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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季刊｜ No.7056

 前言
每年 5月 1日為勞動節，勞動部都會

在勞動節前夕舉辦「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典
禮」，表揚各行各業中揮灑著汗水、發揮
專業，在各領域發光的每一個勞工。勞動
部長許銘春今（111）年也親自向每一位模
範勞工與移工致上誠摯的謝意，感激其對
台灣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將點滴星芒累
積成照亮台灣的光。

今年的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名單當中，
除我國優秀勞工外，還包含 5名外籍移
工，行政院長蘇貞昌出席頒獎典禮致詞時，
先向今年獲獎的全國模範勞工表達賀意，
並不忘感謝在模範勞工背後支持與付出的

家人親友們，同時肯定勞動部團隊持續為
了提升勞動權益所付出的努力，如今年 5

月 1日正式施行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推動「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調
漲基本工資，以及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提
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與增加陪產檢及陪產

光前耀後、照亮台灣
全國模範勞工表揚
邱琮皓｜採訪撰文

▲ 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自出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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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等，都是為了建構更友善健全的勞動環
境，使勞工朋友們能放心打拼，再創台灣
新經濟奇蹟。

  各行各業、認真打拚  
世代傳承、追求進步
勞動部長許銘春致詞開始前，特別選

用五種語言與全場嘉賓打招呼。她接著笑
說，對在座獲獎的勞工朋友來說，這時刻
應該是一種「一輩子就這麼一次」的心情，
既期待又緊張，看到每一位獲獎者都梳妝
打扮，以非常隆重的心情來出席這場盛會，
更打趣表示「說不定有人身上穿的禮服，上
一次穿可能已經是結婚的時候」。

許銘春更提到，在座的各位來自於各
行各業，有現場操作的技術人員、疫情期
間辛苦的醫護們、也有廚藝精湛的餐飲主
廚、還有清潔隊員、駕駛員與巡山員等，
也包含長期投身工會、為勞工發聲及爭取
權益的工會領袖及會務人員們，每一位都
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

而勞動部在這次頒獎典禮的場地佈置
也別出心裁，委由技能競賽裁判長周英戀
與裁判長施慧雯，帶領技能國手於典禮前
趕工製作花藝及巧克力，「用尚水的花、尚

好吃的巧克力，為模範勞工獻上最高的敬
意」，就像是在座的模範勞工用專業提供大
眾舒適的生活環境，年輕的一代便用自己
的技術回應，感謝他們胼手胝足的努力。
許銘春說，這就是一種飲水思源、這就是
一種世代傳承，也是台灣世世代代追求的
互助進步價值。

  職場上努力打拚  
家人是最強後盾
頒獎典禮現場也看到不少模範勞工攜

家帶眷、或由公司的主管與同事陪伴出席，
許銘春也特別感謝一同至現場參與的寶眷，
因為有家人與同事的支持，每一個勞工才
能安心在工作上追求卓越表現，這些支持
的力量，也是他們不斷努力的動力來源。

許銘春強調，努力大半輩子，能夠被
看見、被肯定，站上全國的表揚舞台，非常
不簡單，或許對有些人而言，「工作就是賺
口飯吃、照顧家庭，認份、認真比較實在」，
但站在大眾利益及政府的角度，正是因為每
一位勞工堅守崗位，專注在自己的專業領
域，發揮一己之力才能推動台灣的社會進
步，「各位都是那一道照亮台灣的光」，如
同今年的主題：光前耀後、照亮台灣。

▲ 勞動部長許銘春特別用五種語言打招呼

▲ 勞動部今年特別製作個人掛報給模範勞工留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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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疫情前線  
馮葶憶率領團隊堅守
馮葶憶從事護理工作近 27年，回憶

起最初面對COVID-19疫情，她表示，早
在 2019年底就有聽聞這新興傳染病，政
府當時也積極在協調相關收治方式、沙盤
推演若疫情叩門時的因應，在 2020年農
曆年前，林口長庚胸腔內科加護病房因為
有獨立負壓病房，所以被指定為優先收治
確診者的專責單位。

國內本土疫情於 2021年上半年日益
嚴重，林口長庚胸腔內科加護病房就收治
了全國三分之一的重症患者。馮葶憶說，
一開始大家對這病毒很陌生，第一年真的
很辛苦，後來因國內外陸續累積個案，醫
療照護才有較明朗的方向，也順利與醫師、
護理師、呼吸治療師等團隊，建立起針對
COVID-19的新興照顧模式，並不忘兼顧
工作人員的健康。

迎向未知挑戰 團隊步步為營

馮葶憶說，面對未知的病毒，壓力是
很大的，她只能全心投入工作、不停思考該
怎麼做到最好照護，同時照顧醫護同仁的
心理健康。她也感謝醫院給予強大的後援，
不僅物資充足，更用心於醫療人員的照顧，
包括準備獨立沐浴間、防疫餐，還有身心
科醫師提供的「舒壓專線」，甚至在遇到政
府津貼撥款的時間差時，醫院也先主動提
供補助，著實是最堅強的後盾，讓同仁能
放心專注面對工作。

拿下國家生技醫品獎，馮葶憶將榮耀
歸功於整個團隊。她說，「團隊們都很主動

台灣勞工季刊｜ No.7058

COVID-19疫情影響台灣進入第三
年，辛苦的醫護人員也默默在醫療前線
堅守第三年。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胸腔內科護理長馮葶憶帶領
團隊，在去（2021）年國內本土疫情爆發
期間，收治了全台三分之一的重症患者，
團隊照護品質卓越，獲得國家生技醫品
獎SNQ-戰役特別獎-首獎，是在這場面
對無形敵人的艱難戰役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內科第三加護病房護理長

｜馮葶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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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去設想細節，每天開會也都是討論如何
提供給病人最好的照顧」，團隊向心力強、
鬥志高昂，再加上既有的扎實訓練基礎，
「沒有醫師們主動協調更有效率的治療方
式，沒有護理師給我力量，我也撐不下去」，
馮葶憶說，她也十分謝謝這些優秀醫護人
員的家人們支持，讓他們能在職場奮戰。

看盡人間離別 盡心盡力照護病人

國內去年 5月因病毒變異株致疫情爆
發，重症患者人數大增，馮葶憶表示，當
時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家戶感染，所以很多
是一人確診、全家就被隔離的情況，甚至
還有人只是帶著簡便的外出包來看醫生，
就馬上被隔離收治，完全沒有機會準備。

馮葶憶舉例，有個阿姨被兒子傳染後
住進重症加護病房，一開始還能說話，後
來病情開始惡化，當時醫師建議要插管治
療，但阿姨跟多數人一樣，非常抗拒插管
處置。她回憶當時情形，護理師透過電話
視訊的方式，讓阿姨先跟兒子、媳婦講講
心裡話，同時也鼓勵她不要放棄，透過積
極治療一定可以康復出院。在醫護人員理
性分析利弊、家人溫情鼓勵之後，阿姨決

定接受插管，最後病況好轉、順利康復，
平安出院與家人團聚。

「其實不是每個病人都有好的結果」，
馮葶憶表示，曾收治一個也是家戶傳染的
高齡者，病況很不好、且子女也在隔離中。
考慮到子女可能會錯失父親的最後一面而
抱憾終生，她說，護理師以視訊方式讓他
們道別，病患的女兒更提出心願，期盼現
場的護理師能代替她給予父親最後的擁抱。
馮葶憶說，「依照規定他們無法見到爸爸
最後一面，但他們很感謝護理師能在這嚴
峻的時刻，代替自己照顧家中的長輩」。

栽培護理人員 延續醫療照護工作

馮葶憶說，依照COVID-19病毒變異株
逐漸流感化的態勢，代表未來不只是在胸腔
內科，包含心臟科、腸胃科、兒科等各種科
別，都有機會遇到確診者。「醫療體系會更
辛苦」，她說，期許自己能繼續留在臨床、
栽培更多優秀的護理師，因為單憑一個護理
師，一輩子或許只能照顧 300個病人；但
成為指導者、帶出 30個優秀護理師的話，
就有機會照顧好 9,000個病人，將醫療照護
的能量長久延續。

▲ 馮葶憶與其團隊通力合作，照護品質卓越，獲得
國家生技醫品獎SNQ-戰役特別獎－首獎

▲ 馮葶憶盼繼續栽培護理人員、延續有溫度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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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40年總鋪師經歷 
蔡裕峰代表出國參賽
蔡裕峰表示，他從事餐飲業逾 40年，

因為「總鋪師」的廚師職業與一般公司職員
不同，在考取相關證照之後，可以透過工
會參加衛政講習、投保勞健保、或進修課
程等都很方便，所以早在 20多年前職業
工會草創時期，他就主動加入工會。

因為廚藝精湛，蔡裕峰很早就與其
他總鋪師代表台灣一同出征國際賽事，
在 2000年參加新加坡國際廚藝挑戰大賽
（FHA）時，就深深受到震撼。他說，當時
比賽辦在新加坡的樟宜國際機場旁，場地
與規模都非常盛大，但最令他難忘的，就
是看到異國團隊陣仗，不僅讓老、中、青
三代成員發揮所長，更將菜餚的展示從靜
態變成動態展現。

學習他國長處 融入台菜精神

「新加坡華人飲食習慣跟我們雷同，
但那一次看到新加坡打團體戰、組織能力
相當強。」蔡裕峰指出，星國團隊中的老師
傅負責坐鎮、監督指導，中生代負責執行
操作食物，新生代則負責前置工作與學習
經驗，工作任務分配得相當好。同時，他
也發現，過去展示菜比賽的時候，台灣團
隊常會利用書畫、毛筆字等靜態展示，但
早在當年新加坡團隊就開始使用動態、立
體的方式處理，例如搭配模型、機械動力
等裝置，展現出來的質感非常好，這十分
值得學習借鏡。

台灣勞工季刊｜ No.7060

從事餐飲業逾 40年，台南市外燴
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蔡裕峰致力
於推廣台菜文化，於 2020年勇奪世界
廚王爭霸賽金廚獎、2021年獲選台南市
職人獎，代言台南料理掌廚總鋪師，不
僅透過比賽方式讓外界看到台菜的細膩
優點，更將台菜作為拉近邦交國感情的
秘密武器。

台南市外燴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蔡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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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峰說，台灣師傅的強項，就是會
一步一腳印、按照基本步驟來打底，「現
在川菜、粵菜等常會把工序、工時省略，
靠化學調味去處理，多半注重外觀擺盤」，
但台菜師傅仍會花很多時間按部就班，例
如熬高湯等前置工作一項都不會少，比其
他國家更精準。他說，台菜的底蘊雖然不
像其他國家的料理那麼深，而且受到中國
派系、國外飲食文化影響，「不過我們的
優點就是會去蕪存菁，將台菜變成美食文
化的大熔爐」，更能巧妙搭配在地食材，
結合變化出獨具特色的優秀料理。

不浪費、發揮在地食材  
台菜令人驚艷

在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蔡裕峰
曾赴香港推廣台灣辦桌文化。他說，「那
一次獲得非常好的口碑與迴響」，而且也
是在那次交流中發現，中國、香港的廚師
在進行料理時，會直接將食材邊料當作廚
餘丟棄，但台灣的總鋪師是將食材做出最
大化的運用，讓料理整體搭配起來。

蔡裕峰說，還有一次他受邀以中南美
邦交國的當地食材入菜，並使用台式辦桌
模式展現，外賓吃了都相當驚艷，完全沒
有想到母國的食材在台菜的烹煮手法下，
會有如此細膩的變化，例如貝里斯的蝦類
料理非常有名，過去慣於炸、炒的方式進
行，「當時我們就搭配台灣啤酒 18青做成
啤酒蝦，讓他們十分印象深刻」，蔡裕峰
回憶，當時甚至配合外賓信仰，製作台式
米糕時，將菜式中的豬肉換成牛肉，讓他
們也可以體驗台灣的米食文化。

發展台菜莫忘精神 盼長久傳承

談起台菜，蔡裕峰便如同打開話匣子，
如數家珍地分享過去經驗。他非常希望台
灣飲食文化不會被時代淘汰，特別是在傳
承餐飲倫理、飲食精神的部分，想要能一
代一代傳接下去，「職業精神、職業道德都
要好好保持，各行各業皆然，自己的道德
觀、價值觀都不可以淡掉」，蔡裕峰說，要
保持著優秀的中心思想，才能在宴席中，
擺出一道又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

▲ 從事餐飲業逾 40年，「總鋪師」蔡裕峰屢屢代表
台灣對外推廣台菜之美

▲ 蔡裕峰認為台菜優點在於注重基本功、追求層次
感，扎實呈現料理的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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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出發　 
謝浩忠翻轉經營福委會
謝浩忠表示，自己先是任職於台南隆

田酒廠、後來調動至屏東酒廠，現在為製
酒領班。臺灣菸酒公司有 27個分支單位、
各有獨立工會，與中油、台電工會不同，
是屬於全國聯合會性質，各轄下工會都有
獨立的理事長，聯合會經費來源則是由各
工會繳納支應。

從屏東起步，謝浩忠最早投身於屏東
酒廠工會，他解釋，當時發現福利委員會、
福利社接近倒閉，於是自告奮勇跳出來服
務，希望透過工會協助讓福利社經營起色、
爭取更多員工福利。由於增加福利讓同仁
很有感，後續也能繼續凝聚向心力爭取勞
動權益，例如在職務調動上應先與員工協
調、讓勞工受到尊重，甚至辦理團體保險，
讓同仁們工作上無後顧之憂。

8年當 4年做  
打破僵局、簽下團體協約

謝浩忠熱心服務的個性也讓他把觸角
延伸到全國聯合會，2000至 2014年擔任
全國聯合會勞資代表、常務理事，2018

年至 2022年擔任理事長。他笑說，雖然
理事長可以做 2任，「但我把 8年當 4年
做」，期間甚至突破困境，完成近 25年沒
有簽訂的團體協約。

到底是如何打破僵局、簽下團體協
約？謝浩忠表示，勞動部推動簽署團體協
約是很好的政策，讓企業能夠給員工很多
保障與權益，減少勞資衝突、增進勞資合
作、共創雙贏。臺灣菸酒公司一直都有在
討論團體協約，但勞資雙方各有立場，「我

台灣勞工季刊｜ No.7062

帶著爽朗的笑聲，臺灣菸酒股份有
限公司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謝浩忠一
開口就有南部陽光般的溫暖氣息。從福
利委員會開始，謝浩忠工會資歷逾 15

年，擔任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之後，不僅
順利簽訂了 25年來難以突破的團體協
約、更讓臺灣菸酒公司連續 3年締結安
全伙伴，樹立起重要的里程碑。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謝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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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後就一直積極協調整個簽約進度」，
謝浩忠說，且公賣局時代其實就曾簽過團
體協約，但中間又浮現許多問題，例如較
有爭議的民營化、或爭取全勤獎金列入員
工平均工資等。

勞資放下爭議 友善條約先行

謝浩忠說，他在 2018年上任時即主
動釋出善意，與臺灣菸酒公司溝通，希望
先暫緩有爭議的部分，將其餘沒有爭議的
49條先簽約、接下來再依各爭議部分慢慢
談，最後在 2019年 5月終於完成簽約。
而這「試用版」的團體協約也擴及 27個單
位，後續在勞動部的允許下，簽訂了正式
的完整團體協約，讓勞工福利大躍進、甚
至部分福利優於勞基法。

爭取締結安全夥伴 保障職場安全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勞
動部職安署）近年透過締結安全伙伴關係，
協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與缺失，並共同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及災害預防工作。謝
浩忠表示，這是勞動部職安署很好的一項
政策，臺灣菸酒公司的前身為公賣局，歷
經十分漫長的 121年歷史，如今也該與
時俱進，在他擔任理事長後，也積極爭取

臺灣菸酒公司跟勞動部職安署簽訂安全伙
伴，甚至後續更續約 2年，落實維護職場
安全、減少工安事故，保障職場安全健康，
同時也有利於建立企業形象。

未盡之志 栽培後起新秀接手完成

展望未來，謝浩忠表示，現在這一任
理事長任期還剩下 2個月、明年也將到達退
休年齡，現在已經著手栽培新人，希望後繼
有人能完成未盡之志。他說，除了民營化、
全勤獎金納入平均工資這兩部分之外，還有
「調薪脫鉤」這重大目標要去協商。

謝浩忠解釋，臺灣菸酒公司過去調整
薪資的時候，都是跟公務人員一起調整，
不管企業努力賺了多少錢，薪資調整就只
能跟依循公務人員的規則。他認為，既然
要民營化成為企業，員工賣力幫公司賺錢，
在乎的就是有成果，比如有無獎金、薪水
可否調整，「如果比照公務員，對同仁是
不公平的」。因此謝浩忠希望下一任理事
長可以繼續協商，讓財政部、臺灣菸酒公
司雙方都同意，未來無論人才晉用、或是
獎金發放，都能依在協商後的草案實施，
讓公司企業能夠更好、更強壯，擦亮臺灣
菸酒公司的招牌。▲ 打破僵局，謝浩忠順利推動簽訂團體協約

▲ 謝浩忠盼工作交棒，延續擦亮臺灣菸酒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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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鳳回鄉投身工會　 
會員人數翻 3倍
陳金鳳表示，過去在台灣本島工作的

時候，多從事會計、記帳等內勤工作，後
來有機會就回到馬祖，進入工會，一待就
是 20多年。她說，自己是馬祖人，對馬
祖環境比較熟悉、而且對這塊土地有濃厚
的情感，想要回鄉工作充實自己、，也盡
一己之力協助家鄉的人。

「馬祖、離島的資源真的比較少，一
開始電腦很少、會員也很少，大概只有
200多人。」陳金鳳說，工會有很多事情要
改革，但理事長的事務繁忙，就由她來負
責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各項評估，許多議
題除了向理事長報告，還要爭取到各理監
事認同、最後還要在會員大會通過才能執
行，光是溝通就耗費許多時間。

陳金鳳解釋，離島的行政資源不足，
與台灣本島不同，橫向聯繫其實很不方便，
舉例來說，有些事情在電話裡面講不清楚，
必須要帶著資料前往拜訪，但可能有些理
監事人在莒光，從南竿搭船過去就要 1個

台灣勞工季刊｜ No.7064

抱著服務家鄉的心情，連江縣馬祖
總工會秘書長陳金鳳 2000年回到馬祖，
一待就是 20多年。在她的努力耕耘下，
不僅辦理勞工教育訓練、提升會員知能，
協助政府政令宣導，讓離島跟本島的資
訊零時差，更凝聚四鄉五島的勞工們，
讓工會人數成長近 3倍，盡力爭取離島
地區勞工權益。

連江縣馬祖總工會秘書長

｜陳金鳳 ▲ 爭取工會權益、推廣勞動教育，陳金鳳挺住馬祖
總工會，讓會員人數翻了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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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光是往返的路程就要花費超過 2小
時，「雖然常常要花很多時間溝通，但溝
通的效果都很不錯」，再加上時間一久、
大家有默契，推動工會事務就更順利，會
員人數也突破 600多人。

離島資源不足 克難步步往前

離島資源不足，陳金鳳表示，很感謝
每一位願意到馬祖舉辦活動的講師。她說，
勞動部與地方政府雖然很支持，但馬祖交
通不方便，很多講師到馬祖上課的意願其
實不高，所以課程舉辦上還是會遇到一些
難題，例如堆高機、吊卡車的課程會受到
硬體限制，在馬祖上課的時候只能上學科，
術科課程必須要回到台灣本島才能進行，
「有些勞工人生地不熟，還要帶著他們一
起考術科，這反而成為比較大的限制」。

但即便受到限制，陳金鳳指出，近年
來勞工教育課程仍非常受到歡迎，像是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營造業的危險宣導等，
「馬祖其實很多營造業勞工，每年 6小時
的再教育課程是工會的熱門課程之一」；
另外，近幾年來受到疫情影響，國人無法
出國就轉往離島度假，在觀光客越來越多

的情況下，她也開始進行店面服務課程，
指導馬祖的服務業勞工一些基本服務業守
則、改善服務態度。她笑說，常常電視上
有什麼課程，就會接到會員電話來詢問可
不可以開課，也相當開心看到會員們積極
學習的心情。

推動年輕化 盼尋工會新落腳處

連江縣人口外移嚴重，馬祖總工會的
幹部很多都是資深長輩、平均年齡超過 65

歲，陳金鳳接下來希望能夠推動工會年輕
化，但她坦言，現在有更急迫的議題，就
是工會目前使用的勞動育樂中心租約將在
2024年底到期，必須要尋覓新場地，雖然
有找到新的位置，但因為經費不足，期盼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能予以挹注，讓他們
繼續可以舉辦各式活動，將勞動教育的觸
角伸往每一個角落。

 平凡中的不平凡 向勞動者致敬

為感謝今年獲獎的模範勞工與移工在
個人崗位上的付出，勞動部更特別製作全
國模範勞工得獎特輯，委派攝影師前往模
範勞工與移工的職場，拍攝留下他們辛勤
工作的身影。

勞動部長許銘春也在特輯中發表這段
話：「翻閱別人的故事，回頭看自己的人
生，勞動是庸碌一生，卻也是平凡中的不
平凡。」並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勞動者致
敬，未來勞動部也會持續努力，推動符合
勞工所需的各項法令與政策，繼續做全國
勞工朋友背後安穩的靠山。

▲ 服務家鄉，陳金鳳投入馬祖總工會逾 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