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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

1

條

承認

1.011.011.01

1.01

公司承認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第87M分會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為多倫多市公司除副總

編輯及副總編輯職級以上人士以外之所有編採部僱員的唯一談判代表。

性別涵義

1.021.021.02

1.02

在此集體協議內但凡提到男性或女性僱員之處﹐同樣分別適用於另一方性別。

第222

2

條

管轄權與關係

管理權

2.012.012.01

2.01

工會承認並確認僱主管理工作及對工人工作方向的管理權全由僱主界定。在不限制上述條

款普遍性的情況下﹐工會確認僱主全權擁有以下職能﹕

(aaa

a

) 維持秩序﹑紀律及效率﹔

(bbb

b

) 僱用﹑擢陞﹑降貶﹑分配﹑調遷僱員及使退休(受適當法例約束)﹐以及基於公正理

由(Just Cause)處分或辭退已完成試用期的全職僱員﹔

(ccc

c

) 不時制訂﹑執行及更改僱員須遵守的合理規則及條例﹐只要規則及條例與本集體協

議條文互不抵觸﹔

(ddd

d

) 決定僱主從事之業務的性質和種類﹑採用的器材﹑工作方法和技巧﹑工作內容﹑班

次及加班制訂﹑僱員數目﹑業務的延展﹑限制﹐縮減或終止運作﹐或其中任何部份

﹐包括全面或局部關閉廠房﹐並除本協議有明文限制的情況外﹐決定及行使僱主獨

有的其他一切職能和特權﹔

(eee

e

) 為協助僱主及釐定僱員資格而設立及實行合理測試。

2.022.022.02

2.02

僱主同意不會以與本協議明確條文不一致的形式行使其職能﹐本協議將作為對此等職能的

唯一規限﹐只要僱主以公平和合理的態度行使職能。

2.032.032.03

2.03

工會承認僱主擁有指派工作專有權﹑不時並隨時決定受派工作者的人選或工作類別。受指

派工作的特定人士或工作類別並不限制僱主重新指派該工作給其他人士或將工作另行分類

的權利。

談判單位的工作

2.042.042.04

2.04

如果公司因指派工作而直接導致有一名或更多受本協議涵蓋的談判單位全職成員被裁退﹐

公司將不指派任何現時由談判單位全職僱員擔任的任何工作予談判單位以外的僱員(STN談
判單位成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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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員之定義是減少每周正常預定工作時數相等於一個或多於一個完整班次。

為保證新工作時間表足以涵蓋工作量要求﹐雙方同意並諒解﹐如果在全職員工不加時工作

而又未有足夠人手應付工作﹐不隸屬談判單位的僱員可加入補足。

不得罷工或關閉廠房

2.052.052.05

2.05

本集體協議有效期間﹐工會與僱員均不得參加﹑號召或鼓勵任何《1995年勞工關係法》及

其後不時修正之同等法案定義下的罷工行動。如有此等行動發生﹐工會同意立刻予以譴責

﹐並指示參與者終止其活動﹐並/或返回工作崗位。集體協議有效期間﹐僱主不得從事任何

拒絕僱員內進的關閉廠房行動。

第 333

3

條

工會成員資格及會費計算

工會機構(Union(Union(Union

(Union

Shop)Shop)Shop)

Shop)

(按工會認可程序僱用工人的機構)

3.013.013.01

3.01

談判單位內於2000年5月25日身為工會成員或該日之後加入工會的所有僱員﹐必須於此協議

有效期間﹐按照工會章程及附例﹐履行作為工會成員的義務﹐作為持續受僱的條件。

3.023.023.02

3.02

所有於2000年5月25日或之後接受談判單位職級的人士﹐在僱用日期起計之二十日內得自動

成為工會成員﹐並於此協議有效期間履行工會成員的義務﹐作為受僱條件。

3.033.033.03

3.03

工會同意接納談判單位內任何僱員為其成員﹐同時保留其成員資格。此舉受約制於加拿大

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章程及第87M分會南安省報業公會會章附例的規定。

扣工會費計算方法

3.043.043.04

3.04

作為現時持續受僱的條件之一﹐所有僱員及未來所有僱員必須以書面授權僱主從其工資扣

出每月工會會費或等值款項。

3.053.053.05

3.05

公司同意從每一名納入集體合約員工的雙周薪酬中﹐扣除相當於工會經常會費的款額(由加

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第87M分會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以書面指定﹐依據下述條款

計算)﹐並將該筆扣除的款項在下一個月的15日前﹐以支票方式送達工會司庫。公司送出工

會會費時﹐應一併提供扣減工會會費的僱員姓名。

3.063.063.06

3.06

會費每月匯予工會的同時﹐將另外開列該月份每名僱員毛(總)收入與扣減會費的清單。

3.073.073.07

3.07

鑒於公司同意上述協定﹐工會茲承諾並同意﹐保障公司一旦因為按照上述安排作出款及匯

款而引來索償訴求時﹐免受損害。

一般估定金額

3.083.083.08

3.08

除上述之外﹐公司亦同意根據工會預早至少兩星期發出的書面授權﹐扣除工會所規定一般

估定金額的款項﹐並最遲於扣取款項月份的下一個月的15日﹐以支票方式匯達工會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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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博愛基金

3.093.093.09

3.09

(aaa

a

)僱主於每個發薪期﹐向受此合約涵蓋的僱員扣取捐款。款額為所有正常工時每小時一(1)
仙的薪金。

(bbb

b

)扣除款項最遲於上班工時月份的下一個月的15日﹐匯達名為「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

工人工會人道博愛基金」的慈善基金會。僱主亦要同時列明捐款僱員數目。

(ccc

c

)此合約獲確認後第五(5)周﹐將有第一次扣取捐款。

(ddd

d

)明白到參與上述扣取薪金捐款項目乃是自願。不希望參與的僱員﹐必須於此合約獲確

認後三十(30)天內或獲聘後三十(30)天內﹐知會僱主。

(eee

e

)僱員向「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人道博愛基金」的所有此等捐款﹐將被記錄

在僱員T4報稅表。

第444

4

條

資料

4.014.014.01

4.01

公司於確認每名僱員身份後﹐以及聘用新僱員一個月內﹐向工會提供下列資料﹕

(aaa

a

)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住址﹑電話號碼﹔

(bbb

b

) 開始僱用日期﹔

(ccc

c

) 工作種類﹔

(ddd

d

) 工作經驗及相關年資。

公司在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工會﹕

(eee

e

) 關於任何僱員職位任免或薪級年度增長而出現的工資變動﹐及其生效日期﹔

(fff

f

) 關於任何僱員職位任免產生的工作類別及工資變動﹐及其生效日期﹔以及

(ggg

g

) 辭職﹑退休﹑死亡事件。

第555

5

條

代表權及會議

5.015.015.01

5.01

公司確認工會有權選舉或委任最多四 (4)名代表。工會亦可選舉或委任後補代表﹐後補代

表是只在指定代表缺席時代行指定代表的權責。工會會就代表人選及任何變動知會公司。

5.025.025.02

5.02

為方便調查及處理申訴事件﹐代表於下列情況得獲准於工作時間內離開工作崗位而不損失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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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a

) 代表事先取得其直屬上司批准(上司不得無理拒絕)﹔

(bbb

b

) 所請准的時間用於迅速處理申訴事件﹔及

(ccc

c

) 處理申訴事件的行動不干擾業務的有效運作。

會議

5.035.035.03

5.03

公司及工會認識到本集體協議雙方的代表有必要舉行會議﹐藉以維持彼此的正常工作關

係。茲確認有關會議通常分為下列三類﹕

(aaa

a

) 第24條闡述的處理申訴事件的會議﹔

(bbb

b

) 雙方同意不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彼此共同關注的事項(申訴會議除外)是有益的。因此

﹐在總裁(或他的指定代表)與工會彼此同意下﹐可以召開工會及管理層會議。每一

方最多派出三(3)名代表。工會分會主席和/或分會代表亦可出席會議。

(ccc

c

) 工會可由談判單位中委任或選出不超過三(3)名僱員﹐就重訂集體協議進行談判。

公司不必承認工會的談判委員會﹐直至工會發出談判通知﹐並以書面知會公司談判

委員會成員的姓名。公司得允許談判委員會成員以無薪假期出席談判會議。

(ddd

d

) 公司將安排出席申訴和工會及管理層會議或談判會議的僱員休班。僱員出席這些會

議時﹐可以獲得正常的時薪(談判除外)。

第666

6

條

試用期﹑紀律處分和解僱

試用期

6.016.016.01

6.01

新任全職僱員須經過試用期﹐直至完成一百三十(130)個工作班次為止。新任兼職僱員須經

過頭九百一十 (910)個工時的試用期。試用期可透過共同協議延長。試用期完畢後﹐僱員

獲得由原來入職日期起計算年資。

試用期間解僱

6.026.026.02

6.02

如公司認為僱員在試用期內不稱職﹐僱員可遭解僱。公司的決定不得任意﹑帶歧視性質或

缺乏誠信。

公正理由

6.036.036.03

6.03

僱員完成試用期後﹐除非基於公正理由﹐否則不得被紀律處分或解僱。

人權

6.046.046.04

6.04

公司和工會同意全面遵守《安省人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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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活動及成員資格

6.056.056.05

6.05

公司不得因為任何僱員從事合法工會活動而對其進行歧視。工會及公司同意不得基於僱員

身為工會成員或非成員而對任何僱員進行歧視或滋擾﹐有關規定受上述第3條約束。

紀律處分會面

6.066.066.06

6.06

當僱員被請求或必須就其行將受紀律處分或解僱的問題出席會面的時候﹐公司得知會該僱

員享有由一名工會管事陪同其出席的權利。只要工會管事準備就緒﹐管理層代表不作無理

拖延及不進一步討論有關事情﹐應僱員要求﹐請進工會管事。如無法請進工會管事﹐僱員

可要求﹑而管理層代表亦得往請進一名工會執委會成員或工會其他成員陪同出席會面。如

僱主觸犯此條款﹐隨後任何基於公正理由作出的紀律處分或解僱行動將不因而作廢。

個人檔案

6.076.076.07

6.07

每名僱員有權每年一次﹑或在有僱員提出申訴後﹐查閱其個人檔案內任何關乎紀律事宜的

註釋或正式評估。為清楚起見﹐此查閱並不包括與由處理申訴事件程序產生的檔案或文件

。僱員提出書面要求下﹐僱員有權當著管理層面前檢閱檔案。

紀律行動書面通知

6.086.086.08

6.08

紀律處分或據理開除的書面通知當於逕交僱員的同時交予工會。

第777

7

條

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

工作時數及連續休假日

7.017.017.01

7.01

全職僱員的正常工作周﹐每星期除用膳時間外每周不多於38.5小時。分成每周五個工作天

連同兩個連續休假日﹐但並非對工作時數的保證或限制。

超時工作

7.027.027.02

7.02

(aaa

a

) 公司批准的超時工作由僱員每星期工作38.5小時之後計算﹐頭兩個小時為正常時薪

，其餘的超時工作為時薪的一點五倍。計算超時工作方面﹐由於第5.03條(c)和(d)
項原故而獲得的有薪或無薪假﹐都應當作工作時數。僱員所有超時工作都必須事先

獲得主管批准。計算全職僱員的超時工作方面﹐雙方同意將僱員的周薪除以每星期

工作的38.5小時。

(bbb

b

) 為了計算僱員的時薪﹐茲同意僱員的周薪將用38.5小時的工作周相除計出。

7.037.037.03

7.03

廣告營業員的薪酬免受任何超時工作規定限制。

7.047.047.04

7.04

超時工作的工時必須於工作執行前﹐由僱員主管安排及授權﹐才符合領取超時工資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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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7.057.05

7.05

每名僱員有權在每二十四小時內享有至少有十一小時休息。

7.067.067.06

7.06

根據本協議﹐任何超時工作工資不會作累進增加或雙重計算。

7.077.077.07

7.07

僱主要求僱員超時工作時﹐僱員需合作﹐上班配合。

7.087.087.08

7.08

僱員在合法情況以及下文所述之情況制約下可選擇以現金或假期形式﹐抵償每半曆年當

中的不多於四十(40)小時已執行的認可超時工作。無論現金或假期都以合約訂明的超時工

作計算。當僱員要求假期時﹐假期時間必須公司與僱員雙方同意﹐並安排於半個曆年內

放假。如果在該半曆年內﹐公司與僱員不能安排彼此認為適當的假期﹐僱員可於每半個

曆年完結時獲得超時工作的現金抵償。抵償形式一經選定﹐不得撤回。

7.097.097.09

7.09

如果僱主要重新安排僱員例假﹐必須在預定例假之前最少48小時前通知僱員。如果公司

沒有給予規定的通知而仍然希望重新安排僱員例假﹐僱員得享有整個工作班次以正常工

資一點五倍金額計算的超時工作工資。不過﹐此額外補償在下列情況不獲支付﹕

(aaa

a

) 由於另一僱員在事前不能預知情形下缺勤而有必要重新編假﹔

(bbb

b

) 公司重新編排僱員例假﹐使其跟下一個或多個假日並連。

7.107.107.10

7.10

一名僱員之工作時間表要求他或她由下午八(8)時至上午六(6)時期間工作﹐在這時段每工

作一(1)小時﹐將可獲付每小時三十(30)仙的津貼。該津貼目的是用以補償夜晚工作和晚間

工時。在領取第7條或第12條額外補貼情況下﹐領取該津貼不會被視作累進增加

(Pyramiding)。

第888

8

條

僱佣﹑擢陞及調職

8.018.018.01

8.01

公司需連續六(6)天張貼談判單位內的所有永久性職位空缺。有意申請的僱員必須在這六

(6)天向總裁提出申請。所有合資格的內部申請人均獲面試。尚未完成試用期的僱員沒有

資格申請。僱主不需考慮任何曾經在過往十二(12)個月內成功申請職位空缺的僱員。本條

款容許僱主對外招聘﹐不過合資格的內部申請人較外來申請人優先填補空缺。

8.028.028.02

8.02

臨時(即非長期)空缺就是除下列者之外不超過六(6)個月長的職位﹕(a)因產假或照顧子女休

假而出現的空缺﹐此情況下的臨時空缺得延長至此等假期完結為止﹔或(b)因員工患病或

受傷而出現的空缺﹐此情況下的臨時空缺為期不超過十二(12)個月。

8.038.038.03

8.03

選聘申請人入職﹐得基於其經驗﹑能力﹑教育資歷﹑所受培訓及可靠性。如果應徵該職

位的頭兩名申請人的經驗﹑能力﹑教育資歷﹑所受培訓及可靠性相對平等﹐年資因素將

決定成功人選。

8.048.048.04

8.04

如果申請者當中沒有人具備所需經驗﹑能力﹑教育資歷﹑或培訓﹐僱主可由談判單位之

外尋覓申請人。

8.058.058.05

8.05

本條並不適用於同一工作類別的內部職位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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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陞後的薪金

8.068.068.06

8.06

僱員若被長期調遷﹑或臨時指派到一個較高工資的工作類別工作最少一個或以上完整班

次﹐將獲得該較高工資工作類別的最低工資﹐而工資金額須高於其在原有較低工作類別

的工資。

本條並不適用於為接受培訓而被暫時調遷的僱員。勞資雙方明白﹐除非受培訓者對正常

班次編制而言屬於冗員﹐否則這項為培訓情況而設的豁免條文並不適用。

調遷至其他職位

8.078.078.07

8.07

如果談判單位僱員晉陞到非談判單位職位﹐他將累積服務年資﹐並保有以往在談判單位

職位連續服務年資。如果談判單位僱員十二(12)個月之內未從擢陞或重新調配的崗位返回

談判單位﹐此條款將不適用。

8.088.088.08

8.08

僱員接納一項非談判單位的暫時性職位期間﹐不得行使本集體協議的任何權利﹐除非職務

少於十二(12)個月﹐則第6.03﹑6.08﹑及24條除外。然而明白到這類申訴只限於僱員被解僱

。

第999

9

條

一般工資規定

9.019.019.01

9.01

僱員將按照附錄A獲發工資。如果僱員開始受僱時支取的工資高於起薪點﹐公司同意先就

此事與工會磋商。

追溯施行

9.029.029.02

9.02

工資調升追溯至於2007年1月1日生效。

第101010

10

條

臨時及兼職僱員

10.0110.0110.01

10.01

因為下列原因聘任臨時僱員(Temporary Employees)﹕

(aaa

a

) 替補放產假和/或親子假或包括其他假期﹐包括年假所出現的空缺﹔

(bbb

b

) 為特別編輯部任務或在某特定時間工作而歷時不超過六(6)個月的工作。管理層需

把臨時僱傭的性質及持續時間通知工會。

10.0210.0210.02

10.02

臨時僱員不得用以裁減﹑取代或撤除全職僱員。

10.0310.0310.03

10.03

就本集體協議而言﹐臨時僱員不得累積服務年資。臨時僱員不受第2.04、8、11、12、13、
15、16、18和19條涵蓋。年假及法定假日工資按《就業標準法》的規定。

臨時僱員在臨時期滿轉為全職僱員﹐其臨時工作應該獲得承認而毋須依照第6.01條完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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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只要他們在同一類別的工作時數超過試用期。儘管如此﹐全職臨時僱員的聘用期超

過一年的話﹐仍然可以得到集體合約第12﹐14﹐15和19條的保障。

兼職僱員

10.0410.0410.04

10.04

兼職僱員根據第7條所述﹐為每周工作三十點五(30.5)小時或以下人士﹐不包括用膳時間。(
由2001年起)每曆年之內有超過20個星期﹐每周工作超過30.5小時的僱員﹐被視為是全職僱

員。

10.0510.0510.05

10.05

兼職僱員不受第2.04條(談判單位工作)﹑第12條(認可假日)﹑第13條(年假)﹑第14(病假)﹑
15(福利)所涵蓋。年假及法定假日工資由《就業標準法》規管。

在有薪假期工作的兼職僱員和臨時僱員﹐當天的所有工作時數按平常時薪的一點五(1.5) 倍
計算。

10.0610.0610.06

10.06

對於選擇參加現有保險計劃下的額外醫療及牙醫福利的兼職僱員﹐僱主得在第15條(福利)
列出的限制規管下為其支付百分之五十(50%)的保費。

10.0710.0710.07

10.07

當遇上要替代因長期患病患而缺勤、工傷或其他經過批准缺職超過30天的僱員時﹐兼職僱

員可以工作至全職的工作時數而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兼職身份。

10.0810.0810.08

10.08

兼職僱員每次發薪時﹐應該獲得正常薪酬3.1%的假期金。

10.0910.0910.09

10.09

兼職僱員應獲得薪酬毛額4%的假期金。當兼職僱員的累計工作時數達9,625小時﹐假期金應

調整為6%。兼職僱員每年可以有兩個或三個星期的無薪年假。

第111111

11

條

准假

居喪

11.0111.0111.01

11.01

(aaa

a

)遇上配偶﹑子女﹑父或母親辭世情況﹐一名固定僱員會獲得不多於五個(5)編定工作天的

有薪喪假。「配偶」包括普通法配偶(即同居配偶)﹐「子女」包括繼子繼女。

(bbb

b

)遇上直系親屬去世﹐一名固定僱員會獲得不多於三個(3)編定工作天的有薪喪假﹐以辦

理喪事及出席喪禮。「直系親屬」限為兄弟姊妹﹑家翁家姑或岳父岳母﹑內外祖父母

﹑內外孫﹑姊妹夫、姻兄弟或姑嫂妯娌。

(ccc

c

)在第11.01(bbb

b

)描述的喪假日子﹐將要於親屬去世當日至葬禮天之期內領取。

(ddd

d

)在以上情況﹐僱員將不會因喪事是於公眾假期﹑或其年假﹑或任何無薪假期間發生﹐

而獲得任何額外休假或薪金。

(eee

e

)遇有僱員提出請求﹐僱主在此合約未有涵蓋的特殊情況下﹐是可批准或延長僱員之有薪

或無薪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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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請假

11.0211.0211.02

11.02

僱主可以給予最多十二(12)個月的無薪假期﹐只要能夠作出不影響報紙有效營運的安排。

僱主應該對所有的申請都給予公平考慮。在可能的情況下﹐所有請假必須在假期生效前三

十(30)天以書面提出。依據本條款請假的僱員如果願意自行支付全額的保險費﹐可以繼續

獲得額外的醫療福利。依據本條款請假的僱員﹐其年資和服務將在放假三十(30)天之後終

止(如果是獲得批准的工會假﹐或與工作有關的進修﹐則延期至90天)。

擔任陪審員請假

11.0311.0311.03

11.03

已經完成試用期的僱員如果被召喚擔任陪審員工作﹐只要僱員向僱主提供一份(或以上的)
由陪審團辦事處發出﹑顯示陪審服務的通知﹐他在由原定正常工作時數缺勤出外的日子﹐

均獲得支付因此損失正常工資與所收取陪審費之間的差額。在該等日子中﹐如果陪審工作

開始以及結束時間計算出與原定工作時數有差別﹐僱員必須上班補足差額。僱員得知會其

主管﹐以確定是否有必要報到上班。

工會事假

11.0411.0411.04

11.04

如果僱員獲選為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安省勞工聯會﹑加拿大勞工議會大會﹑

勞工議會分會或87-M分會會議代表﹐僱主在收到三(3)星期書面通知情況下﹐可在任何同一

時間批准無薪准假予不多於兩(2)名僱員﹐及給予每個部門的不多於一(1)名僱員。此等假期

為期不超過七(7)天。

11.0511.0511.05

11.05

如果僱員獲選或獲委為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加拿大勞工議會大會﹑或加拿大

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一個分會之任何公職或職位﹐僱主收到有關僱員提出請求時﹐將

批准其無薪准假﹐為期最長不超過一年。在雙方同意下﹐則可延長。准假屆滿後﹐該僱員

將恢復原職或一個可相比職位。同一時間放此等假期者﹐不可多於一(1)名僱員。於放此等

假期期間﹐該僱員的年資將積累。然而﹐在計算依照服務期和周年增加的福利時﹐這缺勤

時段將不當作為服務時間。在退休金計劃方面﹐則根據計劃規則記算服務。

產假及親子假

11.0611.0611.06

11.06

僱主得根據《就業標準法》的條款及規定給予產假及照顧子女假期。

第121212

12

條

認可假期(((

(

有薪假期)))

)

12.0112.0112.01

12.01

(aaa

a

) 僱主承認下列日子為有薪假日﹕

元旦日 耶穌受難日

維多利亞日 加拿大國慶日

勞工節 感恩節

聖誕節 12月26日(禮品日)
公民日假期(8月份首個星期一)

僱員必須在緊接假日前後的預編班次上班﹐才有資格支取假日工資。同意在公眾假期上班

﹐而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沒有報到上班的僱員﹐沒有資格申領取假日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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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b

) 僱主繼續承認兩天農曆新年假日為有薪假日。不過﹐如果日後僱主決定在該兩天出

報﹐茲認識到僱主有權規定僱員在該兩天上班﹐並編排在所屬曆年完結前的另外兩

個工作日為有薪假日予規定須要上班僱員。如果有權獲得此替代假日的僱員不獲編

排在所屬曆年完結前放假﹐他得獲支付相當於其一日正常工資的工錢。儘管僱主有

權編排替代假日﹐只要僱主事前尚未編定替代假日﹐僱員可選擇此假日在前或在後

緊接其定期休假。

僱員必須在緊接假日前後的預先編定班次上班﹐才有資格支取農曆新年假日工資。

12.0212.0212.02

12.02

按第12.0112.0112.01

12.01

(aaa

a

)所述編定在假日上班的僱員可選擇以時薪一倍半計算﹐就其在認可假日上班的

所有工作時數支取工資。只要替代假日編排在不遲過原來假日之後不出十二個月﹐僱員亦

可選擇在彼此同意的另外一天放假。

12.0312.0312.03

12.03

僱員的常規休假日子如果碰巧是有薪假期﹐僱員可選擇補假或選擇一日工資。等量休假時

段﹐由僱傭雙方共同協商編排。不過﹐累積的假日最遲必須在每一曆年結束後第一個月取

用或以付款方式代替。

12.0412.0412.04

12.04

為詮釋12.0212.0212.02

12.02

條﹐相當於有薪假日的班次﹐以該班次開始時間的日期識別。

12.0512.0512.05

12.05

對於時薪僱員而言﹐假日工資係以僱員的正常工資乘以其一般每日正常(非超時)工作時數

計算。如果出現有關僱員每日正常(非超時)工作時數的爭議﹐僱主將用僱員在假日之前十

二(12)個星期的平均正常(非超時)工作時數作準﹐以決定時數。

第131313

13

條

年假

有薪年假

13.0113.0113.01

13.01

年假時間需視乎僱主的人手調配需要﹐並必須獲得僱主批准。每年依據年假政策提出申請

﹐並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考慮。每一年的年假必須在翌年3月31日之前放假﹐否則將被注銷

。但這並不包括﹐由於業務需要﹐應僱主的要求而未能放全部年假的僱員。這種情況下﹐

僱主將在緊接著3月31日之後的第一次發薪時﹐把剩餘的年假折成現金。僱主在3月31日之

後﹐向工會提供談判單位內僱員年假折現的統計。

13.0213.0213.02

13.02

年假時間不得年復一年累積。

13.0313.0313.03

13.03

“年假時間”及“年假金”計算方法如下﹕

(aaa

a

) 已經通過試用期﹐但尚未連續服務滿五(5)周年的僱員﹐會獲得相當於其毛收入的

百分之四(4%)的年假金﹐並享有十(10)天假期作為年假。

(bbb

b

) 連續服務滿五(5)周年而未足十(10)周年得僱員﹐會獲得相當於其毛收入的百分之六

(6%)的年假金﹐並享有十五(15)天假日作為年假。

(ccc

c

) 連續服務滿十(10)周年或以上的僱員﹐會獲得相當於其毛收入的百分之八(8%)的年

假金﹐並享有二十(20)天假日作為年假。

(ddd

d

) 已經連續服務滿十(10)周年的僱員﹐以後每完成一年服務期﹐便可獲得額外一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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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年假﹐直至第十五(15)年為止﹐最多為五天有薪年假。此僱員每多一天額外年假

﹐便可享有相當於其毛收入0.4%的年假金﹐直至最多2%。

13.0413.0413.04

13.04

13.03條所指的“毛收入”定義為僱員的正常總工資﹐包括僱員緊接其上一服務周年日的十二

(12)個月內獲取得超時工作工資及花紅(並且﹐為清楚起見——年假金不在內)。

13.0513.0513.05

13.05

僱員有權編排年假中最少兩個星期以連續一星期的時段放假。

13.0613.0613.06

13.06

僱主安排年假表時﹐為了維持效率及營運順利而決定需要上班僱員人數。僱主安排年假的

年假時間表時﹐應該考慮到僱員的選擇。

第141414

14

條

醫療福利

14.0114.0114.01

14.01

作為持續受僱條件之一﹐僱員必須經常並按照預定班次上班工作。如果不能上班﹐僱員在

原定開工時間之前會儘快接觸董事經理或其代表﹐說明不能上班的理由﹑預計重回工作崗

位的日期和與其取得聯絡方法的詳情。

14.0214.0214.02

14.02

僱員如果已經通過試用期﹐並由於確實患病或受傷而不能上班﹐會獲得補償﹐補償金由缺

勤首天起計﹐為期兩星期。補償額為正常工資的百分之一百(100%)﹐減去法律規定的扣款

。時薪組別的僱員所得的每日福利﹐則按缺勤的星期之前十二個星期的每日平均工資計算

。

14.0314.0314.03

14.03

本條款規定﹐領取福利的資格為﹕

(aaa

a

) 不管僱主是否提供合理適當的照顧﹐僱員必須對僱主盡力促使其復工的行動予以合

作。另外﹐僱員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儘早返回工作崗位﹐包括往看認可醫

生及遵照囑咐的治療計劃。

(bbb

b

) 除了裁員﹑罷工﹑停職﹑撤職﹑預定年假或假期﹐或根據本集體協議任何條款的預

定准假﹐僱員不得缺勤。

(ccc

c

) 僱員必須按合理情況提交僱主滿意的醫生醫事報告﹐無論如何需在缺勤第三天提交

。

(ddd

d

) 確實無訛的疾病和傷患不能是自我招致的傷害或疾病﹑內科或外科整容﹑或觸犯或

企圖觸犯攻擊他人或刑事罪行引起的。

14.0414.0414.04

14.04

如果僱員因為患病或受傷而領取疾病福利﹐而其後又被斷定因同樣疾病或傷患正在領取《

工作間安全及保險法》(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Act)的福利﹐僱員無權享受疾病福利

。任何付出的超額款項將從僱員工資中扣除。

14.0514.0514.05

14.05

僱員受傷或患病而引起的任何(關於收入損失索償的)法律訴訟﹑和解或判決後﹐如僱主按

照疾病准假計劃所付的金額與賠償裁決總和超過僱員的全部工資損失的話﹐僱員需償還。

14.0614.0614.06

14.06

僱員可從現有的積存假期或被拖欠的工時賠償額當中提款使正常收入維持在百分之一百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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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14.0714.07

14.07

僱員在領取疾病津貼期間﹐有權享有假日及年假工資。

第151515

15

條

福利計劃

15.0115.0115.01

15.01

本協議有效期間﹐僱主同意根據僱主福利計劃為符合資格的在職僱員負責百分之一百

(100%)保費供款。所有涵蓋項目均受福利計劃制約。

15.0215.0215.02

15.02

茲了解﹐福利計劃並非本協議一部份﹐並且不受申訴事件及仲裁程序約束。不過﹐僱主保

證在集體協議生效期間所購買的計劃﹐給予僱員的福利應與現行享有的水平看齊。承保水

平問題可能成為第24條規定的政策申訴項目。

15.0315.0315.03

15.03

有關福利得根據適用的福利計劃列明的限制予以中止。如果計劃之內沒有清楚闡明此等限

制﹐有關福利得在僱員停止如常工作後的下一個月的月底中止。法律規定的其他情況除外

。

第161616

16

條

退休金

16.0116.0116.01

16.01

在此協議生效期間﹐公司會維持實行在協議簽署時有效的退休金計劃﹐或維持另一提供最

少相等福利的計劃。現行計劃配對供款水平(受法律規定限制)為﹕

— 服務期滿一年至五年以下者﹕僱員/公司分別作出僱員基本薪金最多5%的供款。

— 服務期五年至十年以下者﹕僱員/公司分別作出僱員基本薪金最多5%供款。如果僱

員供款﹐公司另加2.5%。

— 服務期十年或以上者﹕僱員/公司分別作出僱員基本薪金5%供款。如果僱員供款﹐

公司另加5%。

16.0216.0216.02

16.02

為了監察投資決定與回報率以及向參與計劃的成員提供資料﹐將設有一個由工會及管理層

各自派出至少兩(2)名成員組成的聯席諮詢委員會(即包括由工會委任來自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星島報業(加拿大1988)有限公司各一名談判單位成員)。

第171717

17

條

年資及服務

年資定義

17.0117.0117.01

17.01

年資意指連續服務的時間長短。全職僱員由受僱日期起累計年資。兼職僱員的年資根據

2000年6月1日開始的工作時數計算。對於兼職僱員2000年6月1日之前的工作時數﹐其年資

則由受僱日期起累計的工作時數除以二來計算。臨時僱員並沒有累積年資。如有兩名或以

上僱員在同年同日同一組別開始工作﹐其相對年資的確定程序由擲硬幣方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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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服務中斷

17.0217.0217.02

17.02

下列情況下﹐服務的連續性被視為中斷﹐年資喪失﹐僱佣關係結束﹐當僱員﹕

(iii

i

) 辭職﹑退休或被撤職﹐或完成試用期時的僱員因公正理由被解職﹔

(iiiiii

ii

) 遭公司裁退為期超過一(1)年﹔或

(iiiiiiiii

iii

) 在認可准假結束後沒有報到上班﹐除非提出滿意解釋﹔或

(iviviv

iv

) 根據18.08條規定﹐在裁員召回通知書發出後三(3)日之內沒有就恢復上班的意向通

知公司﹐或在裁員中復職通知發出後兩(2)星期內沒有報到上班﹔或

(vvv

v

) 連續三(3)個班次缺勤而沒有與公司聯絡﹐除非提出滿意解釋﹔

(vivivi

vi

) 因患病或受傷而缺勤超過二十四(24)個月﹐而公司已經根據《人權法》的規定履行

其義務﹔

17.0317.0317.03

17.03

僱員有責任用書面使公司保持明白其目前的住址。公司如果用掛號信寄發出復職通知到某

被解僱人士最新提供的住址﹐便被視作已經對其發出復職通知。此通知包括該人士將要報

到上班的日期和時間。一經加拿大郵務公司(掛號信)確定公司函件或加拿大郵務公司通知

書寄達日期﹐此通知便視作收妥。

兼職及全職服務組合

17.0417.0417.04

17.04

由原先兼職改為全職的僱員﹐兼職服務將獲得年資紀錄﹐根據其經過的實際工作時數確定

一個年資日期(2000年6月1日前的除外﹐該情況以50%工時計算﹐以確定年資)。全職變為兼

職的僱員則以每年服務1925小時為基礎﹐計算全職服務年資。

年資紀錄表

17.0517.0517.05

17.05

公司同意為正規受僱的全職僱員維持年資紀錄表﹐並為正規受僱的兼職僱員維持另外的紀

錄表。紀錄表顯示每一名僱員開始累積年資的日期。最新的名單文本於每年四月間提交工

會。

正規全職或兼職僱員成功完成試用期之後﹐其姓名將寫入對下一期公佈的適當年資紀錄表

中。

談判單位外的服務

17.0617.0617.06

17.06

僱員如果調入談判單位而之前又可能在公司內的非談判單位累積服務年資﹐取決於8.06條
款﹐以此集體協議而言﹐他由進入談判單位當日開始累積年資。

17.0717.0717.07

17.07

第17.06條款不適用於星島報業(加拿大1988)有限公司的談判單位僱員﹐他們的服務年資由

該公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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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818

18

條

裁員

18.0118.0118.01

18.01

當僱主認為有必要裁減僱員超過一星期﹐事前得給予工會和受影響僱員不少於兩星期通知

。至於歷時少於一星期的裁員行動﹐解僱通知則根據《就業標準法》發出。

18.0218.0218.02

18.02

僱主需合乎情理地盡早通知工會與僱員關於科技轉變可能導致減少員工﹐影響談判單位僱

員。不過無論如何﹐僱主得與工會磋商舒緩擾亂就業及討論新科技僱用現職員工的可行性

。現職員工將會獲得合理的訓練期﹐使能夠熟練使用新器材。而這個訓練期將不會超過三

個月。

18.0318.0318.03

18.03

裁退任何工作類別僱員﹐得基於年資倒序原則進行﹐條件是剩下的僱員有足夠技術﹑資歷

及能力執行工作。

18.0418.0418.04

18.04

在上述通知期之內﹐僱主得考慮由相關工作類別的其他僱員提出的自願(接受裁員)辭職請

求。如果批准﹐遣散費根據本協議的條款發放。

18.0518.0518.05

18.05

在僱主需要裁員之前﹐受影響僱員可獲機會安置到談判單位的任何職位空缺﹐只要該僱員

具備該職位需要的技術﹑資歷﹑及能力。

18.0618.0618.06

18.06

受影響僱員可取代(Bump)相等或較低工作類別僱員﹐只要該職位由年資較淺的僱員擔任﹐

而他或她又具備足以勝任的技術﹑資格與能力。任何有意取代其他員工的僱員﹐如果根據

18.01條規定需要發出裁員通知的話﹐該僱員必須在接到裁員通知一星期內行事。

18.0718.0718.07

18.07

取代對等或較低工作類別職位的僱員支取的工資不得少於其現行工資﹔或該職位類別的

最高工資﹐兩者之中選擇較低者。

18.0818.0818.08

18.08

被取代掉的人士可根據第18.06條規定﹐一星期內行使類似權利取代他人。

18.0918.0918.09

18.09

任何在此條款情況下被裁退的僱員均獲得不少於第18.01條規定的通知。

18.1018.1018.10

18.10

將被裁退僱員召回至以前職位空缺的行動凌駕第8條(僱佣﹑擢陞及轉調)。只要有工作所需

的技術﹑資歷及能力﹐受影響僱員﹐依照裁員的倒序﹐按年資獲得其在裁員前從事的工作

類別中恢復受僱﹐並先於其他人士受僱。復工通知書以信件寄往僱主紀錄上的所知最新地

址﹐副本交工會存案。復工權利不會延長至超過十二(12)個月。

18.1118.1118.11

18.11

在17.02(ii)條指定的時限規範下﹐僱員被裁退期間﹐年資沒有中斷﹐但不會累積。

18.1218.1218.12

18.12

全職僱員可取代兼職僱員﹐情況受制於上述第18.06條列出的限制及規定。兼職僱員不得取

代全職僱員。

18.1318.1318.13

18.13

全職僱員可拒絕召喚到兼職職位而不會影響召回復工的權利。不過﹐接受召喚到兼職空缺(
根據第18.10條列出的限制填補)的全職僱員比其他拒絕召回到兼職崗位的僱員優先獲得下一

個全職空缺(根據18.10條列出的限制填補)﹐包括年資較高僱員。

18.1418.1418.14

18.14

任何僱傭時段如果實際上已經支付了遣散費﹐在計算恢復僱傭後可能再次到期支付的遣散

費﹑或基於服務期長短計算其他任何福利的資格時﹐僱傭時段便不計算為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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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919

19

條

第191919

19

條

遣散費

19.0119.0119.01

19.01

(aaa

a

) 除非因為有理由而被解僱，僱員被終止僱用時可獲得相等於根據在公司連續﹑或大

部份連續服務每六(6)個月就有相等於一星期工資的一筆過遣散費﹐金額不能超過

三十八(38)星期工資。

(bbb

b

) 僱員如果接受裁員通知或取代行動或第18.04條定義下的自願接受裁員﹐會獲得本

協議所述的遣散費。

(ccc

c

) 如果因科技轉變導致裁員﹐僱員可獲得相等於根據在公司連續﹑或大部份連續服務

每五個月就有相等於一星期工資的一筆過遣散費﹐但金額不能超過三十八(38)星期

的工資。

(ddd

d

) 就本條款而言﹐兼職僱員的每周得款率根據過去十二個月受僱於談判單位的平均每

周收入計算。

19.0219.0219.02

19.02

本條款下的任何一筆過付款可在僱員要求下推遲達二十四(24)個月支取。

19.0319.0319.03

19.03

任何支付解僱款項而又沒有退款的僱傭時段﹐以後復職而需計算解僱款項時﹐該時段不計

算為服務年資。

19.0419.0419.04

19.04

儘管有第19.01(a)﹐(b)及(c)條﹐在2001年1月1日時己經服務至少十(10)年的僱員將按照該等

條款獲得遣散費﹐但款額不會超過五十二(52)個星期工資。

第202020

20

條

業務開銷

20.0120.0120.01

20.01

在僱員提出收據(除非泊車收費錶不提供收據)證明後﹐公司將償還由膳食﹑住宿﹑汽車租

賃及旅遊引起的所有事先授權開銷。

20.0220.0220.02

20.02

僱員使用私人車輛由公司辦事處往返值勤地點﹐將獲得以每公里四十(40)仙計算補貼車資

。由合約獲確認那天起﹐每年的首5,000公里，補貼車資調升至每公里四十二(42)仙。

20.0320.0320.03

20.03

公司提供攝影器材予攝影記者使用。

20.0420.0420.04

20.04

公司提供流動電話予每名記者及攝影記者﹐並支付僱員工作活動過程中使用流動電話帳項

。流動電話為公司財物﹐只供與公司相關的事務用途。公司保留隨時轉換流動電話服務商

的權利。

20.0520.0520.05

20.05

如果僱員在修讀與職位相關的教育課程﹐僱主可同意償還僱員所付的學費﹐惟僱員須於課

程開始前不少於一個月提出書面要求﹐並獲僱主批准。如果上課的規定與僱員的工作時間

有衝突﹐課程將不被批准。學費付款視乎僱員是否成功出席及完成課程。僱員如果(甲)(課
程中僱員不受評估的情況下)沒有出席所有講授﹔(乙)(課程中僱員受評估的情況下)沒有成

功通過課程要求﹐將不獲退還學費。在開課之前﹐僱員得簽署授權書﹐授權僱主﹐在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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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不遵守上述規定時﹐從僱員工資中扣除任何預先撥予僱員的教育款項。

20.0620.0620.06

20.06

僱主應支付私人與商業汽車保險之間的差額至最高255元﹐由2007年1月1日開始生效﹔

(2008年1月1日起為260元﹐2009年1月1日起為265元)。僱員需要出具保險公司列出差額的

信和付款證明。

第212121

21

條

健康及安全

21.0121.0121.01

21.01

勞資雙方將維持一個聯合職業健康及安全委員會﹐委員會包括相同數目的談判單位代表和

和公司代表。委員會涵蓋多倫多市及萬錦市星島日報有限公司及加拿大星島報業有限公司

的所有員工。每家公司每方正式代表人數不超過四(4)人。各方可同意適當情況下利用小組

委員會處理部門內問題。

第222222

22

條

N/AN/AN/A

N/A

第232323

23

條

雜項

23.0123.0123.01

23.01

公司同意提供佈告板給受本合約涵蓋的僱員。佈告板將用於合法工會事務﹐不准用作張貼

貶抑公司的告示。

23.0223.0223.02

23.02

公司引進新工作類別時﹐工會有權就所釐訂工資作出異議。如有必要﹐將有關事情交付仲

裁。

23.0323.0323.03

23.03

僱員的署名或名譽行不得在僱員反對的情況下使用。如果要大幅度更改記者的稿件﹐須盡

可能在稿件出版之前與該記者磋商﹐否則不得使用記者署名。

23.0423.0423.04

23.04

僱員在上班時間以外可自由從事任何活動﹐只要此等活動

(aaa

a

) 並不與僱主互作競爭。除非事前取得僱主授權。有關授權不得無理拒絶。在不規限

上述條文情況下﹐並為清楚起見﹐競爭對手包括明報﹑CFMT多元文化電視臺﹑新

時代電視﹑加拿大中文電臺﹑美加華語電臺及世界日報﹔或

(bbb

b

) 不導致與任何僱主有任何利益衝突及不損害僱員與僱主的聯繫或不把僱主與任何特

定團體聯繫一起。

23.0523.0523.05

23.05

僱員私人時間撰寫的文章將率先提交僱主作出版用途。僱主須在三(3)天之內表明接受或拒

絕使用文章。如果僱主拒絕使用文章﹐僱員可將之提交給非競爭對手出版。

如果公司刊出的作品或僱員執行職務的行動導致誹謗或有關民事或刑事訴訟時﹐公司將提

供其選擇的律師為僱員辯護﹐只要該僱員的行為是負責的﹐並在僱傭範疇內行事。

如果僱員獲得上述的律師﹐該僱員將不會因為離開工作崗位出席法庭而蒙受工資或福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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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損失。

23.0623.0623.06

23.06

除非面對或可能面對誹謗或法律訴訟威脅﹐僱主將不會就僱員的工作刊登更正和道歉聲明

﹐直至盡力與僱員磋商有關情事為止。為此﹐僱主將嘗試打電話到僱員寓所或工作間與其

聯絡。僱員有責任提供所需電話號碼。

23.0723.0723.07

23.07

在僱主要求下﹐僱員須向僱主交出所收藏及透露在職相關的一切所知﹑資料﹑記事﹑紀錄

﹑文件﹑底片﹑照片或音像帶及其來源﹐蓋此等材料皆為報社所有。除非有法庭諭令﹐公

司同意在未與僱員討論發表理由之前﹐不對任何其他人士發放上述材料。

23.0823.0823.08

23.08

公司全權擁有以所選的任何方式﹑形式或媒介使用及/或重新使用僱員受僱期間為公司製作

的所有材料。

第242424

24

條

申訴及仲裁程序

24.0124.0124.01

24.01

“不滿”意指闡釋本協議任何條款時出現的歧見﹑或有人違反本協議任何條款的指控。如果

僱主與工會或任何成員之間的申訴﹐有關事情將按照以下程序處理。茲同意迅速解決歧見

至為重要﹐雙方誠意地盡快努力解決問題﹐不作無必要的拖延﹐致力用下列程序的第一步

解決糾紛。

24.0224.0224.02

24.02

就僱員申訴或一組類似的僱員申訴而言﹐需遵守下列程序﹕

第一步

僱員可在工會代表陪同下﹐如果想的話﹐就所知道的﹐或申訴人應該合理地知道的引起申

訴情況在十五工作天內口頭向總編輯或他/她的代表提出。如果五(5)個工作天之內尚未滿意

解決﹐則申訴一事可提交第二步處理。

第二步

如果第一步未能滿意解決﹐有關申訴必須在完成第一步後五(5)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提

交董事總經理(Managing Director)或其代表﹐他在收到申訴五(5)個工作天之內召開申訴會議

。 工會代表團包括申訴人﹑工會代表﹑以及必要時包括工會分會代表。第二步的回覆得於

申訴會議召開後十(10)個工作天之內用書面發放。

24.0324.0324.03

24.03

茲同意申訴及仲裁程序的時間限制及所有規定均被視作強制性。如果不能在時間限制內或

不能按照規定的程序行事﹐有關申訴便會視為被放棄。本集體協議內的任何時間限制和程

序可以透過雙方書面協議予以延長或簡化。

24.0424.0424.04

24.04

工會﹑管理層或政策上的申訴可在第二步開始。

24.0524.0524.05

24.05

如果按申訴程序辦事﹐有關投訴或申訴在指定的時間限制內仍不獲回覆﹐視乎是工會或僱

主﹐均有權將有關投訴或申訴提到申訴程序的下一步﹐或視乎情況﹐交予仲裁。

24.0624.0624.06

24.06

本條款所指的的任何時間限制均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認可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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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

24.0724.0724.07

24.07

只有在提出書面要求之後﹐而要求又是在收到處理申訴的程序最後答覆之日的二十(20)日
內提出﹐任何一方才可援引仲裁程序﹐

24.0824.0824.08

24.08

要求仲裁一方得向對方提交個別仲裁人的姓名﹐對方得於收到啟動一方名單的十(10)天內

回覆﹐表明接受所建議的其中一名仲裁人或提交一列個別仲裁人名單。如果雙方在此後十

天仍未能就人選達成協議﹐安省勞工部長將被要求委任一名仲裁人聆訊事件。

24.0924.0924.09

24.09

如果任何一方要求成立仲裁委員會﹐得根據第24.06及24.07條有關程序委任提名人選進入仲

裁委員會。

24.1024.1024.10

24.10

如果委任仲裁人﹐每方須負責本身委任人的開支﹐並共同分擔主席及單一仲裁員的費用。

24.1124.1124.11

24.11

單一仲裁人和仲裁委員會並沒有權力更改或改變本協議任何規定﹐亦沒有權力頒佈任何

與本協議條款或規定不相符的決定。

第252525

25

條

協議有效期及更新

25.0125.0125.01

25.01

本協議由2007年1月1日起生效(除非當中另外規定)。本協議在2009年12月31日終止。

本協議對雙方的繼承人及受讓人均有約束力。

本協議屆滿前九十(90)日之內﹐公司或工會可展開新協議談判﹐以接替屆滿的現協議。

2007年___月___日在多倫多簽署

公司代表 工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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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公司同意在本集體協議有效期內繼續執行飛機票獎勵政策。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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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關於﹕第8.088.088.08

8.08

條款

公司明白到如果要處理一名屬於談判單位僱員的工作表現或紀律處分﹐而該名僱員正擔任代理主管

的職務時﹐只有兩個解決途徑。公司可以將該名僱員調回原本納入談判單位的職務﹐或者如果需要

嚴厲處分的話﹐則予以解僱。在解僱的情況下﹐僱員可以依據第8.08條提出申訴。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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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關於﹕減少兼職更次

當公司決定永久性減少某一職務的經常性兼職更次時﹐公司將首次徵求自願者。如果自願人數仍未

達到減少的更次時﹐公司將按照該職務員工的年資，從年資最淺者起減少更次﹐只要留任的員工可

以勝任。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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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關於﹕代理主管職務

公司同意在本集體協議有效期內﹐繼續給予被調派暫時擔任副總編輯和/或(日班)製作部經理職務的

談判單位僱員﹐百分之十(10%)的額外薪酬。談判單位的其他僱員如果被要求暫時擔任主管的工作

﹐可以由工會協助和代表﹐商討不同的安排。公司明白到談判單位的任何僱員可以拒絕被調派擔任

主管的工作。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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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關於﹕工作更次時間

公司同意除非是基於正當營運理由，否則是不會改變工作更次時間。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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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及

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

第87M87M87M

87M

分會

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

諒解書

羅孝維先生

Local Representative
CEP Local 87-M SONG
1253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
M4L 1C2

關於﹕福利與退休金

為明確起見，公司明白一名參加了集體福利計劃的僱員，六十四(64)歲後如仍在任，該員工將繼續

享有此計劃保障。但該員工將不得參加延伸健康保險或長期殘障保險。該員工可繼續參加集體退休

金計劃。

此致

羅孝維先生

總裁

程文麒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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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AA

A

---

-

工資

200720072007

2007

年工資
起薪 111

1

年 222

2

年 333

3

年 444

4

年 555

5

年

翻譯主任 859.86 899.64 916.98 934.32
22.33 23.37 23.82 24.27

編輯 755.82 793.56 807.84 825.18 840.48
19.63 20.61 20.98 21.43 21.83

資深記者﹐ 746.64 784.38 799.68 817.02 831.30
資深翻譯員 19.39 20.37 20.77 21.22 21.59

記者﹐攝影記者 649.74 681.36 695.64 709.92 723.18 738.48
16.88 17.70 18.07 18.44 18.78 19.18

翻譯員 649.74 681.36 695.64 709.92 723.18
16.88 17.70 18.07 18.44 18.78

編輯 –兼職 19.59 20.55 20.96 21.38 21.78

校對員 –兼職 12.53 13.15 13.41 13.68 13.94

翻譯員 –兼職 16.85

記者 –兼職 16.85 17.70

註1﹕ 上述各職位兼職僱員的薪酬按照周薪的每小時工資計算。

註2﹕ 由2008年第一個星期一開始生效﹕最少全面加薪1.5%﹐最多至3%﹐根據聯邦統計局公佈的

2007年平均每月多倫多消費物價指數而定。

註3﹕ 由2009年第一個星期一開始生效﹕最少全面加薪1.5%﹐最多至3%﹐根據聯邦統計局公佈的

2008年平均每月多倫多消費物價指數而定。

註4﹕ 校對員在2007年每更的最低薪酬為﹕起薪$36.17﹔1年後$39.47﹔3年後$4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