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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子產業公會祕書長談緯創事件教訓

台廠中國運營制度難在印度複製貼上
林昭儀／專訪
當台灣企業逐步將部分供應鏈

可以為勞工做些事情。畢竟這就

技公司在印度都是備受禮遇的，

率的好機會。台灣防疫做得這麼

是它們存在的目的。

特別是製造業者，因為他們技術

好，相信是緯創的台灣幹部決定

與商業上的實力堅強。

回台灣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也

向東南亞與南亞轉移之際，敏捷

但唯一的問題是，在工會當

度與文化敏感度卻成為跨國營

中，有些份子開始無視法律存

我謹代表印度產業公協會在此

運管理的重大考驗。DIGITIMES

在，認為破壞公司資產就是顯示

說明，我們非常相信，未來還有

越洋專訪印度電子產業協會

其力量的方法之一，包括那些用

更好的前景，也需要把好的人力

(ELCINA)秘書長Rajoo Goel，

來製造產品的高科技設備。但這

資源制度訂為標準作業流程來實

想了解在地專家對於台灣資通訊

些設備是印度政府積極招商，希

施。

(ICT)製造業者應如何強化其與當

望外商可以投資在印度的資金所

地夥伴合作以改善未來管理的看

添購的。

會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問 ： 未來台灣企業可以
如何更好的管理印度子公司呢？

但有一點我想指出，台灣企業
在中國運營多年，因而他們把很

如果是合資企業會比獨資經營的
子公司更適合印度嗎？

法，以及2020年12月中旬在緯創

印度政府設定了非常有企圖心

多在那裡的制度拿來套用在印

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議

位於邦加羅爾附近工廠發生暴動

的招商目標，希望可讓電子製造

度，我不認為同一套制度適用於

題。許多大公司特別不喜歡跟

事件，是否有待改進的問題點。

產業的年產值達到4,000億美元，

印度。印度有非常堅強的民主制

別人合資，因為他們有自己的

ELCINA已經在12月17日發布了

而目前只有800億美元。這背後

度，對我們有好處，卻也因為複

系統、制度、流程與規範，不

聲明，嚴厲譴責暴力並且保證給

是對電子零組件的龐大需求，而

雜的決策流程而帶來限制。我

想為合資夥伴而妥協。但也可

予來自台灣的廠商與投資完全的

台灣企業必然可以扮演重要的角

們的溝通系統必須非常有效，否

能有例外，例如他們可以接受

支持。

色，協助達成這些目標，也從中

則人們會因為溝通不良而傳播謠

一個佔少數股權的夥伴，可持

受益。

言。這點是國際企業特別需要了

續保有自己的品牌與系統，和

台廠未來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重

解的。在今天的情境中，在印度

一致的企業文化。我很確定很

問 ： 台商仍有很多可從

蹈覆轍？他們需要了解事件發生

市場的潛力和中國差不多，但印

多印度企業會樂於成為台灣大

此次事件學習的地方。 他們其實

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主要是在太

度可能更高些，因為印度是個尚

企業的少數股權夥伴，因為他

都很願意遵循 當 地 法 規 並 與 員

短的時間內，僱用了太多的人，

未飽和而且快速成長的市場。

們可因此得到額外的生意，也

工維持良好關係。您會建議他

事實上是數千人。我知道數據，

們未來如何管理好類似這次的

是因為我也是印度電子業技術委

風險？

員會的一員，這個委員會在全國

首先，我要強調，這次事件絕

能學習新系統和技術。

印度電子產業公會祕書長Rajoo Goel。

ELCINA

我並不是鼓勵所有的台灣企業

並把此事件當作個案來研究，讓

問 ： 您提到需要非常熟

都做這類的合資，但若有個佔少

印度與台灣的企業，以及所有的

負責訓練電子業需要的技術勞

稔印度文化與制度的人在印度做

數股權的印度夥伴，肯定可以獲

利害關係人都能從中學習。

對不是印度的常態，也不是印度

工。緯創不斷跟他們聯繫，跟他

更好的管理。 但我從台灣媒體上

得協助，因為這些印度公司會很

樣，基層的員工是有機會與部門

工人平常會對雇主做的事。這是

們要了幾千個技術勞工到他們的

讀到的消息是， 在暴亂發生時，

了解這裡的文化與制度。

主管、總經理，甚至集團執行長

個單一事件，而且如果回顧印度

工廠工作。

緯創的印度工廠其實就是當地團

產業歷史，恐怕十幾年來也找不

我們也應該記住，這當中還有

隊負責管理的？是否有所誤導？

各有規範。
正是因為複雜，所以溝通非常
重要。首先，我們的制度很不一

我倒是會建議中小型企業考慮

問 ： 這對台灣企業如緯

對話的。因此公司需要花時間

與這裡的企業建立合資公司，而

創來說的確是寶貴的經驗， 因為

打造一個溝通的系統，讓人們有

印度政府的生產連結鼓勵措施

我沒有接觸過任何緯創在印度

且應該要透過好的律師、會計

它們剛開始要成為真正的跨國公

管道寄信或訊息來反應它們在

我們都很清楚勞資之間的關係

(PLI)的影響，緯創和鴻海都申

的台灣團隊成員。我只知道他們

師對夥伴妥善進行盡職調查。

司 ， 也還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在

基層或其他場合遇到的問題。

常常是對立而複雜，因為勞工總

請了這個政策優惠，並因此設定

很多人因為COVID-19(新冠肺炎)

ELCINA與其他產業公協會也可

印度子公司的管理上， 無論敏捷

在印度很多人都有行動電話，

是在金錢以外希望能有基本的福

了極高或很難達成的目標。這就

疫情，都回台灣了。我也不知道

以提供盡職調查服務，也能看得

度和溝通上都有改善空間。 企業

這也方便於留言，或甚至是直

利，而管理層總是希望極大化他

使得他們很難掌控所有的流程，

當中有多少人回來。我覺得即便

出來兩家公司的企業文化與管理

應該如何管理企業內部溝通？ 是

接與相關的主管對話。溝通的

們的利潤，以確保營運可以持

因而管理階層犯錯是在所難免。

台灣團隊的人當時都在，除非他

風格是否合的來。多一些從不同

否應該更密切與 ELCINA 保持聯

系統不僅應該是多層(multi-

續。所以勞資關係的本質往往就

因為短時間內要僱用太多的工

們很熟悉當地的制度，否則結果

角度來的建議總是有助於更全面

繫？

layered)的，也要讓經理人可直

帶有某些壓力，而我們在某個程

人，導致人資系統無法有效率地

大概也差不多。

的看清事物。

度上必須接受這點。我們需要照

運作，可是產量要增加，所以他

他們應該要倚重經驗豐富且知

顧好工人的健康，這對公司也是

們就更多依賴仲介提供的契約

有利的。

到另一個類似的案例。

是的，絕對必要。我想強調

接與大規模的員工對話。在小

印度是個開發中國家，還有很

雖然有企圖心和設定很有雄心

公司裡，直接溝通是比較容易

道如何處理這些情況的印度經理

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們積極

的目標是件好事，一定要很清

的，如果員工多到數十萬人，要

工。結果仲介業者也面臨壓力要

人。有些印度人會說，發生這種

學習，想成為最佳的典範，這是

楚管理(人力資源)上和系統物

做到有效溝通就比較難，需要特

歐洲人和美國人早台灣企業好

去找足夠的人力滿足需求。在短

事純粹是運氣不好，但無論是從

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我們應該

理上的限制，將侷限我們能夠

別用心。

幾十年來印度做生意，也許台商

短幾個月當中，他們增加了超過

公司內部或外部看著這樣的事發

理性看待此次事件，若因一次事

擴張的速度。印度也有些制度

我們也不要急於去矯正外界的

在印度比較缺乏經驗，畢竟很多

8,000個員工。我相信這才是造成

生，都是很沮喪的。工人其實並

件而放棄投資成長與互惠互利就

和法令是會限制營運的規模與

指責，認定自己已經善盡了責

台商在印度頂多只有十幾年的經

情勢失控的主要原因，因為增加

不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他們

太可惜了。

流程。當產量目標太高，企業

任。這不是個別公司或個人的問

驗，有的甚至只來了幾年。我要

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大多數人會尊敬職場規範並且努

印度政府已經承諾了資源來為

應該要從可以取得的資源和產

題，而是制度與理解的問題。我

力保住飯碗，以賺得溫飽，養活

外國投資人改善投資環境。政府

能來做更好的估算，避免因為

希望重申，把指責全推給緯創是

家人。

的立場非常清楚，雖然此案例或

利害關係人的壓力過重而導致

不對的，因為他們「必須」在如

流程的崩潰。

此短的時間裡聘僱那麼多的人，

特別強調，這次事件不該被拿來

很明顯地，他們在這上面犯了

作為定義印度的刻板印象，我們

大錯，而管理階層應該接受並且

的產業關係制度是很穩健的，而

從中學到教訓。很重要的是，這

緯創的系統當中似乎缺了某些

許有政治因素牽涉在其中，但問

許多組織、政府部會與產業協會

樣的決策需要由公司頂層下達，

東西。有些人怪罪計算薪資的軟

題主要是被某些反社會的份子所

同時，似乎緯創內部溝通的管

因而導致失控，但此事件所有的

都很願意提供協助。

而管理層需要有經驗豐富且了解

體，但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存在至

引發。總結而言，當一個社會經

道也不足，工人無法把意見反映

利害關係人都應該從這次事件中

當地法律與規定的人在當中。生

少好幾個月了，產量目標提升並

歷快速轉變時，不管是社會或經

給管理層。由於沒有合適的溝通

學到教訓。我認為台灣企業也應

產和人力資源通常是由當地的經

開始加聘數千人之前就已經發生

濟上的改變，總是會在社會階層

窗口，而每個人都急著趕工，沒

該重視更好的溝通，打造好的直

問：緯創自己攬下責

理人負責，他們需要被訓練並熟

了。有可能因為公司開始快速增

中引起摩擦。

有時間或心思來思考溝通的重要

接溝通管道，讓不同階層的員工

任 ， 承認他們的薪資管理系統故

悉印度的各種制度。因此選擇有

加人手，而這系統未能獲得足夠

人們有不同的利益和企望，

性。我提到印度是個民主憲政國

可以參與這個流程，在重要事件

障導致這些問題。 但當中似乎也

能力且經驗豐富的當地幹部就非

的測試。

但他們不懂在這種脫序的情況

家，人們很了解法律賦予他們的

發生時可直接通報管理層，讓公

有些溝通不良的情況， 因為一開

常重要。

緯創又依賴仲介者，使得

下該如何反應。我們需要正視

權利和義務。

司得以快速採取因應對策與行

始他們認為薪資已經付給當地的

另一方面，團隊當中有些人做

薪資未能正確發給工人。我

這些正在發生的改變和快速成

當然，有時候他們會更強調權

仲介 ， 而他們也不知道為何員工

了壞榜樣。當中有一些人想要表

們也知道有幾個省份，包括

長的經濟導致的摩擦與緊張。

利過於義務。我們要確定的是，

最後我要強調，印度非常尊

沒有領到錢。 這類的溝通不良未

現，並從達成數字來證明自己的

Karnataka，在勞工法上有些放

同樣的情況在歐洲與美國的社

管理層所做的決策一定要充分地

敬台灣人民與經理人，不僅是

來可以如何避免？

能力，可是卻不是從有利於公司

寬，好讓企業可以進行大規模

會發展過程中也發生過。這些

溝通給員工知道，這樣管理層的

他們的技術能力，他們的價

或國家的出發點來著想，反而是

的聘僱。或許是這當中的法規

問題可能有終結的一天嗎？或

用意和目的才不會被誤解。台灣

值觀與文化也令我們佩服。

為了自身的利益走捷徑。

改變也不夠清楚，以至於一些

許很難。

是個高度開發的經濟體，而人們

ELCINA全體幹部與會員都感謝

但我們相信台灣與印度的合作

也都普遍接受高等教育，有很成

台灣長期以來的友誼，期待台

有非常大的潛力，因為我們的資

熟而簡便的法律系統。但在印度

印為雙方的利益與進步加深關
係並向前邁進。

我會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看
這次事件以及我剛講的事情。我
不想說緯創或是其他人，例如勞

ELCINA與印度政府都努力想

工仲介是該被怪罪的公司。但我

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以及投資

們需要意識到工會總是會尋找他

人的利益，我們希望維持台灣與

我想我們應該往前看，記取教

源、能力和地理位置，都是互補

的法律還是很複雜，光是產業相

們能夠發揮的機會，以顯示他們

印度的友好情誼。台灣的資訊科

訓，並把這次經驗看作是改善效

的。我們應該正面的處理解決，

關法規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

勞工仲介商不夠了解而未把這
些變化認真看待。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