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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亚美公义促进中心 – 亚洲法律联会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工职业健康计画劳工职
业健康计画合作，共同研究新冠疫情对加州工人的影响。此研究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在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对 636 名工人进行了共 28 题问卷调查，其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数据背后的故事，于 2021 年 2 月和 3 月对 8 名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要想符合资格参
与此调查，工人必须年满  18  岁或以上、为非管理层的雇员，并且自 2020 年 5 月起必须
已经工作至少 5 天。争取 $15（Fight for $15）、华人进步会、菲律宾人社区中心以及老挝
家庭社区发展中心（Lao Family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c.）这几个机构在分发调
查问卷和在工人群体中进行推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调研主要记录了在餐馆、居家或家庭护理、以
及清洁或酒店行业工作的加州低薪亚裔和拉丁裔
工人的亲身经历。41% 的受访者为亚裔，40% 为拉
丁裔。有将近五分之一（17%）的受访者报告称他们
的工资低于州最低工资，这种克扣工资的情况有时
可能表明该工作场所存在其他违反劳动法的情况，
例如雇主报复或安全保护不足。调研报告的几项主
要发现总结如下。

工 人非 常 担 忧 新 冠 疫 情 带 来 的 健 康 隐 患和 经 济 
冲击。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担心自身健康状况，这些
状况使他们若染疫，将面临更大风险。四分之一的
受访者替他们须经常接触的某些人感到担心，这些
人要么已经超过 60 岁，要么有潜在健康状况，疫情
使这些人的健康格外脆弱。有一半的受访者担心如
果自己染疫，则他们将无法为自己或家庭提供经济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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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工资较高的工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从
雇主处获得有关新冠疫情防护信息的可能性更低。
有将近五分之一参加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报告称他们
根本没有从雇主处收到任何有关新冠疫情工人防护
信息，尽管法律要求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有关工作
场所危险的相关信息和培训。值得注意的是，有超
过三分之二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受访者没有收到任
何有关若染疫 或接触到新冠病毒该怎么做的信息。

很多工人缺 乏 新冠疫情防护，而较低薪行业的工
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 以及 
59% 受访的餐馆工作人员 – 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无法
保持物理距离。对于表示工作场所设置物理屏障可
带来潜在保护的受访者中，有 62% 的人的工作场所
中无物理屏障或无有效的物理屏障。46% 的受访者
缺乏消毒洗手液，66% 的受访者没有办法得到消毒
剂。12%的受访者无法定期从雇主处获得口罩或个
人防护装备；对于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这一比
例更高（22%)。

强制执行新冠疫情防护指引，可能会增加在工作
场所引起工人间的冲突甚至是暴力的风险。负责强
制执行新冠疫情防护指引的工人可能会面临来自同
事、顾客或他人的抵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 
其中 49% 都是餐馆工作人员 – 与不遵守新冠疫情
防护指引的同事、顾客或客户有过争执。两名餐馆工
作人员报告称有人袭击了他们或其同事。

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不信任雇主会解决问题，工人
没有向雇主表达对与疫情防护有关的忧虑。上述恐
惧和怀疑更在站出来表达意见的人身上得到了证
实。在没有报告自身对新冠病毒忧虑的工人中，有 
61% 认为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有 30% 担心因为
他们站出来表达意见而遭到雇主的报复或惩罚，有
19% 担心自身或其家庭成员的移民身份会让他们面
临更大的报复风险。对于自身或其同事确实有站出
来表达对新冠疫情有忧虑的受访者中，有 44% 称
雇主根本没有解决或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对于自
身或其同事有站出来表达忧虑染疫的受访者中，有 
15% 称自身或有同事因要求新冠疫情防护护而遭雇
主报复。 

工人未充分得到有关带薪病假的信息。五分之三的
受访者要么从未在雇主处收到任何他们有权使用与
疫情相关之带薪病假的信息，要么收到了带误导性
或不完整的信息，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使用带薪
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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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摘要
尽管对于低薪行业的亚裔和拉丁裔工人而言，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克扣工资、缺少带薪病
假、雇主报复甚至是工作场所暴力都不算是新的威胁，但此次的疫情加剧了这些威胁，也
使得减少这些工作场所虐待变得更加迫切且必要。此次调研结果支持以下建议： 

1. 扩大对工人的保护和福利，包括确保他们能公
平地获得新冠疫苗，增加带薪病假福利让生病
的工人居家养病、强化和反报复法律及加大执
法力度、无论移民身份或雇员身份如何，为工人
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扩大社会保障福利、
及增加工人医疗保险受保机会。

2. 加大州立机构对劳动法的执法力度，包括增加
州立及地方机构的人员配备和资源，促进战略
执行和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对违法行为的问责
力度，以及褒奖守法行为。

3. 加大对工人教育力度并给与更多支持，包括确
保各族裔都能获得相关资讯，并通过值得信赖
的社区盟友向群众提供信息和资源，并为雇主
提供易于获得的培训。

4. 通过工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公共卫生理事会
以及其他助工人发声的方式，加强工人在工作
场所中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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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新冠疫情加剧了有色人种工人、低薪工人和女工早在疫情前就已经面对的健康风险、经济
困境和不平等。由亚美公义促进中心 – 亚洲法律联会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工职业
健康计划劳工职业健康计画联手进行的调研揭示了新冠疫情危机对加州低薪的亚裔和拉
丁裔工人的影响。  

1 Rakeen Mabud、Amity Paye、Maya Pinto 和 Sanjay Pinto，《公正和包容性复苏的基础：COVID-19 时代的经济保障、健康
与安全以及机构和发声（Foundations for a Just and Inclusive Recovery: Economic Security, Health and Safety, and 
Agency and Voice in the COVID-19 Era)》，2021 年 2 月，bit.ly/justrecoverysurvey。

去年，学术届、劳工以及社区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苦
于无法精准记录和描述工人在疫情当下的经历。调
研结论发人深省，但对于熟悉低薪工人工作条件的
人而言，对这些调研结论或许并不感到意外。变革
之色（Color Of Change）组织以及合作伙伴联手
对 3,100 名工人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为大
家描绘了一幅更为宏观的图景，显示了疫情期间日

益扩大的种族、性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1 该调查结
果显示，将近一半的拉丁裔和非裔工人收入减少了，
非裔工人遭遇克扣工资的比例更高，女性不成比例
地在无偿照顾家庭和有偿工作之间维持平衡，并且
有 42% 的家庭无力支付日常开销。当聚焦于工作场
所存在问题的举报情况，研究人员发现，有三分之一
的非裔工人以及四分之一的拉丁裔工人担心，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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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表达对疫情下工作环境的意见，会遭到雇主的
报复，而仅有五分之一的白人工人有此忧虑。2 有几
项研究聚焦服务业，尤其是餐馆工作人员。机构一
份公平薪水（One Fair Wage）对五个州 1,675 名餐
饮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
的工人报告称未接受过新冠疫情防护安全规程的培
训，并且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报称其雇主没有遵守规
程。3 

令人警醒的是，有四分之三的工人报称在试图执行
新冠疫情防护安全规程时经历或目睹了顾客的抵
触，还有许多工人称性骚扰情况有所增加。4 服务业
雇员国际工会针对 4,000 名麦当劳员工进行的另一
项问卷调查也显示出相似结果：三分之二的工人报
告称难以保持物理距离，44% 的受访者称遭到不遵
守新冠疫情防护指引的顾客在言语或身体上的威胁
或虐待，还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称其就职门店不提
供带薪病假。5 

农业工人亦有类似经历。在加州乡村研究所（Cali-
forni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的一项研究中，
农业工人们称自己在疫情期间对工作场所安全表示
担忧，有曾被无视或甚至被嘲笑的经历，而这让他们

2 Rakeen Mabud、Amity Paye、Maya Pinto 和 Sanjay Pinto，《公正和包容性复苏的基础：COVID-19 时代的经济保障、健康
与安全以及机构和发声（Foundations for a Just and Inclusive Recovery: Economic Security, Health and Safety, and 
Agency and Voice in the COVID-19 Era)》，2021 年 2 月，bit.ly/justrecoverysurvey。

3 One Fair Wage，《摘下你的口罩让我看看我要给你多少小费：服务人员在 COVID-19 期间的健康与骚扰经历（Take off your 
mask so I know how much to tip you: Service Workers’ Experience of Health & Harassment During COVID-19)》，2020 
年 12 月，https://onefairwage.site/wp-content/uploads/2020/12/OFW_COVID_WorkerExp-1.pdf。

4 同上。

5 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大流行下的麦当劳：麦当劳未能保护员工免受 COVID-19 威胁（PandeMc: How McDonald's is Failing 
to Keep Its Workers Safe from COVID-19)。”2020 年 7 月 16 日。可在此处获取：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
protectallworkers.org-assets/pdfs/PandeMc.pdf. 

6 Bade、Bonnie、Sarah Ramirez 和 Dvera I. Saxton。2021 年。《始终必要，永远一次性：加州农业工人与 COVID-19 大流行
（Always Essential, Perpetually Disposable: California Farmworker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COFS 第二阶段
初步报告》。加州乡村研究所，http://covid19farmworkerstudy.org/data/。

7 同上。

8 UCLA 劳工中心和加州健康美甲店联盟，《针对 COVID-19 期间加州美甲店工人和店主的调查（A Survey of Nail Salon Workers 
and Owners in California During COVID-19)》，2020 年 6 月，https://www.labor.ucla.edu/publication/a-survey-of-nail-
salon-workers-and-owners-in-california-during-covid-19/。

感到很沮丧。6 农业工人称不同类型的雇主提供口
罩的情况不一致，但只有 45% 到 71% 的雇主提供
口罩。7  

美甲店的工人们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在疫情期间多
数时间里，大部分美甲店都停业了。在 2020 年 4 月
和 5 月，加州健康美甲店联盟（California Healthy 
Nail Salon Collaborative）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UCLA）劳工中心以越南语和英语对 636 名美甲
店工人和 90 名店主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该研究
发现，四分之三的工人担心自己无法负担下个月的
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超过 90% 的工人申请了失
业救济金，并且他们中有近乎一半需要专业协助才
能顺利申请和获得失业金。8  

与同期的其他研究不同，亚洲法律 联会的研究侧
重低薪 行业里的亚裔以 及拉丁裔工人，借此 我们
能够了解更多新冠疫情是如何影响了加州低薪行
业的移民和有色人种社区。尽管亚洲法律联会的
研究侧重于新冠疫情 和工作 场所，我们不能 忽视
的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 
个人与机构的经济和财务困境不断恶化，包括大规
模失业、攻击移民群体，包括致使家庭离散和拒绝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protectallworkers.org-assets/pdfs/PandeMc.pdf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protectallworkers.org-assets/pdfs/PandeMc.pdf
https://www.labor.ucla.edu/publication/a-survey-of-nail-salon-workers-and-owners-in-california-during-covid-19/
https://www.labor.ucla.edu/publication/a-survey-of-nail-salon-workers-and-owners-in-california-durin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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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无证移民提供公共福利、因新冠疫情而引起的仇
外心理产生的仇恨亚裔情绪和暴力、气候变化引发
的自然灾害事件给工人们带来的困境（包括洪水、野
火、飓风和暴风雪）、种族暴力，包括针对黑人和棕
色人种社区的极端警察暴行、以及经历了一个极其
极端的总统任期，期间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有恃
无恐，所有上述因素都使这一年大家所遭受打击更
重，创伤更深。

虽然亚洲法律联会的研究未明确解决所有问题，但
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工作场所须面对多重困难时的背
景：克扣工资；违反健康与安全规程；遭受歧视、骚
扰和暴力；被雇主监控；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工作节
奏；采取集体行动的工人遭到报复、骚扰和解雇；担
心工作不保；缺乏途径获得失业救济或残疾补助、
医疗保险、带薪病假、无薪家事假、工伤赔偿、带薪
休假和退休金等福利。新冠疫情给已然岌岌可危的
结构带来了沉重压力，并进一步威胁到了低薪亚裔
和拉丁裔工人的健康与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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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研究 
在此背景下，亚美公义促进中心 – 亚洲法律联会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工职业健康
计画劳工职业健康计画合作，共同研究新冠疫情对加州工人的影响。此研究包括两个部
分：其一是对 600 多名工人进行共 28 题的问卷调查，其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数据背后
的故事而对 8 名工人进行深度访谈。

9 与此同时，Cal/OSHA 关于 COVID-19 感染预防的紧急临时标准已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生效。这些标准明确了雇主保护工人
免受 COVID-19 威胁的责任。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Cal/OSHA)，COVID-19 紧急临时标准常见问题，2021 年 1 月，https://
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effDate。  

10 经理、雇主或企业主不视为员工。演出人员以及拼车的司机视为员工。 

11 只要受访者完成了评估资格的问题并回答了至少一个有关工作中 COVID 保护的实质性问题，即视为受访者已完成调查。

在 2020 年 11 月初，亚洲法律联会和劳工职业健康
计画根据华人进步会、菲律宾人社区中心以及老挝
家庭社区发展中心（Lao Family Community De-
velopment）的意见最终确定了 28 个调查问题。调
查问卷从英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和中文。而后问卷上
传到 SurveyMonkey 网站，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中
文创建了三份独立的网络问卷。 

问卷调查在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进行。9 华人进
步会、菲律宾人社区中心、老挝家庭社区发展中心 
(Lao Family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c.）、争
取 $15（Fight for $15）和其他社区或工人权益组织
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短信或电话向成员和其关系网
传播了该调查问卷。鉴于参与分发调查的社区和工
会合作伙伴的性质，此项调查覆盖了大量的亚裔和
拉丁裔工人，以及在这些合作伙伴提供服务的特定
低薪行业中工作的工人（更多处于以下所示行业）。  

要想符合资格参与该问卷调查，参与者必须年满 18 
岁或以上，属于员工10，并且自 2020 年 5 月起在加
州同个行业已工作 5 天或更久。为鼓励群众参与，
受访者将有资格参加抽奖，获取价值 $100 的礼品
卡，礼品卡共计五张。

填写完整的电子以及纸质调查共计 636 份，11 其
中 29% 为英文问卷，35% 为中文问卷，36% 为西
班牙文问卷。

除工人间的问卷调查外，在 2021 年 2 月至 3 月间
还对  8 名工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部分访谈对象是
由于他们的问卷答案而被选中，部分则由争取 $15 
(Fight for $15）选定。亚洲法律联会随后以西班牙
语、普通话和粤语开展了深度访谈。各个访谈时长大
约为一小时，由亚洲法律联会工作人员以电话形式
开展。亚洲法律联会还为每个访谈对象提供 $35 的
津贴以作奖励。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effDate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eff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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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受访者主要是在餐馆、居家或家庭护理、以及清洁或酒店行业工作的加州低
薪亚裔和拉丁裔工人。

12 注意，在调查的当下，对于员工人数等于或少于 25 名的雇主而言，州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12，对于员工人数等于或多于 26 名的
雇主而言，州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13。这些每小时费率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分别增加了 $1。加州劳工委员局，最低工资，2020 年 
12 月，https://www.dir.ca.gov/dlse/faq_minimumwage.htm。 

在完成问卷的 636 名工人中，41% 为亚裔，40% 为
拉丁裔。近乎三分之二（65%）的调查参与者为女
性，女性在餐馆行业（74%）以及居家和家庭看护行
业（80%）中占比更高。从分布地域来看，受访者集
中在旧金山湾区（65%）和洛杉矶（11%)。大多数受
访者（42%）的年龄在 36-50 岁之间。

大部分工人（56%）称自己时薪为 $15 或更低，也
有相当数量的工人（17%）的工资低于州府规定的最
低时薪 $12（雇员人数等于或少于 25 名的雇主于 
2020 年应付的最低时薪）。12  

调 查 对 象 就 职 于 各 种 低 薪 行 业 。最 具代 表 性 的 
行业包括：餐馆（31%）；居家事务以及家庭护理 
(15%；此类别包含部分受雇于居家看护服务的工
人）；清洁和酒店（10%）；以及按日计酬的零工和
景观绿化行业（9%)。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三分之
一（33%）由工会代表。

39%
介于 $12

至 $15
之间

40%
介于 $15,01

至 $30
之间

4% 超过 $30

17% 
不超过

$12

图 1：调查受访者的平均工资

https://www.dir.ca.gov/dlse/faq_minimumw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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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别人接替我 
的工作是很容易的…”

一名护理员在疫情和
保住自己的工作之间
感到 忧 心，同 时 还 要
兼顾育儿 
赵女士（化名）是由政府项目付费的一名护理员，照顾着
旧金山市的一位老年人。客户没有佩戴口罩，尽管赵女
士须紧密接触客户，给客户喂药、帮客户洗澡和更换床单。

一开始，赵女士的雇主没有给赵女士提供口罩或手套。后
来当赵女士终于收到口罩，她被告知她需要重复使用口
罩 25 次。她表示开始自行买口罩：“我没有要求雇主给
我报销。我担心若提出该要求……我担心会产生冲突。
我害怕自己会失去工作。”

赵女士没有被告知她有休带薪病假或受保障的休期权
利。在过去，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不得不旷工，期间她都
没有工资。赵女士是单亲妈妈，养着两个孩子。既需要回
家照顾五岁的孩子，又需要工作让她感觉分身乏术。有一
次她的女儿给工作中的她打电话，她被告知不要接电话： 

“我觉得如果我会分身术，那就太棒了。”

赵女士反思了一下，“尽管我现在仍在工作，我还是担心
会失去工作。就个人来说，我感到了很多的压力，我的心
理精神方面非常消极负面……如果我说出任何担心，雇
主可能会觉得我不能胜任工作，然后找别人代替我……
要找到别人代替我是很容易的。”

她总结说道，“我觉得护理员是必要工人。工人应该获
得更多的健康与安全保障。但连最基本的口罩啊这些东
西都没有。我们担心感染新冠肺炎……我觉得政府……
应该提供个人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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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非常担忧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隐患和经济冲击，超过一半的受访工人担
心，如果自己染疫，将无法为自己或家庭提供支持。 

绝大部分受访者（80%）称有至少一个与新冠疫情
有关的忧虑。无论受访者的收入、种族、性别或是否
有工会代表，情况大致相同。 

许多受访者称忧虑新冠疫情会影响其健康。五分之
一受访的工人（19%）担心自身健康状况，这些状况
使他们若染疫则将面临更大风险。与有医疗保险的
工人相比，无医疗保险的工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的可能性高出了两倍多（32%)。所有受访者中大约
有四分之一（24%）替他们须经常接触的某些人 感
到担心，这些人要么已经超过 60 岁，要么有潜在健
康状况。

除了上述与健康相关的恐惧以外，许多受访者还担
心若染疫会带来经济冲击和工作不保。例如，不论
收入水平为何，受访者中有 49% 担心若染疫，将无
法为自己或其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五分之一的受访
者（20%）担心如果他们必须停工隔离，将无法重
返工作岗位，这种忧虑可能导致工人带病上班并传
播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学校停课也使得情况变得艰
难：工人中有五分之一（19%）表示感到焦虑，因为
如果他们须照顾孩子，则将无法履行工作职责。酒
店或清洁行业的工人（27%）相较其他工人，更可能
担心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无法上班。

 

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工人究竟是更担心疫情所带来
的健康隐患，还是经济冲击。不出所料，与高收入者
相比，低收入者担心经济冲击的比例更高。在收入
低于州最低工资的工人中，有 37% 担心若染疫将
无法为自己或其家庭提供支持，而只有 13% 报告称
自己有健康方面的担心，因为经常须接触若染疫并
有重症风险的人。同样，在每小时赚取 $12-15、收
入为倒数第二低的工人中，有 59% 担心家庭的经
济支持问题，而只有 24% 有健康方面的担心，因为
须经常接触高风险人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时薪
超过 $30 的工人中，有 33% 表示担心自己若染疫，
将无法为其家庭提供支持，而有健康方面忧虑的工
人则近乎两倍（63%)，因为他们在工作之外经常接
触高风险人群。

49%  担心若染疫 ，将无法为自 
己或其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20%  担心如果他们必须停工隔 
离，将无法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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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工资较高的工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从雇主处获得有关新冠疫情
防护信息的可能性更低。 

尽管提供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信息和培训是雇
主的责任，但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有将近
五分之一（19%）称他们根本没有从自己的雇主处
收到任何有关新冠疫情工人防护信息。值得注意的
是，在从未于雇主处收到相关信息的受访者中，有高
达 95% 的人担忧新冠疫情带来健康隐患和（或）经
济冲击。

低收入者和特定行业的雇主未能提供有关新冠疫情
防护信息的情况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
三分之二工资低于最低时薪的受访者没有收到任

何有关若染疫或接触到新冠病毒该怎么做的信息。
称雇主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疫情防 COVID-19 保护
信息的受访者中，较低收入的两个层级（24%）是
较高收入两个层级的两倍（12%)。部分低薪行业的
工人情况最糟糕：27% 的餐馆工作人员和 26% 的按
日计薪工以及景观绿化工人没有从雇主处收到关于
疫情防护的信息。

受访工人中有超过一半（57%）称雇主没有提供任
何有关若出现染疫症状或接触病毒后该怎么做的信
息。同样，这种情况也因收入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受访者（68%）称他们未被告
知若出现染疫症状或接触病毒后该怎么办，而较高
收入层级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仅为 30%。

当受 访 者 被 问 到 他 们 都从哪 些 渠 道 获 取 有关 工
人疫 情防 护信息时（受访者可以多选 ），52% 通
过电视 或 广 播，3 4%  信息 来 源 是 工 人权 益 组 织
或社区 组 织，33% 通 过网 络 搜 索，33% 通 过亲
人或朋友，32% 通过雇主，32% 通过手机短信平
台，29% 通过社交媒体，还有 11% 通过纸质报纸。

19%   称他们根本没有从自己的雇主
处收到任何有关新冠疫情工人
防护信息。

2/3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受访者
称他们未被告知若出现染疫症
状或接触病毒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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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工人缺乏新冠疫情防护，较低薪
行业的工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13 请参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企业和雇主应对 2019 年
冠状病毒（COVID-19）的指引（Guidance for Businesses 
and Employers Responding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2021 年 1 月 4 日，https://www.cdc.gov/
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
response.html。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Cal/OSHA）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采纳了紧急临时标准以预防 COVID-19 在工作
场所传播。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Cal/OSHA)，《COVID-19 
预防紧急临时标准 - 情况说明书、模板书面计划以及其
他资源（COVID-19 Prevention Emergency Temporary 
Standards - Fact Sheets, Model Written Program and 
Other Resources)》，2021 年 1 月，https://www.dir.
ca.gov/dosh/coronavirus/ETS.html。

14 《加州法规法典》第 8 编第 3203 节。
15 请参见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有关 COVID-19 的 Cal/

OSHA 以及全州行业指引（Cal/OSHA and Statewide 
Industry Guidance on COVID-19)》，https://www.dir.
ca.gov/dosh/coronavirus/Guidance-by-Industry.html。

在疫情开始后，雇主需要迅速作出评估，应该采取哪
些必要防护措施，可防止新冠病毒在工作场所的传
播。为此，联邦政府颁布新的疫情防护指引，各州也颁
布了现正生效的法律来规范工作场所防护措施。 

为了将接触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联邦疾控
中心（CDC）在疫情初期就建议雇主配搭使用各类预
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保持物理或社交距离、设置物
理屏障隔离人员、经常洗手、对各种物体表面进行消
毒、佩戴口罩和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口罩、手套和
护目镜等，视情况而定）。13 

加州本就已经要求雇主设立有效的疾病和伤害预防
计划，来应对所有公认的危险。14 随着疫情的蔓延，
在 2020 年春末和夏初，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Cal/
OSHA) 与加州公共卫生局联合发布了各行业特定的
指引文件，以保护须到工作场所上班的工人。15 

“说出我的担心并
没有意义…”

一名护理员经历口
罩短缺的困境
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张女士（化名）是
由政 府 项目付费的 一名家 居护理 员，照 顾 着
旧金山市一 位 86  岁的 老奶奶 。张 女 士 回 忆
道，在 2020 年 3 月到 5 月期间，机构没有提
供个人防护装备（PPE)，她也不敢去索取 N-95 
口罩，因为她担心机构会报复她，减少她的工
时。张女士解释道：“说出我的担心并没有意
义，因为这只是我……我只是一个人……我当
时真的很担心，如果连政府都无法（获得个人
防护装备），像我这样的小市民又能怎么办？” 
当口罩终于在六月发出时，口罩的系带并不合
适。直到张女士在一个微信论坛上向其他护理
员抱怨这件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看到了这个抱
怨才 提 供了不同的口罩 。张 女士 还 担心如果
她休带薪病假，她就会失去工作。她的请求： 

“我们可能会出于安全考虑索取一些东西，请理
解我们；我们是必要工人，我们是冒着生命危
险在工作。”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respons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respons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response.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ET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ET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Guidance-by-Industry.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Guidance-by-Indu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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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亦是此调研项目展开期
间，Cal/OSHA 的新冠疫情临时紧急预防标准生效
了。16 新冠疫情临时紧急预防标准与指引文件侧重
于工作场所的基础性防护，包括保持物理距离、通
风、一律佩戴口罩、适当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勤洗手
和保持环境清洁。上述标准和指引文件还涉及防疫
政策和程序、工人信息和培训、新冠确诊病例以及
有直接接触到病毒的工人的确定和管理、记录档案
管理、如何应对大规模疫情爆发、以及对雇主提供
的交通工具和住房的防护等。尽管各机构在疫情期
间不断完善相关指引，雇主应已充分了解有哪些必
需的基本防护措施可降低员工接触病毒的可能性；
而本次调研着眼的就是这些基本防护措施。

保持物理距离是预防新冠病毒传播的一种重要方
式，雇主需要重新整顿工作场所和时间安排、或安
装屏障以制造距离。在此项研究中，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33%）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内都无法保持物理
距离。相比较高收入层级的工人（27%)，较低收入
层级中的工人（38%）更无法保持物理距离。 

与此项研究的其他行业相比，餐馆工人最可能无法
保持 6 英尺的社交距离：59% 的餐馆工人称在大部
分工作时间内都无法保持物理距离。相比之下，只
有 21% 清洁或酒店工人称无法在工作中保持物理
距离，因为该行业通常与顾客或客户接触较少。 

在无法保持物理距离的情况下，雇主可以安装物理

16 《加州法规法典》第 8 编第 3205 节 Covid-19 预防标准、第 3205.1 节多重 Covid-19 感染和 Covid-19 疫情、第 3205.2 节主要
的 Covid-19 疫情、第 3205.3 节雇主提供住房中的预防，以及第 3205.4 节雇主提供交通中的预防。https://www.dir.ca.gov/
dosh/coronavirus/ETS.html

屏障或隔断（例如树脂玻璃板或丙烯胶板）来降低
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对于表示在工作场所设置物
理屏障可带来潜在保护的受访者中，有 62% 称其
工作场所无物理屏障或无有效的物理屏障。餐馆工
人不仅经常无法保持物理距离，很多人在工作中也
无有效的物理屏障：66% 的餐馆工人称没有物理屏
障，或无有效的物理屏障。 

雇主推行要求员工勤洗手和消毒的政策也可以降低
接触病毒的风险。大部分工人（84%）在工作轮班期
间能够使用肥皂和水来洗手两次或以上，视乎工人
接触病毒风险的高低，这洗手频率可能足够亦可能
不足够。这个结果在各个行业相对一致，尽管只有 
67% 的计日工或景观绿化工人能够在工作中洗手
两次或以上。受访者中有 46% 缺乏消毒洗手液，有
66% 没有办法得到消毒剂。值得注意的是，有足够
的肥皂和水的工人可能不需要酒精洗手液，并且并
非所有工人都需要消毒剂。

最后，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PPE）在降低新冠病毒
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布口罩一类的口罩虽
然有用，但并不被视为个人防护装备，与尺寸适合且
通过专业测试的 N-95 口罩不同，布口罩的有效性
各异。86% 的工人表示可以定期从雇主那里获得某
种口罩或个人防护装备。尽管许多工人称有获得某
种口罩或个人防护装备，本研究并没有深究口罩或个
人防护装备的分发频率，或它们对于特定的工种而
言是否足够。 

上述结果反面显现的是，有 12% 的受访者没有定
期从雇主处收到口罩或个人防护装备。再次，此项
调查结果亦有其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此项研究并没
有指明哪些个人防护装备适合用于哪些工种。与较
高收入者相比，较低收入的工人更少能定期从雇主
处收到口罩或个人防护装备。有五分之一工资低于

33%   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内 
都无法保持物理距离。

62%   称其工作场所无物理屏 
障或无有效的物理屏障。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ET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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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的工人（22%）没有定期收到口罩或个人防
护装备。在没有定期收到口罩或个人防护装备的工
人中，有 88% 忧虑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隐患或经济
冲击。 

74% 的工人称他们能定期从雇主处收到某种口罩
或面罩。只有 14% 能定期收到能提供高度保护可防
止染疫的N-95口罩；但是，本研究并没有调查 N-95 
口罩建议在何时使 用或如何使 用才算合 适。54%  
的工人能定期收到一次性的纸质口罩，26% 能定期
收到布口罩，这些口罩防护新冠病毒的能力较弱。17 

17 在调查参与者被问到他们的雇主是否定期提供 PPE 时，参与者可以选择超过一种类型的口罩或面罩。部分参与者报告称收到了
多于一种的口罩或面罩。

评价在哪些工作环境下和哪些特定工种需要用到哪
类个人防护装备超出了此项研究的研究范畴。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密切接触病人并且提供医疗护
理服务的居家护理工人可能更需要 N-95 口罩，以
获得比一次性口罩和布口罩更强的防护。在此项研
究中，只有 12% 的家政工作者和居家护理工人能
定期收到 N-95 口罩。41% 的家政工作者和居家护
理工人称没能定期收到任何类型的口罩或面罩。

强制执行新冠疫情防护指引，可能会增加在工作场所引起工人间的冲突甚至
是暴力的风险。

在疫情期间，雇主、经理和主管有必要监管工人、顾
客和会进入工作场所的人佩戴口罩和面罩的情况。
在此项研究中受访者中，对于同事、顾客或进入工
作场所的人佩戴口罩或面罩的情况，表示雇主每天
检查多于一次的工人不到一半（48%)。 

工人有时需要负责在工作场所中强制执行新冠疫
情防护指引。这可能导致工人与不愿意或无法遵守
指引的顾客、客户、学生、病人和他人产生直接冲
突。总体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29%）与不
遵守疫情防护指引的同事、顾客或客户有过争执。 
女性（32%）相比男性（22%）更可能报称发生过争
执。位于两个最低收入层级的工人（33%）相比位于
两个最高收入层级的工人（23%）更可能报称发生
过争执。

在餐馆工作的受访者遭遇冲突的可能性是其他行业
受访者的大约四倍，一半的餐馆工人（49%）报称
与不遵守疫情防护指引的同事、顾客或客户有过争
执。在有过争执的餐馆工人中，有 31% 称自己或同
事被人大吼大叫。两名餐馆工人称有人袭击了他们
或其同事。

29%  的工人与不遵守疫情防护 
指引的同事、顾客或客户 

 有过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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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不信任雇
主会解决问题，工人没有向雇
主表达对与疫情防护有关的忧
虑。上述恐惧和怀疑更在站出
来表达意见的人身上得到了证
实。 

如果工人可以无顾虑地与主管沟通工作场
所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雇主就能够更早知
晓新的安全隐患，并与工人合作找出解决方
案。不幸的是，在许多工作场所，尤其是在
低薪产业，雇主都未能以有建设性的方式回
应工人，却可能会对工人施加报复。工人可
能因为害怕被报复或对雇主缺乏信任，而
决定不表达自己的忧虑。

 

“保持沉默， 
跟谁也别说…”

一名快 餐店员工 染 疫
并且遭到了报复
索菲亚（化名）是洛杉矶县一家快餐连锁店的西班牙语员
工，这里有十七个员工得过新冠肺炎。她的雇主不希望员
工说他们是在工作中得病，雇主告诉他们：“没人是在这
里得病的……保持沉默，跟谁也别说。”此外，雇主并没
有将可能接触病毒的情况告诉员工：“你们不需要知道谁
得病了。”当她在一个新冠染疫病例出现后拒绝做深度清
洁时，她的工时被缩减了。她拒绝是因为她害怕自己得病，
尤其因为她本身存在的疾病在几年前就曾导致她住院。

索菲亚在 2020 年 11 月得了新冠肺炎，除她以外还有她
的八个家人得病，包括她的丈夫、女儿和孙子女。她的经
理让她待在家中，在检测呈阴性之前不要返回工作岗位。
雇主说她不符合带薪休假的资格，如果她休假，餐馆无需
付她工资。她联络了自己的工会，工会进行了干预，并为
她争取到了因为自己染疫和须照顾同样染疫的，有哮喘病
的孙子女而旷工的四周休假，其中两周是带薪休假。

雇主随后在员工室放了通知，告知员工不再能获得带薪
病假，因为带薪病假在 2020 年 12 月到期了。索菲亚想对
争取更好条件的罢工予以支持，但雇主威胁她和其他员工
说如果他们罢工，那么他们的工时将被削减，他们申请失
业救济时也将遭拒。她的工时被削减到一周只有 23 小时，
她认为这是对自己发声的报复。

索菲亚描述称她的许多同事因作为无证移民而须面对更
多挑战，例如就有一位单亲妈妈告诉她，“你有证件，你可
以获得失业救济或找到另一份工作，但我不行。”索菲亚
的丈夫也是无证移民，在疫情期间也发现自己难以找到工
作：“我是养家人。我真的热爱我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
十一年。我必须为了家人这么做。这是为了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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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对疫情防护忧虑的工人们
55% 的受访者称自身或其同事曾向雇主表达过对
工作场所疫情防护的忧虑（图 2)。 

对工人表达有关工作场所中疫情防护忧虑
的回应

31% 我或我的同事并未向雇主表达新
冠疫情防护的忧虑

31% 我或我的同事曾表达忧虑 并且  
雇主解决了问题

17% 我或我的同事曾表达忧虑 并且  
雇主只解决了部分问题

7% 我或我的同事曾表达忧虑 并且  
雇主并未解决问题

4% 不适用
9% 未回答

图 2：（人数=636）

女性（66%）相比男性（54%）更可能称她们或其同
事曾表达忧虑。相比未被工会代表的工人（61%)，更
多被工会代表的工人（72%）称他们或其同事曾表
达忧虑。数据似乎表明有较高比例的人们站出来表
达了对工作场所疫情防护方面的忧虑。需要注意的
是，此项研究对“曾表达忧虑”的定义相对宽泛；本
研究并没有深入询问相关投诉的严肃程度或正式程
度。问卷设计为要求工人报告他们或其同事是否曾
表达忧虑，这也很宽泛。

在 354  名称自身或 其同事曾站出来表 达了对 疫 
情防护有忧虑的受访者中，有 44% 的工人称雇主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或雇主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具体来说，13% 站出来表达忧虑的工人称雇主根本
没有解决问题，31% 站出来表达忧虑的工人称雇主
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这种情况在餐饮业发生次数
较多，有 53% 的餐馆工人称雇主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21%）或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32%)。 

更糟糕的是，在站出来对疫情防护表达忧虑或询问
与疫情有关休假的工人中，有 15% 称自身或工作
场所中有人曾因为要求疫情防护而遭到雇主报复 
(图 3)。

曾对疫情防护表达过忧虑的工人

57% 未遭到报复
15% 遭到报复
20% 不知道
8% 不适用

图 3:（人数＝353）

餐馆工人的这一结果更糟糕：在站出来对疫情防护
表达忧虑或休假相关问题的餐馆工人中，有 20% 称
自身或工作场所中的他人曾遭到雇主的报复。仔细
研究那些表达过忧虑，但雇主没解决问题或只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的工人：超过四分之一的人（28%）称
遭到雇主报复。这可能意味着，不去响应工人忧虑
的雇主反而更可能报复工人。

在 354 名称自身或其同事曾站出来 
表达了对疫情防护有忧虑的受访者中，

44%  的工人称雇主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或雇主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在站出来对疫情防护表达忧虑或询问与疫
情有关休假的工人中，

15%  称自身或工作场所中有人曾因为 
要求疫情防护而遭到雇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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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达出对疫情防护有忧虑的工人们

18  调查参与者可以选择不只一个答案。

41% 的受访工人报告称对疫情防护有忧虑，但未
向雇主提及。在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向雇主提及，18

有 61% 的工人回答称他们觉得事情不会有任何
改 变，30% 担心雇主会 因为他 们 站出来表 达 意

见而报复或惩罚他们，19% 担心自身或其家庭成
员的移民身份会让他们面临更大的报复风险。只
有 15% 回答称因为不觉得这是严重问题而没有表
达忧虑。这些结果如下表所示：

没有表达对疫情防护有忧虑工人提供的解释 

我因为自己或家人的
移民身份而不敢站出
来表达意见。

19%

我担心站出来表达意
见会遭到雇主的报复
(惩罚我或对我更糟糕）。

30%

我觉得事情
不会有任何改变。

61%
我不认为这
是严重问题。

15%

图 4：（人数=260）；受访者可以选择不只一个答案

没有表达对疫情防护有忧虑工人提供的解释

性别 种族 工会会员

女 
性

男 
性

亚 
裔

拉 
丁 
裔

没 
有 
工 
会

有 
工 
会

我觉得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 77% 20% 61% 29% 70% 12%

我担心站出来表达意见会遭到 
雇主的报复（惩罚我或对我更糟糕）。 73% 18% 25% 54% 63% 20%

我因为自己或家人的移民身 
份而不敢站出来表达意见。 80% 20% 12% 84% 80% 8%

我不认为这是严重问题。 61% 37% 34% 42% 66% 16%

图 5：（人数=260）；受访者可以选择不只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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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雇主会为工人改善 疫情防护措施，是工人 
站出来表达意见的障碍。如上所示，61% 未站出
来 表 达 意 见 的 工 人 认 为 就 算 表 达 了忧 虑，工作
场所中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在这 159  名工人中，
女性占 77% 。再次，在这 159  名工人中，61% 为
亚裔，29% 为拉丁裔。没有由工会代 表的工人也
更可能不信任雇主会采取行动：在这 159  名工人
中，70% 没有由工会代表。

害怕报复也是工人站出来表达意见的一大障碍。
如上 所 述，30% 的工 人 因为害怕 报 复 没 有 站出
来 表 达 对 疫 情 防 护 措 施 的 忧 虑 。在 这  7 9  名工
人中，73%  为女 性，5 4%  为拉 丁 裔，25%  为亚
裔，8% 为黑人，63% 没有由工会代表。 

报 复的形式有时是作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威胁。在
没有站出来表达对疫情防护措施忧虑的工人中，
有 19% 害怕移民身份会被用来对付他们或家人，
在这 49 名工人中，84% 为拉丁裔工人，80% 为女
性，80% 没有由工会代表。

 

报告染疫症状
最后，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工人不愿意向他们的雇主
报 告 染 疫 症 状，12 %  报 告 称 他 们 对此有些不 愿
意，20% 报告称他们非常不愿意向雇主报告染疫症
状。这个结果对疫情的传播有影响（如果工人不报
告症状，他们可能带病上班并传染他人），也突显了
工人对雇主缺乏信任。这个结果在遭受过报复的人
群中更为显著：62% 遭受过报复的工人不愿意告诉
雇主自己可能接触过病毒，而没有遭受过报复的工
人中这个比例是 30%。

1/3  的受访工人不愿意向他 
们的雇主报告染疫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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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加州要求雇主向符合基本资格要求的员工提供带薪病假。联邦 
《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也要求雇主在 2020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提供 COVID 相关的带薪休假。 

工人未充分得到有关带薪病假的信息。

鉴于之前调查发现许多工人未从雇主处收到关于疫情防
护的信息，许多工人也未充分得到与疫情有关带薪病假
的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19 事实上，只有 32% 的工人曾
被雇主告知他们可以在出现染疫症状或接触病毒后使
用带薪病假。这就表示，在将带薪病假用于新冠疫情方
面，有将近五分之三的工人要么没有从雇主处收到信息
(15%)，要么收到了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20%)，要
么收到了不清楚的信息（23%)。15% 的工人没有从雇主
处收到有关有染疫症状或曾接触到病毒后，有权使用带
薪病假的信息，相比两个较高收入水平的工人（12%），
这种情况在两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工人（18%）中更为糟
糕。按行业细分的话，23% 的餐馆工人和 18% 的清洁
和酒店工人称没有从雇主处收到有关带薪病假的信息。 

43% 的工人报告称他们要么从雇主处收到了误导性或
不完整的信息从而认为他们没有带薪病假（20%)，要
么他们不确定雇主是否提供带薪病假（23%)。这个结
果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工人中更为显著，与较高收入水平
的工人相比（33%)，属于两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工人中，有
(52%）收到了潜在带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或不确定
情况。按具体行业来看，51% 的餐馆工人、44% 的家政
和居家护理工人、35% 的清洁和酒店工人、54% 的计日
工和景观绿化工人要么收到了潜在带误导性或不完整的
信息，要么不确定他们是否有带薪病假。

15%   的工人没有从雇主处收到信息在
将带薪病假用于新冠疫情方面?

20%   收到了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 

23%   收到了不清楚的信息。 

“我的老板并 
不在乎我…”

一名清洁工面临
被报复的处境
刘先生（化名）在旧金山的一家私立学校担任
清洁工，他使 用的语言是中文。在疫情刚开始
时，经理拒绝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并让刘先生自
己买口罩。刘先生还被迫凑合使用很容易撕破并
且大小不对的旧手套。刘先生没有被告知如果别
人不遵守疫情防护指引他应该怎么办，或在需要
的情况下，他是否可以在隔离期间使用带薪休假。
他也很担心传染他的两个儿子和他年迈的父母。 

当他的同事珍妮（化名）因为她的丈夫而变成新
冠病毒密切接触者时，他们的经理告诉刘生和珍
妮不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学校里的任何人。刘先
生回忆道，“我知道这不对，但我担心失去工作。”
尽管他的雇主没说要他去进行检测或隔离，刘
先生决定自己这么做：“如果我生病了，整个学
校也会生病。”

刘先生自行隔离了五天，这五天他都没有工资。
当他返回工作岗位，刘先生的经理对他进行了言
语攻击，并且减少了 刘先生的工时，刘先生认为
这是报复。刘先生总结说道：“作为工人，我不
觉得自己在疫情期间被尊重。在工作时我没有获
得手套和口罩。我要怎么保护他人呢？他们与我
语言不通。他们看不起我的工作——不认为清洁
工作有多重要……我的老板并不在乎我。”  

刘先生将雇主的报复行为举报给政府机构，但雇
主并未承担任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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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于低薪行业的亚裔以及拉丁裔工人来说，不安全
的工作条件、克扣工资、缺少带薪病假或带薪病假
有限、雇主报复甚至是工作场所暴力都不算是新的
威胁。然而，新出现的是疫情蔓延所加剧的紧迫感，
以及疫情将工人被迫做出的艰难选择更清晰地展露
出来：必须工作养活自己和（或）家人的工人可能危
及自身或其所爱之人的健康；要求雇主提供有效疫
情防护的工人可能工作不保；要求顾客遵守指引的
工人可能要面对口头或肢体上的抵触。此项研究揭

示了加州低薪亚裔以及拉丁裔工人所面对的压力，
突显了工人在健康和经济上的福祉在多大程度上有
赖于雇主的作为或不作为。 

以下是考虑到疫情所暴露的差异，用于改善加州工
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中有
少部分专门聚焦疫情为背景的问题，而其他解决的
是长期威胁各类工人的、尤其是低薪工人和移民工
人须面临的，系统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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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大对工人的保护和福利。

20 加州公共卫生局，《疫苗（Vaccines)》，2021 年 4 月，https://covid19.ca.gov/vaccines/。

21 在加州 2021 年的立法周期中，州议会议员 Lorena Gonzalez 提出了法案（AB 123)，以提高接收带薪家事假 EDD 福利的工人的
工资替代率。

A. 确保他们公平地得新冠疫苗

短期来看，我们还 迫切需要继续为必要行业工人
接种疫苗，并确保他们能公平地获得疫苗。对于在
高风险环境下工作，并且雇主提供的保护极少的工
人，接种疫苗可能就是他们唯一有意义的疫情防
护。截至本文撰写日期，16 岁及以上的加州人士均
有资格接种疫苗，20 尽管疫苗目前还供不应求。州
立和县立机构应继续与社区组织展开大有可为的合
作，向最为弱势的社区进行推广工作，减轻对接种
疫苗的恐惧，并提供有关因接种疫苗后产生副作用
时,如何要求带薪休假的信息。 

B. 增加带薪病假福利令生病的工人可
以待在家中

联邦和各州有形形色色有关病假、家事假和医疗休
假的法律，包括现已过期的联邦《家庭优先冠状病
毒应对法案》以及新近通过的《加州新冠疫情带薪
病假补充法》。此外，部分县市还通过了法令提供专
门针对新冠疫情的休假。在加州，加强带薪休假的
保护是必要的，因为加州的标准带薪病假法律每年
只为工人提供最多 24 小时或 3 天的带薪病假。一
些公共政策的变化可以支持工人在生病时能待在家
中：增加可用的带薪病假或带薪家事假的天数；21

将这些福利扩展至所有工人，而不论公司规模或工
作关系；扩大符合资格获得带薪病假的范围以涵盖
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和处于非传统雇佣关系的工
人，例如计日工和家政工人或零工工人；执行 Cal/
OSHA 标准，在工人因曾接触新冠病毒但未染病却
无法上班期间如常给付工资；简化程序使工人在生

病时更易获取劳工赔偿福利；以及保护工人免因要
求或使用休假而遭到报复。 

C. 强化反报复的法律并加大执法力度

我们需要重大变革来创造一个能让工人安心地提出
担心，并可捍卫自己权利的环境。我们需要强化反报
复的法律，为举报违反劳动法情况的工人提供保护
并加大执法力度。对政策的建议包括：在工人参与
受保护的活动一段时间后出现对其不利行动的情况
下，则满足条件推定存在报复；扩大视为受保护活
动的类型；扩大可控告的不利行动范围，以包括作出
报复威胁；重新引导劳动执法机构，让他们的工作不
仅仅是在事后评估是否可以在法律上证明存在报复
行为，而是可以积极和及时地在工人报告报复开始
时进行干预，以在进一步报复出现之前帮助进行教
育和将报复降级；增加对违反反报复法规的雇主的
民事处罚；延长工人必须提交报复投诉的时限；减
少投诉处理时积压的案件；以及尽可能让投诉流程
变得简易。

D. 不论工人移民或雇员身份如何，为其
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和扩大工人
的社会保障福利

如果没有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无证工人能够获得
的工作就很有限，这会导致他们在面对劳务违规时
力量微弱。尽管有许多劳动法不计移民身份适用于
所有工人，许多工人对此并无所知，或对自己能够受
到保护没有信心。许多雇主恰恰利用了这种无知和
恐惧。此外，无证工人无法获得失业救济，并且被排

https://covid19.ca.gov/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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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州和联邦的一系列疫情救济以外。22 可以理解
的是，在出现报复事件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福利是
许多无证工人对工作场所中持续的虐待保持沉默
的一个决定性原因。这个例子突显了工人权益倡护
者必须广泛参与全面移民改革在内的各个领域及构
建联盟。对于不符合资格领取失业救济的失业工人 
(包括独立承包人），为他们提供疫情失业援助救
济，这是一个重要的安全网，让他们在举报工作中
的健康和安全违规时，无须再如此害怕。

22 尽管加州已经在大流行期间介入，为无证移民提供财政援助，但这种一次性的救灾金（$500）从性质上来说非常有限，完全不
够支持真正困难的个人和家庭。请参见加州社会服务部，《移民冠状病毒（COVID-19）救灾援助（Coronavirus（COVID-19）
Disaster Relief Assistance for Immigrants)》，https://www.cdss.ca.gov/inforesources/immigration/covid-19-drai。 在
加州 2021 年的立法周期，州议会议员 Miguel Santiago（民主党-洛杉矶）提出了法案（AB 1515）来提供途径获得额外的救济。 

23 请参见 Laurel Lucia、Kevin Lee、Ken Jacobs 和 Gerald F. Kominski，《最可能因为 COVID-19 而失业的加州工人的健康
保险（Health coverage of California workers most at risk of job loss due to COVID-19)》，2020 年 5 月 8 日，https://
laborcenter.berkeley.edu/health-coverage-ca-workers-at-risk-of-job-loss-covid-19/。

24 在加州 2021 年的立法周期，参议员 Maria Elena Durazo（民主党-洛杉矶）以及州议会议员 Joaquin Arambula（民主党-弗雷
斯诺）提出了一揽子法案 AB 4/SB 56（Arambula/Durazo）以取消 MediCal 对无证成人/长者的排除。 

E. 扩大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

疫情也暴露了医保和就业之间的缺口。我们以雇主
为中心的医保保系统造成了一种双失的局面，部分
失业工人（许多工人都在疫情期间失业），还可能失
去他们的医疗保险。23 朝着全民医保迈进将改变获
取医保的机会，但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可以带来改
变，例如放宽医疗补助计划（Medi-Cal）的资格要
求 (例如提高收入上限和扩大承保范围以涵盖无证
移民24）和简化参保流程。

2. 提高州立机构执行劳动法的能力 

A. 增加执行劳动法保护的州立以及地
方机构的人员配备或资源

我们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来让州立和地方机
构，甚至是公共卫生机构，来完全执行包括新的新
冠疫情临时紧急预防标准在内的劳动与雇佣法，以
及公共卫生令、反报复法规、最低工资和加班法、带
薪病假法、工作场所安全法、劳工赔偿法、反骚扰和
反歧视法和许多其他保护。州立和地方机构需要提
高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存在感，以便迅速和有效地辨
别出对公共卫生和劳动法的违法情况，并予以补救。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机构就可以不再依赖由工人
冒险填写投诉的投诉驱动模式，而转而采用在重点
行业亲自进行检查的这种更为主动的模式。 

Cal/OSHA 尤其需要资源来充分执行工作场所防护
法规，包括最新的疫情防护标准，同时也包括基本
要求，例如疾病和伤害预防计划。在 Cal/OSHA 需
要资金和资源的同时，为 Cal/OSHA 扫除导致许多
员工岗位长期空缺的障碍也非常重要。 

B. 促进战略执行和合作伙伴关系 

此项研究表明，工资最低的工人在工作场所拥有的
疫情防护最少。尽管州一级已到位部分资源优先在
低薪行业执行劳动法，州劳动机构之间如果有更好
的沟通和协作协议将可以简化执行，因为不充分的
健康与安全保护也可能意味着存在克扣工资或其他
隐患。除了要加强在工作场所的存在感之外，机构
的外联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受影响的社区发展关系，

https://www.cdss.ca.gov/inforesources/immigration/covid-19-drai
https://laborcenter.berkeley.edu/health-coverage-ca-workers-at-risk-of-job-loss-covid-19/
https://laborcenter.berkeley.edu/health-coverage-ca-workers-at-risk-of-job-los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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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与工人在安全的环境下沟通。 

与工人组织和社区组织建立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可
以扩大机构的影响力，因为这些团体已经赢得了大家
的信任，并且有语言和文化能力去深入联系难以触及
的人群。这些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确保机构
对工人的担心和优先事项有求必应。劳动标准执行部
与由国家就业法律项目协调，并受尔湾基金会支持的
工人组织联盟的四年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一个有用的示
例。

C. 加强对违法行为的问责，以及褒奖守
法行为

为增强合规，执法需要有效力，机构需要有可使用的
方法来让雇主负责。25 掌控工作条件的“上游”雇主
或授予特许者，应对其加盟商或分包商对健康与安全
的违法情况分担责任。26 对违反行为，尤其是严重和
重复的违法行为应予以重罚。为了警示行业内的其他
雇主，也为了向工人传达可以安心的信息，机构应使用
多种类型的媒体，包括少数族裔媒体，以尽可能具有
影响力的方式广泛宣传成功案例。同时，可以突出介
绍并褒奖遵守劳动法并且对经济和社会做出了积极贡
献的先进企业。加州未来工作委员会在 2021 年 3 月
发表了一篇报告，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通
过政策或州及私营部门的举措改善特定行业的工作条
件。27 

25 州参议员 Lena Gonzalez 提出了 SB 606，它将增加雇主对工
作场所健康与安全违规的责任，并防止报复。

26 在加州 2021 年的立法周期中，州议会议员 Lorena Gonzalez 
提出了 FAST 复苏法案（AB 257)，要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主要
的快餐企业对他们特许加盟餐馆的健康与安全情况负责。 

27 加州未来工作委员会未来研究所（IFTF)，《针对工作与工
人的新社会契约（A New Social Compact for Work and 
Workers)》，2021 年 3 月，https://www.labor.ca.gov/wp-
content/uploads/sites/338/2021/02/ca-future-of-work-
report.pdf。

“我感到被尊重…”

一名餐馆工作人员
对雇主的保护措施
表示赞赏
楊女士（化名）是一名单亲妈妈，她在奥克兰唐
人街从事点心师的工作。2020 年春季，楊女士 
和其同事要求暂时关闭餐馆，他们的雇主同意

了。他们的雇主在 2020 年 7 月通过安装部分物
理屏障和强制要求使用口罩的方式让餐馆得以
重新安全地开放。有几次顾客拒绝佩戴口罩情
况下，雇主要求顾客离开。楊女士表示，在疫情
开始前，雇主没有跟她说带薪病假的事，也没有
提供带薪病假：“在奥克兰的唐人街，我们没有
这些权利。所有企业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疫情开始后，她说她和她的同事现在
可以获得带薪病假了。她说她的“雇主不错…… 
在疫情期间，雇主听取了工人的要求……在疫
情期间，我感到被尊重，我的工作得到了重视。”

https://www.labor.ca.gov/wp-content/uploads/sites/338/2021/02/ca-future-of-work-report.pdf
https://www.labor.ca.gov/wp-content/uploads/sites/338/2021/02/ca-future-of-work-report.pdf
https://www.labor.ca.gov/wp-content/uploads/sites/338/2021/02/ca-future-of-work-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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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对工人的教育和支持

28 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Cal/OSHA 咨询服务部门，https://www.dir.ca.gov/dosh/consultation.html。

此项研究的调查结果突显了我们迫切需要在有关工
人权利和雇主保护他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责任方
面，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支持。 

A. 确保各族裔工人都能获得资讯

尽管一些重大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州劳动机构应
将共同的工作制度化，以便为包括低薪工人、有色
人种工人、英语能力有限的工人、临时工人和地下经
济工人在内的，最难以触及的工人提供清晰、易于
获得、多语种和具有文化契合性的信息、培训和支
持。 

由训练有素的员工接听并由州劳动机构监听的延长
服务时间的具有文化契合性的多语种热线也可以帮
助回答有关 新冠疫情防护的基本问题，为工人介绍
组织和资源，以及协助工人提交投诉，具体视情况
而定。

B. 让值得信赖的社区盟友参与提供信
息和资源 

工人所知道和信任的社区团体以及法律服务组织，
已经在为工人提供有关劳动法和可选选项的信息，
以及以多种方式支持工人解决工作场所问题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直接介入干预雇主并向政
府机构申诉索赔。州劳工与劳动力发展局当前开展
的工作场所资讯群众推广活动将在 2021 年夏季结
束，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持续注入资金和资
源将可以让这些团体维持它们的工作，并发挥更大
的作用。州可以资助这些受到信赖的社区团体，以
便将关键的与新冠疫情相关信息带到工作场所，为
疫情过后就紧迫劳务问题提供的长期培训、推广工
作和支援铺路。

C. 为雇主提供易于获得的培训

雇主，尤其是小企业主、分包商和它们的客户公司以
及人员配置机构也需要得到相似的帮助，它们也同
样可以从有关各种主题的、易于获得的、多语种清
晰信息和培训中获益，例如有关 Cal/OSHA 标准、
反报复法、工资和工时保护、带薪病假法以及劳工
赔偿。免费的 Cal/OSHA 咨询项目应该得到加强，
以便更好地满足企业主（尤其是小企业主）在 Cal/
OSHA 标准方面的需求。28 在雇主持续调整以适应
大流行需求的过程中，咨询项目可以在为雇主提供
建议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明显的作用。咨询项目甚
至可以扩展以覆盖除了工作场所安全以外更宽泛的
一套劳动法。

4. 加强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代表性

最后，最能改变现状的是员工在工作场所可以集体发声，无论这是通过工会、健康与安全委员会、公共卫生
理事会还是其他方式实现。成立工会依然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联邦和州立机构，例如

https://www.dir.ca.gov/dosh/consul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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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以及加州农业劳资关系委员会，
应大力赋权开展集体行动和对外推广这些机构不为人
知的作用，向不了解自身参与协同行动的权利（甚至
是没有工会的活动），或不知道如何提出控诉的工人
解释他们应有的权利。

29 劳工职业健康计划，《学校安全与健康行动（SASH）材料
(全国）(School Action for Safety and Health（SASH）
Materials（National)》，情况说明书 L：健康与安全委员
会，https://lohp.berkeley.edu/national-sash-materials。

30 《加州法规法典》第 8 编第 3203 节。 

31 如想获取对公共卫生理事会的分析，请参见 Ken Jacobs、Tia 
Koonse 和 Jennifer Ray，《健康监测器：对洛杉矶县工
作场所公共卫生理事会提案的评估（Health Monitors: 
An Assessment of LA County’s Workplace Public 
Health Council Proposal)，2020 年 7 月 21 日，https://
laborcenter.berkeley.edu/workers-as-health-monitors-
an-assessment-of-la-countys-workplace-public-health-
council-proposal/。 请也参见洛杉矶公共卫生理事会联
盟，https://publichealthcouncils.org/。 

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以及公共卫生理事会为在工作场所
中代表工人提供了另一个途径。这两个机构的理念都
是：工人对工作日中出现的问题最了解，因此可以提
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工人也是肩负执行政策和应对
意外情况任务的人员。由工人以及经理一起组成的健
康与安全委员会在识别、评估和管控工作场所中出现
的危险，特别是提高工作场所中安全与健康的优先级
别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29雇主可以积极鼓励成立
这些健康与安全委员会，州立机构可能可以找到创造
性的方式来鼓励雇主发展这些委员会。这其中一个示
例就是，Cal/OSHA 要求雇主制定疾病和伤害预防计
划，并且允许用健康与安全委员会作为遵守沟通要求
的方式。30 

公共卫生理事会是洛杉矶县正在执行的一个新概念，
旨在扩展加州公共卫生局的能力，以加强对新冠疫情
防护指令的遵守。31 在这种方法下，明确受到反报复
保护的工人可以成立公共安全理事会来监控工作地点
是否遵守公共卫生指令，并向县府报告。这种模式可
以扩展到其他地区，也可以扩展以涵盖除了新冠疫情
相关指令以外的其他公共卫生指令。 

“我们需要席位需
要发言权…”

一名因为站出来发
声的快餐店员工被
开除，她的同事则
受到威胁
罗伯塔（化名）在洛杉矶一家快餐店工作，店里
的员工需要“乞求获得口罩”。员工最后终于收
到了一次性的口罩和手套，并被告知要将它们
重复使用几天：“在我们洗完手后，我们又戴上

了相同的手套。”罗伯塔一直与顾客面对面接触，
而大部分顾客都没戴口罩。有一次，罗伯塔向经
理报告称有一个明显生病的顾客打喷嚏、流鼻
涕并且没有戴口罩。经理说道，“嗯嗯，我们看
到他了，但你必须把食物送给他。”管理层以可
能流失顾客为由，拒绝要求顾客戴口罩。罗伯
塔记得当时“我想要哭，因为我对他们（优先考
虑）盈利的决定感到无助。”

 (请翻看下一页）

https://lohp.berkeley.edu/national-sash-materials/
https://laborcenter.berkeley.edu/workers-as-health-monitors-an-assessment-of-la-countys-workplace-public-health-council-proposal/
https://laborcenter.berkeley.edu/workers-as-health-monitors-an-assessment-of-la-countys-workplace-public-health-council-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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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工会或委员会的正式结构，州机构也有办法
在放大工人的发声方面发挥作用。例如，Cal/OSHA 
最近的新冠疫情临时紧急预防标准表示，“雇主应该
允许员工和经过授权的员工代表参与新冠疫情相关
危险的认定和评估。”32 这种方法无需正式的人员架
构，加强了雇主吸收工人意见的重要性。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高度热忱维护工人权益的基层
和工人组织的网络日益增多，它们有意地为无代表的
工人，特别是低薪行业的移民和有色人种工人创造了
安全的空间。如上所述，这些受到信赖的组织为工人
提供了关键服务，它们中有许多都在作为工人和政府
机构之间的桥梁方面有着辉煌战绩。州立和地方机构
以及基金会可以寻找资助和建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的
方式，以便基层和工人组织能够继续为工人发声。 

尽管新冠疫情毁灭性地加剧了健康风险、经济困境
和工作场所中的种族和性别差异，现在我们有机会明
白，究竟是什么让工作、尤其是低薪工作对于从事者
来说如此脆弱不堪。以上建议可以帮助推动体制和结
构改革，并为所有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铺路。 

32 《加州法规法典》第 8 编第 3205(c)(2）节。

(请翻看前一页)

当餐馆有多个员工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管理
层隐瞒病例不让员工知道，声称员工不在是因
为他们在墨西哥，并且没有让直接接触的员工
去隔离。雇主拒 绝告知罗伯塔她是否是 直接
接触者，但 罗伯塔发现自己与受感染的同事在
工作上曾有过密切接触。雇主表示罗伯塔可以
休假，但休假不会带薪，因此罗伯塔继续工作

了：“从疫情开始起，我就没有旷工过一天，即
使我感到非常害怕。少上一天班我的支票上就
少一天工资，难以想象如果我两周不上班，我
要怎么照顾我的家庭？”

几个月来，罗伯塔在家都戴着口罩，即便是睡
觉时也戴着，并且为了保护丈夫，她睡在了地
上。她回忆道，“它带来了很多影响……我五岁
的儿子问我，“你不想要我了吗？”他会伸出手
要我抱抱，但我会说“我觉得不安全，我可能有 
病毒。”

在六月，罗伯塔录制了一个视频，称她的公司
没有确保安全距离，也没有提供口罩。她的门
店经理告诉她，“你没有权利说任何话”，并以
削减她的工时、让她独自在免下车餐厅上更多
班、要求她以不可能的速度快速进行工作和告
诉其他员工不要帮助她等方式，对她进行了报
复。她的店长威胁其他员工说，如果他们与罗
伯塔说话，他们就会受到相同的惩罚。“（经理）
开始更经常大吼大叫。说我没用，说很多让我
感觉糟糕的话，但我知道我是很棒的一个员工。
我一生都在为（这家公司）工作。”罗伯塔最后
因为站出来发声被解雇了，并在同家公司的另

一个地点找到了工作。

罗伯塔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我
的同事说，‘感谢你做了领头人，你迫使我们的
经理得更好地照顾我们。’”但是，罗伯塔仍然
在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尤其因为她的丈夫在
大流行期间失去了工作。“我不敢生病，因为如
果（我的公司不）想为（病假）付费，我们要怎
么活下去？这是我恐惧的事。我必须去工作。”
她总结说道，“员工发声是很重要的……我们
需要席位需要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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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公義促進中心-亚洲法律联会创立于 1972 年,
是美国首个为亚裔美国人争取权益的法律民权组
织。意识到在美国国内仍在民生、经济、政治及种
族 各方面存 在不平等，亚洲法律联会的宗旨是为
社会各层面争取公平和正义，专注为低收入阶层、
移民及缺乏资源的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争取 
权益。

advancingjustice-alc.org

劳工职业健康计画提倡安全、健康和平等的职场，并加强工
人和劳工组织采取行动去提升工作环境的能力。我们与工会、
劳工中心和社区组织、机构、雇主团体、政治人物和学者等伙
伴合作。我们宏观地看待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提出“健康工
作”的原则（即工资能维持生活、提供工作保障和福利、防止
危机和骚扰、工作量合理，并让工人参与影响他们的决定）是
一项基本人权。

lohp.berkele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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