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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論 

    本章節旨在點出中華航空「泛公股」1的公司組織，在處理2016年空服員罷工

事件時的態度和結果為研究背景，以及本研究的動機目的，並且發展出研究問題。 

壹、 研究背景 

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航），在 1959 年由中華民國政府為首出資創辦，目前以

間接持股方式擁有多數股權。華航 27 位股東於 1988 年捐出股權，成立財團法人

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簡稱航發會），為中華民國交通部監管之財團法人機構，

迄今仍是華航的最大股東。1993 年 2 月 26 日，華航股票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華

航 2016 年報，2017）。 

    華航以「航發會」持股比率最高佔 34.13%，為該公司最大股東，其次是「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佔 9.50%，「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佔 4.82%，公股

在華航總佔比為 48.45%（參見圖表 1）。其中，最大股東航發會在十席董監事中，

六席是政府官員，董事長何煖軒為官派董事長，其餘為高鐵、清華大學教授等相

關機構代表（航發會，2018）。綜合上述資料，可知華航為泛官股的公司結構，政

府可以透過基金會決定華航董事會及高層級管理人員之人事案，亦具有公司重大

經營方針之主導權。 

 

                                                        
1指政府單位總計持股在50%以下，但政府所指派與支持的董事席位過半者（2016，葉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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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華航股權結構 

資料來源：中華航空 2016 年財報 

    2016 年五月華航空服員因為不滿公司將報到地點，由松山機場更改至桃園機

場，以及希望提高外站津貼等七項原因 (參見表 1)，與公司爆發爭執，因勞資無

法獲得共識，在同年六月發起罷工行動，超過兩千名空服員參與罷工，這是我國

首次空服員的罷工行動2。 

 

表 1：勞資雙方爭執點 

 
空服員訴求 華航回應 

1 

外站津貼每小時從2美元提高到5

美元，非會員不得享有（禁搭便

車條款3） 

簽署《勞基法》第 84-1 約定書之

空員，比照機師給每小時 3 美元

外站津貼 

                                                        
2葉臻、邱琮皓，2016，〈史上第一次 華航空服員 罷工案過了〉，中國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22000492-260102，最後瀏覽日 2018/04/01。 
3禁搭便車條款源自於美國，其目的是為凝聚工會團結，以及保障工會會員權利，避免當資方與工

會簽訂協議時，對於工會與非工會成員受到一樣的對待，而造成不公平的情形發生，間接也會影

響工會協商力量的削減。 

航發會 

34% 

國發基金

會 

9% 

中華電信 

5% 

其他 

5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22000492-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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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障年休 123 天、月休 8 天、季

休 30 天 

簽署《勞基法》第 84-1 約定書之

空員，給予年排 116 天，每月保

障排休 8 天，不足者年度結算以

全薪買回 

3 實施考績雙向互評 互評易製造對立，華航無法接受 

4 
給予空服工會代表、理事、監事

會務假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並非僅處

理與華航相關之業務，全面給會

務假不合理，將有條件核予會務

假 

5 
不得更改會員現行報到處及工時

計算方式 

其他華航員工都在桃機報到，答

應要求顯失公平，但改桃園報到

後，加班費給付門檻降低，區域

線工時從 12 小時起計算降為 10

小時 

6 國定假日出勤雙倍工資 

國定假日已挪移至其他日，無加

倍工資問題，挪移後之休息日出

勤，會給加倍工資 

7 除越洋航線，全面回歸《勞基法》 

無論越洋航線或區域航線皆屬輪

班性質，均有例假日挪移及女性

夜間工作之必要。工時約定書會

由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核可，《勞基

法》權益會受保障 

資料來源：華航公關室，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2016 年 5 月 27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FAUTFAU/posts/1782629058638252，最後瀏覽日 2018/05/05。 

 

      此次華航罷工，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4主導，桃園市空服員工會舉辦罷

工投票之際，華航數度希望桃園市府出面仲裁5，化解勞資對峙僵局，時任桃園市

                                                        
4
原華航工會第三分會於 2015 年 11 月改組為「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5
 根據《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 15 條，民營公用事業，如遇勞資爭議時，應強制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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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鄭文燦，認為仲裁對勞工不利，拒絕介入6。6 月 21 日工會投票結果出爐，贊成

罷工得票率高達 99.5%，華航空服員取得合法罷工權7。 

     6 月 23 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所屬中華航空的空服員，自 6 月 24

日凌晨 0 時起發動罷工行動，不再供應勞務。當日晚間 11 點，華航總經理張有恆

應證交所要求做出重大訊息視訊會議，宣布 6 月 24 日從早上 6 點到晚上 10 點，

華航從桃園、松山出發航班，除總統專機外全面停飛，共造成 122 個航班，三萬 

多人受影響，6 月 24 日罷工當天以及隔天 6 月 25 日兩天，華航估計共損失台幣兩

億八千萬元（參見表 2）。罷工當時正值蔡英文就任總統屆滿一個月，承上所言，

華航是政府所能控制的「泛公股」企業。因此，空服員所抗爭的對象應也包括政

府。 

  

表 2：罷工期間華航取消航班與經營損失 

日期 航班數 影響人數 損失（台幣） 

6 月 24 日 67 班 2 萬人 1.6 億 

6 月 25 日 55 班 超過 1 萬人 1.2 億 

         資料來源：華航 2016 年財務報告。 

 

    6 月 24 日華航正式罷工當天，蔡英文總統出訪中南美友邦「鷹翔專案」啟程。

針對華航罷工事件，蔡英文在出發當天表態：「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不是忍無

                                                        
6邱弈統，2016，〈華航 空服員勞資爭議市府拒絕仲裁〉，自由時報，2016/6/14。 

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00184，最後瀏覽日 2018/04/23。 
7資料來源：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g/TFAUTFAU/photos/?ref=page_internal，最後瀏覽日 2018/04/22。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00184
https://www.facebook.com/pg/TFAUTFAU/phot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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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忍，沒有一個空服員會這樣罷工。」蔡英文強調，絕對會維護空服員的勞動權

益、整頓華航、擦亮華航的招牌8。6 月 24 日罷工當天，22 名在專機執勤的華航空

服員，其中 10 人為工會成員，總統承諾會保障大家的權益，但事後 10 名工會成

員，遭禁搭便車條款9處分，全遭工會除名10，不得享受工會向資方爭取之協議內

容。 

    6 月 24 日上午交通部宣布，撤換華航董座魏幸雄，新任命何煖軒為華航董事

長。當天晚上九點，何煖軒無條件接受工會七訴求，罷工落幕。該起事件從發動

罷工行動的 6 月 24 日凌晨零點，到當晚九點，勞資雙方即達成協議，歷時不到 24

小時結束，被評為史上最成功的罷工案件11。詳細罷工情況，摘錄於文後附錄「罷

工始末」。 

    由於華航罷工事件的主體成員是女性空服員，該職業在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中，

即為外表較具有吸引力的群體（王姿勻，2015）。罷工期間許多媒體將佔滿南京東

路的上千名空服員，形容為顏值最高的罷工者12。媒體報導的焦點也以「顏值」作

為新聞標題，例如中國時報在 6 月 24 日新聞標題「史上顏質最高罷工」、「工程師：

這裡的空氣無敵香」，聯合報在 6 月 24 日新聞標題「 華航罷工失“嬌”網友：罷工

史上顏質最高」，蘋果日報在 6 月 24 日標題「史上顏質最高社運」。有研究顯示，

外表吸引力較高者平時容易受到注目的眼光，也較容易被賦予正面的評價（張瑜

                                                        
8曾薏蘋、陳信翰，2016，〈蔡英文：若非忍無可忍 哪有空服員罷工〉，中時電子報，2016/06/24，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4002362-260407。最後瀏覽日 2018/04/20。 
9 請參照註腳 3。 

10 邱弈統，甘芝萁，鍾麗華，2016，〈罷工日出勤 華航總統專機空服員遭工會除名〉。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17780，自由時報，最後瀏覽日 2018/04/20。 
11孫窮理，2016，〈前仆後繼 篳路藍縷 鳥瞰台灣 30 年罷工史〉，焦點事件，取自：

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 ，最後瀏覽日 2018/04/29。 
12林煒凱，2016，〈你霸道！我罷工！工運史上顏質最高一夜〉，信傳媒，網址：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60 ，最後瀏覽日 2018/04/28。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817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45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4002362-260407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17780
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60


 
 

 
 

6 

軒，2014）。輿論也出現了「人美真好，人醜吃草」的評論，認為罷工空服員在短

時間取得成功，得利於高顏值之助力13。罷工落幕隔天的 6 月 25 日，聯合報即以

「完美罷工 震動勞資壓力鍋」14為標題報導，認為此次罷工完美落幕，評價正面。 

     然而過去在台灣，罷工抗爭是工人集體行動的一種激烈的表現形式，工會與

罷工往往被視為洪水猛獸，遇有勞資糾紛，弱勢的工人未必能得到社會理解與同

情（夏林清，鄭村棋，1992）。檢視歷來台灣發動的重大罷工事件（參見表 3） 

，不但勞資協議時間冗長，勞方要求的條件，也鮮少獲得資方全盤接受。 

      以華隆紡織長達兩年半的工運抗爭為例，關廠工人使用遊行、佔領公共空

間、絕食、臥軌等激烈行動，表現出工人的集體抗爭意志，過程艱辛（林佳瑋，

2015）。但從罷工成果、勞資協議速度以及社會大眾支持度來看，華航空服員罷

工事件，顯然更為有效率也更成功15。 

表 3：台灣重大罷工事件（1988-2015 年） 

年份 事件 原因 結果 歷時 

1988 桃園客運 
資方不同意加發

年終獎金、紅利等 

罷工發起人遭開

除，罷工失敗 
5 日(2/14-2/19) 

2003 宜興客運 
資方積欠員工薪

資 
承諾罷工成功 

8 個月

（2003/10/1-2004/06/01

） 

2005 中華電信 
工會擔心民營化

過程損害勞工權

順 利 完 成 民 營

化，罷工失敗 
1 日（8/8） 

                                                        
13 魯智淺，2016，〈顏值最高罷工的成功方程式〉，觀測站，取自：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9%A1%8F%E5%80%BC%E6%9C%80%E9%AB

%98%E7%BD%B7%E5%B7%A5%E7%9A%84%E6%88%90%E5%8A%9F%E6%96%B9%E7%
A8%8B%E5%BC%8F/，最後瀏覽日 2018/03/01。 
14 蔡惠萍，侯俐安，洪欣慈，2016，〈完美罷工 震動勞資壓力鍋〉，取自：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1/index.html，聯合報，最後瀏覽日 2018/04/28。 
15 陸詩薇，2016，〈別再喊史上最香罷工了 還記得關廠工人臥軌時 台灣人的嘴臉嗎〉，風傳媒， 

取自：http://www.storm.mg/lifestyle/134157，最後瀏覽日 2018/04/23。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9%A1%8F%E5%80%BC%E6%9C%80%E9%AB%98%E7%BD%B7%E5%B7%A5%E7%9A%84%E6%88%90%E5%8A%9F%E6%96%B9%E7%A8%8B%E5%BC%8F/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9%A1%8F%E5%80%BC%E6%9C%80%E9%AB%98%E7%BD%B7%E5%B7%A5%E7%9A%84%E6%88%90%E5%8A%9F%E6%96%B9%E7%A8%8B%E5%BC%8F/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9%A1%8F%E5%80%BC%E6%9C%80%E9%AB%98%E7%BD%B7%E5%B7%A5%E7%9A%84%E6%88%90%E5%8A%9F%E6%96%B9%E7%A8%8B%E5%BC%8F/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1/index.html
http://www.storm.mg/lifestyle/13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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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台灣中小

企業銀行 

政府有意願標售

台企銀，勞工為維

護自身工作權罷

工 

財政部長林全宣

布流標，罷工成功 
4 日（9/8-9/11） 

2011 太子汽車 積欠薪資 

勞委會以「積欠工

資墊償基金」墊

付，其餘欠薪仍無

下文 

3 個月

（2011/10/11-2012/01） 

2012 華隆紡織 

工會要求資方清

償工資，談判破

裂，工會宣布罷工 

長期抗爭後，勞動

部同意分兩階段

清償 

2 年 5 個月

（2012/06-2014/11） 

2015 華潔洗滌 抗議低薪過勞 
公司同意加薪罷

工成功 
1 日（6/1-6/2） 

資料來源：勞動部，苦勞網，網址：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最後瀏覽日：2018/05/01。 

 

    華航空服員2016年罷工行為與過程、和影響罷工的因素以及結果，極有可能成

為日後泛公股企業處理勞資爭議的範例，以及勞工爭取權益的參考指標，影響甚

鉅，值得深入研究。 

  

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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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與目的 

    勞工的罷工權，是勞工最神聖、最重要的權利之一（衛民，1994）。在華航

空服員的罷工行動之前，空服員工會發表罷工宣言指出：「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願意成為這場戰爭中勞方的先鋒，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台灣必須告別長工時

的過勞時代。」16強調罷工的正當性。但也有研究者認為，罷工權的行使只是一種

手段而非目的，罷工所造成對社會的衝擊和影響，往往相當之大，由於華航的公

股接近百分之五十，資方全盤接受勞方的七大訴求後，預估華航每年將增加人事

成本兩億台幣17，這些虧損差不多一半要由納稅人來承擔（趙守博，2016）。 

    華航罷工事件跟納稅人是否有關係？若日後華航因此虧損，真的是全民買單

嗎？這引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空服員罷工七大訴求全部達陣，宣稱代表全體台

灣勞工的大勝利，筆者身為勞工也想一探究竟，這次的工運有何價值和意義。此

為研究動機。 

 而罷工事件落幕後，因處理罷工不力，遭到撤換的前華航總經理張有恆，於

6 月 28 日發表三千多字文章18，透露當時處理勞資糾紛的轉折和心路歷程。張有

恒說，自己當初在處理罷工時堅持底線，為的是維護全民利益，張有恆說：「說

本人抗命，未免太過沈重」，張有恆認為，桃園市政府未立刻在罷工進行時介入

仲裁，使數萬旅客權益受影響，對旅客並不公平。張另指出，本次空服員罷工實

                                                        
16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2016，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FAUTFAU/posts/1795067777394380，最後瀏覽日 2018/04/06。 
17 資訊來源：華航公關室，2016。 
18 張有恆聲明，2016，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628/896329/，蘋

果日報，最後瀏覽日 2018/04/06。 

https://www.facebook.com/TFAUTFAU/posts/1795067777394380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628/89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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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的主導者是桃園產業總工會，華航空服員未能想到公司福利已大多優於友航，

發動突襲罷工，造成對自家公司聲譽的負面影響，恐使公司經營不善（張有恆，

2017）。 

    罷工行動發起者「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成員來自各航空公司之中華民國

籍空服員，實為「外部工會」。至於華航內部的「企業工會」，則被批評為「官方

樣板工會」，形成內外兩工會互相攻擊的情況。由「外部工會」投票決定罷工的行

動，是否具有帶表性以及合法性？因為「禁搭便車條款」（參見註腳 3），無法享受

協議成果的非會員，以及遭到開除的總統專機十名桃園空服員工會會員，是否有

正當性，都引起了社會爭議。 

    張有恆為自己叫屈，但接手處理的新團隊，也認為已經讓「罷工完美落幕」19，

這中間的矛盾，應由華航的泛公股公司結構來檢視。華航董事長和總經理等決策

高層皆為官派，因此，每當政黨輪替，華航高層人事皆有大變動。這一次的罷工

行動，正好發生在新舊政府交接之際，由新政府派任的董事長何煖軒，全盤接受

工會要求，可能和蔡英文總統表態支持空服員有關，但也遭到外界批評不夠專業，

是 「撒錢救火」，對華航其他員工以及其他股東不公平20，這也突顯了泛公股公司

的治理問題。在公股管理問題中，政府經常無法避免與其所委派之官股代表間，

存有之代理人問題，此種情況實與究責制度（Accountability）不明、不易、甚或

不成比例，而致國有企業之派任人員存有高度道德風險（楊屯山、范建得，2011）。 

                                                        
19 嚴文廷，李樹人，2016，〈華航完美罷工？空服樂 地勤怒 旅行社喊賠償〉聯合晚報，取自：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4/index.html，最後瀏覽日 2018/04/11。 
20 自由時報即時新聞，2016，〈撒錢解華航罷工 林揆讚何煖軒 「救援成功」〉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45183，最後瀏覽日 2018/04/20。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4/index.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4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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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工一年後，檢討的聲音也慢慢浮現。2017年6月23日，華航罷工屆滿一週年

前夕，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接受聯合晚報專訪表示：「華航當時是在勞資雙方

不信任的情況下，被狠狠耍了一筆」，他坦承當時對罷工的華航空服員「有點答應

太多」，造成華航人事成本大增，多少影響公司今日營運21。2016年的華航罷工，

到底是誰得利？可以被稱為「完美罷工」嗎？罷工發生當時，各方政治力如何介

入？而相較於歷來罷工事件，華航罷工相對快速取得共識而落幕，此一現象的背

後，與空服員「顏質」所構成的社會宣傳效應是否有關？這些疑問開啟了本文的

研究動機。 

參、 研究問題 

承上述章節所述，本論文將研究兩問題： 

一、 華航泛公股經營結構，既是上市公司，人事任命又由官派，在經營的時候

是否容易偏離專業，被政治干預？在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裡，政治力的相

關者是哪些？他們是如何介入的？以及如何影響了它的結果？ 

二、 這場被譽為「史上顏質最高」，「最成功的罷工」，女性的身份，在這廠罷工

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顏值」也是抗爭的資產嗎？資方在 24 小時

內，完全接受勞方條件，對於勞方和資方等各方關係人來說，是不是一種

勝利？ 

  

                                                        
21 雷光涵，2017，〈交部政次：華航案有點答應太多〉取自：

https://udn.com/news/plus/10172/2541932，聯合晚報，最後瀏覽日 2018/04/06。 

https://udn.com/news/plus/10172/25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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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由於 2016 年的華航罷工事件，為台灣史上首次空服的罷工行動，發生至今還

不足兩年，相關文獻稀少。因此本文的文獻回顧，將分為三部分：首先探討勞工

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第二、回顧泛公股治理相關文獻，

以及如何影響「2016 華航空服員罷工」的結果。第三、華航罷工事件相關之文獻

探討。 

壹、 勞工運動之發展 

    工會源於 18 世紀的英國，當時的勞工飽受僱主壓迫。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

富論》中即提到了，勞動者和僱主之間權利的失衡（Smith, 2000），他在書中描述， 

當時工會在很多國家是非法的，對於試圖組織工會來說，懲罰是殘酷的，甚至包

括處決。即使如此工會依然成立，並開始獲得政治力量，最終導致勞動法的通過，

後者不單將組織合法化，並規範了僱主和雇員之間的關係(Kautsky, 2010)。 

    1888年倫敦百瑞梅(Bryant and May Factory)火柴女工大罷工(The London 

matchgirls’ Strike)
22，不但是英國首次女工發起的罷工，也首開無技術勞工罷工成

功，即碧翠絲韋布(Beatrice Webb)
23所謂「弱勝強敗」的先例，鼓勵弱勢團體爭取

自己的生存權（Webb，1920）。原本這一次的罷工，只是歷史上無數罷工的其中之

                                                        
22 1888 年當時女工還無法加入工會，一群東倫敦最弱勢的女工，因勞動環境太差薪資過低，發起

罷工，「火柴女工抗爭事件」也點燃了倫敦勞資抗爭的火花。 

23 英國經濟學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yant_and_May_Factory,_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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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不特別引人注意。但她們鼓勵了更多包括婦女在內的弱勢團體，團結起來

爭取自己的生存權，也影響了日後工會發展出一個新的潮流，即「新工會主義」24，

最更重要的是，她們成功地，運用了社會大眾的正義感和道德壓力，作為對抗資

本家的力量（王文霞，2002）。 

    基於勞資雙方地位的懸殊，勞工為提高談判地位，透過團結的力量組織工

(union)，結合會員的集體意思向雇主展開協商談判，以改善勞動條件或解決勞資

爭議等問題(Chang，2010)。然而，雇主基於營運成本或追求利潤等因素考量，在

協商過程中，未必全盤接受工會所提的協商條件，甚至產生協商僵局的可能，為

突破僵局，工會有許多策略可供運用，其中罷工手段是最激烈的方法（Atanassov & 

Kim, 2009.）。 

    罷工、鎖廠、糾察以及杯葛是美國私部門中最主要之勞資爭議行為，勞資

雙方透過上述行為給予對方經濟上之壓力，藉此迫使對方在相關爭議上妥協

(Budd，2005)。1947 年，美國國會制定了「勞資關係法」，該法修正了「一九三

五年國家勞工關係法」，擴大了國家勞工關係法的適用範圍，勞資關係法中所做

的修正限制了工會的力量，並調整聯邦政府的角色，使其立場不再明顯地傾向

有組織的勞動者，而能較為中立地處理勞資關係問題(鄭津津，2006)。 

      至於我國早在民國17年即已施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然由於政治因素，我國

勞資爭議處理法制，長期被非常時期的特別法所取代，未能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王

振寰、方孝鼎，1992）。工會組織長期受政府政策影響，普遍缺乏主體性與自主性（李

允傑，1992）。孫窮理認為，回顧台灣30年罷工史，「罷工」在台灣社會，是一個

                                                        
24 New Unionism 指接受社會思想，採溫和路線，積極參與現有體制下行政組織和議會，以達到

社會主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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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在法律上，同時也是在工會幹部心中的禁忌，罷工遭到國家的壓制（詹火

生，2010）。之後，罷工便經常以「開會員大會」、「合法休假」…等名義行之，

遊走在法律與工人自己心理的邊緣25。 

    2009 年行政院通過勞委會提出「工會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草案，

該二法案加上 2008 年修正公布的「團體協約法」所建立的勞動三權法制，是希望

在確保勞工權益並兼顧我國企業發展的前提下，建構一套符合當前台灣社會經濟

發展現況的勞資關係制度，希望勞資雙方可以以協商代替對抗，經由對話與溝通，

打造一個勞資合作的工作場所26。 

    自2011年5月1日起，實施修改後的集體勞動三法，即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

法，以及團體協約法後，對於罷工給予某程度的放寬（陳正良，2010）。並明訂勞

工可組織三種工會：企業工會、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三種工會各自具有不同的

條件門檻和適用身份；單一勞工也可身兼多種工會會員身份，稱作「複數工會」

制度（鄧學良、王徳儼，2012）。複數工會的制度，和這一次華航罷工有很大的相

關連性。 

    因為華航本身有華航企業工會，由華航全體員工組成，會員人數約1.2萬人，

並分為六個分會27，華航空服員為第三分會，由於「華航企業工會」已多次被批評

缺乏積極作為，以空服員為主體的華航工會第三分會，也因而逐漸與上級工會產

生矛盾（張哲豪，2016）。直到2015年11月，三分會成員改組空服員職業工會，

                                                        
25孫窮理，2016，〈前仆後繼 篳路藍縷 鳥瞰台灣 30 年罷工史〉，焦點事件，2016 年 6 月 22 日。

網址：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最後瀏覽日 2018/04/29。 

 
26 行政院新聞，2009 年 4 月 16 日，取自行政院網站：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5e5f1dd4-da46-4546-a34a-a258578b793b 
，最後瀏覽日 2018/05/05。 
27
 機師在第二分會、空服員為三分會，修護工則在第四分會。 

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58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5e5f1dd4-da46-4546-a34a-a258578b7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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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爭取獨立地位，另方面也嘗試擴大團結其他航空公司的空服員，並且與機

師工會、華航工會等共同積極投入近期的航空業勞權抗爭28，勞工團結勢力逐漸壯

大。 

    新勞動三法裡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引進美國「替代性爭議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ADR）概念29，增設「裁決」專章，期快速回復受侵害者之勞

工權益；惟《工會法》禁止不當勞動行為之規範僅針對資方而定，制度本質上已

欠缺完備性與公平性，我國「裁決機制」，我裁決委員會之組織運作與美日相較，

亦有獨立性、專責性不足之疑慮，導致裁決制度面臨治絲益棼之窘境，經由實例

研究發現，裁決結果則偏向有利勞方（呂文琪，2012）。發生在 2016 的華航空服

員罷工案，華航一開始即要求，空服員職業工會所在地桃園市政府仲裁，卻遭到

市長鄭文燦，以「維護勞工權益」為由拒絕。但有學者認為，調解在勞資爭議處

理上，有極重要地位（鄧學良，王德偃，2012）。  

    美國近年大力推行「仲裁」，認為這種經由勞資雙方當事人同意並由第三方介

入並裁決的方式，能夠有效解決勞資糾紛，已成為美國企業中最常使用來解決糾

紛的方法之一(鄭明慧，2010)。因此，2016 年華航罷工事件，事先是否能經過仲

裁，而得到勞資雙贏的結果，值得再深入研究之。另外，依我國工會法之規定，

國公營事業只要不屬軍火工業者，其員工得組織工會30。但也有學者認為，是否因

此所有國公營事業員工所組織之工會之會員均得罷工，則有商榷之必要（趙守博，

2008）。 

                                                        
28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0 及 21 條規定。 

29
即由法院以外的方法，例如，協調、仲裁、事實調查等，涉及第三人以公正和專業的立場解決爭

議。 
30 《工會法》第 4 條對軍人、軍火業、公務人員的籌組工會之禁令，以及對教師組織企業工會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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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空服員拒絕簽訂的《勞基法》84 條之 1 條款，原本的設計是希望讓工時

計算更有彈性，只要勞工工作是主管機關核定的特定工作，可由勞雇雙方另行約

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雇主不須理會《勞基法》原有

對勞工的保障，空服員正是勞動部核定《勞基法》84 條之 1 的適用對象之一。勞

動部認為，空服員「工時形態特殊」，將空服員核定為《勞基法》84 條之 1 的適用

對象。 

    在現有《勞基法》中，勞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但空服員跨洲際

的越洋航線光飛行時數往往超過 12 小時，實際工時會更長。空服員工會認為，《勞

基法》原本是針對勞工工時、工作的規範，但《84 條之 1》卻為雇主開了一個後

門，除了可工作超過 12 小時外，空服員簽署責任制協議書，等於自行放棄《勞基

法》七休一規範（桃園空服員工會官網，2016）。空服員此等特殊職業，經實證研

究之結果發現，協商排定制度之適用，因航空事業單位工作類別、適用之工時制

度及公司之人力運用政策等因素，而有其適用程度之差異，特別是空勤輪班人員

之輪班工作，因為需符合不同法規之特性，使得特別休假在協商制度之適用上最

為困難（楊浩然，2013）。 

    這是自 1988 年 5 月 1 日，台灣鐵路管理局司機員罷工事件後，台灣第二起大

型罷工事件，引起社會相當大重視。近年來，由於經濟不景氣，關廠歇業以及裁

員的事件愈來愈多，勞資爭議的數量也因而大幅增加，然而，在現行勞資爭議處

理相關法律的規範下，許多勞資爭議仍無法獲得充分妥善的處理。面對目前以及

未來勞資爭議事件的解決，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制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鄭津津，

200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0%B5%E8%B7%AF%E7%AE%A1%E7%90%86%E5%B1%80%E5%8F%B8%E6%A9%9F%E5%93%A1%E7%BD%B7%E5%B7%A5%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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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泛公股企業之治理 

    華航最大股東為交通部掌控的「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航發會），

持股達約百分之卅四，加上中華電信、行政院開發基金和勞退基金，官股共持有

近五成，政府對華航人事與經營方針的絕對主導權（華航官網，2018）。依照葉銀

華對「泛公股」企業的定義：「政府所能控制的企業，更精確地說是執政黨所能掌

控的企業，除了國營事業之外還包括泛公股企業」。根據此定義，華航就是一家

泛公股企業。 

    國營企業股份主要由國家掌控， 因此在企業的決策上可以由國家來決定政策

方向 （張晉芬，2001）。國營企業在經營的時候， 因為有國家吸收成本，可以擁

有龐大的員工 ，往往造成冗員過多 ，為了有效使用納稅人所繳納的稅金，國家決

定釋出國營產業的股票權，讓民間企業一同投資 ，基於這些理由，所以國家來大

力推行國營企業民營化（ 張玉山，2009；黃琬玲，2004）。國營事業本具公共性，

但由於政府在指派董監事過程中，受到很多人事包袱，董事會成員多半是政治任

命，較缺乏專業性考量，包含受到行政機關政策任務的配合、受到民意機關的預

算與決算審查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干預，以及地方政治團體的威脅等，前述種種因

素造成國營事業市場機制扭曲，形成控制失靈現象，既無法自主性經營，也難有

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朱景鵬、張筵儀，2015）。 

    由於國有企業之存在目標、政策不清，使得國有企業之官股代表之派任決策

本身已有失當之虞，加以被派任之官股代表又可能因其能力之不足，或是基於私

利有意違背所託，從而無法善盡職守，或直接以其經營決策權限，對民間企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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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為不當之資訊揭露或其他有利益輸送疑慮之行為（楊屯山、范建得，2011）。

華航雖屬泛公股企業，並非國營企業，但因為董事長總經理皆為官派，也常有以

上所述弊端。因此呂東英認為，在部分國人的心目中，華航並非一家私人企業，

而是國營事業31。陳長文說華航「官不官、民不民」的結構，在這場罷工中「球員

兼裁判」的政府，角色尷尬32。 

    再檢視華航罷工事件對利害關係人權益的影響，華航在罷工前五年，幾乎都

是虧損的情況，2015年因油價下跌獲利；反觀同期間，長榮航空除2014年虧損比

華航多外，其餘皆是正的獲利表現，且優於華航（參見圖表2）。 

單位：億元 

 

圖2：華航、長榮營收圖 

資料來源：華航、長榮2011-2015  年財報      

     

                                                        
31呂東英，2016，〈國營事業 更需要公司治理〉，經濟日報，2016 年 6 月 27 日。網址：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9/1789018，最後瀏覽日 2018/05/01。 

 
32 陳長文，2016，〈如果想讓華航一飛沖天 就請政府挪開阻擋的手〉，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901/766893.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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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擔心在新任管理團隊原則性接受勞工訴求下，除非油價持續下跌，否則華航

很難獲利，因此，凸顯了新任管理團隊在作決策時，並未考量所有股東的權益（葉

銀華，2016）。 

    當時未將罷工事件交付仲裁的桃園市長鄭文燦認為，華航不應以追求利潤為

目的，飛安、服務品質和員工的照顧才是重點。然而桃園市長的說法引發華航小

股東不滿，他們反問市長：華航是慈善事業嗎33？桃園市長的言論某種程度有所立

論，但可能與華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立場有所背離。葉銀華認為，華航是泛公股

事業，董事長、總經理，以及主導人事的政府，皆非公司股權擁有者，不管作為、

不作為，影響的皆不是自己財富或權益，因此容易傾向短視的作為，產生「所有

權缺位」34的問題。 

    至於新任管理團隊董事長何煖煊對勞方的妥協，有可能讓華航淪為無法或很

難賺錢的公司，這些因素嚴重影響華航的飛安品質，公司治理不能只追求股東的

利潤，而犧牲員工、旅客的權益；亦不應為了員工權益，而讓公司犧牲股東的利

潤與旅客的權益（葉銀華，2016）。但也有研究者，利用美國 1982 至 2006 年間所

發生的 235 個罷工事件，探討公司策略對於罷工時勞資間的談判力及罷工後營運

績效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平均而言樣本公司在罷工當季營運績效顯著下降，但

是在罷工後第一季便回到正常水準（陳彥行，2009）。由華航的例子來看，在台灣

公司法制下，以董事會為核心的運作環境，官股代表的「公益角色」與政府的事

後監督，往往在公司面紗（corporate veil）的庇護下，模糊政府介入的分際，導致

                                                        
33張佩芬，2016，〈華航不應以追求利潤為目的 鄭文燦說法 華航小股東不滿〉，工商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04000160-260206，最後瀏覽日期 2018/04/01。 

 
34所謂所有權缺位，是指沒有持股者，卻可以影響公司的決策，這種情況可能做出讓大多數股東受

損的決策。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04000160-26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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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凌駕專業」（楊屯山、范建得，2011）。 

    就客戶權益而言，華航空服員選擇無預警罷工，嚴重影響旅客出國、回國權

益。對於獨占事業與影響民生、金融穩定的事業，是被要求須維持必要之營運，

而航空事業雖非獨占，但無預警罷工，客戶很難轉搭其他航空公司，更無法改搭

其他交通工具，因此出現航空事業的罷工應改成預警式的呼籲35，讓旅客有因應的

時間。 

    至於華航的上級主管機關交通部，在華航勞資爭議協商期間，空服員醞釀罷

工之時，好像也沒有善盡應有的監督之責，督促華航去積極而認真地面對空服員

及其他華航員工的不滿情緒和訴求，交通部有沒有做好預防罷工應有的措施，有

關方面如行政院、監察院等，應該去加瞭解、追究（趙守博，2016）。另一方面這

些泛公股雖有政府持股，但卻不受國營事業法、政府採購法及審計部的監督，結

果淪為「效率」和「監督」兩頭空的最壞情況36。 

罷工事件落幕後，因處理罷工不力，遭到撤換的前華航總經理張有恆，於 6

月 28 日發表三千多字文章37，透露當時處理勞資糾紛的轉折和心路歷程。張有恒

說，自己當初在處理罷工時堅持底線，為的是維護全民利益，張有恆說：「說本

人抗命，未免太過沈重」，張有恆認為，桃園市政府未立刻在罷工進行時介入仲

裁，使數萬旅客權益受影響，對旅客並不公平，張另指出，本次空服員罷工實際

上的主導者是桃園產業總工會，華航空服員未能想到公司福利已大多優於友航，

                                                        
35監察院對此糾正交通部，建議建立「罷工預告制度」，2016。 

36 聯合報社論，2011，〈不公不民的偽民營化要檢討了〉，取自：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2434，

最後瀏覽日 2018/03/30。 

37 張有恆聲明，2016，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628/896329/，蘋果

日報，最後瀏覽日 2018/04/06。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2434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628/89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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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突襲罷工，造成對自家公司聲譽的負面影響，恐使公司經營不善（張有恆，

2017）。 

    張有恆為自己叫屈，但接手處理的新團隊，也認為已經讓「罷工完美落幕」38，

這中間的矛盾，應由華航的泛公股公司結構來檢視。華航董事長和總經理等決策

高層皆為官派，因此，每當政黨輪替，華航高層人事皆有大變動。這一次的罷工

行動，正好發生在新舊政府交接之際，由新政府派任的董事長何煖軒，全盤接受

工會要求，可能和蔡英文總統表態支持空服員有關，但也遭到外界批評不夠專業，

是 「撒錢救火」，對華航其他員工以及其他股東不公平39，這也突顯了泛公股公司

的治理問題。在公股管理問題中，政府即便是政策正確，也無法避免與其所委派

之官股代表間所存有之代理人問題，此種情況實與究責制度（Accountability）不

明、不易、甚或不成比例，而致國有企業之派任人員存有高度道德風險（楊屯山、

范建得，2011）。 

    而一個好的公司治理亦能促使董事會及管理階層，著眼於公司及股東利益的

有效誘因，進而鼓勵公司資源利用更為有效率，最後達成保障少數股東、投資人、

及債權人利益的目標，已移轉民營之公營事業，既已無政策任務及相關預算、人

事之拘束，且政府尚持有多數股權，實可大力推動公司治理，除能減少政府公股

管理成本，兼可提高其經營效率，並落實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真正目的－達成企業

化（陳雅萍、梁榮輝，2003）。 

                                                        
38 嚴文廷，李樹人，2016，〈華航完美罷工？空服樂 地勤怒 旅行社喊賠償〉聯合晚報，取自：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4/index.html，最後瀏覽日 2018/04/11。 
39 自由時報即時新聞，2016，〈撒錢解華航罷工 林揆讚何煖軒 「救援成功」〉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45183，最後瀏覽日 2018/04/20。 

 

http://a.udn.com/focus/2016/06/25/22644/index.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4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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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華航罷工事件 

    「空服員」以女性工作者居多，致使社會及媒體將此職業與女性特質做強烈

連結，不斷刻板印象化，甚至性感化（陳雅琪，2018）。顏值高，伴隨而來是被偷

拍，在抗爭現場，有很多人除了去支持罷工之外，還順便偷拍漂亮的空姐，上傳

至公開的頁面，但也帶來更多的輿論關心和支持。在搜尋引擎 Google，以「顏值」

作為關鍵字進行搜索，相關報導大約有一萬八千四百筆40。不僅討論度高，社會氣

氛幾乎一面倒，同情罷工的空服員41。有民眾在罷工現場，寫下：「我是受波及旅

客，我挺空服員」，等字樣標語聲援，立法委員李彥秀、蔣萬安、張麗善等人，也

聯名送來消夜表達支持42。「顏值」掀起的輿論，在這起罷工事件中，成為社會高

度討論的話題之一。 

    這裡所指的顏值亦即美貌，「美女成功論」在這一次華航罷工中亦可以被檢驗，

美國女性主義者 Naomi wolf 認為，父權運用美貌的神話，控制女性的身體，一方

面告訴女人，女人的力量來自信心與能力，女人要獨立自主靠自己，但另一方面

又告誡女人，美貌是女人的生存要件（Wolf, 2009）。女體纖美、華麗，否定了皺

紋、衰老、贅肉的存在，在空服員這一職業別和美貌高度連結（劉惠純，2008）。

女性受到家庭職責、政經情勢及性別文化的影響，而在勞動市場中處於弱勢（江

盈誼、余漢儀，2003）。女性抗爭者即空服員在這場罷工運動中，看似強勢吸引關

                                                        
40  資料來源取自網：www.google.com，  查詢關鍵字「華航罷工」所得結果，最後搜尋日

2018/04/28。 
41 陸詩薇 2016，〈別再說「史上最香的罷工」了：華航工會帶來的感動之下，是無所不在的性別外

貌與年齡偏見〉，關鍵評論，2016 年 6 月 24 日。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chinaairline-strike/42719，最後瀏覽日 2018/03/30。 
42 楊綿傑，2016，〈受波及旅客到罷工現場 我挺空服員〉，自由時報，2016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google.com/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chinaairline-strike/4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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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實還是像在日常的空中服務一般，成為被消費的女體（張慶玉，2008）。 

    然則罷工者有外表優勢，相對「無顏質」的弱勢罷工者，衍生出何種對比效

應？若以罷工的效果以及受關注度來看，例如 2013 年因資方惡性關廠，引發工人

抗爭臥軌事件，300 多名華隆關場工人為主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勞工，於 2013

年 2 月 5 日下午，在台北車站「臥軌」，企圖以癱瘓台鐵南下列車方式，要求勞委

會主委潘世偉出面對談，這場臥軌行動約持續半小時，期間引發交通受阻民眾高

度不滿，有乘客在月台上齊聲高喊「抬走！抬走！」，指揮警方驅離，也有激動的

乘客指著年邁的臥軌工人大罵「爛人！不要再演了」，甚至有民眾高喊「開車！全

部壓死！」43。這些年老的、不會運用運動或媒體語言的、身上都是汗臭體臭煙味

酒味的罷工者，和貌美、年輕、乾淨、會說話的空服員形成強烈對比，「顏質」可

能也是罷工的重要資本44。 

    然而不管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或勞工抗爭過程，我們看不到女性勞工在台灣

歷史的身影，也聽不到女性勞工在台灣勞工抗爭的聲音(2014，何明修)。儘管有些

關廠女工在面臨經濟壓力與傳統父權家庭對於女性的期待而放棄了抗爭，台灣關

廠女工的抗爭，仍舊挑戰台灣勞動運動史長期對於女性勞工作為主體的忽略（劉

惠純，2008）。但是性別作為一種區分勞動價值的機制，往往透過其它因素來呈顯，

                                                        
43 鐘聖雄，2013，〈關廠工人臥軌抗爭 勞委會拒撤告〉，公視新聞，2013 年 2 月 6 日。網址： 

https://pnn.pts.org.tw/main/2013/02/06/%E9%97%9C%E5%BB%A0%E5%B7%A5%E4%BA%
BA%E8%87%A5%E8%BB%8C%E6%8A%97%E7%88%AD-%E4%B9%98%E5%AE%A2%E6%
96%A5%EF%BC%9A%E3%80%8C%E9%96%8B%E8%BB%8A%EF%BC%81%E5%85%A8%E

9%83%A8%E5%A3%93%E6%AD%BB%EF%BC%81%E3%80%8D/，最後瀏覽日

2018/05/01。 

44 何定照、嚴文廷、張為竣、牟玉珮，2016，〈華航資「不爽不要做」態度 成就最美罷工〉，聯合

報，2016 /6/24。取自：

http://a.udn.com/focus/2016/06/24/22624/index.html?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最後瀏覽日

2018/03/30。 

https://pnn.pts.org.tw/main/2013/02/06/%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8%87%A5%E8%BB%8C%E6%8A%97%E7%88%AD-%E4%B9%98%E5%AE%A2%E6%96%A5%EF%BC%9A%E3%80%8C%E9%96%8B%E8%BB%8A%EF%BC%81%E5%85%A8%E9%83%A8%E5%A3%93%E6%AD%BB%EF%BC%81%E3%80%8D/
https://pnn.pts.org.tw/main/2013/02/06/%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8%87%A5%E8%BB%8C%E6%8A%97%E7%88%AD-%E4%B9%98%E5%AE%A2%E6%96%A5%EF%BC%9A%E3%80%8C%E9%96%8B%E8%BB%8A%EF%BC%81%E5%85%A8%E9%83%A8%E5%A3%93%E6%AD%BB%EF%BC%81%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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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蓋深植在制度設計中的性別歧視，並決定了女性空服員的勞動地位（江盈誼、

余漢儀，2003）。 

   江盈誼的研究發現，資方的父權心態導致男性在工會的主導權，女性必須以一

種柔順、附屬的姿態出現在公共領域。並指出女性空服員為了突破變幻不定的勞

動特性，而發展出適合她們的動員系統和管道。因此建議實務工作者在組織與動

員女性時，應有更為活潑的想像才能感動女性進入工會（江盈誼、余漢儀，2003）。 

    從亞當斯(Jane Addams)
45的社會倫理哲學出發，來討論工業化社會中的勞資關

係，當前社會工作的工作條件仍是工時長、負荷高、薪資不合理的狀況，但是社

會工作者所要爭取的不只是社工員的權益，更重要的是弱勢族群的福祉與社會工

作使命的實踐（張英陣，2014）。近三十年來，台灣的勞工運動持續與社會福利、

人權及各項專業議題組織進行更密切的結盟，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建立了長期穩定

的協力關係，共同推動各項理念相近的改革與人道關懷（孫友聯，2012）。 

    從歷史制度理論考察國營事業，特別是台灣戰後煉油廠與糖廠勞工受到族群、

黨國體制和內部勞動市場的影響下，所形塑出行禮如儀、兼差打工和瑣碎協商的

隱性抵抗，以及自主型工會運動形成的公開性抵抗，前者隱性抵抗所生的內衍性

變遷最後導致公開抵抗的外衍性制度變遷，但僅只是建立在生產過程中對於資本

家的抵抗，更多是建立在台灣女工在當地的日常生活中的抵抗（2014，何明修）。

但這次空服員職業工會所發動的罷工與抗爭，呈現了另外一種國營事業勞工的抗

爭型態與面貌，也將制度變遷的限制轉化成一種改變的契機，也稍微紓緩了何明

修對於國營事業的勞工抗爭最後只關注廠場工會利益的悲觀結論。華航空服員今

                                                        
45 美國社會學者，186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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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寫下台灣罷工史新頁，筆者希望這非單一階級的勝利，而希望能與社會勞動價

值觀進步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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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以及文獻分析。 

壹、 深度訪談 

計劃訪問的對象與提綱如下：預計訪問 10-12 人 

一、 參與罷工空服員：2-3 人 

提綱： 

(一) 請問您在 2016 年為何決定要參與罷工？ 

(二) 您對於罷工結果滿意嗎？您認為這場罷工的勝利者是誰？ 

(三) 對於罷工當時，媒體報導此為「史上顏值最高罷工」，您有何看法？您

認為女性在這場罷工中，扮演什麼角色？「顏值」是罷工的武器嗎？ 

(四) 當初勞方提出的七項訴求，資方完全接受，實際落實的情況如何？您滿

意目前的勞動狀況嗎？ 

(五) 如果重新再選擇一次，您還會參與這場罷工嗎？為什麼？ 

(六) 對於「禁搭便車條款」，您有何看法？ 

(七) 您認為華航 「泛公股」的企業結構，對員工是好事還是壞事？ 

 

二、 主導罷工之桃園工會幹部：1 -2 人 

提綱： 

(一) 您對於罷工結果滿意嗎？您認為這場罷工的勝利者是誰？ 

(二) 對於罷工當時，媒體報導此為「史上顏值最高罷工」，您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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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會是否刻意利用空服員「顏值」，爭取媒體注意以及社會大眾的同情。 

(四) 對於「禁搭便車條款」，您有何看法？ 

 

三、 未參與罷工的空服員以及華航地勤人員:2-3 人 

提綱： 

(一) 請問您在 2016 年為何決定不參與罷工？(此題針對未參與罷工空服員)。 

(二) 請問你對於空服員發動罷工有何看法？ 

(三) 您認為罷工後的「禁搭便車條款」，是否公平？ 

(四) 這場罷工對華航有無影響？若有，您認為是什麼？ 

(五) 您認為華航 「泛公股」的企業結構，對員工是好事還是壞事？ 

 

四、 罷工發生當時總經理 張有恆 

提綱： 

(一) 您因處理勞資糾紛不力，遭到撤換，您認為有無任何政治力介入？ 

(二) 您認為總統公開表態挺罷工勞工，是否恰當？ 

(三) 您認為華航新任團隊在處理罷工時，是否有「所有權缺位」的疏失？若未

來華航虧損，您認為和這次罷工有關嗎？為什麼？ 

(四) 您認多次請桃園市府仲裁，您認為若仲裁才可避免罷工嗎？ 

(五) 這場罷工對華航有無影響？若有，您認為是什麼？ 

(六) 您認為華航「泛公股」的企業結構，在治理上有和困難或是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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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華航總經理 林鵬良 

提綱： 

(一) 您認為這場罷工能避免嗎？為何無法阻止？ 

(二) 這場罷工對華航有無影響？若有，您認為是什麼？ 

(三) 資方接受勞工七條件，對經營上會造成困難嗎？ 

(四) 您認為華航 「泛公股」的企業結構，在治理上有和困難或是好處？ 

 

六、 華航臺北分公司總經理 邱彰信 

提綱： 

(一) 您認為這場罷工能避免嗎？為何無法阻止？ 

(二) 這場罷工對華航有無影響？若有，您認為是什麼？ 

(三) 資方接受勞工七條件，對經營上會造成困難嗎？ 

(四) 您認為華航「泛公股」的企業結構，在治理上有和困難或是好處？ 

 

七、 交通部民航局官員:1-2 人 （交通部次長兼發會董事長 王國材） 

提綱： 

(一) 您認為政府在 2016 華航罷工事件裡扮演什麼角色？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嗎？ 

(二) 這場罷工對華航有無影響？若有，您認為是什麼？ 

(三) 您認為華航「泛公股」的企業結構，是否經造成在治理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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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採訪罷工事件之媒體記者：1-2 人 

提綱： 

(一) 對於罷工當時，有媒體報導此為「史上顏值最高罷工」，您有何看法？ 

(二) 您覺得罷工是可以避免的嗎？有何外力介入？ 

(三) 您為這場罷工的勝利者是誰？罷工結果，符合您心中的社會正義價值嗎？ 

 

貳、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

關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

方法。本研究將蒐集以下三個方面文獻： 

一、 有關勞工運動之發展。  

二、 有關泛公股治理之研究。 

三、 華航罷工事件本身文獻。 

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

資料、 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

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 

(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2000)。以期對本研究之標的進行初步了解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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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罷工始末) 

壹、 2016 年 5 月 5 日 

    中華航空公司依照公司既定政策而宣布從 6 月 1 日開始，空中服務員的報到

地點從臺北市松山區變更為桃園市總部，並片面要求簽署基於《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項的責任制約定書 。然而此舉將導致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的任務與任務

之間的時數遭到壓縮，同時又透過責任制要求空中服務員必須使用自己時間完成

原先計算在工作時間內的工作。因此中華航空公司在實施新制度後，反而導致空

中服務員會因為休息時數不足，而感到飛行工作更為辛苦。 

貳、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動員超過 150 名空中服務員前往中華民國勞動部，抗

議中華航空變更勞動條件。其中抗議成員指控公司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項，要求工作條件回歸勞基法內容。同時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也展示超過千份

中華航空的空中服務員委託書和資方的責任制同意書，表示已經準備發動罷工抗

爭。對此中華民國勞動部則提及雙方應在不違反勞動相關法令的前提下，秉持誠

信原則進行溝通，中華航空也表示願意檢視問題並進行調整。 

參、2016 年 5 月 20 日 

    在罷工初期，華航總經理張有恆就已經遞出辭呈，但是交通部長賀陳旦未准

許。 

肆、2016 年 5 月 31 日 

    抗議新條款執行對工作時數影響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聯合不滿中華航空

公司積欠假期的機師職業工會、和要求改善維修員工作環境的中華航空修護工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4%B8%AD%E6%9C%8D%E5%8B%99%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8B%95%E5%9F%BA%E6%BA%96%E6%B3%95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B%9E%E5%8B%95%E9%83%A8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8B%9E%E5%8B%95%E5%9F%BA%E6%BA%96%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8B%95%E5%9F%BA%E6%BA%96%E6%B3%95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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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上千名中華航空所屬飛行員、空中服務員和維修工廠員工發動大規模抗爭

遊行。而自凌晨 4 時開始，3 名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羅永祥、洪蓓蒂、謝宜仲也在

中華航空臺北分公司以站立 12 小時的方式抗議，希望社會大眾理解中華航空紅眼

航班的過勞問題，尤其是機上工作時間長達 11 個小時至 12 個小時的長春、金邊

和曼谷等航線，現場亦獲得部分民眾聲援。而在當天上午，中華航空總經理張有

恆公布五點聲明，坦承溝通部分努力不夠，但表示工時和工作權並未因為這次更

動有所影響，並表示為了避免引起社會紛擾，希望交付仲裁。 

伍、2016 年 6 月 9 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宣布端午節集體休假，而機師職業工會也表示在同

日將會有 800 名中華航空公會成員集體休假。 

陸、2016 年 6 月 10 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在限定 2,638 名作為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的工會會員

具投票權的情況下舉辦罷工投票，並分別在臺北市、高雄市、桃園市三個地點設

立罷工投票，同時公會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通過設定 70%同意票的罷工門檻。此

次罷工投票成功獲得許多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響應行動，而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也

表示不會進入強制仲裁階段，之後桃園市市長鄭文燦也表示將會維持不交付強制

仲裁的立場，認為讓勞資雙方以對等立場進行協商，是保護勞工權益的基本做法，

台灣沒有強制仲裁前例，且仲裁後仍需勞資協商。 

柒、2016 年 6 月 13 日 

    華航請求桃園市政府依職權交付仲裁，但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希望華航公

司積極主動與工會、員工溝通、協商，尋找共識，才能真正解決勞資糾紛；桃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5%E6%B0%B8%E7%A5%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AA%E8%93%93%E8%92%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C%9D%E5%AE%9C%E4%BB%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7%9C%BC%E8%88%AA%E7%8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7%9C%BC%E8%88%AA%E7%8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9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2%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2%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C%89%E6%81%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C%89%E6%81%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4%BD%9C%E6%AC%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AF%E5%8D%88%E7%AF%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6%94%BF%E5%BA%9C%E5%8B%9E%E5%8B%95%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3%E5%9C%92%E5%B8%82%E5%8B%9E%E5%8B%95%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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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勞動局也表示，若執行仲裁，將阻止工會發動罷工投票，影響勞工罷工權行使，

且職權仲裁不像合意仲裁具約束力，若勞方對職權仲裁結果不滿意，仍可提出調

解，如此陷入無限循環。 

   華航董事長孫洪祥認為，其他華航員工都在桃機報到，如果答應職業工會訴求，

顯失公平；職業工會提出提高空服員外站津貼部分，華航已同意從每小時 2 美元

增加到 3 美元，高於業界，工會卻要求一定要每小時 5 美元，對於華航未來的財

務狀況將是極大的沉重負擔。 

捌、2016 年 6 月 20 日 

    中華航空企業工會於臺北市召開記者會反制，批評罷工行動由非中華航空內

部的工會主導並不合理，且指控這次罷工受到外部勢力操控，同時要求安定並保

障工作權。 

玖、2016 年 6 月 21 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開始統計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罷工投票的結果，當中

包括 2,535 張同意罷工票、9 張不同意罷工票和 3 張無效票，贊成罷工得票率超過

99.5%，甚至大幅超過工會原先設定的 70%同意票的罷工檻。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

取得實質罷工權，將於暑假期間正式展開罷工行動爭取權益，並計畫在 6 月底發

起遊行。對於中華航空空中服務員計畫罷工行動，中華民國勞動部和中華民國交

通部表示會積極協調並鼓勵雙方持續進行，協商；不過前者表示尊重工會的行動，

後者則呼籲空服員職業工會針對訴求有所讓步。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3%E5%9C%92%E5%B8%82%E5%8B%9E%E5%8B%95%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8%88%AA%E7%A9%BA%E4%BC%81%E6%A5%AD%E5%B7%A5%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B%9E%E5%8B%95%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4%BA%A4%E9%80%9A%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4%BA%A4%E9%80%9A%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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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獲得罷工權後，中華航空則是發表聲明表示不會

放棄溝通，並且另外擬定方案因應空中服務員的罷工行動。不過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則表示中華航空必須有所應變，且不能影響旅客飛行安全。 

拾、2016 年 6 月 22 日 

    中華航空總經理張有恆表示對於職業工會無意溝通表達遺憾，表示願意釋出

最大誠意與職業工會溝通，並希望空中服務員不要發動罷工行動。 

    而在同日上午，20 多名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成員前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召

開「華航漠視飛航安全，民航局管不管？」記者會，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表態，

雙方並一度發生推擠衝突。其中空服員職業工會質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處理中華

航空在工會罷工期間的飛行航空安全問題的方式，並批評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於

中華航空忽視勞工權益未有處理。對於中華航空計畫召回退休空中服務員並給予 4

天訓練以重投工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表示中華航空啟用離職空中服務員必須接

受充足訓練，否則將會依照規定開罰。 

拾壹、2016 年 6 月 23 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所屬中華航空的空中服務員自 6 月 24 日凌晨 0 時

起發動罷工行動，不再供應勞務。當日晚間 11 點，華航總經理張有恆應證交所要

求做出重大訊息視訊會議，宣布 6 月 24 日從早上 6 點到晚上 10 點，華航從桃園、

松山出發航班，除總統專機外全面停飛，台南跟高雄則維持正常，松山出發航班

共計 3 班，桃園出發航班共計有 64 班，總計 67 班，旅客超過 2 萬人 。 

拾貳、2016 年 6 月 24 日上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B6%88%E8%B2%BB%E8%80%85%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B6%88%E8%B2%BB%E8%80%85%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9%80%9A%E9%83%A8%E6%B0%91%E7%94%A8%E8%88%AA%E7%A9%BA%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B7%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C%89%E6%81%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89%E4%BA%A4%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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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煖軒成為華航新的董事長，何煖軒表示將同意空服員職業工會的協商前提，

就是先回到 6 月 1 日的勞動條件，取消桃園機場報到，改回松山機場報到，讓勞

資雙方有機會坐下來談。同日下午兩點，何煖軒親自到空服員罷工抗爭現場，並

表示同意空服員回松山機場報到，其他六項訴求都有彈性可以談，與工㑹的談判

一定是白紙黑字，也絕不秋後算帳。而這段發言，立即引來現場空服員不滿高喊：

「沒有結果！沒有停止！」「現在談！」，並表達希望 6 項訴求都要達成，否則

將會繼續抗爭到底。 

     24 日下午 4 點，華航勞資雙方在勞動部進行勞資協商，由勞動部長郭芳煜主

持，這也是首次由勞動部長主持的勞資協商。但罷工效應持續擴大，華航宣布，

24 晚上 10 時以後取消 2 個航班。同時，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考量下大雨，宣布

100 人留守，其他人回家待命，晚間 9 時再集結，並根據談判結果出爐再決定接下

來行動。 

    2016 年 6 月 24 日晚上九點，經過 4 小時半協商，勞動部次長郭國文出面對外

表示，勞方提出的 7 項訴求皆已達成初步共識，但是否結束罷工尊重工會決定。 

郭國文表示，協商過程尚稱順利，只有偶爾提高音量，但七項訴求幾乎都有共識，

其中報到處部分，華航公司同意改回松山報到，也會還給勞工減少的 80 分鐘。84-1

條部分，則同意由工會進行討論凝聚共識後，向公司正式提出。討論最久的是外

站津貼，過程中一度造成僵局，何煖軒則形容整個談判過程像是脖子架著刀去談

判，即使是爭議最高的外站津貼從 2 美元提高為 5 美元，他也只能在談了 2.5 小時

後同意，都是「對方比較大聲，我講話很小聲」，但最後雙方妥協，決議分段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7%85%96%E8%B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5%B1%B1%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B%9E%E5%8B%95%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9%83%A8%E9%9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9%83%A8%E9%9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9%83%A8%E6%AC%A1%E9%9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9%83%A8%E6%AC%A1%E9%95%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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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016 年 7 月 1 日先給 4 元美金，2017 年五一勞動節調成 5 元美金，但僅限工

會會員適用，禁止「搭便車」。 

    晚上 9 點 45 分，空服員工會理事長對罷工現場的空服員宣布，外站津貼將採

逐步調高，且只限空服員職業工會會員享有，其餘六項訴求，資方完全接受，罷

工成功。至於是否停止罷工，華航空服員工會秘書長向公司表示，因為發還 1700

本護照需要時間，加上空服員已抗爭一段時間，體力精神恐無法負荷，只能保證

27 日凌晨 0 時 0 分後報到的航班能順利起飛，在那之前空服員衡量身體狀態，評

估要不要出勤，而罷工封鎖線則在晚間 10 點 45 分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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