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说明

六月份（第 19 号）


柬埔寨境内劳资纠纷的解决

参考资料：
1、1997 年柬埔寨劳工法
2、通告字第 317/SKBY，签发于 2001 年 11 月 29 日，有关集体劳资纠纷的解决程序
3、通告字第 318/SKBY，签发于 2001 年 11 月 29 日，有关个体劳资纠纷的解决程序
4、通告字第 099/SKBY，签发于 2004 年 04 月 21 日，有关仲裁庭组织
5、通知字第 12/SKBY，签发于 2002 年 07 月 05 日，有关劳资纠纷的解决
6、指示字第 08/SKBY，签发于 2003 年 05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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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境内劳资纠纷的解决
rrr2sss
劳资沟通：是由雇主或雇主代表或雇主的职业组织与员工，或内部员工，或企业等级，或工业等级
的职业组织等等之间的沟通。
无论企业/单位里拥有很好的管理，劳资沟通的纠纷总是会发生，但是该纠纷容易获得解决，若是
纠纷当事人基于以下解决机制保持一定态度和行动：
-

和平方式下进行谈判
针对分享共同利益以及互相让步
不执意坚持输赢
共同执行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程序

劳资纠纷是员工与雇主之间在工作场所里的职业沟通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该纠纷所表现的不同理由：
-

违犯薪资支付的责任
不良好的工作条件
不履行劳动合同或集体协议或规章制度的责任
歧视
争取利益而侵犯另一方的利益。

1、劳资纠纷的种类
1997 年柬埔寨劳工法规定劳资纠纷的种类分为两种，即个体劳资纠纷（第 300 条）和集体劳资纠
纷（第 302 条）。纠纷分类的作用主要是它能根据纠纷种类规定机制，也是合适的解决程序。
甲、个体纠纷
劳工法第 300 条第 1 段的定义是“个体纠纷是指单独发生在雇主和一个或多个的工人或学徒之间

的，有关劳动合同、学徒期合同的条款或集体协议的规定以及现行法律、规章的解释和执行而产生的纠
纷。”该定义的范围也包括了学徒期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此定义，我们观察发现个体纠纷的判定方式是：



纠纷当事人： 个体纠纷的当事人可以是雇主与一个/多个员工或一个/多个学徒。劳工法没
有明确限定多个员工或多个学徒须有多少人，但是可根据每个实际情况而定。
纠纷目的： 个体纠纷的发生是根据每个员工或每个学徒的各自事件，有关劳工合同或学徒
期合同或集体协议的工作条款或有效法规法则的解释或执行。个体纠纷一般只关系到权利
而已，主要关于劳工合同、学徒期合同、集体协议或法规法则的解释或执行。例如：上诉
要求作废或解除劳动合同，或上诉有关雇主不履行劳动合同里规定的责任，或上诉要求符
合专业和职责更好待遇的加薪等等。

无论如何，一个个体纠纷也能变成集体劳资纠纷，若是该纠纷有工会或一群员工的支持，其可能影
响到该企业单位的运行。一般，工会在把个体纠纷转变成集体纠纷扮着重要角色，而且这样做将导致该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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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和解有一定影响
能够改变纠纷各方的态度
有较可靠的解决机制
和解中，易于交换次要事项（简单事项）。

仲裁庭在编号 13/08-TERATEXT KNITTING 的案件里认为：一个纠纷只关系到一个员工并没有
其他员工或任何内部工会关系到该项要求，仲裁庭决定该纠纷并非集体劳资纠纷。

乙、集体劳资纠纷
劳工法第 302 条的定义是“集体劳资纠纷是指发生在一个或多个雇主和一些他们的职员之间，有

关工作条件、职业组织被承认、企业内职业组织的承认的纠纷，和有关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纠纷，该
纠纷会危及该企业的有效运转或社会稳定。”根据定义，判定方式将被规定如下：






纠纷当事人： 集体劳资纠纷的发生一般由一个或多个雇主与一部分员工之间的。同样的，
劳工法没有明确限定多个雇主和一部分员工究竟是多少人。多个雇主可以指为雇主职业组
织（雇主协会）。至于一部分员工是可能关系到多于一个的员工或有工会的支持。
纠纷目的： 集体劳资纠纷关于工作条件、职业组织被承认的权利的操作、企业内职业组织
的承认的纠纷、及雇主与员工之间沟通的问题。不同于个体纠纷的主体，集体劳资纠纷一
般是关系到该企业里所有员工的共同利益。再则，法律很广泛的规定，所有关于雇主与员
工之间的问题均指定为集体劳资纠纷的主体。
纠纷的难处： 集体劳资纠纷的发生可能导致企业不能顺利运行或损坏社会和平。企业里一
部分员工的参与要求，能阻碍企业未来的生产运作。但是多少员工人数将影响到该生产运
作则没有说明，取决于该企业类别或员工类别。

因此，为了使一个纠纷变成集体劳资纠纷，该纠纷必须要满足上述 3 个条件 。

仲裁庭在编号 99/11-SUPREMIER TOUR 的案件里认为，一个纠纷定为集体劳资纠纷必须满
足 3 个条件，即：当事人条件、纠纷问题和纠纷的影响。其中只有当事人条件和纠纷问题条件
已满足后，仲裁庭才会考虑第 3 个条件。
关于第 3 个条件（纠纷的影响），仲裁庭认为虽然企业仍是正常运行，但是此纠纷事项有许多
员工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的成员和正在 I 组里上班的员工。员工总人数 2700 位，其中工会成
员人数为 1050 位。纠纷的问题将可能影响到员工的心理和工作场所的秩序。因此，仲裁庭认
为此纠纷事项是集体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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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纠纷的解决
一般，个体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劳工法庭提出申诉处理，（目前柬埔寨还未有劳工法庭，但劳工法第
389 条已规定有责权的法庭，即拥有法权的法庭，意指省/市初级法院）。但是劳工法也给当事人提供选择，
可以书面方式向自己所在省/市的监察单位提出申诉先进行和解。
向监察单位申诉解决个体劳资纠纷并非法律所要求，但只是某一方面自愿寻找省时省钱的解决方式。

甲、查询讯息
查询有关纠纷当事人的事发原因讯息，必须在接到申诉后的第一周到第三周之间进行。虽然劳工法
内没有规定召唤纠纷当事人查询讯息程序的一个明确期限，但是劳工法第 301 条第 2 段规定进行和解的期
限是接到申诉后的最迟 3 个星期内。根据此意思，劳工监察官的查询讯息将在和解指定日之前的期间内按
以下如下程序进行：
- 当接到任何一方的申诉，必须以挂号信或亲手交给方式的邀请函送给所有方面来提供资讯及提交
各种有关案件的证据资料，以便进行妥当地和解纠纷。
- 此查询补充资讯将分别单独与各方面进行。每次查询资讯必须记录存档，由劳工检查官与口供方
签字，而且此记录必须给口供方保留一份。
- 若是申诉主控方或代表在接到召唤出席要求提供更多资讯后，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证明自己无法
提供申诉的资讯，最迟 3 天内此诉讼将作废失效，没有继续执行程序的价值。
- 最迟 3 个工作日之内，被告方或代表没有合适理由而未按规定出席，将被认为此纠纷不和解，而
被告方将被认为承担所有主控方申诉的问题错误，。
乙、和解
收到全部资讯以后，劳工监察官必须再次发邀请函给双方参加听证会进行和解。纠纷当事人可以带
陪护人或正式授权委托能够决定的代表人。
-

此和解必须在接到诉讼后的最迟 3 个星期内进行。该和解必须根据法律、集体协议、规则制
度、劳工合同或培训合同。
若是主控方或代表没有说明合适理由缺席和解，该申诉将作废失效。
若是被告方或代表人没有表明合适理由而缺席，将认为被告方确实有罪如主控方所诉讼，并且
该和解不能达成协议。
调解员必须记录清楚指明有关同意或不同意和解。此记录必须有劳工监察官的签字和双方的签
字并复印分发给各方面。
在接到未达成和解的记录后的两个月之内，主控方可以继续向法院申诉。

3、集体劳资纠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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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资纠纷的解决一般必须经过两个责任步骤程序。首先集体劳资纠纷必须由劳工监察官和解。
若是该纠纷仍未达成协议，则该纠纷将由仲裁庭裁决。
3.1、集体劳资纠纷的类别
集体劳资纠纷一般分为 2 种：
1、有关权利的纠纷： 是有关法则法规，或集体协议，或规则制度，或劳工合同里规定的合法权利
的解释与执行的纠纷。其关于法律，或协议，或劳工合同所承认的权利的侵犯，如：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得
薪资、加班费、休假日、节假日等的权利。有关权利的纠纷的发生可以是个体纠纷或集体劳资纠纷。
例如：金边某驻工厂基地的工会带领 SOKHA 和其他员工大约 200 位 ，进行要求自己的雇主在目

前原有的卫生间数量增多建造卫生间，使其正确符合劳工法规定，因目前的卫生间数量按照劳工部规定未
符合员工数量。
2、有关利益的纠纷：是有关法律，或集体协议，或规则制度，或劳工合同里未规定的未来利益的
纠纷。有关利益的纠纷的发生为了要求将来的权利。
例如：由 2012 年开始，DARA 一直是茶胶省一家制鞋厂的员工。直到 2016 年 01 月份，DARA 和

其他员工大约 500 位，进行要求自己的雇主提供午餐费每天 5000R，而没有任何法则规定此责任。
3.2、解决程序
甲、劳工监察的和解
集体劳资纠纷可以由纠纷的任何一方向劳工监察单位申诉。若是没有任何一方向劳工监察单位申诉
或通知有关此纠纷，劳工监察必须汇报劳工部长在 48 小时之内进行委派一位调解员。但是，任何集体劳
资纠纷影响或导致影响治安和公共秩序，劳工监察单位得到有关此纠纷的信息以后，必须立即汇报劳工部
长进行委派调解员，并立即采取查询资讯和直接进行现场和解。
甲、1、查询讯息
接到委派后，调解员必须以挂号信或亲手送交方式发出邀请函请各方面来提供资讯和各证据资料进
行妥当的和解纠纷。为了使和解正确进行，调解员必须查询各方面更多资讯，而此查询必须分别与每个方
面单独进行。每次查询资讯必须记录存档并有调解员和该资讯供方的签字。
甲、2、和解
得到各方面的足够资讯后，调解员将：
-

在接到劳工部长的指令后 15 天之内，必须再发邀请函给相关方面来参加听证会进行和解。

-

无论如何，此和解也可以根据纠纷方面的共同要求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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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和解邀请以后，纠纷方面必须参加听证会进行和解，而且各方面可以有陪护人或自己委派
的代表人，并在和解期间停止一切措施。若是任何一方未参加听证会，调解员必须汇报劳工部
长按法采取措施。

每次开会和解，调解员必须记录并明确指明有关同意或不同意。此记录必须由调解员签证并由相关
方面的签字，且必须抄送各方面。由各方面签字及调解员签证的和解协议，与各方面之间的和让别人代表
自己的当事人之间的集体协议有同等价值和效力。若是员工方面不是任何职业组织，此协议可以进行，对
该职业组织或工会，及对让人代表自己的员工都不拒绝。意思说就算没有工会代表，员工也可以通过员工
代表或自己的代表进行协商。
若是此纠纷仍未达成协议，调解员必须再和解结束后的最迟 48 小时之内，将未和解案件呈交劳工
部长。呈交部长的案件必须附加资料，如：调解员的报告、纠纷和解的记录、及向仲裁庭申诉的草拟信函。
若是集体劳资纠纷须按劳工法的仲裁程序解决，劳工部长必须再接到调解员的未和解报告后 3 天之内，向
仲裁庭申诉。
乙、仲裁庭的解决
若是未能达成和解，劳资纠纷必须按照下列解决：
-

集体协议已经规定的有关仲裁程序（若存在）。
或所有劳资纠纷方面同意的其他程序
或劳工法里规定的仲裁程序。

仲裁庭的集体劳资纠纷解决程序的详细程序将在以后的司法解释里解说。
4、法官在解决劳资纠纷中的角色
甲、个体纠纷
若是纠纷调解员的和解无法达成协议，主控方有权在两个月内继续向职权法院申诉。若是超过此期
限，主控方不能向法院诉讼。
没有任何法则明确规定有关职权法院的个体劳资纠纷的解决程序。无论如何，个体劳资纠纷的解决
程序应按照 2006 年的民事法定程序执行
乙、集体劳资纠纷

仲裁庭程序结束后，而该纠纷仍未和解，当事人方面可以向法院诉讼或执行工业活动（罢
工或封厂）。向法院诉讼一般有两种情况是：
1、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书
若是任何一方仍不愿执行已经正式生效的仲裁书，则另一方可以向责权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
院协助其执行该裁决书。申请方必须提交法院有关被证明为正确的裁决书复印件一份。
无论如何，若是某方面向法院提出诉讼，并有证据指明仲裁庭的裁决书存在不正确，该方面可以避
免承认和施行生效的裁决书并指定责任，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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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纠纷方没有妥当参加选择仲裁员，或没有接到正确通知有关仲裁步骤，或不公平的被阻
碍不能进行详细说明自己的案件。
没有按照劳工法或有关仲裁庭的通告规定关于发出裁决书程序的执行。
仲裁庭发出的裁决书超出劳工法和有关仲裁庭的通告所规定的权力范围。

在此情况下，法院不再重新考虑该纠纷事项的原由或法律依据，而法院只考虑上述 3 位仲裁员的
裁决书的正确性。

2、不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书
当事人可以向职权法院诉讼，法院将考虑所有纠纷事项的原由和法律依据。
法院将根据生效的法律法规的原则，对有关执行法律法则的相关权利的纠纷进行判决。

简介仲裁庭的方案
1、一个纠纷只关联到一个员工而没有其他员工或任何基地工会关联到的要求，仲裁庭认为该纠纷
不是集体劳资纠纷。（裁决书 13/08 号）
2、虽然企业仍然正常运行，但是此纠纷事项有许多员工的支持，且特别是工会的成员。纠纷问题
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心理或工作场所的秩序。因此仲裁庭认为此纠纷事项是集体劳资纠纷。（裁决书
99/11 号）

编制：
法律与劳工项目工作组
柬埔寨制衣商会(GMAC)

免责声明： 以上的法律解释主旨在于给会员提供更多资讯，并非法律指导建议。本商会不承担因
为按此解释执行导致发生的所有损失。商会鼓励会员在按上述解释执行之前，先从法律专业人士
寻找更多解释。更多资讯请直接联系商会的法律和劳工办公室，电话号码：088-8122133，或邮
箱：kimpichda@gmac-cambo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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