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大探索──打工教戰守則 

社會文化分析課程第二組期末報告 

組員：蔡傑羽、徐紫倢、劉庭瑋、劉峻瑋、陳韋翰、楊祖勳、林彥成 

一、研究動機 

  打工一直視許多大學生的必修課之一，那麼清大的打工環境怎麼樣呢？在

清大附近打工又需要注意甚麼呢？因為剛好有一位團隊成員打工經驗豐富，因

此期末的田野調查我們決定以打工為主軸，設計問卷，並找打工經驗豐富的同

學來進行深度訪談。 

二、簡介 

  這個計劃的目的為希望可以藉由製作清華周邊的薪資地圖，揭露不符合勞

基法相關規定的店家，以期可以改善清華學生的打工環境，並透過深度訪談，

了解正身在打工前線的學生們，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及分享他們的經驗，希望能

讓不同的打工資訊共享，以期清華學生可以利用這份資訊避開或改善打工可能

會遇到的問題，因此我們以是否符合勞基法以及揭露打工真相為核心目標，設

計問卷及訪談，並期望能向東華大學或政治大學一樣，建立校園周邊打工的薪

資地圖，以揭發打工的黑暗面並改善學生打工環境。 

三、研究方法 

  我們利用 google 表單設計問卷，並在 Facebook 各系版及各社團版發文，或

請朋友幫忙填卷及轉發，在我們發出第一版問卷並大約收集了四十幾份問卷

時，學生會主動聯繫我們並表示願意與我們共同完成薪資地圖，因此我們重新

設計了一份更加完整的問卷，利用學生會發全校信，讓更多學生知道我們的計

劃，並把問卷對象由校本部擴及至南大校區（但以下討論並無包含南大校區，

該部分會由學生會繼續收集資料），最後總共收集到 198 份問卷，並進行了 5 次

的深度訪談，受訪者皆為清大正在校外打工的學生，完成了為期一個月的清大



校園打工田野調查 

（一） 問卷內容 

1. 身分 

2. 性別 

3. 系級 

4. 打工的期間 

5. 打工的店家名稱 

6. 打工的店家位置 

7. 打工的店家性質 

8. 大致上的工作內容 

9. 工作內容是否跟一開始說好的內容有出入 

10. 計薪方式、薪水多少 

11. 工作上的福利 

12. 若工作超過八小時，是否給付加班費 

13. 是否有罰則扣薪，若有，罰則的內容 

14. 若在國定假日（特殊節慶）上班，是否有兩倍薪資 

15. 若在休息日上班，是否有加付薪資 

16. 員工人數（除了老闆）是否有五人以上 

17. 若為五人以上公司，是否有保勞健保 

18. 若遭非自願解雇，是否有資遣費 

19. 是否有試用期，試用期的天數、時薪 

20. 對老闆的評價（1 至 5 分） 

21. 對工作環境的評價（1 至 5 分） 

22. 想要抱怨的事 

23. 覺得很讚的事 

24. 願意接受訪談者，可留下信箱 



25. 其餘想說的事 

26. 以上回答是否為事實 

問卷連結：https://goo.gl/QAq9DP 

（二） 分析方法 

  收集完 google 表單後，系統會產生 Excel 表單，我們利用表單內容進行分

析，製作圓餅圖、長條圖等作資料呈現，並開會討論，與深度訪探內容結合，

歸納出問題的所在及分析重點，並可能推測造成該結果的因素，最後歸納出自

己的看法及提出我們對問題的解決方案。 

四、調查結果與數據分析 

（一） 填卷學生的分布狀況與性別 

首先，這是本次填答問卷的男女比例圖 

 

 

 

 

 

 

https://goo.gl/QAq9DP


對比清大的男女比例圖 

 

  從圖中可以發現，填卷男女比與清大男女比剛好相反過來，造成這個結果

的原因可能是女生填問卷的意願比較高，因為我們收集到的問卷不夠多，因此

無法推斷清大學生打工的實際男女比為何。 

  若把男女在分成校內校外，我們可以發現不分性別，清大學生都傾向在校

內打工，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將在 （七）打工指南 進行討論 

 

  如下圖，清大學生有個特色，就是比較會念書，因此許多人投入補習班或

家教的工作，薪水也還算不錯，另外，除了在學校做行政之外，也有很多人去

餐廳打工，其實我認識的很多外校同學也都是找餐廳或飲料店比較多，另外男

生擔任補習班老師或家教的比例比較高，女生則是校內行政的比例較高，雖然

憑一百多份的數據沒辦法下很嚴謹的判斷，但是推測社會對性別的期待可能稍



微有些影響男女學生的工作選擇。 

 

  根據性別平等工作法，在職場上兩性性別應為平等，在問卷及訪談中，我

們並沒有發現清大學生有受到性別不平等待遇的案例，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樣

本不夠多，沒有挖掘出不平等的案例。 

（二）填卷學生的薪水分布 

 

  從這張薪水圓餅圖來看，可以發現清大校內外大部分的店家都是等於基本

時薪的，且甚至有快 1/3 是高於基本時薪，然後只有少數店家沒有依法給付薪

水，所以我們可以得知清大周遭的店家在薪水這部分大多都是有好好遵守法律

的。 

  那我們來進一步分析高於和低於基本時薪的原因。高於基本時薪大致是因

為，有部分店家在打工族打工了一定長的時間後，例如大多是一兩年後，就會

開始加薪；再來就是其中大多數其實是家教還有在補習班擔任解題老師，通常



進行教育相關工作的薪水是會比較高的；最後我們發現校內餐廳薪水大多都會

高於基本時薪一點點，而校外餐廳則是較少有這種待遇。而低於基本時薪的店

家，多是校外餐飲業，而且福利也相對地都蠻少的，大多都只有提供員工優惠

價而已，例如一家在校門口光復路上的麵包店新*興。 

（三）供餐 

  而供餐這部分，我們發現校內餐廳幾乎都有供餐，無論是免費或是以員工

優惠價買； 而校內行政則是少數供餐，大多都是有時候會議剩下來的點心還有

便當才會給工讀生吃；然後校外餐飲的話，大多都是購買該店家的商品會有員

工優惠價，較少是直接免費供餐的。 

  我們把低於基本時薪區分成有無供餐，可是其實即使供餐後有把低於基本

薪資的錢補回來，還是有可能會違法，因為這都要取決於打工者的同意，如果

打工者不同意以供餐來補足不夠的薪資，那就會違反了勞基法第 21 條，工資由

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若有供餐或以實物給付，應公平合理

且符合需要。 

（四）加班費 

  自一例一修新制上路後，加班費的計算成為勞雇雙方不可忽略的要點，接

下來我們來看有關加班費的圖表： 

 

  由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清大的學生加班的比例較少，可見大多數學生只是

將打工視為賺外快，不一定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勞基法明文規定，國定假日上班，業者必須要支付兩倍的薪資，令我們意



外的是許多人不知道或是未這項法規保障，而不清楚的人數也有相當大的比

例，顯示出薪資不透明的問題，這是需要好好改善的地方，因此提出以下幾個

比較可行的辦法： 

1. 嘗試與雇主溝通協調，因為這是政府保障的權益，勞方理當有資格去爭取應

得的報酬；倘若對自己的薪資不清楚，可以向雇主申請薪資條，以避免雇主

不依照法規支薪。 

2. 若業者經過屢次的要求仍未有所改善，可以向勞委會提出申訴，詳細內容將

在內容總結完整說明申訴途徑。 

（五）罰則扣薪 

  有些雇主會訂定法律之外的規範以約束勞方，但有些劣質的雇主會訂定不合

理的規定並對勞方進行扣薪處分，為分析是否有上述情形，從雇主是否訂定罰則

扣薪的圖表可發現：大部分的員工沒有遇到扣薪的懲處。 

 

（六）勞健保 

  關於勞健保部分，我們在做實際調查時主要是以勞健保第六條作為收集的

資料，勞健保第六條規定了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

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從這張是否投保勞保的圓餅圖來看，可以看到至少有 35%的勞工觀察了周遭的

環境後，發現雇主並沒有為他們投保勞工保險。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呢？我們經過許多資料的查找，發現了以下的原

因： 

1. 雇主希望減少人事成本，因為投保勞工保險需要保費，儘管保費有費率上

的差異，但是雇用很多勞工的話，保費也是一樣很大的支出，而大多數老

闆都會想多賺點錢，也就不願為勞工投保保險了 

2. 勞方不清楚自身權益，不清楚勞動保險的投保條件或金額，因此勞保被低

報或沒有受保。 

3. 勞工遇到自身權益受損時也不願爭取自身權益，因此權益受損。 

4. 在勞動保險的盤查與檢舉上的困難，例如：資方逃避勞保盤查、勞保盤查

人員不足、有許多隨意檢舉的情況等。導致勞動保險法的執行率低落，並

沒有真正落實勞動保險。 

  儘管現在在勞保方面仍有很多尚未落實，但我們依據現有國內外的勞工情

況、勞動環境，我們提出了幾項可能可行的方案： 

1. 讓政府、公家機關舉辦職前教育，宣導、提醒要維護自身權益，也要了解

自身權益。 

2. 同性質或同地區勞工成立工會，利用工會力量與資方對話，爭取更好的福



利，像是就業保險、假期加薪等。而像清華這樣的學校，校內外打工的比

例大概是一半一半，也因此校內能成立校內工會，校外則能成立地區性工

會，分別與資方做協調。 

3. 目前的勞保盤查仍有諸多問題，若想改善勞工環境，勞保盤查的方法能再

做改善，例如：訂定法規規範資方行為、增加勞檢人員等。 

  勞動保險是為了保護勞工，讓勞工在不同的工作環境中能更有保障的工作，

我們在這次的討論中了解到，現在的勞工保險是不完全的，因為人力、物力的關

係，現在只在五人以上的工作環境，才會被投保勞工保險，但我們覺得真正的勞

工保險，是每位勞工都必須受保的。 

（七）打工指南 

  根據我們收集到的數據，大部分學生都是在校內打工，而校內行政單位的比

例更高達 54%，校內打工的比例比我們預想的高上許多，可能原因如下： 

校內打工的特點： 

1. 距離近，多數學生住在校內宿舍，而大部分又沒有機車，在大眾交通並不便

利的新竹，選擇校內打工，也較方便。 

2. 多為文書處理、學餐，很多校內行政打工都是顧櫃檯這類，是相對無趣、重

複性高的。 

3. 環境單純，校內打工接觸對象，多為學生或教職人員，通常會對自己校內的

人較和善，比較不會遇到難應付的客人之類的。 

校外打工特點： 

1. 性質多元，校外打工有很多選擇，例如：補教業、麵包店，資料中有一筆特

別的是在醫療業打工，就算是同類型的店也有較多家可以選擇，像是咖啡店

就有好幾十家可以比較。 

2. 環境複雜，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跟學生生活型態不一樣的人，接觸起來可

能會比較需要時間調適。 

3. 距離遠，通常會需要交通工具，通勤時間也會比校內長。 



  綜合來看，校內打工似乎比校內打工有優勢，距離近、環境單純、雜務少，

薪資也差不多，但還是有很多學生像要在校外打工，在我們採訪到的人中，幾位

都表示，是想在自己喜歡的店打工，也因為喜愛那裡的環境，接觸不一樣的人，

所以才選擇校外打工，這就是校外打工的拉力。 

五、總結 

很多學校都有著手薪資地圖的設計，像是政大、中正、屏科大（有新聞，但未蒐

集到資料）、東華、東海、高醫（與中山大學合作中）、台南（製作中）、輔仁大

學，其中屏科大發現校園周邊有 85%店家違法，而東華在 2016 年的 3 月和 4 月

分別推出薪資份布圖 1.0 和 2.0，可以發現原先不符合基本薪資的店家也有調漲

薪資，符合法規。我們一開始問卷的設計是想和學生會合作完成清大周邊的校園

勞動地圖，但是問卷的結果和原先的想像有很大的出入： 

1. 校外打工資訊不足：在工作性質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很多人選擇家教或是校

內行政，也或許甚至是因為清大打工的學生比例相較其他學校低。 

2. 清大周邊商家大多符合規定：這是個好消息，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搜集資料

過少（一百一十五筆資料只有二十六筆資料是在校外打工）。 

3. 多數人對相關法規不認識：到自己有哪些權利，在找打工時要簽訂書面契約，

以便日後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東華大學薪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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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facebook.com/ndhulabourmovement/?fref=ts 



 中正大學薪資地圖 

 

 東海大學薪資地圖（29 間商家有 27 間違法） 

2 

                                                      
2 上兩圖皆出自 https://video.udn.com/news/614295 



 輔仁大學薪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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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薪資地圖 

4 

可以發現政大周邊商家違反基本工資的比例微乎其微。和我們目前蒐集到的清大

周邊店家的狀況差不多。我們推斷這個結果背後的兩個可能的原因： 

1. 南北的差異：我們發現違反基本薪資比例較高的學校通常都在中南部，但這

                                                      
3 https://video.udn.com/news/614295 

4 https://www.facebook.com/nccuslra/?fref=ts 



個答案比較有爭議，因為比較應該建立在有進行薪資地圖的學校是普遍分布

在台灣各處。  

2. 學校排名高低的影響：社會上普遍認定排名較高的學校，通常對於自己權益

意識高或是商家較不敢隨便雇用。 

    整體而言，清大的打工環境是友善的，有達到基本薪資，並合乎法規上的

福利保障。從問卷結果可以發現清大學生的打工類型趨於一致，但從訪談記

看，若是希望其他切合自己的打工機會，清大周遭也能提供這樣的學習機會來

培養能力。 

    學生會將繼續完成清大的薪資地圖 ，但由於工作條件幾乎已達完善，且清

大學生打工類型趨於一致，有非常高的比例是校內行政或是家教，我們認為清

大學生需要的可能不是薪資地圖而是一個整合打工資訊或是使校內打工資訊更

加透明 、流通的平臺。 

第 2 小組團隊成員大合照 

 



六、參考資料 

1.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保險費之計算及繳納 

 http://www.bli.gov.tw/sub.aspx?a=XISH2sNVrmQ%3D 

2.報導者-達成率 100%的勞動檢查，為何得不到勞工信任？ 

 https://www.twreporter.org/a/labor-inspection 

3.各大學薪資地圖製作問卷： 

 政大：https://goo.gl/EPEzEi 

 東華：https://goo.gl/FDk6Pj 

 東海：https://goo.gl/15PkI3 

 高醫：https://goo.gl/rjN5po 

 台南：https://goo.gl/CB0ZSz 

4.東華大學學生勞動權利促進會  

https://www.facebook.com/ndhulabourmovement/?fref=ts 

5.政治大學學生勞動權利促進會 

   https://www.facebook.com/nccuslra/?fref=t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EPEzEi&h=ATORTQt89lAAn14WP7fjQ3wJCRy3FKk9NzRyZ5GVEcJryLB5geEf4jbSbPheel3l1D9L7HDDbFz68Bikughi8S1rzkzqCPpm5K3pwaMPyNVAvW4v3koGtroylND5K57HlLJFyG1EWIY9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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