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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電腦工程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 台南市總工會市代表

• 柏飛國際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故事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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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電器裝修職業工會常務監事

• 台南市電器裝修職業工會模範勞工

• 成有電器行 負責人

•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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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產生
源於工業革命

最早產生於法國與德意志，稱為「幫工聯合會」(非法)

工會組織運動的開路先鋒--1900年代

美國瓊斯夫人所領導的會運動

工會組織的合法化，催生了各國勞工法或工會法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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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蛻化的契機

工會角色改變=工作型態的變化 +勞動者身份變化

工作型態的變化:邊緣勞動者越來越多

非全時工作者增加

勞動者身份變化:中老年者二度就業

外勞供需增多

• 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高=職業工會=勞保工會=基層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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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
勞動者利益的代表。

勞動者組成的特殊的社會組織。

工會的組織程度、地位和作用的發揮，反映出勞動者
群體的成熟程度，決定勞動者權益是否能夠得到保護。

與雇主進行交涉，維護勞動者的權益。

工會是市場經濟中勞動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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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
工會屬於非政府公共組織

主要是指以公共權力為基礎，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以謀
取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且具有法律所賦予強制性權
力的管理性組織機構。

《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中均提出工會「獨立
自主地開展工作，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

工會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參與社會監督作用及維護職
工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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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目標
保證不改變，並在可能的條件下提高其成員的生
活水平和經濟地位。

對社會上的權威關係施加影響，以利於實現工會
的利益和目的。

提高所有為生存而工作的人的福利〈勞動薪資、
勞動條件、作業環境安全、無污染…等〉，不管他
是不是工會成員。

針對市場波動、技術變化或資方決策導致的威脅
或意外事件，儘可能保證個人安全與生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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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目標
建立一種對雇主使用反覆無常的專橫政策的
防範機制，並向工作場所推廣。

針對市場波動、技術變化或資方決策導致的
威脅或意外事件，提高並儘可能保障個人的
安全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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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 理事

• 台南市總工會市代表

• 東昇服飾百貨經理

• 教育部職業救生員檢定審甄員

•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義消救護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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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飾
設
計
職
業
工
會

理事會9人

監事會3人

代表80人

會員1200人

會務人員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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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具備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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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老化，會員人數快速遞減

中或老早已轉業非本業，工會

只是成寄放勞健保的地方，實

際從事本業的勞保投保工人恐

不及一半。

工會發展面臨的困境-1

整個行業看似成標準夕陽工業，了無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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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發展面臨的困境-2

 成衣成品面臨迫切的現實問題：

1. 縫製女工、裁布工人、網版印刷人員、繡花人員、及其

相關衛星代工小廠人員老化或已轉業，且後繼無人接續。

2. 布商批發零售因市場越來越小，取得布料條件更嚴苛。

3. 品牌轉型因成本過高轉型不成功。

4. 面臨與中國及越南貨競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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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策辦理TTQS

協助縫製女工會員集中力量與成衣廠，議車縫價格
免於被剝削。

為網版印花及繡花透過經濟部紡拓會，開發新技術。

輔導會員建立品牌。

加強建立通路端或與連鎖店合作，跳過盤商製造製
造製作端及消費者雙贏。

加強與大專院校及高職相關科系連結，使學用合一。

工會發展如何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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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ffany.com.tw/3D.KING變形衣.mp4
http://www.tiffany.com.tw/3D.KING變形衣.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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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危機或許是轉機，這批歷經臺灣經濟成長輝煌史的
人，多以技術本位，刻苦耐勞，如能善加整合利用不
同管理方式或可找出一條不一樣的生機。

 這些人長期小本自營，也面臨成本提升問題，大家各
憑本事慘淡經營，本著微利多銷的心態，但也知道銷
路亦不多，做做老灰工度餘年，但值中壯年又不免遺
憾空有一身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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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有一套大家認可的管理與分紅制度，變成組織
另類虛擬公司，會員即股東，工會成公司資源平臺，
統一訂出貨或代工，合組商標，集中資源合力進擊同
分利潤當有可為。

 開設如TTQS職訓課程充實後進者技能，由老一輩技
師傳授務實面對市場的技藝；再搭配大專院校相關科
系老師授與理論基礎，為進入職場做最貼近市場的準
備，可縮短其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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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成公司資源平臺，面對成衣商工資即可統一議
價避免被剝削，保障從業利潤。或可吸引下一輩年
輕人投入。

 向後整合，從開發編織布樣及尋找新科技布料產品
及縫製技術創造高附加價值產品。

 向前整合建立品牌，仿歐美國家打造高價值品牌，
提昇產品附加價值創造利潤。建立網路無店面通路，
迎合現代年輕人購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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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老一輩技師務實的技藝
及年輕一代天馬行空的創意，
定期舉辦時裝發表會，打開
知名度，建立品牌意象及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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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成衣設計及其相關衛星供應產業，正面臨嚴重的
人力斷層，如何有效立即整合傳承並創造商機才是當
今首要工作。

 年輕一代設計師空有理想沒製作供應鍊，也難以將創
意變成藝術商品。

 看來幾個相關性質職業工會有必要整合團結合作莫坐
失機會，政府初期應對工會會員加強稽核，業必歸會
避免只坐收漁利不思工會未來發展照顧底層勞工。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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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領衫(功學級衣版)尺寸表

尺寸

名稱
XS S M L XL 2L 3L 4L 5L

胸圍 101 102 105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肩寬 40.5 41.5 42.5 43.5 45 47 49 51 53

衣長 64 66.5 69 71.5 74 76.5 79 81.5 84

以上單位=公分，誤差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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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領衫(功學級成品)尺寸表

尺寸

名稱
XS S M L XL 2L 3L 4L 5L

胸圍 51.5 53 54.5 56 58 60 62 64 66

肩寬 42.5 43.5 44.5 45.5 47 49 51 53 55

衣長 67 69.5 72 74.5 77 79.5 82 84.5 87

縫份各減1公分；下擺反折減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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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號 • 台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 擔任工會秘書長的年資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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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工會危機(1/3)

政府在制定勞動

法令時，必須將
勞工政令宣導納
入企業必須課程，

讓雇主更深入了
解勞工所需。

加強工會幹部的

專業知識與協調

能力，提升工會

幹部的素質與專

業能力。

將TTQS(臺灣訓

練品質系統)導入

工會，提升勞動

力的素質與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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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工會危機(2/3)

•勞工局參與TTQS（人才發展品

質管理系統）的評核，參評四年，

連得四金，同時運用TTQS的

PDDRO（計畫、設計、執行、

查核、成果）迴圈水平展開至其

他業務，並秉持持續改善精神，

推出各項創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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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QS(臺灣訓練品質系統)可協助工會：

加速強化及提升勞動力素質與知能。

有效應用發展訓練管理能量。

增強工會會員的競爭力，改善勞動品質。

解決工會危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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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會理事長

• 社團法人台南市不動產經紀人員協會理事長

• 台南市總工會代表

• 住商不動產湖美天河加盟店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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