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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对品牌概念为重心的运动成衣行业来说，若能与奥运会沾
上边，可说是一个赚钱的黄金机会。虽然成为奥运会的赞助商和获取商标使用权花
费不菲，门槛甚高，但对运动服品牌公司来说，它们绝对有能力负担起这一笔费用。
要知道能够把自家的运动服、运动鞋跟奥运会所宣传的「公平、坚毅」和最重要的
——「赢家风范」等尊贵的概念联在一起，是多么值得投资的一宗生意。
品牌与体育连手，并不限于奥运会，其它的体育盛事，如欧洲足球联会的 2008 年
欧洲杯，就是另一例子。与体育盛事合作，品牌的终极目标是赚取更多的利润，更
大的巿场占有率和更强的品牌认同效应。据以往的纪录，大型的运动会，的确能为
运动服品牌，尤其是大型的品牌，即使面对多种竞争，仍带来极可观的利润。
2004 年的雅典奥运会，令耐克，阿迪达斯和它们的台湾供应商裕元工业(有限)公司
的股价，在奥运会举行前三个月和举行后三个月，分别上涨了 14.7%，11.9%和
8.8%.1
2006 年的世界杯，阿迪达斯作为其官方赞助商，单是其足球销量就比 2005 年上升
了 30%i，阿迪达斯的总销量，在 2006 年第二季达到 23.3 亿美元，升幅达 20%2。
这其实算不上甚么新闻。2006 年世界杯所有赛事加起来，全球电视观众共计有
262.9 亿人次，当中有近 40 亿人次来自中国3。预计 2008 年欧洲杯，全球超过 1.5 亿
人会追看每场赛事，这会跟 2004 年欧洲杯的 79 亿电视人次相约或有所上升，对运
动成衣的广告策略，是一个大规模接触观众的机会4。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估计
整场奥运会的累计电视观众人次可达 400 亿人次5。
全球的电视曝光和短期的销情上涨并不是运动服品牌单一的考虑。它们如此热衷于
把自家品牌和北京奥运会拉上关系，为的还有中国观众，顾客对品牌公司在策略上
的重要性是不可容视的，为此，它们不惜支付庞大的金钱以达到目的。
增长中的亚洲巿场
中国的运动产品消费市场每年约有 42 至 56 亿美元的交易额6，估计在未来的数年，
仍有双位数字的增长7。跟北美洲和欧洲不同，中国的巿场可说是商机无限。
耐克 2007 年首季在亚太地区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已上升了 22%8。虽然它在美国的 4
销量每年有 2%的增长，但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增长却是双位数字的9。
i

这份报告所指的「足球」，是英语的 “soccer ball”，很多国家是用另一个词汇“football” 来表达用一个 意
思。我们会用国际惯用的“football”来指明世界杯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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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到 2006 年底，耐克占中国 15%的运动服巿场，阿迪达斯则为 12%，中国制
造商和品牌公司李宁为 10%10。其它亚洲区的竞争对手，如美津浓(它计划在 2006
至 2010 年间，把中国的门巿数目增加一倍)、中国鸿星、安踏、中国体育国际等，
均占了重要的比重11。
耐克了解到中国是它全球第二大的巿场，2007 年为它赚到 10 亿美元12。在这人口大
国，已有 3,000 家耐克的销售点13。有报导甚至说，每日耐克在中国新开一家店铺14。
阿迪达斯现时在中国 300 个城巿有超过 2,500 家销售点，它期望到 2010 年时，会增
至 5,000 家15。阿迪达斯的行政总裁 Herbert Hainer 最近告诉投资者，他估计在 2007
年， 中国的年销售额可达到 15.6 亿美元16。
李宁在中国有 4,300 家零售点，包括在一些西方品牌鲜有据点的小型城巿17。李宁
的产品比同类的主要品牌如耐克，阿迪达斯要便宜三至四成18。安踏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在中国有 4,000 家零售点19。裕元工业作为全球最大的鞋类制造商，宣称在
2005 至 2007 年间，在中国的销售额上升 7 倍，自资拥有的销售点由 520 家增至
3,000 家20 。
突如其来的亚洲热，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 13 亿的人口中，有一半在 30
岁以下，年轻人正是运动成衣的主要顾客21，故此，中国正是这些品牌公司打开新
销路的黄金机会。
正正如此，我们看到品牌公司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得到奥运会的赞助项目。
金山堆砌出来的赞助项目
据估计，阿迪达斯支付了异常的高价——8千万至1亿美元现金， 另额外提供服务
和制服等产品，以获取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合约。这还不包括个别代表队和运动员的
赞助22。阿迪达斯同时支付2亿1百万美元赞助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得到北京、温
哥华(2010)和伦敦(2012)奥运会中，英国代表队的服装赞助23。
在中国，替阿迪达斯做鞋的工人，要工作 4 个月以上，才能够
支付一张北京奥运会开幕礼的入场券。
2006 年的世界杯，阿迪达斯付了 2 亿作赞助费24。它亦成为了 2008 年欧洲杯，北美
足球大联盟(十年共值 1.5 亿美元的合约25)和 2010 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26。
为了不让其竞争对手专美，据报耐克亦获得 8 成以上中国专业篮球队的球衣球鞋的
供应合约27。2007 年度，耐克的广告和赞助的支出定在 19 亿美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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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为了建立形象，品牌公司乐意大洒金钱。
奥运会代表队的赞助商
阿迪达斯 Adidas

爱世克斯 ASICS
Bosco Sport
中国鸿星体育有限公司
Freddy
哈德逊湾公司 Hudson’s Bay
Company (HBC)
Intersport
李宁

耐克
Peak
Polo Ralph Lauren
Speedo
Switcher

澳大利亚
比利时
中国(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法国
德国
英国 (2008, 2010, 2012)
荷兰
俄罗斯
北韩(朝鲜)
意大利
加拿大
奥地利
阿根廷男子篮球队
中国 (射击、体操、跳水和乒乓球队)
西班牙
瑞典
苏丹
坦桑尼亚(田径队)
美国
伊朗
美国
澳大利亚
瑞士

谁不是赢家﹖
早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前，「公平奥运」联盟(Play Fair Alliance)已把运动成衣行业
的黑暗面公诸于世。世界各地的年轻女工、男工，还有儿童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
在品牌公司的合约工厂或外判工场生产运动鞋、运动衫等有关产品。
甚么是「公平奥运」联盟﹖
「公平奥运」联盟的成员有乐施会、清洁成衣运动、全球工会。它组织了「公平
奥运2004」运动。若想知道更多，请参考：www.fairolympics.org。在2007年，部分
「公平奥运」联盟的成员开展了「公平奥运2008」的一连串活动，详见：
http://www.playfair2008.org/index.php?lang=utf-8。
「公平奥运」联盟记录了这个行业可怖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过低、工时超长、被
迫加班、加班工资极低、剥削性的聘用条款、职场欺凌、性骚扰、肢体或语言上的
暴力等等。透过访问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工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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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奥运」联盟发现，这样的工作条件，并不限少数恶劣的工厂和国家，而是整个行
业，在全球各国的「普遍」情况ii。
有关运动成衣的「血汗工厂」报导并不是甚么新鲜事儿。不可否认，有一些运动成
衣品牌在雅典奥运会前，已开始介入，逐步去解决剥削的情况。但是，联盟对那些
改善方法的成效存疑。一来，现实的营商手法跟公司所宣扬的堂而皇之的企业价值
格格不入，致使劳工标准得不到确切执行；二来，即使某些公司尝试落实劳工标准，
但行内其它竞争者持续违反劳工权利，亦无法根本地解决问题。
「公平奥运」力求改善
为了纠正对各种劳工权利的侵犯和业界内一贯温温吞吞的态度，「公平奥运」联盟
在 2004 年，提出了「工作计划」供业界采用。该「工作计划」包含了具体的步骤
去改善运动产品工人的工作条件。联盟亦邀请了各公司连手，以求行业一致地采用
这些措施，而非要它们孤军作战。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 2008 年，我们在问：「那到底改善了甚么﹖」
借着这个报告，「公平奥运 2008」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一连串的诉求及
时间表，以落实真实、具体的改善方案。「公平奥运」的研究人员走访了中国、印
度、印尼和泰国共超过 320 名工人，探讨他们的工资、工厂经验和工作环境。我们
同时透过搜集其它资料，包括公司和行业的情况、公布和未公布的报告、新闻、网
站和工厂广告等。最后，我们在 2007 年 11 月，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一个工作坊，集
合了世界各地的劳权活跃人士，请他们分享经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报告，初步地
把全球各地的运动成衣业工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呈现到大家的眼前。
我们在第一章，概述了运动成衣行业现在的情况，说明谁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他
们的影响力，解释哪类的结构性关系能帮助或危及在行业内推行工作条件改善的方
案。
在第二章，我们陈述 2004 年至今，「公平奥运」联盟所推出的「工作计划」的内
容及评估各大运动成衣品牌的回应。
第三章集中讨论四项对工人非常重要，急需改善但至今进展不多的议题：结社自由
和集体谈判、工资如何达至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越来越多的散工化对工人权利的
伤害和工厂倒闭潮对工人和他们社区的影响。我们解释了为甚么这四方面对工作条
件的改善异常重要，提出实例说明应采取甚么急切的行动。

ii

原报告为「奥运要公平“Play Fair at the Olympics”」见: www.fairolympics.org/background/olympicreport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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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们深入探讨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看
看这个占了全球 17%运动鞋生产的巨人所担当的角色。
第五章探讨的是足球生产。虽然业界下了很大的功夫，促使巴基斯坦生产的足球不
涉及童工，但我们在较少人熟悉的印度、中国和泰国的足球生产国，发现即使是成
年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工资水平仍然强差人意。
在第六章，我们套用了其中一家最成功的运动成衣品牌的口号：阿迪达斯的「没有
不可能的事」。我们提出很多实例，证明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公司有否
这样的政治决心去做。这也是我们对这家虽有漂亮口号，但却常声称「改善工资、
工作条件为异常复杂，因而进度极为缓慢」作辩解的公司的回应。
最后，在第七章，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和可计量的目标，希望在下一届
2010 年温哥华冬季奥运和 2012 伦敦奥运会时，运动服制造业工人的权利能得以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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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光闪闪的工业
全球的运动成衣工业不单制造体育用品、鞋和服装，它还制造大量的金钱、巨额的
盈利。
在 2005 年尾，全球运动鞋和运动服的巿值达到 740 亿美元。虽然运动鞋的巿场比
运动服的小，但其增长率却是双倍来计算29。约有六成的运动鞋巿场是由两大公司
所支配——耐克和阿迪达斯。它们同时也控制了 18%的运动服巿场。彪马则控制约
7%的运动鞋巿场30。
在全球运动成衣巿场上占上一席位可以保证盈利源源不绝。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起，
耐克、彪马、阿迪达斯、背靠背、爱世克斯、裕元，Under Armour和李宁等牌子均
有穏健的盈利增幅，有的达至双倍以上(见表一)。

表 1: 运动成衣品牌的税前盈利 (美元)31

公司
耐克
阿迪达斯
彪马
裕元
爱世克斯
Under Armour
李宁
BasicNet/背靠背

2004
$1,450,000,000
$646,770,453
$448,435,711
$300,005,000
$64,755,447
$16,300,000
$14,739,267
$4,815,120

2005
$1,859,800,000
$849,299,213
$523,972,232
$307,616,000
$100,270,835
$19,700,000
$22,593,546
$5,111,355

2006
$2,141,600,000
$877,573,672
$453,959,272
$375,604,000
$147,816,138
$39,000,000
$36,803,693
$4,561,441

2007
$2,199,900,000
$1,088,393,584
$510,944,031
$386,647,000
$203,735,461
$52,600,000
$57,407,416
$11,220,470

2004-07 间
增长百分
比
51.72%
68.28%
13.94%
28.88%
214.62%
222.7%
289.49%
133.03%

相反，生产运动鞋、成衣、足球和其它体育用品的工人，在部分的个案，目前的实
际工资水平却比十年前还要低。比如在孟加拉国，在 2006 年大规模的成衣工人示
威，法定最低月薪终于提高至当地货币 BDT1,662.5(即美元$24.3)。但扣除通涨后，
新的工资比 1995 年的法定最低月薪还要低iii。
在很多国家，最低工资甚至长期没有增长。有的工人还得为了争取法定最低工资、
加班工资和其它法定的福利而抗争。

谁才有话事权？

iii

1995 年最低工资 BDT930 的调整是因为国家消费物价指数在 1995 年至 2007 年 9 月之间上升了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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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个盈利不断膨胀的行业，实在摸不清为甚么在供应链下端的工人，只能得到
一丁点儿的工资增长和福利。
其中一个解释是，行业的结构把营商风险和成本大幅地分散到供应链下端，即最无
权无势的人身上——绝大部分是年轻女工，她们每天工作10至14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靠制造运动成衣产品供应消费者巿场来维生。
在这些工人之上的供应链是层层的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公式是，越往供应链上跑，
就越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因而利润亦必更高。
品牌公司和零售商，身处于供应链的最上方，直接接触消费者。大部分品牌公司会
把产品放在零售商的店铺里售卖，如Footlocker、沃尔玛、Intersport和家乐福，或者
品牌公司本身有自己的销售点或旗舰店。大型的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在供应链上极有
权力，因为它们有能力与供应链下层议价，决定供应时限和供应价格。
普遍上，品牌公司只负责设计、推广和销售运动成衣，而制造过程往往是外判到其
它的公司去。外判项目的安排，可以透过买手——即由一家公司为品牌企业把工序
分派到跟买手有外判关系的工厂去生产所要求的品牌产品，这个买手/中介公司本
身并不涉及生产工序。另一个惯常的做法，品牌公司直接跟自己的供应商接洽。
供应商的规模各有不同。有的是大型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厂房，面对买家时有
一定的议价能力去决定货期和价格。有的则只拥有一两间工厂，相比之下，议价能
力和盈利均微不足道。
有的供应商会再进一步，把收到的订单再外判给更小的工厂、缝纫小作坊甚至家庭
式作坊。在供应链的最底层，外判工厂和家庭式作坊的工人只有最微弱的议价能力。
他们甚至难以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
不论是在供应商的工厂、外判场、家庭作坊，成衣工人皆缺少议价能力，致使他们
所得的工资，难与他们本身所制造的巨额财富相提并论。在第三章，我们将会探讨
他们在组织工会以争取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时，碰到的各种难题。
体育用品在哪里制造的﹖
运动鞋集中是四个国家制造：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耐克分别有35%、31%、21%和
12%的鞋类在这四国生产32。全球九成的运动鞋均在这四国制造。其中中国占了全球生产的58%，
紧接着她的竞争者为印度尼西亚，占全球运动鞋生产的12%33。
足球生产亦是高度集中的产业，大约八成的足球是在巴基斯坦城巿Sialkot制造。其余的则多由印
度、中国和泰国生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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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衣的生产则分布得较广。比如耐克，虽然大部分的货品是在亚洲生产35，但它在36个国家有
生产线。亚迪达斯声称在65个国家有生产线，但主要的生产国家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
国、土耳其和越南36。爱世克斯在31个国家有生产线，但过半数的工厂集中在中国37。彪马主要在
中国、越南、印度、南韩，泰国和马来西亚生产，但共在47个国家有生产线38。
运动鞋的生产在 1980 年代经历过戏剧性的重整和合并。随着《多种纤维协议》的过渡期在 2004
年底结束，成衣行业亦经历巨大的变化。因着美国和欧盟的保护措施以牵制中国，这些重整还没
有完全完成。2008 年底，这些保护措施将到期。其中一个可能的现象将是工厂会为了生存而合并，
只剩下几家巨型供应商，拿下大规模的订单。虽然如此，估计成衣业的合并规模，应该不及在制
鞋业般惊人。

跨国生产商
某些运动成衣供应商，是以亚洲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它们专门组织以出口为主、低
技术、低工资、劳工密集和出货量高的工业，有时能涉猎多种工业。这类公司，聘
用数以千计的工人，能跟主要的西方或日本品牌和零售商，有直接的供应关系。跟
高度曝光、在大众媒体和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等拉上联系的品牌公司不同，这类
的跨国公司是很低调、不为人知的。然而，它们的角色在决定哪里、在甚么条件下
生产运动成衣和鞋类，却越来越重要。
这些亚洲跨国公司已经由供应链的最底层逐步进化到有能力组织和控制自己的全球
供应系统。它们很多已在中国或其它亚洲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设立自己的生产
基地。有的甚至往供应链的上层推进，加入增值服务，包括设计和开发，开发出不
同的原型和不同的型号等。
这种合并生产的形式在运动鞋生产已是十分盛行，但在运动衣的生产亦有一些典型
的例子。随着运动衣的生产重组，我们预计跨国生产商会控制举足轻重的运动衣供
应巿场。
运动成衣的合并
•

运动鞋：运动鞋品牌一般把生产工序外判给几个主要的供应商，以便得到经
济效益和综合的服务。比如耐克把它的鞋类生产分派给 5 家主要的供应商iv，
每家负责耐克约 15%的生产。其它的品牌亦跟随这个模式。
全球最大的品牌运动鞋生产商，以香港为基地的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 2006 年时占全球的运动鞋生产 17%。你或者从未听过裕元这家公司，但
你所穿的阿迪达斯、爱世克斯、新百伦(New Balance)、彪马等等，均有机会
是由裕元制造的。我们将在第四章介绍这家公司。

iv

除了裕元，耐克的主要供货商有 Tae Kwang、正新、Pan-Asia Group 和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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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成衣：这个行业的合并情况不及运动鞋的厉害，但大型的跨国公司已教
这个行业感到它们的影响力。全球最大的帽类生产商均是来自南韩的跨国公
司，Dada 公司和 Yupoong 公司。
世上四分之一的运动帽子是由 Dada 公司在孟加拉国、中国、越南和印度尼
西亚的工厂所制造。大部分会出口到美国，贴上不同的品牌才出售39。
Yupoong 公司，全球第二大的帽子生产商，也是南韩的跨国公司。它在南韩、
越南、孟加拉国、美国、英国，甚至近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均设有公司和生
产线40。
你可能觉得这两间公司寂寂无名，但假如你戴的是耐克、阿迪达斯、天木蓝
(Timberland)或锐步的帽子v，但它就很有可能由这两家公司制造。

采购代理
在成衣业界，另一个普遍的做法是起用采购代理，采购代理本身并不拥有生产基地，
但它会为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在世界各地网罗供应商和外判商。对品牌公司和零售商
来说，采购代理尤如一站式服务供应商 (又或是供应链主管和物流经理)。这种营
运模式，给予采购代理及他们的客户有最大的弹性，能够快捷地就不断变化的巿场
作出转变。然而，这样的营运手法却建筑在大量的弹性劳工身上，他们往往是不受
保障和被视为弃屣的劳工。
利丰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供应链管理公司，单在 2005 年就有 71 亿美元的贸易额41。
它的总部设于香港，但在全球近 40 个国家设有办公室，主要负责协调贸易和供应
的工作。大部分的生产都在亚洲，但近年，利丰积极拓展在地中海、东欧和中美洲
的巿场，因为这些地区，对利丰的欧洲和美国客户来说，是更为便利的。
你可能没听过利丰公司，但如果你穿的是斐乐或背靠背的衣服，那利丰就是安排生
产的公司。

工人权利如何受到影响﹖
传统上，雇主对工人权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是直接与工人、工会、所在地政
府打交道的，在当地劳动法律和集体谈判合约的约束下，以执行其作为雇主的责任。
但是，在运动成衣的全球化供应链上，对工人权利的责任却不局限于工厂两扇大门
内。
买家的责任
v

阿迪达斯在收购锐步后，依然采用锐步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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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备受消费者和劳工权利团体的关注下，不自行生产货品的品牌公司和零
售商大部分已接受它们是有责任去确保工人在生产它们的货品时，必须得到国际劳
工标准和当地法例的保障。
这种责任，在某程度上，是有一定的限制，品牌公司和零售商通常要求供应商实行
它们提出的条款。买家一般对以下的条款有控制权：
• 设计和物料
• 生产量、时间、订单的多寡、次数
• 生产和付运的期限
• 订单的稳定程度
• 付予供应商的价格
• 质量
以上的因素皆会影响到工厂内工人的工作条件。当订单太大，付运期限太短时，工
厂就得要工人超时工作，并订下不合理的工作限额给工人，或把工序外判出去。当
订单不稳定时，工厂会大量聘用临时工人。当供应价格太低时，工人也就得不到合
理的工资。
假如我们将运动成衣的生产风险和成本按比例重新计算，那么作为供应链最上层的
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就必须对其货品的生产条件负起很大程度的责任。
「供应商老板」
除了买家，供应商也不能够回避责任。小的供应商面对品牌公司时，相对只有微弱
的议价能力。它们倾向以「价低者得」的模式承接订单，因此没有多大能力把执行
劳权的成本转嫁到买家身上，这样严重局限了它们调升工资和改善工人福利的能力。
可是，很多供应商本身已是跨国公司，尤其是在制鞋行业。它们本身必须负起更多
落实劳动标准的责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改善工资和其它工作报酬。
大规模的合并潮令运动成衣行业的生产商逐渐发展成为有议价能力的跨国公司，它
们更加更必要确保劳工权益充份落实在生产线上。
合并过程的一个特点，就是跨国的生产商可以与品牌公司建立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
系。引申下去，它们可以通过这种合作关系，从而要求把上升的生产成本转嫁到品
牌公司身上，并要求更合理的生产和付货期限。例如，有分析人员指出，制鞋业巨
子裕元工业，借着它在供应链上的规模和地位，已成功地将部分增加了生产成本转
嫁到买家身上42。
正面来看，业内的合并，尤其是制鞋业的跨国生产商，可以有更大的空间着力改善
工资和工作条件，纵使这会增加企业财政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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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公司亦声言若它们与小数的大型供应商有长期的商业关系，它们会更有能力去
确保国际劳工标准和当地法律在生产在线得到执行。
然而，这些只是「说法」，企业并没有提出确切的保证。当品牌公司和零售商把生
产线合并到几个大型的供应商身上，如何去确保这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实际改善工人
的权益？在供应商直资或外判的工厂，工作条件可以如何改善﹖唯有要靠买家、采
购代理和供应商的携手合作，改变它们的经营模式 ，否则，我们只会继续看到各
种障碍，无助改善情况。
在合并后，工资和工作条件有否改善，很视乎供应商和工厂管理层是否有能力和决
心去争取、工人自身有否能力去集体谈判、当地政府有否能力和决心以改善和执行
劳动法规。目前的营商环境往往忽视这些要素。
遗憾地，「公平奥运 2008」的研究报告发现，仍有许多例子说明跨国供应商和采
购代表在作出商业决定时，全然漠视工人权益这一考虑，也不顾及某些品牌公司所
作出的努力。其中一个例子：在《多种纤维协议》的过渡期后，跨国公司在多个国
家关闭其工厂，即使品牌公司声称它们仍愿意向这些国家买入货品。其它的例子还
包括，供应商极力抵制工会的成立，或把外判合约由有工会的工厂分配到没有工会
的工厂，即使买家表明它们愿意向有工会的工厂下订单。
我们会在第三章列举更多案例。
运动服制造业的营商模式已发展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内有不同的角色和中间人，他
们的议价能力、权力也各有差异。行业内的合并可以提供机会改善一贯劣迹斑斑的
劳权记录，但假若品牌公司、供应商、贸易公司、工厂管理层不愿意和工会、政府
和劳工团体沟通合作，结果只会徒劳无功。各方必须达至一个全面、互相合作和覆
盖整个行业的合作模式，整体检讨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以扫除各种改善措施的羁绊。
我们会在第六章、第七章提出一些经验案例，阐述具体开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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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品牌公司步履蹒跚
自 2003 年开始，透过各国工会和劳权组织的积极参与，「公平奥运」是历史上最
大型的国际劳权倡议运动。数以百计的团体和多名世界顶尖运动员在 35 个国家，
共参与了 500 多个活动，收集了 50 多万个签名，支持这个运动。
「公平奥运」开宗明义地向运动成衣行业述明——消费者及广大工人也在关注各品
牌背后所存在的劳权侵害和剥削。
然而，「公平奥运」的目标并非是要揪出甚么血汗工厂，以制造新闻去令品牌公司
难堪。相反，它希望透过与主要的运动成衣品牌及行业商会接触，以严谨的角度，
共同努力找出实际的对策，以纾解工人每天面对的困难。不过，至今进展却是强差
人意。
运动成衣行业对「工作计划」之回应
「公平奥运」在 2004 年订立了运动成衣行业的「工作计划」，以引进更多与结社
自由和集体谈判机制的项目，从而达至整个行业的各利益相关者，推展积极的行动
和合作机会，以保障劳动标准得以遵循。「工作计划」要求公司，以个别及集体的
形式，去改善和整合它们的标准和指引，以达到一套最佳的标准，并推行积极实际
的措施，包括：
• 协调工人及管理层，以提供有关结社自由的培训；
• 建立工人投诉处理机制及有效的管理模式；
• 清晰地向供应商介绍有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指引；
• 与当地工会和获工人信任的可靠组织合作，让它们协助或进行工厂的调查和
审核工作；
• 与国际纺织、服装与皮革工人联盟(ITGLWF)、世界体育用品工业联盟
(WFSGI)及其会员公司签订全球协议vi，促使公司推行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 与供应商维持穏定的合作关系，采购模式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及合理的格价以
完成订单，以保障工人在合理的劳动条件下工作；
• 邀请国际劳工组织(ILO)去查核采购标准，探取更主动的态度去执行和检定
劳工守则的执行。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协调下，「公平奥运」联盟与六家运动产品品牌 (彪马、爱世克
斯、茵宝、美津浓、耐克及阿迪达斯)、和世界体育用品工业联盟(WFSGI)、公平
劳工协会(FLA)及国际奥委会(IOC) 于 2005 年 4 月于日内瓦会面。斐乐、乐途、背
靠背和其它的公司，则没有出席。

vi

根据国际工会联盟的定义，「全球协议」是指「跨国公司和全球工会联盟(Global Union Federation)，针对跨国
公司在各国的活动，共同谈判得出的协议。协议的目的主要是为两者建立正式、持续的关系，以解决问题，争
取及保障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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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SGI，代表了数以千计的运动产品公司，作为行业的国际商会，其回应令人极
度失望。尤其是在谈到需要建立一个行业上相互协调的机制，有足够的能力去落实
行业在生产时有显着的改善时，其取态更是消极。
WFSGI 就着「公平奥运」联盟提出的议题，委托 FLA 去解决，然而当时只有四个
WFSGI 的会员加入了 FLAvii。在其后的书信来往，WFSGI 暗示其不愿意与
IWGLWF 协商全球协议，亦无意领导行业跟进工作。
FLA 则表现得较为积极。它准备了详尽的指引，供其会员在有关结社自由议题上
参考。当中包括执行指标(Compliance Benchmarks)，勾勒出一些重点，让会员知道
如何界定供应商是否遵守了基本的工人权利。FLA 也在数个国家进行了工厂管理
的培训。但是，在某些范畴，FLA 的认受性是受到质疑的，包括它的工厂守则、
监察手法和管治模式。
甚么是公平劳工协会(FLA)﹖
公平劳工协会(FLA)是由公司、大学、非政府组织多方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协会。至 2008
年 2 月，有 24 家品牌公司参加了 FLA, 包括阿迪达斯、爱世克斯、耐克、彪马、Patagonia 等等，
这些主要品牌在运动鞋产业和运动服装市场占了重大比例。FLA 也取录了 5 家供应商参与项目，
供应商需要实践基本的劳工标准，监督和整改工厂内的问题，以达到 FLA 所订的标准，这项目的
参加者包括在巴基斯坦生产足球的 Forward Sport Ltd。
FLA 的行为守则常被劳工及人权团体批评欠缺生活工资、工时的保障。在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上，FLA 守则不足以保障那些不获法律赋予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工人。FLA 在 2008 年
2 月重新检讨它的行为守则。
如想对 FLA 了解更多，请浏览：www.fairlabor.org.

公司的回应则各有不同。「公平奥运」的代表和在首次在「公平奥运」运动备受关
注的四家品牌公司(即彪马、爱世克斯、美津浓、茵宝)会面，它们均表示愿意采取
一部分「工作计划」中所倡议的行动viii。
每家公司，在不同的程度上，承诺作出以下的行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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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平奥运」合作，透过工人培训提出结社自由的议题(茵宝和彪马)。
进一步关注公司的采购手法所造成的影响及与「公平奥运」分享其所得之信
息(彪马)。
检讨及进一步确立劳工政策，包括供应链上的配对及工资的标准(爱世克斯
和美津浓)。
考虑透过 FLA，与其它活跃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茵宝和彪马在 2004
的「公平奥运」后，加入了 FLA。

当时，四个同时是 WFSGI 和 FLA 会员的公司代表了 63%的全球运动鞋和 15.8%的运动成衣巿场。

viii

有关公司在 2004 年「公平奥运」开展后的短期反应，见 Merk, Jeroen，「奥运要公平：公司响应
之评估」，见 http://www.fairolympics.org/background/pfoc_evaluation.pdf，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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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乐途和斐乐虽在 2004 年的「公平奥运」中是被批抨的重点公司，但它们
的回应却不甚积极。背靠背的一家与利丰合资的工厂，跟 ITGLWF 的意大利属会
在 2005 年曾讨论全球协议的可能性，但自 05 年商讨以来，一直毫无进展。乐途虽
声称认同全行业的合作，以及愿意跟工会在国家层面上对话，但至今仍裹足不前，
没有在供应链上积极解决工人问题。斐乐对「工作计划」的实践根本乏善可陈。
FLA 的成员(包括耐克、锐步、阿迪克斯和彪马)则联合地回应「工作计划」，确认
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结社自由，制定更多指引去监督结社自由的实践，及有需要去商
讨改善方案，提高工人的意识，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去协助工人自行选择加入或组织
工会。FLA 的公司同时表明会订立更为有效的投诉机制，及寻求新的方法促进当
地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合作。
遗憾地，FLA 的成员并不积极回应「公平奥运」提出的要求：检讨企业的采购政
策如何影响生产在线工人的权利。
2006 年，国际乐施会发表的《越位！劳工权利和运动成衣在亚洲的生产》报告，
当中评估了各公司对「工作计划」的进展，尤其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方面。乐施
会发现某些公司确是有所行动，但步伐却十分缓慢。该报告亦指出「极少数的品牌
公司会反思其采购行为——即价格、订单期限、商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对工人权
利的影响」43。
为何劳工权利依然被侵害﹖
自 2004 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CSR)的项目大幅增加。近年，大型运动成衣公司均
承认过往的查厂、认证指标无法在工厂内建立可持续的劳工标准。因此它们开始寻
找和解决真正导致劳权被侵害的源头44，这是可喜的现象。
然而，劳权的倡导者应关注哪些是运动成衣公司和利益相关组织(MSI)所热衷的议
题，又有哪些是它们不愿碰的。举个例子：越来越多的 CSR 报告会提到短交货期
和多番修改设计是加工行业的普遍问题，但对于因为公司只给予供应商低廉货价而
导致工人薪金过低的事实，大部份企业莫不推搪回避。
公司往往舍难取易，选一些「易采的果子」—— 譬如对公司形象最致命的童工问
题，以及最立竿见影和最易办的方面着手，例如改善消防通道，又或者在一些对品
牌公司不构成高成本或不涉及制度上改革的方面下点功夫。
大多数的公司(和大部分 CSR 顾问)将劳工标准的执行视为商业行为，强调优化人事
管理可减低生产成本45。这一模式，正是危机所在，因为公司单从商业利益出发，
便会把改善工人工资这必要工作，视为影响利润或价格的次等措施，因而迟迟不肯
调整工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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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品牌公司众口一词认同结社自由是核心的工人权利——本报告其它的篇章会深
入讨论，但同时它们却一窝蜂地把生产线设在一些法律上禁止、限制或威胁工人结
社自由的国家46。这样的商业重组及其它因素，导致工厂倒闭和大量工人失业，也
令一些经营艰难，但取得一些改善的工厂，再一次失去改善的机会。
最后，多数由公司和 FLA 提出的「可持续」方案着重工厂管理培训和人力资源安
排，而不是创造有利环境给工会和工人组织，或改善公司固有的采购政策和营商模
式。
培训管理层对工人权利的认识当然有其正面价值，但管理层只是整个方块图的一部
分。可持续的改善方案是需要工人有自我保障自身权利的意识，透过工人和工人代
表的积极参与，达至改善聘用条件和劳动报酬。
合作之必要
自首次的「公平奥运」运动开展以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公司、工会、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加，这样的合作对争取显着改善，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运动成衣行业间的竞争看起来极为剧烈，但在共同的框架下，仍有足够的合作
空间。公司必须明白，它们的竞争力不应该建基于令工人零散化及在职贫穷之上。
某些公司已公开了自己的供应商名单，愿意跟向同一家供应商买货的公司合作进行
工厂检查和推行改善措拖，比较著名的有阿迪达斯、彪马和耐克。更重要的是，公
开了供应商的地址，意味工会、关注劳权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向品牌公司直接反映工
厂的问题，并和品牌公司合作，以促进整治方案。事实上，参加了在菲律宾、泰国、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一连串全国会议后，上述的品牌和一些当地国家的主要供应商，
已开始和 ITGLWF 的属会对话，以谋取共识，在当地的供应链上落实结社自由和
集体谈判。
有许多品牌公司会向业内的数据库公开查厂报告，如「公平工厂交易所」 (Fair
Factories Clearinghouse)47，但这类的数据只供业界参考，其它的利益者，如工会、
关注劳权的非政府组织却无法获知这些消息。
FLA 和它的会员公司在其采购的地区和工厂已开展了工厂培训和能力建设的项目 。
我们从一些工厂中，陆续看到有品牌公司、本地工会和全球工会，如 ITGLWF，开
展合作项目来解决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相信，运动成衣业公司、供应商、代理商、利益相关者、工人和工人代表、政
府、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对于根治长期困扰整个行业的劳权侵害、工资
低和工人贫困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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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种规模的合作，运动成衣公司和整个行业，包括多方利益者，必须将他们
的决心转化成一系列的行动，有目标、有时间表地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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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清除四个障碍
承接 2004 年公平奥运累积的经验及成果，部分团体于 2007 年决定再接再励推动
2008 公平奥运。
奥委会及一些运动服装品牌公司响应了上届公平奥运的「工作计划」ix。在这基础
上，2008 公平奥运继绩针对国际奥委会、 国家奥委会、 运动品牌公司、 供应商、
政府以及投资者提出一系列要求。
2008 公平奥运的声明及要求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
www.playfair2008.org/templateplayfair/docs/PF_2008_campaign_statement.pdf
假如那些对全球成衣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及团体，例如品牌客户、供应商、采购公
司、 到各个相关利益者项目团体，都能落实这些要求，要彻底改善这个行业的工
作条件，指日可待。
我们列举三个主要问题，要是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情況难以真正改善。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
 行业转型带来就业不稳 ;
 僱主过份滥用短期工、派遣工及其它无保障就业。
没有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的话，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工人就不能跟雇主商讨解决
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的长远方法。
行业转型导致工厂倒闭，久而久之就会为工人及供应商带来恐慌，以为争取权益只
会带来失业。工人面对失业压力，自然对雇主不合理的对待忍气吞声。
而且越来越多雇主利用短期工、派遗工，或其它无保障的就业形式剥夺工人的劳工
权利及社会保障，其实是要阻隢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钻法例的空子，
因为这些工作种类目前并无法律保障。
假如运动服装行业痛定思痛，认真改善目前的运作模式，以上三个问题必需马上改
善。
我们会在整个报告，特别这一章节分析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工厂倒闭、以及无
障就业带来的问题。

ix

更多公司的回应, 请浏览 http://www.fairolympics.org/backgrou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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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工资。运动服装品牌似乎愿意处理那些不影
响他们的利润及成本的问题。说到底钱是唯一底线。它们认为向工人提供足够生活
的工资的话，就会影响到劳工成本，以及公司利润。
所以即使有些行业佼佼者愿意给予工人法定最低工资，甚至行业工资，但要他们保
障工人得到足够生活的工资的话，它们都马上打退堂鼓。
支付足够工人生活的工资不仅仅是让工人口袋里多点钱，工资够生活其实也解决其
它劳工问题，例如工人会自愿减少工作时间，他们宁愿不断加班加点，违反法例，
只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不够开支所致。
这份报告会探讨生活工资的问题，并具体建议行业可以采取甚么方法推行生活工资。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障碍
障碍
品牌公司虽然有把这两项权利写进生产行为手则，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组织工会的工人常常
受到歧视，解雇甚至武力对待，工人在工厂搞工会，老板索性连工会也关掉，品牌公司则把订单
转到其它没有设立工会的工厂生产，一些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如中国、越南等因此得到更多订
单。

结社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是赋予工人更多权利。工人及工会代表可以有权处理和
解决劳资问题，可以跟管理层制订长远的方案及其它劳动标准，务求妥善解决工资
工时问题。
面对工人工会和社会团体的投诉，有些品牌公司会对供应商施以压力，要供应商跟
工会谈判或接受工会要求，并且确保工人免受逼害，大部分有名的品牌公司都公开
表示支持结社自由，并在它们的生产行为守则推动，带头的公召，例如耐克、阿迪
达斯承诺会积极推动供应商尊重结社自由48。
但是主流的意见及做法并非如此，成衣及制鞋行业普遍对工会存有偏见，整个行业
有需要改变面对工会的立场(不能单单表示中立)，我们相信，公司应营造良好环境
让工会建立和履行它们的职责。最近一个有六个民间组织参与的项目中体会到x，
品牌公司应该「对工会采取正面态度，对工人参与结社及工会活动持开放态度」。
工人组织工会面对甚么障碍？
工会领袖及支持者被解雇：与工人开始要组织工会，马上遇上管理层抵制和反对。
•

2007 年 11 月 8 日洪都拉斯的星星制衣厂(Star Factory)的工人正成立登记成

x

企业责任和劳工权益联合行动 (Jo-In)包括 6 个多方利益相关项目团体, 旨在发展一个共同方式去监察土耳其
的劳工权益, 有关它的生产守则, 请见： http://www.jo-in.org/pub/docs/Jo-

In%20Draft%20Common%20Code%205.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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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立工会，这家工厂生产奥运国家足球队的。到 11 月 12 日为止，老板一口气
把 58 名工会创会会员中的 55 个革职49。[如何解决? 请见第六章]
洪都拉斯另一间制造 Russell Athletic 产品的 Jerzees Choloma 工厂工人在
2007 年 3 月成立工厂，到 6 月 14 日，72 名工会创会会员中，九成被解雇，
其后 56 名工人尝试重新登记工会，再多 22 年人被革职50。[如何解决? 请见
第六章]
泰国 Mikasa 足球厂的初成立工会被逼瓦解，因为 2006-2007 年间，部分工
会领袖及成员被炒或被逼退会。该工会主席 Waraporn Rakthai 被管理层调派
到禁区工作两年，以示惩戒51。[后来情况如何? 请见第六章]
2006 年 12 月泰国 Thai Garment Export 成衣厂的 6 名工会领袖被指在工厂招
募工会会员而遭集体解雇，该工厂是耐克和 Cutter & Buck 的供应商。[如何
解决? 请见第六章]
2004 年 10 月，泰国 MSP 运动成衣工厂的工会成立后数天，马上有 3 名工会
领袖被解雇，当中包括主席及秘书长。MSP 工厂的客户包括耐克及其它品
牌。[如何解决? 请见第六章]

拒绝承认工会，拒绝谈判：即使工人成功组建工会并完成合法登记，管理层往往拖
延甚至拒绝承认工会，坚拒和工会代表谈判。
•

2005 年土耳其的纺织针织会及成衣工会(TEKSIF)在 PAXAR 工厂建了工会。
该工厂生产的品牌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但当工会要求与厂方展开
集体谈判，工厂马上拒绝并辞退 11 名工会会员后，经过几个业内的 MSI 团
体、国际纺织成衣工会(ITGLWF)，以及清洁成衣运动(CCC)的国际压力下，
工厂才愿意与工会谈判，达成已多番延迟执行的协议，这协议在工会成立两
年后才得到落实，其间因为工厂的压力，工会会员人数已大幅减少52。

关闭工厂，减少订单对工厂施压：虽然歧视工会的工厂已明显违反了品牌公司自己
订下的生产守则以及业内各方相关者团体(MSI)xi的行为守则，外界往往难以证明一
家工厂结业，一个品牌公司减少对某个供应商下订单，是因为歧视工会。事实上这
些情况非单独事件，而是多番出现，并且往往在工人成功组织工会之后接二连三发
生。
•

2004 年 1 月印尼 Perbupas 工会组织了两个月的罢工后，成功为一家当地的
工厂争取加薪，但工厂随即将生产耐克的订单转移到另一个厂房，并拒绝在
该厂雇用 Perbupas 工会会员。原 Perbupas 工厂于 2006 年 6 月正式结束，不
过不久之后再重新开张，原 Perbupas 的工会会员无一受雇53。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工会成立后，品牌公司减少对该工厂下订单，并至将订单抽调到
其它没有工会的工厂。
xi

有些买家如锐步、彪马、阿迪达斯已明言用关厂来取缔工会是违反它们的生产行为守则。(见 Connor, Tim 和
Kelly Dent 著作, 国际乐施会 2006 出版的 《越位！劳工权利和运动成衣在亚洲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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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0 月，印尼 PT Panarub 工厂有 33 名工会会员因为参与罢工而被炒，
Perbupas 在该厂也有会员。虽然阿迪达斯要求该工厂让工人复职，但不久
在 2006 年，当复职的事正于谈判阶段，阿迪达斯却削减对该厂的订单，理
由是不满货品质量和付运时间。虽然减少订单未必直接跟工会抗争有关，但
阿迪达斯的做法与它要求工厂遵守劳工守则的说法背道而驰。美国劳工权利
协会(WRC)要求阿迪达斯恢复对工厂下订单，以鼓励工厂尽快处理工会成员
复工问题，阿遭迪达斯拒绝54。

若品牌客户不表明只向有工会的供应厂商做生意的话，工厂可以乘机威胁工人，组
建工会赶走客户，然后游说工人放弃组织工会。
转移生产到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生产：2006 年国际乐施会出版了《越位！劳工权
利和运动成衣在亚洲的生产》55报告，报告是讲述公司如何把生产转移到没有法例
保障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的出口加工区或国家。以中国为例，工会要合法运作，
便必须登记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的下层工会，全总则是政府控制的工会。
1982 年以后，罢工虽然不算违法，可也不完全合法，但在中国罢工往往受到镇压 ，
或者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工厂即使有工会，工会代表通常不是选举产生，甚至本
身就是管理层。这些工会代表常常被批评为花瓶工会，对改善工人权益一点作用也
没有。
一旦工人成功组织了工会，有工厂会将生产转移到另一个禁止结社自由的国家，以
逃避工会：
 2003 年，为阿迪达斯和 VF Corporation 等体育品牌生产的印尼 PT Daejoo
Leports 工厂，因为在客户的压力下，愿意跟 SPN 工会谈判。起初工厂的态
度恶劣，工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但几经辛苦后谈判终于取得很大进展，可是
到 2004 年中，工厂却突然关闭，转到中国生产，后来即使客户表态愿意继
续跟印尼的工厂下订单，依然无法改变迁厂决定56。
买家公司亦选择到那些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进行采购，这样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守
则根本无法执行，公司逃避执行结社自由，从它们在中国、越南、孟加拉的出口加
工区工厂下越来越多的订单，便可见一斑。
管方成立「工人委员会」代替工会：当品牌公司到中国、越南这些限制结社自由的
国家下订单时，一些品牌公司会推动供应商实行其它形式的工人代表制度，变相作
为工会的「替身」，容许工人在有限的形式下产生工人代表。但为避免削弱工人的
组织工会权利，工人委员会只应该在结社自由真正受到法律限制的国家或地方推行，
在有法律保障结社自由的同家，则不应鼓励。
有些国家有立法容许成立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会、劳资议会或委员会等。只要这
些国家同时有法例保障工人参与工会及集体谈判的权利，并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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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5 条和建议书第 143 条(有关工人代表)的原则的话，这些工人代表会、劳资议
会等可被视为体现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xii。
在那些有法例限制结社自由的国家实行选举工人委员会的做法有利有弊。这些委员
会充其量只是工人投诉或建议的渠道，或者是推动职业安全健康的组织而已。更坏
的情况是这些委员会不过是管方操控的组织，让工人无法真正拥有力量。这些工人
委员面对的问题包括：
•

管方操控委员会，或指派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不代表工人
 裕元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工厂里，就有由管方成立的「生活辅导小
组」，工人可以投诉工作环境、饭堂、宿舍的问题。我们的调查员从
工人访谈了解到这些小组都是由管方领导，工人不觉得有真正代表57；
 在中国东莞一家生产足球的工厂，客户有耐克、彪马、阿迪达斯、
Wilson、斐乐和乐途等。工人向研究员表示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全都是
管方委派，委员会只走形式，让工厂能通过客户的检查，对改善工人
福利全无作用xiii；
 印度一家替阿迪达斯缝制运动鞋的工厂成立了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
但委员都由管方挑选，审核工厂的劳动标准的检查员指工人甚至不知
道有委员会的存在58。

•

单向式的沟通
 印度一家为锐步、耐克生产的工厂，由管方成立了工人议会，处理工
人投诉，议会成员由管方委派。2003 年，在锐步介入下，管方同意
选举工人代表，重组工人议会和成立投诉委员会。2007 年 8 月，锐步
发现委员会「仍然只是管方由上而下与工人沟通的渠道，并非代表工
人跟管方谈判的组织。」59

•

工人受压不敢提出真正问题
 泰国一家阿迪达斯的供应商成立工人福利委员会，不过全部代表都是
生产在线的管工。工人反映他们不明白该委员会的角色及责任，也不
敢提意见或投诉。一位工人只向委员提了一句话: 「我们甚么时候会
加工资?」60，便被工厂解雇了。

无保障就业
障碍
运动服装行业雇用短期工、临时工的趋势越来越普遍。短期工不受基本劳工法例保障，不能组织工会。
因此短期工要改善他们的条件，即使采用合法途径，往往在合约到期就会被解雇，他们的处境特别困难。

xii
xiii

详情: http://www.cleanclothes.org/codes/docs/CCC_FoA_Primer.pdf
公平奥运研究员在 2007 年 10 月至 12 月在该厂访问了 15 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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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服装行业极端依赖弹性生产，品牌及跨国供应商不断改变运作模式，让他们能
更灵活的变更产品的款式，更灵活的选用供应商和转换生产地，以达至最可靠、最
优质、成本最低的生产。
同样地，工厂老板及经理们亦追求最灵活的生产方法，表现工厂有竞争力，争取客
户下单。可是厂房，机器的成本比劳工成本更难压缩，他们只好在工人身上占便宜，
例如降低职业保障，以达至灵活生产的目的。
短期合约工 : 虽然我们没有全面的资料，但工会及劳工团体一再反映行业使用越
来越多使用短期合约工人，甚至有越来越多老板不劳动合同，避免给予员工法定的
福利及奖金，或以此打击工人组织。
 中国东莞一家裕元的子公司，和一家裕元合资的公司并没有与工人订立劳动
合同61。这些工厂是阿迪达斯及耐克的供应商。我们的研究发现另外三家裕
元的外判厂，只跟工人签一年短期合同62。
 印尼的 BT Busana Prima Globalxiv 工厂的工人也只有一年短期合同。他们没
有长工享有的权利，如年假，月事假等; BPG I 的工人估计工厂有四成的工
人只有短期合约工。分厂 BPG II 则于 2001 年开业, 1097 名工人中只有一名
有永久合同63。
 由 2003 年至 2006 年，柬埔寨 PCCS 工厂的短期合约工人的比列增长到
25%。PCCS 是阿迪达斯、GAP 和彪马的供应商。工人合约一般只有两至三
个月，有些更连续当短工超过两年，合约期满便再续签，年资不算，其它福
利如产假、年假、年资奖金通通没有64。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越来越多柬埔寨的制衣厂使用短期合约工人，忧虑这种做
法会「损害稳定就业」65。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表有关柬埔寨「优越工厂计
划」的报告指出，从 2007 年 4 月到 1 月间，多了 3%有份参加计划的工厂违
反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66；2006 年 11 月到 2007 年 4 月间，违法行为的增长
达 5%67。

劳务派遣 : 一些国家有法例禁止滥用短期合约，老板会利用劳务派遣，找劳务派
遣公司作为工人在法律上的老板，实际上为自己打工。
 2007 年 11 月中国媒体报导一家名叫 Global Cap Products Ltd xv的运动帽工厂，
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厂。工厂赶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新劳动合同法生
效前威迫工人跟另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承诺会加工资，劳务
派遣公司担保如果帽厂效益不好，可以随时派遣工人到广东省其它工厂工
作68。不愿签新合同的工人则不被续约。
xiv

BPG 生产运勋品牌如斐乐、Prostar、匡威 Elverys Sports, Erima, Surridge, Le Coq Sportif, Sergio Tacchini 及其
它等。
xv
公司没有官方英文名称，英文译名为“Universal Hat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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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 Molten Thailand 工人情况类似。该厂是阿迪达斯生产 2006 年世界杯
Team Geist 足球的供应商。工人告诉泰国劳工组织 Thai Labour Campaign 工
厂将工人转为派遣工，工资更低，没有什么福利，连厂服也要工人自付69。
劳务派遣令工人更缺乏就业保障。虽然将工厂一些非核心业务，非生产工作如膳食
服务外派，无可厚非。但从事核心业务及生产工人应该以永久合同聘用。
什么导致无保障就业与日俱增?
运动服装行业普遍采用实时生产模式，以减少库存，零售商在货架货物快要卖完时
才愿意给供应商下订单。这令原来有季节性的生产周期更短，运动服装行业的旺淡
节及波动比运动鞋更甚 (图 1, 图 2)。
假如全球运动服装行业持续不稳定，公司及工厂就会想办法将风险转嫁，保持竞争。
工人在全球生产链最底端，怎样也无法再转嫁风险，成为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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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及图 2:2004-2007 年美国进口的季节性
Seasonality of sports footwear imports into the US
from China, Indonesia, Vietnam and Thailand, 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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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ity of tracksuit imports into the US, 2004-2007.
300,000

250,000

Dozens

200,000

2004
2005

150,000

2006
2007

100,000

50,000

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旺季时工厂要大量生产，要大量劳动力赶货，淡季则没有足够订单养活大量工人。
工厂就用不同方法应付 :
 旺季要工人大量加班加点
 旺季将订单外发到其它工厂
 使用期工，淡季时解雇
 使用劳务派遣工，淡季时可以精减人手
这些做法是要让老板减低生产成本，减低工人福利，削弱工会力量，提高工厂的利
润和竞争力。
一些同家有立法限制滥用短工和派遣工 :
 柬埔寨劳动法规定雇主可以跟工人签订短期合同，短期合同可以续签，但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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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能连续使用短期合约工人超过两年。之后再获续约的工人应该签订永久
合同70。
 韩国在 2007 年 7 月 1 日修改劳动法，禁止雇佣有限期合约工人超过两年。
两年有限期合约期满，雇主应该与工人签订永久合同。同样，雇主使用派遣
工超过两年要与工人签订永久合同，否则会被罚款高达 30,000 美元71。
 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今年 1 月生效，要求雇主一定要与工人签订书面合同。连
签两次有限期合同后要与工人签订永久合同，否则赔偿工人遣散费72, 工人连
续工作十年后自动过渡到永久合同。劳务派遣公司要与派遣工签最少两年合
同。
但是各大商会，如美国总商会的上海分办、美国在华商业协会，以及欧洲商会北京
分办，却一直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降低合同法对工人的保障，并威胁说合同法损
害投资弹性73，商会成员会选择撤资云云。结果合同法一些保障工人权利的条文被
删除74。香港的商会团体如香港工业总会则不断要求改法或争取豁免75。不过， 由
于欧洲总工会的压力，欧洲商会北京分办最后改变其立场。
耐克则公开支持合同法。 耐克的声明说: 「我们支持供应商与工人签订长期合同，
以减少供应商滥用短期合同，规避法定给予工人的社会保险及福利。」76
即使有清晰法例，执行亦未必到位。运动品牌及生产商最少要确保供应商及外发工
厂遵守劳动法有关合约期及派遣工派规定。报告的第四章会讨论企业应该如何保障
就业的问题。

工厂倒闭
障碍
近年工厂倒闭的情况令人忧虑。因为生产转型或品牌改变采购策略，工厂结业，数千计的工人及家庭顿
失经济来源。同时对其他工厂工人造成恐慌，害怕争取权益会让他们丢掉饭碗。

纺织配额撤销后，零售商、品牌及工厂重新整合生产链及全球生产网络之余，并没
有考虑对工人及其家庭、社区及生产国带来的损害。
大部分工人连法定最低的遣散费及欠薪都拿不到。因为很多工厂倒闭是因为财务管
理不善，或者因为资不抵债，故无力支付工人法定的赔偿。工厂倒闭一方面直接导
致工人失业; 另一方面也是老板打压工会，威吓工人要配合工厂做假回避人权检查
的最好借口77。
一些跟品牌关系密切的工厂相对愿意考虑转型及重整对工人的损害。大部分工厂甚
至不会让工人及当地社区知道工厂要结业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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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影响
萨尔瓦多的 Hermosa 工厂是典型例子。工厂是耐克、Russell Athletic、阿迪达斯、
彪马的供应商。2005 年倒闭，令工人失业, 并拖欠工资及遣散费，工人因为老板断
供保险，住房、医疗、养老保障全然顿失。三年后, 工人仍未讨回应得保障xvi。
Hermosa 是冰山一角。除了纺织配额撤销，老板及政府漠视工人权利是主要原因。
重灾区不只制衣行业，运动鞋业自 1980 年以来亦经历转型之疼，到现在关厂情况
仍然屡见不鲜。
 2006 年 11 月印尼 PT Spotec 和 PT Dong Joe 工厂倒闭，10,500 名工人失业。
PT Tong Yang 也跟着结业，9000 名工人失业。三个工厂都是锐步， 后来变
成阿迪达斯的供应厂。 事隔一年， 至令仍有共 2000 人失业。PT Spotec 和
PT Dong Joe 的工人仍未得到遣散费。 阿迪达斯要求后来重开升值的 PT
Spotec 重新雇佣失业工人，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中国东莞常登鞋厂与锐步及阿迪达斯合作达 20 年，工厂在 2007 年 12 月 30
日结业，4000 人失业。有分析认为工厂是要逃避劳动合同法，加上人民币
影响利润，内陆省分的工资更低更吸引云云78。
行业的运作不透明，我们很难断定工厂倒闭的主要原因。但关厂并非无可避免。行
业一直以来不负责任，不稳定，短期效益主导的营运模式，才是关键。这点我们在
第一章讨论过。
零售商及品牌下订单时只考虑供应商的出价、出货时间、运输成本、貭量，有些或
会考虑供应商有否遵守生产行为守，当然也会考虑贸易协议、关税、配额等。
虽然全球配额制度撤销了一段时间，行业重整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仍未明朗。一些品
牌及零售商将订单整合到几家主要的亚洲跨国供应商及几个生产国家。但是他们拿
到订单，可以将订单再分包外发。令所谓重整后的供应链两头宽，中间窄。 分包、
外发的情况依然未受控制。
要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让工人及供应商免受不稳定订单及就业威胁，品牌及供
应商应建立长远、直接的协作关系，并改变采购行为，以遵守劳工标准作为首要拣
选供应商的条件，而非因为单价较低而恣意转换供应商及生产地xvii。这点我们在第
六章会再讨论。
经济活力
xvi

进一步讨论 Hermosa 倒闭事件, 包括避免日后再发生这样事情, 可参考马圭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的文章: 「紧急援助：解决和防止 Hermosa 事故」2007. 可于此连结下载：

http://en.maquilasolidarity.org/sites/maquilasolidarity.org/files/MSN-CodesMemo-22-zh_0.pdf
xvii
品牌可考虑收购和接收它们的生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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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厂无法维持经济效益，除了结束经营以外再无其它选择，谁要对低效益负责?
谁要对作出的经济决定令工厂无法持久发展负责?
跨国供应商或贸易公司在多国投资、采购，他们主宰订单分配到哪个工厂。一些遵
守劳动标淮，跟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工厂，可能因为客户的决定和对劳动标准不重
视或不支持，得不到订单而倒闭。
这 两 方 面 原 因 引 致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的 BJ&B 倒 闭 。 该 厂 的 母 公 司 是 韩 国 的
Yupoong 公司，2007 年初宣布结业。厂工会在 2001 到 2002 年间非常活跃，並在国
际劳工团体如 WRC，FLA，和客户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的介入下，与工厂达成
集体谈判恊议。79
Yupoong 公司之后开始在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工厂減少投资。2001 年工厂有 2000 工
人，结业前只剩下 350 人。老板解释因为多国工厂不及孟加拉、越南的工厂有竞爭
力。加上阿迪达斯停止下订单，到结业时，多国工厂只有耐克一个客户。
有工会的 Yupoong 工厂比其它没有工会的工厂，设在劳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的工厂，
反而得不到客户的眷顾，得不到客户支持更多订单。
BJ&B 的例子证明孤立地评估一家工厂的经济效益并不全面，因为经济效益好坏还
要看客户下订单的历史，单价是否足够支付劳工成本，以及母公司的财务状況。
一家工厂同时有多个客户，要防止工厂倒闭，不同客户和供应商、工会、劳工团体、
政府应该合作，多方面保障工厂稳定。
当工厂倒闭
当工厂无可避免地要倒闭时，客户和供应商有责任将对工人及社区带来的伤害降至
最低。
国际劳工组织第 158 号有关解雇的公约提供一个标淮，强调工厂要与工人及工人代
表咨询，寻求解决方法，提早通知员工，支付遣散费。国际劳工组织第 173 号公司
清盘与工人保障的公约，确认工人在所有债权人中享有债务优先权，有权向前雇要
求遣散费，及有法理依据的其它形式的赔偿。
但客户可以亦应该负起更多责任，善后工厂倒闭带来的后果。这点将在第六章讨论。

生活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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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因为MSI，劳工团体，学者的倡议，生活工资越来越受关注。但目前落实能够满足工人基本需要
的生活工资的努力仍然很少。

工人在生产链最底层，承担弹性生产的风险最大，还有承担消费者要求廉价产品，
以致生产成本要不断压缩的压力。
「我们的日子很苦…」2007 年 3 月一群在深圳的民工写给官员的信这样說。通涨
高企令本来低下的工资所余无几80 。
「统计数字反映消费指针到 2007 年 6 月为止较去年上升 4.4%」，「但吃的往的，
要花的钱就涨了一成。工资不涨反减的话，我们跟家人怎样活得成? 怎可以存点钱？
没法让家人生活，没钱存到，我们干活为啥?」
深圳的基本工资是每月人民币 700 元 (约美元$100)xviii。两夫妇只赚取最低工资的
话，是沒法生存的81。加上去年广东省物价高企，即使最低工资上调过，工人的实
际收入其实大幅贬值82
工人唯有大量加班，加上獎金每个月领 900-1400 元(美元$128-200)。可是一双阿迪
达斯运动鞋在深圳的零售价是 600-1200 元(即美元$86-171)，差不多是工人一整个
月的工资83。
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宿舍，有时 12 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吃饭在饭堂解决。许多女
工都很年轻，而且未婚。她们是制造业的生产大军，她们打工赚钱虽然不一定为了
要养家活儿，但农村的家人都靠她们寄钱改善生活。这点跟其它国家的工人一样。
世界各地的运动成衣工人也如深圳的民工一样面对低下工资：
•

•

中国东莞裕元打工的工人每天工作 10-12 小时。他们制造各大品牌的运动鞋。
每天要完成生产指针，每个月却只有 900 元的工资，即每小时只赚取 3.5 美
元xix。其中一位在裕元外发厂工作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更低，只有 500-600
元，即 71-86 美元，还要每天工作 12-13 小时，比法定工资低84。
印度贾郎达尔缝制足球的家庭工，过去五年所得的单价工资一直没有增加，
但当地去年的通涨达到 6.7% 至 10%。他们每做一个手制足球大约只赚取美
元$0.35 至 US$0.88 左右xx，视乎足球的类型，每日最多只能做两至四个。

xviii

因为工人的压力，例如这群民工的公开信，深圳市最低工资在 2007 年 10 月提高到 750 元。
耐克最近向传媒炫耀裕元某东莞工厂的工人每月工资有 1472 元 (见 Mitchell, Tom. “As Inflation
bites, China Inc looks beyond low costs”, Financial Times China, 中国财经时报, 2008 年 3 月 17 日)。我
们在第 4 章举证说明这不是所有裕元厂的普遍情况。
xx
见第 5 章有更多数据, 参考来源及方法。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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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巴基斯坦的手缝工也差不多，做一个足球赚 0.57-0.65 美元。过去 6 年这个
单价没有变过，但物价则涨了 40%85。
连加班费及奖金，柬埔寨的制衣工人平均每个月有 70-80 美元，仍然不够一
个家庭过安定的生活86 。
有调查指在斯里兰卡的出口加工区内，每月的生活工资应该是 1,2504 卢布
(116 美元)，加工区外则要 10,1083 卢布(94.46 美元)87。但大部分制衣工人每
月连加班及奖金只赚取 8779 卢布(81 美元) (加工区内) 或 7564 卢布(68 美元)
88
(加工区外xxi)。制衣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在 2006 年上升到 6000 卢布(56 美
元)89，但通涨严重，工资连支付一个月的开支也不够。
2008 年 3 月河内附近的 Tae Kwang Vina 工厂爆发罢工。工厂是耐克的供应
商，工人每月赚 63 美元。去年日用品价格涨了 9.5%，工人只好罢工要求加
薪，跟其它 300 个外资厂的工资看齐90。 当地法定最低工资只有 63 美元，
根本不够基本开支91
因为孟加拉的制衣工人在 2006 年发动大型示威，基本工资才由 900BDT(13
美元)增加到 BDT1662.5(24.3 美元)92
大部分土耳其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生活工资的一半左右93

经济全球化，工资低不只因为本地经济差，政府及工厂很清楚如果本地工资或法定
最低工资提高了，跨国公司会将订单转移到其它国家，BJ&B 就是最好倒子。雇用
一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人，每月要 125.79 美元，在孟加拉只要 49.88 美元， 即每
小时 0.2 美元便可以94。
为什么运动品牌公司不支持生活工资?
一家品牌公司如此说:
 工资应由市场及/或集体谈判决定
 目前没有可靠的计算方法, 而制订生活工资十分复杂

市场力量和集体谈判
FLA 亦认为制订一个地区的生活工资十分困难，几乎不可能95。FLA 的论点是:
「鼓励供应商和工人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能夠反映当地生活水平的工资，而我们著
重提升工会组织的能力96。」
没有人会反对通过集体谈判制定生活工资，但我们也知道工人面对很大压力，工厂
及品牌随时随意转移生产地及订单，让工人更难享有真正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政府或本地市场的力量能夠提高工资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行业高度全球化，只有
本地工资稍为提高，最有影响力的一方，即客戶及跨国供应商可以转移生產及採购
xxi

工人的工资差异部分因为加工区内加班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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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受約束。单单要求本地政府提高工资，而不同时要求外国投资者及客户承诺
继续在当地投资并不实际xxii。
供应商的单价
「价格、貭量、出货时间等问题再不用讨价还价了，客户只出一个价钱，规定品
貭，指定出货时间，工厂做不到，客户是头也不回的97。」(David Birnbaum，行业
分析, 2006 年 10 月)
制订一个地区的生活工资要参考本地市场的水平，例如当地的工资水平显示距离达
到生活工资还有多远。但运动服装行业的工资却並非纯粹由本地市场决定，而是由
全球市场的客户， 他们出价高低决定。客户的单价低， 工人困在本地市场，要谈
判工资就很困难。
由于客户给供货商的实际价钱是商业秘密，我们很难从价格趋势去确认数据，但价
格受压的趋势是不争事实，见于多个报告内，反映问题在业内是相当普遍。
图 3 显示美国在 2007 年从四个主要进口运动鞋国家的进口价钱不断下滑98。有指印
尼的生产成本每年上升 3.5%99，但去年美国进口运动鞋的价钱却减低 19%。

图 3：
Percentage Change in local value of US sports shoe impor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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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政府有责任制定最低工资，且应该与国际劳工组织第 28 及 131 条公约衔接。 (脚注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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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客户在 2005 年从柬埔寨采购的成衣产品的价格比 2004 年降低了
4.47%。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客户证实他们在柬埔寨增加了
60%产量，而每件产品的单价则下跌了 7%100 。柬埔寨成衣厂商会估计「2006 至
2007 年间，单价下跌了 10%，我们越公开这个事实, 单价就跌得更低101。」
因为汇率波动，供应商在不同国家实际接到的单价也有差异。比较其它国家, 中国
的生产成本虽然算低102，但去年起大陆百物腾贵103 ，加上人民币强劲，中国的低
价优势已不如以前。
印度贾郎达尔的运动服装工厂告诉我们，他们用美元造价，但美元疲弱令他们的利
润大大缩減104。加上用进口石油在印度加工的塑料原料涨价两倍105，情况非常艰难。
但这些工厂坚持说没有将成本转嫁给工人。亦有两名工人跟我们说因为美元弱，近
几个月工资少了106。
怎样的单价才够供应商支付工人生活工资? 这点跟工厂的生产力、原材料、生产程
序、利润以及守法成本有关。关键是生活工资不能孤立的在生产地实行，因为单价
限制了工厂支付工人生活工资的空间。 要改善工资不能只靠管理层，客户亦有责
任。
界定生活工资
生活工资难有一个定义，最常见的解释是「能够满足工人及家庭其本需要及储蓄
的107」。但实际上如何计算则有很多争论，亦有人建议了不少运算方法。不过即使
是界定「其本需要」也莫衷一是xxiii。
因此品牌，生产商，及各MSI 不应再纠缠于抽象的学术的定义及方程式，更不应
只讲不做，让工资停留在贫穷线水平。反之应该积极的具体的参照当地现有的生活
工资的评估指标，增加工人工资。
至于如何提高工资，品牌及 MSI，特别有主要品牌参与的 FLA，承认:
 个别客户难以向供货商要求增加工资
 工人的生产力及技能提升后, 工资自然提高
但工厂则反驳說如果客戶的单价依然低下，他们根本沒有能力加工资。

xxiii

一些国际标淮可供参考。联合国人权公约 23.3 条写到「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平，足
够保障个人及家人过健康及良好的生活。这包括吃饭，住房，医疗，必需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1928 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第 26 条公约，要求签署国建立制定最低工资的机构，让工人迖至
合适的生活水平。1970 年又通过第 131 条公约，列举了计算最低工资要考虑的因素，如「工人及家
庭需要，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社保，国家经济及就业情况，以及比较其它社群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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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產力並非万灵丹
有些龙头品牌公司工资要增加，但他们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厂生产力及边
际利润来支付工资增长。耐克、阿迪达斯朝这个方向与几个核心供应商推动精简生
产制度。
精简生产制度组织工人从头到尾生产一件产品，而并非坐在流水在线重复同一工序。
精简生产要求效率、弹性、高生产力，但是否能直接提高工资则似乎并不尽然。
一份研究中国一家鞋厂的报告显示，工厂采用精简生产后，效率、弹性、貭量、利
润提高了，但「对工资、工时是否有正面影响则不能定论108」。
该研究指工人在访谈及小组讨论时指「感到生产压力大了，个人的压力也大了109」。
劳动强度增大，加上与生产指针挂钩的集体工资，增加生产压力。工人缩短休息时
间以提高产量。他们跟着集体的工作进度及节奏走，牺性个人生活及规划110。
研究更发现 2006 年上半年，这家鞋厂某部门让工人一个月内工作多达 274 小时111。
虽然也有研究认为精简生产能提升工资112，但他们没有提供加班数字，以及工资是
怎样增加的。还有另一份研究指出中国几家工厂利用生产奖金提高正常工作时间的
收入，但所谓增长只是让收入达到法定最低水平而已113。
亦有两个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墨西哥两家耐克的供应商采用精简生产后，工资提升了，
但这是因为工资改为集体计算，而不是个人产量114。报告提醒说：
「个别生产制度不能全面解释工作条件的变化」。精简生产虽然改变
了一些管理方法，增加培训和组织工人自组的工作小组，但并不代表
工作条件改善了115。
在下一章我们会讨论中国的工厂采取精简生产后，生产指标提高了，工人无法完成，
形成压力xxiv，同时工厂亦透过不同方法规避了给予工人加班费。
耐克最近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和供应商采取精简生产后的 12 个月，每双运
动鞋的成本节省了 0.15 美元。省下来的资金会再投资研究企业的发展策略。供应
商似乎没份分享这些经济成果116。

xxiv

对工人健康的不良影响包括化学品中毒及噪音，劳损及工作压力等。可参考 Garrett and
O’Rourke, Dara. “Lean Manufacturing Comes to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Occu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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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些改善方法不会为工人带来负面影响，危害工人健康的话，提高生产力，减
少废品，有效的组织生产是好事；如果能更进一步提升工资，我们应该欢迎。不过
究竟生产力提高了是否就如某些公司所说的是改善低工资的灵丹妙药，则并非必然。
况且即使改变生产方法不会增加工人压力，不延长加班时间，我们也无法肯定老板
会将利润与工人分享。没有集体谈判及积极措施确保工人可以分享经济成果，降低
成本只增加老板的利润，降低品牌的采购成本而已。
谁在勒紧别人的肚皮?
跟纯粹依赖本地市场不同，全球化的运动服装行业需要许多人共同承担才能提高工
人的工资。因为：





客户与供应商的采购，下单关系更不稳定
外资的流动性让政府制定工资标准时非常困难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未受到尊重
消费者、品牌和零售商要求更多更廉价产品

虽然客户不投资这些工厂，支付工人工资的亦不是他们。但客户的采购行为，特别
是单价往往决定了工资水平。供应商单方面或透过集体谈判制定工资，但是加工资
的空间则受客戶限制，特別当生產成本上涨，客戶便停止下单，更換供应商。况且
即便客户提高了单价，供应商也提高了生产力，也保证不了工人马上受惠。没有确
保工人分享利润的制度，一切最终只肥了老板。再者，只有一个品牌愿意改变采购
策略及单价，其它在同一工厂下单的品牌不同的话，改善亦不能持久。
因此行业需要有一套合作计划，先从一些规模大，订单稳定，跟品牌合作多年的核
心供应商开始。这些工厂较愿意采取措施，按当地有关生活工资指标来增加工资。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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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第一大运动鞋厂商的背后实况
大家可能记得在 1996 年被广泛报道的关于 56 名生产耐克运动鞋的越南女工，被雇
主惩罚围绕工厂跑四千米，理由是她们穿着「违规」的鞋上班。这些女工不是奥运
跑手，她们非但没有奖牌，其中 12 个还因此晕倒和被送进医院117。
这些女工就是在宝成集团旗下的工厂工作。宝成集团是台湾运动服巨头，于 1969
年由蔡氏家族成立。宝成是以生产塑料鞋如 PVC 胶料凉鞋和拖鞋起家的，此后四
十年，宝成集团及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裕元工业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
拥有约三十万名员工 118。虽然全球每六对运动鞋便有一对产自裕元工厂 119，但大部
份西方消费者都未曾听过这家公司。
裕元为超过 30 个大型运动鞋品牌生产，包括：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锐
步(Reebok)、彪马(Puma)、飞乐 (Fila)、阿瑟士(ASICS)、新百伦 (New Balance)和
匡 威 (Converse) 。 此 外 ， 它 亦 有 为 其 它 非 运 动 鞋 类 的 品 牌 生 产 ， 如 天 木 蓝
(Timberland)、乐步(Rockport)、卡士(Clarks)和 Dr Martens。大部份品牌都已经和裕
元建立了长期的伙伙关系。
裕元是我们在第一章阐述的跨国生产企业的例子之一，对我们了解行内大型公司的
运作十分重要。
裕元为许多主要品牌生产，是一家举足轻重的企业，因此运动服业界应该从裕元的
生产运作着手，寻求办法解决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

裕元的撑竿跳――成为第一大制鞋企业
阿迪达斯从 1979 年开始向宝元下制鞋订单，关系保持至今120。1985 年，锐步指定
宝成作为其第一大生产商，耐克也在 90 年代初跟随其后。
劳工短缺、工资增加以及币值上升促使宝成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1988 年)、印尼
(1993 年) 及越南(1995 年)。裕元甚至将部份生产线，如新百伦 (New Balance)的运
动鞋转到美国经营121。
负责海外拓展的裕元工业集团是由宝成创办人蔡其瑞的弟弟蔡其建于 1988 年成立，
主要经营中国的扩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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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直至 2007 年，裕元在中国经营 210 条生产线 122，整个集团约七成的劳动人口来自
中国123。
其中几家最大的工厂设在广东省东莞市的高步镇，据 2002 年中国劳工观察透露，
高步的工厂在淡季聘用近 40,000 名工人，旺季时更聘用逾 50,000 名工人 124。其它
设于广东的裕元工厂主要在东莞黄江镇、中山三乡镇、珠海吉大工业区125。在裕元
工厂附近都是供应制鞋原材料(如皮革和胶脂)的上游厂。
目前，裕元可能将一些生产线迁往中国内陆一些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越南和印尼
的生产也正在扩充126，但短期内，中国仍然是裕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印尼
裕元由 1993 年开始积极投入印尼的生产，投资了一亿美元建立 Nikomas Gemilang
工业区，该区有「耐克城」(Niketown)之称。
该工业区位于耶加达附近，设有 50 间分厂，聘用约 43,000 名工人(女工占 85%)，
主要是为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和爱步(Ecco)生产，而匡威的产品主要在另一家位
于西爪哇城镇苏卡布米(Sukabumi)的工厂制造127，该厂有近 4,000 名工人。Nikomas
的工厂各自生产不同的品牌，阿迪达斯、彪马和 耐克的生产线分布在不同的厂房，
制造阿迪达斯鞋的有 20 家，耐克鞋的有 8 家，彪马的有 11 家，爱步的有一家。
越南
制鞋业是越南出口工业增长最快的其中之一。1990 年，越南出口 750,000 对运动鞋，
1998 年，出口数字己经大幅增加至 1.4 亿对128。
裕元是在 1995 年开始在越南设厂生产，到 2006 年，已拥有 117 条生产线，是裕元
继中国之后第二大的生产基地xxv。
越南能成为裕元的另一个重要生产基地，原因是由于越南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正常化，
以及越南加入世贸，减少甚至取消出口关税，贸易因此急升。另外一个原因(愈加
重要)就是越南的劳工成本大大低于中国。

xxv

裕元现时在中国大陆有 210 条生产线，越南有 117 条，印度尼西亚有 71 条。详见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度报告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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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亚洲制鞋厂商
丰泰
总部: 台湾
买家: 耐克
员工: 45,000 名129
生产基地: 中国、越南、印度
新投资: 4 家设于印度的工厂，投资额总值美元
7 千 380 万130
全球市占率: 5.5%131
耐克鞋占全球销售额: 15%

九兴国际控股
总部: 台湾
顾客: 锐步 (阿迪达斯), 新百伦, 耐克, Sears, 天
木蓝, 卡士
销售额: 美元 7.793 亿
纯利: 美元 9140 万 (2006)
员工: 50,000 名，分布广东省 6 家工厂

裕元的营商模式
一名分析人士形容裕元为「有贡献的工厂」，它促使品牌公司外判生产业务，令品
牌可集中资源在产品设计、销售和特许经营方面132。另一名分析人士这样指出：
「裕元的经营有如一间独立的录音室，打开门户(收费)给任何音乐人士录制歌曲。」
133

有别规模较小的供应商，裕元利用大型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的平均成本，得以进一
步巩固其行内的领导地位。裕元的规模和生产力可以让企业在短时间内灵活调配订
单和降低因更改产品设计和程序所需的时间。
虽然拥有庞大的劳动力，但裕元仍有效控制劳工成本。图 4(如下)显示在 2004 年直
接劳工成本只占所有单位成本的 12%。近来，耐克(裕元的最大买家之一)估计劳工
成本占每对鞋的制作成本仅约 10% 134，相对另一品牌安踏(Anta)，它于 2006 年的
直接劳工成本占每对鞋约 14.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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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hibit … Yue Yuen - Cost Breakdown 2004
Midsole 13%
Outsole
5%
Direct labour
12%

Depr. 11%

Natural leather 11%

62%

Synthetic fabric
6%

Other

Other fabric

15%

12%

Other
15%

Source: Morgan Stanley, 19 January, 2005, 'Yue Yuen Industrial'

除了制造业外，裕元也建立了一个发展迅速的批发商网络，并在全国主要城市如北
京、广州、上海、深圳和大连开设数以百家的零售店，出售品牌运动服和休闲服。
公司正计划在2009年将分店数目扩充至3,000家。
裕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运动服零售商之一，其分店售卖各个品牌产品，包括耐克、
锐步、阿迪达斯、彪马和李宁。裕元的报告指公司在2006年至2007年度在中国的零
售额大幅增长48.8%。136
盈利和价格
裕元的销售额由1992年的1.97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已达41亿美元137。同期，其盈
利由9,500万美元增加至3.87亿美元，事实上，裕元的盈利甚至已超过很多运动品牌
公司。
裕元为买家提供庞大的生产规模和附属服务，令它在供应链上有很强的议价能力，
所以即使现时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可能削弱裕元的制鞋利润，但财经分析师指出，
裕元有能力将原材料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使生产和销售时间相距只有三个月
至半年138。但类似的生产成上涨就已可能导致规模较小的生产商倒闭139。
既然裕元这么强大，利润又丰厚，为何裕元工人仍然得不到生活工资呢？
故事的另一面: 工人的声音
虽然裕元的主要买家推行生产行为守则已超过 15 年，裕元也于 2005 年推出其行为
守则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但裕元工人仍得不到生活工资保障。公平奥运的调查人
员在不少的个案中发现，工人甚至得不到法定的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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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讲如何体罚工人，现在是讲如何为他们庆祝生日。」 – Thomas Shih,
中国一家裕元工厂的副经理140。
「他们现在常常说人权和福利。在 1989 年，没有人这样说的，那时候才是我的黄
金年代，没有人压迫我。」 – Allen Lee, 广东一家裕元工厂的厂长141。
过去多年，非政府组织和劳工活跃人士发表过不少报告，揭露裕元工厂侵犯工人
权益的事件，大部份均指责它剥削工人的行为(包括军事式管理)、性骚扰、强迫和
超时加班、工资低(很多个案是低于国家最低标准)、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不合理
的劳动合同、规定如厕次数、打压(独立)工会等142。
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8 月期间，公平奥运的调查人员在中国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
调查了 13 家裕元全资拥有的工厂、两家裕元/宝成有份投资的工厂，以及 4 家裕元/
宝成的外判厂 xxvi 。此外，我们在 2008 年 1 月调查了两家在印度尼西亚的裕元工
厂xxvii。以下是我们的一些调查结果xxviii。
工时长和生产压力
中国裕元工厂的工人经常投诉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精神紧张。
「我做得累死了。」一名在东莞裕元工厂打工的工人向调查人员说。她负责新百伦
(New Balance)运动鞋的组件工作。「我们两人每小时要为 120 对运动鞋涂上胶水…
我们没有休息，经常担心赶不及完成鞋底的工序交给下一条生产线。若我们一慢下
来，下一条生产线也会被拖慢。车间主任常常催赶我们。我们做到又累又脏143。」
为了令工人完成生产目标，工厂迫工人缩短午饭时间，取消他们的中午小休；通常
要 10 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要求在 9 小时内完成。工厂声称已根据品牌公司的生
产守则，减少了加班时数，但与此同时，工人的工作量依然不变，工人变相工作过
劳。
「有时我连去洗手间或喝水的时间也没有。加班是少了，但工作跟之前一样辛苦，
甚至更辛苦144。」一名 30 岁的女工说。
在一些裕元工厂，每天工作 12 小时是常规145。厂方曾试过控制加班时数，但工人
投诉工作压力比以前更大，因为生产周期缩短，加上管理层推行新的生产制度来填
补工时缩短的影响146，导致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xxvi

公平奥运调查员在每家工厂访问 15 名工人，至少在每个部门访问一个工人，男/女工的比例大概是 3:7。所
有受访者都是在工厂外的社区或其租住单位内接受访问，我们亦采用二手数据，包括公司纪录、报告、报纸文
章、网上内容和公司广告等。
xxvii
公平奥运调查员访问 11 名工人(6 名女工和 5 名男工)，分成 3 个小组和进行两次个别访谈。工人的年龄介乎
20 至 38 岁，平均年龄为 25 岁。他们在裕元工作至少超过一年，平均工龄为 6 年半。
xxviii

为保障工人利益，我们不会在此节透露个别厂名，但附录中会列明有关工厂以作参考。

４１

在一间生产阿迪达斯、新百伦、耐克、天木蓝和锐步的裕元工厂里，加班规定在两
小时以下，不过，为了确保工人能完成规定的产量，厂方把工人的午饭时间缩短至
半小时，这样，工人实际上需要多做半小时，但这却不计入加班时薪147。其它工厂
的工人也说午饭时间少了，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工人匆匆吃过后便要
回车间赶货148。
在六间被调查的中国裕元工厂中，工人必须要完成每天规定的产量后才能离办厂，
但工人的额外工时是不计算入加班费的，所以即使工人的工作时间比规定的更长，
工卡上也不会有记录，表面上加班时间受到控制149。在其中的三家工厂，厂方指令
工人不得为额外工时打卡，所以工厂都没有超时加班的记录150。
其中一家工厂的工人说，他们按厂方规定的两小时加班外，还经常额外多做 2-3 小
时的无薪加班。他们投诉在赶货旺季时，连一天的假期也没有，其它裕元厂和它的
外判厂的工人也面对同样情况151。其中一家裕元外判厂的工人说他们没有获得法定
劳工假期，他们每天工作，经常性每天额外加班 4-5 小时152。
控制超时工作是很多买家的主要要求。在印尼的 Nikomas 工厂，厂方需要与工会就
控制超时工作进行谈判，加班问题在一些生产在线得到改善，然而，不少工人指出
问题仍然严重。
一名工人向我们说：「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确试过严格规管加班时数。」据这名在耐
克生产线工作数年的工人说，工厂每天在早会上定下加班指令，确定当天的生产指
针和加班小时。「不过，这是表面工夫而已。」他说：「譬如说，当指令定下当日
加班两小时，那么工卡的加班记录就只有两小时，即使我们实际上超时工作三小
时。」
彪马生产线的工人据报每日至少超时加班三小时，甚至六小时。阿迪达斯生产线的
工人每日也加班至少四小时(一周最多加班 70 小时)。此外，工厂还要求工人有
「忠诚时间」，即是要求工人提前 15 分钟上班，轮流做早操、清洁和预备生产机
器，完成轮班后还额外要求多做 15 分钟。 这半小时的工作实际上是无薪加班153。
一名在彪马生产线工作的女工说：「有孩子的女工最受影响，超时工作剥夺了她们
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苛刻纪律和言语暴力
许多工人投诉裕元管理层的严苛厂规和言语暴力。被调查的工厂中，有不少是以收
取罚款来处罚那些不达标的工人，即使车间主任也不例外，令工人面对重重的工作
压力154。其中有十家工厂的工人指出言语暴力是另一严重问题155。
一家生产 ASICS 产品的工厂中，达不到产量指标的工人需要写一份「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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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给厂长，解释不能达标的原因和保证第二天一定能完成规定的产量156。在另一
家工厂，达标的压力更大，若厂方认为工人的生产效率不够高，管理层会召开生产
大会，在所有工人面前公开责骂那位工人157。
有阿迪达斯和彪马生产线的印度尼西亚 Nikoma 工厂也有责骂和体罚工人的行为。
其中一名工人忆述有一次，一名在彪马车间工作的工人被人用定时器掷击。此外，
在阿迪达斯生产在线的工人，曾因为拒绝加班而遭厂方调往工作环境较差的车间，
如化工部和胶料部，或被罚在车间后排站立几小时158。
危害性的工作环境
庞大的工作压力亦影响了工人的健康。除了在几家工厂发现到有精神紧张而导致的
职业病外159，也有报告指出即使厂方提供安全设备，工人也倾向不采用，因为这会
拖慢他们的工作160。
不少在其它工厂打工的中国工人投诉，他们经常要接触化学用品，常有皮肤敏感和
胃部不适161。虽然有些工厂为工人提供安全生产设备，但大部份工厂仍乏善足陈。
在有工会组织的印尼 Nikomas 工厂，工人指厂方提供了安全措施，也张贴了安全警
告的海报，包括某些危险化学品的数据。不过，一名在彪马生产在线的女工向公平
奥运的调查员透露，厂方要求工人清洁他们的纸口罩，用至破旧为止。「要求新口
罩是很难的。厂方会给我们别人用过的口罩，我们要求发新的，他们会对我们表示
不满。」
中国裕元厂的工人也指他们受到压力，不能向车间主任举报工伤事故，因为车间主
任会因此遭上级干部责难 162。虽然有些工厂有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 163，但有不少工
人需要自费到工厂指定的诊所看医生 164。有些工厂，主要为外判厂，也有裕元全资
拥有的工厂，没有按合法程序调查工伤事故，及为受伤工人提供鉴定和赔偿 165。大
部份工厂都没有为工人购买法例规定的四种保险：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工伤保险、
伤残保险和怀孕保险166。很多工厂的工人都不清楚厂方有否为他们购买工伤保险，
也不清楚工业意外发生后如何主张权益和追讨赔偿167。
媒体曾报道，越南一家宝成工厂于 2006 年 3 月有 8,000 名工人集体辞工，主要涉及
保险、社会福利、职业安全和工资这四大原因168。
低工资
工人的工资通常是以底薪加计件工钱、勤工奖和其它方法而计算出来的。
2006 年 9 月中国调高最低工资水平，大部份的裕元工厂管理层和外判厂随之调高
工人的产量和减少工人的奖金和其它花红。有些工厂扣减工人的住宿、膳食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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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169，以弥补工资增加的成本。所以，即使最低工资调高了，很多任务人的工资
仍然没有增加，甚至比之前更少。
东莞的最低工资在 2006 年 9 月调高至每月人民币 690 元 (美元$97)，但与此同时，
一家生产阿迪达斯的裕元工厂将制鞋产量增加至每小时 75 对，大大增加工人的工
作负荷。工人的生产奖金少了，很多任务人投诉他们扣除所有膳食和住宿后的实际
收入比之前还要低。2006 年 10 月，该厂工人组织了一天的罢工，要求厂方改变增
加产量的决定，但遭厂方拒绝170。
这种工资计算方式几乎在所有调查的工厂中出现。技术工人以往通常每月有人民币
400 至 500 元(美元$57-71)的花红，但工厂调高生产配额后，他们现在只有约人民
币 100 至 200 元(美元$14-28)的花红171，因此，工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xxix。
在一家制造锐步、天木蓝、新百伦和哥伦比亚运动服用品的裕元外判厂中，所有工
人都是拿计件工资的，即是说工人没有划一工资，工资都是按完成的件数而计算出
来。该厂工人通常每月平均拿人民币 500-600 元的工资(约美元$71-$86)，比最低工
资还要低。这份工资中，扣减了每月人民币 155 元的工厂宿舍费，这笔宿舍费换来
的是挤满 12 人的一间房，以及每层共享的厕所和浴室172。
另一家裕元的外判厂给新聘请的工人低至每月人民币 290 元(美元$41)的工资，资
深员工亦只有每月人民币 490 元(美元$70)，两者均低于法定工资标准。这家工厂
的一些部门甚至只给予每小时人民币 1-2 元(美元$0.14-$0.28)的加班薪酬，这同样
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因此，一名新进厂工人若加班超过 100 小时，每月工作 30 天，
最后只有人民币 700-800 元(美元$100-$114)的薪酬。该厂工人指出，据他们所知，
裕元从来没有调查过他们的工厂173。

改善中的劳动条件
由于裕元为大型品牌公司生产，所以它不得不与买家合作，执行品牌的生产行为守
则，当中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和新百伦。品牌公司的压力似乎有助改善裕元
的纪律式管理方法。在加班和宿舍这两方面，裕元都作出了改善174。
如上提到，一些工厂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作出不少改善措施，亦有根据法例为工人
购买社会保险、工伤保险、伤残保险和怀孕保险。不过，工资方面仍然得不到改善。
为何不支付生活工资?
反对支付生活工资的人往往指出制造业结构上存在很多困难，供应链上没有一个单
位能确保支付更高的工资。
xxix

这种工资计算方式不只是裕元才有，泰国劳工权益中心(Thai Centre for Labour Rights) 在 2006 年 8 月在当地
两家生产阿迪达斯的工厂中发现，厂方经常增加工人的产量，取消工人可获的花红。工人向调查员透露，他们
想有一个稳定的产量目标(数据来源：泰国劳工权益中心 2006 年 8 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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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制鞋业跟成衣业在结构上有显著的不同：
• 制鞋业是一个高度结合的行业，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市占率高达六成。过去几
年，耐克收购了一些较小的品牌如匡威和茵宝，而阿迪达斯也收购了锐步，
彪马就被法国奢侈品零售商 PPR 收购；
• 运动鞋制造业以大型资本密集型的工厂为主，搬厂或设立新厂相对较难；
• 裕元占据所有主要运动服品牌公司的制鞋生产，即使品牌公司和裕元在分工
模式和法律责任上各不相同，但两者在生产程序上是高度结合的，而且双方
的经营关系稳定，因此绝对有空间和条件实行一致性的「工资标准」；
• 裕元及其买家都是盈利丰厚的公司。
在这个高度结合和利润丰厚的运动鞋产业，公司之间的协调是相当重要，裕元和主
导市场的大型品牌是应该和有能力将工人的薪酬调高至生活工资水平。
事实上，大部份主要运动服品牌公司都是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的成员，因此买
家和供应商实行一致行动调高工资至合理的生活工资水平是实际和可行的，但他们
仍然欠缺为生活工资作出承诺和执行意愿。
我们会在第六章和第七章阐释实行生活工资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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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超越锡亚尔科特的足球
有别于上一章关于大型鞋厂裕元的记录，传统上足球生产一直是由人手缝合，当中
的作业人士不少是家庭工者，他们把足球面版缝在一起然后把它们送回工厂接受检
查和包装。
足球和其它充气球类生产工作的劳工权益倡导活动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
特市,理由是：这个城市生产了全世界大约 80%的手制缝合球175。
90 年代大量的媒体关注在锡亚尔科特的童工问题，导致印度贾郎达尔176,一个邻近
边境另一个较细小的运动用品人手缝合中心177, 面对越来越严格的检查条件。
近年来，足球生产中心在中国，泰国，越南及其它地方出现。相较其它南亚地区，
这些新的中心既可以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xxx，如低档次和以机器缝合的足球， 又
同时可以生产高质素的「真空热模」足球，南亚制厂商至今还未发展到这项技术。
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球类生产业的前境未许乐观178。
与其一再重复锡亚尔科特市足球产业内的童工问题，这一章会着重于公平奥运
2008 的最近的调查，调查地点包括印度贾郎达尔、中国和泰国的新兴中心。
调查结果显示，在现时的运动成衣业架构下，包括服装和鞋类生产，劳工条件往往
处于劣境，工会常遭到抵制或破坏，薪酬和计件工资远低于生活工资水平，工人为
了生存，唯有长时间加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把工作带回家，与家人分工。

印度贾郎达尔的足球生产xxxi
根据行业报告显示，贾郎达尔和密鲁特附近的城市占了印度足球产量的 75-80
%179 。在 2004 年，印度出口的体育用品达到一亿美元，43%以上的出口产品为足
球180。

产业结构
据制造商、工会和为这个报告接受采访的工人所言，近年业内愈来愈多依赖家庭式
作业的现象。「三十年前，足球生产全是由工厂和缝合工场制造的。」本身从事了
足球生产 45 年，现为 Lad Janda 工人联合会的干部称：「工人过去一向在工厂大批
缝制产品。也有的在缝合工场工作，每个工场聘请 10-30 名工人」181 。
xxx

这两个中心-特别是中国-也出产人手缝合球，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比南亚中心有能力提供较低的价格。
为此调查，教育和传播委员会中心(CEC)的调查人员和其它公平奥运调查者和贾郎达尔一班利益相关者谈话：
一共有七个生产商，有时是他们的经理，三个承包商，两个工会领导人及 11 名在家里，缝合中心及工厂的工
人。接受采访的七个厂家中大部分执行混合国内和出口生产，而大部分的出口生产，是在欧洲或澳洲的品牌，
几个厂家有自己的品牌，它们主要是出口到东欧以及东南非。
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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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皮制球的需求量减少，生产从原来的手制皮革穿孔足球转为模切皮革合成球182。
前者是人手把预先裁好和穿孔的足球皮料逐块缝合，技术含量很低，故难以和价廉
和制作时间短的合成制皮球竞争。
转用合成足球形成了更多非正规的用工，非正规工的工资多以计件为基础，没有订
单时，他们便没有任何工资收入183。这也是工厂的利益计算，因为工人可离办厂在
家中生产，而不需要在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较高经营成本的工厂中工作。因此愈来愈
多儿童参与足球生产，成为非正规劳工的大军。

工厂
现时，贾郎达尔的大多数足球制造厂只聘用短期或零散工，只有那些必须在工厂生
产的程序（模切革板，丝网印刷板，包装足球等）才聘用长工 。
有些前工厂工人描述，现在聘用他们的劳工承包商，以前也是经营厂房的老板184。
一名做了 15 年层压和革板切割的长工指出，据他所知，自他开始了此工作，便再
没有其它固定工人受聘请了。
据该名工人称，所有新员工都是以短期合同雇用的，或透过劳工经纪人签订分包合
同185，他们大部份聘用为缝合工人。雇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受雇工人签
的是固定期限合同，工资是以计件为基础的186。
接受采访的工人描述工厂完全是男性主导的。事实上，公平奥运调查者访问贾郎达
尔三个足球工厂时，发现厂内几乎完全没有女工。
女性在贾郎达尔足球产业，无论在工作种类和质量的分配中都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加剧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在锡亚尔科特，妇女的生计成了
从前以家庭生产转往缝合工场这政策下的牺牲品。产业结构改变后，妇女参与该行
业由 1997 年的 50% ，在 6 年后下跌至大约仅 20%187。

缝合工场
全印商会联合会大会（AITUC）体育用品子公司总书记告诉公平奥运调查员，「缝
合工场只不过是工厂的伸翼。」他指控说，工场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劳动法所带来
的各种工人权利、争议解决机制，以及长期聘用保障188。
事实上，一名自己经营缝合工场的承包商承认，租金，电费及其它相关的费用为公
司支付，而他只处理劳工问题。不过，该工场是以他的个人名义登记，令公司可以
推卸对工人承担的法律责任。该中心雇用了 18 个工人（16 个男工，两名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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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生产一百个足球。他们按件支薪，质量最优的足球价值从卢比 36 元到 39 元
（美元$0.90-0.97 ），而较廉价的足球为卢比 30 （美元$0.75 ）189。

承包商
厂家还谈到了他们与承包商的关系。为 Regent, Mitre 和 Dunlop 这些品牌生产的一
名制造商，鼓励家庭缝工直接从他们的工厂拿取工作，但大多数厂家都会将生产外
判给 18 至 30 个承包商，他们会把生产送到家庭操作，或是自行营办缝合工场。
「承包商」也是各有各做的。有些可以维持可观的生活收入，但举例来说，也有一
些只靠接收家庭工生产的足球去获取佣金的承包商，其每日的收入，与缝合工人的
工资差不多。
公平奥运调查员和两个家庭工的承包商谈过，他们以前曾经是足球工业的缝合工人，
其中一人因工业意外切断了他的部分手指后，失去了足球工厂的工作。他们说每个
承包商每天可收集一百个足球，然后分配给一队约 20 至 30 人的家庭工，其中绝大
多数是妇女。承办商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佣金，每一个足球大约可收取卢比 2 元至
2.50 元（美元$0.05-0.06）的佣金，视乎足球的质量而定190。

工会
工厂长工的逐渐消失，加上生产关系变得间接，大大冲击了工会的位置，变相令工
人无法就工资和工作条件和雇主谈判。工人，甚至是一些制造商，描述各种直接打
压工会的手段，包括将工会领袖和工会成员开除或降职；关闭工会会员集中的部门，
甚至将整个工序外判，以及将工会边缘化等，目的都是为了消除集体谈判191。
在贾郎达尔的薪酬和计件工资
约在 20 年前当制造商开始聘用承包商时（而不是直接聘用驻家劳工），工人丧失
了就劳动条件, 包括工资方面的谈判机会。CITU 的代表表示：「管理层开始在工
资谈判上绕过工会。承包商成为主要参与者。192」承包商能从每个足球收取固定佣
金，他们根本没有意愿在年度谈判会上积极争取工资调整，结果是工人的计件工资
停滞不前。」
承包商描述了不同的工厂在支付相同质量足球的工资有何不同。一名承包商说，质
量最好的足球，工资可由卢比 28 元至 39 元 （美元$0.70-0.97 ） ，廉价橡胶足球
则为卢比 14 元至 16 元（美元$0.35-0.40 ）。在一层层的外判下，每向下层生产链
推的承包商, 就会从每层中拿取佣金，计件工资的价钱就愈低193。

工厂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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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与公平奥运调查员对话的工厂工人，以前是固定期限合同的缝合工人，现时以
计件受薪。工厂员工的计件工资大大高于家庭工的工资，特别是排除了承包商收取
高质量足球（卢比 40 元/美元$1）和低质量足球(卢比 30 元/美元$0.75）的佣金，
但缝合工人在工厂仍必须自行提供缝合绵线，所需费用为每个足球卢比 2 至 2.50
元（美元$0.05-0.06）。该名工人说，他每天能够完成最多十个球，视乎球的种类
而定194。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其收入大大超过最低工资，向调查人员表示他需要带
工作回家中分给家人，以求赚取更多收入维持生计195。

缝合中场的工资
调查人员采访了两名在缝合工场打工的工人，两家工场都是由承包商经营。收入和
就业保障大大低于工厂。足球生产的单价大约在卢比 3 元和 10 元之间 （美元
$0.07-0.10）之间，按足球质量而定 xxii。一名工人抱怨说：「没有保证明天一定
有工作，视乎承包商做好心了。」
受访工人表示，单从缝合工场打工所得的收入根本是无法维生的。他们都说会把缝
合工作带回家让家人做，以补贴他们的家庭收入196。

家庭工人的工资
六名家庭工接受了调查小组访问，每名工人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家人，也参与过缝合
工作，每人一天生产约两至四个足球 xxiii。
一名直接从工厂拿取工作的缝工说：「过去五年来，我们的工资都没有加过。」该
工厂是替 Mitre, Gilbert 以及阿仙奴和曼联足球队生产足球的。 他说：「我们不得
不接受承包商给我们的工价，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正如大家可以预料，付给家庭工的工资甚至低于缝合工场所提供的。工人形容一个
三层、三十二块面板的足球可获得卢布 30 -35 元（美元$0.75-0.88），两层橡胶足
球则在卢布 14 和 22 之间（美元 0.35-0.55）197。
家庭工还面对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订单低的月份，家庭往往靠借贷度日。
这个行业的订单甚为不稳，收入也同样失去保障。两家厂提到在特别体育赛事，如
世界杯或奥运会举办的时候198，产量便会增加 30-50% 。
一名五十岁的足球缝合工说：「我们没有任何积蓄，所以我们手头上没有现钱应付
紧急需要。」家庭工也没有社会安全网保障，所以万一生病或有意外，对家庭便会
打击很大。「我已经失去我太太的金器，我拿它们作为向贷款人的抵押，但不能赎
回。」他说：「有一次，我租出我的烹饪气瓶去为我患上急病的妻子周转一些钱。
我们几乎人人都面对这种遭遇。我的一位朋友，甚至卖血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去应
急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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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足球产业
中国在机器技术上的适应能力使它比其它足球生产大国能以更快，更有效率和大规
模缝制足球，亦已导致其快速的在足球生产市场内增长200。目前，中国的足球生产
商主要制造促销球。而正当促销球代表着大部分的世界足球产量时，它们没有产业
认可盖印或与赛事质量球相配合的高计件工资。不少业内人士猜测，不多久，赛事
质量球也会是机器制造，但是，这使中国处于接管更大部分世界足球生产的位置
上201。

给贾朗达尔的一些具体建议

•
•

制造商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透过承包商向工人提供的工资与条件是公平和统一的。工资应张贴于工
厂外。制造商应让工人选择直接从工厂而不是承包商那裹拿取足球配件。
品牌必须解决侵犯结社权利，特别是打压工会的行为。

•

品牌及供应商必须确保价格能跟上货币波动和通货膨胀，并确保损失不会透过削减计件工资而转嫁
到工人。

•
•

加强关注妇女劳工的受剥削问题。
品牌务必平等对待所有从事大量类似工作的工人，包括在工资和福利上，无论他们受聘于工厂，缝
合工场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作埸所。

本报告提供了从两间典型足球工厂个案调查所得的证据，它们位于珠江三角洲生产
区域内。在 2007 年 10 月和 12 月之间，公平奥运调查人员调查了这两所在珠江三
角洲地区内的典型足球工厂的条件：昌业隆体育用品制造厂和观好体育用品公司
xxiv
。昌业隆为多个品牌生产多样的体育用品,买家包括：阿迪达斯202、耐克、茵宝、
斐乐、米特雷、乐透、彪马、Diadora、Frankin、Wilson、Everlast 、Domyos203 。
观好声称自己是中国最大的球类制造公司， 每月为阿迪达斯、乐透、
Spalding、Wilson、Mikasa 、美津浓、Rawlings 和 Baden204生产两百万个足球。205
工资及工时
在昌业隆工厂，大部分生产工人一周 7 天都工作，甚至整整一个月内都有没有一个
休息日﹗一个工人说：「我们很累，但精神压力更大。我们需要休息和工余时间。」
该名工人说：「当我们如此精疲力尽时，我们只能选择不上班来得到一些休息。不
过，根据厂规，如果我们连续缺席三天，我们会被处罚。所以，即使我们已累坏，
只能忍受。」
标准的工作时间是 8 小时，超时工作在昌业隆十分普遍。在繁忙的生产季节，工人
每月超时工作 232 小时，是法定上限的六倍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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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超时加班工作，往往是一个月 330 小时，但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人民币
800-1000 （美元$114-142），估计只是法定最低工资的 54 %。此外，工人报告说，
工资经常拖延 40 天，这亦违反了国家法律。
在观好厂工作的工人遭遇略好：工人每周工作 6 天，每一个月平均超时工作 80 小
时，高于法律规定，许多工人认为，该厂是此业内在珠江三角洲内最优秀的一
群207。
观好的工资也比昌业隆好，每月大约 260 小时工作平均可获人民币 1000 至 1500 元
（美元$142-213），工资每月发放。
然而，没有工厂遵守加班补偿法例。
一位工人告诉我们：「我发现我在这家工厂每小时只赚到人民币 2-3 元。」在东莞，
每月最低工资以每小时计为大约人民币 4.2 元（美元$0.60）。他说：「对我来说，
最恼人的一点是这家工厂不给加班费。即使我在周末工作，我只收到正常工资比
例。」
如在上一章裕元工厂调查中，这两家工厂使用混合时间和单价工资，以得出一个工
人的薪金总额。但依法例，单价工资必须至少达到最低工资及超时工作时数补偿的
要求。在观好，工厂保证了计件工人至少可支取每月最低工资，即使是计件工资低
于该数额。然而，像昌业隆，观好工厂没有按法律规定支付额外加班费。xxxii
职业健康和安全
正如公平奥运在珠三角裕元工厂调查结果一样，该区大部份工人都面对过度劳动而
引致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危险。
在观好和昌业隆，受访工人非常关注在一些部门，例如丝网印刷，「皮革黏贴」
（即将球外层紧黏与内层），并在生产橡胶球的部门接触到各种化学品可能带来的
短期和长期健康影响。大多数工人告诉公平奥运调查人员，他们甚至不知道每天接
触到的是什么物质。工人时有指出皮肤过敏及呼吸不适。
尽管这两家工厂提供了一些最起码的防护装备，在使用设备时减慢了生产，从而生
产量也少了。有些昌业隆的工人，特别是在丝网印刷部门，说如果他们全时间需穿
上安全设备的话，将无法应付工厂所订的每日产量208。
在昌业隆的工人，并未受保障于法定要求的保险项目内，包括工伤赔偿，社会保险
和产假。他们虽然可以到公司的医疗诊所，但诊费和医疗费都在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xxxii

中国的劳动法第 44 条，规定雇主在平日必须支付固定薪金的 150％作超时补水，周六和周日为 200％，法
定假日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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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受访工人说，两间工厂均没有工会活动。大多数工人并不知道他们有工会权益。
工人虽然可以向上司申冤，然而并没有正式的申诉程序。这两家工厂都有工人委员
会，但只是工人出事时才出现处理问题，两家厂的工人委员会都没有多大作为。委
员会成员都是管理层任命的。工人说，委员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应付买家查厂。
造假隐瞒
受访工人形容向品牌查厂员说谎是「普遍手法」。工人证实主要的品牌买家每月都
会派人往工厂视察。
在昌业隆，工人描述管理层如何向查厂员出示假工资单，假单上的工资比工人实际
所得的高，工人还说他们被迫对查厂员作出说谎，隐瞒工资工时的真相。
一个工人告诉公平奥运调查员：「当我在 11 月 10 日收到了 9 月的工资时，我签
了两份工资记录单，一张是真的实际工资，声明我收到人民币 400 元，另一份是假
的，上面写我的工资是人民币 900 元。这是为买家的查厂而伪造出来的。」209
此外，工人说，工厂训练他们如何回答查厂员的提问，提供假的答案以确保工厂通
过检查。能合作造假的工人可得人民币 30 至 60 元奖金，说真话的工人则被罚款或
撤职。210

泰国的足球产业
泰国的足球生产在 2006 年冒升了，多得当时阿迪达斯为了 2006 年世界杯比赛211 ，
所以从泰国采购技术先进的足球。这些足球是由日资的 Molten Thailand 生产。泰
国目前是高档次热模压球的主要生产国212。
机器融合技术的影响
2006 年世界杯足球赛用的足球，阿迪达斯名为「团队之星」，它是使用一种新技
术制作：用机器将球板热粘起来，而不是缝合的213。传统上，以往的足球都是手
工缝合或机械缝合而制成的214。
2006 年世界杯赛是第一个使用非手工缝合足球的重要球赛 215。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转变表明，人手缝合球将会在职业联赛中淘汰。但两年之后，业界似乎尚未肯
定会否转用热力粘合球。如果这种改变真的出现，泰国在足球生产市场将有强大的
竞争优势，超越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传统足球生产地，这两国至今仍主要靠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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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和缺乏操作机器融合的技术，泰国更会超越生产低档机器缝合和手工缝合球的
中国xxxiii。
工资，工作条件和结社自由
早在 2006 年，泰国劳工运动（TLC）就两间在东部沿海工业区的足球工厂的劳工
条件发表了一份名为《泰国足球工厂工人的生活》的报告216，详述了在 Molten
Thailand 厂和 Mikasa 厂的工资和结社自由问题。Molten Thailand 生产阿迪达斯的
「团队之星」足球，Mikasa 则生产自己品牌的足球。
TLC 报告指出 Molten Thailand 提供给固定合同工人和外判工人的工资报酬相差甚
大。资深工人直接受雇于 Molten Thailand，所得工资能符合每月基本生活所需
（TLC 估计每月工资在 7310 泰铢和 8680 泰铢之间），新入职工人获得基本工资
4500 泰铢（约美元$144）。外判工人的待遇最差，只得到最低工资，没有每月勤
工奖励和其它花红，甚至要从口袋内掏钱支付制服。阿迪达斯回应指，事情被
TLC 揭发后，工厂已中止这个做法217。
阿 迪 达 斯 回 应 TLC2006 年 的 报 告 时 ， 证 实 报 告 内 的 工 资 ， 但 争 辩 说 Molten
Thailand 已遵守政府所订的最低工资水平。TLC 则反驳，指出最低工资不符合工人
的基本生活需要，工人被迫依靠长期加班来勉强维生218。
报告撰写期间，TLC 发现 Mikasa 工厂有一个已成立两年的工会，TLC 发现这家工
厂向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补贴，以及其它福利 219。但不久后, 有工人报告该工会
被取缔，因为工会领袖和成员不断受到胁迫，包括面对工厂采取法律行动开除工会
主席（后撤回）。 220之后 3 名工会委员会成员抗议工会成员遭威胁，遭到工厂控以
诽谤罪，TLC 亦被控告xxxiv 。
工会主席 Waraporn Rathai 后来被调到往禁区内工作两年 221 。2007 年 4 月,她说：
「我只有独自一人。没有一个工人或任何工会成员敢和我说话，无论我是在厂内或
在食堂的四周。人人都怕如果跟我说话，他们便会惹麻烦。」
Mikasa 声称：「她只是被分配到必须保密的调查和发展工作，因此屏幕及告示牌
写着『未经允许，禁止进入222』。」工厂一向敌视工会主席，厂方指派她负责机密
的调查和开发工作，这是不足信的。
「我不会放弃战斗，虽然我心中深感痛苦。」Rakthai 说：「我想告诉其它工人，
单独战斗并不可耻，人民将赞扬我们奋斗到底！」Rakthai 最后在 2008 年 2 月被解

xxxiii

请留意巴基斯坦中小企发展局已宣布该局支持创立一个新的运动工业发展中心 (SIDC) 去介绍在 Sialkot 的
热模压球技术。但巴基斯坦现时并未有生产热模足球。见巴基斯坦美联社，「Smeda 正准备将体育用品工业现
代化。」邮政报，25-2-2008。
xxxiv
管理层于今年较早时候终于撤回了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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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223。在此，Mikasa 的工会已完全被瓦解，大部分的工会领袖和成员最终由于种
种压力而被迫辞职，其余的被工厂开除。
「我们留下 Waraporn 独自一人在工会，实在很难过。」该工会前副主席说。「但
我没有别的选择。近一年多来，经济压力和没有加班补 贴，我不得不决定离开
Mikasa」。
2007 年 1 月，泰国全国人权委员会裁定 Mikasa 工厂打压工会，用行动镇压工会主
席，违反了泰国的劳工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224。不过，委员会的判决结果不具法
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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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是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劳工权益的倡导者、大型运动服品牌公司以及多方利益相
关者项目(MSI)团体都一致认为，个别的查厂工作只能揭露问题，但无助改善问题。
学者 Richard Locke、Fei Qin 及 Alberto Brause 于过去 7 年，对 31 个国家超过 800
家耐克供应商的查厂结果进行研究，总结认为「虽然耐克及其员工投放大量资源和
努力去改善供应商的劳工条件，但监察只能带来有限的作用225。」供应
对于每日仍在血汗工场打工的工人来说，这不是甚么新结论。即使过去十年运动成
衣业付出不少努力改变供应链的生产环境，但仍有数以千万的工人得不到合理的工
作待遇。
然而，我们不会因此气馁。改变是有可能的。或正如阿迪达斯的口号：「没有不可
能的事！」
不过，真正的改变需要从根本出发，检讨最核心的问题，包括导致劳工剥削不断发
生的结构性原因，然后寻求全新的解决方法。要作出改变，业内的所有单位必须互
相加强和持续合作，方能从根本结构上解决问题。
2004 年，公平奥运向运动成衣业发表一份「工作计划」，目的是促进企业在 2008
年北京奥运前落实改善业内的劳工环境。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整体业界未能付诸
实践。
现在，北京奥运举行在即，我们再一次阐明「工作计划」的四大要点，我们相信业
界应落实这四方面的工作，以持续改善劳工权益。这四大要点是：结社自由和集体
谈判权利；不稳定的就业条件；工厂倒闭的影响；以及提升合理的生活工资待遇。
公司必须实行一连串具体确切的行动，并与各方协作，包括利益相关者团体、工会、
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政府，共商解决办法。
业内已有公司和其它相关单位就上述项目展开工作，我们希望在 2010 年温哥华冬
季奥运和 2012 年伦敦奥运前，运动成衣业能显著改善业内的劳工权益状况。

1. 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
要持续改善运动服业的用工行为和劳动条件，就必须解决第三章提及的自由结社和
集体谈判权利的问题，品牌公司必须尽快和有效地解决它们在共同采购的供应商所
涉及这两方面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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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不少联合行动成功为由于组织工会和/或集体谈判而被解雇的工人争取复职，
较大型的例子有：
•

•

•
•

洪都拉斯的星际工厂(Star Factory)55 名工人在 2007 年 11 月申请成立工会后，
随即被厂方解雇，工人进行示威，国际团体展开声援行动，工厂的其中一个
买家耐克亦介入斡旋，成功化解这次侵犯劳权事件。同年 12 月 10 日，工厂
的美国资方代表、工人代表、洪都拉斯工会联合会(FUTH)、洪都拉斯工人
联会(CUTH)签定协议书，同意让所有工人复职，并承诺与工人展开建设性
对话，寻求解决方法；
美国知名运动服饰品牌 Russell Athletic 位于洪都拉斯的 Jerzees Choloma 工
厂发生劳资纠纷，品牌公司承诺让 145 名在 2007 年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
工人复职，并发还欠薪。事件得力于美国劳工权利协会(WRC)和公平劳工协
会(FLA)的斡旋，以及他们与工会合作进行外展项目，组织被辞退的工人的
成果226；
WRC 介入调查一家泰国成衣出口工厂违反工人结社权利的事件后，管理层
同意让 6 名在 2006 年 12 月被革职的工会成员复工；
在泰国一家非政府组织――劳工信息服务及培训中心(CLIST)的要求下，耐
克和 FLA 介入 MSP 运动服饰工厂的劳资纠纷，积极为被革职的工会领袖争
取复职。此外，他们就「协作细则」内容磋商，同意设立第三方的中立代表
负责调停日后的劳资纠纷。

供应商侵犯工人的组织权利，品牌买家与其它持份者介入调停，要求工厂为侵权行
为负责，是一个可喜的做法。另外，还有一些项目，如 FLA 的中美洲计划，目的
是解决当地国家或地区将工会领袖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它们透过培训工厂管理层和
宣传减少歧视性的聘请，以推广工人的结社权利。
可是，运动成衣工厂的剥削劳工行为仍屡见不鲜，因此业界必须作出更多积极和正
面的措施，确保劳工权益不被侵害，并消除管理层长久以来打压工会的行为。业界
必须积极改变对工会的抵抗立场，以正面态度面对工会的组织活动，营造有利条件
让工人可自由行使他们的结社权利，而不是待问题发生后才作出回应。
采取主动办法
第一步，业界可参考 Russell Athletic 在洪都拉斯 Jerzees Choloma 工厂处理劳资冲
突(如上)的步骤和方法。Russell 同意向所有供应商的工人发出通告，承诺会尊重工
人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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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结社权利的保证 (参考 Russell Athletic 的声明)
公司名称尊重工人建立或加入任何组织的选择，包括工会，并可以与厂方商讨集体谈判的协议。公
司名称尊重工人有自由集会、结社和就集体协议进行谈判的权利，不会采取任何形式干预工人活动。
公司名称不会干预工人加入或参与任何组织的决定，员工不会因行使结社权利或集体谈判权利而遭
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或纪律处分。如任何主管或经理不遵守这个政策，将会受到处分。公司名称保证
上述提及的组织的代表都有权接触员工，并保证会落实与工人组织一致达成的每项协议。

其它运动服制造商也应向它们在全球所有的工厂发出类似的「工人结社权利保证」
(见上)。品牌和零售商也应要求旗下的供应商发出这份保证书，业内的利益相关者
项目(MSI)团体也应确保向工人清楚传递有关讯息。
此外，为确保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代表他们的工会，买家和供应商应该要求厂方管理
层和当地的行业工会签署协议书，确保工人获得工会权利。xxxv
工人培训
第二步，品牌公司必须与工会和可信赖的劳工权益非政府组织合作，就自由结社和
集体谈判两大方面，向工人及管理人员提供独立的教育和培训。
同样，相关的项目已经在业内展开，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习和检讨，其中不少
大型运动服品牌公司、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团体已推行过工人权益和管理层责任的
培训。
愈来愈多的服务供应商，包括专业审核公司，声称为工厂提供培训项目，但成效令
人质疑。虽然中国的劳权团体一直受到政府的制肘，在发展工人培训的同时，企业
较难找到独立可靠的劳工团体提供工人培训，但这并不表示完全没有。这些劳权团
体相信，若工人培训能符合具体内容和贯彻落实的话，对改善中国劳工权益能起重
要的作用。
他们正确地指出一点，就是工人培训本身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培训的目的是让
工人能透过改善他们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劳资关系制度，以支持真正的劳工权益保
障。因此，我们必须分辨出哪些是最有效促进工人参与和成熟的劳资关系的培训，
哪些是有形无实的培训。
一些「强加」于工厂的改制措施往往事倍功半，而多方合作的措施通常较有成效
(有不少品牌公司的例子提醒我们)，工人培训项目也是同样道理，若当地工厂的管
理层和工会组织能强化双方的协作，工人培训就能取得有效成果。虽然大部份的培
xxxv

其中一个例子是台湾的牛仔成衣公司年兴纺织与其在南非的厂方工会赖索托成衣联合工会，双方就工会权
利签订协议书，详细内容见于荷兰跨国企业研究中心(SOMO)的报告：《呼吁行动：组织南非成衣工人》，清
洁成衣运动(CCC)出版，2003 年版，第 27-29 页。可从此连结下载：

http://www.cleanclothes.nl/ftp/GarmentWorkers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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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项目不是由工人自行发起，但培训内容必须符合工人的实际需要，在过程中以提
高工人的积极参与为宗旨。
在推行工人培训项目之前，品牌公司、利益相关者团体以及生产商都必须与有关工
会、非政府组织和培训人员互相配合，制定方法评估工人和管理层培训的成效，并
建立报告机制，向所有有关参与者公开培训的结果。
采购行为
第三章提到工人组织工会的努力往往遭到阻挠，因为厂方惧怕一旦成立工会，买家
便会除消订单或将订单转到另一家工厂。
虽然有些品牌公司采取「均衡计分卡」措施，试图在评估供应商的计分办法中加入
劳工标准执行表现的部份，但与此同时，品牌公司往往不视工会为一正面因素，不
承认工会对促进工人参与的重要性，也不优先挑选有工会组织的供应商。
买家应采取以下办法，为工人的自由结社缔造有利环境：
• 优先挑选有工会的工厂下订单
• 与有工会的工厂签订长期和稳定的采购合同
• 向有制定集体谈判协议的工厂提供较佳的采购价格
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有美国商会游说中国政府撤销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中对工人的
保障，虽然有公司公开表示没有参与其中，但买家和供应商应该采取积极和公开的
立场，表明支持工人有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并对仍然限制基本劳权的
国家政府申明其立场。
就公平奥运 2008 运动的建议，耐克公司近日已呼吁一些政府「确认和尊重国际劳
工组织公约第 87 条和第 98 条有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原则228。」其它品牌公司
也应采取类似行动，包括呼吁所有国家正式签订这两条公约。
报告制度
最后，为了评估以上各项措施的成效，运动服行业必须评估和报告旗下供应商在工
会和集体谈判协议两方面的情况，并公开它们在那些供应商的生产(总)比例xxxvi。买
家和供应商也应向其它相关利益者公布它们在没有法例保障自由结社的国家/地区
所占有的生产比例，并考虑不在那些不能有效落实生产守则的地区扩充生产xxxvii。

xxxvi

这个方法已纳入「全球报告计划协会」(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 G3 报告指引中(measure AF29)。
阿迪达斯在 2005 年向乐施会提供有关数据，内容显示公司约 52%的生产都是设于亚太地区国家，这些国
家都没有立法保障工人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这个比例更于 2002 至 2004 年间增加 3% (详情请见 2006 年
国际乐施会出版的《越位！劳工权利和运动成衣在亚洲的生产》第 77 页)。
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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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保障就业
运动成衣业一直倾向聘用短期合约工、派遣劳工或临时劳工，以应付不固定的订单
时间和数量，不过有不少公司已开始采取办法改变这种不稳定的用工情况，主要落
实在工厂运作和政策制定两大方面。
柬埔寨 PCCS 成衣工厂是例子之一，该厂管理层与买家阿迪达斯和非政府组织
WRC 共同制定办法，减少聘用短期合约工。2007 年，大部份的短期合约工人都获
工厂改以长期合约聘用。即使可以聘用短期合约工，工厂也必须清楚交待原因和聘
用详情229。
PCCS 成衣厂的做法值得其它运动服买家公司和供应商仿效，经常大量聘用不固定
期合约短工的供应厂商应该改变这种用工方式。
一些国家有法例限制滥用短期合约劳工，在中国有不少运动服饰公司对此表示支持
而非反对，运动服公司应该利用近期中国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的机遇，采取积极和
公开的立场，表明支持合法保障劳工权益，限制短期合同劳工和派遣劳工的行为。
然而，由于立法和执法两者经常存在差距，品牌公司、零售商和制造商需要确保其
代工生产的工厂能恪守这些法例规定，防止工厂滥用短期合约工，即使执法上仍存
在漏洞。
此外，企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项目的生产行为守则中，应清楚列明禁止工厂透过短
期合约工和派遣劳工来规避购买社会保险和负上其它劳工责任。
例如阿迪达斯，它强调以短期合约聘请的劳工将获得长期合同待遇，以「避免违反
法律责任」230，这是一个正确的举措。阿迪达斯也在政策上「积极防止供应厂商聘
用临时或短期劳工。」231 不过，大部份企业和有些利益相关者项目的生产行为守
则都未有作出相关回应。事实上，滥用短期合约劳工的情况十分普遍，与自由结社
或歧视同样违反企业守则的核心条款xxxviii。
不过，更重要的是业界必须改变不稳定的订单制度，以防止工厂采取弹性用工的手
法。买家必须调整它们的采购模式才能解决问题，措施包括：
• 与供应商制定长期和稳定的采购合同；
• 清楚订明付款细则，确保履行采购合同内订明的付款时间；
• 尽量平均分配订单时间，减少季节性的变动；
• 预留足够时间通知供应商有关订单的任何变动，让工厂能够及时调整生产，
不用因赶货而触犯工时的规定或聘用短期劳工及/或外判工序；
• 尽量调整订单的时限
xxxviii

这个条款亦包括在 SA8000、道德贸易运动(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和公平成衣基金(Fair Wear Foundation)
的生产行为守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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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厂倒闭
无论企业如何强调「负责任」和「妥善地」处理工厂关闭，关厂本身就是不负责任，
它们的说法不过是虚伪的表现。最终，即使工厂遵守所有法律责任处理结业，工人
依然失去工作，整个社区也会受到影响。
但事实上，正如报告所提及，大部份工厂一旦关闭，工人大都被厂方拖欠遣散费、
工资、社保金和/或其它合法权利。买家公司必须向供应厂商作出一些实时要求，
务求尽量减低关闭厂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2007 年 3 月，加拿大 T 恤制造商 Gildan Activewear 宣布关闭两间位于墨西哥北部
阿韦拉州的工厂，公司与本地工会组织 SEDEPAC 和加拿大劳工倡议团体马圭拉团
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实时商讨如何赔偿和协助 1,300 名即将被解雇的
工人。最后谈判取得成果，公司愿意展开积极对话，承诺给所有失业工人购买一年
的医疗保险，支付高于法定的遣散费，并资助 Gildan 的旧工人参加政府的职业再
培训计划。
当 Yupoong 公司宣布关闭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BJ&B 工厂，品牌买家、WRC 以及国
际纺织成衣及皮革工人联合会(ITGLWF)旋即介入，推动厂方与当地工会谈判，协
议给工人高于法定的三个月遣散费，以及给工会和它的属会一共 20 万元披索(美元
$6,100)的资助，作为工会组织和教育项目的经费。
整体来说，企业应该有责任就关闭工厂与工会谈判，或至少跟工会商讨如何处理工
人的善后安排。
但更重要的是，品牌公司、零售商和跨国制造商应该重整它们的供应链和生产网络，
采取措施逐步减低导致工厂倒闭的风险。
业内其实已发展出一套操作指引，列明一连串解决工厂倒闭的具体做法，让买家、
供应商、政府和其它单位能尽量减低工厂倒闭的机会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这些指引都强调，买家必须在整个采购和生产关系中，与供应商、工会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之间互相配合和协作。
•

《多种纤维协议》论坛(MFA Forum)xxxix发表一份《协作框架》(Collaborative
Framework) 文件，内容包括一系列的责任指引，列明买家、制造商、政府、
国际机构、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后配额过渡期的责任。《协作框架》亦列明
买家和生产商在关闭工厂前和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可从此连结下载文件：
http://www.mfa-forum.net/docs/Collaborative.pdf

xxxix

《多种纤维协议》论坛带动零售商、品牌公司、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与国际公营机构，共同制定和倡

导合作性政策，支持受消影响国家的成衣业和工人度过后配额时期的困难。详情浏览：http://www.mfa-

for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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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洁成衣运动(CCC)发表一篇题为《处理工厂关闭和大型裁员的要求》一文，
可于下列连结下载文件： www.cleanclothes.org/ftp/07-09_CCC_Ebulletin_Closures_and_Mass_dismissals.pdf
马圭拉团结网络(MSN)发表劳工团体对于工厂倒闭的一系列诉求，文章题为
《劳工团体对零售商、生产商和政府的期望是甚么？》，此文可于此连结下
载：www.maquilasolidarity.org/issues/ca/closures

这三篇文章的最重要主旨是，关闭工厂不是唯一的方法，即使无可避免要关厂，我
们也不能接受厂方不按法例支付工人的赔偿和薪金。若买家和供应商在整个采购和
生产链中承担责任，就可以减少工厂结业的机会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可行的
措施包括：
•
•
•
•
•

尽量稳定维持供应地/国家，控制该地的行业整合；
考虑所有可以避免减产/关厂的方法，若问题出现，必须与工人代表进行全
面磋商；
一旦业务重整，买家必须采取有计划的步骤，与有关供应商和其它买家共同
减低撤厂或关厂所引致的影响；
监察供应商是否定期和准时向员工支付工资和其它法定待遇(例如：社会保
险/退休金)；
定期检讨是否有足够资源应付一旦裁员或倒闭工厂时所需的员工赔偿

运动服制造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协会应该建立和采取正式的政策和步骤，
实践《协作框架》、CCC 和 MSN 文件中的指引和建议，以及向公众交待有关政策。
业界亦需要进一步评估和报告公司的采购行为，例如买家必须公布它们与生产商维
持了多久的合作关系、供应商的数目、具体的合作年数(1 年、3 年、5 年或更长)，
以及工厂的地点。
在处理工厂过渡和结业的政策上，公开透明的报告制度可促进公司与其它买家和相
关人士的合作，有助鼓励业界改善营商手法。报告内容应包括如何挑选或/和中止
与生产商/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审批新供应商的过程、将供应商的劳工权益表现列
入采购条件中，以及应付工厂倒闭的策略xl。

4. 生活工资
在第三章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只要运动服工业仍是不受约束，要实现一个能维持生
活的工资将困难重重。所有对工资或工作条件所作出的实质改善均可能影响到买家
利润或者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即所谓的「现金标准」）。这些改善在大多数企业
的社会责任方案内仍然是被谢绝的范围。反之，品牌、零售商和多方利益相关者，
xl

有关公开报告的建议方案，请见马圭拉团结网络(MSN)2007 年 12 月的报告：《新阶段的 CSR 报告：更好的
报告会带来更好的工作环境？》可于此下载：www.maquilasolidarity.org/en/node/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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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平劳工协会(FLA)，着重于提高生产力。他们认为此举能敞开增加工资之大
门但又不会影响价格。
不幸的是，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是裕元工厂把重点放在提高生产力，因而导致了较
高的工作压力和工人的工资偏低。他们不能再赚取产量花红。来自裕元工厂的资料
也显示了单靠当地最低工资确定机制的危险。原因是工厂可以很容易地剔除报酬中
的一些部分，因而减低提高最低工资的成效。
我们还注意到，单靠一个一方努力提高工资，是不可能有显着成效的。品牌商和零
售商不能单靠增加货价而不保证增加了的利润能否转到工人的工资里。同时，由于
无法确保买家不会从其它生产来源取货，厂家不会轻易调高工资，因为可能需要承
担额外的成本。如果当地有工会的话，工会也会因为工厂被过度的竞争压力所束缚
而无法为工人洽谈较高工资。
所有这些对工资的限制，归因都是运动成衣业的特定营商模式所引致。为了实现生
活工资，业界在未来数年的挑战是要改变这种不能维持下去的模式。
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的事。但是业界能够亦应该采取一些步骤去致力为
运动服制造业地区内的工人提供一个能维持生活的工资水平及报酬。
衡量生活工资
如上所述，准确量度生活工资的争论还是未有实际行动。相反，他们进一步造成了
更多关于生活工资水平计算方法的争论。这些争论，对实际改善整个产业的发展并
无太大帮助。
土耳其企业责任和劳工权益联合计划(Jo-In) xli设计了专门适用在当地情况的生活工
资计算方法，此法值得我们参考。它们利用「工资阶梯」确定工资水平，它的目的
不是提供一个最好的生活工资标准，相反把焦点放在制定一个能按阶段逐步改善工
资水平的机制。
Jo-In 在土耳其应用时，工资阶梯的做法是先开始评估当地某特定的工资水平。参
与项目者然后确定一系列的渐进步骤，先由法定最低工资出发，走向当时的行业工
资、谈判工资、MSIs 所定的各类维持生活的工资标准，最后达到由当地工会所定
的生活工资标准232。
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已把「工资阶梯」发展好后，便可把重点转到「有效策略去提高
工资水平（如增加支付的价格，提高生产率，改进管理制度，或应用成本摊分方
案）」233
xli

于 2003 年至 2007 年间在土耳其进行的若在行动是对公司问责制和工人权利的联合倡议。由六个多方利益相
关者带头人和劳工权益组织负责去鉴别好的做法并提供指导令全球努力实现改善工作条件。此联合倡议在土耳
其产生实际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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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成衣工人提高工资的第一步，买家，供应商，商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应
共同合作，为运动服生产国家或地区发展工资阶梯，包括评估生活工资。工资阶梯
需要定期调整去配合区内消费品物价格指数的变化，以决定工人的工资是否能跟上
通货膨胀。
往楷梯上升
运动服公司如何确保在个别的工厂内提高工资取决于很多因素。买家，举例来说，
基于订单数量和与工厂合作年日长短，因而会和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关系。目前，有
些工厂的工会，向工厂要求从提高产量所得和/或增加计件工价去提高工人赚取更
多收入的能力。总之，一个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地方使用。
凡有工会的工厂，买方应协助它们尽力通过集体谈判，以其达致增加工资的目的，
买家应让供应商知道单价资料（在保密的基础上）。培训管理层和在支持供应商实
践集体谈判，有助运动成衣业工厂发展更成熟的労资关系，其中包括工资的集体谈
判。
就着个别情况，买家也可以承诺一些优惠给予那些在工资上符合较高标准的供应商
和工厂。顺着每个地区的工资阶梯行，应有助提高供应商的动力去改善劳动标准。
研究价格和生产力
若提高生产力不会增加工作节奏、工作时间、职业健康危害和体力过劳的话，那当
然最好不过。然而，证据显示，单靠提高产量便能增加工资，几乎没有可能。
业界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产量这单一篮子里之前，公司应共同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
例如 FLA，道德贸易行动（ETI），社会责任国际（SAI）和/或公平成衣基金会
（FWF）等，委任一个或多个关于精益生产方式的独立研究，以确定他们是否可
靠地履行加薪，而又不会对工人构成负面影响。
同样地，还需进一步研究由买家支付给供应商的价钱是否足以令供应商能符合公司
的劳工标准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守则（包括生活工资标准）。
价格问题和生产力问题有紧密联系。如果供应商更具生产力，买家辩称，他们便能
够不用提高价格去支付较高工资。而另一方面的供应商则辨称，价格过低甚至令改
善生产力成问题，所以不能提高工资。
买家和供应商应共同合作委托一个独立的研究，去调查支付给供应商的价钱。他们
要提供（内容保密）定价资料和其它资料，以协助决定支付给供应商的价钱是否足
够使工厂管理层遵守公司和 MSI 的行为守则，并提供足够的工资和其它津贴去满
足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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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努力
其中一个反对公司采用生活工资标准的论点是单一的买家没有能力确保一家为众多
买家生产的工厂改善工资。因为单一买家的努力未必能和其它买家配合，所以他们
的影响力很有限。
由于这个原因，买家们一定要合作提高工资。
买家现在普遍接受互相协调，通报查厂资料（以减少在任何一个工厂的查厂次数），
或由买家通过与公平劳工协会或其它 MSIs 合作实施管理培训xlii 。而且，耐克公司
已公开承诺「在 2011 年前与其它品牌合作在[其]百分之三十的供应链中实践劳动
标准234」。
买家可在向它供应至少 75 ％产品235的工厂(单一或集体买家)开始实施生活工资标准。
虽然 75％这数字并没有任何基础，但买方至少占了相当多的生产量。目前在工厂
的品牌商也与供应商和工厂有长期业务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容许从供应商和
工厂的管理内有更多持续的改善与合作。举例来说，裕元集团与很多主要品牌的买
家有一个长期的生意关系。
买方利用工资阶梯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可以承诺一个大幅增加工人工资和其它超时
工作津贴的目标。那么，作为单独的买家，每家公司要为达成目标所需的措施与供
应商磋商，而各买家应按产量股份承担目标责任。
我们特意对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持开放态度。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组织方式可
能会有改变，或者使用的物料会有不同，这可能让工资在没有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增
加。在其它情况下，买家可能需要提高价格以获得必要的利润。但是，每一个个案
都必须要共同协作努力去提高工人工资。
每一家有工会的工厂都必须参与措施的谈判，以增加工资及其它津贴。
买家及其所属的 MSI 团体应监察过程，以确保工资增长不会导致其它财政利益下
跌或违反劳工标准，例如工作时数的规定。

xlii

但是以协作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反垄断条款的限制。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遵从不会令
买家须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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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劳工权益设定目标
运动员为了在比赛中有更好表现而定下目标。他们定下目标不仅是要达到及打败其
竞争对手的纪录，还包括自己。运动员并不满足于和其竞争对手一样好，或比上个
月好。他们要自己的纪录以秒计去减、以公斤去增磅、出力在比赛中得分和为自己
球队的成绩助攻。当运动员未能达到他们的目标时，他们会在比赛中落败、错过了
入球机会或会落球。
同样地，运动服公司也要订定目标。他们为销售额制定业绩目标，为新开店铺或新
市场定下雄图大计，亦为股票价格和其它的财务目的定指标。在 2010 年温哥华奥
运会开始前：
 阿迪达斯希望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零售商店数目可增加一倍，为公司带来约 1
亿欧元的年销售额；
 美津浓希望在中国大陆的零售商店数目可增加一倍;
 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赞助商 Roots 计划在中国开设 90 间分店
如果达不到这些指标，将会带来销售额停滞、商店关门、或股价不升，高层管理人
员要负上责任，有些甚至可能饭碗不保。
正如我们所见，运动服制造商也为工人每日设下工作产量指标。工人往往要面对为
达标而导致的工资工时和压力问题。
如果运动服公司可以为产量、销售额和其它财政目标设定具体和可衡量的业绩指标，
为何他们不能为工人权益定下指标？如果运动服公司非常认真地要改善产品制造工
厂的条件，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实质的方法去争取成功吗？
四年前，公平奥运运动要求业界能接受挑战，在北京奥运前真正落实措施改善劳工
情况。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几个月，故业界却仍裹足不前。
如果运动成衣业，包括买家、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协作团体(MSI)是认真地面对在
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2008 公平奥运现在就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付诸行动，落实一
系列清晰具体的目标行动，确保在未来两至四年内当下一届奥运会来到时，工人可
期望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有明显的改善，而不是用两年或四年时间谈论空泛的承
诺。
公司必须着力加强尊重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的权利、减少业内就业不稳的因素，并
最终要在「现金标准」如工资上采取行动，务求转变那已经不能持续的营商模式。
这些年来，尽管在企业社会责任作出不少努力，但业界的营商模式仍然是整个运动
服制造业持续剥削劳工权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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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中的表列出了业内人士可以采取的实际行动去解决本报告所提出的四个主
要问题。对于每一项行动，我们确定了主要的行动者，和一些应以落实的具体指标。
品牌和 MSI 应该要为自己的业务实际情况及其它主要业绩指标确定目标。但为了
能开始日后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些是最低限度能实践的方案，我们认为这些方案都
是合理可取的。
这不表示业界只需实行这些行动，就能解决供应链内的核心问题。公平奥运联盟在
2004 年曾为业界订定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236。公平奥运 2008 已向各方利益相
关者，包括国际奥委会，各国政府和工业界，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当中重点提出生
活工资和正规雇佣关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上有具体行动237
。这些诉求已得到逾 100 个团体的联署支持。
这份报告提议的行动，详细阐述各具体可行的步骤，我们必须得以实践，作为日后
行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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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2008 公平奥运的要求

行动
客
户

基本责任
供应
商
MSIs

目标
2010 温
2012 伦
哥华
敦

A.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采取即时及正面措施 , 确保
所有供应商尊重工人有组织
及加入工会, 和集体谈判。

A1. 要求所有供应商主动建
●
xliii
立「结社自由政策」, 以当
地语言草拟「组织工会权利
承诺书」, 向工人公布。以
保持跟有工会的工厂下订单， 鼓励供商应积极不干预工会。
并在增加订单时, 优先考虑
尊重工会的供货商。
A2. 与工会及有诚信的劳工
●
团体合作, 为工人及管理层
要求供应商建立有效的, 合
提供独立的, 有关结社自由
符国际劳工标准, 国家法例
及集体谈判的培训。
(取较高者)的劳资制度。

■

●

A5. 鼓励与工会订立集体谈
判协议的供应商, 例如

●

在最少
30%的供
应商实行,
并由
MSI 在每
次工厂检
查中确认。
最少
50%的供
应商实行。

所有供
应商实
行,每次
工厂检
查确
认。.

●

●

●

所有供应
商工厂实
行。

按效益
评估的
结果调
整培训
内容
持续进
行

●

A3. 制定评估以上培训的方
法, 要求供应商提供有数据
支持及有透明度的评估报告。

A4. 提供方便安全的方法让
工人可以就违反结社自由,
集体谈判权的投诉。确保处
理投诉的程序公开透明。

□

所有供
应商

向所有供
应商工厂
公布。

检讨进
度, 有需
要时给
予奖励

●

●

持续进
行

●

●

持续进
行

所有供应
商实行。

持续进
行

* 优先下单
* 供应合约更长期更稳定
* 提高单价
A6. 要求成员报告跟供应商
推动工会, 集体谈判的情况,
提供数据, 包括有工会及集
体谈判协议的供应商数字,
成员订单占工厂产量多少。
A7. 公布在法例有限制结社
自由, 集体谈判的国家的生
产比例。
A8. 提供机会及方便, 使工会
可以向工人宣传结社自由及
工会的资讯。
xliii

●

●

● 基本責任，需自行或與其它單位合作執行，■有責任執行，□有責任確認。责与单执责执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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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公平奥运的要求

行动
客
户

基本责任
供应
商
MSIs

目标
2010 温
2012 伦
哥华
敦

A.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A9. 要求供应商与当地工会
协议准许工会在厂内活动。

●

●

A10. 在已有工会的或刚建立
工会的工厂, 推动工会及管
方就处理工人投诉, 厂现, 招
聘解雇, 升迁, 工会资源等事
开展谈判。

●

●

□

所有供应
商实行。

A11. 在当地法例容许工会及
其它工人代表制度的国家,
确保工人代表制度符合国际
劳工标准135条。

●

●

□

●

持续进
行

A12. 在当地法例不容许有结
社自由, 集体谈判的国家, 采
取措施推动结社自由, 包括
与工人探讨成立工人组织的
方法, 体现结社自由及人权。

●

●

□

●

持续进
行

A13. 在当地法例不容许有结
社自由及集体谈判的国家,
公开表态支持修改劳动法。

●

●

●

持续进
行

□

所有工人

持续进
行

所有工人

持续进
行
持续进
行

最少
25%供应
商实行。

最少
50%供
应商实
行。
所有供
应商实
行。

B. 无保障就业
确保供货商提供合法, 符合
国际准的雇佣关系。

B1. 与工人签订正弎合同, 确
保工人有正式受聘书,列明合
同的内容.

●

B2. 核心业务停用劳务工。

●

B3. 与核心业务的雇员签订
不定期, 无限期合同:
•

只有在明确列明的计划
下才与工人订有限期合
同;

•

有限期合同与其它永久
合同工人同工同酬;

•

短期工两续合约, 或工
作连满两年后, 自动过
渡为无限期合同;

•

与当地法例比较取标准
较高者.

B4. 在生产行为守则加上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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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少
95%工人

●

●

●

●

2008 公平奥运的要求

行动
客
户

基本责任
供应
商
MSIs

目标
2010 温
2012 伦
哥华
敦

A.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止劳务派遣, 及以实习为名
回避工人权益的行为。
B5. 为成员制定有关无保障
就业的指引, 评估工厂。

●

B6. 与供应商建立长久稳定
供应合约.

●

B7. 确保供应商合约订明供
货及结赈时间表, 并准时结
赈。

●

□

B8. 计算由下订单到生产所
●
需的最理想时间, 下订单及
变更订单前按时间提早通知
工厂, 以免工厂违法加班加
点, 雇用短期工, 或外发订单。

制订指引
并加入评
估标准内
最少 40
%供应商
实行。
所有供应
商实行。

最少 60
%供应
商实行。

最少
60%的新
订单, 及
所有对旧
订单 作
的变更按
此执行
所有生產
国

下新订
单及变
更旧订
单时

B9. 表态支持修订生产地劳
●
动法, 限制使用短期合约工。

●

●

C1. 订立执行政策及步骤,
落实多边纤维协定论坛的合
作计划, 包括所有清洁成衣
运动及马圭拉团结网络的建
议步骤, 并公布这些步骤。

●

●

●

以此制定
政策及程
序

C2. 公开报告在每个国家下
订单的比例。
C3. 公开报告与供应商合作
的年期, 包括详细资料如工
厂所在地, 与多少工厂合作,
合作了多久如 1,3,5 年或以
上等。
C4. 公开报告挑选供应商, 管
理与供应商关系, 终止与供
应商合作的政策, 以及选定
新供货商的程序, 这些程序
有否结合评估供应商执行企
业社会责任的情况, 还有对
应供应商倒闭的措施。

●

●

●

●

●

●

●

●

●

D1. 将生活工资加入生产行
为守则。

●

●

●

C. 工厂倒闭

D. 生活工资
采取具体措施实施生活工资
(同时确保供应商不会向工
人收取押金及准时发放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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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进
行
持续进
行

持续进
行

2008 公平奥运的要求

行动
客
户

基本责任
供应
商
MSIs

目标
2010 温
2012 伦
哥华
敦

A.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D2. 确保供应商合约中订明 ●
工资制度及工资能准时发放。

□

D3. 进行独立研究, 检讨单
价是否足够让供应商有能力
支付履行劳工权益的成本,
支付足够工人满足基本生活
需要的工资。

●

D4. 在保密情况下, 向正在
与工供应商进行集体谈判的
工会代表透露订单价钱。

●

D5. 与工会, 供应商, 民间团
体合作进行工资阶段调查,
显示各地工资的标准及生活
工资。

●

D6. 承诺执行以下步骤, 在
未来推行生活工资制度:

●

●

●

□

•

(透过MSI)与其它
客户合作, 挑选能
被影响的供应商合
作, 这些供应商的
产量最好有75%
以上来自这些客户。

•

协助供应商建立谈
判制度, 让管方与
工会在厂内试行在
现有工资制度下加
入生活工资的元素。

•

与个别供应商制定
生活工资标准, 标
准高低应与客户下
订单多寡挂钩。

D7. 优待那些支付比该地区
工资标准高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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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供应
商实行。

持续进
行

挑选不同
国家,生
产不同产
品的供应
商作研究,
研究样
本要有一
定数量,
确保有代
表性
合适情况
下

合适情
况下

先在
40%的生
产国进行
工资阶梯
调查
选定供应
商, 建立
谈判制度

在其余
生产国
家完成
调查

量度量记
录每个生
产国家工
资的增长

继续量
度量记
录每个
生产国
家工资
的增长

最少
25%的
供应商
支付生
活工资

2008 公平奥运的要求

行动
客
户

基本责任
供应
商
MSIs

目标
2010 温
2012 伦
哥华
敦

A. 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
D8. 项目研究精减生产是否
能透过提高生产线效率, 有
效提高工资, 同时不会增加
劳动强度及工时。

●

●

D9. 监察供应商订给工人的
生产指针, 确保要求工人提
高生产指针之余, 供应商要
同时配合提升机器设备, 工
序效率及工人技能; 并确保
供应商不会以其它非金钱形
式替代支付增加的工资。

□

●

□

●

持续进
行

D10. 倡议或支持向生产地
政府倡议, 按国际劳工组织
131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

●

●

●

持续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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