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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市場養大的孩子，如同台灣人的生產履歷般，照著考

出來的分數選擇學校，照著這樣的模式一路讀完了私立科

大。

• 畢業後拿著文憑進了工地，就在工地現場從事監工至今。

• 現實專長為搬弄、造謠和說謊，用來保護自己，也保護他

人，編織的謊言能夠吸引憐憫，搬弄而成的印象可帶來同

情，造謠之後好求取寬容。如此而已。會寫作的原因只是

想找回真實，因為多次祈求仍不可得一個不需說謊的人生

後，唯有文字是最好的卸妝品：將平日堆疊在自己和周遭

人的謊言謠言一句句抹去。留下一個完整如初，卻又無法

訴說感受的現實人生。

林立青

工
地
現
場
勞
工
階
級
面
對
的
問
題

演講影音講 者 簡 介



196

輯二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工地現場勞工階級面對的問題

關鍵詞：工地、勞工、勞工階級

謝謝大家願意來到這裡聽我演講，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

1985 年生的，今年 32 歲，我在今年出了一本書，書名是「做工

的人」，這本書的書名原本可能會用「工地裡的人類學家」，

但大家應該不覺得我像個什麼人類學家，我跟出版社說這樣的

名稱和我太不搭了，工地的師傅們看到會笑死，那時候也有想

過叫「工地筆記」或者「工地故事」，總之就是不要叫我人類

學家，那時候我跟總編說我自己是「奏剛阿郎」，這是我們在

工地現場的自稱，總編聽到後很開心，後來就改為「做工的人」。

少有人書寫勞工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的故事在去年，由於我母親在去年開刀，

我就跟公司說我要顧媽媽所以不能加班，這是一個在台灣社會

很重要的理由，也因為這個理由我就提早回家，但事實上是我

媽媽不用我照顧，他自己可以每天看韓劇看得很開心。也因為

這樣我在家的時間變長了，我就上網看 FACEBOOK，我當時看

到一種網路新型嘲諷，甚至有了一個「八嘎囧」的新名詞，這

個名詞用來形容刺青，比較不愛讀書會去參加陣頭的孩子，但

因為我在工地現場，和這些朋友整天在一起而有了感情，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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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要針對這樣的嘲諷發聲，寫出了一篇「工地八嘎囧」，

這成為我第一篇在網路上爆紅的文章，也因為這樣書寫後，我

跟網路上的網友開始吵架，在吵架的過程中，我發現真的有人

以為他們整天都不工作，也有人很驚訝於他們會在工地學技能，

我就因此有了成就感，我發現我的書寫可以讓大家重視，我就

更願意開始投入寫作。

隔沒有兩天又有一種網路上的嘲諷，這次的嘲諷針對檳榔西

施，由於我的工作內容，我也大量和檳榔西施往來，主要的攻

擊就是這些女生出來包檳榔最後都會去酒店云云，我也看不下

去，因此在網路上再寫一篇文章在網路上跟人繼續吵架，也因

為這樣我這篇文章也是讓很多人發現原來檳榔西施的收入不高，

靠著是一包一包抽成。我寫完這兩篇以後，出版社的社長對我

說「這應該可以出書」，我那時候想著是這好像很好玩，想著

自己可以出一本書也很有意思，我就這樣簽約了。

我 說 這 故

事是要向大家

說明，我的寫

作動機純粹是

我發現了很多

人並不了解我

們這個社會上

的不同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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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這些互動裡面發現很多人不知道一些社會上不同階級，不

同工作職業的人是用什麼方式去跟人互動的，我一開始的文章

是寫在臉書，後來發現許多人根本不懂勞工。也因為這樣，我

想要出書。

我今天會來到這裡，也是這個原因，在我出書之後，我送書

給我的朋友們，但後來發生一件事情，當我把書送給我的朋友

後，他看了之後很開心，告訴我她要他的孩子也都看這本書，

還要寫心得報告，因為「不好好讀書就會去做工」，我當時聽

到後就決定我要到處去演講，到處去講。這次的經驗讓我知道

這類的溝通是必要並且永無止盡的，很多人依舊不理解，或者

無法理解工人。

我的書也有另外一種迴響，來自於我每一次的演講，以及

我書寫時的感受，我的許多讀者告訴我「我是透過你的書才理

解了我的家人」或者「我看完你的書才知道勞工們面臨這些問

題」，這讓我也發現，即使我們身邊到處可見工地圍籬，也隨

處可見家人朋友從事工程相關的工作，但理解關心的不多，能

夠清楚說出工作內容的人更少。

我另外還有一個故事，在當時我這本書找攝影師時，師傅們

完全不習慣會有人拿著攝影機來為他們拍照，那時候師傅們到

現場，看到攝影機時幾乎都退避三舍，並且驚訝不已。小路哥

那時候拍他們時，他們非常不自然，並且也不知道該如何配合，

也不願意擺出 POSE，等照片都拍完整理好後，這些師傅們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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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看自己被專業拍出來的照片。有一組師傅當時並不是很配合，

攝影師當時只能遠遠的拍他們施工的照片，一開始還很開心，

但等到照片出現後，他們看到自己照片比人家還少，鬧起了一

些憋扭。我就答應他們我會再找攝影師為他們拍照。結果第二

位攝影師來時，他們非常開心，擺出各種姿勢 POSE 展現，並

且和攝影師密切合作，調整姿態拿出一堆香菸飲料藥品。他們

還一直說第二個攝影師比較好。

為什麼我要說這些故事？因為這些師傅其實都是做了幾十

年工作的師傅，但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被長期看見，在他們做了

30 年的工程生活中，沒有遇過攝影師要來為他們拍照。我們如

果現在去查台灣的大型工程，你只會看到剪綵的照片，但實際

上沒有人會給你工地第一線師傅們的樣貌，我們到各大建案的

廣告時，會有建築師，但也不會給你看專業師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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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習慣去關注這些勞工 

第一次拍照時，這些勞工不知道有人要拍攝，也不知道該如

何配合，在第二次時，他們已經開始看到有人要拍攝並且理解

他們，也做出相對應的調整，他們會跟攝影師對話，互相溝通

理解，擺出姿勢等等。

有人問我說我這樣的觀察能不能代表他們，同時也提出批

評，這裡面最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大部分批評我的人搞不清楚

工地的工人、工頭和監工的差別。這反而令我注意起來，我後

來思考了，我們有沒有以工地現場勞工為主的電影、戲劇或是

小說作品？我想了很久之後發現似乎沒有，我自己也因為這本

書後發現這本書的內容似乎讓很多人驚訝於台灣工地勞工的處

境，因此我越來越發現大家其實很不理解工地的勞工。當長期

沒有理解的時候，我們會更不知道該怎麼去接觸以及相處。

這些師傅們並不習慣被大眾看見，但他們其實是期待被看見

的，我所看到的師傅們，這些師傅們非常期待更多人可以看到

他們，我的書寫永遠不夠，現在開始也有綜藝節目以及專訪也

越來越多，但這些書寫或是拍攝依舊不夠，我們的勞動者多，

而願意紀錄他們的少，相對的討論也少。

不被看見，也就不會被理解

我在上個月遇到一個法官問我說工地的師傅一個月可以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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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第一個方式是用基本薪資算，第二個方式是看報紙聽說

來算，但基本薪資只有兩萬，電視報導卻有八萬，這時候他問

我時，我告訴他有「營建物價」並且用報紙徵才廣告查找出行

情後平均，可能就接近於一個月的待遇，工地的師傅約略每個

月 20~27天不等，通常抓個 22~24 天上下。

那現在的工資應該怎麼看呢，由於這是傳統產業，大家都忽

略了報紙的求才版，以台中今天報紙的行情來看，這裡的粗工

行情約略在 1100~1300上下，當然也有比較高的，有時候缺工可

以叫到 1500，要曬太陽比較久的還會再高一點。學徒也差不多

就是 1100~1500不等。

一個營造工地的學徒工作薪資一天大約是 1100~1500，等著

技術能力增進後，會逐漸增加到 1600~1800，這時候我們會說算

是所謂的「半桶」，也就是半技工，再等到技術精熟後，就會

達到一天 2000 的師傅待遇，如果要更加進步，那就要成為領班

或著是小型包商，努力拚搏購買機具設備以求自己成為包商頭。

請各位朋友注意，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都是「日薪」，領日薪的

人會有一種心態，就是要精進自己的技術以求增加收入，以每

日薪水算的狀態下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沒有工作時就沒有收入，

這會讓他們在有工作的狀態下很努力，在沒有的狀態下非常擔

憂。

領日薪會有另外一個結果，我前幾天有一個師傅跑來跟我借

錢，由於工程圖說以及施工單位配合的原因，他當月只做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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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左右，只領有一萬多的薪水，這種狀態下他是沒有辦法養家生

活的，他也就只能借錢來生活，透過消耗自己的人脈來生活。

他現在的待遇是 1500~1600，如果他工作排得順利時，他是

可以有盈餘並且穩定工作的，但問題就在於他只是受雇的，他不

見得能夠去掌握自己的工作日數，領日薪的師傅們就無法有保

障，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每次所有勞工運動抗爭，不管是一

例一休、七天假或是基本薪資，你都看不到任何工地勞工跳出來

抗議或是講話，或許很多人都沒有想過為什麼，但我們這樣看過

去就可以清楚知道「因為他們領的是日薪」。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勞基法過去是工廠法，他其實是一個用

來規範工廠的，這樣的一個法案其實並不適合用來規範工地現

場環境，為什麼勞基法會是工廠法？我可以提醒大家，過去台灣

有一個文壇老前輩，他叫做楊青矗，他寫了一系列的工廠勞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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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過去工廠的

管理方式很差，

在那個時代的工

廠裡面，存在著

大量的管理問題，

他在書裡面寫了

許多的管理問題，

因為女工的私德

而被驅趕，過去

的工廠大老闆如果看到女工懷孕，則會被批評，女性在被雇用

上也受到比較大的考量和排擠，若是有工傷意外，很可能會被

大老闆推卸得一乾二淨，因為他在三十年前就寫這樣的作品，

他就被批評了。很多人說他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當時候工廠極需要被規範，我們現在可以看見我們的工

廠現在不會再有這種事情，勞工如果受傷至少有勞基法，女性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比起當年有保障許多。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存

在這個問題，也因為我們看到問題，我們提出解決的方式，才

有這樣一部法律。我們現在看到有這樣的保障是因為有勞基法。

但為什麼這樣的一部法律對於工地勞工的保障實在是不

足？我可能要這樣解釋，我們的法律是用來規範制度的，我們

的制度其實是習慣演變而來的，我們的習慣源自於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是因為價值觀。但因為我們長期對於工地勞工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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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足，所以在習慣制度和法律上都對工地勞工非常不友善。

我剛剛說了，工地待遇是日薪，也因為日薪的原因，我們的

工人沒有辦法被穩定的保護，這也是因為我們沒有針對不同職

業類別進行理解，也因為理解不足，我們的價值觀、習慣、制

度及法律都缺乏可以套用在工地勞工身上的規範。我們可以再

看到現在的軍公教，他們現在正在抗議，但是我們其實不應該

用軍公教整體來看待他們，像警察的平均壽命這麼短，我們就

應該為他們設計新的制度來保障，我們過去沒有，我們只是用

比較高的所得替代率去掩蓋我們對他們的不理解以及制度上沒

有看到他們的地方，也因為這樣，現在的軍公教沒有新的輔導

或是新的工作機會可能。

這不是單一只發生在勞工，我所說的公務員也一樣，我們

沒有針對不同的職業別去進行理解，所謂的公務員待遇其實就

是一連串的高所

得替代率，但沒

有針對他們的所

需來思考、來設

計。我們沒有看

到這些。這是我

國法律在制定時

沒有認真理解所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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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情況在勞工身分上更慘，我們的工地大多數人保的是「肥

皂公會」，這些不是真的製作肥皂，而是不管你的職業是什麼，

你都可以直接過來納保，例如油漆工保園藝，水電工保攤販，

這些工會因為會在五一勞動節時送肥皂，所以稱之為「肥皂公

會」。

我們理想的工會是會有組織、會有勞教、會提供不同資訊和

意見的地方，但這樣的工作顯然沒有這樣的功能，我們也可以

發現台灣現在有在運作的工會多數是大型公司的工會，例如運

輸的空服員，例如大型的國營公司。但我們想想很需要工會的

職業呢？例如洗頭的美容院，他們很需要有人來告訴他們相關

資訊，但我們顯然沒看到有這樣的存在，他們其實是需要資訊，

需要有工會為他們抗爭協調，但我沒有看過有營造業勞工組的

工會做這種事情。

久不理解將會有階級出現

我曾經有一次在一個拖吊場旁邊施工，那時候的師傅們和我

坐在路邊聊天，我們看著旁邊的拖吊場把違規停車的車一台一

台拖進去，我的印象很清楚，那時候我們吃便當，先是看到一

台載桶裝水的被拖進去時，我身邊的師傅罵起髒話，又看到一

台貨車被拖進去時，依舊罵髒話，等到拖一台環保局的衛生稽

查車時，師傅們拍手叫好。

你說這有沒有差別制度？有沒有階級？我身邊的師傅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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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勞保後，看到自己可以領約 80萬；我母親在市場擺攤，

等年資到達退休時，只能領到 30 萬。這些勞工的制度和一般人

不同，我的師傅也有保了很久，結果有一段時間公會倒閉而年

資中斷。舊制的勞保也沒有什麼月退的可能。

這在我身邊的營造業勞工更明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退休金

額，根本撐不下去，活不了多久，那你認為勞工會認為有尊嚴

嗎？有相對應的公平制度嗎？也因此大家所看到的勞工年紀很

大還在工地工作，那是可能的，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有人說我塑造出一個勞工階級，我要告訴大家，這是早

就存在的，國家制度下的適用性和鼓勵會塑造出比較受到國家

保障的職業，也當然就會有無法管理，或者不願意管理的職業，

我們過去只會用「也有人過很好」來當藉口，不去正視制度的

不公平偏斜，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要找出一個每種職業都可

以受到保障的制度。

所以也有一種情況發生，我身邊的勞工朋友們都非常「慷

慨」，認為乾脆所有人都不要領，一次破產讓子孫不要負債，

反正自己本來就領的不多了，反正國家制度根本不同，當然這

種心態也是因為他們大部分一次領，所以倒光光對子孫好的說

法對自己來說損失比較少。

另外一種說法是階級流動，或者說階級翻轉，就是你家裏

是做工的，你就去做一些有保障的工作，例如軍公教警政法，



社會運動與觀察者筆記

207

輯二 

這些受到國家保障的工作，這樣你就會脫離一般人眼中的「底

層」，很多人會因此開心，例如考上法官或是檢察官。

但原本自己的家人呢？一樣出身做工的朋友呢？我們是有

什麼制度保護他們嗎？還是只是因為我們會說「有的工人做很

好也可以賺錢」或者「他們的技術可以賺大錢」，當然我不否

認有人天賦異稟，可以透過天賦才能去取得成就，但制度對他

們有沒有保障？營造業相關從業人員每年職災傷亡比例都比起

其他職業類別多，是否有改善？

我今天來到這裡，我期待的是以後再也沒有人說不好好讀書

就去做工，因為這就是階級的開始，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價值

觀一開始就在區分階級。不僅僅是做工的人，我們所看到的便

利超商店員，警衛保全或者一些低技術的工作，我們過去只說

這些人也有出頭天的可能，或者職業無貴賤。

但事實是根本沒有什麼人深入探討，否則我今天不會站在這

裡呼籲大家面對制度上的不公平，事實上就是沒有人提出方法，

來改善這些就業條件的惡劣，或者是進行倡議，呼籲大家理解

並且改善處境。

我們的教科書上教的人都是為民喉舌的人物，都是苦民所苦

的文章，都是悲天憫人的詩詞。但現在呢？

我會告訴大家，問題就在於長期不理解，我們的社會長期沒

有關注，社會運動者如顧玉玲寫的文字，工傷團體的訴求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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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

識臺灣
島文

忽略，結果就是勞工們的權益不受保障，不僅僅是工地的勞工，

而是全體勞工。

所幸我們是可以看到改變的，我上個月去台大醫院演講時，

台大醫院的醫生們很認真的問我，為什麼工地的勞工都不回診？

為什麼檢查都不定期去做？為什麼都不乖乖吃藥。我可以從這

裡看到大家開始越來越願意說，越來越願意溝通，越來越重視

聆聽。

所以我會繼續寫，我要告訴大家，勞工的聲音長期只有在選

舉和抗爭時被拿來運用，如果我們要認真來看，我們是否有價

值觀，有制度或是社會保險可以改善勞工的處境？我會持續呼

籲，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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