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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暴力 

不管是威胁还是实际使用暴力，都会损害工人及其家人、朋友、同事和社
区邻里的身心健康。老板有时会威胁使用暴力，或者真的施加身体、言语和心
理暴力，目的是使工人恐惧和顺从，让他们不敢奢求改变。工人也可能面临其
他工人或社区成员为了展示权力而施加的暴力。无论施暴的是其他工人、监
工、资方雇佣的打手，还是警察或军人，单靠一名工人都很难制止。要想成功反
对工作场所暴力，基本要素之一是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工人就可以：

• 增进工人和监工之间的交流，尽量减少大吼大叫和公开羞辱的管理方
式，杜绝用体罚和身体暴力来控制工人。

• 要求雇主尊重工人组织工会和改善工作条件、工资和福利的权利。

• 组建委员会，对工人进行自卫培训，组织工人结伴回家，记录暴力事件和
讨回公道。

• 阻止老板和其他工人性骚扰或攻击男女工友。

• 创建没有暴力的工作场所，用相互尊重的方法解决分歧，并让工人和管
理层平等参与。

我们告诉过你，

别再找麻烦了！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怎

么对付你这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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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暴力

暴力有许多形式。有些形式的暴力，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有时并不
认为它们是暴力。但暴力对我们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并不是我们应该习以为
常的。既然没人认为危险机器造成的伤害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要认为暴力行
为是可以接受的？

日常虐待

不断冲人喊叫、指名道姓、粗鲁
的评论和侮辱，都是情绪和心理暴
力的形式。因为它们太常见，有时工
人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不断
受虐待会损害自尊，并使人接受糟
糕的工作条件和其他类型的暴力。 

身体暴力

身 体 暴力是 最明显的一种暴
力。殴打、刀割、扇巴掌、推搡、掐、
撞和烧，都属于此类。（有关如何治疗
这些伤害，请参阅机器伤害急救一节（203-204页））一些雇主打人时会打在不
会出现瘀伤的部位，这样工人就无法报告和证明自己被打。如果工人总是担心
遭到监工殴打，也会产生压力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详见第27章）。 

谋杀

在许多国家，工厂老板会雇佣暴徒（有时是其他工人或腐败的工会官员）
谋杀工人、组织者和工会领袖，以阻止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
件。有时他们甚至可以让警察或军队去做这种事。为了制造更多的恐惧并实现
更牢固的控制，他们还会威胁和杀死工人家属。

看看你干的！笨死了！

真是个蠢货。

虐待他人的监工也是

工作场所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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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用暴力给工人营造恐惧，并让工会
领袖闭嘴。许多工人不愿谈论他们对暴力的
恐惧，而是任由暴力达成阻止工人组织的目
的。对于想要对抗暴力的团体来说，其成员谈
论各自的恐惧并想出相互支持的方法是很重
要的。召开会议讨论对暴力的恐惧时应该做
到以下几点：

1. 提醒大家为什么需要组织。 

• 问题：重申为什么这些问题对每位工人都很重要，以及组织要实现的目
标。

• 团结的力量：当人们感觉自身是相互支持的大团体的一分子时，每个人所
面临的恐惧就会变小，且更容易应付。

2. 给工人空间来谈论他们的恐惧。鼓励大家自由发言。有
时，社会或政治原因会阻止人们公开自己的恐惧。要有
同情心，找到创造性的方式鼓励人们参与讨论。这里的
目标不是摆脱恐惧，而是学会如何面对恐惧，使其不会
阻碍你们进行组织。

3.  找到整个团体共同的恐惧。列出大家提到的各种恐惧，
然后讨论哪些是最严重或最普遍的。 

4. 制定计划来应对这些具体的恐惧和暴力威胁。通过谈
论对暴力最常见的恐惧，工人可以开始制定应对计划。
可以讨论如何减少风险，如何防止资方找出领导者和组
织者，如何获得其他工人和组织的支持，以及如何组织
反暴力行动。

如果工厂环境变得非常暴力，可能要考虑暂时隐藏组织活动。这可能并不
会阻止暴力，但可以让工人有机会重新组织，并决定如何以更安全的方式继续
斗争。

一些男工可能不愿

在大群体里承认自

己害怕，因为男性

在成长过程中受的

教育是不能表现出

恐惧。

活动 一起面对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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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晚上下班时，总有男人在工

厂门口闲晃。他们会盯着我们

看，并且评论我们的身材是否性

感。警卫对此完全不管。

性暴力

虽然性暴力似乎是由男性性欲引起，但其并非仅仅是性行为，而是更多体
现出一种权力关系。女性往往因遭受性暴力而受到指责——但与其他类型的暴
力一样，使用暴力的一方才应受到谴责。

暴力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喊叫、羞辱，也可能是殴打、谋杀。性暴力
也是如此——既包括令人反感的注视和触碰，也包括强奸和谋杀 。 

性骚扰

在许多工厂中，性骚扰都是大问题，因为大部分监工和经理是男性，工人
则是年轻女性。在社区中，女工也会受到其他工人、邻居和陌生人的骚扰。骚扰
通常发生在工厂周围，特别是在上下班或午餐时间。

对于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笑话会令一位女性
发笑，却会令另一位女性感到冒犯。有些女性会觉得陌生人在街上对自己品头
论足是一种骚扰，另一些女性却并不介意。所以，每个人的自身感受，才是界定
什么行为是骚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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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违背他人意愿、不合理或令人反感的性关注都是性骚扰。性骚扰可以
是：

• 触碰：轻拍、抚摸、抓、捏、抱或依靠他人身体。

• 文字或声音：有性暗示的评论、口哨或噪音。

• 肢体语言：站得太近，用手指人，面部表情，或身体任何部位做出有性
暗示的姿态。

• 图片：给别人看与性有关的照片、绘画或录影，在公共场所展示这类图
片，或是在性行为期间进行拍摄。

• 写作：在墙壁和其他公共场所涂写与性有关的涂鸦，或将有性暗示的便
条、信件或诗歌发给他人。

在工厂中，骚扰者可能会要求被骚扰者用性换取工作或晋升。骚扰者通常
是监工或其他管理层，如果被骚扰者不愿被触碰或拒绝发生性关系，他们有权
将其解雇或增加其工作难度。男性骚扰女性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比女性拥有更
多权力。但他们也会骚扰其他男性，比如说一些将被骚扰者置于女性角色的笑
话、侮辱和威胁，暗示其“不够男人”。 

男性也有可能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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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性骚扰不是问题。” 但我们要说：“性骚扰是个问题！”

男人欣赏女人身体是很

自然的。这些在工厂工作

的年轻女性很喜欢被人

关注，而且她们有许多男

朋友。

如果一个男人试图与一

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一

定是因为她诱惑了他。

女人的世界应该以家庭和丈夫

为中心。她们应该为丈夫和孩

子服务。如果女人离开家庭的

保护进入男人的世界，她就应

该预计到会有麻烦。

骚扰和女性的行为

或外表无关。这些不

是给骚扰者辩解的

理由。

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

支撑家庭。如果不工

作，就没有足够的钱

生存。难道为了生存，

我们就应该受到不公

的对待么？ 

你难道愿意自己

的女儿、姐妹或母

亲受到这种对待?

工厂对性骚扰投诉做出反应

安保乐在工厂里骚扰了我好几个月。起初只要不理他说的话就好了，但后来
他成了我的监工，还说要和我结婚生子。我很清楚地表明了我对他没兴趣，但他
一直坚称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并且不断约我出去。

有一天，他要给我换一个单独工作的岗位。我拒绝后，他非常生气，开始对
我大喊大叫。我向老板投诉，但对方说我误解了安保乐。意识到老板不会帮忙，
于是我去找人事经理。他首先对我说：“你必须懂得拒绝。” 然后还责备了我，
说他有看到我对安保乐主动。

由于厂里没人肯帮我，我去找了一家名叫“反思与劳工行动中心”的组织，
他们会帮助这里的工人。他们先给工厂打电话，但管理层还是没有采取措施阻止
骚扰。于是我辞职了。“中心”的人们听说我辞职后，再次联系了工厂管理层。后
者终于有所行动，他们解雇了安保乐，并在另一家工厂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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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工作中受到骚扰：

• 清楚直接地让骚扰者知道你不希望被他注意。如果在公共场所受到骚
扰，可以大声指责骚扰者。

• 要求同事帮忙在卫生间张贴标识指出骚扰者的名字。

• 记录受到骚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生了什么。记录骚扰者和你的对话、
你的感受，以及证人做了什么或看到什么。保留骚扰者给你的东西作为
证据。

• 向老板、监工、工会代表、工人或女性团体报告骚扰。许多国家、工厂和
公司都有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和政策；但与其他劳工权利一样，这些法律
和政策往往只有在工人团结争取的情况下才会被执行。 

直接让骚扰者停止骚扰，可能是一件很难的
事。通过与其他人练习，可以增加自信。扮演不同
角色进行对话的活动，叫做“角色扮演”。你还可
以通过角色扮演来练习如何告诉丈夫或家人自己
受到了骚扰，或是练习如何向老板或警方报告。

来吧，姑娘。
别烦我！

活动 通过角色扮演构建自信

他做了！

我在一家玩具厂工作了5年。我的监工会靠在我身上摸我的背部和手
臂。我很讨厌这样，但工作时无法躲避。为此我非常生气和不舒服。有一
天，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假装伸出胳膊轻拍
他的后背，其实是趁他没注意贴了一
个标语，上面写着“骚扰者！”。 
我很害怕他会生气并开除我。但
所有其他工人和监工看到标语后
都嘲笑了他。他非常尴尬，并且再
也没有骚扰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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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

工厂中的许多政策会使女性面临被强奸的危险。在厂内偏僻位置单独工
作、夜班或很晚下班、上下班没有安全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压迫和暴力的整体
认同，都会使女性陷于危险之中。强奸是最严重的性暴力行为之一，因为它从
生理、性、情绪和心理上都会对女性造成影响，并且还会影响她们的家庭和社
区。强奸的发生是因为男性想拥有控制女性的权力，跟女性穿什么衣服、行为
举止如何都没有关系。强奸绝不是女性的错。 

如果你知道有人被强奸，应该：

• 安慰受害者，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 提供支持。倾听受害者的感受，帮助她决定需要
怎么做，让她相信生活还可以继续。

• 尊重受害者在隐私和安全方面的愿望。除非是她
自己希望，否则不要告诉任何人。

• 如果受害者希望的话，陪她去找医护人员、警察、
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和律师，以及去法庭控诉。

• 如果你认识强奸犯，不要保护他。因为他可能
再次犯案。

强奸发生后的健康检查

遭到强奸后，应尽快找医护人员医治；要尽可能
多地保留证据，特别是在打算报警的情况下。医护人
员记下所有受伤部位是非常重要的。将强奸造成的瘀

伤和其他伤害作为证据拍照，可
能会对之后有所帮助。

像这样的身体图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标记检查时看到的
伤势。医护人员和受害者应各自保留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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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强奸后的急救

如果遭到强奸或攻击，应寻求医疗和心理方面的帮助。

首先，要找一个善解人意又可以信任的朋友，
请她一起去就医。即使伤势不严重，医疗检查也要
详细记录，因为以后可能有用。

如果医护人员或医生了解遭遇袭击和强奸后的
精神创伤，那么就医会更轻松。之后，你可以去找支持性侵受害女性的
顾问或组织寻求帮助。

撕裂伤

有时候，强奸会导致生殖器出现撕裂伤。伤口通常会疼痛，但会很
快愈合。如果出血量很大，可能就需要经过训练的医护人员缝合伤口。
小的撕裂伤可以做如下处理：

• 将水煮沸后凉成温水浸泡生殖器，每天3次。
水中放些洋甘菊的叶子，可以缓和撕裂皮肤
的疼痛并帮助治愈。也可以在伤口上涂抹芦
荟凝胶。

• 排尿时用清水冲洗生殖器，可以减轻尿液刺
激的烧灼感。大量喝水也可以减弱尿液的刺激性。

• 注意感染迹象，包括：灼热感、伤口出现黄色液体（脓液）、难闻
的气味，以及疼痛加重。

避孕

如果迅速采取措施，就可以避免强奸造成怀孕。尽可能在性行为后
5天（120小时）之内使用紧急避孕措施（详见387页）。越早使用，效果
越好。

在一些国家，如果女性遭遇强奸，她堕胎是安全且合法的。可以询
问医护人员或女性组织获取更多信息。

（下续）

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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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

膀胱感染

暴力性行为后，女性常会出现膀胱感染。一旦发现应及早治疗，以防
出现肾脏感染。（参阅“厕所和便池”一节（416页），了解更多信息。）如
果出现以下症状应该就医：

•  经常想要小便；

•  小便时疼痛，特别是下腹部，或者有烧灼感；

•  尿液气味不好，看起来浑浊，或者带血带脓。

性传播感染（性病）

无保护性行为会传播性病。暴力性行为后，阴道或肛门处的皮肤可
能会破损，导致感染侵入人体。因为不知道强奸犯是否感染性病，所以
事后应马上使用治疗淋病、披衣菌和梅毒的药物。这些感染常常不会马
上出现病症，但如不治疗会导致严重健康问题。（见《妇女身边的医生》
一书第16章。）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

如果强奸让你接触到艾滋病毒，可以通过1个月疗程的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治疗（ART）来预防艾滋病毒感染，但要尽快开始治疗。如果感染
艾滋病毒，也要大约3个月后才能检测出来，所以3个月后要去做相关体
检。即使使用了ART也要再去体检，以确保未被感染。未确诊期间如有
性行为，务必使用安全套，以免将艾滋病毒传播给他人。 

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

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是危害肝脏的病毒感染，且都可以通过性行为
传播。有些人携带病毒却不会发病，另一些人则会因此患上严重肝脏疾
病。如有感染风险，要马上体检，并在6周后重新体检。从强奸发生后到
第二次体检结果出来之前，如有性行为，务必使用安全套。

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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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暴力和性骚扰侵害的权利 

暴力和性骚扰会破坏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和尊严。另见“平等的权利”
一节（309页）。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规定：

•  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  任何人不应遭受酷刑，也不应受到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 

政府有责任确保工人免受一切形式的身体、言语、性、心理和情绪暴
力伤害。

性骚扰是一种伤害妇女的暴力，剥夺了她们享有健康、尊严、无暴力
生活的权利，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联合国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定义中包括“在工作中遭到性骚扰
和恐吓”。可以利用保护女性免受暴力的公约（详见treaties.un.org）组
织工人制止工作中的性骚扰。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性骚扰是一种歧视，来自很多社会群体的工
人——包括女性、青年、性少数和少数民族，都会因此损害团结、尊严和福
祉。性骚扰也侵害了工人享有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的权利。

《美洲反对暴力侵害女性公约（A61）》规定：

•  女性有权在没有暴力的工作场所工作。

•  政府必须惩罚性骚扰并帮助受害者。

根据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制定的打击工作场所性骚扰行动计
划，所有成员工会都同意做到以下几点：

•  在合同中包含反对性骚扰的条款。
•  制定关于如何处理投诉和调查的规则。
•  确保集体协议中包含反对性骚扰的规定。
•   向所有成员提供反对性骚扰的培训。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促进工人权利方面的作用，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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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和他人

不要落单。暴徒大多会选择攻击落单的工人。上下班或往返于公交站时要
与工友结伴而行。可能的话，让人在公交站接你。如果得知哪个工友受到骚扰
或可能受到攻击，应想办法和他或她结伴，不要让其落单。

如果某个工人受到老板、监工或其他工人的威胁，不要让她与威胁她的人
单独在一起。组织其他工人在工作和上下班时陪着她。单独一人比一群人更易
受到攻击。

了解哪里有急救和医疗服务，有助于帮助自己或他人。在无法找到医护人
员的情况下，可参照“机器伤害的急救”一节（203-204页）进行处理。另外可参
阅《医生就在你身边》一书第10章“急救”。

墨西哥保护女性的民间组织

靠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有许多服装厂。在过去二十年中，
约有400名年轻女性在这座城市遭到强奸和谋杀，但警方很少调查这些
案件。警方一共只逮捕了3个男人，其中1人死在警察手中，另外2人遭到刑
讯后认罪。

查爱思是“朋友之家”的创始人，她认为这些谋杀是可以预见的，因
为政府没有努力破案或保护女性。“女性去工厂上班并且变得独立之后，
男性就开始使用暴力来惩罚这种违反社会传统的做法，而且特别针对女
性组织者。”虽然查爱思在2009年因癌症去世，但“朋友之家”仍然在帮
助和支持女性暴力受害者，让她们对未来抱有希望。

“朋友之家”为强奸和性侵受害者提供24小时热线、医疗服务、法律
咨询和心理咨询。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反对家暴、不平等和歧视。“朋友之
家”力求让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安全，并要求警方对有妇女遭到绑
架的地区展开巡逻。他们还为女工组织自卫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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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举报暴力 

尽可能多地记录暴力事件的有关信息。详细描述发生了什么，包括：

•  何时发生（日期和时间）？

•  在哪发生？

•  谁做了什么？

•  谁是目击者？

•  有没有举报？向谁举报？后者做了什么回应？

如果可能，拍摄
事件的照片或视频。
不管是自己保留还是
用来向老板、警察或
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
机构举报，这些记录
都会有用。 

如果得知其他
工人受到攻击，应帮
助他们记录。使用调
查、制作工作场所或
社 区 安 全 地 图 的 方
法，找出哪些工人受
到威胁或攻击，攻击在哪里
发生、什么时候发生、谁使用
了暴力，以及使用了哪种暴力。不论是举报犯罪，还是制定计划来预防和抵制
针对工人的暴力，这些信息都很有用。

尊重工人的决定。如果工人因为害怕报复或更严重的暴力而不想举报，应
尊重她的决定。但可以问她是否允许在不提及她的姓名或其他识别信息的情
况下记录事件。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标注暴力发生的地点、频率和情况。 

 收集信息，制作社区安全地图。 

街上更安全了，
因为不管白天晚
上都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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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练习自卫术，可以学到如何在受到攻击时保护自己。可以邀请当地武
术学校的教练前来授课。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拖延对手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自
己有机会逃脱。如果在此基础上坚持练习武术，你的技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提
高。组织自卫术练习小组可以接触更多人并帮他们获得自信，也能减少他们被
攻击的几率。如果受到攻击，应用最大力量反击。不要担心会伤到施暴者——
他可不会担心会伤到你。

用力肘击对
方腹部，然
后逃跑。

用鞋跟猛踩对方
脚部，然后逃
跑。

用膝盖猛磕对
方裆部，使用
你最大的力气
和 最 快 的 速
度。

用拳头以最大力气
猛击对方鼻子。

活动 学习自卫

让当地警方设置一个女性办公桌，由
受过性暴力案件相关训练的女警昼夜值
班。

抗议袭击工人事件，要求合理赔偿，
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以及设法预防类似事
件。建立工会、女性组织、社区团体和教会
之间的反暴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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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所有人

我们工厂出了问题，有些男工经常在女工周围讲和性有关的言论和
笑话。这么做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多数部门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
是我们的同事，所以我们想自己解决，而不是让老板介入。

我们知道如果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些人是不会参加的。所以
我们决定在下次工会会议上提出来，而且事先不将其列入议程。因为性
骚扰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工人，所以我们知道会上肯定有机会提到这个议
题。

我从那些笑话入手，讲了它们如何令我伤心难过。另外两个女工也
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没有具体指责哪个人，只是讲骚扰对我们个人的影
响，以及缺乏尊重会如何分化工人和削弱工会。

我们讲完后，其他男工女工也发表了意见，而且并没有特别内疚或抵
触。一些男工表示，和性有关的笑话也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现在我们中许
多人都觉得，可以在团体中讨论关于性骚扰的议题，而且如果我们投诉，
工会也会支持我们。对我们来说，其他工人的支持和理解非常重要。 

让骚扰成为工作场所中的议题

当工厂里的女工受到其他工人或社区
里的男性骚扰时，她们可能更难获得其他
工人或工人组织的支持。即使没人向你报
告案件，你的小组也可以采取反对骚扰的
立场。 

谈论骚扰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尤
其是在有男有女的群体中。举行仅限女性
的会议，有助于让她们开口讲述自己的经
验。请其他参与者想办法支持那些面对骚扰和暴力的女性，但也要制定合作计
划，共同减少和制止工作和社区中的暴力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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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争取“反暴力”政策

有些工厂制定了禁止在工作场所使用暴力的政策，但没有认真执行。从你
的工厂购买产品的公司，可能也有禁止或处罚在工作场所使用暴力的行为准
则。试着找到这些政策，或者说服这些公司在你的工厂制定反暴力政策。反暴
力政策应该包括： 

• 明确定义不能容忍的威胁和暴力形式。

• 用来向管理层和工人解释该政策的教育计划。所有新来的工人和管理
人员都应学习这项政策。

• 关于反暴力政策的标语和海报，写明雇主应如何处理投诉。

• 不会对外透露投诉人信息的投诉系统，使工人可以放心地报告担忧、威
胁和暴力行为。

• 公平及时地处理投诉，公开厂内不安全区域，防止恐吓和暴力再次出
现。

• 保护投诉人安全，使其不会因报告不安全区域、恐惧、威胁或暴力而受
到报复。

有了政策并不意味着暴力不会发生。与其他工人、劳工团体和政府机构合
作，找出执行反暴力政策的最佳方式。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暴力	 335

找到反对暴力的盟友

反对家庭和社区暴力的团体，可以帮助工人和工会在工作场所开展反暴力
运动。

有些团体可以为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社会和心理上的支持。请
求这些团体帮助你和你的同事——对方可能拥有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医疗和心
理康复，与当局打交道，帮助受害者重返工作岗位等。除了向个人提供精神支持
外，在如何建立长期团体来解决工作和社区中的暴力问题方面，他们或许也能
提供建议。

我们可以战胜暴力

我叫陈岚魁，在泰国农村长大。后来搬去台湾，在一
家工厂工作。工厂的工作条件不是很好。在那工作了近3
年后，我和厂里其他工人一起要求老板支付所有欠下的
加班费、未付的退税金、非法扣除的工资以及强制放在
他那里的储蓄。我们认为我们能争取成功。

但几天后，我们离开工厂去吃晚饭时，却遭到8个手持球棒的暴徒袭
击。其他工人逃脱了，我却被堵住狠狠打了一顿。之后我躺在工厂前面的
道路上昏迷不醒。

其他工人感到震惊和害怕，但更多是为老板这样对待我们而感到愤
怒。所以第二天他们举着标语走出了工厂，上面用中英泰三种文字写着“
向暴力说不”、“我们现在要争取我们的权利！”。 

我们知道这会让老板更加生气，他可能会再次对我们使用暴力。所以
我们向“希望工人中心”求助。该中心致力于保护和支持在台湾的移民工
人。他们找地方安置了我们一段时间，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还帮助我们
组织起来争取权利。

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公司让我们重新开始工作。3年合同结束后，我
们拿到了拖欠的工资、退税金和所有储蓄。

我不认为我有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应得的权利，但来自同事、社
区和工人中心的支持让我看到，我并不孤单，我们可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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