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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F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訴求︰酒店工人

旅遊業在全球創造了10％的就業機會，
女性佔全球旅遊業勞動力的55.5％。截
至4月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漫延全球
204個國家和地區。封城和鎖國已導致全
球旅遊業陷入停頓。酒館業幾乎崩潰，
只有少數酒店仍在營業。這影響了數以
百萬計工人、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區的
生計。

IUF警告僱主和政府，即使在特殊事件期
間，工人的權益決不能「暫停」或「暫緩」。
僱主的責任是建基於各項公約和人權機制當
中。

本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工會於求，以保障酒店
工人，以及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鬥爭中挽
救生命。

僱主
與工會合作，立即執行旨在避免工人不必要地承

受可能危害其目前和未來健康的風險的規程

為工人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預防工具，並在工人

開始輪班之前以最大的緊急度採取其他合適的技

術和醫療措施

當工人有必要履行職責為被困在酒店或隔離在酒

店的顧客提供基本服務時，應盡可能調整輪班、

休息和工作計劃，把風險減至最低

為風險系素較大的工人引入額外的防護措施，包
括已懷孕或有長期病患的工人

尊重工人在不安全條件下拒絕工作的權利

在缺乏全民醫療保健系統的地方，為所有工人提

供醫療保險

尊重工人作出所必要照顧家人安排的權利

通過與工會協商所有臨時措施，確保工人的收入

和就業獲得保護

利用這段時期提供培訓、再培訓或提昇技能，為

恢復業務活動做準備

針於女性在育兒方面方面責任，以性別觀點制定
帶薪休假和收入保障政策

為被隔離和照顧患病親屬的工人，提供足夠的帶
薪病假

確保採取的所有措施都適用於所有工人，包括非
正規就業形式的工人，例如兼職工人、外包工
人、零工時合同工人和非正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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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urism sector generates 10% of employment around the 
world, and women make up 55.5% of the global workforce 
in tourism. By the beginning of april, CovId-19 had affected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tourism 
industry around the globe has been brought to a standstill by 
the closing down of entire cities and countries. the hotels and 
restaurant sector has almost collapsed. Few hotels are still op-
erating. this affects the livelihood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their 
families and whole communities.

旅遊業在全球創造了10％的就業機會，女性佔全球旅遊
業勞動力的55.5％。截至4月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漫
延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封城和鎖國已導致全球旅遊業
陷入停頓。酒館業幾乎崩潰，只有少數酒店仍在營業。
這影響了數以百萬計工人、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區的生
計。

the IUF cautions employers and governments that workers’ 
rights cannot be “suspended” or “deferred” during extraordi-
nary events. employers’ obligations are based on Conven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IUF警告僱主和政府，即使在特殊事件期間，工人的權益
決不能「暫停」或「暫緩」。僱主的責任是建基於各項公約
和人權機制當中。

this document provides a set of trade union demands for 
protecting hotel workers and saving lives in the fight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本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工會於求，以保障酒店工人，以及
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鬥爭中挽救生命。

EMPLOYERS 僱主

1. Work with unions to immediately implement protocols 
designed to avoid unnecessary exposure of workers to 
risks that may endanger their present and future health

1.與工會合作，立即執行旨在避免工人不必要地承受可能
危害其目前和未來健康的風險的規程

2. Provide workers with a full range of informational and 
preventive tools and take other appropriate technical 
and medical measures with the greatest possible urgency 
before workers begin their working shifts

2.為工人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預防工具，並在工人開始輪
班之前以最大的緊急度採取其他合適的技術和醫療措施

3. adapt shifts, breaks, and work organization plans in what-
ever way possible to minimize risks, when it is necessary 
for workers to perform duties that guarantee essential 
services to customers trapped or quarantined in hotels

3.當工人有必要履行職責為被困在酒店或隔離在酒店的顧
客提供基本服務時，應盡可能調整輪班、休息和工作計
劃，把風險減至最低

4. Introduce additional protection for workers with added 
risk factors including pregnancy, pre-existing medical con-
ditions and illnesses

4.為風險系素較大的工人引入額外的防護措施，包括已懷
孕或有長期病患的工人

5. Respect workers’ right to refuse to work under unsafe 
conditions

5.尊重工人在不安全條件下拒絕工作的權利

6. Provide health coverage for all workers in places where 
adequate health care systems are not universally guaran-
teed

6.在缺乏全民醫療保健系統的地方，為所有工人提供醫療
保險

7. Respect workers’ rights to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to care for their families

7.尊重工人作出所必要照顧家人安排的權利

8. ensure workers’ maintenance of income and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with any temporary measures negotiated 
with unions

8.通過與工會協商所有臨時措施，確保工人的收入和就業
獲得保護

9. Utilize this period of drastic fall in demand for training 
and reskilling/upskilling of worker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sumption of business activity

9.利用這段時期提供培訓、再培訓或提昇技能，為恢復業
務活動做準備

10. enact policies on paid leave and income protection that 
are gender sensitive given women’s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care

10. 針於女性在育兒方面方面責任，以性別觀點制定帶薪
休假和收入保障政策

11. Provide adequate paid sick leave that accounts for quar-
antine and care of sick relatives

11.為被隔離和照顧患病親屬的工人，提供足夠的帶薪病
假

12. ensure that all measures taken apply to all workers, 
including those with non-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 
such as part-time workers, outsourced workers, workers 
on zero-hour contracts, and informal workers

12.確保採取的所有措施都適用於所有工人，包括非正規
就業形式的工人，例如兼職工人、外包工人、零工時合
同工人和非正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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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應認識到工人的就業風險和潛在的極端經濟困難。

政府應與工會和僱主合作，採取就業和收入援助措

施，以減輕這些風險。

不論僱用模式，保證所有工人享有特別帶薪休假的

權利和免費獲得醫療保健的權利。

正規化所有無證移民工，以保證其獲得醫療服務。

為被隔離和照顧患病親屬的工人，提供足夠的帶薪

病假

針於女性在育兒方面方面責任，以性別觀點制定帶

薪休假和收入保障政策

授權進行健康和安全培訓以及個人防護裝備

（PPE）規程商議

最佳做法
北美食品工人屬會UFCW已更新其求職網頁，以
便UNITE HERE會員更容易在食品加工、雜貨店和
零售部門找到工作，以確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
間的食品安全。同時僱主亦希望即時填補這些職
位空缺。

有關這種創新合作
關係的更多信息，
請訪問
www.ufcwjobs.com

酒店被徵用的建議

在某些地方，酒店被用作檢疫設施和高危人群的

臨時住所。體育場，會議中心和其他食品服務設

施可能被徵用於緊急食品生產或醫療分類地點。

中央或地方政府可能會受到專門立法的授權，臨

時徵用設施作上述用途。或者，他們可以承包形

式使用設施。

以下是為工會解決此類情況的建議。

步驟1：與政府聯絡

請與政府官員聯繫，以確定他們對使用此類設施
的計劃。

步驟2：關鍵問題–政府

哪些政府部門承包或行使這些權力？

什麼人會被安置到設施內？

需要什麼工作職責？

哪些酒店？

誰支付工資？

誰有工作資格？

市/縣/州運營所依據的法律授權是什麼？

政府是在自願的基礎上這樣做（例如承租旅館）還是
根據公共緊急法徵用旅館？在後一種情況下，法律或
行政命令對人員有何規定？

步驟3：主要訴求-僱主和政府

當局應通過與僱主的租賃或承包合約為設施配備人員

容許所有工會會員自願工作，但將獲得報酬

如果沒有足夠的志願者，應將工作交給其他工會接待
人員

健康和安全不應受到損害

應提供停車位，不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政府應優先考慮有工會代表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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