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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尋找米奇的良心

──迪士尼產品的中國製造廠商勞工調查報告之二》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SACOM

2006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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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是由香港各大專關注中國工人生活的學生以及教師
所組成，透過第一手調查來瞭解跨國知名品牌廠商的勞動條件，並且積極與關心中國工人權
益的社會團體保持聯繫，互相合作，以要求這些外資廠商遵守中國勞動法令、負起應有的企
業社會責任。

去年的調查結果

去年暑假 SACOM 發表《找回米奇的良心—迪士尼公司所屬中國製造廠商的勞工調查報告

》，調查結果發現四間對象工廠均嚴重違反《勞動法》，問題總結如下：

一）沒有保障女工權利，如女工懷孕，會被工廠辭退；

二）工資遠低於法定標準，工人平均時薪只有 2.7 元人民幣，而且大部份也不獲發加班工資

；

三）不透明及紊亂的工資計算方法：工人的工資普遍是混合計時及計件，計算方法混亂得連

工人都看不明白，而且經常少付工資；

四）工時遠超過最高標準：工人普遍每天工作 12至 14 小時，趕貨時更會通宵加班，甚至有

連續加班 30 小時的違法情況；

五）車間環境惡劣：車間不停有機器開動，氣溫非常高，而車間只提供少量風扇，其中一些

部門更須接觸化學品，可是工廠也沒有向工人提供如口罩等相應的防護工具；

六）食宿條件惡劣：工廠宿舍每間房住 12至 20 人，而且食物不衛生，還須工人每月付 150

元（人民幣，下同）；

七）欺騙查廠人員：工廠會先準備好虛假的文件，如工資單、勞動合同，而且將大部份不願

合作的工人困在宿舍，安排部份已接受工廠「造假培訓」、懂得對查廠人員說出「標準答案

」的工人上班；

八）刁難工人辭工：工廠以扣押工資等手段，刁難工人辭工；

九）工傷問題嚴重：其中一間工廠每星期平均有二至三宗工傷個案，原因是工人安全培訓不

足及機器殘舊失修

迪士尼公司公開聲稱已不斷派員調查工廠的勞動條件，然而以上嚴重違反《勞動法》及迪士

尼《生產行為守則》卻不斷發生，我們認為迪士尼公司的查廠制度成效實在值得質疑。

問題持續無改善

SACOM 去年調查四間迪士尼供應商，事實上反映了迪士尼供應商的普遍問題。因此，

SACOM 去年發表報告後，隨即引起香港及國際社會對迪士尼公司在勞工標準方面的廣泛關

注。去年九月至今年二月期間，SACOM 曾嘗試與迪士尼的相關部門展開對話，然而迪士尼

公司一直採取迴避實質問題、不願承擔責任的態度，除了其中一間的調查工廠稍稍改善了工

傷的問題，其他受關注的問題一直沒有實質改善，更遑論建立工人能參與的機制改善整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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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的生產行為。SACOM 在今年暑假新一輪針對迪士尼的供應商進行的調查，發現去年發

現的問題沒絲毫改善，迪士尼供應商仍然嚴重的違反《勞動法》及迪士尼自己的《生產行為

守則》。

（二）詳細報告

2006年暑假，八名 SACOM 的成員再次組成調查隊伍，前往位於珠江三角洲的珠海、深圳
等地，針對三家分別是港資、日資及澳門資金的工廠進行調查。這三間公司均為迪士尼授權
或供貨的外資廠商。

A) 三間工廠基本資料

煌星 齊生 鑑隆

廠名 龍崗煌星輕工制品廠 齊生燭業制品廠 珠海鑑隆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龍崗區龍崗鎮龍

東村

深圳市龍崗區坑梓鎮

秀新村新喬圍工業區

珠海市香洲區

洪灣工業片區

工人數目 1000 人 500 人 800 至 1000 人

資金 日本 香港 澳門

生產類型 輕工

(為迪士尼生產鎖匙扣)

燭業

(為迪士尼生產蠟燭)

塑膠玩具

(為迪士尼生產玩具)

以上三間工廠都是迪士尼在中國的供應商，以特許經營商的身份生產印有迪士尼品牌的消費

品。

B) 工資過低

綜合工人提供的資料，整理如下：

煌星 齊生 鑬隆

平均時薪 3.41 2.19 2.04

平均月薪 900-1000 500-600 600-800

淡季 400-500 元/月 400-500 500/月(1.7/小時)

加班費（法例規定為

平常的 150 %）

沒有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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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法定最低工資五成，沒有加班費

三間工廠也嚴重違反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深圳經濟特區外現時最低工資標準為 700 元，時

薪 4.02 元，可是煌星及齊生兩間工廠，平均時薪只有 3.41 及 2.19 元，比最低工資標準少

了 15% 及 45%；而珠海現時最低工資標準為 690 元，時薪 4.12 元，可是鑑隆平均時薪只有

2.04 元，比最低工資標準少了 50%。

根據《勞動法》，平日加班為日常時薪的 1.5 倍，休息日為 2倍，法定休假日加班為 3倍。

可是，三間工廠都沒有付工人法定加班費，齊生廠甚至出現加班工資比平時工資還低的荒謬

情況，齊生工人表示平時時薪 2.25 元，可是加班只有 2元。

淡季：強迫工人休息，扣除生活費，工資變負數

苦要工人獨力承擔，果卻不與工人分享！工人稱在淡季工廠沒貨時，老闆便強迫工人「調

休」，「調休」後工人便拿不到工資，結果工人在淡季時工資遠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在淡季

時，齊生廠的工人表示經常沒貨，連正班都上不足，因為工人是計件支薪的，沒貨就沒工

資，工人經常只拿到 500-600 元月薪，有的工人甚至扣完 85元宿費、餐費後，工資變成負

數，倒欠老闆的債！客戶查廠時工廠同樣會「調休」，我們遇到的一個例子是，鑑隆廠有一

個月工人須「調休」14天、工作 14天，結果工資只得 500 多元。

Ｃ) 工時過長

工時遠超法定標準，平均每天工作 11-14 小時

三間工廠都有嚴重的超時工作問題，旺季最短的每天工作 11小時，最長的達 14小時，很多

時候工人須從早上 8:00 工作至晚上 11:30。工人每月工作最少 28天，趕貨時須一個月工作

足 30天。工人均表示，他們根本不可以拒絕加班。《勞動法》規定，工人每天加班不可超

過 3小時，每月累積不可超過 36小時，每星期至少有一天休息，工人加班應為自願性質，

工人可拒絕加班。但是，工廠卻用盡各種辦法，強迫工人加班，如鑑隆廠規定工人每月必須

做滿 28日，否則會扣工人 50-60 元生活費（相當於工人兩至三日工資)。

綜合工人提供的資料，整理如下：

煌星 齊生 鑑隆
正班 (舊廠) 8 小時/天，26天，

共 192 小時/月
(新廠) 8 小時/天，22天，
共 176 小時/月

8小時/天，28天/月，共 224
小時/月

8小時/天，28天/月，共 224
小時/月

加班 3 小時/天，共 60小時 3-4 小時/天，30天工作（星期
天晚上不加班），共 108-136
小時/月

(一般)3-4 小時/天，28天，共
84-112 小時/月
(趕貨)30 天，共 108-136 小時/
月

每月總工時 (舊廠)252 小時/月
(新廠)236 小時/月

332-360 小時/月 332-360 小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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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資計算不合理

工人知情權被剝削

工資的計算方法是工人最基本的知情權，可是三間工廠工資計算方法都非常混亂，所有受訪

的工人均表示不清楚自己工資的計算方法。煌星廠的工資單並没有詳細的資料，有些工作了

7、8年的受訪工人也表示，不知工廠是如何計算工資：「工廠發多少就拿多少了」。齊生

廠更連工資單也沒有。一位鑑隆廠的工人表示，他們自己算工資，發現每工資都會算錯，他

們就要求看計算機（記錄工資的機器）的數據，主管一直拒絕。工人稱自己曾去偷看，但發

現很多地方算錯，不是單價算錯就是件數算錯。

越努力工作，工人計件工資越低

據齊生廠及鑑隆廠工人表示，主管見工人熟手後會把單價降低，以免工人工資過高。有鑑隆

廠工人表示，於「無塵車間」把仿寶石用膠水粘在玩具上，隨著工人的產量提升，單價會一

直下降，以前一件工價為 0.12 元人民幣，後來調低至 0.06 元人民幣，再後來調低至 0.04

元人民幣。

無理克扣工資

一位鑑隆廠的工人表示，在發工資的時候經常會發現被無端扣掉工資。例如裝配部工人，一

天加班下來大概工資 34多元人民幣，一個月正常應該有 950 多元，但他們通常就只收到

600-800 元，工廠也沒有解釋原因。有工人指若向主管詢問原因，主管會找一些借口，如指

工人犯了什麽廠規被扣掉。

E) 違法扣押工資，不准請假、辭職

煌星廠及鑑隆廠扣押工人近一個月工資，齊生廠更扣押 70天工資，2006 手 5 月 10 日才發

放工人 3月份工資，嚴重違反《勞動法》。鑑隆廠工人辭工很難，工人指一般主管都不會批

准，工人要無奈放棄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才能離開。工人也指趕貨時就算生病了也不能請假，

齊生廠工人於投訴信寫道：「最令我們傷心的是，工廠在趕貨的时候，工廠都不准我們請假

，連感冒頭痛都不批假。」（見附件一）為了交貨給迪士尼，老闆以工人的健康為代價！

F) 拒絕買社會保險

《勞動法》規定，工廠必須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以保障工人權益，同時必須為工人購買社

會保險（最少包括工傷、醫療、養老保險）。但是，工人指三間工廠都沒有依法為工人簽訂

勞動合同及購買社會保險。

鑑隆廠只與部份老員工簽訂合同及購買保險，工人稱廠方這樣做為了應付勞動局及客戶查廠

──當有人來查廠的時候，可以拿這些員工的保險來矇混過關。據工人說，齊生廠亦沒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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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購簽合同及買保險。而煌星廠則 7、8年以來都沒有為工人購買保險，近期才為工人買

社會保險，但是拒絕支付工人 7、8年來的養老金。工人稱，齊生廠近期有工人受了工傷，

斷了一只手指，工廠只是付了醫療費用，賠償數千元了事，沒有為工人上報工傷，也沒有按

《勞動法》為工人進行評殘及賠償。

G) 生產環境不安全，勞動保護不足

三間工廠的工人都指生產環境欠安全保障，很多工人都沒合理的勞動保護措施。工廠很多工

位須要接觸化學物品，如煌星廠的木工部工人有使用天拿水、白電油等化學物品，但口罩、

手套等基本勞保用品都欠奉。三間工廠的工人都表示工廠沒有為工人做有關職安健的上崗前

培訓，對於工作接觸到的有味道的物料、化學品等的危害，工人表示一無所知。工人稱有時

嗅到化學品會感到頭暈，但不知道是否有職業病，工廠也不會提供身體檢查。

H) 宿舍環境擠迫惡劣，欠防火設施

煌星廠的工人，如接受工廠提供的食宿，每月須扣 150 元，佔工人工資 16%。鑑龍廠宿舍 12

人一間，每層 15間宿舍，一層共住 180 人，每層只有一個浴室和一個廁所，工人指宿舍及

廁所衛生環境很差。工人完全沒有私人空間，房間只有兩台風扇，沒有儲物櫃，工人的私人

物品都只能放在床上或床底。工人同時指宿舍保安欠佳，工人經常丟東西，有工人表示自從

在睡覺時被人偷過東西後，經常要擔心自己的東西被偷。

工人指煌星廠宿舍每兩個門口中間的牆壁上都裝有兩個滅火器，都不少都褪了顏色，生銹

了，難以使用，上面也沒有效日期。鑑隆廠全楝宿舍只有一條樓梯，沒有合規格的走火通

道，亦沒有滅火筒。

I) 飯菜差、工人無啖好食

一個鑑隆廠的工友說:「我們幾乎天天吃通菜，很難吃，吃的苦瓜炒蛋和一個素菜，菜經常

煮得黑黑的，苦瓜炒蛋不像苦瓜的味道，兩個菜裏面通常有一個是難以入口而要全倒掉

的……」；有工人更指：「那裏煮的東西都不是人吃的，給豬都不吃！」但由於工人沒錢到

外面吃，「難吃也得吃」。廠方還經常指責工人浪費食物，工人稱不是想浪費，是廠裏迫得

他們要浪費。齊生廠的工人也說廠裡的東西很難吃，但工廠強制扣工人伙食費 60元，工人

被迫留在廠裡吃。

J) 工廠忽視女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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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向懷孕女工提供 90天的有薪分娩假期。三間工廠年輕（指約

20歲）女工佔一半以上，煌星廠甚至佔九成，都是適婚生育期。可是，大部份的工人都稱

不知道廠內有無有薪分娩假期。

K)  學生工待遇更惡劣

煌星廠在暑假期間，招收了很多從學校來城市打暑假工的學生，約有 200-300 人。據工人說

，學生工有些是熟人介紹的，有的是透過中介機構介紹的，也有的是附近的大專學生。有裝

配部學生工說招工有欺騙成份，剛開始時說這家廠每個月有一千多工資，但是後來發現只有

600-700 元。一個在裝配部的學生工上班 37天，若以每天 30元，實際上應該有 1110 元，

但最後他只收到 900 多元。

暑假工是計件的，第一天因為他們不熟手，主管給他們定了 600個産量，第二天加到 800 個

，第三天加到 1000 個，但是加量不加錢，還是每天 30元；後來因為産量太大，工人根本在

正班時間內完成不了，因此每天都加班到晚上 10:30 至 11:00，亦即要「義務加班」，不少

學生工對我們說：「真是太過份了，累死人！」後來一條生產線有十幾個學生工罷工，要求

加工資，結果主管把他們全部辭退。

L) 迪士尼的《生產行為守則》及監督制度如同虛設

所有受訪工人都沒有聽說過迪士尼的《生產行為守則》。煌星廠的工人稱，迪士尼人員只會

來查產品的品質，並不理會工人情況。三間工廠工人均稱工廠對客戶及勞動部門的查廠造假

應付的情況已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造假包括威迫利誘工人向查廠人員答「標準答案」及製

造假工時工資文件。

SACOM 在 8 月就收到齊生廠的工人投訴信，信中詳細說明工廠造假的嚴重情況：「今年 5
月份工廠就集合全廠工人開會，從 500多人中挑選约 100 人集中培訓，開始每星期培訓兩次

，培訓内容説，凡是由公證行來廠查廠，我們都必須按照工廠的規定答覆公證行的調查員，

並且説了凡是能答好問題的每人每次都有 70 元的奬勵，如果没有答好的就要被開除出廠，

所以我們都很認真用心的天天唸記問題。5月 17 日早上，工廠集中、示範、抽查提問工人

，當時有人答的不好，就把他的名字取消，不列在查廠檔案中。5月 18 日早上工廠會組織

要查廠的 100 多人作最後排練，其他的 400 多人安排在斜對面的新廠上班，已經開了三年，

從未被調查員查過。有部分的工人放假一天，但必須離開工廠遠遠的……工廠去年年中開始

裝修老廠，工程原定是三個月完工，聽說很多客戶都到了期要來查工廠，所以老板故意把工

程一拖再拖，一直到現在還没有完成，老板用這個借口來騙他們過關。我們覺得很後悔當初

為什麽會幫工廠蒙騙查廠的評審員。」另一位工人說：「可能是因為我外表很老實吧，只要

有查廠的，都會抽我去問，我很喜歡被抽去問，因為只要答對了(按工廠培訓的答案)，就有

50元，因查廠而得的奬勵加起來有七八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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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隆廠的一位老工人說，客戶也會問到工人的工資和工時，主管會先告訴他們告訴他們怎樣

回答：8小時工作制，一個月上 22天等符合勞動法的勞動條件。主管會給一條生產線一張

答案，工人背熟後就收回。而且，凡是没有簽合同、沒買保險、新進廠的工人查廠當日就

「放假」，保安守着廠門，不讓工人進廠。工人說：「有名單的就上班，沒名單的就不用上

班。那些有名單都是有合同、有保險的老員工。」

（三）總結

兩年的調查發現，違反內地勞動法及生產行為守則是供應商的常態，供應商更是肆無忌憚地
對品牌查廠人員造假應付，原是當然因為迪士尼沒有想過認真落實《生產行為守則》。《生
產行為守則》不是對消費者的承諾，只是企業的公關工具。迪士尼公司對以上違規情況絕對
責無旁貸。

迪士尼的《生產行為守則》如今只淪為一紙空言，用以誘導消費者相信迪士尼公司已對生產
工人負責，工人的權益已經得到保障，迪士尼公司是一間樂於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迪
士尼這種剝削工人、欺騙消費者的企業，社會實在不能容忍。現在的企業自行成立的監督生
產行為制度，在缺乏獨立第三方監察的情況下，完全沒有公信力可言。

再者，只依賴企業以自己的方式介定甚麼是勞動權益，並進行監察，而過程中缺乏工人參
與，是漠視工人主體性的行為。這個調查結果更突顯出企業的監督生產行為制度的無能。工
人面對工廠管理層並沒有無任何議價的能力，當管理層以威迫利誘的手段強迫工人協助造
假，工人也沒有任何能力去反抗，只得無奈就範。因此，SACOM 要求迪士尼應立即將工人
參與納入在其監督生產行為制度之內，工人有權直接參與監督生產行為守則在工廠層面是否
落實執行，如此才是具體改善企業生產行為之根本方法。

（四）SACOM 繼續要求迪士尼：

 1. 嚴格執行《勞動法》，維護工人合法權益。

 2. 加強由生產工人參與監督企業《生產行為守則》，並邀請民間
團體參與協助在工廠成立有代表性的監督機制，以維護工人合法權益、
安全健康及福利。

 3. 增加企業社會責任的透明度，公開迪士尼所屬或外判的廠商的
工廠名稱與廠址。

 4. 提高訂單的價格，延長交貨時限，以反映合理的勞動成本

 5. 訂定合理的停單程序，積極為工廠提供改善的具體建議，並督
促違規的廠商在限期內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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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８月份 SACOM 收到齊生工人的投訴信的部份內容

先生們、领导們：

我们是一群被工厂欺压的工人，我们从外省到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齐生烛业制品厂。在这个厂工作了一
年多，现在有一些实情要向你們反映。

这个工厂的老板和管理人员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欺压我们；我们在厂都是以计件的方式计算工资，不管
是星期六、日、双休日都是一个价计算，没有算到加班费，老板每次公布的工价老是不算数，看到我们的生产
数量多了，就把工价降下来，其实我们的数量是用时间拼回来的，比如我们提早上班，中午上连班，常常是工
作３０天（没有休息）。最令我们伤心的是，工厂在赶货的时候，工厂都不准我们请假，连感冒头痛都不批假
。我们厂拿月薪的人员都是一个月上２８天班，晚上加班按２元/小时计算加班费，双休日，节假日上班都不
会另外计算加班费。全厂的工人都只是敢怒不敢言，也没地方去申诉，都害怕会被炒掉，更会被扣掉工资，但
还是有部分工人受不了，扣掉工资走人。

今年５月份我们工厂就集合全厂工人开会，从５００多人中挑选约１００人集中培训，开始每星期培训
２次，培训内容说，凡是由公证行来厂查厂，我们都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答复公证行的调查员，并且说了凡是
能答好问题的每人每次都有７０元的奖励，如果没有答好的就要被开除出厂，所以我们都很认真用心的天天念
记问题。５月１７日早上，工厂集中、示范、抽查提问工人，当时有人答的不好，就把他的名字取消，不列在
查厂档案中。

５月１８日早上工厂会组织要查厂的１００多人作最后排练，其他的４００多人安排在斜对面的新厂上
班，有部分的工人放假一天，但必须离开工厂远远的，其实我们的工厂是２个。（老厂在装修，新厂在老厂的
斜对面，已经开了三年,新厂从未被调查员查过），总人员有５００多人。工厂去年年中开始装修老厂，工程
原定是３个月完工，听说很多客户都到了期要来查工厂，所以老板故意把工程一拖再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老板用这个借口来骗他们过关。

领导们，其实我们早就想找人投诉，不过是找不到地方去投诉，就最近我们厂有几个工人去当地劳动站
投诉了工厂，投诉了老板，投诉工厂没有按时发工资（一般我们是押７０天工资，５月１０日才发３月份工资
），还没有给我们算加班费。

当时劳动站要我们回工厂协商解决，我们工人回到工厂找经理和厂长，他们都不理不睬，于是我们的工
人又回到劳动站，劳动站就叫我们申请仲裁，不过劳动站的人員要我们每人先交几百元的仲裁预交费。我们都
有２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去哪里找那么大一笔钱，最后只有由工厂宰割，由老板压迫。我们觉
得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帮工厂蒙骗查厂的评审员。所以，我们都无法找到正确地申诉之路，直到一次无意中我
们有工人上到你們的网站，才知道可以跟你們聯系，将上述真实情况反映给你們知道，希望你們可以幫幫我們
這群無助的工人。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料提供给你們，希望你們各位领导能看到我們的資料，可幫我們通知到我
們工厂的客戶，厂是無良企业。老闆是無良的老闆。我們工的客戶是有Disney、Hallmark Cards(HK)Limited、
Target、American Greetings。我们的资料会送到你们的公司。

一群齐生厂外来無助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