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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

按《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第3條第1款對

「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的定義如下： 

1. 集體協商，是指職工方與企業就勞動報酬、工作時

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進

行平等協商的行為； 

2. 集體合同，是指職工方與企業經集體協商達成一致

意見簽訂的書面協議。

 

二、中國大陸勞動法律與環境有從個別

　　進入集體的趨勢 
中國大陸勞動法律環境的變化，主要集中在勞動

者權益的擴大對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影響程度。1995

年實施《勞動法》、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

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等勞動法律都發揮了對

勞動者的維權效果，再加上大陸勞動力短缺，人口紅

利枯竭，造成嚴重的缺工現象；同時勞動者最低工資

年年調漲，以及社會保險費徵收力道加大，造成企業

勞動成本墊高，壓縮利潤空間等等事實；再者隨著經

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產業型態的企業，包含過去的傳

統製造業以及服務業、網路行動商務，都因為企業數

量快速增加，發展與規模逐漸擴大，雇用員工的需求

亦隨之擴增。

目前中國大陸勞動法律環境，有從個別進入集體

的趨勢：

1. 從個別勞動合同法進入集體合同法。

2. 從個別勞動合同進入集體合同。

3. 從個別維權進入集體維權。

4. 從個別勞動爭議進入集體勞動爭議。

三、中國大陸集體協商及集體合同制度

　　發展的趨勢 
中國大陸的集體合同制度始於1994年實施《集

台商對大陸實施

集體協商與
集體合同制度
應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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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合同規定》，並於2004年修正，主要規範集體協

商、集體合同、專項集體合同等制度；2000年公布

施行 《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1995年實施的

《勞動法》，加入集體合同條款內容，2008年實施

的《勞動合同法》，納入集體合同、專項集體合同條

款內容，並發展出行業性與區域性集體合同規定，顯

示出中國大陸對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的重視，但並不

強制性要求。

由於《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

法》，位階較低，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勞資糾紛，必

須將集體勞動法律體系中居於重要地位的《集體協商

法》列入立法議程，才能有效解決勞資爭議的問題。

同時也有學者專家呼籲修改《勞動法》，將集體協商

制度納入《勞動法》強制性規定，確定集體協商有關

勞動待遇與勞動條件等事項，增加企業集體協商的法

定義務。  

2004年以後，工資集體協商逐步成為集體協

商工作的重點，行業和區域性集體協商也開始進

行嘗試。2007年，大陸全國總工會提出5年內建立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目標。2008年3月，溫家寶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 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

體協商制度」的要求。去（2014）年李克強在十二

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二次將

工資集體協商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健全企

業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推進工資集體協

商。 

四、集體協商制度的地方性法規及規章

截至2014年9月止，已有28個省（區、市）公布

了「集體協商條例」或「集體協商規定（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專項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逐步成為集

體協商工作的重點，許多地方都公布了只涉及工資專

項的「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的地方法規或「工資集體

協商規定」的地方規章。另外，《北京市工資集體協

商規定》在推動立法中，《上海市工資集體協商條

例》已列入立法預備專案。

五、列舉部分省市關於協商提議程序、期

　　限及協商代表、集體合同（工資集體

　　合同）草案通過與實施等程序規定

(一)江蘇省集體合同條例（2005/3/1）： 

1. 協商提議程序：任一方均有權以書面形式提出提出

平等協商的要求

2. 答覆期限：20日

3. 中止協商期限：一般不超過30日

4. 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5. 協商代表：每方3至10名；各方可以聘請本單位以

外的有關專業人員作為本方協商代表參加協商，但

所聘人數不得超過本方協商代表的1/3。任期不得

短於3年。

6. 集體合同草案通過：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

表大會（職工大會）討論通過。經全體職工代表

（職工）半數以上同意，即獲通過，雙方的首席協

商代表應當在通過的集體合同上簽字或者蓋章。

7. 集體合同審查與實施：企業應當在10日內將集體

合同文本報送當地勞動部門審查，勞動部門未於收

到文本之日起15日內提出書面異議的，集體合同

即行生效。企業應當自集體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

內，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職工公布。

(二)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2008/1/1）：
1. 協商提議程序：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對方以書面形式

提出進行集體協商的建議 

2. 對方答覆期限：15日 

3. 中止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4. 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5. 協商代表：每方協商代表人數不得少於3人，各方

人數要相同，任期最長至集體合同期滿時為止；可

以聘請企業外的專業人員擔任本方協商代表，但其

人數不得超過本方人數的1/3。

6. 集體合同草案通過：集體合同草案經職工代表大會

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後，由職工一方的首席代表

將討論通過的情況書面告知企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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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體合同審查與實施：企業自收到職工一方的首席

代表書面告知之日起10日內，負責將集體合同報

送市或者區、縣勞動部門。勞動部門自收到集體合

同文本之日起15日內未提出異議的，集體合同即

行生效。

(三) 天津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

 （2010/9/1）：
1. 協商提議程序：提出方向對方提交協商意向書，提

出協商的主要內容、時間等。 

2. 對方答覆期限：5日。

3. 中止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4. 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5. 協商代表：每方3人至7人，任期一般不少於1年；

協商雙方首席代表可以聘請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等

本企業以外的專業人員，作為本方協商顧問 。

6. 集體合同草案通過：工資集體協議草案，應當提交

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討論審議。雙方協

商代表就工資集體協議草案協商一致後，簽訂工資

集體協議。由雙方首席代表簽字蓋章後成立，並向

全體職工公佈。

7. 集體合同審查與實施：企業應當在工資集體協議簽

訂後10日內，將協議文本和協商會議記錄及相關

材料報送勞動部門備案。勞動部門對工資集體協議

有違反法律法規規定情形的，應當自收到備案材料

之日起15日內向企業提出，要求雙方再行協商。

(四)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 

 （2015/1/1）：
1. 協商提議程序：50%以上職工或半數以上職工代

表大會代表提議。

2. 對方答覆期限：30日。

3. 中止協商期限：（沒有規定）

4. 協商期限：收到書面材料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協

商。可以適當縮短或者延長，但延長時間最長不超

過60日。

5. 協商代表：3至9人 。

6. 集體合同草案通過：集體合同草案應當由工會或

者職工方協商代表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

工討論。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集體合

同草案，應當有2/3以上職工代表或者職工出席，

且經全體職工代表半數或者全體職工半數以上同

意，集體合同草案方獲通過。集體合同草案討論

通過後，由集體協商雙方首席協商代表簽字蓋章

後成立。

7. 集體合同審查與實施：企業自訂立集體合同之日起

7日內送當地勞動部門備案。集體合同訂立並依法

生效後，對企業和企業全體職工具有約束力，雙方

應當嚴格履行。企業應當自集體合同生效之日起5

日內將集體合同向全體職工公佈。

六、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工資集體合

　　同）、勞動法律三者的關係 
(一) 大陸中央及地方法規所規定的勞動標準是最低工

資標準。

(二) 集體合同（工資集體合同）所約定的勞動標準高

於最低工資標準。

(三) 勞動合同所約定的勞動標準，高於集體合同

（工資集體合同）所訂的工資標準。

七、台商如何因應大陸集體協商與集體

　　合同實施應有的對策

(一) 台商應理解大陸員工維權的現實性

大陸已經進入員工集體維權的新階段，再加上集

體勞動法律的日漸完善，台商未來恐難以利用既存的

地方黨政關係來處理燙手的勞動爭議事件。今後企業

工會的組建與展開、集體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等集體

行為也會逐日增加。因應之道，應透過人力資源管理

的不斷升級，完善建立勞資溝通管道與制度、強化與

工會等勞動者團體的溝通技巧、構建危機處理的預防

對策等等。

(二) 台商應完成法制化管理

台商應構建完善的企業規章與勞動合同制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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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套標準體制，推動企業的自主化管理，以降低產

生勞動爭議的不利因素。在員工入職一個月內，及時

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才能於法有據維護企業的權益。

(三) 台商應該重視保守商業秘密的迫切性

由於企業有義務於集體協商當中提供必要的經

營與財務資料，以致協商代表的保守商業秘密問題

突顯出來。企業應從經營管理需要出發，制訂詳細

的商業秘密範圍、類別以及員工（含具有協商代表

身分的員工）違反時的責任承擔，透過在勞動合同

活處理各種情況。其次是緩和態度，提出多套方

案，各退一步以達成協議。

4. 協商進程的把握

 對對方提出的問題拖而不決或在應該提出最後決定

的階段不能果斷行事，都會使協商蒙上陰影，也影

響雙方的情緒。 

5. 協商人才的培養與建立

 企業要在人資部門要培養相關的集體協商人才。  

（本文作者為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海

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大陸進入員工集體維權的新階段，再加上集體勞動法律的日漸完善，台

商應透過完善建立勞資溝通管道、強化與工會的溝通技巧、構建危機處

理的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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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約定保守商業秘密條款或另訂保密協

議書，使具有商業機密性質的技術、經

營、契約等資料得到安全保護。商業秘

密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全體員工都應該

保守商業機密，參與協商的協商代表更

應該守密，否則就應負起法律責任，如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第39條規

定：「洩露企業商業秘密，給企業造成損

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 台商應掌握集體協商的操作

技巧與觀念

1. 明確協商目標

 在進行協商前，先確立協商理念與目

標。 協商中堅持依法協商同時尊重客

觀資料，並且根據企業經營實況，明確

協商底線。協商困境時，要尋找有利的

資料來說服對方。 

2. 協商前的情報收集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協商前要有充

分準備， 包括對方情報資料的收集與

研判，以及進程、談判技巧的演練。 

3. 講究協商技巧

 首先是留有餘地，因為協商不是爭吵而

是爭論，要鬥智鬥勇而不是鬥嘴。其次

是進退有序，先易後難、循序漸進，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