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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说明 
 
 

8 月份（第 14 号） 
- 罢工 

 
 
 

依据文件： 
1- 柬埔寨王国 1997 年劳工法； 
2- 2000 年 3 月 6 日签发第 005SKBY 关于罢工权的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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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 
rrr2sss 

 
 柬埔寨宪法认可罢工权，为了避免影响到公共秩序和影响到其他非罢工者

的权利，罢工的进行应受法律限制和控制。我们商会觉得，目前所执行的罢工行

为都不遵守法律程序，有时候罢工者执行的罢工行为影响到其他工人（非罢工

者）的权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柬埔寨更佳工厂（ILO-BFC）于 2015 年 6 月份的第 32 次

的综合报告显示：自从 2011 年 11 月份一直到该报告，全部针对制衣厂和制鞋厂

100%罢工完全不遵照法律程序执行。不遵照法律程序的罢工相当于非法罢工，确

定罢工的合法或非法应在于劳工法院或法院（劳工法院未成立）的决定。 
 
 什么是罢工？哪些法律依据或法律条件确定罢工不遵照法律程序？罢工有哪

些影响？ 
 

 

 根据上述确定的标准条件，我们觉得，有一个词语还需要解释，那就是一群

的工人。有几位工人才认为是一群工人？同时，一些条件已被认为是缺勤，而不

1- 定义 
 依据劳工法第 318 条款第 1 段和关于罢工权第 005 的通令，说明罢工是一群

工人在一个企业或工厂停止工作，目的为了能让工人的要求获得公平的解决，亦

是为了能够让工人回企业或工厂上班的条件。此外，有关罢工权的通令强调罢工

是工人在工厂范围内停止工作，为了反对或要求雇主完成某个条件，则罢工不是

群体游行到某个地方。 
 
 根据劳工法第 318 条件的定义和罢工权通令的定义，罢工必须满足 3 种标准

条件，就是： 
 第 1 种：一组工人同意停止工作（该停止工作应位于工厂-企业的范围

内）； 
 第 2 种：目的为了让自己的要求获得公平的解决； 
 第 3 种：为了回工厂-企业照常上班而获得解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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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罢工。没有法律条例、或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或仲裁委员会的决策规定一群工

人应该有几位。上述 3 个标准条件的规定，就是避免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罢工行

为。 
 

例如：有 5 位工人没有来上班 5 天了，雇主问其他工人了解到他们不来上

班，是因为他们想要在原有的专业费用上增加 5 美元的专业费用，雇主需要提供

这样的费用，他们才回工厂-企业上班。这种不回工厂-企业上班的行为是否当作罢

工，还是缺勤？ 
 

 解决方法：依据上述的法律条例或标准条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不是罢

工行为，而是缺勤，因为我们依据下面的原因： 
 第 1 种标准条件：意思是要证明 5 位工人没有来上班的原因是不是他们要罢

工，他们有来工厂，可是他们没有工作，就等于罢工，而不是缺勤。 
 第 2 种标准条件：雇主不能明确工人的申请或要求，因为雇主只是从其他工

人获得这样的消息，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尽管工厂不能明确工人的申请或

要求是以书面形式或以口头形式提出，工人不来上班导致双方无法联系找出解决

方法（一方的缺勤）。 
 第 3 种标准条件：回工厂-企业上班的解决条件也无法处理，因为工人缺勤

（一方的缺勤）。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1- 一群工人在工厂-企业范围内停止工作，目的不是为了申请雇主解决其要求和条

件，以便回工厂-企业上班，这种停止工作的行为不属于罢工行为（根据劳工法第

318 条件）（第 33/06 的裁决） 
 

 

2- 罢工权的执行 
罢工权应受到柬埔寨王国宪法的保护，无论如何，该权利的执行也受到劳工

法的限制。根据劳工法第 319 条和第 320 条款，罢工权应按照以下条件执行： 
A. 工人以和谐的方法解决和处理工作纠纷：和谐的解决指的是在通过劳工和

职业培训部官员和仲裁委员会协调的前提下，工人已经协商解决工作纠纷。根据

劳工法说明的罢工指的是最后的选择，以便解决工作纠纷，为了要求雇主满足自

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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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拒绝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或仲裁委员会不能解决或仲裁委员会不能在

15 天内给予关于纠纷解决的通知书，该权利可以执行。 
 
C. 罢工权需合法的执行，并强求遵照综合协议或法律，以便保护经济利益和

工人的社会职业利益。意思是说强求一方遵照综合协议或法律就是与权利有关的

纠纷，而保护经济利益和社会职业利益就是与利益有关的纠纷。相反的，工人不

能按照不合法的罢工进行的，包括：（1）反对来自合法来源的法律规则或综合协

议或仲裁委员会有关的解决方法；（2）重新修订综合协议或经过双方同意接收仲

裁委员会的裁决，并在综合协议或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还仍然有效力（未过期）期

间。 
 
再次，尽管该权利被允许执行，可是也需要遵照工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执行。 

 

3- 罢工前的程序 
罢工前，工人需遵照一些具体的程序，如下： 
 

 A. 工会章程规定的程序：罢工权属于每位工人的个人权利，不过该权利被

工人集体的使用，为了要求他们权利和综合利益。该权利不属于工会或工会领导

的权利，工会只是获得代表工人的权利而已。根据工会的章程，罢工需遵照具体

的程序执行，应采取秘密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 
 
 对于地方的工会或已在工厂-企业注册的工会，在决定执行罢工之前，工会

领导应召开会议，以便申请工人和会员的同意。要举行或不举行罢工，工会要先

争取工人意见，以工人投票的票数来决定，还要符合工会的内部规定。如果工人

或工会会员决定不罢工，则罢工不能进行，工会领导没有权利自己决定进行罢工

或煽动工人或强逼工人参加罢工或强逼工人支持罢工。如果工人投票支持需要罢

工，工人或代表有义务事先通知工厂-企业，而不是投票支持后马上进行罢工。 
 

罢工应是最后解决工作纠纷的一个选项，不按照解决纠纷

的程序而进行罢工，将被视为非法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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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现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柬埔寨更佳工厂第 32 次报告显示共有 135 起罢

工，都没有遵照法律程序来执行。该报告显示工会没有遵照罢工程序。同时，根

据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的调查，在决定执行罢工之前，没有看见工会按照其规定秘

密投票。为了平等、公正，在执行罢工之前，工会需获得会员秘密投票决定，并

需有会议纪要，然后提交给工厂/企业，并需附有罢工的通知书，避免工会领导檀

自决定执行该权利或其他人（不是工人）执行该权利，并没有为工人服务。 
 
 

 如果罢工影响基本服务，提前通知必须增加至少 15 个工作日。影响基本服

务指的是暂停该服务，将会带来危险或对全部或部分人类有生命危险、安全或健

康问题。“基本服务”在劳工法内容有广泛的定义，可是有提供基本服务的企

业，需提交企业名称给负责劳工的部门。提供第 328条所指的必要服务的企业名

单应由主管劳工的部的部长令确定。关于必要服务的质量的所有争议应通过劳动

法庭解决或通过普通法院，如无劳动法庭。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1- 如果工人不遵照法律程序第 324 关于给事先通知的条款举行罢工，工人会失去

法律的保护（第 56/04，第 73/04 和第 111/04 的裁决）。 
 
 在事前通知期间，争议各方被要求参加会议，以安排在将发生罢工的企业的

最低服务，确保企业的设施和设备得到保护。如各方未达成协议，主管劳工的部

应确定上述的最低服务。 
 被要求提供所指的最低服务的工人似乎不做这样的工作，则被认为犯了严重

的不良行为。 
 

B. 提前发通知 
 罢工必须在罢工之前至少 7 个工作日给一个事前通知，并在自己的工厂/企
业备案。如果罢工会影响一个行业或部门，如有雇主协会，该事前通知必须向相

关的雇主协会备案。该事前通知必须准确地具体说明构成罢工原因的要求。 
 

{执行罢工的权利应在于工会的工人/会员的决定，而不是在

于工会领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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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工厂/企业使用自动机械 24 小时/天，7 天/周，为了生产外套或其他服装，

在发通知的期间，工厂/企业应建立最低服务，以便在罢工期间能够保持生产，需

有工人负责完成最低服务工作，减少雇主的损失，如果没有确定最低服务工作的

话，工厂/企业的设备、机械将会不工作或全部损坏。据此，为了保护企业设备，

需要建立最低服务工作，对于上述案例，就是确保自己机械的保护或减少雇主的

亏损。 
 
 结果：无论如何，这种措施在劳工方面还未有使用，而负责劳工方面的 官
员也没有利用这种规则来保护或减少雇主的损失。 
 

 

 
仲裁委员会裁决 

1- 在罢工期间，工人举行罢工没有权利获得他们的工资，尽管罢工是遵照法律程

序进行的。（第 49/05 和第 53/05 的裁决） 

4- 罢工权力 
 A. 会导致吊销劳工合同：在罢工期间，罢工工人的劳工合同将会被吊销。

在罢工期间，合同被吊销，导致工作报酬，包括工资将不会提供和计算。 

2- 在工人举行罢工时，雇主没有义务提供工资和满勤奖励，无论罢工是遵照法律

程序或不遵照法律程序举行。（第 81/08 的裁决）。 
  
 执行罢工权利就是罢工者的自由权利，工人因为要雇主满足其条件才回去上

班。然而，根据权利和自由的原则，非罢工的工人，有自由权利完成自己的工

作，如果非罢工的工人受到威胁行为或强迫行为，国家需保护其权利和自由权

利。 
 
 
 
 
 

 当罢工结束后，工人将被允许回工厂/企业照常上班。尽管劳工合同被吊

销，可是工人代表的职责不会被吊销（可以与雇主沟通联系）。禁止制裁参加罢

工的工人。 
 

尽管罢工遵照法律程序或不遵照法律程序举行，在罢工期间，参加罢

工的工人的工作福利和工资将不会被提供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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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罢工对等条款原则：在罢工期间，工人将不会获得工作福利，包括工资，

可是会有罢工互惠条款，雇主可以在工人参加罢工时提供工作的好处和工资，但

是需在以下条款规定范围内： 
 
 A1. 在罢工期间，雇主已聘用新工人来替代罢工者完成工作（除非聘用新工

人来替代工人完成最低服务，前提是那些需要完成最低服务的工人缺勤）。 
 
 A2. 雇主已运输货品和原材料到其他工厂/企业协助生产，在罢工正在进行的

情况下，运输货品或原材料到外面或到其他工厂/企业代替自己生产加工相当于招

聘新工人来替代罢工工人完成工作，只不过用其他工厂/企业的劳工。这种行为被

视为违反罢工的措施和目的，同时，根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关于利达制衣厂案

例，工人不遵照法律措施和违背罢工程序，因此，罢工者在罢工期间，不能获得

工资及福利。 
 

仲裁委员会裁决 
1- 如果在罢工期间，雇主聘用新工人来工作或把工作交给其他工厂/企业的工人

做，雇主应提供工资给工人的权利。（第 73/04 的裁决）。 
2- 如果雇主不违背罢工相关法律条款（例如：在罢工期间，雇主不聘用新工人的

话，雇主不需支付工资（包括其他奖励）给参加罢工的工人）。（第 16/04 和第

25/04 的裁决）。 
 
注明：于 2004 年 3 月 29 日的第 16/04 号裁决，关于亚达印刷公司的案子不能被

当作聘请新工人或把工作转给其他公司来做，因为货主看到公司有工人在罢工，

货主就把自己 的货品运回去，担心公司不能及时解决罢工问题。 
 

 

 

5- 罢工的合法性 
 违法的罢工就是不遵照法律程序进行，或不和谐的罢工。只有劳工法院或仲

裁法院（如果劳工法院还未成立）才能确定罢工行为是否合法或非法。 

 
 
 
 

{罢工者拥有罢工的自由权利，同时非罢工的工人也有不

参加罢工行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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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1- 如果法院规定工人回工厂上班，而工人不遵照法院的规定去做，应被视为严重

不当行为。自从有具体的规定时间或法院的规定，工人有义务回工厂上班。（第

28/04 号裁决）。 
 
 如果法院确定罢工是非法的，自从法院发通告之后，全部罢工者必须在 48
小时内返回工厂上班。如果工人没有在 48 小时内返回工厂上班，并没有合理的原

因，则被视为工人犯了严重不当行为。 
 
 根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一些合法原因即可以被当作不是严重不当行为，如

下： 
 1- 在罢工期间，已获得批准休假的工人，不能当作罢工者。如果工人已获得

休假，刚好碰到法院发通告规定回单位上班，这种就是合法的原因，请假的工人

可以不按照法院的通告返回工厂上班。（第 28/04 号裁决）。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1-如果各方在仲裁委员会的过程中进行罢工或停工，仲裁委员会不会发出裁决或

劳工纠纷的指示。（第 04/04 的裁决） 
2- 罢工权只能在解决争议的方法结束后方可进行，解决争议的方法包括仲裁委员

会的调解。（第 15/04 号裁决） 
3- 工人不能煽动或威胁其他工人参加罢工。（第 18/04 号裁决） 
4- 聘用学生、员工或实习学生，目的为了培训不能当作违背劳工法相关的罢工条

款（第 22/04 的裁决） 
5- 工人在罢工期间关闭电源，这种行为是不合法，因为这种行为将使公司亏损，

以及侵犯工人的罢工权利。这种行为被视为严重不当行为。（第 36/04 号裁决） 
6- 当工人不遵照法律程序进行罢工，相当于他们没有照常来工作，因此，他们没

有权利获得工作津贴。（第 127/08 的裁决） 
7- 在罢工期间，雇主没有义务提供工龄奖给工人。（第 70/08 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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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以上的法律说明是指提供额外信息给我们会员而已，并不是

提供法律意见。对于按照该法律说明来执行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我们商

会不负责任。在按照该法律说明执行之前，商会鼓励会员寻找更多法律

专家来解释说明。对于其他信息，请与商会秘书处联系，电话号码：023 
301 181 或邮箱： kimpichda@gmac-cambodia.org. 

 
 
 
 
 
 
 
 
 
 
 
 
 
 
 
 
 
 
 
 
 
 

由柬埔寨制衣厂商会法律和劳工工作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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