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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人健康研究：衛促會觀點 

在過去 30 年裡，中國大陸經歷了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巨

變，工業生產結構也進行大規模的改組。農村和城鎮的集體企業興盛，30 年前

不存在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當中國的經濟成長在加

速進行的時候，她的職場健康與安全的問題也不斷惡化，工作傷害與職業災害不

僅造成個人身體上的傷害，更形成因傷病導致貧窮的嚴重社會後果。然而，雖然

中國的工業衛生與安全已經成了十分迫切而重要的問題，社會科學界卻對這個議

題乏人問津。本組的報告人分別對國營企業、集體企業、以及外資企業三種不同

的企業類別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經濟改革中國家、資本、及勞工對企業的職場

安全衛生保護制度以及工人的健康與安全情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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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題目與報告人 

1. 陳美霞，社會主義傳統流失中：中國大陸轉型經濟中的工人參與

及其職場安全與健康保護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

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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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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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6-235-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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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 81:3-78, 2011.  

(2) 陳美霞, 書評：達悟民族，你為什麼不生氣？──精神失序社會學分

析下的蘭嶼“鉅變”, 台灣社會學, 20: 209-219, 2011  

(3) Chen, M.S. and Chan, Anit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0(1): 43-60, 2010. 

(4) 陳美霞, 從公共衛生看全球暖化問題, 醫療品質雜誌, 3(4): 14-18, 
2009. 

(5) 陳美霞, 病毒無祖國─新流感與跨域治理, 臺灣民主季刊, 6(2): 
211-218, 2009.  

(6) 范國棟、陳美霞, 臺灣醫院護理人力增長的初步分析, 臺灣衛誌, 
28(1): 26-34, 2009. 

(7) 尤素芬、陳美霞, 企業內安全衛生保護之勞工參與機制探析, 臺灣衛

誌, 26(5): 419-432, 2007. 

(8) 陳美霞, 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批判與再造, 
31:  34-48, 2006. 

(9) 陳美霞, 南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北臺灣的比較分析, 臺灣衛誌, 
24(6): 504-518, 2005. 

(10) Chen, M.S. and Chan, Anita, Employee and Union Inputs in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n Chinese factorie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 1231-1245, 2004. 

(11) 陳美霞, 公共衛生畢業生出路問題的思與辯─2002 年臺灣公共衛生

學會年會討論會緣起及記實, 臺灣衛誌, 22(5): 337-339, 2003. 

(12) Chen, M.S. Worker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industr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9(4): 368-377, 2003. 

(13) 陳美霞, 公共衛生千年沈浮, 網路與書 7, 46-51, 2003. 

(14) Chen, M.S. Oral Health Status and Its Inequality am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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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Comparing Seven International Study 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1): 139-161, 2002. 

摘要 
中國大陸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者甘陽提出：社會主義傳統及中國古典文明（儒

道佛及其他）傳統乃中國大陸向上提升最基本的兩大“軟實力”。甘陽進一步指

出，所謂“社會主義傳統”是指中國“有一套勞動者優先的僱傭制度，有對付市

場危機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夠的醫療條件和防範疾病的措施”。然而，《台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中國大陸工人健康研究群卻認為，在勞動安全與健康保護層

面，社會主義傳統正在流失中。 
大陸工廠確實在工人參與工廠勞動安全與衛生管理有其“社會主義傳統”—工

會與職工代表大會。這個社會主義傳統與工廠的生產和技術部的安全技術部門及

勞資雙方組成的工作安全委員會形成了社會主義時期工廠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保

護機制。這個機制是在毛澤東時期—即，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支撐這個

工人職場健康保護的因素包括，國家意識形態及政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國

家資本及管理階層的特性，以及階層扁平化、平等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工人群體。

然而，1978 年鄧小平掌權以後，中國戲劇性地開始了市場化改革，計劃經濟轉

型為市場經濟，企業經營利潤導向，私營及外資企業興起，國營企業面臨巨大挑

戰，許多國營企業破產或出現赤字，企業管理權力擴張，進而工人社會地位下降。

從此，這個“社會主義傳統”就在逐漸流失之中。 
本文將以兩個過去是國營、但市場改革之後轉型為股份公司的印刷機工廠或

合資的汽車製造廠為個案研究，敘述分析上述工人勞動安全與健康保護這個“社

會主義傳統”的流失及其原因。 

 

2. 王實之，市場改革中的結構與個人的辯證關係：以中國西南的一

個集體所有制工廠為例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社會學博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通訊處：11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北醫通識中心) 

 電話：0911017426 

 電子信箱：shihchihwang@gmail.com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審查修改中)，〈常民參與對衛生政策與醫療知識的

貢獻：台灣職業病賠償制度與認定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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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實之(2010) From ‘Reserve Army’ to ‘Vangu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class intersection throughout women’s 
workers’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Taiwan 論文將發表於「2010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SSCI journal）2010 Conference 」，英國，2010
年 6 月。 

(3) 王實之(2009) 「「當『幽靈』成為『經典』—通識教育「共產黨宣言」

課程的規劃與教學反思」。論文發表於「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通

識核心課程工作坊】，嘉義：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9 年 12 月。 

(4) 王實之(2009)  「多元文化在醫學教育的實踐」。論文發表於「臺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主辦<宗教與移民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2009 年 11 月。 

(5) 吳怡伶、王實之（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social-participation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policy: case studies in 
Taiwan (勞工╱社會參與模式的重要性及其在勞工安全衛生政策上的意

涵：台灣的案例研究)’。發表於「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現況與改進方

向」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008 年 12 月 6
日 

摘要 

這個研究採取對一集體所有制工廠深度訪談資料的質性分析，深入探索改制

歷史過程中，結構性的變化如何深化到個人層次；而工人作為一個能動的參與

者，在這樣的過程中，如何反應或反制這樣的改變。本研究主要以工廠生活經驗

以及勞工安全衛生這個範疇作為實踐的場域，來觀察變動所造成的影響。我們發

現集體制企業與大型的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不同，在這個特殊的社會場域中，社

會主義計畫經濟的結構與精神更直接的體現了在職工的日常生活中。在改制前，

直接的生產民主與普遍的勞工參與強化了工廠的生產機能，非階層化的生產組織

強化了勞工安全衛生工作的執行。然而在改制的過程中，習慣於這樣生活方式的

職工們對於改制所將造成的損失有強烈的警決心與切身的體認，因此對於這樣的

改制抱持高度的懷疑與悲觀，他們在這個結構改變的洪流中奮力掙扎，企圖保護

原有的權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官僚權威本質不變前提下，最後這改制的結

果將是辯證的—這將視工人與官僚、私營者的鬥爭結果而定。 

 

3. 吳怡伶，賺得全世界，卻賠上健康？外資企業與中國的工人健康

危機 

 學歷： University of Essex 社會學博士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推動團隊成員、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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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研究員 

 通訊處：70101 台南市大學路 1 號(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電話：0953721060 

 電子信箱：yilingwu510@gmail.com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審查修改中)，〈常民參與對衛生政策與醫療知識的

貢獻：台灣職業病賠償制度與認定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 Yi-Ling Wu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aiwan: Case Studies of Social Recognition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Essex University. 

(3) 吳怡伶、王實之（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social-participation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policy: case studies in 
Taiwan (勞工/社會參與模式的重要性及其在勞工安全衛生政策上的意

涵：台灣的案例研究)’。發表於「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現況與改進方

向」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2008 年 12 月 6
日。 

 
摘要 

在市場轉型三十年以來，中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進入了全球的生產競賽，中

國的經濟快速發展，GDP 已高居全球第二高，而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的角色日

漸重要。在外資企業類別中，台、港資工廠裡工人健康的問題，因為集體罹病的

案例，一再成為國際或兩岸媒體、NGO 團體專注的焦點。本文首先以外資企業

為研究對象，討論在中國市場改革過程後，中國經濟與外資企業兩者的發展軌跡

和彼此的關連性，分別以四個面向展開探討：1. 外資企業在中國 30 年的歷史發

展；2.中國政府對外國企業的態度、規範及互動關係；3.外資企業目前在中國經

濟的地位（如：規模、產業別、資金來源比例）；4.中國的外資企業在全球化生

產鏈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次，本研究將接著深入探討台資、港資工廠潛藏的勞工安全健康管裡的狀

況與問題。從政府、外資、勞工三方探討，這些工廠工人的安全健康如何被看待

和管理，包括：瞭解外資企業中工人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概況；檢討中國政府在招

商過程中，對有毒物質的使用規範、以及相關工人健康保護機制規範的情況；另

外，我們也將從實證調查資料中檢討工人不能自我保護的原因，進而分析工人集

體健康危害和企業、勞資關係的關聯性。 

本文企圖驗證做為市場改革最前線的私營工廠，職業安全與衛生的議題如何

被國家與資本所擠壓，而這個場域中的工人，則因為被區隔在更為弱勢的社會位

置失去自我保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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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舜文，外國企業個案研究：富士康廠的工人健康議題  

 學歷：Wesleyan University 衛斯連大學神經與認知科學學士、成功大學醫學系 

 經歷：Volunteer in Asia 赴印尼英文志工老師 

 現職：成功大學醫學系一年級 

 通訊處：台北市臨沂街 57 巷 32 弄 5 號四樓 

 電話：0970778393 

 電子信箱：shunwenwu@gmail.com 

摘要 

台資企業富士康在中國經濟改革轉型下快速成為電子製造業的最大代工

廠。然而該企業徹底軍事化的營運模式以及勞工管理卻因自去年以來連續發生的

工人跳樓事故引起爭議。富士康的工人安全健康管理問題，也透過幾起重大職業

傷害意外的調查而逐漸浮出台面。本文將透過富士康個案的討論，首先統整相關

研究文獻，描述受雇勞動者的工作環境現狀，以及該企業的持續迅速發展。其次，

我們透過此個案的討論呈現全球化產業分工鍵的激烈競爭，造成了對於職業安全

健康管理議題的漠視以及勞工權利的侵犯，以致職業傷害的機制。本研究將分析

當地政府、上游買家、消費者所扮演的角色與勞工健康保護的關聯性，並且嘗試

理解經濟成長與職業衛生安全議題的捨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