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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時期上海市社會局 
處理勞資爭議的經過與成效 

李鎧光 

 本文以內戰時期上海市社會局如何處理勞資爭議為重點，首

先指出在1945-1949年間發生大量勞資爭議原因在於政府以大量發

行法幣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得工人收入不足以維持生活，企業

主則認為工資逐步上漲，生產成本越來越高，雙方因此發生衝突。

地方政府將勞資爭議分為兩類，一稱為罷工停業案件，一稱為勞

資糾紛案件，二次大戰後兩類案件的數量都是戰前的好幾倍。社

會局自從1927年成立以來便一直負責調解勞資爭議，更在1946年5

月成立勞資評斷委員會，做為最終的裁決機構。就法令的層面來

說，雖然評斷委員會比較具有主動性，但是透過該委員會裁決的

案件只占少數，而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則在制定各種單行法規。

文中以美光火柴廠、旅館業、鉛印業三個案為例，將勞方或資方

的要求與最後的和解書進行比對，得知在美光火柴廠案中，社會

局對勞方的要求打折，在鉛印業案中，對資方的要求也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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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說政府組織在勞資爭議中並非一律偏袒資方，更不是「鎮壓

工人運動的工具」，從三個個案都發生罷工，最後工人願意復工

看來，社會局在處理勞資爭議上仍然取得一定的成效。 

關鍵詞：上海市社會局、勞資爭議評斷委員會、勞資爭議、通貨

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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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戰後上海 顯著的特徵就是因為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物價高漲，通貨膨

脹的原因是政府為了因應內戰需要，大幅增加軍費支出，據張嘉璈的統計，

1946 年軍費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 60%，而政府的稅收僅可以支應支出的

37%，1947 年軍費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 55%，而政府的稅收僅可以支應支

出的比率下降至 32%。1在支出遠遠超出稅收的情形之下，政府所採取的政

策是不斷提高法幣發行總數的方式來彌補其中的差距。1945 年戰爭結束時

法幣的發行額是 5,569 億元，至 1948 年 8 月發行額是 6,636,944 億元，3 年

的期間內成長了 1,191.77 倍。2大量發行紙幣的後果，便是所有商品及服務

的價格不斷上漲。讓我們舉幾個例子，1945 年 9 月一石中等白米要價 3,752

元，到了 1948 年 7 月已經上漲至 29,890,000 元，成長 7,966.42 倍。31946

年 2 月，頭輪電影院 高票價為 920 元，到了 1948 年 8 月 18 日，即金圓

券改革的 1 天前，同樣等級的座位價格已經變成 5,000,000 元，上漲幅度也

有 5,434.78 倍。4 

  社會部於 1945 年 10 月 22 日公佈《收復地區調整工資辦法》，其中以

第四條 重要：各地工資之調整，應參照當地生活費指數之增加之倍數，

做合理之評定。上項指數之編訂，應以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為基期(稱為底薪)，

因情形特殊不適宜採用上項基期之地區得呈請變更之。5該條法令要求各地

方政府應編製生活費指數，做為發放工資的參考。6以機器工人為例，1946

                                                      
  1  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50。 

  2  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75-76。 

  3  糧價數字見吉明齋，〈上海市糧食的來源和價格〉，《社會月刊》，第3卷第6期(上
海，1948.08)，頁59-60。 

  4  1946年1月底票價數字見〈上海市社會局關於有關組織呈請暫加票價文件〉，上海檔

案館藏，《上海市社會局》，檔號Q6-13-618，社會局職員施伯鈞於1946年1月31日
呈文。1948年8月17日票價數字見〈上海市電影院商業同業公會關於調整電影票價問

題向市政府社會局等主管機關的報批文書〉，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電影業同業

公會》，檔號S319-1-21。 

  5  昌明書屋編，《收復區特種法令匯編》(上海，昌明書屋，1946)下編，頁42。 

  6  昌明書屋編，《收復區特種法令匯編》，下編，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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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底薪乘上該月生活費指數後，實得月薪 64,008 元，該月平均米價為

26,000 元，將全部薪水折合為食米約 2.46 石；按照同樣的算法，1948 年 7

月全部薪水只能買到 1.126 石。7雖然政府因應通貨膨脹，也以定期頒布生

活費指數做為自動調整工資的辦法，但是反映出的事實是工人生活越來越

貧困，在收入越來越不足以支付日常生活所需時，勞資爭議越來越多也就

不足為奇了。至於資方面臨的處境是為何，黃漢民指出 1947 年上海的工業

總產值已經達到 12.41 億元，接近戰前 1933 年的工業總產值水準。8王菊也

以申新二廠、五廠為例，在這兩年的公開獲利(當時企業盛行內帳，真實獲

利無法確知)，就有 10 萬兩黃金。9但是誠如黃漢民所言，儘管戰後前兩年

上海經濟復甦迅速，但仍有若干行業，仍然無法恢復戰前的生產力，如絲

織業 1947 年實際開工者僅及戰前的 45%，麵粉業全年開車者只有 32.87%，

其他如毛紡織業、製藥業、文教用品業都在戰後不久即陷入困境。10 

  什麼是勞資爭議，從戰前到戰後一直負責社會局勞資爭議統計的職員

王善寶有一段話說明社會局統計的分類標準：「凡雇主與工人間，因雇傭關

係的維持或爭執，而發生之爭議，依照我國勞動法令，謂之勞資爭議。但

勞資爭議實含有罷工停業勞資糾紛兩種，前者情形較為嚴重，乃工人採取

停止工作之行為，藉以要脅資方，而資方亦有以停工威脅勞工者，總之均

欲以嚴厲之狀態，達到各人所要求之目的而已。至於後者，則雙方互相磋

商，或由社會局居中調處，尚未至絕裂程度。而在爭議期中並不停止工作，

始終以和衷共濟的態度，相互談判，其事較易解決」。11由上面一段話看來，

社會局將勞資爭議區分為兩種，以當中是否有罷工停業為標準，如果有則

稱為罷工停業案件，因為勞資雙方以停止生產為手段，對社會局來說是「嚴

                                                      
  7  周仲海，〈建國前後上海工人工薪與生活狀況之考察〉，《社會科學》，2006年第5

期(上海，2006.05)，頁87。 

  8  黃漢民，〈1933年和1947年上海工業產值的估計〉，《上海經濟研究》，1989年第1
期(上海，1989.02)，頁65。 

  9  王菊，《近代上海棉紡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頁25、123。 

 10  黃漢民，〈1933年和1947年上海工業產值的估計〉，頁65。 

 11  王善寶，〈勝利後上海勞資爭議統計〉，《社會月刊》，第1卷第1期(上海，1946.07)，
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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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事件。如果沒有發生罷工或停業行為，則稱為勞資糾紛案件，由社

會局或其他機關介入調解，則案件較容易解決。 

  在社會局的機關刊物──《社會月刊》中，幾乎每一期都會有當月或

前一個月的勞資爭議統計，該統計從 1945 年 8 月至 1948 年 7 月為止，另

外根據上海市政府秘書處所發行的《上海市公務統計報告》，增補 1948 年

7 至 10 月的資料，總計共 39 個月的統計。就勞資糾紛案件來說，在上述

的 39 個月中，共有 5,521 件勞資糾紛，共有 73,586 家廠家，總計 1,480,691

人次。平均每月 141.56 件，平均每月有 1,886.82 家廠商與職工 39,520.67

人發生勞資糾紛。其次就罷工停業案件來看，在上述的 39 個月中，共有

589 件罷工停業案件，17,719 家廠商，共計 658,807 人次發生罷工或停業。

平均每月 15.1 件、平均每月有 454.33 家廠商與職工 16,892.49 人涉及罷工

或停業。12若以案件數平均值來看，在戰前 1928 年到 1932 年的 5 年間，

總計有 517 件罷工停業，平均每月 8.61 件，1,491 件勞資糾紛，平均每月

24.85 起。13兩相比較之下，勞資糾紛案件每月平均件數成長 5.7 倍，罷工

停業案件每月平均件數也成 175%。再再都顯示出就案件數量而言，戰後勞

資爭議比戰前要多出許多。而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在 1945 年 8 月

到 1946 年 8 月，共有 4,630 件罷工，牽涉到的工人超過 500 萬人次，造成

1 億 2,000 萬工作天的損失，不僅是國家級的大型製造業發生罷工，連一些

中 型 的 工 業 城 市 如 羅 徹 斯 特 (Rochester) 、 史 坦 福 (Stamford) 及 蘭 開 斯 特

(Lancaster)都陷入癱瘓狀態。另外日本在 1946 年到 1949 年共發生 4,886 件

勞資爭議，其中又以 1947 及 1948 年有牽涉 440 萬人次的勞工為高峰期。14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戰後上海，或者是世界個主要城市，無論勞方或

                                                      
 12  《社會月刊》創刊號於1946年8月發行第1卷第1期，至1948年7月發行第3卷第7期後

即不再出版，《上海市公務統計報告》由上海市政府統計處發行，現存第1卷第11
期(1946年11月)至第3卷第10期(1948年10月)，以上兩種資料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有

全部微卷可供查閱。文中所提出數字由筆者統計上述兩種資料得出。 

 13  1928至1932年勞資爭議數字見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近五年來上海之勞資糾紛》(上
海：中華書局，1934)，頁15。 

 14  Melvyn Dubofsky, 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193; 塩田庄兵衛，《日本労働運動の歴史》(東京：勞動

旬報社，1981)，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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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都深受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之苦，不但勞方工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活，

就連資方在借貸無門、工資逐步調高中感到經營困難，所以在通貨膨脹的

時代，勞資爭議也比戰爭前要來的更為頻繁，確實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上海，市政府的主管機關──社會局也成為勞資爭議的請願中心，有時

一日達十餘件。15如何協調勞資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以維持工商生產與

社會秩序，對中國各地方政府來說實為無可迴避的責任。 

  關於 1945-1949 年的國共內戰，學界已經在三大戰役、16通貨膨脹、17接

收復員、18國共和談19等等議題有所討論，這些成果已經涵蓋多數重要的軍

事、政治與經濟政策，也增進吾人對這個動蕩時代的瞭解。但是誠如前面

所討論的，勞資爭議(或者稱為工潮)是當時上海所面臨的重要社會問題，卻

還沒有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而且既有的成果中出現若干問題。首先，曾

經是內戰時期主要工人運動的領導者馬超俊，雖然編有《中國勞工運動

史》，在主要成果為勞工政策的法令匯編及各類工人、工廠的數目統計，20沒

有討論到勞資爭議的處理。其次 1949 年後中國學者雖然有出版多部上海工

                                                      
 15  如〈工廠不勝開支負擔請求解雇調解繁忙〉，《新聞報》，1948年4月6日，4版：「邇

來因物價高漲原料缺乏，經濟不景氣，工資增高，成本浩大，若干小型工業已有不

能維持現狀之感，社會局勞工處近接受要求解雇工人之案件甚多。昨日一日社會局

勞工處調解解雇案件十餘件。」 

 16  中共宣城市黨史研究室，《渡江戰役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姚有志，

《淮海戰役實錄》(瀋陽：白山出版社，2007)；李建國，《平津戰役研究》(長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2004)。 

 17  戰後中國的經濟膨脹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兩位曾在中央銀行工作的張嘉璈與周舜

莘，請參見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58), 
350-360;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14, 87-88, 113-114; 楊蔭溥，《民國財政史》(北
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頁175-204。 

 18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7)；《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賀金林，《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復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9  汪潮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0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中國勞工運動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

究所理事會，1984)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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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運動史，21但其主要重點皆放在共產黨如何領導工人， 後取得勝利，甚

少涉及工人生活的本身，對於當時市政府的角色多採取負面評價，如《解

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中談及 1947 年 4 月絲業工人到社會局請願，

局長吳開先接見工人代表，雙方因為是否解凍生活費指數展開激烈辯論，

「職工理直氣壯，局長理屈辭窮」。22 

  第三，另一種常見的觀點是以法律條文的分析，認為國民政府處理工

人運動完全採高壓手段，工人權利完全遭到剝奪，即使有所謂勞資調解或

仲裁，政府也必然偏向資方。如《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就認為

1947 年 6 月 22 日社會部下達《防止工潮注意事項》要求工運指導委員會

與勞資評斷委員會應充實機構加強組織，同時與當地黨團密切合作，對各

重要產業工會加強控制，設法平息工潮。11 月 6 日行政院頒佈《動員戡亂

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對各級勞資評斷委員會給予 大的權力，強制工

人服從其裁決，對當時地方政府的勞資評斷委員會完全採取負面評價。23也

有部分著作雖然涉及單一工廠或公司的工人運動，但是註釋及資料來源卻

不夠清楚，造成查證的困難。24 

  周衛平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勞資爭議處理制度研究──以上海為主

要視角〉，是與本文 相關研究。該文著重整個國民政府的勞資爭議制度層

面，特別是法律條文的梳理，且該書重心放在戰前的 1927-1937 年，對戰

後敘述較少，雖然對戰後的勞資爭議徵引了若干數據，討論卻不夠深入。

如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當局的政策失誤及自身的腐敗，使得這一時期上

海的勞資爭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他對戰後的總體評價有兩點：一是

                                                      
 21  劉長勝，《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勞動出版社，1951)；沈以行、姜沛南、

鄭慶聲，《上海工人運動史》(瀋陽：遼寧出版社，1991)。 

 22  上海市總工會，《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頁

150-151。 

 23  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社，2002)，頁473-474。 

 24  例如上海市總工會編《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就有註釋不夠詳細的問題，

另外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於1990年陸續出版的「上

海工廠企業黨史工運史叢書」雖然以一個工廠或企業為個案，提供了很多工人運動

的細節，但由於註釋及史料來源未能詳細列出，造成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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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別法代替普通法， 將解決勞資爭議的希望寄託在政府直接干預措施

上，因此制定了勞資爭議評斷這一特別制度，規定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

具有強制執行效力，二是處理勞資爭議的手段日益嚴酷，國民黨當局將勞

資爭議上升至政治和刑事高度。對於罷工、怠工等行為，以《妨害國家總

動員懲罰暫行條例》、《戒嚴法》等極端法律為處理依據，加強鎮壓，此時

的政策和措施，已無公正協調可言。25 

  在過去的研究中，至少還有二個較明顯的不足，缺乏地方視角與具體

個案分析，誠如學者已經指出：戰後國民政府在各地成立勞資評斷委員會，

做為勞資爭議的 終裁決機構。那麼地方政府如何處理勞資爭議，特別是

各地的勞資評斷委員會究竟在勞資爭議中扮演什麼角色，要討論這個問

題，就必須要從各地該組織檔案來著手才能解決。另外更應該深入若干個

案，比對勞資雙方的爭議點，討論 終如何達成協議，如此方可以跳脫純

粹法令的文字討論，深入分析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在調解勞資爭議

時，所做的和解或判決，究竟對勞方或資方何者較為有利，唯有從特定地

區的檔案出發並加以具體的個案分析，才有可能跳出過去相關研究中所出

現的完全負面的評價，對勞資爭議本身乃至於整個戰後的區域社會史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本文將以上海為中心，使用主管機構社會局機關刊物──

《社會月刊》及上海檔案館原始檔案等史料，探討社會局與戰後新成立的勞

資評斷委員會訂定哪些處理勞資爭議的法令與程序，再以三個案討論社會

局如何處理勞資爭議，同時也涉及個別行業職工收入的實際情況，重新評

價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唯有從地區的檔案史料，以具

體的勞資爭議裁決案例或和解書來分析，呈現出特定的時間、地點、事件

的個案發析，來重新釐清究竟勞資評斷委員會是否如過去學者所說是「鎮

壓工人運動的工具」， 而在勞資爭議中，國民政府是否一律偏向資方，代

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25  周衛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勞資爭議處理制度研究──以上海為主要視角〉(上海：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士論文，2008)，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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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後上海市社會局與勞資爭議處理程序 

  戰後上海市政府原先設有社會、工務、財政、地政、教育、衛生、公

用、警察共 8 個局。1947 年 12 月又將市政府民政處獨立出來成立民政局，

負責籌備各種選舉及負責戶口與保甲，並將原本屬於社會局的風俗管理業

務納入，因此 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5 月，市政府共管轄 9 個局。至於市

政府本身，1946 年底時設有會計、人事、調查、秘書、總務等處，隨後陸

續有所增減。就人事而言，在戰後共有四位市長，其中以吳國楨任職時間

久，一般相信這與他留學美國且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的高學歷，又在

漢口與重慶市長任內施政頗受好評，深獲蔣中正信賴有關。26 

  上海市政府是在接收汪精衛政權的市政組織並加以合併而來的，原有

的「社會福利局」與「經濟局」合併成為社會局，原有的「建設局」則由

工務局及公用局負責接收，新成立之地政局繼承原來同名組織的基礎上，

還納入了原來建設局測繪科的設備與職權，其餘警察、衛生、教育、財政

各局分別負責接收原來舊有的同名組織並加以整編。1945 年 9 月 11 日晚間

市長錢大鈞與各局長開會商討接收及整理各局細則，接收並無任何儀式，

市長及各局長亦不親自前往，僅派各要員前往點收而已。社會局部分由吳

紹澍(副市長兼社會局長)派李時雍、何成甫、趙仰雄、周紹文、吳傑五人為

接收委員，於 9 月 12 日前往接收，但原先設置的各附屬機構，如平民村、

公典、農林試驗場等單位，則延遲至 9 月 13 日及 14 日方完成接收，並選

定舊法租界公董局大樓為辦公地址。27 

  社會局的前身為農工商局。國民政府於 1927 年 7 月 7 日成立於南京，

隨即指定上海為特別市，組織特別市政府，農工商局主要職權可分為行政、

事業、編纂三大類，行政類中即包括調解勞資糾紛，1928 年 8 月 1 日農工

商局改名社會局，勞工行政科主要以調解勞資糾紛為工作中心，該科內亦

設有度量衡檢定的器具股。二次大戰後社會局於各科之上增加了「處」這

                                                      
 26  威廉思姆．格雷著，田中初譯，馬軍校，〈世界上最難的工作──記上海市長吳國

楨〉，《民國檔案》，2001年第3期(南京，2001.06)，頁42-46。 

 27  上海市年鑑委員會編，《上海市年鑑》，頁A17-A18。 



．136． 李鎧光 

一層級，調解勞資爭議是第三處(又叫勞工行政處)的工作，1945 年 9 月復員

初期原本有調解、惠工、檢查三科，3 個月後惠工科與檢查科合併，所以

第三處僅剩兩科，為第七科主管勞工保護與工廠檢查，第八科主管勞資爭

議。28根據 1948 年的社會局職員名單，勞資調解科有 14 名科員以上的職員，

是社會局 10 個科中職員人數 多的一科。29 

  根據社會局所制定的《勞資爭議處理程序》，勞資雙方之任何一方因發

生糾紛時，可以向社會局勞資調解科申請調解，由社會局製發通知書，邀

集雙方代表到社會局進行協商。該程序還規定，勞資雙方若有加入工會或

同業公會者，需透過工會或同業公會轉呈調解申請書，不得越級申請。還

有一點很重要，處理程序當中規定：勞資爭議經社會局受理者，於三次召

集而拒不到局應詢，同時又不提出書面說明者，依照勞資評斷委員會議決

之辦法，予以裁定或行政上之處分，令飭雙方遵照。也就是說，勞方或資

方有任何一方經過三次邀集協商都拒絕出席的情形下，社會局可以自行做

出行政處分，《新聞報》在 1946 年底曾報導：社會局調解科為因應越來越

多的調解申請，修改科務章程，限制勞資方到到社會局協商的人數，個案

協商勞資雙方准予各派代表 5 人，其中兩人列席，另外 3 人旁聽。若涉及

特定行業整體之勞資爭議，准予雙方各派代表 10 名。於協商進行時，若有

違反秩序及法令情形，得請警察局派員維持秩序。 後一點，資方代表缺

席三次當予警告，至第四次不到，當依勞方請求予以裁定。30 

  勞資評斷委員會成立於 1946 年 5 月 4 日，根據的法源是《復員期間勞

資糾紛評斷辦法》，根據該法第二條，該會的職權是(1)關於一般工人之待遇

調整事項；(2)關於社會勞資糾紛之緊急處理事項；(3)關於交通、公用事業

及公營事業勞資糾紛之處理事項。同法第三條並規定該委員會設委員 9 至

15 人，由當地社會、經濟、治安、糧食、衛生行政主管人員及參議會、商

會、總工會、產業職業公會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人充任委員，以社會行政

                                                      
 28  關於社會局從戰前到戰後職權的演變，請參見周味辛，〈上海市社會局沿革〉，《社

會月刊》，第1卷第5期(上海，1946.11)，頁1-16。 

 29  〈上海市社會局委任以上職員名冊〉，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社會局》，檔號

Q1-4-148。 

 30  〈社會局定三辦法整飭調解糾紛秩序〉，《新聞報》(上海)，1946年12月17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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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人員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31而該會的〈評斷暫行程序〉第一條中也

說：凡本市一整個行業或公用事業、國營事業之糾紛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申

請申請評斷時，應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請評斷。32除了以上中央政府賦予的職

權外，該委員會經上海市政府核准增加職權如下：(4)關於督導工廠及公用

企業組織之待遇調整事項；(5)關於安定工人生活之計劃及實施事項；(6)關

於防止勞資糾紛之計劃及實施事項；(7)關於勞資爭論停業罷工或怠工之制

止事項。33由上面的法令看來，勞資爭議評斷委員會的主要功能在調整工人

工資，包括上海市全職工人與計件工人的工資計算方式，另外也包括各種

休假、解雇辦法等工作條件的規定在內。調解勞資爭議方面，以公用及交

通事業為主，也包括牽涉到整個行業的重大案件。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

呈請核准增加的職權中，大多是針對原有法令的補充，如可以制定與實施

若干計劃以改進工人生活與制止勞資爭議。 

  原本成立勞資評斷委員會的目的在於各地勞資爭議層出不窮，社會局

雖然是負責處理的單位，但有若干爭議沒有原則和成例，可以做為調解的

依據，又省市政府對於勞資爭議的處理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為原有頒

佈的辦法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34所以該委員會的第一項功能便是制定法

規，從 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10 月，共制定法規 29 種。35《復員期間勞資

糾紛評斷辦法》第七條強調：勞資爭議未經委員會評斷前，不得罷工或怠

工，而經委員會裁定後，若任何一方有不服時，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而

社會局公佈的勞資糾紛處理程序也說：依照勞資爭議處理之規定，勞資爭

議事件，未經調解程序，不得提請仲裁，而一經仲裁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31  〈復員期間勞資糾紛評斷辦法 第二、三條〉，國民政府文官處編，《國民政府公報》，

渝字1044(南京，1946.04)，頁3 

 32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暫行程序 第一條〉，見《社會月刊》，第1卷第6期(上海，

1946.12)，頁92。 

 33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組織規則 第四條第四至七款》，見《社會月刊》，第1卷
第1期(上海，1946.07)，頁81。 

 34  顧祖繩，〈我們怎樣處理本市的勞資糾紛〉，《社會月刊》，第1卷第3期(上海，1946.09)，
頁19。 

 35  顧祖繩，〈兩年來勞資爭相評斷概述〉，《社會月刊》，第2卷第10期(上海，1947.10)，
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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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委員會的第二個功能便是作為一個仲裁者對於經過社會局調解不能解

決者，作出 終的裁決。36由以上的兩段討論可以知道：勞資評斷委員會成

立的目的有三個：(1)調整各地工人工資；(2)處理特定(交通、公用、國營事業)

或關係到一整個行業的勞資爭議；(3)不服社會局調解的勞資爭議，由該委

員會 後裁決。茲將委員會名單表列如下： 

表1：1946年上海市勞資評斷委員會委員名單 

姓名 委員15名 姓名 專門委員12名 

吳開先 上海社會局局長(主委) 李劍華 上海市社會局副局長 

錢乃信 上海市政府參事(常務) 趙班斧 社會局勞工處長 

董仁貴 上海報業工會常務理事(常務) 蔡正雅 市政府統計室主任 

蕭宗俊 上海百貨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沈寶燮 公用局技正 

徐寄廎 上海市商會理事長 陶一珊 警備部處長 

潘公展 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劉靖基 棉紡同業公會理事 

譚煜麟 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 田和卿 工業協會上海分會總幹事 

杜月笙 華商電氣公司理事長 夏恩臨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福利委員 

宣鐵吾 上海警察局局長 沈鼎 中國勞動協會書記長 

趙曾玨 上海公用局局長 梁永章 上海市總工會秘書長 

張維 上海市衛生局局長 周學湘 總工會監事 

水祥雲 上海市總工會理事長 王子揚 上海市參議員 

余敬成 中紡十二廠工會理事 

吳蘊初 工業協會上海分會理事長 

查良鑑 上海市地方法院院長 

資料來源：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編，〈要案彙編 (三十五年度)〉，上海檔案館館藏，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236。 

                                                      
 36  撰者不詳，〈勞資糾紛處理程序〉，《社會月刊》，第2卷第7-8期(上海，1947.08)，

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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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名單得知，該委員會基本上按照法律所規定方式組成，27 人中有 12

人是具有官方身分的，包括市政府、社會局、公用局、衛生局、警察局、

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主管，若要說有不合法令之處就屬沒有糧食行政的官員

了(理論上應該是社會局的糧食科長吉明齊)，另外有 7 名同業公會或工業協進

會代表，6 名工會代表，2 名民意代表。1947 年 4 月，上海總工會一度以

「勞資雙方顯失平衡，對評斷勞資糾紛事項，勢將發生偏差，經本會第十次

理事會決議，呈請增加勞方名額，37但沒有下文。1947 年 6 月，為了應付

1947 年 5 月「經濟緊急措施」廢除後，大量增加的各行各業請求重新制定

工資計算標準，除了訂定《上海市工資調整辦法》，另外設立五個工資評議

組，各組委員以該會及勞工界、工商界代表各一人組成。各小組評議調查

糾紛實際情形，擬具評議意見書，仍須提交大會通過方得實施。38因為政府

官員的比重接近 50%，可知這個委員會是由官方主導的。在這個委員會之

下設有 28 位職員(包括秘書、科長、科員、助理員)，負責撰寫各式報告，以供

委員會作 後的評斷。39 

  一旦勞資糾紛發生時，評斷委員會與社會局 大的不同，在於評斷委

員會設有調查科，調查科在三日內(緊急事項)，或五日內(一般事項)，將下列

事項調查清楚：(一)糾紛事件之內容及其癥結；(二)當事人提出之內容及其

他有關之事件；(三)當事人雙方之現在狀況；(四)其它應調查事項。在進行

調查工作時，調查科可以(a)因事實之需要，定期通知當事人、證人或關係

人到會提出說明；(b)向關係之工廠商店等實地調查或詢問，必要時得調閱

該事件有關之證件，或請會計師審核其賬冊，40就條文分析起來似乎評斷委

員會比較具有主動性。但根據顧組繩的記錄，評斷委員會從 1946 年 5 月到

1947 年 10 月召開會常會 13 次，臨時會 2 次，41尚且達不到每個月開會一

                                                      
 37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社會局聘任勞評會委員名單、加聘劉靖基等五人為專門

委員姓名表、委員暨專門委員姓名表工作概況報告〉，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勞

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1。 

 38  〈勞資評斷委會議決 按業分設五評議組〉，《新聞報》(上海)，1947年6月20日，4版。 

 39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社會局聘任勞評會委員名單、加聘劉靖基等五人為專門

委員姓名表、委員暨專門委員姓名表工作概況報告〉。 

 40  顧祖繩，〈我們怎樣處理本市的勞資糾紛〉，頁20 

 41  顧祖繩，〈兩年來勞資爭議評斷概述〉，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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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要求，42又如何能應付每個月上百件的勞資爭議？因此評斷委員會 大

的作用在調整工資與訂定勞動法規，或許達到原本中所宣稱的提供若干「成

例與成案」的目標，但是如果說要預防勞資糾紛，就勞資糾紛發生件數與

頻率來看，只怕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該委員會的內部工作報告也說：本

會成立以來，工作著重在防止勞資糾紛之措施，故訂定有關勞資糾紛之法

規，都是經過委員會議的通過，分呈社會部與上海市政府備案後施行的。

大多是現行勞工法令中遺漏而未規定的勞資關係問題。43也證實這個委員會

的工作主要在制定行政法令，以補充中央法律之不足。 

  就法規部分來說，重要者包括 1947 年 5 月「經濟緊急措施」廢除，對

行政院頒布《上海市工資調整辦法》44後，各行各業如何適用該辦法進行補

充。451948 年 8 月 19 日政府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改發行金圓券，

上海工人工資應該如何折算，該委員會亦訂定《上海市各業員工薪資折合

金圓計算準則》46，都是直接與上海工人工資有關的重要規定。另外其他由

該委員會訂定的單行法規甚多，就這些規定內容來看，未必對勞方不利。

如《工廠暫行停工期間發給維持費辦法》中規定：工廠暫時停工，其責任

                                                      
 42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組織規則(第八條)》，見《社會月刊》，第1卷第1期(上海，

1946.07)，頁81。 

 43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社會局聘任勞評會委員名單、加聘劉靖基等五人為專門

委員姓名表、委員暨專門委員姓名表工作概況報告〉，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勞

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1。 

 44  辦法中最重要的規定有：底薪在30元以下依照指數十足發給，底薪在30元以上至100
元者，除30元照指數發給外，其餘部分以10元為一級，逐級遞減百分之10折扣。資

方如不能負擔時，由勞資雙方協議減少，如協議不能成立時則由勞資評斷委員會評

斷之。 

 45  職業工人工資決議兩點：(1)凡有固定工作場所之月工，其底薪超過三十元以上者，

應按上海工資調整暫行辦法折扣，並依上月份生活指數發給之。(2)凡無固定工作場

所之臨時工工資，應依照習慣發給。見〈指數工資計算辦法  評斷委會議定原則〉，

《新聞報》(上海)，1947年6月21日，4版。 

 46  「上海市各業員工薪資折合金圓計算準則」：(1)各業薪資按原有折扣後之底薪分別

按八月份上期生活費指數計算為最高準則，以應得法幣折合金圓，如有爭議，由社

會局審議處理之；(2)工人工資應以每月每日或每件為標準，延長工及加工所得不得

折算為工資；(3)各業如經協議另有津貼者，仍從其協議，惟不得折算為工資；(4)
各業發給薪資分月中、月底兩次，其日期以不超過5天為限，有習慣者從其習慣。《社

會月刊》，第3卷第6期(上海，1948.06)，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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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資方者，停工 10 天以內，維持費照原有工資發給。47《工廠雇用臨時

工限制辦法》，也規定工廠雇用臨時工人不得超過百分之十。臨時工之工作

並非臨時性，而有繼續可能或必須者，其工作滿三個月後，應為正式工。48

該委員會甚至一度考慮實行 低薪資制度，提出三個方案：1.僅規定一

低工資，不足者增足之。2.按各業情形，各規定其 低工資。3.按工人技術

等級，各定其 低工資，但 後未能做成決議。49就以上幾點看來，單純就

法令條文分析，要將勞資評斷委員會視為鎮壓工人的工具，恐怕是有問

題的。 

  至於對勞資爭議做 終裁決，目前尚未找到該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所

以無法做出完整統計。但根據《新聞報》的報導可以找到若干案例：如第

五次委員會通過三件特定行業裁決案：1.本市六大公用事業之一之英商煤

氣公司工人要求發給工作衣事，議決該公司工人倘職務上有此需要，准每

年發給工作衣一套。2.絲織業要求改低該業工人工資，經討論決議，該業

貸款原料，均有著落，情況有轉，斷無減低工人工資理由。3.吳市長交議

瑞士商華聯鋼精廠工人孫文清由技工調為小工，該工人不願事，經決議准

予調換工職，惟工資不得減低。50上述三個裁決中，明顯都對勞方有利，特

別是第 2 點絲織業資方要求減低勞工薪資要求被否決，便足以證明勞資評

斷委員會不是政府當局鎮壓工人的工具，反而保護工人收入與權益。這樣

的例子並非孤證，在第六次委員會時皮鞋業資方也要求減低工資，吳開先

對外表示：「皮鞋製造業確有倒閉，惟其原因在高利貸而不在工資」，但願

意繼續調查各工廠狀況。51至第十四次委員會時，終於做出「因該業情況好

轉，暫毋庸議」的決議，雖然經過 8 個月才做出裁決，議事效率實在不高，

                                                      
 47  詳細條文見《社會月刊》，第2卷第1期(上海，1947.01)，頁68-69。 

 48  詳細條文見〈工廠雇用臨時工人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勞資評斷會根據部令決定 鉛印

業爭議商定五項辦法〉，《新聞報》(上海)，1947年12月18日，4版，勞資評斷委員

會第十五次大會報導。 

 49  〈最低工資標準擬定辦法三項〉，《新聞報》(上海)，1947年4月6日，4版。 

 50  〈勞資評斷會開會〉，《新聞報》(上海)，1946年11月10日，4版及〈本局對第一屆

參議會第二次大會之口頭報告〉，《社會月刊》，第2卷第1期(上海，1947.01)，頁

69-70。 

 51  〈皮鞋業工資問題繼續調查再行決定〉，《新聞報》(上海)，1946年12月11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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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是對勞工有利的決議。52從以上這些勞資評斷委員會對特定行業的 終

裁決來看，要將該委員會視為地方政府打壓工人運動的機構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尚需補充討論社會局調解勞資爭議的成效問題，周衛平引用《上

海市年鑑》中 1945 年 8 月到 12 月中有 70 件罷工停業，這個數字也來自於

社會局的統計。但問題在於：或許因為該年鑑把調處的組織名稱都省略，

導致周衛平認為從 1945 年的資料來看，其中沒有一起案件是經過調解和仲

裁的，1946 年以後調解和仲裁案件受理情況不容樂觀。53關於此點需要修

正，根據《社會月刊》中的資料顯示，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6 月共有 262

件罷工停業案件，經社會局和解或行政處分者有 199 件，占總數 75.95%。

同時期 1231 件勞資糾紛中，經社會局和解或行政處分者有 779 件，占總數

63.28%，54上述 11 個月，經由社會局處理的勞資爭議至少都有總數的 60%

以上。1946 年 6 月以後，雖然社會局的勞資統計不再按月統計勞資爭議是

由哪個單位解決的，但是根據上海市政府向上海市參議會第二次大會所做

的施政報告，1946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止，累計勞資糾紛連同未結案

件在內共 536 件，其中自行和解者 157 件，簽訂和解筆錄者 128 件，尚在

處理者 123 件，以程序不合等理由批斥者 121 件，社會局直接裁決者 7

件。55若將上述自行和解、簽訂筆錄、直接裁決 3 項相加共 292 件，也占總

數 54.48%。參議會第六次大會時，社會局又報告 1948 年 2 月 1 日到 5 月

31 日，累計勞資糾紛連同未結案件在內共 811 件，其中自行和解者 363 件，

以程序不合等理由批斥者 190 件，簽定和解筆錄者 173 件，尚在處理者 83

件，社會局直接裁決者 2 件。56自行和解、簽訂筆錄、直接裁決 3 項相加共

538 件，占總數 66.34%。至少可以證明社會局還是處理勞資爭議(特別是沒

                                                      
 52  〈絲織工資維持原議工人應即恢復生產〉，《新聞報》(上海)，1947年10月22日，4版。 

 53  周衛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之研究〉，頁152-153。 

 54  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的統計來自《社會月刊》，第1卷第1期(上海，1946.07)，頁

54；1946年4月至6月的數字來自資料來源：《社會月刊》，第1卷第2期(上海，1946.08)，
頁70，經合併統計得出。 

 55  上海市參議會秘書處編印，《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會刊》，頁19，上海

檔案館藏，檔號Q215-1-873。 

 56  上海市參議會秘書處編印，《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第六次大會會刊》，頁46-47。上

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書，感謝馬軍教授提供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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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罷工案的勞資糾紛)的主要單位，但可以明顯發現一點，社會局以種種

理由批斥不予受理的案件都占總數相當比率，這是無助於平息勞資爭議

的，但社會局卻都列入「已解決案件」，實在是有過份誇大社會局調解效率

的嫌疑。 

  以上就討論來看，很明顯可以發現將中央政府欲將勞資糾紛控制在地

方層次，在各地方政府設立勞資評斷委員會，由地方各局首長、同業公會

及工會代表對勞資爭議對 後裁決。這與美國在 1947 年通過塔夫脫─赫特

雷 法 案 (Taft-Hartley Act) 後 ， 將 聯 邦 調 解 與 仲 裁 局 (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脫離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用

和平的方法來處理勞資糾紛，特別是那些足以影響州際貿易的糾紛是很不

同的。聯邦調解與仲裁局沒有執行法律的權力，完全是透過勸導來使雙方

達成和解，57但在中國各地方政府所成立的勞資評斷委員會卻擁有制定法律

的權力，一方面制定適用於個地的單行法規，另一方面有對勞資爭議做

終裁決。還有一點很重要，美國除了聯邦政府所雇用的人員之外，法律並

不限制工人罷工。但在中國，正如同前引《復員期間勞資糾紛評斷辦法》，

在評斷前不得罷工或怠工，在評斷後不得不服，事實上是限制或完全剝奪

工人的罷工權。但是誠如前文所述，法律上的罷工權被剝奪，不代表沒有

罷工案發生，也並非意謂著社會局或勞資評斷委員會採取鎮壓方式處理勞

資爭議。 

  以下將進行勞資爭議的個案分析，惟有透過詳細的個案分析，才能突

破以往僅就法律條文所做出的解讀，瞭解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就竟如

何執行法律所賦予的權力。本文所選的個案有三個，有一件是單一工廠的

勞資爭議，另外兩件是整個行業相關的勞資爭議。三個案例都來自《社會

月刊》，不但附有調解書的全文(或至少重要條文)，另外也記錄了社會局調解

科負責科員對此事的評論，而社會局選擇這些案件來發表於自己的刊物

                                                      
 57  美國勞工部著，張天開譯，《美國勞工運動簡史》(臺北：世界書局，1958)，頁32-36。

Taft-Hartley Act 雖然被視為奴工法案，但隨著戰後美國經濟的快速復甦，到了1950
年，反對該法案的聲浪已經很小。Robert H. Zieger and Gilbert J. Gall, Amer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Union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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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是有它的重要性。兩件與整個行業相關的個案，

由於牽涉範圍較廣，也引起了報紙及參議會的關注。從三個個案中，可以

完整看出勞資雙方的爭議點，一方面討論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究竟如

何調解或裁決勞資爭議，另一方面也可以瞭解這些行業在戰後的收入水

準。將三個案放在一起討論，主要以結果來分的，其中有裁決或判決對資

方較有利的，但更重要的是也有作出對勞方有利的裁決。而以裁決書為主

要的史料，雖然只能單方面的到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與勞方或資方的

互動，無法了解其他單位如何介入，但這是在史料限制下不得不採取的手

段之一。58 

三、 美光火柴廠個案分析 

  美光火柴廠在中日戰爭時期曾為日本所管理，總大班(負責人)是瑞典人

范倫德，戰後於 1945 年 10 月 1 日發還原負責人繼續經營。勞資雙方原本

約定 1946 年 1 月開始調整工資，但資方沒有履行承諾，甚至扣除底薪 2%，

遂引發工人怠工，社會局於是介入調解。1946 年 1 月 22 月簽定和解筆錄

如下：(1)自 1946 年 1 月起調整工資，計算方式以 1945 年 12 月各工人原有

底薪為標準，按照市府工人指數計算。(2)年終賞金依向例辦理。(3)關於停

工津貼一項，由廠方擬定辦法後，再行洽商。(4)嗣後如有糾紛，勞方應依

法申請調解，不得於事前發生一切越軌行動。59到 3 月 26 日為止又有傅永

康等三人解職問題與失業工人要求復工事件，造成勞資雙方關係緊張。3

月 27 日勞方重新提出 14 項要求，限資方 3 日內答覆，為資方所拒絕，勞

方遂於 3 月 30 日開始怠工，至 4 月 29 日勞工接受社會局的折衷條件，雙

方簽訂議定書如下：一、資方應自 1946 年 3 月 16 日起，各部分工人基本

                                                      
 58  目前已經知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上海市警察局都有權力介入調解勞資爭議，但目

前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檔案完全不對外開放，上海市警察局檔案雖有開放，但多為微

卷閱讀不易，且本文是以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的角色為中心，警察局的具體介

入情形留待日後做專文討論。 

 59  沈訒，〈美光火柴廠勞資糾紛記(上)〉，《社會月刊》，第1卷第4期(上海，1946.10)，
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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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按表分級分別調整之。調整辦法應依據調整底薪明細表所載自 低

底薪增加百分之六十起，逐級遞減，至 高底薪增加百分之三十九止。調

整後其工資即按照底薪乘上本市每月生活費指數計算所得給付之。二、勞

方其它各項要求，另俟社會局召集繼續議處。三、勞資雙方自本議定書送

達之翌日起，一律復工及開業。60需要深入探討第一項工資的計算方式，在

未調整前該廠的工人時薪 低是 0.06 元， 高時薪是 0.165 元，勞方原本

要求調高至每小時 1.5 元至 3 元，等於增加 18.18 倍至 25 倍，資方提出的

版本是 低 0.06 元者加 60%， 高 0.165 元者加 19%，即工人每小時薪水

介於 0.096 至 0.19635 元，雙方差距極大，而社會局的議定書對 低工資部

分接受資方的要求，增加 60%，仍維持 0.096 元。而調高了 高工資的漲

幅從 19%變成 39%，增加為每小時 0.22935 元。那麼勞方為什麼會接受這

樣的條件呢？現將上述時薪，以每天 9 小時，每月 29 天計算，61則該火柴

廠工人月底薪介於 25.06 至 59.86 元，比社會局公佈 1946 年 12 月火柴工人

底薪介於 12.6 至 45 元之間，62分別高了 12.46 及 14.86 元，已顯得十分優

惠。至 7 月 26 日雙方簽訂和解筆錄，現將該筆錄與原本勞方於 3 月 27 日

的 14 點要求作成對照表如下頁： 

                                                      
 60  沈訒，〈美光火柴廠勞資糾紛記(上)〉，頁52-53。 

 61  根據上海市社會局編，《上海市勞工統計》，火柴業平均每月開工28.92天，平均每

日工作8.92小時，現以整數計，取每月29天，每天9小時計算，見該書頁29、44。 

 62  〈1937年6月及1946年12月上海各業工人工資調查表〉，收入於章永欽，〈幣制改革

後的工資問題〉，《社會月刊》，第3卷第6期(上海，1948.08)，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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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美光火柴廠勞方要求條件與和解筆錄之比較 

勞方版本 1947年7月26日和解筆錄版本 

調整底薪 低限度以每日一元五角遞

加至三元為止。 

雙方同意遵照社會局三十五年四月二

十六日調解決定書辦法，計件工人工資

不得低於其每小時基本工資，但以盡力

工作為條件。 

工資以日給計算，如照件工計算，亦須

明白規定之。 

正常工作時間以每工九小時為原則，超

過部分則認為加工，加工時間除應給其

基本工資外，另給薪資額百分之五十之

加工津貼，計件工人加工時亦除應得計

件工資外，再按每小時基本工資加給百

分之五十之加工津貼。 

國定假日及星期日一律休息，工資照

給，如有工作者薪資倍給之。 

國定假日一律休息作為例假日，如該星

期日以前六日從不缺勤，或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及後一日均在廠工作者則發給

相當正常工作應得之工資之休假津貼。 

廠方自動停止工作者，薪津以三分之二

撥付之。 

由廠方主動減少工作時，廠方應給勞方

每半個月內五十四小時以下之工作時

間津貼，若係廠方主動繼續性之停工達

一個月以上時，廠方得解雇其全部或一

部職工，但需照政府法規辦理。 

工作之賞金仍照廠方之原例辦理之。 

工人年終須給予三個月之賞金，以 後

薪津一個月計算之。 

工人年終獎金每屆年終如政府有明文規

定辦法者，遵照規定辦法。如屆時政府

未有明文規定者，得照本廠向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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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動退職或資方藉口解雇者，資方

應給予退職金或解雇金，以服務年資計

算之。規定一年者需給予一個月之薪

津，並依照 後一個月的薪津計算之。

資方不得無故開除職工，處分職工時，

須依照服務規則辦理之。(由勞資雙方

協同訂定) 

如廠方因某工人年老或其它種種非係

工人過失而不得不終止其職務時除依

工廠法予以預告外，並依其 後三個月

工資率平均得為標準發給退職金， 低

不得少於服務每一足年給與半個月之

退職金。 

工人疾病時除花柳病外，由醫生驗明

者，薪津照給，並由廠方負擔醫藥費 

 

工人因工受傷而成殘廢者，應給予輕便

之工作，如不能做輕便之工作者，當永

久錄用。 

 

工人死亡時，資方除給予 後之薪津四

個月之喪葬費外，應給予其遺屬撫卹

費，以 後之薪津兩年計算之。 

勞方凡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者因廠方

指定之中西醫院或中西醫師證明屬實

後，廠方擔任其全部醫藥治療住院等費

用並發給工廠法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

之津貼。 

勞方凡非執行職務而遇傷病，廠方雖無

為之治療或給付疾病津貼或其他津貼

之義務，但得斟酌情形為之治療，並個

別酌情給予疾病津貼，對於死亡者除照

給全部退職金外並予遺族相等戰前五

十元購買力之喪葬費。 

女工生產，廠方應給假前後八星期，薪

津照給。 

女工分娩照工廠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產

期前後應共停止工作八星期，其入廠工

作六個月以上者，工資照給，不足六個

月者減半發給。 

工人直系親屬婚喪等事，須資方貸款三

個月之薪津，分六個月償還。 

職工平時不得預支工資，或因本人婚嫁

或直系親屬喪亡大故急須用款時，方向

廠方預支一個月以內薪工，此項預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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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扣還之，扣還之數不足者直至償

清債務為止。 

資方應每月提撥職工福利事業費，依照

職工津貼百分之五。 

(1)廠方同意儘速依法辦理職工福利金

組 織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設 立 職 工 福 利

社。(2)廠方同意依工廠法舉行工廠會

議商討該法所指定之事，以謀切實收得

勞資合作之效。(3)廠方原則同意除已

達經訂定之各該項職務之 高薪工額

之職工外，對職工每年普遍加給薪資一

次。所加多寡廠方得考核各人之情惰、

技術品性而酌量核定之。(4)雙方同意

即行商定服務章程，呈請主管機關審

核，以資遵守，在服務章程未蒙核准實

施前，廠方遵照現行法令處理。職工倘

發生爭執時任何一方均得呈請主管機

關調解或裁決。 

資料來源：沈訒，〈美光火柴廠勞資糾紛記(上)、(下)〉，《社會月刊》，第1卷第4-5

期(上海，1946.10-11)，頁50-51；56-58。 

 

  由表列的兩個版本相比較，除了第一項關於工資的部分前面已經討論

過以外，就其他的規定而言，和解書的所規定的內容，都對勞方提出的要

求作了「折衷」，拿休假日來說，勞方原本要求國定假日及星期日一律休息，

工資照給，如有工作者薪資倍給之。換句話說即休假日必須放假，也可以

拿到九個小時的時薪。但和解書中卻規定，休假日雖然可以放假，但基本

上不給薪水，除非該假日前連續工作六天，那麼該休假日可以領薪水。再

以年老退休來說，勞工原本要求，以工作年資計算，每滿一年發一個月薪

資(按最後一個月數字計算)，合解書的規定改為每滿一年發半個月(按最後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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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薪水計算)。照退休金看來，似乎與勞方要求差距頗大，是不是代表社

會局偏袒資方呢？由於沒有該工廠 初的廠規或合約，所以無法知道在此

次合解書生效前各項勞資協議，但既然雙方已達成協議，應該是和解書的

各項條款已經比之前的協議更好，前面討論工資時，勞方就已經獲得調高

底薪 39%至 60%，似乎不太可能其他協議較之前的條件更差，否則勞方可

以繼續怠工(在和解書簽定前勞方至少已怠工一個月)。另外也應注意到表 2 的

後一項關於勞工福利部分，和解書提到要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一事，美

光火柴廠是否有類似組織雖然不得而知，但根據社會局呈向參議會提交的

施政報告中，社會局確實有鼓勵各工廠成立類似組織負責工人福利，1948

年時已經在各工廠成立 126 個福利會或福利社。63由此可看出，社會局在調

解勞資爭議時，確實有意將政府政策推行至各工廠，企圖加深社會局的影

響力。 

四、 旅館業個案分析 

  上海市旅館業分為中式旅館及西式旅館，以中式旅館為大多數，中式

旅館又分為甲、乙兩級，甲等有滄州、大東、揚子、南京、中央、亞洲、

爵祿、金山、大陸、遠東、東方等四十餘家，乙等三百餘家，共有職工一

萬四千餘人。64旅館業糾紛案從 1946 年 1 月持續至 12 月，起因在於上海市

警察局禁止旅館的茶役(客房服務員)向旅客收取小費，65並請將茶役的工資

來源由小費改成月薪制，而旅館本身由於茶役過多，無法負擔月薪制，遂

引起勞資爭議。當時勞資雙方所牽涉的範圍，總結如下：第一、薪工制(月

                                                      
 63  《社會月刊》，第3卷第3-4期(上海，1948.04)，頁47-48。 

 64  〈四百餘家旅館怠工〉，《新聞報》(上海)，1946年3月13日，3版。另外當時的上

海指南則說到：上海旅館大小不下數百家，名稱亦不統一，有稱飯店者，有稱酒店

者，有稱旅舍者，有稱大旅社者，實則名義上之區別，內容初無大異，唯設備上大

有高下之分。書中並詳列上等旅館23家之名稱、地址與電話。見王昌年編，《大上

海指南》(上海：東南文化服務社，1947)，頁105-108。 

 65  目前尚未找到警局禁令的全文，最早的報導在〈旅館調整房價取締額外小賬〉，《新

聞報》(上海)，1946年1月6日，4版。自當局明令取締旅館收受額外小賬後，旅館業

職工會曾提出補救辦法。……惟過去兩成小賬，係侍役店員分派，故侍役多吃飯不

取工資，目前小賬取消，房價調整，關於侍役等收入出處尚未經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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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制)如何確定；第二、由於過去旅社營業的畸型發達，茶房人數雇用漫無

限制，如今人數過剩應如何確定解雇標準和辦法；第三、旅館茶房過去進

店時，大多繳有保證金，解雇時應如何發還的問題。661946 年 1 月 18 日及

24 日勞資雙方分別在市黨部及警察局的調解下簽訂和解筆錄，要點如下：

(1)各旅館照下列規定給付工資：A. 甲等旅館：領班月支薪工國幣 45,000

元整、茶房月支薪工國幣 31,000 元整、出店(幫房客跑腿買東西之雜役)月支

薪工國幣 25,000 元整。B. 乙等旅館：領班月支薪工國幣 30,000 元整、茶

房月支薪工國幣 23,000 元整、出店月支薪工國幣 20,000 元整。(2)規定甲等

旅館每一茶房管理四房間，乙等旅館每一茶房管理五房間，公寓每一茶房

管理八房間(包括日夜班)，領班不管甲乙等均以茶房十人設一領班為原則，

五人以下及向未設有領班者，不設出店，視旅館事務之繁簡由資方自行增

減。(3)旅館領班茶房經調整後，超額人員可由資方分批或一次遣散，但須

發給遣散費，不論領班、茶房及出店的服務年資長短，均由資方發給薪金

三個月。被裁人員保證金仍照前繳數額發還，另發紅利以資補貼，其紅利

發放標準，以前繳一百元者加發薪金一個半月，三百元者兩個月，三百元

以上者同三百元計。67由以上和解筆錄看來，旅館業職工的薪水並沒有採取

底薪乘上生活費指數的計算方式，而是採取固定數字薪水，對勞方較為不

利。在官方的介入下，對旅館業茶役的人數做出限制，以一名茶役管理五

間房為原則，公寓指的是整棟樓房出租者，限制更嚴格，一名茶役需負責

八間房。以此為標準，茶役過多的旅館業者，必須發給遣散費，則保證金

部分依繳納金額多寡(文中所提的一百元應是指戰前的幣值)，按比例折合為

1946 年 1 月之月薪發還。 

  1946 年 3 月糾紛再起，《新聞報》報導糾紛的原因是：2 月 16 日起，

各旅館房金統加五成，工資亦統加五成，但亦有少數不加足者。3 月 1 日

起各旅館所加成數不等，因而所加成數亦不等。各職工會曾要求職工劃一

                                                      
 66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社會月刊》，第2卷第2期(上海，1947.02)，

頁8。 

 67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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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房金成數，因資方遲不答覆，於是決定怠工。68由此可見，糾紛的起因

是旅館房間的售價，已經在 2 月中旬及 3 月初兩度調漲，勞方的薪水也應

該按照相同比率調漲。《申報》則說：勞方要求根據所簽調解筆錄，工資隨

房價高低隨時升降，並要求各旅館茶役一律增加工資七成，資方則允增加

四成」。69糾紛的 高潮 3 月 13 日，整個上海市的旅館大小職工，除了華懋

等幾家西式的旅館外，已一致拒絕新來的客人，所有業務幾全部陷於麻痺

狀態。70隔天在社會局的調解下，雙方達成協議，房間售價與職工薪水一律

增加六成，71協議還包有一點很重要：「此後勞方房價與資方工資之調整依

據每月生活指數中總指數之高低為標準，如總指數增高至百分之五十以上

時，資方始得要求增加房價，如總指數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以下時社會局得

飭令減低房價，同時勞方應依比率增減」。72根據這項協議，只要生活費指

數當月漲幅超過 50%，旅館業者(資方)得向社會局要求調漲房價(客房價格)，

而職工亦得按比例增加，等於是將房價與工薪與生活費指數產生連動關

係。據《新聞報》報導，5 月 5 日社會局再度准予同時調高客房價格與勞

工薪資 60%。73就這兩次的調整價格來看，社會局雖然說房價、工薪與生活

費指數產生連動關係，但並不是自動調整，勞資雙方仍就必須將變動後的

新價格呈報社會局經過核准後才能實施。 

  1946 年 9 月商業同業公會與職業工會分別向上海市參議會投書，表達

各自立場，主要爭議點有四：(1)薪工制是否造成茶役惰性；(2)茶役遣散費

問題；(3)薪工制實施後，茶役勒索小賬問題；(4)其他行業職員以小賬為主

要收入者甚多，為什麼單獨對旅館業實施薪工制。其中第四點很重要，資

                                                      
 68  〈四百餘家旅館怠工〉，《新聞報》(上海)，1946年3月13日，3版。 

 69  〈社會局門庭若市結隊請願日數起〉，《申報》(上海)，1946年3月14日，3版。 

 70  〈旅館業不收房金〉，《新聞報》(上海)，1946年3月14日，3版。 

 71  〈上海市社會局勞資糾紛和解錄(和字第二一八號)〉，1946年1月15日，〈第二條  上
海市參議會關於旅館業勞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參議會》，檔

號Q109-1-1656。 

 72  〈上海市社會局勞資糾紛和解錄(和字第二一八號)〉，1946年1月15日，〈第三條  上
海市參議會關於旅館業勞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參議會》，檔

號Q109-1-1656；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11。 

 73  〈旅館要加價〉，《新聞報》(上海)，1946年5月4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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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認為除了旅館業以外，還有理髮業、浴室業、中菜與咖啡館、舞廳業都

以小賬為服務員的主要收入，社會局在調解勞資爭議時從來沒有要求各行

業廢除小賬制度，為何單純針對旅館業進行改革？而勞方則說，實行薪工

制度，是改革社會不良習慣之先聲，自實行新制度以來，深覺改革舊風氣

之必要，故對政府法令恪遵不渝。可見勞方較擁護新的工資計算方式。再

以第一點來說，資方認為自實行薪工制度後，茶房有固定之收入，對於招

待旅客則更漠不關心且傲慢無理，此種現象對旅館業的發展無疑是一種「慢

性自殺」。勞方則說：旅客常常因職工招待週到，以找回的零錢做為賞賜，

小賬收入可以證明職工之招待十分周到，雙方觀點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參

議會對雙方的呈文表示「擬請大會維持主管機關原法定辦法辦理」，74等於

是又將問題丟回給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 

  雙方爭議仍然持續，到 11 月間，旅館業同業公會(資方)以固定工資會

造成職工怠惰及茶役遣散費及保證金過高無力負擔為理由，要求修改原協

議，勞方亦提出新的勞資協約草案。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於 12 月 10 日

派員前往 24 家旅館調查各旅館當年的營業狀況，75 後做出四點裁決：(1)

薪工制部分：該業茶役工資除已有勞資雙方協議拆賬制者外，以現行薪給

百分之六十為基薪保持不變，其餘百分之四十，依營業收入比率計算，俟

旅店裁遣茶房人數符合 1946 年 1 月 24 日警察局調解筆錄第三款規定標準

時，仍恢復原本薪工制，本項基薪折成制計算公式如下： (原定薪額

×60/100)+(原定薪額×40％×營業成數)=實際工資。(2)解雇金的部分： 低者

為在工廠工作未滿三個月者，發給遣散費半個月； 高者為在工廠工作滿

三年以上者，發給遣散費三個月。(3)保證金部分仍依 1 月 24 日和解筆錄辦

理；(4)以上裁決自 1947 年 12 月起實施。76 

                                                      
 74  〈上海市參議會關於旅館業勞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參議會》，

檔號Q109-1-1656。 

 75  這個調查包括24家旅館，甲乙級各占一半，調查項目有1946年1-11月間各個月的營

業成數(住房率)及同時間各個月職工薪水占營業收入的百分比，另外還有各旅館各

類員工總數及薪水計算方式，其他收入(床被、電話)，總計盈餘或虧損總數。24家
旅館中有2家無資料無法判斷盈虧外，其餘22家旅館，17家有盈餘，5家虧損。見《社

會月刊》，第2卷第2期(上海，1947.02)，頁18-19。 

 76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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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探討的當然是第一條，該條規定各旅館在達到遣散警察局規定

的茶役人數之前，對於茶役工資採取部分的拆帳制(社會局稱為「工薪折成

制」)，按 1946 年 12 月的數字為，甲等旅館茶役 247,500 元，乙等旅館茶

役 190,400 元。77以這個數字為基準，每月有 60%的底薪，另外 40%按房價

收入高低決定。顧組繩說：衡諸現在生活程度，及本市工資標準不能認為

過高，以相關資料試算如下：1946 年 12 月生活費指數為 6,470.33，將兩種

茶役的工資除以該指數，分別得出 38.25 元及 29.43 元(相當於戰前的底薪)，

這兩個數字再與社會局 1946 年 12 月對各行業底薪所做的調查，只有造修

民船、製革、橡膠及自來水四個行業底薪超過 30 元，高於茶役的 29.43 元，

確實比大多數行業工人的 低底薪來得高，僅少於造船等 4 個行業，但必

須考慮到其中有 40%是浮動的薪水，以 29.43 元為例，每月至少可領 60%，

則有 17.66 元，即使如此也高於同時 12 個行業的底薪，屬於中等水準，顧

氏所言，確實不假。78若是完全採用拆帳制，按照評斷委員會在這份調查報

告中顯示，若茶役人數適當，則每名茶役可拿月薪 30 餘萬，甚至超過「工

薪折成制」所規定的 247,500 元。所以完全採用拆帳制並不一定能減低資

方負擔，反之拆帳制亦未必造成勞方收入減少，關鍵在茶役人數合理配置，

而當茶役尚未達到合理配置之前，「工薪折成制」是勞資雙方共同都能接受

的辦法。79 

  整個勞資糾紛案中有許多特點值得注意：(1)事件起因於政府欲改革旅

館職工工資為月薪制並禁收小費而起，在爭議的過程中勞方是擁護薪工制

的，認為完全依賴小賬做為茶役收入來源是不進步的。薪工折成制原先就

是由勞方提出的，原本勞方的提案是以甲等旅館茶役 247,500 元，乙等旅

館茶役 190,400 元，每月有 70%的底薪，另外 40%按房價收入高低決定，

                                                      
 77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21。 

 78  〈1937年6月及1946年12月上海各業工人工資調查表〉，收入於章永欽，〈幣制改革

後的工資問題〉，《社會月刊》，第3卷第6期(上海，1948.08)，頁53。 

 79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裁決書(三十五年度評字第六號)〉，〈上海市參議會關於

旅館業勞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參議會》，檔號Q109-1-1656。
內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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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官方修改為上述版本。80反而是資方在 9 月份投書參議會時還要求恢

復原有制度，至 11 月時，改提出「彈性拆賬制」，甲等旅館茶役 74,400 元，

乙等旅館茶役 55,200 元為每月 低收入，若全部營業收入超過特定的數額

時，茶役再按比例增加薪水。81顯得易見，資方提出的底薪太低，是 終遭

到拒絕的原因，以乙等茶役而言，評斷會的裁決，茶役至少每月可得 11,420

元，比資方所提的版本，收入高出二倍，自然獲得勞方支持。(2)在 1946

年 1 至 3 月共有市黨部、警察局、社會局三個機關介入調解，簽訂三份筆

錄，說明社會局不是調解勞資爭議的唯一機關。(3)1 月 24 日的筆錄雙方同

意限制茶役數目，遣散多餘人力，但是一直到 12 月勞資評斷委員會做出裁

決為止，至少經過 10 個月以上，仍有不少旅館未按規定遣散多餘茶役，所

以才有裁決書中以拆帳計算工資的方式，希望到達成規定人數之前可以提

供勞工雙方都接受的工資計算標準，可見調解沒有強制力。(4)官方的改革

並不成功，首先要禁止茶役收小費執行困難，資方便多次提及這一點做為

抗議。82而社會局在整個案件雖然將房價、工資與生活費指數產生連動關

係，讓這兩者隨生活費指數而有增減，但就減少茶役人數來說卻帶來反效

果，社會局公佈的茶役月薪比同時間工廠工人高(相較於底薪在 17.66 元以下

的工人而言)，茶役不會有離職的意願，在加上資方無力負擔遣散費與保證

金，使得減少茶役的目標更不易達成。(5)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旅館業的資

方收入來源──客房的價格需要呈報社會局核定後才能調整，這對資方的

影響很大，因為從提出申請案到社會局核定實施新價格，需要數週的時間，

往往物價又已經上漲，原本調整幅度已經不足，造成資方營運困難。除了

旅館業，電影院的票價、水費、電費等價格也都是需要送政府核定後才能

實施。83究竟哪些行業的商品或服務價格需要報准核定？以及這樣的方法對

                                                      
 80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16-17。 

 81  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資糾紛〉，頁13。 

 82  這一點可由旅館業同業公會可社會局的呈文中得知，見顧祖繩，〈上海市旅館業勞

資糾紛〉，頁13。 

 83  電影院在內戰期間歷次呈請調整票價的記錄請見〈上海市電影院商業同業公會關於

調整電影票價問題向市政府社會局等主管機關的報批文書〉，上海檔案館藏，《上

海市電影業同業公會》，檔號S319-1-21。電費、水費、瓦斯費、電車等調整售價記

錄請見〈上海市參議會公用事業委員會專案報告〉內附「各項公用事業戰前復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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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行業在戰後的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五、 鉛印業個案分析 

  鉛印業在 1946 年 3 月就發生過一次勞資糾紛，84由社會局調解解決。

1947 年 6 月，因生活費指數解凍後，5 月份工資應如何計算問題，再度發

生爭議。現在將資方要求與勞資評斷委員會的裁決要點列表如下： 

表3：鉛印業勞資爭議資方要求與裁決書的條文比較表 

 資方要求 裁決書 

五月份 

薪資計算方式 

(一)同業各會員，已發有工人家

屬津貼十三元五角者，或僅發

五 元 及 八 元 者 ， 自 五 月 份 取

消，但生活指數，除照政府規

定折扣外，不再予以折扣。 

(二)同業各會員，原無工人家屬

津貼十三元五角者，除照政府

規定折扣外，一律八折發給。

 

(一)底資(包括工人家屬津貼)

應依照上海市工人薪資暫時

調整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計

算之。 (二 )目前該業營業清

淡，勞方應共體時艱，凡各公

司廠商工人家屬津貼發足十

三元五角者，依照市政府公佈

之生活費指數八五折計算。倘

各公司廠商無工人家屬津貼

者，依照市政府公布之生活費

指數九折計算。又公司廠商雖

有工人家屬津貼，其數額不足

十三元五角者，得依本項折扣

                                                                                                                         
歷次調整價格表」，收入《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第六次大會會刊》(上海：上海市參

議會秘書處，1948)，無頁碼。 

 84  〈鉛印業職工維持生活難〉，《申報》(上海)，1946年3月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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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自九折至八五折)比例計

算之。 

六月份以後 

薪資計算方式 

自六月份起按照上月指數發給。 每月上半月工資，依照上半月

生活費指數計算，每月下月工

資，依照當月生活費指數計

算。 

其他 

膳食費按照實在支出計算。 應自本年六月一日起施行，至

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為止，期滿

後由該業勞資雙方，照當時情

形自行協議。 

資料來源：陳英潮，〈鉛印業勞資糾紛之因果〉，《社會月刊》，第2卷第10期(上海，

1947.02)，頁47、49。 

 

  事件的起因是：鉛印工業的資方，因不勝負擔高額工資，要求減低一

案，原由社會局辦理，終因勞資雙方各執一詞，無法調解，於 6 月 30 日移

送勞資評斷委員會辦理。按表格中所列出的，部分鉛印業廠商由於發給「工

人家屬津貼」 高為底薪 13 元 5 角，由於生活費指數在解凍後由 7,945.55

遽增至 23,500，成長了 2.95 倍，資方認為負擔過重，要求取消該項津貼，

而 1947 年 5 月之薪資依生活費指數打八折發給。而裁決書的條文有工人家

屬津貼者，折扣 多八五折，沒有工人家屬津貼者則只能打九折，按工人

家屬津貼比率調整。在這個案例中，裁決內容對勞方比較有利，因為 高

只能打八五折，對照資方要求還多百分之五。由資方要求至 1947 年 6 月起

按上個月指數發薪，也被修正為分兩次發薪，上半月按上月指數，下半月

按當月指數，也顯然對勞方較為有利。但是代表勞方的工會在 1947 年 11

月 10 日發函給社會局稱：「鉛印會員奉悉勞資評斷委員會前項裁決後，不

勝詫異，按會員工資加上十三元五角家屬津貼後，倘按照勞資評斷會折扣

計算，所得反少於不加津貼，如此變相剝削工資辦法，鉛印會員實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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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紛擾迭起，並曾一度發生怠工現象」。85 

  但是鉛印工會的說法，可能是有問題的，若我們以社會局在 1946 年 12

月公佈的印刷工人 低薪資 24.25 元為計算標準，加上 13.5 元家屬津貼後

為 37.75 元，超過 30 元的部分要打九折，故實得底薪 36.975 元。而 1947

年 5 月生活費指數為 23,500，八五折為 19,975，故可得實際薪水 738,575.625

元。而完全沒有工人津貼者，因為底薪在 30 元以下，故不需要再打折，僅

以 24.25 元乘上 21150(生活費指數打九折後的數字)為 512,887.5 元，兩者差了

225,688.125 元。即使是只領 3.5 元家屬津貼者，以底薪 27.75 元乘上 19,975

為 554,306.25 元，也高於完全沒有家屬津貼者。只有家屬津貼在 1.5 元以

下者才會受到影響，造成所得不增反減的情況，所以不是全部有領家屬津

貼的人收入都會減少。可能這是如此，勞方才會接受勞資評斷委員會的條件。 

  負責記錄此案的陳英潮將它稱為「鉛印業勞資糾紛」按照社會局自己

的定義，勞資糾紛是沒有發生罷工停業的案件為限，但是在此案中勞方曾

經發動罷工，顯然與社會局所訂的標準不同。另外還牽涉到鉛印業兩個工

會(勞方)彼此的猜忌與衝突，陳英潮寫到：「勞方分為兩個組織：一個叫印

刷業產業工會，另一個叫鉛印業職業工會，都各擁有一部分鉛印業職工，

在接談過程中勞方因信心與意志分歧，兩個組織之間彼此牽制，互相猜忌，

所以千談萬談，越談越難」。86罷工行動在裁決未做出時便已開始，約在 6

月 9 日前後，87一直持續至 7 月 12 日方結束。按照法令，調解或裁決未完

成之前不得有罷工、怠工、停業等行為，但從這個例子看來，社會局根本

無力執行法令(雖然最後社會局對勞方的勸說成功罷工結束，但過程中有罷工卻是

事實)。裁決書所規定的工薪計算方式至 10 月 31 日為止，但根據評斷委員

                                                      
 85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關於鉛印業工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

勞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105。 

 86  兩個工會在此次勞資爭議的過程中，被社會局強制合併。據上海市政府訓令滬秘(36)
字第23872號(1947年9月16日)將「上海市鉛印業職工會」與「上海市印刷業產業工

會」合併整理為上海市印刷業產業工會，並指派社會局職員王振猷為指導員，該業

工人王良生等11人組織整理委員會。 

 87  鉛印業資方欲扣底薪4元，拒發家屬津貼13元5角，雙方發生糾紛，一部分工人乃提

前宣告罷工。見〈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關於鉛印業工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

館藏，《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105。內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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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存檔案，在 10 月 31 日前鉛印業的勞資雙方經過兩次協商，第一次由

各廠自行勞資協議，凡營業較佳者，先行免除八五折扣。第二次協商，逐

步恢復全部生活指數，即期滿後三個月內打九折，再三個月打九五折，(1948)

年五月份起全部恢復。88《申報》在 12 月 18 日的記載：「凡各公司廠商工

人家屬津貼發足 13 元 5 角者，依照市政府公佈之生活費指數九折計算。倘

各公司廠商無工人家屬津貼者，依照市政府公佈之生活費指數九五折計

算。又公司廠商雖有工人家屬津貼，其數額不足十三元五角者，得依本項

折扣辦法(自九折至九五折)比例計算之」。89可見雙方的協議有逐步在推動進行。 

六、 結論 

  本文以內戰時期社會局如何處理勞爭資議為主題，首先指出勞資爭議

在戰後的大量出現，原因在於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物價飛漲，對勞資雙方都

帶來負面影響，勞工認為工作收入不夠日常生活開支，資方則認為工資逐

步上調，使得成本不斷增加，也造成經營上的困難，雙方遂起爭議。社會

局從戰前就已經開始負責調解勞資爭議，戰後除原有的調解科外，更於 1946

年 5 月成立勞資評斷委員會，主要由地方政府首長占多數，但資方的同業

公會及勞方的工人工會也有部分代表加入，做為勞資爭議的 終裁決組

織。根據現有的史料表明，該委員會主要工作重心在制定上海市勞工相關

的單行法規，在這些法規中不全然對勞工不利，該委員會所做的 終裁決

也有拒絕資方減少工資要求者，所以說勞資評斷委員會不是鎮壓工人的組

織，但多數的勞資爭議仍是在社會局調解下解決。 

  以三個個案進行具體分析，三個案件的共同特點是都發生罷工或怠

工，社會局並沒有能力阻止。雙方的和解筆錄也是一簽再簽，只要有勞方

或資方認為不妥，筆錄便形同廢紙，不過 終都能達成共識化解爭議，證

明社會局及勞資評斷委員會仍然有部分的效果。在物價變動快速的時代，

                                                      
 88  〈上海市勞資評斷委員會關於鉛印業工資糾紛的文件〉，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市

勞資評斷委員會》，檔號Q20-1-105。 

 89  〈鉛印業指數折扣經裁定解決辦法〉，《申報》(上海)，1947年12月18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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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仍然盡力在維持勞資雙方的和諧，畢竟發生歇業或罷工，是地方

政府及勞資雙方都不願意見到的結果。勞資調解是在一個不安定的環境

中，所採取的較有效的辦法。從三案件的 終和解筆錄研究，特別是針對

重要的工資計算方式，在美光火柴廠案中，是以資方的要求為主，但在

高底薪的工人薪資調幅部分做了增加。在旅館業案中，評斷委員會接受

了職業工會的「工薪折成制」方案，但將固定底薪的比率由全部薪水的 70%

降為 60%。在鉛印業案中，評斷委員會接受了資方所提營業不振的事實，

所以同意資方要求，將生活費指數打折，但不能將 13.5 元的底薪扣除，生

活費指數打折的部分，也較資方要求減少 5%。由此看來，社會局或勞資評

斷委員會的調解方式以勞方或資方其中一方條件為主(視個案而定)，但又會

在調整幅度上有所變動，用來表示不完全偏袒任何一方，以達成折衷的方

式，希望找出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因此戰後地方的勞資調解不是像

若干學者所強調的一律偏袒資方，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是「鎮壓工

人的工具」。倘若真是如此將無法解釋，在三個個案中勞方為何都發生罷

工，但 後卻願意復工。今後進一步的研究，應該是拋開全面肯定或否定

的「一面倒」式的論述，針對各行各業個內戰時期的生活水準及勞資爭議

做細部的分析，90才能增進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勞工生活有更清楚的認識。 

                                                      
 90  目前上海檔案館所藏的社會局勞資爭議筆錄檔號為Q6-8-4022至Q6-8-4041，多達數

千頁，十分值得針對各行業的勞資爭議做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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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Shanghai’s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Handling of Labor Disputes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Li, Kai-kuang 

Post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hanghai’s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handling of 

labor disputes during the civil war era. Primarily,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abor disputes between 1945 and 1949 was due to inflation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s issuing of considerable amounts of legal tender. Accordingly, 

conflict began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because the laborers’ salaries 

were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while the salary increases resulted 

in higher operating costs for corpora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 classified 

labor disputes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were called strike cases and the 

second labor dispute cas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umber of both 

cas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had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solving labor disput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27. In 

May 1946, th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to make 

final judgments.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very few cases were judged by the 

Resolution Committee even though it c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he major duty 

of the committee was to formulate a single set of regulation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examples of the Meiguang match factory, the hotel industry and the 

printing industry. After comparing labor and management requests with the 

final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s, it is found that some requests from labor were 

turned down by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as in the case of the Meigiuang 

match factory. Likewise, some requests from management were also turned 

down as in the case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This proves that thi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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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did not favor the management side when handling labor disputes. 

I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tool for suppressing labor activities”. Moreover, 

strikes happened in all three cases but all laborers agreed to return to work after 

the strikes. Thu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was able to 

achieve good resolutions when handling labor disputes. 

Keywords: Shanghai’s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labor dispute,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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