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尚未

爆發前，臺灣口罩大多依賴進口，日產量

只有 188萬片，自疫情爆發以來，如今臺

灣口罩平均日產量已達到 1,700萬片，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而針對防疫，

臺灣是全世界最早啟動防疫的國家，防疫

國家隊超前部署，其中最重要的「口罩」，

更是各國積極想取得的重要防疫物資。任

職於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4年的技

師陳志民，工作盡職、負責，經常提出許

多改善方案與創新研發，對單位有多項貢

獻。這次為因應政府防疫措施，由協易公

司指派擔任Leader加入口罩國家隊支援，

進行組裝、測試口罩機台，不斷進行機台

校正。協助口罩工廠從原先的2台口罩製

造機，增設40台生產機台，增加800萬個

口罩產量，扭轉我國口罩過往進口的防疫

劣勢。陳志民表示工作現場如同打仗，雖

然每日行程緊迫，但一心為了國人健康，

最終總能戰勝身體的疲累，繼續為國奮鬥。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109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樂此不疲的創新與改善 
口罩國家隊的強力後盾  陳志民技師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採訪撰文/黃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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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易緣分深固　公司就像另一個家

陳志民自小家境較清寒，自小好動不太愛

讀書，16 歲時考取省立瑞芳高工機工科建

教合作班，當時的合作工廠正是桃園南崁協

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性單純的他擔

任實習生，高中畢業之後就留任學習組裝沖

床，初期協易機械員工只有 130 人左右，至

今已有 400 多名員工，當時協易機械也與中

華技術學院產學合作，陳志民選擇繼續精進

自我，雖然半工半讀略顯吃力，幸好有同事

的鼓勵與陪伴，才能順利畢業。樂於學習的

他，之後繼續就讀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

系二技在職進修，對於熱愛運動的他，在學

習上完全沒有阻礙，畢業成績亮眼，讓他找

到自信，對於面對未來的挑戰更有信心。

另外，他對於這份工作充滿熱情，為提升

產品價值因應市場需求，陳志民在工作上經

常提出改善與提案，他在去 (108) 年提案表

現優異獲得第一名，今 (109) 年更跨單位合

作，創新改善天車防撞裝置申請新型專利，

順利通過新型專利認證，獲得公司獎勵肯

定。當提案改善通過，並完成機台的組立，

看到外國客戶現場驗收沖床機台時開心滿意

的表情，正是陳志民在工作上最有成就感的

時候。他謙虛表示：「在工作上可以滿足自

己的好奇心，還能改善創新，提升工作效率

及順暢的工作環境，與公司共同創造雙贏。」

為了臺灣挺身而出　責無旁貸

今年過年期間，當家家戶戶還在團圓慶

祝春節時，為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關係，經濟部長沈榮津

超前部署，與工具機業者攜手推動「口罩國

家隊」，決定建置 60 條口罩生產線。其實

早在疫情之前，中美貿易戰對工具機產業

的衝擊很大，但為了國家使命，臺灣區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文憲幫忙

召集各工廠合作，為國家超前完成 90 台口

罩機。為期僅 40 天的交期，陳志民由協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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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派加入口罩國家隊支援，他表示除了

在精神上產生巨大的壓力，更是體力的考

驗，陳志民更表示：「在電視上才會看到的

大人物，因為疫情讓大家團結在一起，就像

是上輩子一同參加革命抗爭或是保護家園的

戰友情感，共同朝向目標打擊疫情，很令人

感動。」事實上，在爆發疫情前，工具機業

者彼此競爭激烈，此次因疫情所引發的口罩

荒，讓大家不分彼此，上下團結一條心，齊

心合作滿足臺灣眼前迫切的需求。

陳志民在 2 月 18 日受召支援口罩國家隊，

第一天學習口罩機交機，由於是初次接觸，

心裡很是戰戰兢兢，為了國家，他硬著頭皮

上埸學習，一連 4 天下來，每天直到深夜才

下班回家，他心想疫情開始擴大，已經造成

國人與世界人心惶惶，為了更快學好組立口

罩機，努力造福國家人民健康，再晚下班都

願意。在學習組立口罩機時，他不時拿著筆

記本記錄重點，同時也不忘從中改善工作環

境，他注意到工廠裡的零件名稱與物料都沒

有明確定位，於是向指揮官提出多項工作改

善，不僅清楚標示各主要模組的名稱，更提

升機台出貨包裝效率。另外，陳志民非常注

重工安問題，他曾在夜間加班時，親眼目睹

外包噴漆人員因操作不慎，不幸被台車夾住

胸口，在眾人協助脫困後，擁有急救證照的

陳志民當下立即為傷者做 CPR 急救，等到救

護車趕到才換手，但之後傷者因傷勢過重而

亡，令他感到相當遺憾。因此陳志民為了工

安考量，看到雜亂無章的線路風管阻礙工作

動線，立即進行口罩機工廠環璄改善，除了

保障大家的安全，更有效加快組立口罩機速

度，幫助提升口罩產能。

不怕出身低   虛心學習堅持到底

熱愛運動的陳志民了解運動對工作是有幫

助，曾於 107 年榮獲太極拳世界杯 24 式第

一名 , 更於去年 5 月獲得桃園市模範勞工表

揚，不怕出身低的他表示，只要認真學習並

且設定目標短、中、長分階段慢慢前進，不

斷提醒自己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再多做

一次，再多想一些，多向優秀人員學習優點，

就能讓每天工作事情變的更有樂趣並能享受

其中。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已改變了大家的生活，出門忘了戴口罩就像

是忘了穿衣服似的，不論走到那，人人都口

罩不離身，維持著正常的生活與社會經濟。

陳志民認為能參與其中，是他人生中最大的

榮幸。

臺灣在經歷 SARS 的慘痛教訓後，於防疫

的應變上已有長足的進步，因此在防疫表現

上比他國優秀，不僅讓各國媒體相繼報導，

所推出相關的防疫政策與措施均被密切關

注，讓各國相當欽佩紛紛公開讚揚。口罩實

名制自 2 月上路至今，相關配套措施不斷

進化，從超商藥局購買、線上預購到最新的

口罩販賣機，每一階段都有相應的功臣。而

臺灣口罩日產量短期內增加到破千萬片，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加上實名制與

口罩地圖等防疫作法，受到各國讚賞甚至紛

紛仿效，口罩國家隊每一位成員都是功不可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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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闖出女性專業一片天　
不服輸的汽修界女漢子 胡瑞琴理事

採訪撰文/黃敏惠

胡瑞琴女士是４個孩子的媽，同時也是名

職業婦女，婚前對於汽車修理一無所知，婚

後開始跟著先生一同在汽車修理界打拚，服

務至今已27年，無論是小型車輛或是大型

機具的拆修均駕輕就熟。由於汽車修理行業

均以男性為主，不服輸的她，堅持闖出女性

專業的一片天，從完全一竅不通，到現在融

會貫通，業界美譽為「汽修界女漢子」，更

擔任新竹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理事。樂在

工作的她，閒暇之餘也相當熱血、有愛心，

協助派出所進行巡邏協防，並居家訪視關懷

老人。胡瑞琴在工作中展現解決問題的企圖

心，在生活中細心照料家人，正面積極地迎

接挑戰，她相信改變自己，才能創造更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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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堆裡打滾的成就感

胡瑞琴本身喜歡跑步、登山等戶外活動，

近期更積極征服谷關七雄，她享受揮汗淋漓

時的暢快，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正因為擁有

正面又積極的生活態度，即便婚前原從事會

計工作的她，在婚後跨入汽車修理界時，適

時展現了強韌的工作態度。個性認真負責的

她，不僅工作認真，更利用工作空檔處理家

務，時間幾乎都被工作與家庭瓜分，生活的

每一天分秒必爭，造就她專注又俐落的工作

效率。胡瑞琴表示：「原本，我只是想辦法

要幫助這個男人成功，沒想到最後自己也一

起加入這個行業。我的先生每天天一亮就在

車堆裡、油堆裡打滾，忙著工作，而我也跟

著一起從旁協助。」胡瑞琴從完全對車子陌

生，到現在眼睛閉著都知道哪裡要鎖螺絲、

哪裡要換甚麼零件，從完全的一竅不通，到

現在融會貫通，從開始的怕黑、怕油污，如

今熟悉油的味道，在工作中體會到解決問

題、修理好一部車的喜悅，胡瑞琴很是享受

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被稱作是「汽修界女漢子」的胡瑞琴，她

擁有各種大型機具拆修的豐富經驗，例如耕

耘機、救護車、消防車等，通通都難不倒她。

她表示修理這些類型的車輛必須特別小心謹

慎，因為人命關天，絕不能當兒戲，如果一

次修不好，她便會整組拆掉，重新檢查問題

根源，絕不隨便馬虎。胡瑞琴在工作上對自

己感到最驕傲的是，從工作中獲得靈感，她

藉著敏銳的觀察力，發現廠內的問題，想出

應變方案，自己動手焊燒製作油水分離儲油

槽，解決廠內客戶換下的廢機油問題，如此

廢機油便不會流入周邊稻田，影響農民稻田

收成，達到環境保護的功效。另外，她也

看見同仁們很費勁的抬沈重輪胎、零件及配

件，於是想出方案解決，和同仁們製作重物

拉車，解決費力重物問題，不僅能減少人力

的支出，更能保障員工安全，深獲同仁們與

同業的認同。

不斷超越自我不容忽視的專注與熱血

修車跟治病救人一樣，要靠良心做事，

胡瑞琴認真的工作態度、專業技術與合理收

費，逐步建立客人的信賴感，也讓自家的修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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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順利承接到消防局的車輛維修業務，每

半年一次的定期保養，廠房內停滿了各式各

樣的消防車，畫面很是壯觀。看著一輛輛有

問題的車輛，在自己和先生齊心合作之下正

常運作，並且順利交車，胡瑞琴感受到滿滿

的成就感。但她也曾因為師傅的背叛和惡意

造謠，損失不少客戶，幸有家人和朋友都給

予很大的支持，於是她選擇咬牙撐下去。

然而各行各業都有其辛酸血淚，胡瑞琴認

為既然選擇了這一個行業，就應全心全意精

進自我能力與技能。苦、累、髒是這個行業

無法避免的，同時也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技

術工種，不管是時間和體力上，想在這一個

行業打拼，除了努力，還要有毅力。人生多

變，沒有一輩子的學徒，胡瑞琴自覺要長久

待在汽修業就得進步，她相信唯有持續不斷

的學習，才能不斷的提升自我的工作能力，

胡瑞琴的祕訣就是「虛心請教」，不管是向

同行或是相關廠商皆是如此，透過經年累月

的學習與摸索，她不斷的實踐總結和提高職

能，對各項日新月異的現代化汽車修理技術

均能瞭如指掌。

講究工作與生活並重的胡瑞琴，不僅工作

成就斐然，更細心照料家中年邁的公婆，讓

老人家安養老年。孩子們也遺傳到她的熱血

個性，目前老大與老么同時服務於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老二服務於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老三則像胡瑞琴一樣喜歡維修車子，現

在也在修理界工作。而樂在工作的她，在閒

暇之餘也會協助派出所進行巡邏協防，居家

訪視關懷老人。胡瑞琴表示：「如果人生可

以重來一遍，我相信我的選擇一樣不會變。

而人生終究沒有回頭路，與其後悔萬分，不

如改變自己，創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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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香投入工會事務長達32年，

對於提升勞工權益抱有莫大熱情，即

使有多次升遷機會，但她秉持著理想

與興趣，選擇繼續留在工會服務會

員，她認為能看到會員滿足又感恩的

笑容回饋，是她甘願在工會為大家打

拼的最大動力。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助人利己　何樂不為

宜蘭縣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

廠企業工會成立於民國 77 年，甫一成立，

李靜香在單位主管的安排下，與工會結下不

解之緣，投入工會事務至今 32 年，協助歷

任理事長推展勞工事務，積極為工會拓展財

務、開源節流，李靜香表示：「工會是服務、

團結勞工的組織，幫助會員解決問題，維護

會員權益，是助人利己的事情。」也因此她

採訪撰文/黃敏惠

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專職工會會務 32 年不遺餘力 

推動活動一呼百應 李靜香幹事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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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為會員爭取福利，例如定期規劃辦理多

場職能研習活動，提升會員工作安全、勞退

條例、職場紓壓及健康管理等課程。另外，

李靜香熱愛旅遊、唱歌，她認為工作與家庭

生活並重，兩者平衡能有效提高會員對於工

作的投入度，才能達到優秀的工作績效，擁

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她積極規劃員工旅

遊活動，並配合公司福委會辦理捐血、健行、

慢跑、淨灘等各項社團活動，為的就是健全

工會制度，讓更多會員享有健康又安全的工

作環境。

李靜香回想起剛到工會時，對於會務工作

十分陌生，有時無法提升處理事情的效率，

她努力觀察工會職員的互動與處事方法，這

才逐漸掌握會務工作重點。同時發現會員經

常詢問勞動法令相關問題，因此她開始留

意，除了閱讀勞動六法之外，為了提升本職

學能，積極參與縣政府、勞動部會務人員多

項培訓課程及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相

關之專業培訓班，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與實

務、勞工保險承保各種給付法規與實務及職

業災害之認定與行政救濟等。並仔細閱讀相

關勞動法令與公司勞動條件規定，參加衛生

所舉辦之 CPR+AED 課程訓練，每屆參與理

監事國內、外企業觀摩，藉此獲得更多經驗。

積極進修提升職能　深獲會員信任

會員、工會、公司形成共生共好幸福

鏈結

如今會員向工會諮詢勞動法令相關問題時，

她大多都能給予解釋與說明，因此獲得諸多

會員們的信任。由於工會會務多元，李靜香

從會務工作中學習成長，協助工會順利發展，

在服務時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不同單位的會員，

進而結識變成朋友，在工會服務豐富了李靜

香的人際關係，例如生產事業的會員個個身

懷專業技術，偶而碰到技術問題時，他們往

往都是她最好的顧問。李靜香表示協助會員

了解並解決勞動法令問題、舉辦會內活動，

多會將心比心，從會員角度思考，給予更多

方便。一旦會員的問題被解決後，滿心歡喜

道謝離開時，她認為非常有成就感，更加肯

定工會會務是非常有意義且富價值的工作。

過去，工會在有些人的印象裡，可能等同

於與資方抗爭。幸運的是，宜蘭縣台灣化學

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廠企業工會會務在歷

屆理事長的帶領下，都能順利推展，會員、

工會、公司三方形成共生共好的幸福鏈結，

從工會於去年遭遇的危機與事後處理即可佐

證，當時工會業務緊縮，在理事長奔波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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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職員共同努力、公司提供優於勞動基準

法條件，並給予工會發揮空間下，最後，退

休人員獲得優退，想留任企業內的同仁，均

能如願在集團內繼續服務，正因為工會與公

司一起努力面對危機，事情才能有圓滿的結

果。李靜香也建議勞動基準法未來能給予會

務人員更多協助與保護，例如協助理監事會

辦理事務時可以申請公假，能有利於提升會

務人員的工作效率與向心力。

勤勞樸實止於至善　

無私奉獻一呼百應

李靜香積極推動會務，協助公司每年辦理

多項結合鄰里之公益活動例如：環保淨灘、

健走、慢跑，並規劃明華園公演，邀請華山

基金會長者及鄉民前來參與等，每次活動參

加人數均在 2,500 至 3,000 人左右。公司每

年定期辦理 2 至 3 次捐血活動，邀請同仁貢

獻愛心，每場次活動均有百袋左右的熱血無

私奉獻。會內更辦理會員與眷屬旅遊活動，

每梯次參與人數均在 800 至 900 人之間。

同時也定期規劃辦理會員３場次職能研習活

動，提升會員工作安全、勞退條例及勞動基

準法規知識宣導及健康保健課程、紓壓課

程，每場次參加會員平均在 160 人左右，可

說是場場爆滿。

公司及福委會愛心社社團多年來積極推

動敦親睦鄰，鼓勵會員熱心參與地方公益活

動。像是華山基金會募集寒冬獨居老人年菜

活動，每年年前均由公司黃協理帶領下，號

召會員一起認助年菜，希望拋磚引玉讓社會

大眾重視弱勢族群，讓長輩們有個溫馨快樂

的年節。然而宜蘭地區在醫療方面，缺乏大

醫院進駐，常有會員及眷屬如遇急症或重症

急需幫忙轉院治療，李靜香也協助理事長積

極聯繫處理。如此盡心負責的李靜香獲獎

無數，曾得過法務部法律常識競賽的肯定，

及蘇澳鎮優秀青年表揚、五結鄉模範勞工

表揚、台化公司龍德廠企業工會模範勞工表

揚、宜蘭縣政府模範勞工表揚等諸多獎項。

李靜香秉持著企業創辦人「勤勞樸實、

止於至善」的精神傳承，她認為經營工會不

容易，會務人員應盡力配合、協助理事長推

動會務運作、增進工會職員溝通與會員的團

結，並且做好會員服務，提高會員對工會的

向心力。對她而言這只是開始，未來會持續

不間斷地推動相關活動，為營造健康職場環

境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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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黃敏惠

10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披荊斬棘 11 年 積極捍衛工會會員勞動權益 

黃怡仁理事長

民國94年開始的雙卡風暴，正是金融環

境最惡劣之時期，尤其是民營銀行，正因為

大眾商業銀行在96年引進凱雷私募基金經

營團隊，黃怡仁為了保護員工權益，捍衛計

畫就此展開，他於97年 4月 12日成立了高

雄市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也就是現今的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會，11年來領導工會的會員，爭取會員員

工權益，不斷的進行勞資協商，甚至為了會

員遭受資方不當解僱，而進行集體訴訟，鼓

勵會員為自己的權益走上街頭抗議，並不惜

發動罷工投票，以84%的高同意票通過此行

動，成功要求公司出面談定協議。在黃怡仁

與工會幹部的努力之下，終與資方達成合併

增補條款，保障了近兩千名會員的權利，為

的就是要讓會員有一個安心且安全的職場工

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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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會員勞動權益 責無旁貸

民營銀行簽訂團體協約典範工會之一

民營銀行企業工會在成立時，若非資方刻

意培植，都必須經歷相當辛苦的成長過程，

黃怡仁表示一方面會遭受資方以各種方式打

壓工會會員人數成長，另一方面要面對持續

不斷發生的勞資爭議。從 98 年開始，凱雷

私募基金經營團隊進入銀行管理階層後進行

大量員工解僱，這是工會所面臨的第一個挑

戰，他立即與工會幹部於全國各地為會員進

行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寄發存證信函給予公

司，主動聯繫受不當解僱之會員們，召集進

行團體訴訟的準備，並透過上級工會向金管

會進行陳情，為的就是要保住會員們的勞動

權益。

工會為了不讓會員們勞動權益再次受到不

當侵害，在民國 98 年工會正式開始研擬團

體協約條文，並於代表大會通過協商代表及

條文後，正式依法去函銀行要求公司與工會

進行正式團體協約之協商，研擬期間長達 2

年，其中歷經多次會議討論，工會幹部為了

全體會員員工權益，南北奔波，為的就是能

為會員員工們設下安全且足夠的保障，讓員

工能安心上班，黃怡仁表示當工會的保護能

量夠強大，才能有效去化解勞資爭議，相對

也會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終於，在 100 年 4 月 1 日，趕在勞動三法

上路前，工會與銀行順利完成所有協約條文

版本，最後在與銀行董事長及勞動部長官見

證下，正式簽訂團體協約，也成為民營銀行

簽訂團體協約的典範工會之一。

黃怡仁表示目前工會的團體協約條文中，

除了設立企業被合併、改組或轉讓有設下，

雇主必須與工會協商完成員工權益機制之

外，也訂下會員優離優退、部門裁撤或業務

緊縮優離、禁止搭便車、會員代表會務 50

小時等諸多民營銀行少見的保護條文，再次

體現工會為了保護團結權所作的種種努力。

高投票率顯現高團結力　勞資雙方終

得雙贏

104 年 8 月 13 日元大金控 、大眾銀行共

同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宣布合併案通

過具有拘束力的股份轉換契約主要條款協

議，元大金控將以每股 16.3 元股票加現金

方式，現金比率約 54%，取得大眾銀行百分

之百股權，並納為金控百分之百子公司。隔

年 1 月，距離大眾與元大銀行合併時程，又

更近了一步，工會對於合併後勞工權益保障

有強烈疑義，黃怡仁在深思熟慮後，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舉行罷工投票案，並訂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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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9、10 日進行罷工投票，經統計高達

近 84％會員贊成罷工，因此工會隨即籌劃罷

工行動，但為了勞資和諧，工會也同時表明

敞開協商大門，歡迎元大金控或大眾銀行隨

時和工會共同協商員工保障與權益。

105 年大眾銀行、元大金控合併案衍生勞

資爭議，工會原訂同年 2 月 1 日罷工，突然

情勢急轉直下，經工會與大眾銀行進行勞資

談判，雙方對「員工權益事項」取得共識，

確認工會保護條款內容，而資方放棄優離准

駁權。合併後，元大銀行針對擁有工會會員

身分的員工，於「合併基準日」後第 12 個月、

第 24 個月、第 36 個月保障期間內，共 3 次

定期舉辦依大眾銀行團體協約結算年資之優

離方案，元大銀行對前述優離方案申請同意

予以照准，合併後留任滿 1 年之員工並可獲

得加發 1 個月薪資的留任獎金，因此，黃怡

仁當下正式宣布停止罷工，雖與工會最先要

求「全面結算年資」或公營銀行相比也算不

上條件更優，但工會已盡最大協商努力，協

商結果雖非盡善盡美，但考慮到多數會員都

希望勞資和諧，並能繼續工作，因此在勞資

雙方各退一步之下，合併案得以圓滿落幕。

工會一路走來，與資方所發生的摩擦及勞

資爭議，複雜程度己遠遠超過一般的企業工

會所面臨的處境，正因為有黃怡仁的領導和

全體工會幹部的團結一致，才能有效凝聚會

員們的力量，高度團結力的呈現，讓主管機

關重視合併案，讓資方與工會協商，保障員

工權益，否之合併案絕對不可能會過關。

大眾商業銀行於 107 年 1 月 1 日正式與

元大商業銀行合併，合併後以元大商業銀行

為存續銀行，大眾銀行因合併而消滅，但是

工會的法人格並未因此消滅，因此工會面臨

了另一個艱難挑戰，面對一個在合併前突然

組織生出的企業工會，雖然不斷有傳言這是

資格所成立的，但黃怡仁仍以平常心面對，

除了針對該企業工會成立合法性進行訴願及

行政訴訟外，也持續透過主管機關的依法陳

情，方能繼續正式參加勞資會議、職工福利

委員會、退休金監督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

委員會等相關重要會議。另外，黃怡仁也擔

心合併後會員們工作環境的改變，思考是否

應切實的研擬團體協約新增條文，對於會員

們工作調動等勞動條件，再協商增加更好的

保障，當然黃怡仁與工會幹部都瞭解這是一

條艱困的道路，雖然路上布滿荊棘和障礙，

黃怡仁也絕對有信心帶領著幹部，為會員們

一一排除種種困難，建立一個會員們能工作

安心、福利更向上提升、勞動條件更優化的

職場環境。

106年4月工會與資方完成團體協約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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