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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团结起来，改善工人健康

工作场所的问题会影响到很多人，所以共同参与往往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
工人健康促进员要能够帮助其他工人就工作健康进行参与、学习和组织。你能做的最重
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一群人为改善健康而团结起来并保持干劲。你需要付出时间和耐
心，才能促使人们参与行动而且不半途而废。

本章的内容包括：如何凝聚工人，如何识别并深入了解问题，以及如何教育和说服
工友采用短期和长期的方法改善工作场所。本章还展示了如何通过健康和安全委员来协
调工人、职安健专业人士和雇主，从而更顺利地促成那些必要的改变。

在选择开展哪些活动时，请考虑以下几点：

•   哪些活动最适合收集你现在想要的信息？

•   哪些活动方便你和工友的时间？

•   哪些活动能促成一个工友间的联络网？哪些可加强与他人的合作？比如与管理
层、职安健专业人士和社区友邻的合作。

•   哪些活动可激发工人组织起来寻求改变的热情？

这些活动能帮你学到什么

无论选择举办讨论、做调查、绘制地图还是笔记对比，在每个工厂收集到的信息都
会有所不同。为了找出普遍问题和成功的解决方案，你应该不断提出以下问题：

• 所有或大多数工人共同面对什么问题？

• 男性和女性是否提到了不同问题？

• 哪些健康问题经常发生？哪些偶尔发生？

• 哪些问题最严重，或伤害最大？

• 工人最想解决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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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问题最能引起社区领袖的兴趣？

• 哪些问题可快速轻易地解决？

分享你学到的东西

要同其他工人分享收集到的信息，特别是那些与你分享过想法和担忧的工人。与工
友交谈，有助于令他们保持积极性，赢得他们对改变的支持，并使他们有兴趣在未来争
取更多改变。出于同样原因，也要同社区中的盟友，包括宗教团体、女性团体和邻里组
织，共同分享你得到的信息。

和工人交流他们关心的问题

想办法跟工人聊聊工作条件，找出哪些是令他们烦恼的，哪些是他们认为重要的。
这些讨论能让你了解厂里的工人心态以及他们对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工作条件的看法。同
时这也是让工友认识你、信任你以及建立工人内部团结的机会。 

刚开始要通过非正式的方式与工人接触。下班后在厂外交谈，可能会更安全，也更
容易。要跟工人讲清楚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以及你打算用他们的回答做什么。如果
对方不愿意，不要强迫人家分享信息。接近他人时要谨慎小心，尤其是在公共场所。

如果打算组织工人开会，要先找出厂里那些有兴趣并值得信赖的工人，邀请他们到
厂外会面。开始时人数最好不要太多。如果工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语言、民族或移民背
景，小型会面就会更加有效。刚开始时，可能男女分开开会效果更好，因为这样女性可
以更自在地谈论她们关心的问题。一段时间后，来自不同背景的工人产生了足够的相互
信任，就可以大家一起开会了。

在与工人交谈时，要让对方尽情诉说他们的困扰，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如果
有人不想跟你谈话或参加集体行动，要宽容对待，不要歧视他们。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
来理清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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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让你感到不舒服的问题。尽量坦诚面对，也可以请教他人该如何
回应。记住，你的角色不是协助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帮助人们思考，并让他们找到解决
问题的工具。

vv

一两个人就可以带领几个小组，或者你可以让他们每人带领一两个小组。这样可以
让更多人学习如何领导，也能在更短时间内收集更多信息。 

会面：约上几个工人，去一个大家都觉得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谈论工作中的问题。
这个地方要既安全又交通方便。

谈论关心的事情：询问工人工作中的困扰，或是谈谈你关心的事情。找出工人认为
造成了或可能造成损害的工作条件。

倾听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提议：既要认真倾听多数工人反映的问题，也要认真倾听每
个人不同的担忧。看看是不是不同群体的工人有着不同的关注点。要特别关注那些经常
受到歧视的群体的想法，如女工、移民工人或残障人士。

写下你学到的东西：为了帮助你记下所有东西，请在讨论过程中做笔记，或是结束
后立即写下你的想法。

汇总结果：与很多工人沟通后，可以通过一些问题来总结你了解的信息。这些问题
包括：哪些问题是很多工人共同关注的？哪些问题是工人觉得最重要？哪些问题最容易
解决？

如果你询问有关 工作健 康的问
题，人们往往会谈到自身各方面的
健康——因为我们在工作内外使
用的是同一个身体！

活动  小组讨论

噪音太大，我
都耳鸣了。

回家之后我浑
身都疼。

监工一直喊“快点干”，
搞得我很紧张。

我担心这份工
会让我和孩子
都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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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助吗？职安健专业人士、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都可能提供有用的技
能和经验。问问小组中有谁会接触到这些组织。

通过问卷调查来提问
开展问卷调查可以帮助你收集大量类似信息，并且更容易进行比较。问卷调查还可

以拉近调查小组成员之间、以及小组成员和工友之间的关系。

问卷调查对收集复杂信息并不十分管用。对于复杂问题，最好还是进行小组讨论，
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涉及个人感受或比较隐私的问题，最好通过一对一的形式来提问。

提出的问题要明确，例如：过去一周工作了多少小时，是否有人得皮疹，上厕所有
没有时间限制等。

对收集信息来说，最简单容易的方法就是
最好的。如果你只有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也
许只要工人在食堂就餐时举手统计就能得到
答案，就不需要做问卷调查。

包含许多复杂问题的问卷调查，可能会难
以实施和分析。人们往往想谈很多问题，一份问卷根本不能全部包括。做好听取对方对
各种事物发表意见的准备，并做好记录。邀请对方参加之后的会议或讨论，让他们继续
谈论关心的话题。 

做问卷调查时，保证所得信息的私密性是很重要的。这对提问者和回答者都有保护
作用。

告诉对方你是谁，
为什么做这个调查，
以及为什么分享经
验有助于改善工人
生活。

工作时间稳定最
重要，因为我们
需要休息和照顾
家庭。

对你来说，哪些
改进最重要？

加薪最重要，
现在的薪水没
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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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约上几个工人来帮助你。去一个大家都觉得可畅所欲言的地方谈论工作中的
问题。

谈论关心的事情：大家一起列出一系列的问题。先讨论参与制定问卷的工友最为关
心的话题。从这些问题中，选择一些大家认为最重要、最常见的危险或问题，作为调查
的方向。

写下调查问题：当你询问工作中某一具体问题
时，也要问问工人，这个问题对他们有多重要，以及
他们是不是很在意能有所改进。如果你有很多问题，
想想哪些是最重要的。是非题或选择题比开放式问题
更容易总结答案。选项不要太少，这样你才能知道人
们真正的想法。先找几个没有参与制定问卷的工友，让他们试着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如
果发现问题不清楚或问题太多，就要修改或缩减。

对调查进行规划：决定好每人负责访问多少名工人以及从厂里哪个部门找这些工
人。定下调查小组碰面和检查进度的日期。利用角色扮演等活动，模拟调查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的所有情况，并想好应对方法。还要规划好调查完成后怎样判断是否得到了所需
信息。

调查：由于一些工人文化程度较低，你可能需要把问题读给他们，并需要自己写下
答案。

调查小组成员相互交流：查小组成员再次碰头的时候，让每个人都讲讲他们遇到的
最好玩、最有趣或最困难的情况。如果某些成员有困难，让其他成员分享一些他们发现
的应对困难的方法。

总结：当你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就可以把所有答案汇总分类，然后通过回答以下问
题总结：工人发现或经历过的最常见的危险是什么？哪些危险是只有某一特定群体的工
人才会感受到的？工人会遇到哪些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工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
愿意付出努力去改变的是什么？

活动 做一个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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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绘图活动分享经验
邀请人们分享他们对身体、工作和社区的经验和观察，通过

人们已有的知识来达成对工作中问题的共识。绘图活动也让工
人看到他们面对着许多共同问题，这会使一个团体更容
易在选择解决方案和优先行动时达成一致。

没有人比工人本身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工作场所。
让工人指出身体疼痛的位置，有助于查明需要改进的问
题，继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痛楚。

倾听工人知道的东西

我们一群人参加了一次有关人体工效学的工作坊，从中了解到，原来可以从减
少伤害的角度来设计工作。如果我们把经常要用的东西放在更近的地方，就能减少
身体的移动，从而使身体所受的伤害减少。我们还了解到，伸展、按摩和锻炼身
体，都有助保持健康。 

当培训员谈到不断重复同样动作所造成的伤害时，我们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
们很多人都有这种原因的手痛！回到厂里，我们谈到了“重复性劳损”，并且认为工
友会感兴趣。但是，他们说：“错了！我们得的是关节炎，不是什么重复性劳损。
工作越多，年龄越大，就会得关节炎，没办法解决。

下一次参加工作坊时，我们抱怨工友太固执。培训员解释说：每个人都有很多
关于健康的想法，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想法，然后再介绍新的观点。如果一上来就说
别人错了，对方可能就不再听你讲了。必须找到方法帮助人们理解新的观念，并展
示出新观念与他们已知的东西之间的联系。

培训员建议说，与其对工友说关节炎是错误的，不如问一些问题，诸如：哪里
疼？除了疼，还有没有麻、疲倦或其他感觉？下班后疼痛会加剧吗？

这些问题使人们自己理解出关节炎和劳损之间的差别。而且，因为是自己想到
的，他们更容易接受。

培训员还说，我们可以邀请工友去测试新的想法，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可以
建议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台做些小改动，或邀请他们在休息时一起做伸展运动，如果
痛苦减轻了，就表明新想法是正确的。一个星期之后，问问他们是否感觉更好了。

我们采纳了她的意见，工友们终于开始了解工作如何让身体受到伤害，并且知
道了除了忍受痛苦之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减少痛苦。而且，我们学到了更重要
的一课：如果我们帮助别人去理解，而不仅仅是告知，获得的结果就会更好，我们
的团队也会变得更好、更积极。

邀请人们分享他们对身体、工作和社区的经验和观察，通过
人们已有的知识来达成对工作中问题的共识。绘图活动也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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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地图：这个地图让人提出“工作怎样伤害你的身体？”这一问题。厂里每个人都
可以在这份地图上添上一笔。作为活动开头，你可以先说说自己身体哪里痛，这样会鼓
励他人畅所欲言。身体地图的例子详见160页。

工厂地图：当工人能够畅所欲言地谈论工作中的问题之后，可以和他们绘制工厂地
图。标注出可能造成伤害的流程、工作或区域，以及可能造成伤害的人，比如粗鲁的监
工。也要标出哪里发生过事故。绘制工厂地图要侧重于指出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接下
来就可以讨论具体的解决办法。工厂地图的例子详见253页。

社区地图：做完徒步寻找污染源（443页）这一活动后，召集参加者组成一个小
组，绘制出工厂中的问题向社区蔓延的路径。可以通过指出废物流出工厂后的去向和它
们造成的健康问题来反映污染问题。显示工厂和社区的联系，既有助于说服邻里和社区
团体去支持工人改善工厂条件，也有助于说服工会去支持环保事业。 

活动 画一幅身体地图

会面：召集一组工友来画地图。你可以使用：一张大纸和记号笔；黑板和粉笔；平
滑的软土和卵石或坚果。

画出地图轮廓：在纸、黑板或地
上绘出人体轮廓。

标记和讨论疼痛：请工友把他
们感到疼痛的部位在图上标出。
标完后，请他们解释为什么在那
些位置做了标记，是什么样的疼
痛，什么样的动作造成了疼痛，
以及哪些危险会造成疼痛。一个
人解释完后，问一下谁还有相同
的疼痛。

讨论危害和解决方案：所有人都发言后，大家讨论以下问题：哪些危害影响
的个人数最多，哪些危害最严重，哪些最容易解决，大家认为应该首先解决什么。向大
家征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写下你学到的东西：记下人们描述的疼痛，引起疼痛的危害，以及大家提出的解决
方案。把它们写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地方，并让大家进行添加或更改。

选项：如果你有不同颜色的记号笔，用不同颜色来书写不同种类的问题。例如，人
体工效学的问题可以用红色，化学品引起的问题则用蓝色。或者，相同工种的工人使用
相同的颜色，然后看看他们是否面临相同的问题。使用不同颜色还能让你发现某个问题
是否比另一个问题更常见。你也可以使用“哎哟” 贴纸在地图上标出疼痛。

看看我们
身上有多
少疼痛的
地方！

这是我收割时身体的动
作。因为镰刀很重，我
的肩膀和背部会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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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去一个大家都觉得可以畅所欲言谈论工作中的问题的地方。在桌上铺一张大
纸，准备几种颜色的记号笔（或使用黑板和粉笔）。

分成小组：各组创建并讨论各自的地图。然后每个小组给其他人解释他们的地图，
以此来分享对同一工作场所的不同看法。

画出工厂地图：让每个小组去绘制工厂平面图，画出从空中透过屋顶俯瞰室内的效
果。工厂每个楼层都需要单独的地图。地图上要包括墙壁、门窗、出口、工作区、工作
台、机器、人（监工和工友）、以及各小组希望讨论的其他东西。

标明和讨论危害：让每个小组在地图上标出他们经历或看到过危害的区域。让大家
使用不同的颜色。例如，用红色标出火灾、电线、湿滑的地面、有问题的楼梯等物理危
害；用蓝色标出使用化学品或产生粉尘的区域；用橙色标出哪些工种会造成工人身体劳
损、扭伤或过度使用；用黄色标出污染的食水或肮脏的厕所等生物危险；用绿色标出工
人在哪里会感受到因威胁、骚扰和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压力。

再检查一下：问问大家地图上是否遗漏了哪些重要危害。如果有，使用文字、颜色
或图画把它们添加上去。再问问是否有人因为工作中的问题而失业或请病假。如果有，
把这些情况添加到这些工人曾经工作过的位置。

总结危害：用如下问题帮助总结危害：哪些危害是许多工人都会面对的？哪些是只
有一类工人会面对的？哪些会导致最严重的问题？

用纸和铅笔（或其他笔）来绘制地图。也可用石块、木棒和其他材料在地面上画。

会面：邀请工人和社区成员一起做社区污染调查（详见443页），访问社区居民，在
社区走访、拍照。这些都可以当作地图的素材。

绘制地图：一起绘制地图，展现出工厂、居住区、学校、市场和娱乐场所。另外，
地图一定要包括社区水源、河道、粮食种植区和垃圾场。地图呈现区域可小可大，只要
适合当地情况就好。

活动 画一幅工厂地图

我 们 在 这 里 使
用清洁剂，味道
太冲了。

那个监工非常严
厉，还很凶。

这里的桌子
太矮了。

活动 画一幅社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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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污染的原因和影响：使用不同颜色（或材料）来表示不同污染。展示出污染的
源头，通过社区的路径，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	 污染的源头：工厂是否在污染你们社区的空气、水和土地？哪些厂是污染的？污
染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标记出工厂排污口和排放方式。要注意，有些污染并不
是非常明显。

•	 污染的迹象：废物去了什么地方？废物和化学品是否排入水中？你能否看到或闻
到空气中的烟雾或化学品？社区中的人与动物会否接触到工厂的废物？请居民
谈谈各种污染以及我们与它们的交集。访谈对象一定要包括社区中负责收集、
清理或回收垃圾的工人。

•	 生病的居民：标出有人投诉健康问题的区域，问题可以是皮疹、哮喘、生育健康
问题、有缺陷的新生儿和癌症。其中有的问题可能是污染造成的，但你的调查
也许并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看看某一问题是不是“集中”在特定区域。通常你会
发现是集中在最接近工厂的居民区内。但是，如果工厂将化学品或其他废物倒
进河中，那么下游社区很可能也出现类似的集中。

活动 画一幅社区地图 （续）

住在 这 里 的
居民说，他们
经 常出 现 皮
疹 和 其他 皮
肤问题。

工 厂 排 出 的 蓝
色 污 水 从 这 里
流入河中。

再检查一下：大家一起检查画好的地图，看是否遗漏了任何重要信息。例如，人们
可能希望标出社区中回收废品的区域，并谈谈那里的污染；或者希望谈谈社区中其他排
污较多的企业。 

记录和总结你了解到的东西：如果地图是画在纸上，可以把它带走。如果是画在地
面上，可以把它拍下来。一起讨论如何分享地图和上面的信息，分享的对象包括其他工
人、社区居民、负责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政府官员、网络社交媒体或其他类型的媒体。让
人们去关注工厂在厂外造成的问题，有助于让工厂里面的问题也得到关注，从而使工人
获得外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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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我们和你的
记录结合起来，就
有更多信息来使工
厂更安全。

工厂将变得更加
高效，因为事故和
疾病而浪费的时
间也会更少。

保留有关工作和健康的信息

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要求工厂保存有关事故和工人健康问题的记录。这些记录可以帮
助你确定哪里是工厂最危险的区域，同一部门的工人是否会得同样的疾病，以及什么类
型的事故最经常发生。如果和工厂管理层合作，就能利用这些信息降低生病和工伤的数
量。因此，你应该要求雇主分享这些信息。 

许多雇主不愿分享这些信息。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最好都自己保留记录，并教其他
工人也这么做。保留自己的健康笔记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工人换工作时也可以带走它，
而不会失去有关接触化学品或严重头痛天数的记录。

保存记录

记录有关自己工作和健康的历史，包括工作条件、化学品的使用、健康问题的迹象
等细节，当你开始一份新的工作时这么做尤为重要。保留身体和工作场所的照片和视频
也很有帮助，例如身上得皮疹的照片。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医生对你进行诊断。当律师、
职安健专业人士、工会组织者、记者或其他人想要帮助你时，这些也很有用。保留这样
的记录将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工作条件。

你会在本书中经常看到这个符号，提醒你把工作危害和健康问题记在笔
记本上。

你的健康：保存一份简单的日常健康记录。刚开始只需写下受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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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伤害或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不舒服，比如发烧或出皮疹。但是，如果你每天坚持写，
就会开始注意到更多的身体感受以及每天的变化。记下头痛、头晕、皮疹和呼吸困难，
因为它们往往与接触化学品有关。你认为和工作无关的健康问题也要记下来。如果去体
检，要保存结果复印件，拍下照片，或尽可能抄下结果。

你的工作和雇主：每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尽可能详细地写下你雇主的信息。包括公
司名称、确切地址（如果可以的话拍下照片）以及老板和监工的姓名。如果公司被出
售，或是换了老板，要记着更新信息。还要记下工作期间你得到的培训、体检和证书。
当工作中更换或添加了新的化学品时，也要注意记录。

与工友一起查看笔记：和其他有记录习惯的工友一起查看记下的健康和工作问题，
看看是不是在相同日期遇到相同问题，并思考可能的原因。举个例子，如果发现更换清
洁剂让大家都头疼，就更有理由建议老板去更换更安全、更好的清洁剂。健康和安全委
员可能会有一个综合记录本，记录着从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收集到的信息。

帮忙测量工作中的危害

你可以通过对危害进行监查和测量来帮助厂里的职安健专业人士。对于在同一个车
间工作的一小群工人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活动，既有助工人自己想出解决方案，又可
以查核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有些危险，只能通过使用特殊的设备或测试才能测量，例如测量空气中某种化学品
的浓度（详见156页“化学品测试”）。但也有很多东西，只需依靠感官就能测量。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帮助测量的危害以及测量方法：

•	 人体工效学：数数生产一个零件，你需要多少手部动作；再算算你每小时、每班
或每天生产多少零件。 

•	 热和冷：用温度计测量气温。 

•	 火灾：数数工厂有多少火灾逃生门，其中
有多少在上班时间是锁住的。（一个都不
应该锁住！）

•	 歧视：比较男工和女工的薪资。

•	 暴力：数数有多少工人曾被监工威胁或是
殴打。

•	 厕所：数数工厂里有多少厕所，其中多少是锁住的，多少是干净的。

在你的笔记本上记下所有事故，例如化学品泄漏或其他任何令工人处于危险之中的
情况。数数一个月有多少次事故，并记下发生在工厂哪里。这样你就能衡量工厂不同区
域或不同时段的危险程度。记下日期和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有人受伤，是否呼
叫了警察、劳动监察人员或救护车，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有帮助的信息。

让我们数数
今天搬了多
少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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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健康安全委员会

在工厂建立健康安全委员会有助于解决工人的健康安全问题和赢得改变。不论工作
场所有没有工会组织，都可以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工人和管理层
各占一半。委员会的工作包括：识别危害，向工人告知危害，提出解决危害的方案，监
督解决问题的过程，确保不再出现同样问题，以鼓励工人主动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达成以下条件会使健康和安全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 让工人代表加入其中。

• 通过投票选举工人代表。

• 工人可以毫无恐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 倡导改变，并关注改变的过程。

• 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有应对程序。

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工厂必须有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可以找工会或律师询问本国劳
动法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如果法律没有要求，那就尝试去说服你的老板，告诉他委员会
可以在问题变得危险之前将其发现，这样花费更少的钱就能解决。委员会还能帮助工厂
获得更多订单，因为它有助于工厂通过审核，还能确保工作安全。健康和安全委员会有
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往往会忽视许多其他劳工问题。比如，工资是否按时足额支付，工
作时间和排班是否在法律限制之内，工人的健康和福祉是否得到改善，这些问题健康和
安全委员会通常不会涉及。 

你也可以组织一个只有工人参加的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如果不能选举，就找一些有
责任心且致力于改善工作条件的工人，让他们组成非正式委员会。没有管理层参加的非
正式委员会，也可以开会讨论问题并决定如何与其他工人分享信息。非正式委员会的支
持也能使你在面对老板时更有底气。例如，这个委员会可以收集所有有关化学品使用的
安全资料表（SDS），然后组织培训，帮助工人理解。正式的健康和安全委员会也可以
这么做。委员会并不需要人数很多，重要的是所有成员都积极参与，并且致力于加强所
有工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在出口工厂中组织工会

组建了工会之后，工人会有更安全的工作场所，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而
且在工厂里更有力量。在大多数国家，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但有些国家规定，不能在出
口加工特区组织工会。即使在工会合法的国家，政府官员也常常不愿意或没能力执行劳
动法规，从而无法保护组织工会的工人。有时候，虽然工人成功组建了工会，但雇主却
拒绝承认或拒绝跟工会协商。

虽然组织工会要面对这些困难，但民主诚实的工会仍然是工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的最好途径。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赢得改变的经验越多，他们组织工会的努力就会越成
功。成功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关键，是听取工友的意见，懂得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改变，并
鼓励他们参与到改变的过程中来。每一次集体行动的胜利，都会对下一次行动起到鼓励

作用，也会激励其他工厂、甚至外国工人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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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板反对的情况下成立工会

洪都拉斯YooYang制衣厂的工人受够了骚扰、低薪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受到附
近工厂工人组建工会并得到认可的鼓励，他们决定也成立工会。之后一年，这个工
会都在努力寻求政府的认可，并要求与厂方签订合同。工人通过具有创造性的行动
向老板施压，比如抵制工厂食堂，以及给所有机器绑上代表团结的蓝丝带。工人在
厂外吃完午饭后，会一起游行回厂，还举行过几次停工5分钟的抗议。

工人的行动受到了弹压，一些人被非法解雇，厂方还威胁要关厂。但工会毫不
畏惧，并最终赢得了有利协议。老板同意增加工资和福利，还同意每月会见工人组
建的健康和安全委员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接着，这个工会开始支持另一个
Yoo Yang旗下的工厂组建工会。后者也获得了认可及书面协议，而且雇主对工会支
持者的恐吓也停止了。这两个工厂的工人还聚集在一起分享经验，这对他们的抗争
很有帮助。

组织和成立工会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核心标准（见454页）是国际公认的基本劳工权利，包括消除强
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工作场所的歧视，以及组织和成立工会的权利。其中一些
公约专门用于保证组织工会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自由结社和保护组织权利的公约（第87号）指出:

• 工人和雇主都有权组织和加入团体。

• 工人和雇主的团体都有权起草自己的章程和规则，自由选举代表，开展活动
和进行规划。

• 政府不得阻止工人行使组织权。

• 工人和雇主的团体都有权加入联合会、联盟以及国际组织。

• 工人和雇主的团体不应被关停或解散。 

国际劳工组织有关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公约（第98号）反对歧视工会的行
为。该公约规定： 

• 不得以迫使工人退出工会或禁止加入工会作为就业条件。 

• 不得以加入工会或参与工会活动为由解雇工人。

有关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促进工人权利方面所起的作用，
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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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最重要的议题采取行动

收集有关工作问题的信息，能让人们展开讨论并连成一心。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些讨论

让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人愿意倾听他们工作中的担忧。得知他人也有类似的问题，会让工人

感受更深刻。

一旦工友们能够了解和彼此信任，就有可能开始讨论共同想要改变的东西。首先，工人

会找出问题；之后，他们会规划解决方案。但是，不同群体的工人，虽然面临类似的问题，

但各个群体会支持他们认为最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

争取更好健康条件的工会

电子行业从一开始就一直试图阻止工人进行组织。该行业的老板认为，对公平
工资、良好工作条件和安全工作场所的要求，挑战了他们对行业的控制，阻碍了他
们获取利润。他们声称：“对于公司的生存来说，保持没有工会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在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经济特区，恩智浦 工
会有超过20年的组织工人的经验。管理层曾解雇过工会
领袖，并且打压了争取更高工资和更短工时的工人。因
为推行了工会民主，坚持了工会建设，恩智浦工会面对
攻击屹立不倒，还赢得了很多胜利。

虽然工资和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职业安全健康
却没有。许多工人仍然认为电子公司是安全的工作场
所。尽管恩智浦进行了调研，了解到哪些工人会生病以及为什么生病，但没能让工

厂变得更加安全健康。该公司仍在使用违禁
和危险的化学品，如四氯乙烯（PERC）和三
氯乙烯（TCE）。许多工人听力受损，但恩
智浦并没有换装更安静的机器去降低噪音。
尽管工会一直鼓励工人去争取职业健康权
益，但并没有多少工友响应。

但恩智浦工会非常执着。因为抗议工厂条件，工会领袖们遭到逮捕和解雇。但
是，凭借着工会会员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被解雇者在5个月后重新被恩智浦聘用，
他们的要求也被公司接受。现在，工会领导层正在试图说服工人，让他们用同样的
努力去争取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

如果还没有工会，

就不准工人去组

建。如果有了工

会，就让它成为

摆设。

如果生活艰辛，就
很难让工人认同健
康 是 最 重 要 的 事
情，甚至比金钱更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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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选择一个问题

虽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如果每次集中力量去解决其中一个，那么效率就会更
高。刚开始时，先选择你们觉得能快速解决的问题。当团队磨合得更好以后，就可以处
理更难的问题。想要同时处理几个问题，通常需要更强大的团队和更复杂的行动。

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有助于你们决定先去解决什么问题：

• 哪些危险影响最多工人？

• 哪些危险造成危害最严重或危险性最高？

• 哪些危险可以迅速解决？

• 做什么会得到工友的大力支持？

• 哪些社区团体、政治家或社区领袖会提供支持？

• 哪些地方媒体，包括电台、报纸和电视台，会给予支持？

• 工厂是否有任何违法行为？

• 是否有国际组织可以提供帮助？

在决定选择解决哪个问题和开始步骤二之前，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寻找信息的
方法请参见本书31-32页。

说出你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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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工资低

座椅不好…… 

化学品

问题很多，但要一个
一个来解决。现在大
家最关心的什么？

骚扰现象太
严重了。

工资太低，买不
起吃的，付不起
房租。

有些人都没有座
椅，要每天站着
工作！

我 的 座 椅 不
平，需要一个
新的。

好像好几个人都反映
座椅的问题，要不我
们先解决这个？

我 们 需 要 更 好
的座椅。现在用
的太硬了，坐着
腿疼。

步骤二：决定如何解决问题

列出解决问题的所有方式。运用本书8-9页中给出的方法，讨论可以实现的改变。
但不要局限于已有的答案，对任何有关解决问题的想法都要持开放态度。直接来自工人
的想法可能更适用于他们工厂的实际情况。把改变和解决方案想象成梯子上的踏板：第
一步是最容易实现的改变，越往上就代表越持久、长远的解决方案。要选择最符合你们
现有能力和资源的解决方案。

这些都是很棒
的 想 法 。还 有
没有其他的？

可能的解决方案？

更多小休

更高的座椅

新的座椅

坐垫

不要一直做重复
动作
雇佣更多工人
减少工作时间
按时薪计算工资
成立一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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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找出优势、障碍和盟友

除了团结的力量，工人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可以用来解决问题？讨论以下问题并做
记录：

•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有哪些促成变革的机会？为了使雇主做出改变，什么样的策
略最有效？

• 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是什么？工人对集体行动有什么顾虑？有谁会支持雇主，反
对工人要求？

• 谁可以成为工人的盟友，一起向雇主施压？

认识我们自身的弱点很
重要。但是，也有朋友
和盟友会帮助我们。大
家能举些例子吗？

优势： 
共同的问题

大家都很愤怒
有能力的组

织者

障碍：
害怕
疲惫

上班时间不能
讨论

新来的工人
没钱

会被穿小鞋

盟友：
工会
家庭
老师
电台

教会领袖。

有些大学生可
能也是。

步骤四：计划行动

组织工人集体行动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尤其是当工人害怕失去工作或成为攻击
对象的时候。做好计划和分工，谈论每一项任务的实施细节，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法和技能。首先可能需要招募更多人进入行动组委会。为计划中的每个任务设定完成
日期。确定组委会碰面的时间，碰面时一起检查任务的完成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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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计划进行的如何？

每个人汇报各自任务的进展，比如说服了多少工人支持你们的诉求或愿意参加集体
行动。然后评估是否达到预期成果，还是说需要更改计划。达到了成果，要互相鼓励。

我已经和15个人
谈过了。大部分
很害怕，但也说
受 够了现在 的
工作条件。

一 个 和 我 谈
过的工人很生
气，说我 会 让
他丢工作。所
以我现在很怕
跟他们交谈。

要不咱俩
一起去跟
他们谈？

我和20个住在
我家附近的工
人 谈 过 了，他
们很期待这个
行动。

我和一些学生
谈 过 了，他 们
答应帮忙上网
查资料。

维修 部的工人有齐
全的工具，可以把工
作台改成矮一些。

不 行！这 么干
咱们都得被辞
掉 。我 们 还 是
先做坐垫吧。

光搞这些不够！要
号召停工，逼厂里
换新座椅。

首先我们要和所有
工人沟通。可以定下
一个日子，把坐垫带
到厂里。

怎样才能跟所
有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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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根据需要调整计划 

如果计划进行得不顺利，就要分析原因，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调整计划，重
新决定小组成员的分工，重新设定每项任务的完成日期，并确定下次会面时间，来做进
一步评估以及调整。

如果小组成员需要帮助来完成任务，和他们谈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以及谁可提供
帮助。小组中的工人如果能够从有经验的组织者那里获得建议、培训和支持，就可承担
他们从未承担过的任务。要多给予小组成员支持，而不是批评。不要因为一两个错误而
失去可能的组织者。

国际运动是否有帮助？
本地和国际组织都能够帮助工人。它们可以带来有用的信息和经验。例如，它们可

以找出某公司从特定工厂购买服装产品的信息，也可以找出为该公司供货的其他工厂的
劳动条件。知道一个工厂为谁所拥有，或与谁签订了合同，都有助于组织国际运动向大
公司施压，要求后者更好地对待工人。

国际运动能让工人的声音有效地传到世界各地。那些靠出口工厂生产产品的大企业
不喜欢公众看到他们“血汗工厂”的一面。让工人亲口讲述恶劣处境的经历，是赢得世界
各地人民支持的一个很好方法。

只有当地工人把需要什么告诉了国际组织，而且后者也认同，国际运动才能有效支
持当地工人的行动和目标。如果工人坚定团结在一起，他们与国际组织的沟通就会更容
易。工人还可以同外部工会或社区团体建立牢固的关系，以此作为非工会工人和国际运
动之间联络的纽带。

企业可以全球化，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可以！

亲爱的，这是你们
工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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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赢得改变

并没有一种行动是万能的，许多类型的行动都可行的。而且，要想凝聚工人的力量
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可能需要许多次不同的行动。有时很快就能赢得预期的改变，有
时却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宣传工人的要求，让其他工人、社区、雇主和雇主团体，以及政府机构和官员都知
道这些要求。

与社区领袖和其他潜在盟友建立关系，让他们帮忙说服雇主和其他人参加你组织的
行动，或者至少不反对这些行动。也要尝试与工厂老板和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作为一名
组织者，你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能否团结最优秀的人才。专注于那些能让你赢得胜利的
支持。

组织尽可能多的工人一起行动，要求老板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起雇主重
视的方法，但也会给参与行动的工人带来风险。但是，参与行动的工人越多，他们的力
量就越强大，单个工人所冒的风险反而越小。要记住，与管理层达成协定，不是你个人
的决定，而是要工人集体决定。这是加强集体力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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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工人那里学习成功经验

以下是世界各地出口工厂中各种成功的工人行动。可以尝试对它们进行修改，以适
应你的工厂或社区的情况。如果要采取这些行动或开展其他类似活动，首先讨论如何在
遭到报复时保护自己和他人。

协调工人各自采取行动，改善自身工作区域（比如自带
枕头当坐垫或脚垫）。或者组织工人抵制某一区域（如机器
噪音大的车间）或服务（如食堂）。如果工人同时这样做，
就会引起老板的注意。请参阅407页“要求更好食物，挣得新
的工会”的故事。

了解更多有关健康和安全的知识。你知道的越多，就
有越多的办法让老板和政府倾听你的意见并采取行动。请
参阅374页“通过健康促进活动组织女工”的故事。

建立一个工人通信网络，包括工厂中每个部门的工人。
工人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分享信息，比如工厂使用化学品的情
况，管理层有什么计划，不同车间工人的经验，以及如何对
某一问题作出集体回应等。请参阅188-189页“我们现在使用
更安全的化学品”的故事。 

停工几分钟、一小时、或者更久，并且告诉监工和老板你们为什么
要这样做。也可以组织不同车间在不同时段停工。越多工人参加，行动
效果越好。如果停工的人数太少，行动就不会成功。请参阅234页“一起
扇风”的故事。

派出代表团与老板讨论具体的要求。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向老板解
释为什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对雇主有利。记录会议期间双方说过的所有东
西，包括日期和时间，都有谁出席以及达成了哪些协议。拍下照片或用
手机录像。 

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要求他们执行劳动、工作场所安
全、以及反歧视的相关法规。请参阅293-294页“我们如何战胜
强迫加班”的故事。

向律师寻求建议和支持，将政府或公司告
上法庭。法庭审理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裁决可以改善许多工人的
工作条件。请参阅68页“清洁晶圆让Yu-mi死于癌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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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媒体报道你们的行动，并向其学习如何写新闻稿。使用网络社交媒体联络工人
和其他对你们行动感兴趣的人士。拍摄照片，并传到网上。请参阅106页“我们的溪水变
成了亮蓝色！”的故事。 

举行公开听证会，让工人作为证人，向社区领袖和居民陈述工厂
中的问题和希望改变的要求。请参阅184页“我们要求知道工厂正在使
用哪些化学品”的故事。

举行集会、会议和工作坊，向人们宣传工人所面临的问题，
要求政府倾听工人的声音并采取行动。请参阅103页“工人不应为
时尚而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