂跨部門(cross-sector)的歐洲架構協約(European 

framework agreement)，包括親職假、部分工時工作、以及定期契約工等屬於

歐洲勞動基準層面的協議。這些協約締結過程，因具有歐洲社會夥伴自治意

義，皆已被歐洲的立法部門歐洲部長理事會(the Council of Ministers)同意接

                                                        
34 這些名牌公司的產品通常委託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代工，它們之所以願意和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簽約，除

了國際勞工運動的壓力外，也因消費者意識抬頭，使該基金會有著力點介入。 
35 進一步資料，可參閱 http://www.laborrigh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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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成為歐洲勞工法體系的一部份。 

在推動國際勞動基準上，為取得權歐洲層次工會的協調(co-ordination)，

歐洲工會聯盟擬出共同的架構性協約原則，以供其會員工會再進行集體協商時

的重要依據(Marginson and Sisson, 1998)。譬如，歐洲工會聯盟於 2002年三月

於羅馬召開的「2002 集體協商會議」中，通過「集體協商共同目標指導」

(Guideline for Common Collective Bargain Objectives) 的決議。該指導乃是一種

協調性集體協商的政策(co-ordinate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licy)36，除要求各會

員工會必須施壓於全國性雇主組織，以進行歐洲的集體協商或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也設定勞動基準的協商架構，包括工資的增加應該至少相當於通貨

膨脹和全國生產力，基本工時整年不得超過 1750小時，強化職業訓練計劃等。 

以歐洲個別產業的集體協商，要屬「歐洲金屬工人聯合會」(European 

Metalworkers’ Federation，EMF)所進行的該產業之跨歐洲集體協商的「協調」

策略最為進步(Gollbach and Schulten, 2000)。該會形成跨歐洲的集體協商的網

絡(network)，結合比利時、荷蘭、法國、和德國的金屬業別勞工之工會，由歐

洲金屬工人聯合會扮演協調角色，避免各國為求競爭力降低勞動基準，而反映

在集體協商上。 

擁有二千萬會員之「國際化學能源礦業暨一般工人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emical, Energy, Mine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s, ICEM)分別

與相關產業的公司簽訂跨國性團體協約，以推動國際勞動基準確實在企業內執

行，並確保 ICEM與其會員工會有權利監督這些協約的執行。37以它們所簽訂

的跨國性團體協約的內容而言，含括工會權與其他人權、健康安全與環境、資

訊權、以及職業訓練等。在該協約的執行上，要求公司管理高層必須與工會代

表每年會面，以檢討協約的執行情況，且公司必須提供相關資訊給工會代表，

譬如公司有關就業與職業安全衛生的政策，公司的經濟和財務慨況與業務發

展，訓練事項，影響工會權利運作之議題等。從工會與這些公司的集體協商不

斷的在進行，且有更新或延長協約的情況，可見透過跨國性集體協商的做法，

                                                        
36 這種協調性集體協商政策，被 ETUC認為是邁向歐洲工業關係體系的重要步驟，並在 ETUC於 1999年

七月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Helsinki)舉辦的法制大會 (Statutory Congress)中，取得共識。參見

www.etuc.org/EN/Decisions/Congress 
37 這些簽約公司，包括多國籍 Statoil集團遍布全球 23 國，僱用一萬七千名員工；在 1998 簽約且在 2001

更新協約；多國籍 Freudenberg集團於全世界 40幾個國家僱用三萬名員工，在 2000年簽約，並在 20002

延長協約；多國籍 Endesa 集團在全球僱用約二萬八千名員工，於 2002 年首度簽約。詳細資料，參見

http://www.icem.org/agreements/agrindex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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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國際勞動基準落實到企業中的一個重要方法。 

除此之外，國際營建與木材工人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ilding and Wood Workers (IFBWW)與全球最大家具零售連鎖商意奇亞

(IKEA)，也在 1998年簽訂有關保護國際勞動基準的團體協約。在這個協約之

下，IKEA將要求供應商(suppliers)至少遵守國家立法和團體協約，同時，供應

商必須在從事生產活動時，遵守 ILO 之公約和建議書。在這個團體協約中，

由資方指派的兩名代表與工會指派的兩名代表，成立監督小組(Monitoring 

Group)，可到供應商的廠場視查並了解相關事實，每年視察兩次。監督小組訪

視過的供應商，包括 1998年到瑞士和斯洛伐尼亞，1999年到匈牙利和羅馬尼

亞，2000 年到波蘭和泰國。根據其訪查報告，各國供應商大體上皆能按照團

體協約中之規定具體國際勞動基準。38 

(三) 採用「主題式運動」策略 

目前勞工運動團體、消費者團體、以及民間社會（人權）團體所採取的抗

爭策略中，也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發展主題式運動策略，結合所有國際性社

會（勞工）團體，共同監督和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落實。地毯標誌(Rugmark )

的商標是 1980年代中期由「無童工地毯製造者協會」(the Carpe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Without Child Labour)在印度註冊。這個商標保證消費者所購買的

地毯絕不是不合法的童工所打製的，保證所有勞工至少被支付最低工資，且僱

用勞動檢查人員仔細檢查所有勞動基準。這個地毯標誌活動獲得許多民間社會

（勞工）團體的共鳴，因此，採取「地毯標誌」(Rugmark)為主題，作為反非

法童工和強制勞動的運動象徵。 

相同地，「清白衣服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的基地是在荷蘭，但

仍擴展到其他國家。這個運動的構想認為，零售商和品牌公司應該要為產品製

造過程的勞動條件負責。因此，直接鎖定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如班尼頓

(Benneton)、蓋普(Gap)、迪斯耐(Disney)、華爾瑪(Wal-Mart)等，作為抗爭運動

的對象。當然，這個以「清白衣服」為主題的運動，所代表的是衣服的生產過

程（由外包商製造），必須要符合國際勞動基準的要求。另外，一個非營利性

的機構，「全球交易中心」(Global Exchange)也發起主題式運動，主要是針對

第三世界農業勞工人權的保障，其中有「巧克力運動」(Chocolate Campaign)、

                                                        
38 IFBWW 與 IKEA 所簽訂之有關勞工權和勞動基準的集體協商內容，以及四人監督小組歷年來視察的各

國供應商之報告，皆可在該國際性工會的網站取得。請參見 http://www.ifbw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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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運動」(Banana Campaign)、「咖啡運動」(Coffee Campaign)，目的是希

望喚醒消費者注意所購買的農產品，可能是在不法童工、強制勞動、偷渡移民

勞工、超低薪資和長工時的情況下，進行生長採收和加工。因此，呼籲消費者，

「當你們要吃棒棒糖時，花一下子的時間想想看巧可力來自何處，如果你知道

的話，它的味道嚐起來或許將不再甜美」。39 

「血汗工廠運動」(Sweatshops Campaign)也是一個主題式的運動，主要的

策略是採取實際行動，呼籲消費者拒絕購買來自違反國際勞動基準之工廠的產

品，進而迫使跨國跨國企業改善勞動條件與勞動人權，並接受獨立自主的社會

稽核（主要是勞動檢查）。有幾個知名的組織，也以這個主題進行運動，包括

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 (ILRF)、針織貿易產業暨紡織雇員工會 (Union of 

Needletrades, 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 UNITE)、以及由美國大學校園學

生組成的「反血汗工廠聯合學生會」(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40。因

此，這運動是結合工會、消費者、學生、民權與婦權團體，來打擊全世界的血

汗工廠。 

(四) 要求善盡企業倫理 

國際勞動基準的推動，也可以透過要求善盡企業倫理的方式來達成。在消

費者意識抬頭後，企業必須善盡本身對社會的倫理責任，以維持或形塑有利的

企業形象。基於此，國際勞工運動團體與民間社會組織聯手，常以國際勞動基

準為內容，監督和稽核企業的作為是否有違企業倫理。因此，有三種方式常被

採用： 

企業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大部分是由企業自行設定，與集體協商

的方式顯然不同。事實上，許多大品牌公司為了顧及企業形象與公益色彩，會

主動設定企業行為準則，由於這些準則是屬於自願性質的，常缺乏適當監督和

信賴機制。據國際商業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統計，在

2000 年共有超過四十個企業行為準則存在，用來治理全球性企業(global 

corporations)的行為(Aaronson, 2001)。但是，企業行為準則是萬靈丹嗎？清白

衣服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委託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KCIC)所做的

                                                        
39 參見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cocoa/background.html 
40 這個學生運動是近幾年來最動態的學生抗爭活動，因為該學生會發現他們的大學每年製造印有大學校徽

之衣服，具有高達二億五千萬美元的利益，因此，要求各大學與廠商簽訂「反血汗工廠條款」，包括合理

的工資、勞工組織權、全面公開工廠相關資訊（含員工姓名和薪資、承包商名單）、以及獨立的檢查機構。

詳細資料，可參見 http://www.usas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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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指出，很多跨國公司自行規定「企業行為準則」的主要目的，是要來

取悅消費者，它的本質是空洞的。雖然這些公司也會自掏腰包聘請社會稽查員

(social auditors)、人權團體、教會團體，進行所謂的「獨立監督」(independent 

monitoring)，但是，缺乏勞工參與的獨立監督，是無法被接受的，公信力是受

到質疑的(Kwan, 2000)。 

「企業的勞工人權原則」：由工會推動，交由企業簽署同意書。1999年美

國幾各重要的勞工（民間社會）運動團體，包括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全球交

易中心(Global Exchange)、公平貿易基金會(Fair Trade Foundation)、血汗工廠

監督(Sweatshop Watch)等，鑒於中國勞工人權問題嚴重，且美國政府又沒有能

力貿易制裁或報復，因此，擬定「美國企業對中國勞工人權的原則」(the US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Human Rights of Workers in China)41，要求到中國投資的

美國企業必須簽署，以示願意將國際勞動基準落實在中國的代工廠。這種推動

模式與跨國集體協商也截然不同，這是由勞工（民間社會）團體聯合發起，而

要求到海外投資的企業集團簽署支持，因此，企業違反當初簽署的承諾書時，

並無法律強制力。 

企業「社會責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SA8000)的國際認證：由於

各個企業所自訂的行為準則，內容與範圍深淺不一，實施標準也不同，因此，

社會責任國際公司(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發展出 SA8000的認證，

以推動國際勞動基準。SA8000 所界定的企業應善盡的社會責任含括七個類

別：童工、強制勞動、健康安全、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權、歧視、懲戒行為、

工時、以及報酬等。獲得認證的企業，除必須確保本身持續遵守社會責任之外，

也要求其審核供應商和外包商的確實遵守社會責任的紀錄。SA8000也要求企

業必須從非管理人員中挑出勞工代表，負責與管理階層溝通上述基準的事項。

企業為了爭取國內外訂單，強化企業能見度，有求在跨國企業的垂直和平行分

工體系中，取得進入市場的機會，SA8000是一個重要通關口。 

若進一步歸納分析，在自由貿易和勞動基準糾葛之中，公司履行企業倫理

的方法，可分成兩個，一、內部制約(internal regulation)：是由代表股東

(shareholders)利益之內部組織（如董事會與經理人）所發動的；二、外部制約

(external regulation)：是由代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除了股東之外，更包

                                                        
41 該原則的主要內容，包括不將貨物交由強制性勞工和監獄犯生產、提供符合勞工基本需求得工資、信守

中國勞工法所規定的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確保勞工職業安全衛生、沒有差別歧視待遇等。詳細內容，

請參見 http://www.laborrights.org/projects/china/busin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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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勞工、消費者、社區、環保者、承包商等）之外部組織所發動的。 

以內部制約手段，要求自己履行企業倫理的方法，曾經涵蓋一些主要知名

的跨國公司和品牌商，譬如Wal-Mart、Next、Nike、Reebok、Marks & Spencers、

Burton、Monsoon、John Lewis、River Island、Tesco、The Gap等。由於這樣

的企業倫理作法，是採取內部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的方法，由於缺乏外部獨立

監督，而可能淪為跨國公司博取消費者信任的「公關工具」（余曉敏，2003: 

158）。 

由這種內部制約型的企業倫理，受到相當大的質疑，許多跨國和品牌公司

便逐漸接受「多元利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的概念，採用更能獲得大眾

信任的外部制約型的企業倫理。截至目前為止，計有四種主要的外部制約型企

業倫理準則：一，英國的「倫理貿易方案」(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ETI)，是

結合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工會的力量，聯合推廣 ETI所制訂的倫理貿易準則，

但是 ETI 並不會對任何公司或產品公開表示支持，因此只是一種倫理經驗分

享的方案；二是，美國之「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所定

的「工作場所行為準則」(Workplace Code of Conduct)，要求公司進行內部檢

查並接受合格機構的外部檢查，符合 FLA之規定者可取得認證；三是，美國

的「全世界負責衣服製作認證計畫」(the Worldwide Responsible Apparel 

Manufacturing Certification Program, 簡稱WRAP)，乃要求服裝製造廠應遵守

WRAP 準則並參加認證，並要求合格的外部機構進行檢查和監督，並接受公

眾查詢所認證公司的實施情況；四是，美國之「社會責任 8000認證」（SA8000）
42，要獲得認證的公司，必須要讓自己的承包商取得認證，該承包商也必須確

保其合作對象取得認證，由於 SA8000對企業倫理的要求，要比前三種嚴格，

因此有較高的門檻。上述除了 ETI 是由公司、工會與非政府組織聯合發動之

外，其餘三種皆是公司自願性監督和認證的企業倫理準則。 

企業的倫理準則，乃是公司表達願意以遵守特定國際勞動基準的書面承

諾。OECD(2000: 12)的統計顯示，在美國，大部份的財富(Fortune)五百大企業

已採用倫理準則或內部指令(internal guidelines)，來處理包括核心勞動基準在

內的各式各樣管理問題。同時，在英國，超過 60%的五百大企業也有類似的

準則，而在這之前的十年卻只有 18%。雖然在企業倫理的大旗下，公司自願

性的訂定或參加認證等行為，從 1990年代開始風行，但是，對這類企業倫理

                                                        
42 有關這四個外部制約型企業倫理準則的進一步介紹，可參見 Codes Memo: No. 9, 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 November 2001. http://www.maquilasolidar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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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的批評和質疑，一直是存在的。譬如，外部監督機構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問

題；取得認證過程中，排除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直接參與的合理性問題；對跨

國和品牌公司委外生產過程中，綿密的承包工廠網絡未能有效進行外部監督，

甚至無法監督到最底層的家庭代工廠；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多樣化、多元化、不

穩定，影響此一運動的推展的問題；公司內勞工對企業倫理準則認知和關心的

程度，影響外部監督人員的判斷(余曉敏，2003: 169-70)。從勞動過程的批判

觀點(Cf. Burawoy, 1985; Smith and Thompson, 1998)，當雇主取得企業倫理的國

際認證時，也直接正當化雇主在職場中的經營管理特權和制度安排。SA8000

和 FLA 等國際認證的推動，乃企圖確保雇主在市場經濟中資本積累的最大

化，意圖掩飾雇主在勞動過程中控制和剝削勞工的本質。企業倫理準則的存

在，由認證公司或組織來評定勞工關係的良劣程度，可能弱化工會代表於勞工

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瓦解勞工團結意願。 

肆、結 論 

本文有兩個目的，一、是發掘將國際勞動基準納入國際貿易之基本規範，

支持和反對爭辯的基礎；二、是尋找出國際勞動基準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的被推

動和落實的各種方法或途徑。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本文將支持和反對的論

點，分類為「普世的人道主義」與「偽裝的貿易保護主義」。會有這樣的二分

法，代表著對於是否支持國際勞動基準作為規範國際貿易政策的一種工具，存

在地域性或經濟進步情況的差異，也存在不同國際機構間目標和理念上的差

距。本文發現，雖然有這樣的不同，但仍存在著第三條路線，普遍地被用來正

當化(legitimize)規範國際貿易行為，那就是將國際勞動基準視為是全球化勞動

市場中公平競爭的「遊戲基礎」，避免各國「毀滅式競爭」。因此，整個論辯的

焦點，應從國際勞動基準是否具有正當性，轉移到用何種介入的方法或機制能

被採用來實現勞工權益的保護。從 ILO 所頒定的七項核心勞動基準中發現，

有六項是屬於勞動基本人權，不會直接涉及勞動成本的提高，獲得 ILO 會員

國約一百二十國的批准，也獲得 OECD會員國超過二十國以上的認同。因此，

遵守核心勞動基準，幾乎已經成為是國際共識，將之視為是國際貿易的遊戲基

礎，避免各國走向毀滅式競爭，應具有正當性。 

在推動國際勞動基準上，本文歸納出兩個路徑，一是國家主權途徑，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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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主權途徑。前者是採用法律規範或政府干預的方式達成，後者是採取價

格機制的方式達成。本文發現，在國際勞動基準的執行上，每個沒有單一方法

或途徑，可以有效將國際勞動基準與貿易掛勾，而應該採取「國際社會團結」 

模式，運用一個全面性(holistic)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加以推動，包括國際性制

度、區域性制度、民間社會團體運動、消費者運動、以及國際勞工運動等。 

國際勞工運動積極地推動把 WTO 的架構作為是執行國際勞動基準的平

台，認為只要將國際勞動基準最為是WTO架構下的貿易規範，國際勞動基準

將會獲得有效的落實。但是，歷次WTO部長級會議召開時，從開發中國加強

力反對的發言和立場，可以理解反對者的疑慮。另一方面，勞工運動團體、消

費者團體、以及民間社會團體等，從世界各地自願地到會場外示威遊行的盛

況，可以預知若不將勞工議題納入WTO的貿易政策中一起談判，這個運動將

會持續進行。因此，國際勞動基準和貿易掛勾的議題，除了站在以開發國家的

立場之外，也必須要站在開發中國家，甚至第三世界國家的角度思考，當一些

競爭優勢被剝奪後，應該要進行補償的措施，而不是單純地想要以貿易制裁的

方式來達成，同時，也必須要考慮富裕的國家應該要如何協助貧窮國家發展經

濟和就業的具體措施。 

本研究論文的發現和結論，對台灣政府和企業有幾個重要意涵： 

正視國際勞動基準的重要性：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與世界

各國經貿關係更為密切，必須正視國際性和區域性組織對台灣推動勞動基準之

程度所做的評價和建議。譬如，OECD對台灣勞動基本權（組織權、協商權、

和爭議權）所做的負面評價，必須盡速以實際的具體行動進行改革。 

國際貿易與國際勞動基準並重：一味追求國際貿易的發展，忽略了國內勞

動基本權益的保障，不僅有損台灣的國際形象，長期而言，更將使台灣在國際

或區域性經貿組織，被質疑為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而受到貿易排擠，甚

至因遭到國際間的貿易制裁。因此，國內偶有工商界團體以恢復台灣經濟景氣

為由，呼籲政府廢除勞動基準法之論調。依據本研究之結論可知，若政府貿然

廢除勞動基準法，長期而言將會是對台灣的國際貿易空間是種壓縮，而不是擴

展。以目前國際貿易的遊戲規則而言，這可能是一種揠苗助長的短視做法。 

跨國企業對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倫理責任：如前所述，當國際勞動基準的推

動，從「國家主權途徑」移轉到「消費者主權途徑」時，其驅動力將由「國家

干預」轉為「市場機能」。因此，無論是跨國企業或下游承包公司，都必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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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感受和權益，進而落實國際勞動基準，才能有效確保企業

形象和維持市場競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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