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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報勞動，不是酬謝財富 

 
要結束不平等危機，我們必須建構一個為所有勞動者而非富人和權貴服務的經濟制度。 

2018年1月22日 

 

樂施會研究簡報——2018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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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全球有史以來億萬富豪人數增長最快的一年，平均每兩天就增

加一個。去年，億萬富豪的財富增加了7,620億美元，增長量相等於結

束全球極端貧窮問題所需金額的七倍。在2017年全球創造的財富總值

中，高達82%由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而全球較貧窮的一半人口，

其財富總額卻幾乎沒有增長。  

 

少數富豪得以累積巨額財富，背後一個原因是數以億萬計的勞動者從事

工資低廉又危險的工作。另外，條件最惡劣的工作大都由婦女擔任，而超

級富豪則幾乎全為男性。樂施會呼籲各國政府必須首先考慮普通工人及

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的福祉，而非有財有勢者的利益，合力建立一個更為公

平合理的社會。 



 

3 
  

本報告僅獻給全球致力於對抗不平等及不公義的人。縱使常常身處危險，在很多國家甚至面臨日

益嚴峻的壓制，他們卻從不言棄。 

 

樂施會是由20個組織構成的國際聯盟，在90多個國家開展

工作，致力在全球推動改變，致力於消除貧窮以及與貧窮

有關的不公義問題： 

美國樂施會 (www.oxfamamerica.org)  

澳洲樂施會 (www.oxfam.org.au)  

比利時樂施會 (www.oxfamsol.be)  

加拿大樂施會 (www.oxfam.ca)  

法國樂施會 (www.oxfamfrance.org)  

德國樂施會(www.oxfam.de)  

英國樂施會(www.oxfam.org.uk)  

香港樂施會 (www.oxfam.org.hk)  

丹麥樂施會 (http://oxfamibis.dk/) 

印度樂施會 (www.oxfamindia.org) 

西班牙樂施會(www.oxfamintermon.org) 

愛爾蘭樂施會 (www.oxfamireland.org)  

意大利樂施會 (www.oxfamitalia.org) 

日本樂施會 (www.oxfam.jp) 

墨西哥樂施會(www.oxfammexico.org)  

新西蘭樂施會(www.oxfam.org.nz)  

荷蘭樂施會(www.oxfamnovib.nl)  

魁北克樂施會 (www.oxfam.qc.ca) 

南非樂施會 (www.oxfam.org.za) 

 

欲了解詳情，請登錄各國樂施會網站或瀏覽  

www.oxfam.org

©國際樂施會，2018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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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整系列報告中的一部分。 

如需進一步了解報告中所討論問題的詳細資訊，請發送電

子郵件至：advocacy@oxfaminternational.org 

本出版物受版權保護。有關方面在承認完整資訊來源的前提

下，可免費使用本出版物於倡議、宣傳和研究等目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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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詳情請電郵至：policyandpractice@oxfam.org.uk 

在送交出版社時，本出版物中的資訊和資料均正確無誤。 

英國樂施會代表國際樂施會出版英文原版 ISBN 978-1-

78748-135-0，2018年1月，DOI: 10.21201/2017.1350 

英國樂施會 , Oxfam House, John Smith Drive, Cowley, 

Oxford, OX4 2JY, UK. 

封面照片：孟加拉製衣工廠的青年工人。圖片編輯：

Jonathan Silvers/Saybrook Productions 

 

本報告中文版由香港樂施會於2018年1月翻譯、出版報告內

容均以2018年1月發佈的英文版報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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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平等引發的危機切實存在，樂施會呼籲國際社會探取行動。正如本報告指出：在

很多國家，由於利潤以較工資更高的速度增長，導致工資不平等狀況不斷加劇，工資在

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比例亦持續減少。當最富裕的 1%的收入大幅增加時，

大部分人卻沒法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即使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國家中，大多數工

人─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依然只能獲得微薄，甚至僅能糊口的工資(poverty wages)。
1 

 

從樂施會的另一份調查報告看到，大部分人都希望生活的社會變得更平等。各國際機構

和各國領導人正致力將減少不平等現狀納入其議程中。這議題的急切更體現在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其目標 10 正是呼籲「減少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

等」，而目標 8 則是要求實現讓所有人受惠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促進充分就業，並且

所有人都能在安全、合理的環境中體面地工作。我完全贊同樂施會這份報告所指出的「讓

所有人在安全、合理的環境中體面地工作，並得到能保障生活所需的工資，是建構更公

平社會的必要條件」。而減少不平等的關鍵，正是「合理報酬，體面工作」。 

——蓋伊·萊德（Guy Ryder），國際勞工組織（ILO）總裁 

推薦語 

樂施會致力揭露極端財富與極度貧窮並存的現實，呼籲採取必要措施推動社會更加公平

地發展、從而不斷縮小工資與財富之間的差距。樂施會在該等領域中的成就，在當今世

界中無出其右。世界各國都已簽署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目標 10就是呼籲「減

少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這份由樂施會新出版的研究報告，無論思想和方法

都很創新，更是實現「減少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的必讀。這份報告必將引起

應有的關注和爭論。有時，超級富豪們會指責樂施會及其他機構在「鼓吹福利社會」，但

事實是，很多國家─包括我生活的美國─很多超級富豪其實已經向窮人「宣戰」。重新平

衡財富的分配是當前至為迫切的工作，我們要捍衛窮人的權利，重建公平，符合全球一

致目標，亦即能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社會。 

——傑佛瑞D薩克斯（Jeffrey D. Sachs），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網路總監  

                                                             

1譯者注：處於此工資水平的工人，依然難以擺脫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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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在職家庭所面臨的不平等，並確保他們能擁有體面工作的方法很簡單：就是給予

工人可以賴以生活的最低工資，讓所有人得到社會保障，以及各公司對人權和勞動權利

的遵守。要實現這些，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必不可少。通過集體發聲，工人們的意見

才會被聆聽。各國政府則應立即行動起來。企業也必須承擔起他們的社會責任。樂施會

切中要害地指出，過多的億萬富豪會使得全球經濟步履蹣跚，而一個致力於勞動者福祉，

而非巨賈富商利益的經濟制度將可令全球不平等危機畫上句號。」 

—— 夏蘭·布勞（Sharan Burrow），國際工會聯盟秘書長 

 

 

 

由於各國內部嚴峻的、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現象，自 1980 年以來，全球最富有 1%人口

的財富增長率，是最貧窮的 50%人口財富增長率的兩倍。富裕階層的財富正在激增並不

斷鞏固。樂施會的研究向我們描繪出這些令人擔憂的趨勢，不可不讀。我們必須回報勞

動而非酬謝財富，現在是改變的時候。  

—— 加布裡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這份報告證明了工人多年前就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實：全球化所能帶來的大部分好處都

被留給了那些自認為較其他人優越的精英階層。現時流行的全球化神話、其支持者們

的信譽，以及政治機構的可信度都如紙牌搭建的屋子，搖搖欲墜。企業厚顏無恥的逃

稅行為、私有化、削減公共服務，以及數十年來停滯不前的工資等都絕非偶然。需要

採取迫切且徹底的行動推動財富再分配，投入資金來支援全民公共服務，讓工人能體

面地工作和生活。否則，我們只能坐視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極「右」勢力繼續不斷

膨脹。關於這些，現實早已給我們發出警告了。 

—— 羅莎帕萬尼裡（Rosa Pavanelli），國際公共服務聯會（PSI） 

 

 

 

 

這份報告表明，勞動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工會和集體談判權。人們需要得到能讓

人尊嚴地過生活的工資。可是，企業無節制的貪婪正在助長社會的不平等和不穩定。集

體談判權將能重新平衡全球經濟體系，使其能服務社會上每一個人，而不是僅僅為維護

最富有 1%的小部份人。各國政府是時候要採取行動了。  

—— 法蘭西斯歐格雷迪（Frances O’Grady），英國勞動聯合會議（TUC）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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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改變了全球對不平等現象的看法。現在，是時候停止在達沃斯坐而論道，大家

應該採取行動去建立能滿足數以百萬計的人的需求、更為平等的社會了。 

—— 丹尼道靈（Danny Dorling）， 牛津大學 

 

 

 

樂施會不斷發布以全球不平等危機為主題的傑出研究。他們的觀點很明確：我們現有的

經濟體制是服務最富有的 1%人的利益。如果我們要治癒這個支離破碎又動盪不安的世

界，我們就需要改變方向，這工作已經迫在眉睫。 

—— 傑森西科爾（Jason Hickel）， 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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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016年，時尚連鎖品牌Zara的母公司給全球第四大首富阿曼西奧奧特加的年度股份分紅

的價值約合13億歐元。12017年，H&M公司創辦人之子、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43位的斯蒂芬佩

爾森2則獲得了6.58億歐元的股份分紅。3 

安茹在孟加拉的工廠從事出口服裝縫紉工作。她往往要一天工作12小時，直至深夜。她常

常因為不能賺到足夠的金錢，不得不少吃幾頓飯。她全年的收入僅有900多美元。4 

2017年是歷史上新增億萬富豪最多的一年，平均每兩天就新增一位億萬

富豪。目前，全球有2,043位億萬富豪（以美元計），其中90%為男性。5除了

人數增加，這些富豪們的財富也在大幅增長。去年增加的巨額財富相等於結束

全球極端貧窮問題所需金額的七倍。2017年，全球所創造的財富總額中，

82%都流向了全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而處於全球較貧窮的50%的人口，其

財富幾乎沒有增長。6 

為全世界工人提供生活保障工資和體面的工作環境，對結束當今不平等現

象至關重要。現時，這個服務於1%富豪的經濟體系，正是由那些僅能賺取微

薄薪金的工人們（往往為女性）所支撐起來的，這些工人僅能獲得一份微薄收

入，缺乏基本權利保障。這個體系是靠像孟加拉製衣廠女工法蒂瑪這樣的工人

支撐起來的，她常常因為無法完成工作任務而遭受虐待，更因為工作時間不能

去廁所而經常生病；7這個體系是靠像美國養雞場工人多洛莉絲這樣的人維持

的。工傷令她永久殘疾，連親生孩子的手都無法握住；8它還是靠泰國酒店清

潔工、新移民邁因特這樣的人支撐起來的，9她被男性客人性騷擾後，常被上司警告，要保住工

作就得默默忍受。  

  這份報告著眼於不斷增長的極端財富分配，和那些生活在貧困中的勞動者，並探索造成這

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停止空談，給予人們期盼的更平等的世界 

如今，很難找到有一位敢說不擔心不平等問題的政治或商界領袖。但是，大多數領袖仍然

是坐而論道，沒有坐言起行。事實上，很多政治或商界領袖一直推動一些加劇不平等狀況的政

策！特朗普總統因承諾要幫助普通工人而贏得大選，但他當選後卻任用一批億萬富豪為內閣成

員，並竭力推動讓最富有的1%人受惠的減稅政策。10尼日利亞總統布哈裡曾說過，財富不平等

正引發社會上日益嚴峻的憤怒和失望，11但是，尼日利亞數十億因石油而產生的財富，卻被懷

疑遭到侵吞，該國不平等的狀況也在持續惡化，一千萬名兒童仍然失學。12樂施會與國際發展

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製作了一份詳細的指標，顯示152個國家政府在消

除不平等方面的行動，結果是，大多數國家都做得遠遠不足夠。13  

 

 

「我懷孕的時候，他們調我到倉

庫工作。那裡有無數裝滿鞋子的

盒子，我的工作就是給它們貼上

標籤。這些鞋子很適合我兒子。

我多想他也能穿上這樣的鞋子，

但是他不能夠。我想他一定希望

有這樣的鞋子，但我為他﹝無法

穿上這樣的一雙鞋子﹞感到很難

過。這些鞋子都非常好看。你知

道嗎，這樣一雙我們做出來的鞋

子，我們花一個月的工資都買不

起。」 

——蘭，越南製衣廠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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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渴望一個更為平等的世界14 

這份報告中，樂施會調查了10個國家中超過70,000位受訪者，這10個國家的人口約佔全

球人口的25%： 

• 超過75%的人都同意或強烈同意他們國家中的貧富差距太大了。受訪者對貧富差距

表示同意的比例：最低是荷蘭(58%)，最高是尼日利亞(92%)。 

• 在這10個國家中，近三份之二的受訪者認為解決貧富差距已到了迫切或者極其迫切

的地步。 

• 60%的受訪者認同或強烈認同減少貧富差距是政府應盡的職責。在南非，有69%的

受訪者對此表示認同或強烈認同。 

• 75%的受訪者期待自己所在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能夠改善。事實上，超過半數的受

訪者都希望自己國家的不平等程度能好於其他國家。 

 

消除不平等，而非民主 

在樂施會開展工作的國家中，公民發聲的空間正逐步被壓縮，言論自由受到壓

制。世界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是一個致力於加強公民力量的聯盟。他們發

現，全球100多個國家的公民自由權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15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不能重回革命之前的樣子了。我們的眼界被打開

了。當遭受壓迫，我們就會重整自己，組織起來對抗經濟不平等和不公義。」 

—— 高森陶菲克（Ghouson Tawfik），埃及，社會正義平台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路易士布蘭代斯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我們可以在這個國

家實現民主，我們也可以任由巨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但我們不應讓這兩者同時出現。」

16我們的領袖們都清楚這個事實，但是相較於採取行動來減少財富壟斷和不平等狀況，他們更

情願壓制民主，剝奪人們追求更平等社會的自由。 

「在這個國家，我們
要麼選擇民主，要麼
任由財富集中在少數
人手中，但我們不應
讓這兩者同時出
現。」 

——前美國最高法院
法官，路易士布蘭代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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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看到的世界  

2. 億萬富豪們的生財之道17 

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成果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不平等危機持續惡

化： 

• 2017年，全球一年內新增億萬富豪的數量達歷史新高，平均每兩天就新增一位。

目前，全球有2,043位億萬富豪（以美元計），當中90%是男性。18 

• 在2017年，這個精英階層的財富增長了7,620億美元，相等於結束全球極端貧窮問

題所需金額的七倍。19 

• 2006到2015年間，普通工人的收入平均每年僅增長2%，20與此同時，億萬富豪的

財富年均增長卻達到近13%，幾乎是前者的六倍。21  

• 2017年全球創造的財富總值中，82%流向了最富有1%的人口，而最貧窮的50%人

口的財富卻未見任何增加。22 

• 億萬富豪們的財富一年內就增長了7,620億美元，而全球婦女們卻以每年相當10萬

億美元的無償勞動支持了全球經濟。23 

• 瑞信新資料指出，全球最富有的42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相當於全球最貧窮的50%，

即37億人口的財富總和。去年的資料在經過更新後顯示，61位頂級富豪的財富總和等於全

球較貧窮50%人口的全部財富。24 

• 全球最富裕的1%富豪所擁有的財富仍超過其餘所有人口的財富總和。25 

 

世界各國出現的情況幾近一致。2017年，由樂施會及其他機構進行的相關研究顯示： 

• 在尼日利亞，最富有的人依靠其財富一年所賺到的收入就足夠幫助200萬人擺脫極

端貧窮。儘管近十年來尼日利亞經濟高速增長，但同期，該國的貧窮狀況卻在加劇。26 

• 在印尼27，四名最富有的超級富豪所擁有的財富，已經超過財富底層一億印尼人的

資產總和。 

• 在美國，頭三名最富有的超級富豪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財富底層50%美國人口

（約為1.6億）的財富總和。28 

• 在巴西，賺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必須工作19年，才能賺到最富有的0.1%人口在一個

月賺到的錢。29 

反手即得的巨額財富 

主流經濟學認為，不平等激勵了創新和投資。據說億萬富豪之所以成功，全因天份、勤勞

及其創新能力，而這種對成功的解釋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好處。30 

「不平等狀況與日俱增。工人們都倍感沮喪，他們的工資無法負擔生活所需。這是因為貧

富差距越來越大，將任何[工人能享受]繁榮的機會都削減殆盡。」 

——塔里克幕賓喬綴易（Tariq Mobeen Chaudray）巴基斯坦工業聯盟，發展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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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31表明，當前的極度不平等狀況並不能用才華、努力和承擔風險來

解釋，反倒更像是遺產繼承、壟斷或與政府建立裙帶關係帶來的結果。 

據統計，大約三份之一億萬富豪的財富來自遺產繼承。在未來20年中，全球最富有的500

人將會把約2.4萬億美元財富交給自己的繼承人，這數量比擁有13億人口的印度的GDP還要

高。32 

壟斷組織以犧牲經濟其他部分的利益為代價，為其企業所有者和股東賺取巨額回報。憑藉

壟斷之力而攫取極端財富力量之巨，莫過於全球排名第6的富豪——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他的財富來自於其在國內的固定電話、流動電話和寬頻通信服務等行業建立

起來的幾乎完全壟斷的地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現，此類壟斷對消費者和經濟

體系都帶來嚴重傷害。33 

壟斷勢力與任人唯親，再加上權貴基於自身利益來影響公共政策的能力，進一步穩固現有

壟斷格局，並創造出新的壟斷。慷慨的私有化交易、廉價地出售自然資源、腐敗的公共採購，

或是逃稅和漏稅等行為都讓權貴能犧牲公共利益達致自肥目的。 

樂施會估計，總體而言，大約有三份之二的億萬富豪的財富都是經由壟斷、裙帶關係和遺

產繼承這三條途徑獲得。34樂施會在10個國家開展的調查結果指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都認

為，對普通市民而言，透過努力工作來增加財富已變得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經濟回報日益集中到擁有財富最多的人的手上。當數百萬普通工人仍舊依靠微薄的工資勉

強度日時，股東和高級管理層所獲的回報卻是不合理地高。35在南非，最富有的10%人口賺得

全國所有工資收入的一半，而處於較貧窮的50%的勞動力則只賺得其中的12%；36一名美國公

司的CEO只需要花一天多的時間，就能賺到一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資；37高薪僱員中，男性

長期佔據主導位置；38一位就職於世界五大時尚品牌公司的CEO，平均只需四天時間就能賺到

一名孟加拉製衣女工一輩子的收入。39 

常見的情況是，當富有股東們獲得的金錢回饋在不斷增加時，工人受到的壓榨亦越來越

大。若要將250萬越南製衣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至生活保障工資的水準，每年需要22億美元。

而這筆錢只不過相當於全球製衣業五大公司支付給其股東分紅金額的三份之一。40 

無論是透過富豪自己或其所擁有的或佔有股份的公司來進行，逃稅避稅都是富豪不斷增加

財富的途徑。正如 「巴拿馬文件案」和「天堂文件案」所透露的資訊，通過全球避稅天堂網

絡，超級富豪們至少隱瞞7.6萬億美元資產，並因而逃避繳付這些資產需繳交的稅款。41經濟學

家加布裡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本報告中提出的最新分析顯示，這意味著，最富有的

1%人逃避繳交約2,000億美元的稅收。42因企業和超級富豪們的避稅行為，發展中國家每年至

少損失1,700億美元稅收。43 

億萬富豪們常常通過降低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而使其在市場競爭中獲利，這樣做卻將各

國推入在工資、勞動權利和稅收減免等多方面的自殺性「競低」比拼中。 

與此同時，由於機會都被集中到富有家庭的孩子們身上，那些最貧窮的兒童、特別是最貧

窮的女童註定一輩子都要在貧困中掙扎。44 

 

「夢想在那裡誕生，也在那裡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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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德莉奈薩（Mildred Ngesa）：非洲婦女發展和溝通網路（FEMNET），談及奈洛

比的丹多勒貧民窟時所言，她在貧民窟附近長大 

貧窮人看到的世界 

不平等與貧窮 

1990到2010年間，生活在極端貧窮（日均消費1.9美元以下）狀態中的人口減少了一半，

並且自此持續下降。45這一巨大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應引以為傲的。但是，如果這段時期各國的

的不平等狀況沒有持續惡化的話，脫貧人口還可以增加兩億人。46如果貧窮人口從經濟增長中

獲益超過富裕人口，脫貧人數更可以增至七億。47世界銀行已經明確指出，除非我們能消除貧

富差距，否則我們距離實現消除極端貧窮的目標將遙遙無期，而就算能夠成功達到把貧窮人口

降至3%的目標，到了2030年，還會有兩億人每日靠不足1.9美元的生活費生活。48 

另外，即使是那些已經脫離極端貧窮的人，往往還是非常貧窮，負債累累，為養家糊口而

努力掙扎，當中有很多人其實很容易會再次跌進極端貧窮。全球超過半數人口，每天只靠兩美

元至10美元而生活。49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原因是在過去的25年中，最貧窮的50%人口從全球收入增長

中僅能獲得微小回報。世界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近期發佈的《世界不平等報

告》指出，在1980至2016年間，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了全球收入增長的27%。與此同時，收

入較少的50%人口只獲得全球收入增長中的12%，即最富裕1%人口的一半收入。50而最貧窮的

10%人口，他們的年均收入在25年間只增長了不到3美元。全球收入每增長一美元，只有0.13

美元由最貧窮的50%人口獲得，0.42美元則流入了最富裕的10%人的口袋。51這種收入分配模

式無助於消除貧窮。如果考慮到地球的環境限制，這種方式更完全是不可持續。按目前的不平

等程度來看，要保證每人每日有五美元的生活費，全球經濟總量必須要比現在高出175倍，但

這樣的經濟增長將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的災難。52 

經濟和性別不平等 

性別不公和經濟不平等是緊密相關的。儘管大多數國家都開始關注不同性別得到的工資差

距，但基於性別的財富差距往往更為大。在全球範圍內，擁有土地、股份和其他資本資產的男

性都比女性為多；53男性與女性做同樣的工作，男性的報酬總是比女性的高，而男性又經常出

任那些報酬更豐厚、地位更顯赫的工作崗位。工資最低、最不穩定的工作往往由婦女負責，這

絕不是巧合的一件事。54在世界各地，社會規範、態度和信念大多貶低女性的地位和能力，助

長針對女性的暴力和歧視，並指定那些工作她們可以做，那些工作她們別指望能得到。 

性別不平等既非偶然事件也不是什麼新現象。我們的經濟就是由有財有勢的男性根據他們

自身利益而建立起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鼓吹減少公共服務、削減針對最富有階層的稅

收、薪酬和勞動權利方面的「競低」比拼，這些對女性帶來的傷害都甚於男性，令性別不平等

變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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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大量的無償勞動，為我們的經濟繁榮作出巨大貢獻，然而這些貢獻卻得不到承認。例

如，在秘魯，女性無償勞動的貢獻估計佔GDP的20%。55相比較富裕女性，貧窮婦女要承擔更

多的無償照顧工作。56 

要解決極端的經濟不平等，我們必須終結性別不平等。同樣，要確保男女平等，我們必須

從根本上減少經濟不平等。要實現這一目標，將女性進一步納入現有經濟體系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必須確立一個願景，就是建立一個新的人本經濟，這是一種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創建，為所

有人謀福利而非只照顧少數特權人士的經濟模式。 

在職貧窮 

勞動所得工資是大多數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57因此，增加體面工作的途徑方能有效促

進平等。 

對很多最貧窮的農民來說，他們要依賴小規模糧食生產來獲得收入。還有很多其他人則是

靠賺取工資來支持生活。本報告集中討論全球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2018年下半年，樂施會還

將發布一份有關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的分析報告。 

3. 工人們仍需掙扎求生58 

在緬甸，樂施會有開展項目支持為全球時尚品牌生產服裝的製衣廠女工。她們每天只

能賺取四美元，這已經是極端貧窮線收入的一倍。但是為了賺到這點錢，女工們必須每週

工作六到七天，每天工作長達11個小時。儘管工作時間如此長，她們依然疲於應付基本的

溫飽和醫療需求，並且往往陷入債務。 

儘管如此，擁有一份工作並不意味著就能擺脫貧窮。國際勞工組織（ILO）近期

的預計顯示，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中，每三名工人之中就有一名生活於貧窮中，這人

數並且還在不斷增加。59 

當今全球勞動力市場最讓人吃驚的，也許就是現代奴隸制度依然存在。據國際勞

工組織估計，2016年全球還有2,500萬人處於強制勞動中。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報告

「供我們吃喝玩樂等的消費品，一部分是由強制勞動者所生產的，不少人居住或上班

的地方，也是由他們負責清潔的。」60  

在全球青年勞動力中，約有43%的人仍舊處於失業或是有工作但依然生活潦倒的

狀態。61五億多年輕人不得不在每天靠低於兩美元的生活費來維生。62據估計，發展中國家中約

有2.6億年輕人沒有工作、得不到教育或者培訓。63每三名年輕女性中，就有一人要面對上述現

實。64儘管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千差萬別，但一點不變的是，總是年輕人受到最嚴重的衝擊。65 

現代奴隸工人中，有400萬是兒童。根據最新估算，有超過1.5億年齡在5至17歲的兒童承

擔著某種形式的童工勞動，66幾乎每10個勞工中就有一名是童工。 

最近幾十年來，儘管大多數國家都取得顯著的經濟增長，上述情況仍然存在。雖然工人們

生產出的產品價值已經大幅增長，他們的工資或是工作條件卻沒有隨之提高。國際勞工組織調

查了133個富裕和發展中國家在1995至2014年間的狀況，結果顯示，有91個國家的工資水平都

跟不上生產率和經濟的增長。67 

「供我們吃喝玩樂等的

消費品，一部份便是由

強迫勞動者們所生產

的，不少人居住或上班

的地方，也是由他們負

責清潔的。 」 

——國際勞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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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很多國家還沒有設立最低工資或集體談判制度，即便已有的最低工資水

平，也大多遠低於生存所需，或是與「生活保障工資」相去甚遠。68樂施會在摩洛哥、肯亞、

印尼和越南等國的工作已印證了這一事實。69最低工資制度的落實情況也不容樂觀，其中又以

女性工人的落實情況比男性工人糟糕。 

不穩定、危險且沒有權利 

臨時性的、不穩定的工作在發展中國家司空見慣，並且在富裕國家中也日益增多，其中以

女性和青年人有較大可能從事臨時工。臨時工比一般工人的工資更低、能享用的權利更少，受

社會保護的途徑也不多。  

很多人都從事危險，或者是危害健康的工作。根據國際勞工組織資料，每年由於職業傷害

或工作相關疾病而致死的工人，人數超過278萬，即平均每11秒就有一個人因工死亡。70 

「在酒店行業中，性騷擾時有發生。至少 90%的女工會受到來自客戶或酒店老闆的騷擾。

但法律往往站在後者那一邊。」 

—— 歐羅西亞法米利亞（Eulogia Familia），多明尼加共和國，酒店業工會領袖71 

全世界的女性工人都常常要面對因工作以引致的嚴重受傷、健康風險和性暴力。樂施會訪

問了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加拿大和泰國等國的酒店工作的女性，她們都稱曾受男客人性騷擾，

以至性侵犯。72她們還說，因為在日常清潔工作中需要使用化學品而出現健康受損的問題；孟

加拉製衣廠裡，不少年輕女工因為不被允許上廁所，令她們的尿管不斷出現感染；樂施會以美

國家禽養殖業工人為對像的一項研究也同樣發現，因為工廠不允許工人上廁所，很多工人不得

不穿著尿布工作。73 

4. 無法牽住孩子的手 

在美國，樂施會與家禽養殖業工人一起倡導，呼籲改善他們被迫忍受的糟糕工作環境。工

人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上洗手間，很多人不得不在工作時穿著尿布。德洛麗絲曾在阿肯色州

家禽養殖廠工作，她說「我們這群人好像毫無價值……我們早晨五點就要上班，一直工作

到11點或者12點，中間一直不能使用洗手間……我都不好意思告訴別人，我需要換尿

片。」  

 

家禽養殖業屬於高危工作，是所有行業中受傷率最高的工種之一。即使僅僅在生產線上工

作一年，重複性工序都會引致嚴重勞損，例如無法伸直手指、握不住匙羹、甚至牽不住自

己孩子的手。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才能抗衡財富階層的勢力，這也是創建更為平等和民主社會之關鍵。工

會推動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人的權利及保障，並不僅僅是為了維護工會會員利益，也令全社

會所有工人都受益。74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現，自2000年起，全球開始出

現工會數量下降的趨勢。75IMF認為這種情況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有關。76工會數量下降，再加

上公司外判業務、聘用臨時工、短期合同工等情況的增多，這些趨勢相互交織，削弱了工人的

勞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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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工會聯盟（ITUC）全球權利指數的年度資料，在僅僅一年間，工人遭遇肢體暴力

和威脅的國家數量就增加了10%。77有59個國家發現有工會成員遇襲的記錄。78超過75%國家

部分或全部否認工人有罷工的權利。泰國流動工人佔勞動力總數的10%，但是政府不允許他們

罷工。79 

非正規就業行業的工種大多數的情況都是十分惡劣，而且大多缺乏政府監管，從事這類行

業的人又以女性和青年人居多，而全球經濟體系中最有權勢者往往最能因這情況而受惠。通過

將生產外判給那些僱用非正式勞動力、向工人支付微薄工資的小公司，大型跨國企業可以降低

成本，對勞工提供更少的安全保障，這做法使得他們能迴避要為工人提供勞動保障的法律責

任。 

現狀緣起何處？ 

這種情況得以發生是因為多項因素的「完美組合」，這既能不斷抬高最富有者的議價能

力，也能同時拉低基層勞工的議價能力。 

在基層社會，工人看到的是權利被侵蝕，工會力量被破壞，使得他們的議價能力被削弱。

企業則日漸鞏固，並且在面對向富有股東提供更大回報的巨大壓力。要為股東提供更多回報，

往往是以犧牲工人的利益為代價，也往往成為整個行業界逃稅避稅的重要「動機」。因為資金

有高度的流動性，企業利用此點推動不同國家在稅收和工資方面相互「競低」比拼。進一步的

自動化亦威脅著工人的工作機會，這令財富擁有者更加有恃無恐，讓工人們承受更沉重的壓

力。 

解決之道：建立以人為本的經濟 

我們不必以這樣的方式來建構經濟。我們可以創造出一個更以人本化的經濟80，一個優先

關注普通工人和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福祉，而非高薪者和財富擁有者利益的經濟體

系。這種經濟體系不但能夠終結極端不平等現象，更可確保地球生態能持續下

去。但我們必須摒棄教條式地遵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要抵制精英階層對政府

施加不能接受的影響。有兩種重要的方式能實現以人為本的經濟：一種是從一開

始就把經濟體系設計得更為平等，另一種是運用稅收和公共支出進行再分配，並

創造更大程度的平等。 

監管、調整及重新設計經濟體系和商業運作方式 

藉著監管，我們能夠確保工人擁有更多議價能力，能夠終結避稅天堂，能夠

打破壟斷，還能確保金融行業和技術進步令大多數人受惠。各國政府和商業公司

都可以採取行動，確保再沒有人得到使人生活貧窮的微薄工資、奴隸式勞作和不

穩定及不安全的工作環境，因為這些都是不道德的。 

這需要全球達致較現時規模更廣泛的合作。儘管這一點在當下的政治氛圍中，看似遙不可

及，但幸好在國家層面上，各國政府仍有極大的空間有所作為。 

有兩種重要方式能實現人本

經濟：第一，從一開始就將

經濟體系設計得更為平等；

第二，使用稅收和公共支出

再分配來創造出更大的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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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和投資可以更遠和更廣地拓展機會，令產品和服務更為流通，讓更多人享受繁榮。但

是越來越多的情況是，制定的決策僅僅關注於如何能給富有股東最大回報。這種狀況已經如同

「束身衣」，將主流商界束縛在推動不平等的困局中。 

然而，商界、社會運動和企業家們已經創造出一系列理念，力圖擺脫這件「束身衣」。這

些理念包括合作社、員工所有制、使命優先、公益企業、社會企業，以及公平貿易企業等。 

研究顯示，員工所有制的企業能帶來更多的就業增長，員工也能獲得更高的收入。81例

如，西班牙跨國企業蒙德拉貢（Mondragon）的員工達74,000人，營業額達到130億美元。該

公司的決策過程民主化，提升了就業保障，還規定最高薪水不能超過最低薪水的九倍。 

如果政治領袖們制定的政策，能優先資助、支援和培育像蒙德拉貢推行的營運模式，我們

的經濟模式就能基於這些進步的理念來建構起來。 

為了做到這一點，政治家們必須為全民提供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並要通過確保富

人和企業繳納應承擔的稅款，以維持上述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 

在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過程中，政府的另一項要務是通過稅收和支出來實行再分配。 

 

一項涉及 150多個國家、跨越 1970至 2009年的研究表明82，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裕的國

家，投資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障，確實能減少不平等。 

普及型、高品質的公共服務能讓女性獲益甚多，因為它們能減少對無償勞動的需求，還能

消除因享用教育和醫療服務方面而出現的不平等。如果再加上為婦女提供免費托兒等特殊措

施，女性的受益程度就能大大增加。 

在通過稅收來再分配富裕人士享有的過高回報方面，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富有的個體和

富有的企業應繳納更多稅款，而不能再逃避其應繳稅款。我們需要終結避稅天堂，終結那個協

助富有企業和個人逃稅的全球秘密網路，還應當扭轉全球向富裕人士和企業徵收稅項時出現的

「競低」趨勢。各國政府應效仿智利和南非兩國做法，提高針對富有企業和個人的稅收。83  

構建更為平等的世界 

我們必須儘快重新設計我們的經濟模式，以回報基層的普通工人和小規模糧食生產者，並

停止對他們的剝削。我們必須終止對超級富豪們的過度回報。這不僅是大眾的期望，也是各國

領導們所承諾過的。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就可以終結不平等危機，可以為我們的子孫後代構建

出一個更以人為本的的經濟，一個更為平等的世界。 

建議 

當前佔據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給全球貧窮人口帶來深遠影響，各國政府和國際

機構應當正視。此外，他們必須努力構建更以人為本的經濟，以追求實現更大的平等作為主要

目標。就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和企業能夠做到的，我們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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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平等 

• 制定切實的、有時限的目標和行動計畫來減少不平等。各國政府應以財富最多的10%人口的

總收入不超過財富最少40%人口的收入總和為目標。各國政府應達成共識，用此來調整並衡

量84可持續發展目標10中關於減少不平等的指標85。  

• 終結財富極端集中的現象。要終結極端貧窮，我們必須同時終結財富極端集中的現象。當前

這個鍍金的時代正在破壞著我們的未來。各國政府應利用監管和稅收，從根本上降低財富極

端集中的程度，限制富人和精英群體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  

• 攜手合作以實現有關財富分配不均的資料的大變革。每個國家都應編製每個人的財富和收入

的年度資料，特別是最富有的10%和1%的數據。除為這類型的調查提供更多財政支援外，

亦應公開其他資料的來源，讓大眾可以了解收入和財富在最富有群體中的集中情況。86 

• 落實政策，解決所有形式的性別歧視，推動對女性和女性就業更為積極正向的社會規範和態

度，調整家庭、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權力，使其達到動態平衡。 

• 承認並保護公民及其組織的言論自由和結社權利。扭轉所有壓制公民空間的立法和行動。為

那些維護女性和其他邊緣群體的機構提供具體明確的支援。 

從頭開始，設計一個更為平等的經濟 

• 鼓勵那些優先考量更公平回報的商業模式，包括合作社、及在公司管治和供應鏈中有員工參

與的模式。 

• 要求所有跨國公司就其供應鏈展開全面及強制性的盡職調查，遵循聯合國關於商業和人權的

指導原則87，確保其供應鏈上全體員工都能獲得生活保障工資。 

• 限制給予股東的回報，推動更多企業實施高層員工的薪酬不高於薪酬中位數20倍的政策88，

這個比例最好還能更低。 

• 消除性別工資差距，確保女性員工的權利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得到充分實現。廢除那些歧視女

性，令她們在經濟上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法律，實施支持女性權益的立法和管理架構。  

• 消除奴役式工人和貧窮工資。對所有工人，實現從最低工資水平，轉向根據生活成本而制定

出的「生活保障工資」的轉變，確保工人充分參與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 

• 促進工人組織起來。設立法定標準，保護工人組建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廢除所有反對這些權

利的法律。允許並支援覆蓋範圍廣泛的集體談判協議。 

• 消除危險的工作，確保在所有形式的僱傭關係中，工人的權利都受到尊重。確保家政工人、

流動工人和非正式僱傭工人的權利。逐步將非正規經濟正規化，確保所有工人都能受到保

護，並將非正式僱傭的工人也納入決策範圍內。. 

二次分配，構建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公共支出 

• 公開承諾實現普及的、免費的公共服務和普及社會保障網。89增加公共融資和撥備以達致這

一目標，確保社會保障制度和僱主為員工提供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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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將公共資金用於鼓勵和補貼以盈利為目標，並由私營企業經營的醫療保健和教育機構，

同時擴大公共部門提供基礎服務的範圍。嚴格監管私營設施的安全和品質，防止其拒絕為無

力支付者服務。 

關於稅收 

• 利用稅收方式減少財富的極端集中。優先對極富有者徵稅，如針對財富、財產、遺產繼承和

資本收益的稅收。提高針對高收入人士的稅率和徵收的稅項。引入針對億萬富豪的全球財富

稅，並這些收入來支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 呼籲開展新一輪國際稅收改革，以終結在稅率方面的相互「競低」。稅率的設置應是公平

的、累進制的，並且應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狀況。90任何新的協商都必須在確保所有國家均能

平等參與的前題下展開。 

• 徹底消除使用避稅天堂，增加透明度。主要實現方式可以是採納一份客觀的最差避稅天堂的

黑名單，以能強而有力地制裁那些利用避稅天堂的公司和億萬富豪。  

企業 

應在構建一個更人本化的經濟體系中擔起責任 

• 不提供生活保障工資，就沒有分紅：跨國公司可以選擇通過暫緩支付股東分紅、股票回購、

高級管理人員獎金，或高薪職員工資等開支，確保其所有員工先能獲得一份能保障基本生活

的工資（使用獨立標準計算）；同時採取措施確保在公司的主要供應鏈中，能讓工人或生產

者都獲得能保障其生活的收入。 

• 董事會中的代表性：各企業應確保董事會和薪酬委員會中有工人代表。在決策制定過程中，

各企業也應想辦法讓供應鏈中的工人和地方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意見能夠被切實吸納。 

• 支持供應鏈的轉型和變革：各公司可首先從供應鏈上選擇有公平管治架構的企業購貨，例

如，那些部分或全部由員工或生產者擁有的企業、那些管理模式優先考量其社會使命的企

業，或者是那些選擇將部分或全部利潤同員工分享的企業。樂施會的公平價值會91等措施正

在幫助各公司實現這種轉型。 

• 與最貧窮的工人分享利潤：公司可以決定同那些在其供應鏈和機構運營中得到最少工資的工

人分享一定比例利潤（如50%）。例如Cafe Direct92就和咖啡種植者們分享50%的利潤。 

• 支持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承諾遵守聯合國婦女賦權原則93以及相關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C100、C111、C156、C183）94，以此來顯示企業在社會性別平等方面的承諾；實施涵

蓋招聘、培訓、提升、騷擾和申訴舉報等方面的性別政策；公佈公司內部所有級別的性別工

資差距，並承諾消除這些差距。. 

• 降低(高管)薪酬比率：公佈公司CEO工資與薪金中位數之間的工資比率，並承諾至少將其降

至20:1。 

• 支持集體談判：公開承諾將持續地、切實地且富建設性地與獨立工會展開溝通和合作，並且

透過與工會開展合作，致力消除女性員工參與工會的障礙，特別是在那些妨礙女性員工承擔

領導職位的障礙，並推動其他能使女性工人安全有效發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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