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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導報》專題報道組

3 月 28 日，在參議院議員會館，召開“大學有期教職員
問題緊急院內集會”。 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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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來看，非常勤講師是促進師資的流動

果大學方面為回避《改正勞動契約法》，臨

和多元化，增強大學活力的一種有效手

到 5 年上限就中止契約，許多外國人非常

這位非常勤表示：如果早稻田推出的

生活保障。

伴隨著從今年4月份開始實行的《改正

段，同時也是節省開支的重要途徑。聘用

勤講師不僅面臨失業，還會影響到在日簽

政策得到實施，自己現在學校超過十個課

勞動契約法》，日本的一些大學不僅不思

一位非常勤講師，與聘用專任教師相比，

證，問題很嚴重。

時的授課就會被縮減三分之二，這當然會

考如何適應新的勞動契約法，而是反其道

學校隻需付出三分之一作用的薪酬，且不

而行之，慾大量解雇非常勤講師，引起了

需要承擔福利費用。因此，日本的大學熱

大規模的勞動糾紛。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

衷於聘用非常勤講師，對於外國人教員更

師工會委員長鬆村比奈子等在今年 4 月上

以“非常勤”為主。

影響到收入的穩定。其實，日本許多大學

華人大學非常勤講師控訴維權

的主要工作都靠非常勤，專任教師上課
少，卻說減就減。即使在早稻田這樣的名

在今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改正勞動契

校，校方與非常勤之間、專任與非常勤之

旬，以涉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90 條），

外國人擔任“非長勤講師“，有利有

約法》之前，早稻田大學已在3月份制定了

間都缺乏應有的尊重，更別談民主自由

對早稻田大學校長鐮田薰及常務理事計 18

弊。一方面，非長勤講師不用加入學校的

所謂“對策”。校方提前給每位非常勤講師

了。

人向東京地檢進行了刑事告發，而在 6 月

教授會，不參加學校的運營，也沒有責任

發了通知，表明從 2013 學年開始起算，到

他同時點名早稻田某些學部，歷來對

21 日，早稻田大學的數名非常勤講師，到

參與大學舉辦公開講座等社會貢獻活動；

了五年就會解約。同時也限制非常勤講師

外國非常勤講師不太尊重，比如規定中國

東京勞動局，對早稻田大學校長鐮田薰及

收入上按課時計酬，時間自由，不受限

的授課時限，規定 2014 學年一個人最多授

人非常勤不能給一年級學生上課，幾年前

常務理事等進行了刑事告訴。

制，每年的寒假、春假、暑假期間不用上

課10個課時，此後逐年減少，2015學年減

又打出“年輕化”口號，對 50 來歲的中國

在日華人中有大量以非常勤講師為職

課，學校照樣支付工資。但另一方面，非

至8個課時，2016學年減至6個課時，2018

人非常勤講師規定每周授課不能超過 3 個

業謀生的人，他們中也有許多人正在日本

長勤講師不加入教授會，就意味著不是學

學年減至 4 個課時，至 2018 學年使得非常

課時，而對日本人教員卻並不減課，結果

校的主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社

勤講師的授課數量完全壓縮至 4 個課時。

新招收的年輕的新講師壓不住場，在教學

學、高崎經濟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都決

會上獲得的認可度相對較低；同時他們與

由於早稻田大學在日本私立大學中有指標

中屢屢出現問題。

定不設上限，這是工會鬥爭的結果。一些

大學的雇傭合約一年一簽，沒有年金和老

意義，早稻田開了一個頭，其他學校或許

本次在非常勤問題上，早稻田大學逆

私立大學現在都在觀望。

後保險，也沒有獎金、研究費、海外研修

也會聞風而動，主要看“首都圈大學非常

向解讀並操作，起到了負面的示范效應，

等，學校不承擔工資以外的任何社會福

勤講師工會”與早稻田大學打官司的結果

可能影響到很多外國人非常勤的在日生活

利，外國人在日生活會有後顧之憂。這種

如何。

和人生規劃，在事實上侵害了相關人士的

的一些大學法外立“法”的行為中面臨著失
業與困境，也有許多參加了抗議活動。

京地檢進行了刑事告發。

大學法外立“法”在日本各地
展開

在 5 年，而且還將規定了非常勤講師每周

早稻田大學不僅將雇用合同上限規定
的授課時間在 6 小時以內，工會方面認
為：這種規定是為了逃避勞動基準法 20 條

在日華人非常勤講師實態

差異使外國人非常勤講師為前途焦慮、悲

去年 8 月公布的《改正勞動契約法》中

有關禁止在有期契約勞動者和無限期契約

有一條規定，被雇用者在與雇用者之間連

勞動者之間利用期間限定設立不合理的勞

陳廣廈(化名)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來

續簽訂 5 年有效合同以後，如果被雇用者

動條件的規定而採取的障眼法，因此必須

日留學， 1998 年開始在私立大學擔任非常

提出要求，可以轉換為沒有期限限定的正

撤回。

勤講師，迄今長達 15 年。他在大學裡主要

規被雇用者。這一法律在今年4月1日正式
開始實行。

一位早稻田大學的中國人非常勤講師

權益。為此，“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

悲憤地對《中文導報》說：眾多非常勤講師

會”起訴早稻田大學，不僅僅涉及教育現

在日外國人非常勤講師隊伍龐大，其

對早稻田推出這樣的政策感到很不滿，怨

場，更成為一場引人關注的人權官司，受

主力是中國人講師。據長年研究在日華人

氣多，一些幹得時間長的非常勤講師更覺

到關注。

哀。

據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會反映，

教漢語，過去一周擔任六個課時(90分鐘，

社會的學者段躍中推算，日本全國有 740

得自己為學校拉了大半輩子車，最後校方

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會有約 10%

在 2012 年，早稻田大學專職、專任教授等

兩節課)，現在中日關系不好，日本學生學

所大學，按保守估計平均每校有中國人教

竟然使出“卸磨殺驢”的絕招。現在，非常

是外國人非常勤講師，他們主要從事外國

這一法律的實行可能會使一些工作 5

2200 人；非常勤講師和客座教授等 4300

中文熱情減退，減為一周四個課時。他曾

師十名，總人數約為 7500 人，設若其中一

勤們處於弱勢立場，敢怒不敢言，但不少

語教學，也有許多以此為生，如果實行了

年以上的非常勤講師按照法律的規定向大

人，早稻田大學法外立“法”的行為影響面

經有同時在四所大學任教的時期，都任非

半是非常勤講師，保守估計近 4000 人，其

人為了維護切身權益，紛紛加入了工

對非常的 5 年為上限的雇用制度，將使他

學方面申請轉為常勤教員，使大學的經營

很大。

常勤講師，最多時一周超過十個課時。除

中絕大部分持三年一簽的“教授”簽證。如

會”，希望能贏得官司，獲得教學權利和

們面臨失業，而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
會副委員長武籐先生對《中文導報》記者

成本增加，於是一些大學採取“你有法

不僅早稻田大學，日本一些其他的

了教漢語之外，還涉及“異文化交流”、

律，我有對策”的方法，法外立“法”，做

國、公、私立大學也有相同的動向。國立

“中國事情”等內容，實際上就是講解國際

出了非常勤講師就業新規定，規定非常勤

琉球大學也有將非常勤講師的上限定為 5

講師雇用的上限為 5 年。為此首都圈大學

年的動向，為此該校的非常勤講師們正在

日本的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中，都

更各大學實行了這項措施，外國人非常勤

非常勤講師工會在 3 月 19 日和大學方面進

為粉碎這一法外立“法”展開鬥爭，目前首

有許多非常勤講師，就是兼課老師。陳廣

講師面臨著一個失去簽證，必須離開日本

行團體交涉，大學方面第一次把新的就業

都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會正在支援“沖繩

廈對《中文導報》表示：中國人的非長勤漢

的問題。

規則向工會方面公布，其內容就是原本沒

非常勤講師聯盟”的鬥爭。

語講師有時比日本人的收入更多。有些中

中國人非常勤講師吳先生對《中文導

早稻田大學

說：和日本人非常勤講師不同的是，外國
人非常勤講師還有一個簽證的問題，如果

關系中的中日關系。

今年 3 月 28 日，在東京永田町的參議

國人樂於做“非常勤專業戶”，工作自由，

報》記者說：現在我周圍的中國人非常勤

按照勞動基準法，事業主在制定新的

院議員會館，召開了“大學有期教職員問

不受限制，且收入不低。非常勤講師的工

一些大學 5 年上限的規定都非常不滿。本

就業規則前，需要聽取過半數的勞動者的

題緊急院內集會”。這一集會是由東京地

作量按“駒”（日語念 koma）計算，一駒

來日本這種非常勤的制度就是特殊而不合

意見。而工會方面說完全沒有聽說過這樣

區大學教職員工會協議會、首都圈大學非

相當於兩節課，約一個半小時。有的人一

理，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大學裡的教師都

的事情，大學方面反駁說：有關從今年 2

常勤講師工會、關西圈大學非常勤講師工

周穿梭於幾個大學之間，最多上 20 駒課，

是已常勤為主，而日本以非常勤為主，其

月 4 日起，開始推選過半數的代表者的文

會主持，日本科學家會議、全國大學院生

如果按照一駒課的月酬 3 萬日元計算，月

目的就是為了節省經費。一方面靠非常勤

書已在 2 月 1 4 日公示，這一手續已經實

協議會中也有代表者參加。全國率先阻止

收入 5 0 - 6 0 萬日元。對於在日外國人來

支撐大學裡的教學，一方面有用的時候就

行。

這種惡用法律改正謀求私利的行為的大阪

說，還會面臨在留資格問題。無論在大學

用，用完就一腳踢開，而且在工資待遇上

大學的非常勤講師、有期雇用職員、正規

裡做專任教授和講師，還是做非常勤講

和常勤教師有很大的差別，研究費也完全

雇用教員等也參加了集會。

師，都一樣拿“教授”在留資格。

沒有，美國雖然也有非常勤講師，但是研

有就業年限的契約期間規定為上限 5 年。

而工會方面指出：2 月 14 日是考試期
間，非常勤講師不能進入公示場所，這以
後也沒有看到過相關文件。代表者的投票

在院內集會上，首都圈大學非常勤講

日本的非常勤講師制度，可以最大限

結果也沒有發表，此工會方面決定對早稻

師工會在報告中指出：目前東京大學、一

度地利用了現有人材資源，實現學術資源

田大學校長鐮田薰及常務理事計 18 人向東

橋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東京藝術大

的共享，也為更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從

究費是和常勤一樣的，因此日本必須在制
度上進行根本改革。
□

華友旅行
ジェーティージー華信株式會社

東京都知事旅行業第3-4457号

★出售世界各地便宜飛機票
* 東京→哈爾濱‧東京→福州（當天到達）
東京∼上海(往返) ￥56,000 三
東京∼北京(往返) ￥43,000 個
月
東京∼香港(往返) ￥56,000 有
東京∼廣州(往返) ￥55,000 效
上海∼東京(往返) ￥45,000 OPEN
北京∼東京(往返) ￥45,000

大阪∼上海
大阪∼北京
大阪∼廣州
大阪∼瀋陽
大阪∼大連
大阪∼福州

￥38,000
￥43,000
￥40,000
￥49,000
￥43,000
￥45,000

大 阪∼南 京 ￥43,000
福 岡∼大 連 ￥42,000
新 瀉∼哈爾濱 ￥46,000
名古屋∼上 海 ￥45,000
名古屋∼成都、重慶 ￥47,000

口 座 番 號 : 三井住友銀 行 高田馬場支 店
（ 普 ） 3942996 カ ユ ウ リョコウ
地址：〒 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22- 2 新宿サンエービル 15F

TEL：03-5325-6288
FAX：03-5325-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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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推 出
東京∼北京 (6 月)
￥20,000+TAX
成田∼浦東 (6 月)
￥19,000+TAX
羽田∼虹橋 (6 月)
￥35,000+TAX
東京∼杭州 (6 月)
￥18,000+TAX
東京∼大連 (6 月)
￥28,000+TAX
成田∼成都 (6 月)
￥39,000+TAX
東京∼新加坡 (6 月)
￥9,000 〜 42,000 円
東京∼廈門 (6 月)
￥39,000+TAX

其它城市均有特價，歡迎詢問！
注：燃油サーチャージが別途必要となります
ビザ代行 マルチ緊急可代辦美國半年多次簽證

好消息!

代辦美國簽證、台灣
簽證等，手數料3000円

最寄り駅：JR線、小田急線、丸ノ内線「新宿」駅徒歩5分
京王線「新宿」駅徒歩4分
都営新宿線、大江戸線「新宿」駅徒歩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