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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茂興─
曾茂興─苗栗客運案簡介

1988 年是臺灣工運史上值得記載的一年，當時全臺地方客運業勞動者普遍
體驗著低底薪、超時工作、變相的獎金制度迫使勞動者為資方賣命等等惡劣的勞
動條件。該年年初，桃園客運抗爭事件的成功點燃解嚴後初期臺灣工運的火苗，
由北而南，從桃園到新營、高雄，曾茂興帶著自己生活經驗中種種被資方剝削、
壓迫的處境與領導桃客抗爭的初步成功2，開始在臺灣客運業興起工運浪潮，他
不相信什麼太高深的社會理論，只要擁有素樸的正義感，便可以發現台灣勞工被
壓迫的處境。
一、

桃客事件率先發難

曾茂興自 1980 年起至桃園客運任職，此時桃園客運已經沒有收票員的制
度，司機一個人必須負擔剪票、收錢、找錢的工作，工作時間也長，排定的發車
班表常常讓司機們沒有正常的生活作息，薪資制度上以低底薪加上各式獎金誘使
司機為公司賣命，也衍生了惡性的競爭關係，司機為了搶載客獎金、里程獎金，
不惜過站不停甚至超速搶乘客。儘管長工時且惡劣的勞動條件增加了客運司機肇
事的風險，但客運公司僅為司機們承擔一小部分肇事責任/賠償，還要因此扣薪
水。表面上看來，乘客們對司機的印象便是不友善的服務，但乘客們所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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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何明修，
《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
領導第一波客運業罷工浪潮的桃客事件，最後則是在曾茂興、謝榮清兩位工會主要幹部遭資方借故開除
後退出了工運的舞臺，曾茂興雖向桃客公司提起告訴，但在司法程序上最後是以高院判決桃客公司勝訴，
而最高法院駁回曾茂興上訴的結局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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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壓迫司機的那套勞動體制。
1984 年勞動基準法通過，雖然這一個版本的勞基法在資方團體強力動員下，
許多與勞工權益及保護的規定打了折扣，且資方也未必立即改善其違法事項，但
仍具有重要意義，關於工時、加班費、休假等，勞工至少得到了形式上的承諾，
也開始積極關注勞工自身的權益，成為日後勞工運動起步的關鍵。
1987 年底桃客工會成立，勞方在理事及監事的選舉中，拿下了全部的席次，
並開始向資方追討自 1984 年勞基法施行以來桃客公司積欠的加班費。隔年春節
前，工會向公司提出包括每月休假四天、春節休假三天、增加除夕至初二的加班
費、合理發放春節獎金等要求，但是資方在召開董事會後，並未積極回應工會的
訴求，曾茂興及其他工會幹部決定自 1988 年 2 月 14 日開始罷工。14 日當天，
資方及桃園縣官員與工會談判皆沒有結果；15 日桃園縣政府送來一紙公文，引
用國家總動員法要求司機立即復工，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郭吉仁律師擔心政府
可能會藉口解散工會，因此勸說工會幹部先復工，當日下午，工會召開記者會，
曾茂興向大眾說明復工的決定，並沉痛控訴客運業勞工所承受的壓力，最後宣佈
除夕起司機休假三天，將司機群眾帶離會場。
那個春節，桃客司機們得到了與家人團聚的機會，工會與資方也在 22 日年
初六達成四項協議：(1)年終獎金多發六千元。(2)紅利的發放，公司幹部不得超
過司機的三倍。(3)落實休假制度，加班需取得工會與本人的同意。(4)公司不得
追究罷工的員工。
而曾茂興本人，則自此開始工運的南征北討，他向公司申請留職停薪，四處
協助客運司機抗爭，在其他業者向桃客施壓的情況下，曾茂興遭到資遣，儘管工
會決議聲援，並沒有改變桃客公司的決定。
二、

工運的轉捩點：苗客事件
結束桃客抗爭事件的曾茂興，並沒有因此便安份地回到駕駛座上運轉方向

盤，而是開始為臺灣各地的客運業抗爭掌舵，1988 年四月底，他先帶著一些桃
客工會的幹部投入高雄客運的抗爭，在勞動節發動罷駛，雄客公司不堪虧損及官
方要求復駛的壓力，答應了勞工的六項要求，司機們也攻佔了原先由管理階層把
持的工會。接著，曾茂興等人來到新營，端午節的罷駛使資方同意調整薪資結構
與休假制度，並進而追討未曾發放的加班費，最後在政府斡旋下，資方同意補發
加班費，但須斟酌營運情況決定補發數目。
1988 年五月，苗栗客運工會在曾茂興的指導下成立，但是與資方的溝通並
不順利，談判破裂後，苗客工會決定進行罷工抗爭，但由於工會考量罷工可能造
成的社會成本，選擇在暑假期間進行罷工，也因此並未對資方造成太大壓力。7
月 25 日，苗客工會決議以召開臨時會員大會的名義展開抗爭，召開會員大會前
不再與資方談判，苗客公司向苗栗縣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縣政府通知
勞資雙方派代表至縣府開會協調，並函覆苗客工會，不准其召開會員大會，但工

2

基礎法學與人權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Legal Theory and Human Rights Studies

會常務理事張俊明仍舊召開會員大會，多個工運團體前來聲援，政府對勞資雙方
分別施壓，派駐警力進駐抗爭地點，也要求資方限期解決此事。
苗客公司在罷工第 6 天要求員工七日內復工，否則依法解僱，但工會並未屈
服於資方的強硬態度，持續進行罷工，第 18 天，工會決定至臺北抗爭，迫使勞
委會出面解決，前來支援的工運團體也在苗栗頭份舉行全國勞工大會呼應苗客工
會的抗爭，最後勞資雙方在勞委會的折衝下才重新展開談判，結束長達 23 天的
抗爭行動。
苗客事件展現出解嚴後勞工團結的強大力量，迫使中央政府出面處理勞資爭
議，但也讓政府顯露了親資方的立場，以警力、地方政府力量甚至法院的罷工禁
制令來對付工運團體，法律文件資料庫於本件所蒐集之資料即為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檢察署針對張俊明、曾茂興、汪立峽等人之起訴書以及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對該
案之判決，承審法官判決曾茂興等三人「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勞方不得
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怠工貨其他影響秩序之行為，此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8 條所明定，被告等竟公然演說煽惑苗客工會會員違反上開法令而罷工，核其等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153 條第 2 款之罪…」，處以三個月有期徒刑，然而當時資方
在協商上的消極態度，遲遲不踐行勞基法所要求的勞動條件，令人不禁要問，除
了抗爭，勞工們如何遠離長期剝削他們的勞動體制？而曾茂興本人，也在苗客事
件落幕後不久被桃園客運公司解僱，從駕駛座到工運最前線，他似乎已沒有選擇
的餘地。
三、

全職的工運路

曾茂興遭桃客公司解僱後，「正式地」成為勞工運動的工作者，四處參與或
協助各地的工運，1990 年參與遠化罷工遭判刑兩個月，其後入獄服刑；1996 年
擔任聯福製衣廠員工自救會顧問，協助失業勞工長期抗爭，並帶領失業員工臥
軌，被依公共危險罪判處一年十個月徒刑，2000 年再度入獄；其間馬不停蹄地
協助各地失業勞工抗爭運動，並於 1998 年及 2001 年參與立法委員選舉，然皆落
選，2003 年任國策顧問，2007 年因肝癌病逝。

「曾茂興─苗栗客運案」相關文件請至法律文件資料庫瀏覽：
A.人權案件檔案→0009 勞動人權→0001 曾茂興─苗栗客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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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訊息】
●第二屆「司法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於 2011 年 6 月 24、25 日將舉行第二屆「司法
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將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內
容包含現行司法制度的實證研究、臺灣憲法法院運用國際法的經驗研究、違憲
審查宣告法律失效與行政部門間互動關係的實證研究、南非民主化運動、司法
裁量的道德與經濟後果、量刑的實證研究等主題。
●第六屆法律實證研究年會(Conference o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CELS)
第六屆法律實證研究年會將於 11 月 4、5 兩日於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舉行，該
年會目前徵求會議論文中，範圍以法律或法律相關議題的經驗研究為主，包括
應用統計方法對資料進行蒐集、描述與分析，並輔以案例研究；亦可能接受針
對難以得到量化資料的主題進行案例或訪談研究。
會議論文徵稿截止日期為 7 月 8 日，會議網址如下：
http://www.law.northwestern.edu/faculty/conferences/cels-2011/#info
●島弧人權─亞洲人權的理論,實務與歷史國際研討會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與台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將於 6 月
11、12 日舉辦「島弧人權─亞洲人權的理論,實務與歷史國際研討會」，發表
論文主題包括「原住民人權」
、
「台灣廢死運動」
、
「人權法治教育」
、
「亞洲人權
經驗」等，會議地點為輔仁大學濟時樓國際會議廳。
●司法改革核心問題系列講座：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針對司法改革問題舉行系
列講座：
第一場：6/01 法庭觀察與法官法的立法
主 持：謝昇佑／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主 講：林峰正／民間司改會執行長、律師
第二場：6/22 檢察官最大？我們要「追緝惡檢」！
主 持：謝昇佑／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主

講：林永頌／民間司改會董事、律師

第三場：7/06 從性侵再犯事件看台灣相關法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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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謝昇佑／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主

講：盧映潔／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第四場：7/20 從個案看司法（邱和順案、曾文杞律師市調處事件）
主 持：謝昇佑／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主

講：林峰正／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人權活動快報】
●「台灣人民挺農村」凱道守夜行動
政府濫用行政權力強制圈收農地，不但侵害到農民的居住權、就業權與生存權，
也同時危及全台糧食安全，717「台灣人民挺農村」凱道守夜行動，是以農民為
主體、非政黨動員的公民運動，由各地農民自救會、社運團體自主發起，透過網
路、基層宣傳，號召民眾參與。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呼籲各地縣政府
要全面暫停現行農地徵收作業，重新評估農地徵收的「必要性」
、
「公益性」與程
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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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證快訊】
Wal-Mart v. Dukes 案與勞動待遇的性別差異
全球最大零售商 Wal-Mart 被其女性員工以集體訴訟方式控告性別歧視，美
國最高法院日前駁回這個史上最大宗的性別歧視集體訴訟案，Wal-Mart 的女性
員工指控 Wal-Mart 支付女性員工較低薪資，並限制其升遷管道，系統性地對女
性員工進行性別歧視。
原告引用了大量的實證統計證據：統計學家 Richard Drogin 比較各地區
Wal-Mart 女性員工晉升為管理階層的數量與可用鐘點勞工中的女性比例，進行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es)，Drogin 認為經過分析比較後，Wal-Mart 的男性員
工與女性員工間在晉升管理階層的問題中有「統計上的重要不均(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sparity)」
，而此不均等的升遷機會只能以性別歧視來說明；勞動經濟
學家 Marc Bendick 則在比較 Wal-Mart 與其他零售業者的勞動力資料後認為
3

Wal-Mart 相較於其他同業晉升較少女性員工為管理階層 。
但這些實證研究並沒有在美國最高法院中得到多數的迴響，Wal-Mart 反駁
該公司對於旗下分店在內部管理上給予很大的自主，大法官亦認為原告所引用的
實證資料並不足以證明 Wal-Mart 公司在薪資以及升遷問題等雇用政策上系統性
地歧視女性。
儘管本案中原告所引用的實證資料未被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採納為推論
Wal-Mart 公司在員工雇用上系統性歧視女性的理據，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們
也不否認該研究資料的確反映了部分在勞動待遇上所出現的性別差異4。

本案中關於實證資料的說明請參考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0pdf/10-27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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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實證研究分析勞動待遇中的性別差異與不平等，請參考陳昭如、張晉芬，〈性別差異與

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
，《政大法學評論 108》
，頁 6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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