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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於今（2021）年 5
月間轉趨嚴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 5月 19日宣布全國疫情警戒均升級
為第三級，休閒娛樂產業被迫停止營

業、餐飲業被限制內用，除了被政府

強制停業的產業，不少企業也開始學

習遠距工作、分艙或分流上班，以減

少職場群聚的感染風險。疫情迫使我

們調整一直以來的生活習慣，改變習

以為常的勞動的樣態，甚至影響我們

的勞雇關係。

疫情重擊民生，行政院編列 2,600
億元預算，啟動「紓困 4.0」，針對今
（2021）年疫情受損事業提出補貼，營
業額減少 5成以上的事業，依員工人
數提供每人 4萬元的一次性營運補貼；
針對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命令停業，

且給薪未達基本工資的事業，依雇用

員工給予 1萬元一次性停運補貼外，
也給予每位受僱員工一次性薪資補貼 3
萬元，勞動部更啟動就業安定基金加

發生活補貼 1萬元，政府傾全力穩住
企業、穩固職場。

疫情指揮中心延長管制期間至 7
月 27日，始逐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
至第二級，隨後才慢慢放寬調整集會

活動人數上限，漸進式宣布放寬各行

業可營業的相關規定。勞動部祭出包

括充電再出發、安心就業等各項補貼

後疫情時代的勞動關係

政策，避免讓減班休息勞工落入失

業，穩固僱傭關係的成果已現，但對

疫情的恐懼深植人心，受創嚴重的內

需服務業仍待民眾出門消費，行政院

在第四季推出振興五倍券方案，期望

透過刺激消費的方式，啟動社會的消

費循環。

隨疫情趨緩、各行各業逐步回歸

正軌，也讓各界學者開始檢討疫情對

勞動政策帶來的衝擊，甚至是疫情帶

動的數位化發展對傳統勞動關係的影

響。從雇主對勞工的管理來看，如何

繼續在職場中落實防疫、期望勞工配

合國家施打疫苗政策等要求；從勞動

環境走向數位化的趨勢來看，勞工又

該如何從已經施行數個月的居家辦公、

重新調適回進公司固定上下班作息，

又如何該配合雇主逐步實施職場數位

化的過程？在這變動的時代中，勞動

關係究竟該如何適得其所。

雇主與勞工同樣遭受疫情所帶來

的嚴重衝擊，「田螺含水過冬」，齊心

攜手度過難關，在疫情趨緩、百業步

步回到正軌時，染疫康復者回歸職場

也成為現在的最新課題，如何協助染

疫康復者重返職場，延續原本的勞動

權益，同時也要預防染疫康復者遭受

職場霸凌、歧視，甚至協助於職場染

疫的勞工進一步認定職業災害，期盼

春燕回歸、再創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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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審查及績效認可作業要點」
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制度連結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規定，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 15條第 1
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其管理績效良好並經認可

者，得公開表揚之。

為督促事業單位自主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我國除依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 12條之 2規定，規範高風險事業單位應依 CNS45001同等以上規定建置
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外，也推動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驗證制度，鼓勵事業單位自主參與並通過第三方驗證；另為提高政策之推動誘因，

我國亦透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條之 1及第 12條之 7規定，鼓勵事業單位
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績效審查及績效認可，勞動部於 110年 7月 5日以
勞職授字第 11002031151號令修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及績效
認可作業要點」，明確規範申請績效審查之事業單位資格及條件，並調整績效審查

現場查核制度。

修正重點，簡要說明如下：

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績效審
查及績效認可，採雙軌制度分別

辦理：

為鼓勵事業單位或其事業總機

構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執行績

效，健全自主管理制度，事業單位或

其總機構（簡稱申請單位）得視其需

求，分別申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審查或績效認可。申請單位符合

規定之條件，得申請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績效審查，另針對管理績效良

好之認可制度屬表揚獎勵之性質，明

定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取得績效審查

通過已滿一年，或通過 TOSHMS 驗證
已滿三年且於有效期限內，得檢具文

件提出申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

效認可。

二、 倘事業單位有發生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之重大職災案件，原通過

之績效審查，自該職業災害發生

次日起，失其效力：

為確保事業單位穩定維持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執行績效，增訂事業

單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致發

生同法第 37條第 2項第 1款、第 2款
之職業災害，經主管機關裁處罰鍰、

停工處分或因刑事罰移送司法機關，

王建國 技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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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屬重大違失，原通過之績效審查，

自該職業災害事實發生次日起，失其

效力；並刪除得重新申請績效審查之

規定。

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
制度之現場查核，轉由勞動檢查

機構辦理：

融合國家標準 CNS 45001精神，
強化雇主的支持、危害鑑別、風險與

機會的評估等要項，修正事業單位通

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之

基準，另為能就近瞭解申請單位實際

運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落實程

度，將現場訪視查核調整改由當地所

轄勞動檢查機構派員實施，以簡化行

政作業並督促事業單位積極落實；申

請單位並應指派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

同辦理。

此外，為督促事業單位建構完善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制度，提醒事

業單位自 111年 1月 1日起，須通過臺
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
驗證，方具有申請績效審查資格，透

過連結 TOSHMS與績效審查制度，提
升事業單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效能，使我國事業單位整體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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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
標準」部分條文
確保勞工職業衛生及健康

侯昱辰 檢查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 65年 2月 16日訂定發布
施行迄今，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105年 1月 30日。此次修正重點
包括新增 1,3-丁二烯、1,2-環氧丙烷、甲醛、銦及其化合物、鈷及其化合物及萘，
為丙類第一種或第三種特定化學物質，以強化其管理機制；此外，為提升工程控

制源頭品質管理機制，明定局部排氣裝置應由專業人員設計，並強化其設置與維

護之管理。

本次修正條文除第 2條附表一第 3款第 1目之 22至 24、第 3目之 13至 15、
第 17條第 2項、第 38條第 2項至第 4項、第 38條之 1，自 112年 7月 1日施行外，
其餘自 110年 9月 16日施行。

針對本次修正重點與目的，說明

如下 :

一、增列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

則第 3條第 1款所稱製成品，不
適用本標準。

因考量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規則第 3條第 1款所定之製成品，在
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釋放出危害性化

學品，勞工無暴露危害之虞，爰新增

第 2項規定，將製成品予以排除適用
本標準。

二、新增 1,3-丁二烯、1,2-環氧丙烷、
甲醛、銦及其化合物、鈷及其化

合物及萘，為丙類第一種或第三

種特定化學物質，將甲醛由丁類

物質修正為丙類第一種物質，並

將 1,3-丁二烯及甲醛增列為第 3
條第 1款之特定管理物質。

基於流行病學之研究與實證，暴

露於 1,3-丁二烯作業環境，易導致白
血病或淋巴癌；暴露於 1,2-環氧丙烷
作業環境，可能引起皮膚過敏、眼睛

及粘膜刺激；暴露於甲醛作業環境，

易導致鼻咽癌及呼吸系統疾病，有必

要強化其管理機制，爰參考日本及國

際相關規定，新增 1,3-丁二烯與 1,2-
環氧丙烷為丙類第一種物質，並將甲

醛自丁類物質移列為丙類第一種物質。

暴露於銦及其化合物作業環境，易導

致肺部損傷；鈷及其無機化合物具有

皮膚敏感特性，萘具有皮膚毒性與刺

激性，均為人體可能致癌物質，爰參

考日本及國際相關規定，新增銦及其

化合物、鈷及其無機化合物與萘為丙

類第三種物質。同時將 1,3-丁二烯及
甲醛其增列為第一款之特定管理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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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求雇主依現行條文第 41條規定，
就相關作業經歷及暴露處理情形加強

記錄及管理。

三、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設置靜壓、

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備正常

運轉之監測裝置。

為輔助作業勞工於作業時間內確

認局部排氣裝置之運轉情形，爰新增

第 17條第 2項規定，要求應於局部排
氣裝置氣罩連接導管適當處所，設置

靜壓、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通風設

備正常運轉之監測裝置。另考量於既

設之局部排氣裝置加裝監測裝置可能

有其困難，且部分事業單位可能無原

始設計資料作為性能良窳之比對參據，

爰適用對象僅限於依第 38條第 2項規
定設置者，即 112年 7月 1日前已完
成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得不適用。

四、新增特定化學設備之作業場所，

因應漏洩設置之搶救組織及實施

之急救、避難等訓練之辦理週期，

並應留存紀錄及保存年限之相關

規定。

因搶救組織屬事業單位內因應丙

類第一種及丁類物質漏洩之臨時編組，

各種搶救工作也屬非常態性，為確保

有關人員具相關知能，使搶救組織發

揮功能，爰針對急救、避難知識等訓

練，新增應每年實施，並將相關執行

紀錄保存 3年之規定。

五、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由經訓練合

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建立設計

報告書與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另明定設計專業人員之資格、條

件及訓練課程、時數等規定。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因其專業需

求性強，需具備一定知能及經驗始能

辦理，爰新增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時，

應由具相當專業技術及實務經驗並經

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自源頭開

始即有系統性的設計規劃，並留存設

計資料作為設施性能管理之基礎；此

外，於設置完成後，實施原始性能測

試，以建立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作

為後續維護管理之依據，爰新增第 38
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

前述該等經專業人員設計之局部

排氣裝置，如日後需進行改裝時，亦

應重新建置原始性能相關書面資料，

以利確保通風效能及後續自動檢查所

需。惟若僅屬現場實務之功能調整或

零組件更換，但效能相同之組件等，

因對局部排氣性能不至有顯著影響，

不在此限，爰新增第 38條第 4項及但
書規定。

另新增條文第 2項至第 4項之施
行日已於修正條文第 51條第 2項明
定為 112年 7月 1日，爰於施行日前
完成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不適用新增

規定。

六、新增於勞工有暴露危害之虞時，

應使勞工確實使用相關防護具之

規定。

雇主應依勞工暴露物質、濃度及

作業條件等實際狀況，實施風險評估

與採取危害預防措施，並以工程控制

及行政管理等方法為優先，確保勞工

作業場所之危害暴露低於容許濃度，

及保護眼睛、皮膚等免於遭受危害；

倘勞工有暴露危害之虞時，則應使勞

工確實使用相關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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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勞動關係之轉變與因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辛炳隆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自 2019年底開始肆虐，國內本土疫情於 2021年 5
月間轉趨嚴重，因應疫情發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5月 19日宣布全國疫情
警戒均升級為第三級，不少休閒娛樂產業被迫停業、餐飲業被限制不得內用，嚴

重影響內需市場、間接影響到勞動市場，為維持營運，不少企業選擇實施遠距工

作，讓整體勞動關係走向數位化。

採訪、撰稿 /邱琮皓 特聘記者

政策接得住　避免勞工進入失業
狀態

受疫情影響，據勞動部統計，這

一波失業給付初次認定申請件數的高

峰落在 7月，總計有 1萬 683人申請，

而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高峰則在 8

月底，當時有 4,822家事業單位、通報

5萬 8,987人實施減班休息。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

任副教授辛炳隆表示，相對於 2009

年時金融海嘯的衝擊，其實 2021年

這波疫情沒有帶來太大的衝擊。他解

釋，由於這次疫情是顯而易見的，勞

工不會懷疑雇主申請實施的必要性，

再加上勞動部已經有「充電再出發計

畫」與「安心就業計畫」等補貼，甚

至行政院也針對受疫情衝擊產業祭出

各式紓困方案，目前也沒有出現濫用

的情況。

全球穩定復甦　2021年本土疫情
衝擊小

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2020

年初從中國為起點爆發的這場疫情，

使得全球許多國家及城市為防堵疫情，

不得不以封城鎖國的方式應對，導致

人員及物資無法順利流動，許多經濟

活動也被迫暫停，導致生產及服務供

應鏈發生斷鏈的情況，全球經濟出現

自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衰退風

險，但隨著疫苗接種普及率、各項防

疫措施有成，疫情也逐步趨緩。

國內去（2020）年防疫有成，並

未出現較大規模的本土疫情，在經歷

今（2021）年 5月的疫情升級後，內

需服務業受到重創，但同時受惠全球

經濟穩健復甦，帶動終端需求擴增，

加上新興科技應用需求持續擴展、新

品備貨效應、原物料上漲等因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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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勞動關係之轉變與因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辛炳隆

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表現相當亮眼。

辛炳隆認為，去（2020）年疫情
對國內的衝擊比較大，經濟疲軟的情

況比較明顯，今（2021）年本土確診
案件雖然較去（2020）年再增加，但
主要集中在服務業，隨著疫情趨緩，

防疫措施開始逐步解封，民眾再度展

現消費力，「報復性消費帶來的力量是

很驚人的」，目前仍受疫情影響者，只

有以國際觀光客為客源的飯店業與旅

遊業、以及受限於邊境管制的航空業。

疫情帶動　國際產業加速自動
化、智慧化

世界各國疫情肆虐嚴重的地區，

工廠不是被迫停工關閉、就是要將人

力大幅分流降載，因此為了能在疫情

期間，維持工廠生產力，並兼顧勞工

健康，國際間不少製造業者都加快了

自動化、智能化、甚至是數位化的腳

步，把疫情作為加速轉型的契機，推

動製造業的自動化與遠端作業發展，

並符合新的防疫規範，避免再次出現

產業斷鏈。

辛炳隆指出，國內從 1980年代慢
慢走向自動化發展，在供應端或服務

流程中以機械設備取代部分人力，近

年也開始進行數位轉型，結合整合人

工智慧走向智能化，廠商們慢慢體認

到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有些過去懷

疑無法達到的事業單位也因為疫情，

發現遠距工作不是那麼可怕的事情」，

接下來仍會繼續轉型，未來的轉型重

點在「幅度會有多大」。

臺灣中小企業多　轉型受限制
「我們仍是中小企業為主。」辛炳

隆解釋，自動化與智能化如果要完全

取代人力，除非廠商重新蓋工廠，否

則自動化程度有限，就算加入物聯網、

智慧化的工作流程也主要是以裝置感

測器為主，目的不是取代人、而是搜

集資訊。會取代人力的機械手臂、自

動運輸設備，因為涉及到動線、廠房

高度，「既有廠房者就要打掉重新開

始」，中小企業主不願意這樣的投資，

所以自動化與智能化仍是以大型企業

的新建廠房為主。

轉型成本高　服務業寧可續用
人力

反觀服務業，辛炳隆指出，服務

業自動化的程度很低，目前只有少數

大品牌願意導入自動化，例如設置無

人商店，但一個廠商要決定是否自動

化，不會只考慮一個點，而是進行整

個可行性評估，其中成本考量就占了

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臺灣的人力成本

相對於自動化費用，真的太低廉了」，

這讓很多業者遲遲未開始進行轉型。

自動化是未來的趨勢，服務業雖

然轉型速度較慢，辛炳隆認為，無需

太擔心會發生所謂的「科技失業」，但

因為國內高齡化、少子化等因素，勞

動供給也在逐步減少，整體而言，要

看兩者的交叉點出現在什麼時候，也

就是說政府要去估算勞動需求、勞動

供給「哪一項減少得快」，盡力在兩者

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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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營運　企業啟動遠距工作
國內疫情嚴峻時，不少企業啟動

遠距工作、分流工作，以維持營運，

但也因為工作場域的改變、工時的調

整，也出現不少勞資爭議，勞動部過

去也對此訂出「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

作時間指導原則」，基本的工時、工資

計算方式已有相關法制規定，只是過

去較少企業會留意。

不少雇主對於讓勞工進行遠距工

作一直相當排斥，認為勞工若不在辦

公室，就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辛炳

隆指出，很多勞工其實也不喜歡遠距

工作，因為這會讓工作與生活沒有明

確的界線、影響生活品質，所以外界

認為遠距工作會成為職場新常態、甚

至美國出現勞工因為雇主拒絕繼續實

施遠距工作的離職潮時，他認為「那

倒未必」。

辛炳隆解釋，符合能實施遠距工

作的勞工不多，例如製造業現場工作

人員、餐廳服務人員等，都無法遠距，

因此成為常態的可能性不大。未來遠

距工作反而可能會成為企業福利之一，

但要實施遠距工作的雇主這也必須要

留意管理問題，例如《勞動基準法》

規定的雇主應備置勞工的出勤紀錄，

或是《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要求雇主

應讓勞工在安全的工作場域工作等，

「如何建立勞資雙方的互信，便成為很

重要的課題」。

遠距工作有限制　不是人人符合
條件

國內本土疫情嚴峻時，內需服務

業因防疫措施而受到莫大衝擊，辛炳

隆表示，包括二度就業女性、中高齡、

非典型勞工等特定勞動者都主要集中

在服務業，因此這些族群也是勞動部

進行政策補貼的重要對象之一，但要

額外留意的是，國外有研究發現，受

疫情衝擊實施的遠距工作讓所得分配

更加惡化，因為只有一定規模的企業、

較優勢的勞動者可以找到足夠的數位

支持、數位設備進行遠距工作，中小

企業或是較弱勢的勞動者，則較難推

動遠距工作。

留下疫情經驗 遠距、分流工作保
繼續營運

辛炳隆指出，在國外首先被解僱

的勞工，就是這些較弱勢的勞動者，

這些勞動者沒有數位知識、沒有數位

設備，導致他們沒有辦法轉型成為數

位勞動者。他說，目前在臺灣有出現

產業別而無法實施遠距工作的現象、

尚未明確發現有勞工因沒有辦法遠距

工作而遭解僱，這種因族群別的差異，

但為了避免這情況發生，國內可以參

考國外經驗，在特定場域設置工作站，

提供數位設備讓勞工可以順利繼續工

作。

部分無法啟動遠距工作的企業，

在疫情期間則選擇分流工作來調配人

力，辛炳隆指出，其實對很多企業來

說，分流工作也是一個相當陌生的管

理制度，勞動部等相關部會可以利用

這次的經驗，分享各類企業在疫情期

間成功分流工作的案例，協助企業在

未來疫情再度爆發、或是其他必要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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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時，可以迅速進行人力調配、並遵

守防疫管制規定，以維持營運。

後疫情時代　勞資三大未爆彈
這一波疫情雖然對勞動關係沒有

太明顯的衝擊，但隨著全民將各項防

疫措施融入生活、企業逐漸熟悉遠端

工作、居家辦公等管理，這場抗疫戰

爭來到了下半場，辛炳隆也點出三類

應特別留意的「勞資未爆彈」。

首先要注意的是仍在職場的勞工。

辛炳隆指出，勞工在過去幾個月已經

習慣遠距工作，面臨要回到公司上班，

可能會有些不願意，這時候就會有勞

工想要爭取繼續遠距工作，當公司管

理者不同意時，可能就會出現勞資爭

議，或者是公司以防疫為由，要求勞

工必須要先接種完疫苗才能回到職

場，「但勞動部已經很快地回應，強調

這是不合法的要求」。

重回職場　染疫康復者要零歧視
第二類為曾經確診、目前要重回

職場的勞工。統計至 10月底，國內約
有 1.4萬名本土案例，辛炳隆解釋，當
這些染疫康復者回到職場時，可能會

面臨雇主不想繼續僱用、工作場域出

現歧視等問題，「臺灣已經有零星個案

出現」。他說，《傳染病防治法》對於

個人資料保護及防止歧視或不公平待

遇都有相關規定，甚至在《職業安全

衛生法》也有對於職場不法侵害的相

關保護，但這一萬多名確診者是否都

安穩回到職場、沒有遇到歧視等情況，

這仍需要進行調查。

勞動數位化　集體勞動關係受
考驗

第三類，就是在疫情期間逆勢成

長的美食平台外送人員。辛炳隆指出，

平台外送人員與平台業者之間的關係

究竟為何。其實這不是新的議題，勞

動部在疫情發生之前已經先做處理，

包括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針對雙方的僱

傭關係、承攬關係都有初步的釐清，

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也訂出作業

安全指引，但近期因為疫情而爆量接

單，不少外送員也開始籌組工會、準

備替從業人員爭取福利。

這些外送人員可能是兼職、可能

是全職，辛炳隆解釋，這些人代表我

們就業樣態改變，勞工不會黏著在同

一個公司或產業裡，恰好會帶動這種

外部的職業工會興起。尤其依照平台

經濟的趨勢，這種「沒有一定僱傭關係」

的從業人員要爭取勞動權益勢必要加

入職業工會，可是依現有規定，在沒

有雇傭關係的情況下，職業工會也無

法透過簽訂團體協約來保障會員權益。

此外，「現在還有一個新的現象，就是

在網路上爆料吸引到的關注比參加工

會更有用時，我們未來的集體勞動關

係該怎麼辦？還會有人願意加入工會

嗎？」這也將成為勞動部在鼓勵籌組

工會時要特別留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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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 
之政策發展與趨勢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焦興鎧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於 2019年成立滿百年，
在全世界勞動者正逢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
過程中，2020年又遇上了百年難得一見的重大疫情衝擊，企業因走上遠距工作而
帶來的數位衝擊，也成為近期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採訪、撰稿 /邱琮皓 特聘記者

ILO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
也是聯合國唯一由三方代表組成的機

構（政府、雇主和勞工），該組織制

訂勞工標準、政策和計劃，促進所有

性別的勞動者享有尊嚴勞動（Decent 
Work），截至 2021年 3月為止，共有
187個成員國。

回顧百年，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兼任研究員焦興鎧分析，主要可以

分作四大階段，分別是早期奠基（1919
年至 1939年）、中期努力（1946年至
1976年）、近期發展（1977年至 1999
年）以及千禧年後的蓬勃期（2000年
至 2019年）。

早期奠基（1919年至 1939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聯

組織於巴黎和會簽訂凡爾賽和約，為

了避免再次發生類此戰爭，各國探討

造成戰爭的原因，主要出自於貧富不

均，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

國、美國、法國在內等國家都在提倡

需要有一個國際勞工組織，讓整個全

世界勞工運動逐步從農業轉變工業社

會，得以與蘇俄對抗。

焦興鎧指出，1919年當時華盛頓
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六

項國際勞工公約，包括工時公約、失

業公約、保護生育公約、婦女夜間工

作公約、最低年齡公約和未成年人夜

間工作公約，後續也通過多達 67個公
約，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 1930年通
過的禁止強迫勞動公約。

中期努力（1946年至 1976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ILO

雖然並未再通過任何國際勞動公

約，但在 1944年發布「費城宣言」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奠定它
在戰後的積極角色，在 1946年，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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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 
之政策發展與趨勢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焦興鎧

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組織後，組織

角色也不限於單點區域的剷除剝削來

維持社會正義，而是在新興國家開始

建立時期，積極保障所有個人的經濟、

社會、文化、民權及政治權利。

在這段時期通過 80項法律效力的
公約，也引起很多的討論，包括保有

結社自由與組織權、組織權與團體協

商之應用、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廢止

強迫勞動、歧視等，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這段時期有許多開發中國家在其

中、且占多數，形成了意識形態的鬥

爭，我國在這個時期宣布退出聯合國，

美國也一度退出，直到 1980年才重回
組織。

近期發展（1977年至 1999年）
ILO於 1970年代屬於路線調整的

重整期，除了過去太過理想化的公約

受到挑戰外，也碰到石油危機，在這

段時期國際勞工組織沒有通過太多公

約，在國際局勢沒有那麼安定的情況

下，ILO一直在調整，16年間僅通過
27項公約。

在 1994年以後，遇上 90年代的
全球政經情勢轉變，這些國家發現經

濟全球化對勞工影響的很大，而且在

這過程中勞工與環保議題也逐漸受到

重視，讓 ILO逐步調整過去在 80、90
年代的倡議。

焦興鎧指出，當時還不確定經濟

全球化會發展到怎樣的地步、區域整

合的規模又會是如何，但勞工基本勞

動人權絕不可廢棄，所以 1994年開始

建構並落實核心勞動基準，這段期間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通過的「最
惡劣型態童工公約」，也奠定了 ILO 的
四項基本勞動人權，包括結社自由與

集體談判；廢止強迫勞動；就業均等

和男女同工同酬；禁止使用童工，也

就是未來無論再怎麼區域整合，這些

都不能偏廢，同年更提出「尊嚴勞動

倡議」延續到現在。

千禧年後的蓬勃期（2000年至
2019年）

在這近 20年的階段，區域整合更
加積極，美國再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焦興鎧說，美國的態度是，如果要簽

訂雙邊協定、想要與美國企業做生意，

就必須要落實人權，必須擺進核心國

際勞工基準，這時候除了原本的四項

基本勞動人權之外，再增加了「可接

受的工作條件」，探討工資、工時、職

災等其他勞動條件，這對國際貿易投

資活動頻繁的現代，是很嚴肅的課題。

在 ILO眼中　臺灣仍待改善
焦興鎧表示，臺灣 1971年退出聯

合國後，最終還是走向出口貿易導向，

早期美國給予臺灣很大的壓力，在每

年 2至 3月公布的人權報告的勞工專
章中，總是對臺灣批評很多，特別是

從過去臺灣傳統觀念對於移工、童工

等強迫勞動、對新住民的歧視，到近

期遠洋漁工的剝削、集體勞動關係的

限制等。

「隨著 9年義務教育，甚至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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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廣至 12 年國教。」焦興鎧解
釋，童工問題就會慢慢解除；強迫勞

動的部分，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去

宣導，例如對聘僱移工的雇主說明不

要扣留移工證件、不要聘僱甚至是剝

削逃逸外勞，但目前還在克服遠洋漁

工的問題，「因為那不在境內，我們

很難控制」。

針對臺灣集體勞動關係的問題，

焦興鎧說，美國認為我們工會覆蓋率

過低，而且對於籌組工會有包括公務

人員不能籌組工會等諸多限制，以及

工會想要發動罷工時的門檻過高，恐

不利於工會發展。另外，他也指出，

臺灣的工時是全世界第四長的國家，

這部分也還有改善的空間。

疫情之下　ILO籲重視貧富不均
全球 2020年開始受到 COVID-19

疫情衝擊，為了防堵疫情擴散，各國

實施封城管制，不少產業被迫停工、

百業蕭條，而直接衝擊勞動市場。焦

興鎧表示，世界各國所呈現的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貧富不均，因為貧窮線

下的國家、人民很難打到疫苗，「這

是比較近期，世界各國一致性面對的

問題」。

他解釋，臺灣貧富不均問題相當

嚴重，但國家政策訂出相關規定，所

以沒有接種疫苗的差別待遇，但考量

到社會的穩定性，當受到疫情影響的

通貨膨脹的現象發生時，恐會加劇貧

富不均的問題。

「中產階級是社會的支柱。」焦興

鎧說，美國在 1939年推行新政、制
定國家勞工關係法的時候，曾有過一

個夢想，「我們讓每一個勞工的家庭

都有一棟房子、有一輛車子，順利成

為中產階級，這時候的社會就不會有

動亂」。

協助勞工走過疫情　ILO提兩大
建議

為協助臺灣各階層的勞工可以順

利走過疫情，焦興鎧表示，ILO也有
兩大建議，包括制定積極的勞工政策、

以及提升可就業性（employability）。
焦興鎧指出，積極的勞工政策，

例如發放失業補助，或是在遇到變局

的時候提供各項津貼，例如針對減班

休息勞工提出的各項補貼措施、針對

長期失業勞工的就業獎助等，也就是

透過「發鈔票」的方式協助勞工度過

難關。

「但現在很多勞工面臨的不是津貼

問題。」焦興鎧說，而是政府要投資在

人力資本的開發。舉例來說，受到疫

情影響，很多企業實施遠距工作時，

這時候就不是每一個勞工有能力遠距

工作，「這就是疫情跟數位化碰在一起

所呈現的數位落差」。

縮小數位落差　讓勞工能繼續
工作

焦興鎧解釋，有些勞工可能因為

家中沒有平板、電腦，沒有資源可以

進行遠距工作，這時候國際勞工組織

就認為國家應當要介入，提供這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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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適當的協助可以進行遠距工作；如

果不提供相關協助，讓貧富之間的距

離越拉越大，這樣窮人一點機會也沒

有，所以設法減低數位落差，也成為

疫情中重要的課題。

另外，創造可就業性的工作轉換，

也是疫情帶來的新課題。焦興鎧說，

當遠距工作變成疫情下的主流時，勞

工的工作模式都在轉變，過去的職業

訓練也必須要用新的方式來進行，特

別是課程應該要注意數位化，在職訓

上要升級，以免在教育上出現浪費的

投資。

公部門出力　NGO協力
公部門傾注全力協助產業、勞工

度過疫情難關，焦興鎧表示，除了政

府扮演積極角色，ILO也建議可以尋
求非營利組織（NGO）的協助，無論
是協助疫情時間勞工的身心狀態、甚

至是開創工作機會，這次疫情看得出

來民間力量不小於政府份量，如果能

迅速擴散出去，就能協助勞工，把一

個一個的勞工，變成一股又一股的安

定力量。

落實勞動教育　從小開始
未來該如何扭轉臺灣在國際間

的勞動形象？焦興鎧指出，國際勞工

組織針對全球發布的報告、與疫情相

關的建議，「這些報告的用字遣詞都

很簡單」，其實我們應該在教育裡面

落實，從小就教導我們的小孩勞動知

識、該如何爭取權益，當一個人的力

量打不過的時候，就結合一群人，也

就是透過組織工會來爭取，要讓每一

個小孩知道「爭取利益是什麼東西」

之後，再進一步鼓勵學生與勞工替自

己爭取。

扮演好勞動模範生　闖出國際知
名度

臺灣近幾年努力反轉過勞、高職

業災害等形象，焦興鎧也很期待，臺

灣可以持續落實，成為國際間的勞動

模範生，當臺灣透過各部門的政策協

助，並落實各種勞動願景之後，社會

安定、國家安定，就會更進一步吸引

其他國家來取經，甚至有助於我國在

簽署經貿協定上的地位。

臺灣有兩個重要的國際賣點，焦

興鎧指出，第一，臺灣是開發中國家

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典範，因為我們沒

有經過社會動亂，就取得經濟發展的

利益；第二，就是臺灣對中國的影響

力，「中國也是因為臺灣的勞基法才開

始制定相關勞動法令」，當臺灣開始注

重勞動權益，解決低工資、產業升級

的問題，甚至再繼續往前時，就會對

中國產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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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之
回顧與展望

前言
紛爭產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且無

法完全避免。如何迅速、有效地解決

紛爭，值得深入研究。我國憲法第 16
條明文保障訴訟權，至訴訟外紛爭解

決機制，可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91
號解釋 [1]：「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之訴
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

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並受法

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惟訴訟應循之程

序及相關要件，立法機關得衡量訴訟

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制度之功能

及訴訟外解決紛爭之法定途徑等因素，

為正當合理之規定。」、「民事紛爭事件

之類型，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

多樣化，為期定分止爭，國家除設立

訴訟制度外，尚有仲裁及其他非訴訟

之機制。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及憲法對

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人民既為私法

上之權利主體，於程序上亦應居於主

體地位，俾其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

選擇權，於無礙公益之一定範圍內，

得以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

訴訟程序處理爭議」、「本於契約自由

原則，以當事人合意選擇依訴訟外之

途徑處理爭議之制度，兼有程序法與

實體法之雙重效力，具私法紛爭自主

解決之特性，為憲法之所許。」換言

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亦為我國憲

法第 16條訴訟權之保障範圍。
訴訟宛如迷宮，欲走出迷宮往往

費時耗力。透過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提供一條化解爭議的捷徑。調解為

ADR之一，藉第三人（調解人）進行
調處，以達定分止爭之目的。在調解

程序中，當事人無需完全針對法律觀

點及主張為攻擊防禦，故可在較為平

和協商的氣氛下來表達意見，尋求雙

方同意的調解結果 [2]。訴訟外紛爭處
理制度起源於美國，具有減輕司法審

判機關負擔之顯著成效，晚近亦影響

歐陸國家立法趨勢。以向來側重訴訟

制度解決紛爭之德國為例，自 2000年
起，亦開始針對特定事件採取起訴前

強制調解制度 [3]。
本研究旨在回顧我國勞動爭議調

解之各項制度，掌握制度設計演變與

脈絡，並提出展望未來之初步構想。

我國勞資爭議調解制度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下稱本法）

將「勞資爭議」定義為權利事項及調

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所謂權利事項之

勞資爭議，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

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

黎博文 副研究員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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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之爭議；所謂調整事項之勞

資爭議，則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

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本

法第 5條第 1、2、3款分別參照）。一
般而言，權利事項爭議與「既有規範

的解釋與應用」有關，調整事項爭議

則與「新規則的修訂或制定」有關，

權利事項和調整事項的分類方式實務

上至為重要 [4]。
本法早於民國（下同）17年 6月

9日制定公布施行，當時處理勞資爭議
的法定方式有二，即「調解」與「仲

裁」。我國憲法於 36年 12月 25日施
行，同法第 154條規定：「勞資雙方應
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勞

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以法律定之。」

據此，憲法明定勞資糾紛之處理方式，

僅「調解」與「仲裁」2項，這似乎意
味勞資糾紛並無其他法定處理模式，

學說上亦不乏贊成者 [5]。
本法於 98年 7月 1日修正時，第

1條明定立法目的：「為處理勞資爭議，
保障勞工權益，穩定勞動關係，特制

定本法」，第四章並增列「裁決」處理

機制。根據修法說明，為避免雇主挾

其經濟優勢地位，採取不當勞動行為，

並希冀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相關權益，

特予明定，俾達專業且迅速處理不當

勞動案件之目的 [6]。故目前我國針對
勞資爭議之法定處理方式有三：「調

解」、「仲裁」與「裁決」。又過去實務

上亦常見以「協調」方式進行爭議處

理，其優點為簡便、快速，缺點為在

法律上不具執行效力，縱協調成立，

一旦爭議當事人有一方不願履行，爭

議仍未獲解決。

根據資料顯示，我國勞資爭議事

件 78年為 1,943件；90年破萬件，達
10,955件；96年更達 19,729件。97年
破 2萬件，達 24,540件；98年再破 3
萬件，達最高峰 30,385件。其後件數
大致維持在 22,000件至 25,000件左右，
呈現持平狀態。惟 105年上升至 25,587
件，其後至 109年間則維持在 25,000
件至 28,000件左右，未再降低 [7]。

為使調解程序符合快速、經濟與

多元之需求，2009年 7月新修正公布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勞資爭議當事人任一方申請調解時，

有兩種調解程序可供選擇，除原來較

嚴謹慎重之調解委員會制度外，新法

增加獨任「調解人制度」。其實二者之

調解程序大致相同，從受理申請、開

會調解、調查事實到完成調解，前者

通常可在 49天內完成，後者則在 20
天內完成。新法並在第 11條第 3 項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

託民間團體指派調解人進行調解。」以

做為取代過去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勞資

爭議協調工作之法源依據。

勞資爭議調解的方式包括指派

「調解人」與組成「調解委員會」兩種

方式，前已論及，可由申請人自由選

擇。選擇「調解人」方式進行調解，

調解人是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其委

託之專業民間團體從「調解人」名冊

中選派一位協助雙方進行調解，若選

擇組成「調解委員會」，則勞資雙方當

事人可從地方縣（市）政府所備置之

調解委員名冊中各自選定一人，或自

名冊外自行選定，惟為避免遇有不諳

勞動法令者或不肖者致權益受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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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生，建議勞方申請人優先自名冊

中選定。另本項調解業務係免費服務，

參與之調解人或調解委員亦不得向勞

資雙方當事人要求收取任何費用 [8]。

我國勞動事件法及勞動調解程序
鑑於勞工多為經濟上弱勢、勞資

爭議事件須迅速解決，且有賴於當事

人自主合意解決及勞資雙方代表參與

程序等特性，並為使勞動事件之處理

合於專業性，司法院於 106年間聘請
民事訴訟法與勞動法學者、律師、第

一審至第三審庭長及行政機關代表，

組成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制定委員會

進行研議，並參酌各界提供意見，草

擬完成勞動事件法草案，共分為「總

則」、「勞動調解程序」、「訴訟程序」、

「保全程序」及「附則」等五章，計 53
條條文 [9]。

立法院於 107年 11月 9日三讀通
過勞動事件法，媒體並將之稱為「最

有感的司法改革」[10]。為建立專業、
迅速而便利的勞動事件程序，勞動事

件法（下稱本法）特規範七大重點，

略述如下 [11,12]：

1. 專業的審理

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或

專股（第 4條第 1、2項）。

2. 擴大勞動事件的適用範圍

所稱勞工，除指一般受僱人外，

也納入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

教生、學徒、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

之人及求職者與招募者間所生爭議；

且與勞動事件相牽連的民事事件，亦

可合併起訴，或於訴訟繫屬中為追加

或提起反訴（第 2條第 1、2項、第 3
條第 1項）。

3. 新增勞動調解程序、組成勞動調解
委員會

於起訴前，原則上應經法院行勞

動調解程序。勞動調解，由勞動法庭

法官 1人及勞動調解委員 2人組成勞
動調解委員會行之（第 16條第 1項、
第 21條第 1項）。

4. 減少勞工訴訟障礙

突破以往民事訴訟管轄的以原就

被原則，原告為勞工者，得由其勞務

提供地法院管轄（第 6條第 1項）；大
幅暫免徵收勞工起訴或上訴所需繳納

的裁判費、執行費及保全程序的擔保

金額（第 12條、第 47條第 1、2項），
並對於符合一定資格條件者，准予訴

訟救助。開放工會或財團法人選派之

人到場為輔佐人，且不得向勞工請求

報酬（第 9條第 1項）。

5. 迅速的程序

加速調解及訴訟審理期限。勞動

調解程序原則上應在三個月內以三次

期日內終結之（第 24條第 1項）；勞
動事件訴訟，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

終結為原則，第一審並應於六個月內

審結。但因案情複雜或審理上必要者，

不在此限（第 32條第 1項）。

6. 強化紛爭統一解決的功能

讓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有共同利益

之勞工，可以併案請求，強化紛爭一

次解決（第 41條第 1項、第 42條第 1
項）。

7. 即時有效的權利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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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勞工聲請保全處分的釋明義

務與提供擔保的責任（第 9條第 1項）。
在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特定勞動事件，

法院可依勞工聲請定暫時狀態，讓雇

主繼續雇用勞工並給付工資。此外，

雇主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義

務，並減輕勞工舉證責任等。

其中勞動調解程序部分，主要仿

效日本法勞動審判制度及德國法勞動

法院的調解制度，在考量勞動事件特

殊性與解決爭議的功能需求下，以「當

事人自治解決爭端」的標準為基礎，

賦予調解委員更多功能性權限 [13]。
本法勞動調解係由勞動法庭法官 1人
與勞資專家之調解委員 2人，共同進
行調解，前已論及。勞動調解委員則

由法院斟酌調解委員學識經驗、勞動

調解委員會妥適組成及其他情事指定

之（本法第 21條第 2項參照）。其與
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之不同，在

於不得由當事人兩造自行選任，當然

更無所謂「獨任調解人」進行調解之

情形。

本法建構之勞動調解程序進一步

說明如下 [14,15]：

1. 參考日本法制，設立勞動調解程序，
以勞動法庭法官 1人與具有勞資事
務、學識、經驗的調解委員 2人共
同組成具專業性的勞動調解委員

會，進行勞動事件調解，且勞動調

解委員應基於中立、公正立場處理

勞動調解事件。

2. 勞動事件採調解前置主義，原則上
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行勞動調解程

序，以提昇勞資爭議當事人自治解

決紛爭功能。

3. 當事人聲請勞動調解後，除有聲請
不合法、法院無審判權或管轄權，

或其他依法得裁定駁回之情形，得

由勞動法庭法官依法處理外，法院

應指定調解委員 2人與勞動法庭法
官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並於

聲請調解之日起 40日內指定第 1次
調解期日。

4. 為達迅速解決紛爭之目的，當事人
負有促進程序之協力義務，儘早提

出事實及證據，勞動調解委員會亦

應儘速聽取當事人陳述，整理爭點

及證據，必要時得調查證據並使當

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曉

諭當事人訴訟可能結果，原則上於

3次期日內終結勞動調解程序。

5. 酌採仲裁原則，擴大勞動調解弭平
紛爭成效。

6. 如調解不成立，而依民事訴訟法
第 419條規定為訴訟之辯論或視為
自聲請調解時已起訴者，應由參與

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續行判決程

序，以強化勞動調解程序實益，惟

不得將當事人於調解程序所為之陳

述或讓步，採為判決基礎。

現行勞動訴訟，雖有調解等制度，

然未有特殊規定，與一般民事爭議相

同，往往相當冗長，數年甚至十餘年

多所存在，不僅使勞動關係處於不確

定性，縱使勞工獲得勝訴，亦無法再

回復原職 [16]。考量勞動事件與一般
的財產糾紛不同，兩造當事人間往往

存有知識、經濟能力之差異，且爭議

的發生及雙方權利義務的履行，亦受

勞資實際互動狀態影響而趨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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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賴於熟稔勞資關係與專業知識者

介入 [17]。勞動事件調解制度並非為
強化當事人之爭執對抗，而是促成勞

資雙方共同有效解決問題，以因應新

時代的紛爭解決需求。因此在法院處

理勞動紛爭程序中，對法官的期待除

傳統單純的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訴

訟指揮及裁判者角色外，並重視發揮

為當事人實質解決紛爭之功能 [18]。
勞動法庭之人力是否充分，係勞動事

件法能否發揮功能的基本條件。在現

有人力下，調解事件由法官親自為之，

且有勞資雙方推薦之兩位委員需相互

配合，相關規定對勞動法官業務造成

影響，則需持續觀察及審慎面對 [19]。
司法院為了解勞動事件法新制是

否發揮預期成效，有效保障勞資雙方

權益，故辦理「法院勞動調解及續行

訴訟制度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

當事人對勞動事件新制多持肯定看法，

其中有 74%的受訪者認同「勞動調解
不成立由同一法官續行訴訟」新制度；

對於法官在程序中的說明、問案態度

及進行效率等，滿意度均逾 80%。司
法院指出，勞動調解新制是由 1位法
官與 2位熟悉勞資事務的勞動調解委
員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在調解

程序中，委員會已聽取當事人陳述、

整理相關爭點與證據，適時曉諭當事

人訴訟可能結果；於調解不成立時，

由參與調解的同一法官續行訴訟程序，

並視為自調解聲請時已經起訴，且以

調解程序中已獲得之事證資料，進行

訴訟，可有效提升勞動調解程序效率，

解決勞動紛爭，兼顧司法資源合理運

用及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 [20]。

結論
本研究回顧我國勞資爭議調解與

勞動事件調解制度設計演變與脈絡，

至勞動事件法施行後，勞資爭議經行

政調解，後另提起司法調解及勞動訴

訟情形，展望未來，可持續蒐集相關

資料，掌握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全

貌及實況，分析利弊得失，提出我國

勞資爭議調解與勞動事件調解制度設

計及相互協力之具體建言。

勞動事件法對勞動事件調解賦予

法官重責大任，期減少訟源並發揮司

法調解功能，與行政調解共同處理及

解決勞資爭議，實務運作如何，值得

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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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創全球勞工 
ILC倡議人本復甦策略
第 109屆國際勞工大會側記與分析

廿一世紀黑死病 COVID-19重創
全球經濟，病毒變種仍未止息，一有

漏洞，隨時反撲，人際接觸廣泛的職

場勞工首當其衝：減班休息、無薪假、

停工、失業、病危、死亡。勞工安全

衛生與勞動關係，全球亮起紅燈。特

別是站在第一線的勞工無法避免接觸

帶原的病毒：醫療人員、警消人員、

交通運輸工作者、外送平台人員及教

育工作者等，都面臨工作一天，就是

一場生死戰。

各國因此提出各級防疫措施，小

至居家檢疫、遠距在家工作、禁止人

員聚集、實名制、限制員額進出、封

城等，都損及正常的經濟運作，產業

受到衝擊，營運慘憺。各國提出的紓

困方案，因不同考量，種類繁多。施

打疫苗政策，有時厚此薄彼，一時也

無法全部落實到全數勞工的身上。全

球勞工界因應疫情的大方向，到底是

甚麼？燒了近兩年的疫情，歐美西方

先進國家雖有資源救濟勞工，甚且緩

不濟急；第三世界或貧窮落後國家，

有的糾結於政經文化因素，求助無門，

還得自求多福。

有鑑於此，第 109屆國際勞工大
會（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ILC）於 2021年 6月召開，通過「以
人為中心的復甦全球行動倡議」，呼籲

各國基於人道、包容和彈性的大方向，

在疫情緩解復甦的道路上，應該更加

重視尊嚴勞動，消除不平等；不要忽

略弱勢勞工，因為越是忽略弱勢，越

容易造成疫情的破口。ILC呼籲各國
在後疫情時代，採取具體行動方案，

讓社會保護機制更完整。並且攜手合

作，展開社會對話，集政府、雇主和

勞工組織，制訂有效的政策。ILC的
代表指出，國家在危機初期啟動社會

對話，可以減少對勞工的衝擊，促進

經濟復甦。

原本應在 2020年召開的 109屆國
際勞工大會（或稱全球勞工大會），延

後到今（2021）年 6月召開。有來自 
181 個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的 171 名
部長、副部長、工人和雇主代表，大

約 4,500人齊聚線上，討論勞動世界最
重要及最緊迫的問題，並就疫情後如

何實現「以人為本」的復甦策略展開

討論。大會制定並通過勞動世界應對

疫情的成果檔案、開展社會保護，進

行分組討論；審議了有關國家和地區

實施國際勞工標準情況。第一部分於 6 
月 3 日至 19 日召開，期間，還邀請了
教宗和各國領袖進行「工作世界高峰

會議」，本文即是記載參與觀看此次大

會情形。

張玉燕 研究員兼組長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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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大會是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的最高權力機構。按例每年五、六月

間在日內瓦舉行，此次乃國際勞工組

織史上第一次採用視訊方式開會，線

上有各種語言的翻譯，類似聯合國的

會議規模。各國勞工、雇主、產、官

代表均同意在疫情侵襲之際，線上討

論勞動議題實屬必要，也符合時代潮

流。大會主席Mr. Omar Zniber開幕時
強調，最好的方式還是面對面（face to 
face）商討國際勞工議題，希望明年能
舉行實體會議。

所處疫情階段不一，所引發的勞動力

市場危機結束之日，似乎遙遙無期。

容或復甦期間就業機會增加，至少要

到 2023年後才能抵消疫情造成的工作
流失。與此同時，貧困增加，不同區

域和年齡層人口，皆面臨更為加劇的

就業困境。

儘管有些國家復甦在即，但是危

機並未結束。各國代表一致呼籲，各

國須堅持：

1. 促進廣泛的經濟增長和創造生產性
就業機會；

2. 支持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市場的轉型；

3. 加強包容的、可持續的和有復原力
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所需的支撐體制；

4. 利用社會對話，制定以人為中心的
復甦策略，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真

正的復甦。

圖 1 主席Mr. Omar Zniber（中）於線上會議主
場，主持開幕式

圖 3 筆者（左）於線上觀看聆聽雇主代表發表
談話

圖 2 會議場外走廊上排滿代表各參與國家的國
旗，一片旗海，甚為壯觀

新冠疫情重創勞動市場　2023年
可望稍解

與會各國代表均表示，雖然隨著

疫苗的問世，疫情稍微趨緩；然各國

全球行動計劃倡議　尊嚴勞動去
除不平等

ILO提出《全球行動計劃》旨在
實現以人為本的復甦，創造尊嚴勞動，

解決由疫情帶來的不平等，被列為優

先事項。此項行動計劃的目標在確保

經濟社會復甦具有包容性、可持續性

和韌性。

計劃包含兩個層面。一、鼓勵政

府、工會和雇主在提供工作機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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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強對可持續發展企業的保護和

支持。二、發揮國際合作組織和多邊

機構的功能，從而實現全球協調復甦。

世界勞工組織秘書長蓋·萊德

（Guy Ryder）在會中通過此項決議，
他表示決議提供了明確且全面性的指

導，促使各國民眾所企盼共同發展的

政治願望，能轉化為具體的行動。

蓋·萊德（Guy Ryder）補充說，
復甦的有效性和韌性很大程度取決於

社會的包容性。人們需要重視在此次

疫情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否則它

將造成長期的社會經濟創傷。

圖 4 秘書長蓋 · 萊德（Guy Ryder）發表演講

ILC工作世界高峰會 教宗與各國
領袖籲人道防疫

在 6 月 17 日至 18 日舉行的「工
作世界高峰會」（The World of Work 
Summit），邀請各國領導人、工人、 
雇主組織、以及聯合國代表在會

上發表了演說，包括教宗方濟各

（Francesco）、亞太地區代表韓國總
統文在寅、歐洲代表葡萄牙總理安東

尼奧·科斯塔（António Luís Santos da 
Costa）、美洲代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非洲代表剛果民主共和國總

統費利克斯·齊塞克迪（Félix Antoine 
Tshilombo Tshisekedi）。

工作世界高峰會重點在於關注全

球應對 COVID-19 危機的必要性以及為
建設更美好的工作未來所需的行動。

教宗：弱勢勞工易遭排斥　政府
認真防疫是善舉

教宗方濟各透過視訊直播，他首

先讚揚 ILO近幾個月來「特別關注疫
情時代最脆弱的弟兄姐妹，於此方面

所做出努力，值得稱讚」。他說，當我

們在尋求後疫情時代經濟活動的解決

方案時，應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視，也

應避免「消費主義」或「國家民族主

義」。必須尋找解決方案，幫助我們在

尊嚴勞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工作

未來和促進共同福祉。

教宗提醒，移民、弱勢工人及其

家屬「通常被排除在獲得國家健康促

進、疾病預防、醫療護理、經濟保護

計劃及社會心理服務之外」。但是，這

種排斥增加了疫情爆發的風險，使得

抑制新冠疫情大流行，變得艱難，也

對公共衛生構成了額外的威脅。

教宗展望未來，至關重要的是：

教會、聖座與國際勞工組織等，共同

行動起來，支持並糾正影響勞資關係

不公正或不正確的任何措施。他說：

「我們都很脆弱，但同時也很有價值。

我們希望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將

撼動我們內心深處。消除不平等、治

癒損害人類健康的不公正時刻到了」。

教宗強調，當今，所謂工作已經

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典型就業」。非

典型就業或隱藏經濟的工人（例如，

街頭小販或家事勞工）及其家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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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這使得他們「無法依賴社

會保險或社會援助計劃所提供的保

護」。教宗進一步說：「必須確保社會

保障能惠及隱藏經濟的勞工，而且也

要特別關注婦女和女童的特殊需要」。

教宗特別提醒政治家和所有在

政府工作的官員，是受到政治恩賜的

慈善事業。他舉例，你可以幫一個老

人過河，但如果是政治家可以搭一座

橋，讓所有需要的人過河。你可以用

食物幫助人，但如果是政治家，可以

創造就業環境，實現高尚的善舉，讓

他人有工作機會，獲得尊嚴勞動。所

以，在政府部門認真工作，是可以做

善事的。

教宗也提醒企業家，他們的真正

使命是「為所有人創造財富」，商業能

力是天主的恩賜，「應該始終明確地促

進他人的職涯發展，尤其通過創造多

元化的工作機會，來消除貧困」。最

後，教宗鼓勵所有與會者，表明「教

會將支持他們，與他們同行」。

登時特別說，拜登乃繼 1941年羅斯福
總統及 1999年柯林頓總統之後，第三
位在國際勞工組織發表演講的美國總

統。拜登表示，我們要從危機中走出

來，必須解決一些不平等現象，讓工

人有權透過工會組織，賦予其職權，

提高工資，維護自身權利；對於使用

童工，或以強迫他人勞動的獨裁者，

必須予以制裁，繩之以法。

拜登說美國將和大家一起努力，

建立一個強大的包容性社會，一起努

力，促進經濟的復甦，也堅信以民為

主的國家，一定會贏得未來。

圖 5 教宗方濟各於工作世界高峰會發表演講

圖 6 美國總統拜登線上出席工作世界高峰會並發
表演講

拜登：用民主方式　解決不平等
現象

國勞組織秘書長蓋·萊德介紹拜

南韓總統文在寅：均衡恢復 預防
不平等擴大

南韓總統文在寅受邀在演講中表

示，受疫情影響，全球有 2.5億個全時
工作消失了。疫情衝擊遠大於以往的

全球金融危機，弱勢階層更是受到重

創。如今是國際勞工組織和所有國家

攜手守護勞工、追求以人為本復甦的

時刻。各國人民和企業應均衡恢復，

政府要主動介入，不應僅依靠市場機

制，如此，才能預防不平等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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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提出：60%勞工連續 10年　
每年 1次數位培訓

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科斯塔作

為歐洲代表在會中表示，這場疫情使

得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勞動世界上更

是如此。歐盟在這次的緊急狀態下，

提出了減輕失業風險援助計畫，幫助

勞工一旦遭遇被解僱時，展開一些短

期工作機會。另外，一些弱勢群體在

疫情遇到很大困境，例如非典型勞

工、青年、移民及婦女，也要提供協

助，現在的目標，就是要盡可能地保

護他們。

葡萄牙總理說，疫情加速了數位

化的轉變，得利於使用網路工具，提

供遠距工作、教育和醫療的便利，讓

生活更加靈活，人與人之間得以連繫。

但如果沒有此項工具，人與人之間將

形成另外一種隔離。然而，因為數位

科技的發達，也涉及到勞工法的層面。

如何確保遠距工作和數位平台的監管，

在全球進入工業 4.0後，AI人工智慧、
大數據的蓬勃發展下，對勞工資訊隱

私權帶來新的挑戰，國際間對於尊嚴

勞動以及個人資訊保護的重視，勞工

資訊隱私權的議題，必須受到關注，

希望能納入議題當中。

他建議，進一步提升勞工的技能

和素質，使之適應數位化的轉型，亦

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方面，歐盟機構

與各方達成協議，定下了一些量化指

標；其中一個就是：有 60%的工人，
應該每年參加一次就業培訓，並持續

10年，這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如此，
才能夠不斷的提升技能，促進尊嚴勞

動，跟上時代，讓我們的社會更有復

原力。他說這場疫情沒有放過任何人，

他相信透過社會對話、大家團結合作、

採取行動，歐洲可以戰勝疫情。讓我

們的社會更有復原力，建立一個更公

正、數位化和綠色的社會。

圖 7 南韓總統文在寅線上出席工作世界高峰會並
發表演講

圖 8 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 · 科斯塔線上出席工作
世界高峰會並發表演講

剛果總統：非洲疫情猛烈　動員
防疫創造綠色就業

代表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

齊塞克迪，一開始向在疫情喪命的受

害者表示哀悼。也向抗疫戰士的醫療

人員致敬。他說，非洲從ㄧ開始的疫

情猛烈，加深了人們的脆弱性，也加

深了貧困。非洲國家透過促進就業措

施，以降低衝擊。非洲聯盟也藉由教

育推行相關工作，實現全面醫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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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尊嚴勞動。同時也將建立穩固的保

護工作權機制，減少新技術帶來的落

差，創造多樣化的就業機會，包括綠

色就業。

他表示，唯有更多的團結、相互

幫助，才能克服疫情帶來的侵襲。整

個非洲大陸動員起來，增強醫療體系

的建立，增進國際協作的努力，以便

能更完善的保護勞工就業與收入。

齊塞克迪特別提到他們一個表現

突出的績效，就是女性擔任政府重要

部門的職務，達到史上新高的 27%。
例如：副總統、部長，特別是在環境、

司法等部門的女性首長，都有很好的

表現。

個鮮活的孩子，理當有的希望和夢想，

遭到扼殺。童工面臨著身心遭到傷害

的危險，被剝奪教育的機會，同時也

限制了他們未來發展的權利和機會。

這導致貧窮和童工勞動的惡性循環，

他們無法上學接受教育，也沒有時間

自由自在地遊戲。許多兒童沒有得到

合理照顧，營養不良，剝奪了健康成

長的機會。

2002年國際勞工組織創立每年 6
月 12日是「世界無童工日」，旨在提
高全球各國對童工問題的重視，並推

動消除童工現象，期望在 2025年前
終結全球的童工問題。尤其在片中呈

現印度、盧安達、肯亞、孟加拉、巴

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都有嚴重的童工

問題，從美國勞動部 2020年 10月發
布的「2020 List of Good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or Forced Labor」報告中，
有一張是於 2010年 5月 14日的照片，
我們看到在磚廠分撿磚塊的阿富汗兒

童，他們每天工作時間從早上 8點到
下午 5點，嬌小的身體，拿著相對沉
重的磚塊，看了令人印象深刻。

而 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印度
的凱拉許‧沙提雅提，在頒獎典禮上

說「讓每個孩子能自由自在地當個孩

子，是我這一生的夢想。」，就是要打

造一個沒有童工的世界，讓童工成為

歷史名詞。

ILO拯救童工問題的行動不是口
號，因為世上所有的孩子都是未來的

主人翁，即使各國面臨不同的困境，

也要阻止童工問題的出現或惡化。四

年增加 840萬的數據，再一次警醒世
界，消除貧窮、保護兒童，禁止童工，

不應該只是說說而已，政府、企業、

圖 9 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齊塞克迪於工作世界高
峰會發表演講

全球 1.6億童工　ILO籲 2025終
結童工問題

大會召開期間，適逢6月12日「世
界無童工日」，大會也特別製作專輯，

呼籲禁止童工強迫勞動。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發布的最新報告《童工：2020
統計，趨勢和進程》指出，全球童工

人數在過去 4年增加了 840萬，達到
1.6億。這些龐大數字的背後，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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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學校等團體，都責無旁貸！

ILC增強社會保護系統　後疫情
時代加緊落實

ILC在分組會議總結報告上，雇
主團體代表說：「COVID-19像是一個
缺口，讓所有東西冒出來」。充分的社

會保護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當疫

情大流行之際，平台工作的人，移民、

或移工，是最缺乏保障的一群人，然

而他們又是最弱勢的。因此，在 論時

特別提出加強社會保障的覆蓋率，雇

主也很支持，希望有持久的機制，而

其執行則有賴政府，進行各種改革。

比利時工人代表認為，強而有力

的社會保護系統，才能夠保障每一個

勞工。一個小破口，就可能無盡的蔓

延，社會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歐盟也認為，這次疫情，更凸顯了各

個國家的命運是相關連的。不公平的

工作，是社會包容的敵人。終結貧困，

促進經濟，加強移工的社會保護，不

讓任何一個人掉隊，並呼籲應強化對

女性保護的覆蓋率。大會一致通過，

從新冠恢復後，必須完成社會保護決

議草案。

關於社會保護的討論側重於 
COVID-19 的影響和工作世界中發生的
快速變化。代表們通過的結論，概述

了為建立適應工作世界發展的普遍、

充分、全面和可持續的社會保護體系，

而採取的緊急行動機制。包括採取措

施加強國家社會保護政策、縮小融資

缺口、調整社會保護體系。

結語
第 109 屆國際勞工大會是國際勞

工史上第一個線上會議，呼應了時代

的趨勢。重點討論 COVID-19 對勞動
世界的影響，並提出因應之道，首在

確保消除勞動不平等，以人為本的紓

困政策，和包容弱勢的復甦策略。

在全體討論中，秘書長蓋·萊德先
生向 COVID-19 時期工作會議提交報
告，他引用了國際勞工組織 2019 年百
年宣言中，以人為本的精神：在全球

COVID-19大流行時，各國提出可持續
實行的勞動經濟政策，和具有包容性

的應對措施。不分彼此，善待弱勢者

和兒童。各國代表一致呼籲，希望在

疫情大流行中或之後，創造以人為本

的復甦措施，避免對經濟和社會造成

長期的傷害。

這項全球行動的呼籲，要求各國

動起來，承諾確保其經濟和社會消除

不平等，類似不患寡而患不均。因為

不平等地厚此薄彼，必然造成新的人

為危機，減緩防疫的動能，讓勞動安

全衛生更為脆弱，讓勞動關係更為惡

化。因此，要考量從危機中復甦的原

則，必須是「完全包容、可持續和有

彈性的」。

筆者線上觀看此次大會，聆聽各

國主要代表在疫情的重創下，各個神

色凝重，大聲疾呼，誠實面對疫情長

遠可能造成的隱藏危害，勿心存僥倖，

勿故步自封，更須秉持專業，盡心盡

力的奉獻，沒有調侃，沒有指控，更

沒有廢話，迫切地希望解決勞工正在

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

事實上，在面對嚴峻的疫情時，

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真正考驗的是人

性，各國各族皆然。面對疫情勞雇雙

方難免心存恐懼，徬徨無助，為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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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例外，也可能遭受到感染的威脅

和恐懼。唯有提倡人人心存人道和善

念，並提出良善的防疫和紓困之道，

關懷弱勢，始終如一，不負人民所託。

這種體察萬民病痛，提出人道考量的

政策呼籲和行動方案，不只是一人一

國的慈悲為懷而已，而是胸懷天下萬

民的善舉，如此一本人道的包容和初

心，令筆者甚為感動。

號 稱 廿 一 世 紀 黑 死 病 的

COVID-19，無人能置身事外，不分種
族、國別、和黨派，應該以民命為本，

從中學得經驗。並且提升專業和視野，

為未來可能的下一波疫情，擬好長久

的防範措施和永續的政策，藉此協助

勞工同步提升「防疫素養」和「職場

安全衛生素養」；防疫同感、勞雇一

體，藉以改善勞動關係。身為政府行

政部門的一份子，更應嚴肅審慎以對，

無權推諉塞責，也無須誇大政策效果。

因為無人能預測，下一波疫情會在哪

裡反撲？又會在哪一個國家找到破

口？又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閉關自守？

ILC就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在線同步
呼籲，大家同在地球村內，以人為本，

不分遠近，無論彼此，為勞工請命，

同抗疫病。

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行銷學教授

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在
他最新出版的《疫後大未來》一書中，

針對高等教育的評判裡有一段寫得很

生動，在疫情爆發之前的大學教授會

說：「除非我死了，別想讓我用線上教

學。」言猶在耳，結果，在疫情爆發之

後卻改口說：「除非有疫苗，別想讓我

踏進教室一步。」這場巨變讓他們不得

不學會操作視訊、錄製課程、設計數

位作業。因為不願改變的，就會被淘

汰。從這例子，我也聯想到，疫情爆

發前，公家機關很多事物都需要民眾

親自臨櫃辦理、員工都要在辦公室裡；

一旦疫情升級，馬上改線上辦理、二

分之一員工居家辦公，以前幾十年做

不到的事情，一夕之間，都做到了。

不只行動上、心態上也改變了，這就

是疫情帶來的巨變。

我們看過歷史上幾次重大的事

件，每一次的危機裡面，都藏著機會。

臺灣雖然不是 ILO的會員國，但是藉
由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可以進行盤

點，在歷經這次疫情洗禮後，可以看

出我們人民的素質及過去多年來在醫

療及公衛體系方面之努力，已逐漸成

為一個發展成熟的國家，更曾被國際

報導稱讚為典範。今後如能利用這次

疫情所帶來之契機，對我國科技發展、

勞工技能、勞工保護及就業政策做更

進一步之改革，可讓我國勞動者之權

利進一步提升，為來者謀求最大幸福。

會議的第二部分於今（2021）年
11月 25日至 12月 11日舉行，議程包
括關於不平等和勞動世界以及技能和

終身學習的專題討論。（寫於 2021年
7月 1日）。

圖 10 疫情發展使得線上會議成為一種「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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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導入新興科技與應用改變既有的生產及服務流程，許多例行性的工作將

面臨被自動化替代之風險，本文將透過企業訪談瞭解科技發展對於人力運用之改

變，並透過企業問卷及勞工問卷瞭解企業面對科技導入對於男性及女性員工之進

用、工作分配及升遷等是否有不同考量及影響。

多數企業表示科技相關工作之安排以專業能力為主，不會以性別作為考量，

但在勞工問卷調查中，有一成左右的勞工認為公司內部科技相關工作會先分給男

性，勞工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主管認為女性科技能力較弱的刻板印象及女性因為需

照顧家庭而工作配合度較低。

另一方面，新興科技的發展對於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相關科系

學習者仍以男性為主，雖然近年來有越多女性投入程式設計領域，但其成長速度

遠不如企業之需求，使得科技相關部門及整體企業男性員工比例上升，擴大男女

就業比例差距。

對於工作將面臨科技取代之勞工，政府應提供科技設備應用之職業訓練，協

助勞工快速因應科技導入。為縮短科技相關工作的性別差異，可透過獎勵措施或

女性專班機制，鼓勵女性學子投入科技相關領域；透過演講、座談等形式推廣女

性科技從業人員典範，除可提供女性學子典範學習及諮商對象外，應讓男性勞工

瞭解女性在科技領域也能十分傑出，改變男性既有的刻板印象；鼓勵企業推動性

別工作友善計畫，定期檢視內部性別比例，規劃遠距工作、彈性工時、平衡性別

比例之計畫。

關鍵詞：科技、工作、勞工、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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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隨 著 網 際 網 路、 資 通 訊 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大數據及 AI人工
智慧等新興科技的蓬勃興起，企業透

過科技的導入改變既有的生產及服務

流程，對於不同性別勞工的人力運用

亦產生不同的影響。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1]在 2017年就業展望報告中提到，
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使得就業市場產生

「工作兩極化」（job polarisation）與「去
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現象 1，

例行性的生產工作或行政事務較容易

被自動化取代；對於極需腦力處理複

雜認知任務之專業人員而言，ICT只
是補充（complementing）工具；而低
階技術工作的非例行性勞務，例如餐

飲製作、清潔等工作內容較為繁瑣，

反而較不易被自動化取代。

工作被取代的衝擊對於不同性 
別勞工也有所不同，OECD（2017）[2]
指出以女性為主的餐飲服務業、零售

業之服務人員，男性為主的製造業、

建築業和交通運輸領域，被自動化替

代的風險較高。相對而言，以女性為

主的產業，如教育、社會工作和健康

照護等，其自動化風險則較低。

雖然在科技與工程相關領域之女

性從業人員有增加的趨勢，但就整體

比例來看仍以男性居多，女性較少投

入該領域的原因包含傳統對於「男理

工、女人文」的性別期待以及教育分

流可能導致的數位能力落差。辛炳隆

（2017）[3]在探討女性就業者面對服
務業資訊化的影響中發現，數位能力

的高低對女性勞工面對目前的工作內

容及適應未來服務業資訊化趨勢下皆

為重要的因素。

科技發展不僅降低交易成本、改

善服務流程、提升人力運用與管理的

效率，也催生許多新的服務與商業模

式，對勞動市場亦產生相當影響，如

增進某些技能或職務的勞工生產力，

改變傳統的工作型態，如在家工作

（home-base work）變得可行。科技設
備的應用也打破過去對於勞力、體力

的依賴，轉而發展以「知識」為主的

生產模式，勞工須改變既有的工作模

式，運用電腦或科技設備進行生產與

服務，不同性別勞工可能因為數位能

力差異而導致適應上的落差或產生心

理上的壓力與排斥。

企業科技導入的程度也影響科技

對於勞動市場的衝擊，尤其我國多數

以中小企業為主，科技化、數位化將

縮小抑或是擴大勞動市場的性別差距

（gender gaps），值得進一步探討。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文為了解企業在科技設備及技

術使用下，對於不同性別人力運用之

影響，因此本文參考 2011年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5]之各行業數位化程度與
2016年科技統計要覽 [6]之各行業研

1 勞動市場兩極化係指中階技術、中階薪資的就業機會所占比例逐漸萎縮；去工業化則是指就業機會從原本以
製造業為主轉變成以服務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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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支出占比，考量就業人數較多之行

業，挑選科技導入程度較低的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及較

高的服務業（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金融及

保險業）進行分析；製造業方面則根

據經濟部定義區分不同技術程度之科

技產業及傳統製造業，本文將以科技

產業、傳統製造業及五大服務業進行

後續分析。

透過企業訪談的方式探討前段所

述產業中企業因應科技發展對於人力

運用之改變，並透過企業問卷調查之

方式，瞭解企業內部科技相關職類之

性別比例以及聘用時所重視的條件與

資格是否存有性別差異；同時透過企

業問卷及勞工問卷分析企業內部科技

對於不同性別勞工在工作分配、升遷

等面向是否有不同的影響及原因；影

響因素方面亦透過勞工之深度訪談進

行研析；最後則透過勞工問卷瞭解對

於科技發展趨勢之看法，研究架構如

圖 1所示。

企業因應科技發展對人力運用 
之現況

我國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由於

生產技術、營業規模等差異，不同行

業之企業科技導入的情形也有明顯的

差異。對於製造業而言，隨著製程高

度專業化與分工，生產線都陸續導入

機械化或是自動化，透過機械設備處

理原本重複性、高度依賴勞力及高危

險性的工作，但現階段我國企業並未

做到完全自動化或是無人工廠的生產

模式，主要的原因在於投資成本過於

龐大，跟據 2015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
查報告 [7]顯示，我國 20人以下之工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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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約占全體工廠的七成，但其平均機

械設備投入金額不到 100萬元，顯示
我國中小企業資本設備相對較低。

此外，較為複雜性、細緻性的工

作，由於生產步驟過於繁雜，若要開

發符合功能的自動化機械，其成本較

現行以人工處理來得高，但企業也明

確表示隨著我國人力成本逐年提高，

透過自動化節省人力的趨勢會越來越

普及，以下為各產業企業導入科技發

展訪談之摘要：

1. 製造業

(1) 某科技製造業人資主管（編碼 A）

‧ 生產線上的自動化設備有，但是程
度沒有那麼高，因為商品是高度客

製化，無法做到完全自動化生產。

‧ 多數的組裝工作都是以中高齡女性
為主，產線中端偏重技術相關工作

則以男性居多。當自動化設備導入

後，重複相同動作之組裝工及設備

操作工將面臨被機器或自動化替代

之風險。

(2) 某化學製造業人資主管（編碼 B）

‧ 公司生產線的作業人員仍以男性為
主，因為現場工作仍仰賴體力工作。

就整體而言，我們公司的男女比例

為 7：3，像有些電子業產線會有女
性員工，但因我們產線所需的條件

屬於化工類，讀化學、化工類的女

性就相對較少。

‧ 資通訊科技的進步可以透過一些
輔具減輕某些職務在體力上的負

擔，未來若公司產線導入相關設

備，確實可以增加女性投入生產

線的可能。

(3) 某傳統製造業人資主管（編碼 C）

‧ 公司整體而言男女比例約 4：6，主
要結構以生產線居多，生產線的組

裝從業人員又以女性為主，但若屬

於搬運等體力投入較多的職務，則

以男性比例居多。

‧ 公司目前的生產型態尚無法做到無
人工廠的模式，產線到後段還是需

要透過人工進行組裝，但有些比較

簡易例行性的工作，就導入機器來

代替人工處理，如折說明書的部分。

就個人觀察，我所服務的產業在導

入科技化或數位化的腳步還算是比

較慢的，所以員工尚未感受到立即

的威脅。

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 某醫療業人資主管（編碼 D）

‧ 目前資訊化設備導入取代人力的狀
況並不明顯，主要的原因是資料還

是需要透過人來輸入，如果要做到

節省人力就要做到「語音識別」，但

目前的技術仍有困難的。資訊系統

的導入還是以輔助人員為主，是流

程上的改善，讓使用者能更準確、

更有效率的工作。

‧ 科技的導入幫我們處理掉許多行
政、例行性的工作，讓工作的操作

模式產生改變，例如原本是用手開

刀，現在變成用達文西手臂在開刀

等，加上遠端科技的應用與結合，

使醫生可以服務遠端的病人，這些

在技術上都是可行的，但比較大的

限制還是在於「法令」。

‧ 對於醫師和護理師而言，現在有
越多的科技及輔具來協助他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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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讓他們做得更快、更輕鬆、

更精準，能服務的範圍也不再侷

限眼前的病人，這些都會改變他

們工作型態與樣貌。

(2) 某醫療業人資主管（編碼 E）

‧ 在未來科技結帳系統成熟的趨勢
下，櫃檯人力會減半，將運用原有

人力轉換成「走動式服務」，提供較

多的關心及陪伴。

‧ 現在醫院導入智能化科技，護理人
員可以用「行動查房車」巡病房，

用條碼機透過電腦確認配藥資訊，

醫生也可以在遠端開立醫囑。

3. 金融及保險業

某金融業人資主管（編碼 F）

‧ 人力運用目前並未因為科技應用而
導致人力大幅減少，反而是服務項

目增加。例如過去總機只要接電

話，現在還要兼數位產品的介紹；

又如保全人員，還得懂得分流、

引導客戶，同時也得教導顧客操

作 ATM，做好客戶關係；所以職
務的工作內容起了變化、應用也複

合化了，每個人得學會多重技能

（multiple skill）。

‧ 整體而言，因應科技發展雖然有些
職務會被取代，但也衍生出許多的

新職務或工作，一消一長之間，並

不必然是會減少人力的需求。

‧ 因應科技的日新月異，公司也會視
業務的需要而新增新的部門（如金

融科技投資部門），這都會衍生出新

的職缺，如需要金融科技的整合人

才等。

4. 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某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負責人（編碼G）

‧ 主要是根據客戶的要求，如果客戶
要的是人的服務，我們用機器人服

務也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

‧ 我們最近在做 AI機器人，做語意
辨識的同仁中反而是女性比重比較

多，另公司做客服的女性比例也比

較高。

‧ 我們客戶端導入機器人的產業主要
還是以金融業為主，另外就是電商、

物流等服務密集的產業，以金融業

的客服為例，大概約會取代 20%的
人力，但並沒有造成金融業縮減用

人，這些新科技剛開始推動，還在

調整結構，文字機器人的引入後，

反而創造很大的服務量，除取代原

本的人力外，也產生一些新的客群，

衍生出新的職缺與人力的需求。

5. 住宿及餐飲服務業

某住宿及餐飲服務業人資主管（編碼H）

‧ 服務業人力的需求上現階段並沒有
太明顯變化，台灣確實是有少數飯

店走向無人化的模式，也就是所謂

「科技旅館」，從最基本的入、退房

手續及客房服務，皆採用無人的機

械化模式，但這得視業主的經營理

念、定位為何；畢竟在傳統的飯店

服務裡，人的服務是不太可能被取

代的。

‧ 資通訊導入雖減輕從業人員的工作
量，但飯店並不會因此減少前台的

人力編制，仍以提供「人的服務」

為主，故科技導入所節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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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從業人員有更多機會與時間與顧

客接觸和互動，進而提升我們服務

的品質與溫度。

‧ 目前飯店業現在很流行導入 AI人工
智慧，例如顧客可以透過語音下指

令，如開、關燈或點餐等，它就會

連結到飯店後端系統，廚房會收到

指令出餐，機器人就會幫你送到房

間。個人認為飯店運用 AI人工智慧
的部分仍以顧客體驗為主，並不會

取代既有人力。

科技發展雖使部分工作被機器所

取代，並改變員工所需之職能。不少

企業為因應資通訊科技的應用或新業

務的需求，進而成立資訊相關部門，

以處理企業內部與資通訊相關之事務，

包括大數據的分析、客戶服務系統的

功能設計、改良與強化、內部相關系

統的整合與優化等，都會創造新型態

的工作職缺，整體而言人力需求不一

定會減少。

科技相關職類之性別比
圖 2為透過企業問卷調查與科技

最具相關的三種職類，最具相關的前

三種職類分別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技

術員」、「資訊及通訊專業人員」以及

「科學及工程專業人員」，若將排名第

六位的「科學及工程助理專業人員」

納入，占全體的 47.96%，細看該職業
內的性別結構發現，科技相關之職務

仍以男性居多，平均比例為 74.50%。

聘用資格條件之性別差異
企業對於科技相關職務之進用是

否有性別之考量，多數的業者表示科

技相關工作在進行招募時主要以其專

業能力為主要考量因素，並不會因為

圖 2　前 10大與科技相關職業及其主要勞工之性別

備註：「相同」是指該職業男性及女性從業人員人數相當。

資料來源：本研究企業端問卷調查，共計 211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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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而有所差異，但是科技相關科系

之學生仍以男性居多。根據教育部大

專畢業生人數統計，105年度自然科
學、數學畢業生男性為 10,355人，女
性為 7,201人；資訊通訊科技領域畢業
生男性為 18,484人，女性為 9,363人。
使得投遞履歷的求職者中呈現男性較

多的情形，因此在人才招募時聘僱的

也就以男性為主。

約七成的企業表示在人才招募時

會更重視科技相關的資格條件，其中

以「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其次則為

「具備專業職能」及「具備資訊、數位

應用的技能或證照」。不同行業間重視

程度也有所差異，表 1為各行業對於
招募條件的重視比例，其中「金融及

保險業」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高達八成以上（83.33%）。在資格條件
方面，多數行業重視「具備相關的工

作經驗」，惟金融及保險業對於「具備

資訊、數位應用的技能或證照」更加

重視，此應與該行業辦理相關業務多

需要相對應之證照特質有關。

科技發展對不同性別 
人力運用之考量

為瞭解企業在科技導入後對於職

場各面向是否存在性別考量，透過企

業端問卷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 211
家受訪企業中，不論是在「工作分

配」、「提供員工科技相關訓練、進修」

以及「升遷方面」，企業多數認為沒有

性別上的考量（參見表 2），僅有 5家
受訪企業表示與科技相關的工作會盡

量分配給男性員工，1家企業表示在科
技相關職務上男性較有升遷機會，其

比例都較勞動部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

況調查 [8]結果低。
勞工問卷方面（參見表 3所示）

則有 6.3%的勞工認為科技相關工作分
配會以男性為主，3.4%的受訪勞工認
為科技相關訓練、進修男性的機會較

多，尤其是傳統產業製造業、科技產

業製造業與金融及保險業，各約有一

成的受訪者認為有性別差異；至於升

遷方面，有 9%受訪勞工認為科技相
關職務男性升遷機會較多。在深度訪

談中，金融及保險業的從業人員亦提

及，雖然隨著國人整體程式語言素養

的提升，女性投入程式設計相關行列

之人數也逐年增加，但其速度仍不如

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人才需求，故企業

內部資訊部門重要性越高或資訊相關

僱用人數增加，企業整體男性就業占

比就會提高。

勞工認為科技相關工作有職場性

別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不同性別對與

科技相關工作要求的配合度不同」及

「不同性別所具備的科技相關能力不

同」，兩者都占全體填答人數的 48%
（參見表 4所示）。其中傳統產業製造
業有近五成的受訪者認為科技能力、

工作配合度及科技相關工作應由特定

性別來做，這些都會影響職場的性別

差異；科技產業、批發及零售業與住

宿及餐飲業受訪者認為主要的原因為

科技能力與工作配合度；金融及保險

業受訪者則認為影響職場性別差異的

主要原因為科技相關工作應由特定性

別來做；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認為職場上有性別差異的人相對較少，

僅有 2位；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則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工作配合

度是影響性別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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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業招募時更加重視科技相關資格條件 -行業別與公司規模

資格條件

企業會 
更重視 
科技相 
關的「資 
格條件」

重視的資格條件

總數

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

（STEM）相
關科系畢業

具備資

訊、數位

應用的技

能或證照

具備相關

工作經驗

具備跨領

域專長

具備專

業職能

產業別

製造業（傳統產業）

(n=30)
19

19
7 13 14 5 10

63.33% 36.84% 68.42% 73.68% 26.32% 52.63%

製造業（科技產業）

(n=30)
22

22
12 9 19 5 14

73.33% 54.55% 40.91% 86.36% 22.73% 63.64%

批發及零售業 
(n=31)

21
21

7 12 21 6 15
67.74% 33.33% 57.14% 100.00% 28.57% 71.43%

住宿及餐飲業 
(n=30)

11
11

2 4 9 4 6
36.36% 18.18% 36.36% 81.82% 36.36% 54.55%

金融及保險業

(n=30)
25

25
8 20 17 15 15

83.33% 32.00% 80.00% 68.00% 60.00% 60.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n=30)
23

23
5 11 21 12 18

76.67% 21.74% 47.83% 91.30% 52.17% 78.26%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n=30)
25

25
9 10 21 9 15

83.33% 36.00% 40.00% 84.00% 36.00% 60.00%

規模別

中小型企業

(n=117)
83

83
32 42 71 32 51

70.94% 38.55% 50.60% 85.54% 38.55% 61.45%

大型企業 (n=94)
63

63
18 37 51 24 42

67.02% 28.57% 58.73% 80.95% 38.10% 66.67%

合　計 (n=211)
146

146
50 79 122 56 93

69.19% 34.25% 54.11% 83.56% 38.36% 63.70%

註：由於本題為複選題，其比例計算方式為該選項被填答次數 /需填答該題項之受訪廠商總數，故加總會大於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企業端問卷調查，共計 211家企業。

表 2　企業在科技相關工作面向是否有職場性別差異

項目別 內容說明 樣本數
僱用管理就業 
平等概況調查

工作分配

沒有性別考量 206
有性別考量

19.5%
與科技相關的工作會盡量分配給男性員工 5

與科技相關的工作會盡量分配給女性員工 0

提供員工科技相關

訓練、進修

沒有性別考量 211
有性別考量

1.1%
男性接受科技相關進修機會較多 0

女性接受科技相關進修機會較多 0

升遷方面

沒有性別考量 210
有性別考量

1.7%
與科技相關的職務，男性升遷機會較多 1

與科技相關的職務，女性升遷機會較多 0

資料來源：本研究企業端問卷調查，共計 211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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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勞工認為企業科技應用之職場性別差異－行業別

項目別 沒有差異 男性為主 女性為主

與科技有關的工作，在工作分配上是否有「性別」考量

製造業（傳統產業） 81 91.01% 7 7.87% 1 1.12%

製造業（科技產業） 83 89.25% 9 9.68% 1 1.08%

批發及零售業 83 94.32% 4 4.55% 1 1.14%

住宿及餐飲業 45 93.75% 1 2.08% 2 4.17%

金融及保險業 28 90.32% 3 9.68% 0 0.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0 100.00% 0 0.00% 0 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9 93.55% 2 6.45% 0 0.00%

整體 379 92.40% 26 6.30% 5 1.20%

對於提供員工科技相關訓練、進修時是否有「性別」考量

製造業（傳統產業） 84 94.38% 5 5.62% 0 0.00%

製造業（科技產業） 87 93.55% 6 6.45% 0 0.00%

批發及零售業 86 97.73% 2 2.27% 0 0.00%

住宿及餐飲業 46 95.83% 1 2.08% 1 2.08%

金融及保險業 31 100.00% 0 0.00% 0 0.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0 100.00% 0 0.00% 0 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1 100.00% 0 0.00% 0 0.00%

整體 395 96.30% 14 3.40% 1 0.20%

對於與科技相關的職務，在升遷方面是否有「性別」差異

製造業（傳統產業） 80 89.89% 9 10.11% 0 0.00%

製造業（科技產業） 82 88.17% 10 10.75% 1 1.08%

批發及零售業 82 93.18% 6 6.82% 0 0.00%

住宿及餐飲業 43 89.58% 5 10.42% 0 0.00%

金融及保險業 29 93.55% 2 6.45% 0 0.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9 96.67% 1 3.33% 0 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7 87.10% 4 12.90% 0 0.00%

整體 372 90.70% 37 9.00% 1 0.20%

資料來源：本研究勞工端問卷調查，共計 410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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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勞工認為影響職場上性別差異的原因

項目別 填答人數

不同性別所

具備的科技

相關能力

不同

認為與科技

相關的工作

應由某特定

性別來做

科技部門適

合由特定性

別員工擔任

主管

不同性別對

與科技相關

工作要求的

配合度不同

行業別

製造業（傳統產業）
20 9 10 4 9

-- 45.00% 50.00% 20.00% 45.00%

製造業（科技產業）
19 13 7 7 12

-- 68.42% 36.84% 36.84% 63.16%

批發及零售業
16 6 5 4 6

-- 37.50% 31.25% 25.00% 37.50%

住宿及餐飲業
7 4 3 1 4

-- 57.14% 42.86% 14.29% 57.14%

金融及保險業
5 1 3 1 0

-- 20.00% 60.00% 20.00% 0.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 1 0 2 1

-- 50.00% 0.00% 100.00% 5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 2 3 0 4

-- 33.33% 50.00% 0.00% 66.67%

性別

男性
31 16 17 8 15

-- 51.61% 54.84% 25.80% 48.39%

女性
44 20 14 11 21

-- 45.45% 31.82% 25.00% 47.73%

全體
75 36 31 19 36

-- 48.00% 41.33% 25.33% 48.00%

註： 在 410位受訪勞工中，335位勞工表示公司在各工作面向無性別差異或考量，僅有 75位勞工填答其認為會有性別差異
之原因，故樣本數僅 75位。該選項為複選題，故各選項總和超過樣本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勞工端問卷調查。

除行業別的差異外，男女認為影

響職場上性別差異的原因也不一樣，

男性受訪者認為科技相關的工作應由

某特定性別來做，而女性認為影響性

別差異的原因為不同性別對與科技相

關工作要求的配合度不同，顯示女性

確實認為因為家庭照護責任等外在因

素，使得女性在科技相關工作要求的

配合度較男性低，進而產生兩性間的

職場差異。

在性別刻板印象方面，在從業人

員的深度訪談中，仍有部分女性勞工

表示顧客及公司男性同仁認為女性科

技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較差。對顧客而

言，相同規格標準化的解決方案或是

程式設計，當由女性工程師解說時，

顧客會提出不信任的懷疑，但對男性

工程師就不會。另外公司內部的性別

刻板印象亦存在世代的差異，較年長

的男性同仁或是主管會認為女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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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勞工對於科技發展趨勢之看法

陳述內容 性別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認同

比例

未來科技發展與應用範圍有越加擴大

之趨勢

男 104 87 10 4 93.17 

女 97 99 8 1 95.61 

科技發展趨勢會導致工作負擔減輕
男 45 99 50 11 70.24 

女 40 116 43 6 76.10 

科技發展會降低科技工具使用的技術

難度及進入門檻

男 43 117 40 5 78.05 

女 28 131 83 8 77.56 

科技發展趨勢會提升薪資水準
男 32 91 60 22 60.00 

女 31 89 71 14 58.54 

擔心新興科技會取代目前的工作
男 24 80 82 19 50.73 

女 26 76 87 16 49.76 

科技發展對工作職涯發展有正面影響
男 53 131 19 2 89.76 

女 35 139 28 3 84.88 

科技發展對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有所

幫助

男 41 128 31 5 82.44 

女 35 132 38 0 81.46 

面對工作需不斷適應新興科技之導入

而造成的心理壓力或焦慮感的提高

男 41 74 75 15 56.10 

女 38 80 73 14 57.56 

資料來源：本研究勞工端問卷調查，共計 410位勞工。

師的能力較差，但年輕世代則不會。

性別刻板印象往往使得女性科技從業

人員被迫需表現更加突出，才會被認

可，甚至獲得升遷的機會。

另一個科技運用在職場的性別影

響是女性科技從業人員婚後重返職場

更加困難，女性在一般職場上會面臨

結婚、生育導致職場中斷的情形，但

由於科技發展迅速，女性科技從業人

員只要工作一中斷，原職務很快就會

被取代，而且這段期間隨著新技術的

快速發展以及企業的科技導入，使得

女性科技從業人員重返職場的困難度

較一般職場來得高些，甚至有女性科

技從業人員的受訪者表示在「考量未

來升遷下可能會選擇不結婚或婚後不

生育」。

勞工對於科技發展趨勢之看法
在勞工對於科技發展趨勢的看法

上，有九成以上的受訪者認同「未來

科技發展與應用範圍有越加擴大之趨

勢」，並認為科技發展會減輕工作負

擔、降低科技工具使用的技術難度及

進入門檻、提升薪資水準、有助於平

衡工作與生活。在衝擊方面，有近半

數的勞工擔心目前的工作可能會被科

技取代，也有 56.83%的勞工表示面對
工作不斷導入新興科技，使得心理壓

力或焦慮感提高（參見表 5）。
若將男、女性勞工樣本分別比較，

兩性在多數的科技發展趨勢仍抱持相

同的看法，且占比相近，唯獨在「科

技發展會減輕工作負擔」及「對工作

職涯有正面的影響」有較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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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減輕工作負擔方面，女性認同比

例（非常同意與同意占全體樣本）為

76.10%較男性 70.24%，高出近 5.86
個百分點，顯示科技發展的應用對於

工作負擔的減輕女性受益程度較男性

高。隨著科技的導入與應用，過去許

多男性專屬的體力工作、技術工作，

透過機械設備及輔具的協助，例如輕

型堆高機、機器手臂等之導入與應用，

改變傳統產業對於男性的依賴，也提

升女性投入相關職場的機會，無形中

也縮減女性在該職場與男性間的差距。

對於未來職涯發展方面，男性認同比

例（非常同意與同意占全體樣本）為

89.76%較女性 84.88%，高出近 4.88
個百分點，顯示出男性確實較具優勢。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發現

(1) 現階段企業科技導入與應用對勞動
力的替代仍屬有限

我國產業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

部分企業雖然已經導入機械設備或科

技協助生產，但由於投資成本過於龐

大，相較之下現行以人工處理仍相對

便宜，因此並未做到完全自動化或是

無人工廠的生產模式。

在服務業方面，服務業的資訊化、

智慧化係有階段性，現在多處於建置

期、適應期，科技導入提升既有勞工

的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所需時間及負

擔，但現階段仍須透過人工進行整合，

隨著系統導入日趨成熟，以及我國人

力成本逐年提高，企業表示透過自動

化節省人力的趨勢會越加明顯。

(2) 女性勞工因科技發展減輕工作負擔
的受益程度較男性大

在傳統的職場環境，男女間的主

要差異在於力氣大小及體力，但隨著

科技設備的導入，許多以男性為主的

行業，如運輸倉儲業，或是需要仰賴

體力的搬運工作，女性投入該職業的

比例都有明顯的增加。以運輸業為例，

透過輕型堆高機、機器手臂等之導入

與應用，女性可以透過機械設備的輔

助搬運較重的貨物；零售業的盤點及

補貨工作，透過紅外線條碼掃瞄裝置

及搬運輔具的協助，女性也可獨自處

理進貨、盤點之工作。

此外隨著我國邁入高齡社會，無

論男性、女性勞工，其體力都將隨著

年紀增長而逐漸下滑，科技設備的導

入改變傳統對於體力的依賴。國內勞

動相關政府單位也積極透過中高齡「職

務再設計」計畫及科技輔具之導入，

協助勞工投入過去仰賴體力之工作，

如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9]協
助企業導入油壓升降台、桃園市就業

服務處 [10]補助企業購買立柱式真空
搬運機，協助勞工重物之搬運；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也開發「可攀

階之輔助搬運機及其擴充模組」專利

[11]，透過輔助動力及攀爬式機械設
計，協助瓦斯桶、電冰箱等重物之上

下階梯搬運。

科技輔具的運用並無性別區分，

勞工可透過科技輔具之協助降低勞力

工作的工作負擔，間接消彌過去男性

力氣及體力上的工作優勢。就整體來

看，科技發展對於女性及中高齡勞工

減輕工作負擔的受益程度較大。

(3) 科技相關職場仍存有性別刻板印象
在科技相關工作方面，雖多數企

業表示並不會將「性別」作為工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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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主要的考量因素還是勞工的「專

業能力」，但仍有 1成左右的勞工認為
公司內部存在「性別」差異之對待，

科技相關工作會優先分配給男性，男

性升遷機會也較高，部分科技相關工

作的從業人員表示主管對於女性仍存

在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女性的科技能

力較弱，使得女性被迫表現得更加傑

出才有機會升遷。

另一個性別歧視現象是企業認為

男性工作的配合度較高，由於科技相

關工作因應系統的持續運作，可能需

要輪班、夜間工作或是隨時待命（on 
call），因此多數企業會認為男性較
無家庭照顧之考量，配合度較高，而

女性會面臨家庭與工作的衝突，顯示

我國社會賦予女性較多的家庭照護責

任。

近年來，越來越多女性為了追求

工作上的成就，選擇不婚或是婚後並

無生小孩的打算。在家庭責任分工及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上，我國仍有努力

的空間。

(4) 新興科技的應用會增加資訊人才需
求，但在資訊人才仍以男性為主的

現況下，會擴大企業之男女就業比

例差距

隨著科技發展，企業陸續導入新

興科技之應用，如透過大數據進行營

業資訊分析、運用 AI人工智慧進行語
音客服等，資訊、工程相關的人力需

求會大幅度提升，但資訊、工程相關

科系就讀者仍以男性居多。幾乎所有

的企業都表示在招募科技相關工作職

缺時，並沒有刻意只錄取男性，但由

於求職者清一色都是以男性為主，因

此科技相關工作仍以男性居多。

隨著科技發展，產業對於程式語

言的需求日趨增加，政府及企業也更

加重視程式語言，相關職缺快速成長，

越來越多女性投入程式設計相關領域，

但其成長速度仍遠不如企業對於資訊

人才需求增加的速度，進而使得科技

相關部門及整體企業男性員工比例上

升，擴大男女就業人數占比差距。此

外，科技相關職務之薪水相對較高，

因此兩性之薪資差距也會擴大。

2. 政策建議

(1) 透過在職訓練協助勞工科技設備應
用及轉型

隨著科技發展，許多工作將面臨

職務取代的風險或是工作內容必須進

行轉換，應透過在職勞工的職業訓練，

協助勞工學習科技相關技能，以快速

因應科技導入之應用。

隨著科技輔具的導入，過去仰賴

力氣及體力之工作，已無性別間或是

年齡間的差異，政府可透過推廣或是

獎勵的方式，協助企業導入相關搬運

輔具設備，如真空式搬運機、輕型堆

高機等，以職場體驗之形式進行推廣，

使勞工瞭解相關職務已不再是勞力密

集之工作，並以在職訓練或是與企業

合作之形式開辦相關設備操作之職業

訓練，協助有意願投入該領域之求職

者與在職勞工進行轉型。

另一方面盤點各行業面臨自動化

及科技化替代之可能衝擊，針對可能

被替代之職務，如醫療院所的事務人

員、銀行行員、產業作業員等，由政

府提供補助、認證、表揚或獎勵之方

式，鼓勵企業協助可能被替代勞工學

習第二專長，並於企業內轉換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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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女性科技相關領域的就讀意願
及人數

由於科技相關領域學生人數及求

職者仍以男性為主，在人才培育方面，

可仿效韓國政府之作法，對於女性學

生人數較低之科系，透過女性專班的

設立或是女性保障名額等方式，增加

女性就讀該領域之機會。

在師資培育方面，我國科技與工

程科系女性教師約有 3,000人，占該領
域全體教師的 16%。韓國《女科技人
育成支援法》[12]提到政府可針對女
性參與人數較低的科技領域，在合理

的範圍下訂定女性科技人才的錄取比

例目標及升遷機制。透過女性師資錄

取規定的制定及升遷制度，培養科技

領域之女性師資，讓年輕女性在科技

領域學習上有諮詢及參考之典範，提

升女性投入之意願。

(3) 推廣與倡議女性科技人成功典範
由於傳統社會「男理工、女人文」

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學子對於科技

相關領域學習上可能會自我設限，而

且科技職場缺乏女性成功典範，更容

易造成年輕女性認為自己不適合科技

相關科系。透過演講、座談等形式，

讓女性瞭解科技相關領域也有成功之

案例，強化女性之信心；對於有投入

科技相關領域之女性，也有典範學習

或是參考諮詢之對象。更重要的是，

透過女性典範的推廣改變男性既有的

性別刻板印象，讓男性瞭解女性其實

也能十分傑出。

(4) 鼓勵企業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模
式，使員工能兼顧家庭與工作

在家庭友善方面，企業及部分勞

工皆表示科技相關工作對男性較為有

利，原因之一為男性工作配合度較高，

以亞洲文化而言，對於女性課與較多

的照顧責任，因此如何提供女性友善

家庭之方案，讓女性能避免工作與家

庭之衝突顯得更為重要。

隨著科技工具日新月異，透過視

訊會議或雲端系統等科技從事遠距工

作或在家工作已相當便利，如日本 [13]
及澳洲政府 [14]，都積極推動遠距工
作，讓女性能在離家較近的辦公室或

是在家工作，以兼顧家庭之照顧與工

作。政府應透過獎勵或是企業表揚之

方式，鼓勵企業提供女性勞工遠距工

作之選擇。彈性工作模式也應該適用

於男性勞工，讓男性也可分攤家庭的

照顧責任，降低女性的照顧負擔。

另外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 [15]第
16條規定，父母親在子女三歲前可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最長可達 2年，並
可向勞保局申請留職停薪前 6個月平
均月投保薪資 60%之津貼。育嬰留職
停薪制度雖保障勞工在育幼階段能透

過留職停薪在家照顧幼兒，但 6個月
的期間也可能造成工作者的職涯中斷。

因此，建議針對現行的育嬰留停制度，

可提供女性勞工選擇非全額薪水之方

式，改以減少工時或是在家工作持續

就業，而減少之薪水改由勞保局以育

嬰津貼方式補足，如此一來即能避免

女性因為生育導致就業中斷重返職場

困難之情形。

(5) 透過法規制定要求企業推動女性工
作友善計畫

我國勞動部訂有「工作與生活平

衡補助計畫」[16]，補助企業辦理「員
工關懷與協助課程」、「員工紓壓課

程」、「友善家庭措施」及「兒童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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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臨時照顧空間」等相關措施，協助勞

工在工作與生活的衝突上取得平衡，並

設有「工作生活平衡獎」，表揚推動友

善制度傑出之企業。

然而鼓勵及表揚制度對於企業並

無強制力，相較之下，日本政府透過法

規制度，要求企業盤點內部不同性別勞

工的就業狀況，檢視公司對於女性工作

是否有改善空間。日本多數企業推動遠

距工作、彈性工時等勞工友善政策皆源

自於《女性活躍推進法》[17]之推動，
建議政府可參照日本之作法，要求一定

人數規模或上市櫃公司應定期檢視勞工

的性別比例、主管性別比例等，並制定

相關的女性友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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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mpanies start us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to change exist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processes, many routine tasks will be at risk of being replaced. Because the 
investment cost is too large, the extent to which most SMEs introduce emerging technologies is not 
widespread. As technology matures and labor costs increase year by year, enterprise saving manpower 
through automation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Although most corporate executives say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lated work arrangements 
are based 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re not considered by gender. The labor force survey shows 
that about 10% of employees believe that company executives will distribute technology-related 
work to men first. Because women need to care for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tereotype of women's 
weak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bility, Female workers need to be more outstanding in order to be 
promo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s increasing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However, the number of women in the field of programming 
technology is far less than the demand of enterprises. This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male employees i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l enterprises, which has 
also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employment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vo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equipment 
for workers who may be replaced by new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llowing policy 
arrangements can be used to reduc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related work. The government 
can encourage femal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echnology-related fields through rewards or special 
women's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can promote women's technology practitioners' models through 
speeches and semina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model study and consultation for female students, 
these activities should allow male workers to understand that women can also be outstanding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ange the stereotypes that people hav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ncourage companies to promote gender-friendly work programs, regularly review internal 
gender ratios, and plan for long-distance work, flexible working hours, and gender-balanced programs.

Keywords: Technology, Work, Labor, 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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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對性別平等權 
的落實：以新北市實務為例

林采婕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摘要
政府相關部門近年來亦大力倡導性別工作平等，社會大眾雖然對於性別平等

意識逐漸抬頭，惟我國性別平等爭議案件並無減少之趨勢，且涉及性別平等爭議

案件亦得透過地方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進行救濟，因此勞方當事人如何透過該

管道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非常值得深入探討。本文共訪談 9位勞方當事人、主管

機關與調解人，了解調解管道對於勞方當事人之重要性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權促進

之情形，並輔以主管機關與調解人實務經驗探討相關問題與改善措施。

關鍵詞：勞資爭議調解、性別工作平等、就業歧視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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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近年來臺灣在行政院及政府相關部

門大力倡導性別工作平等，並跨部會推

動「性別工作政策綱領」及「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下，使得大眾對於性別工作

平等之價值有顯著提升之趨勢，依據勞

動部 2019年僱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

平等概況報告數據資料 [1]顯示，為落
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法令，提升雇主

職場平權法令之認知，透過各部門多元

宣導，各界對性別工作平等相關法令之

認識與瞭解已逐漸提升。

然依據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數統計 [2]資

表 1　事業單位對性別工作平等法各項規定之實施情形

單位：%

項目別
有提供比率 同意員工申請（或有提供）比率

2002年 2004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員工規模

30人以上）

35.5 55 81.4 82.3 82.7 82.1 83.8 85.2 85.7 86 86.2 86.4

生理假 17.3 27.5 45.4 45.6 45.6 47 85.7 85.2 85.3 85.4 85.6 86.0

安胎休養 ⋯ ⋯ ⋯ 39 41.1 45.6 90.9 89.4 91.8 91.8 91.9 92.0

產檢假 ⋯ ⋯ ⋯ ⋯ ⋯ ⋯ ⋯ 82.4 82.6 82.7 83.0 83.4

流產假 41.6 39.5 54.6 55 56.5 56.6 93.1 91.7 91.7 92 92.4 92.4

產假 78.1 83.5 96.8 96.8 96.8 96.8 95.1 94.1 94.7 94.7 95.0 95.0

陪產假 29 42.8 57.8 57.7 59 59.8 85.6 85.6 85.9 86.5 86.6 87.0

為撫育未滿 3歲
子女（員工規模

30人以上）
得減少工作時間

得調整工作時間

23 28.9 47.5 47.7 48.5 47 81.5 83 84.2 84.6 80.3
88.1

80.5
88.9

家庭照顧假 
（員工規模 
30人以上）

⋯ ⋯ ⋯ 37.2 38.3 37.7 71.8 74.7 77.1 78.1 78.1 78.3

34 35.4 62.9 63.6 66 66.6 88.2 89.6 91.3 91.5 91.6 91.8

育嬰留職停薪 ⋯ ⋯ 40.7 40.8 42.7 45.9 75.5 79.2 80.5 81.1 81.2 81.5

設立「托兒服務機構」或提供「托兒措施」

（員工規模 
100人以上）

⋯ ⋯ ⋯ ⋯ ⋯ ⋯ ⋯ ⋯ 51.6 63.4 65.6 67.4

（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

36.3 38.1 68.9 77.3 76.7 79.1 81.4 81.5 81.5 81.7 83.9 84.9

哺（集）乳時間 ⋯ ⋯ ⋯ ⋯ ⋯ 37.3 77.3 78.1 80.3 80.8 80.9 81.0

設置「哺（集）乳室」

（員工規模 
100人以上）

⋯ ⋯ ⋯ ⋯ ⋯ ⋯ ⋯ ⋯ 78.7 78.8 79.4 79.7

（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

19.6 42.9 75.7 72.5 76.3 71.2 80.1 84.2 84.2 85.6 87.2 87.3

資料來源：勞動部 2019年「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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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 2013年∼ 2019年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按申訴類別分

項目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自 2002年 

3月起累計數

總計 280 370 405 440 463 429 400 4,573

性別歧視 145 194 187 218 214 201 170 2,389

按歧視態樣分

        性別 145 194 185 216 214 201 165 2,380

        性傾向 - - - 1 - - 3 4

        性別認同 - - 2 1 - - 2 5

按歧視類別分

        招募、甄試、進用 22 15 22 29 43 46 36 327

        分發、配置 6 10 9 9 18 10 11 96

        考績 - 2 2 3 3 4 4 28

        陞遷 1 - - 1 - - 2 7

        雇主提供之教育、訓練 
        或其他類似活動

- - 2 - 2 2 1 8

        雇主提供之各項福利措施 2 5 3 12 3 3 6 52

薪資之給付 3 2 2 10 6 6 7 80

退休 - - - - - - 1 4

資遣 25 41 29 46 54 42 40 523

離職及解僱 63 78 59 78 87 61 61 901

規定或事先約定因結婚、懷孕、分

娩或育兒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
27 52 68 50 34 40 20 550

 性騷擾防治 103 127 156 146 146 141 153 1,293

雇主於知悉職場性騷擾之情形時，

未採取立即有笑之糾正補救措施
103 125 153 142 136 135 146 1509

敵意式性騷擾 96 120 146 135 129 126 143 1,353

交換式性騷擾 10 6 11 10 10 11 8 188

雇主未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或未在工作場所公開

揭示

9 16 14 17 27 19 23 209

工作平等措施 47 68 90 119 135 118 100 999

生理假 7 12 8 14 19 16 17 111

產假 10 11 19 16 26 21 13 304

產檢假 - - 3 1 8 5 6 23

安胎休養請假 8 8 14 20 22 17 12 121

陪產假 3 2 3 10 2 3 4 37

育嬰留職停薪 14 21 37 45 40 43 33 291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 10 14 12 14 23 23 16 151

哺乳時間 - - - 3 - 2 4 14

育兒減少工時或調整工時 - - 1 1 - 2 2 9

家庭照顧假 - 3 2 2 8 2 5 25

資料來源：勞動部 2020年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網站資料，https://eeweb.mol.gov.tw/front/main/318

料（如表 2），全國性別平等爭議案件
卻有逐年增加的情形，由此可知雖在

政府部門倡導下，雖大眾對於性別工

作平等的意識日漸提高，惟部分事業

單位並無徹底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相

關規定，導致性別平等爭議不減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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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爭議為勞資爭議的樣態

之一，故得透過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進

行協處，實務上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固

然為大眾所樂見的狀況，惟林敏雄於

2017年碩士論文曾論及「斷尾條款」，
其又稱「斷後條款」，係指資方當事人

有時會要求日後不得再有其他請求，

此時有經驗的調解人或調解委員會檢

視勞方之請求中是否有尚未主張之權

益，而選擇讓勞方做部分或全部權利

的拋棄，以求達到勞資和諧之終局

[3]，換言之，調解成立有非常大之可
能性為勞方因斷尾條款退一步而與資

方達成共識之結果，同樣地，對性別

工作平等爭議來說，倘勞方處於極度

弱勢之地位，資方又以經濟上或交換

性內容作為與勞方調解達成共識之引

誘條件，並促使勞方拋棄權利或回復

性別工作平等權之請求，縱雙方爭議

經過調解管道調解成立，然勞方性別

工作平等權是否得以維護卻應以個案

認定，並無法通案確定。

研究目的
由於各相關文獻大多探討性別工

作平等爭議救濟機制，並提出各種改

善對策，然卻少有針對勞資爭議調解

管道是否得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進

行探討，有鑑於此，本文將進一步探

討目前勞資爭議調解管道與促進性別

工作平等權的關聯性，主要研究目的

如下：

1. 瞭解勞資爭議調解管道促進性別工
作平等權之情形。

2. 探討勞資爭議處理結果達成性別工
作平等權實踐之情形。

3. 針對性別工作平等權如何透過勞資

爭議調解管道加以維護提出基礎改

善，落實職場性別工作平等。

文獻回顧
1. 勞資爭議

勞資爭議係指「以勞動關係為中

心所發生之一切爭議」，其中包括雇主

與個別勞工因勞動契約所生之糾紛，

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勞工團體因團體協

約所產生之爭議，以及雇主與國家之

間因勞工相關法規之適用所發生之紛

爭 [4]。
我國現行勞資爭議處理制度分為

正式及非正式處理方式，其爭議正式

處理之方式主要有調解、仲裁、裁決、

訴訟，非正式處理方式則是協調。

(1) 協調：協調（conciliation）是一種
經由協調人（conciliator）的努力，
使爭議雙方互相溝通與說服對方，

以求達成某些協議的解決方法。 
[4]。

(2) 調解：「調解」係指勞資爭議發生
時，勞資雙方當事人無法自行獲得

和解，而有法定之機構或其他第三

人依法定程序，周旋於當事人之

間，調查雙方之要求而為適當之建

議，使當事人達成妥協之制度。以

新北市為例，勞資雙方因產生勞資

爭議，均可透過線上或臨櫃方式向

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如

因故取消申請，須填寫「撤回申請

書」後傳真或寄送市府勞工局即完

成撤案程序。

(3) 仲裁：仲裁係因爭議雙方當事人無
法達成協議時，依勞資爭議處理法

25 條規定由公正第三方為其作決
定，雙方亦應同意遵從該決定。

049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12月號

(4) 裁決：依據我國裁決制度係針對不
當勞動行為而設置，此制度是勞動

部用來解決不當勞動行為的爭議，

藉以遏止雇主因不當勞動行為阻礙

勞工行使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

權 [5]。裁決為準司法機制，性質
介於行政與司法之間，且有行政之

快速及司法之效力 [6]。
(5) 司法訴訟：司法訴訟是指發生權利
事項的勞資爭議時，勞資爭議雙方

當事人自行選擇到法院以司法訴訟

方式解決紛爭，司法訴訟為處理勞

資爭議最終的方法。

2.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蓋國家不得僅憑男女

性別差異而為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之，

其意涵較「男女平等」廣泛，所謂的

「男女平等」，亦係屬「性別平等」的

概念範疇。

3. 性別工作平等權

(1) 工作權
我國工作權係的最高指導原則為

憲法，有關人民工作權之保障，規定

於憲法第 13章基本國策第四節。憲法
所規定之社會安全，即為廣義的社會

國原則，亦稱為民生國原則，其主要

目的在於使人民的生活能真正獲得安

和樂利 [7]。

(2) 平等權
平等權不單指人有權利去獲得相

同之利益價值，而意指每個人皆具追

求各種利益或價值得相同權利，並可

各自努力獲取各種利益價值，追求更

高之社會階層地位，係為一種人與人

之間之平等 [8]。
A. 國際法相關規定

聯合國對於推動女性勞動權益之

促進及性別歧視之禁止向來不遺餘力，

在 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中，人民之
平等權、工作權以及同工同酬之原則

已明確被宣示保障。而在 1966年，聯
合國進一步制定了經濟、社會暨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對於工作權之保障更

為具體，更強調同工同酬與升遷之同

等機會等制度保障工作平等權。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公約」，公

約條文內容共計 30條，係排除性別歧
視相當重要之準則 [9]。
B. 國際勞動法相關公約
(A) 1935年禁止雇用婦女於一切礦場
地下工作公約（第 45 號公約）

(B) 1948 年夜間工作婦女公約（第 89
號公約）

(C) 1951年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公約（第
100號公約）

(D) 1952 年修正母性保護公約（第 103 
號公約）

(E) 1958年僱傭與職業歧視公約（第
111號公約）

(F) 1981年有家庭責任勞工之待遇與
機會平等公約（第 156號公約）

C.我國性別工作平等之規定
(A) 憲法

憲法無論於工作權、財產權或法

律地位，對於兩性平等觀念皆非常重

視，憲法第 7條、第 153條第 2項、
第 156條等、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5項、
第 6項，均對於婦女之保護，做出原
則性之規範。

(B) 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中性別歧視禁止之規

定，係規範因性別而產生工作上不平

等之情形，包括僱用、教育訓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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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措施、同工同酬及懷孕解雇禁止等，

惟勞動基準法僅對同工同酬原有有所

規範。

(C)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貫徹憲法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

神，相關規定並分成三種類型：

a. 職場性別歧視之禁止
b. 工作場所性騷擾之防治
c. 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D) 就業服務法

就業服務法第 4條、第 5條對於
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皆有相關規定，

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

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

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

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

以歧視」。

(E)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為提升性別工作

平等權，該法第 30、31條針對女性勞
工訂有特別保護規定，以給予女性勞

工差別待遇之方式。

4. 性別工作平等紛爭救濟機制

(1) 內部性別平等紛爭救濟機制 -事業
單位內部申訴制度

在企業管理實務上，內部性別

平等紛爭救濟機制亦可稱之事業單位

內部申訴制度，兩者通稱為員工申訴

制度（employee grievances）。申訴係
指「員工對於組織內規定事項所做的

處置，或對於就業關係上不滿，感到

不公平或不公正而表示出來的任何抱

怨」。謝德輶認為事業單位內部申訴為

勞工最直接、最貼近的管道 [10]。

(2) 外部性別平等紛爭救濟機制

A. 勞資爭議處理制度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制度有協調、

調解、仲裁、裁決、訴訟等方式，性

別平等紛爭皆可透過上開方式進行救

濟，並不與地方主管機關行政申訴牴

觸。

B. 地方主管機關行政申訴
(A) 申訴事由：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

平法）規定，因性別平等產生之紛爭

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行政申訴，得

提起申訴的事由有五類：（1）第 7條
至第 11條的性別歧視。（2）第 13條
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的違反。（3）第
14條至第 20條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設置
之違反。（4）第 21條雇主拒為前七條
之請求。（5）第 36條對提起申訴者為
不利處分。

(B) 處理機關：
依性平法第 33 條所提起之申訴，

其處理機關由地方主管機關依其辦法

指定內部單位為之，以新北市政府為

例，其處理機關為勞工局，該處理機

關的權限，應僅限於事實調查與紛爭

協調，而無為申訴處分之權利。而依

性平法第 34 條所提起之申訴，其處
理機關為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

會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

會），但就評會的委員組成須與性別工

作平等會相同，依性平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為之。目前地方主管機關性別

工作平等會的業務範圍，主要為審議、

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

(C) 申訴處理程序：
以新北市為例，凡於職場中遭受

就業歧視、性騷擾或遇雇主違反性別

工作平等相關法令之勞工，依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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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辦理就業歧視申訴案件標準作業

流程規定，可尋求就業歧視申訴管道，

市府勞工局於受理申訴案後 3日內，
將進行案件初審，初審通過後 60日內
進行事實調查，並召開就業歧視評議

委員會進行審議，最後作成行政處分，

另得於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召開前撤

回申訴，惟須填妥「撤案申請書」方

完成撤案程序。

(D) 不服處分之救濟管道：
為迅速解決性別平等紛爭，故性

平法採一級一審制。若不服地方主管

機關的行政處分者，目前別無其他行

政救濟管道。而依性平法第 34 條所提
起的申訴，若不服地方主管機關之行

政處分者，得於 10日內向勞動部性別
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向勞動部提

起訴願。

C.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制度
(A) 設立目的：係指遭遇職場性別平等
紛爭的當事人，對地方主管機關所

為之決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表示不

服，並請求中央主管機關為相當的

決定。

(B) 審議事由：在審議制度適用的職場
性別平等違反類型範圍上，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 34 條之規定可知，
除不適用第 14 條至第 20 條性別工
作平等措施設置之違反外，其他類

型原則上同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

申訴的類型。

(C) 處理機關：不服地方主管機關之處
分，而對勞動部提起審議時，其處

理機關為勞動部性別工作平等會。

(3)勞資爭議調解與其他紛爭救濟機制
程序關係

就勞資爭議調解制度適用於性別

工作平等爭議的適當性上，論者陳威

龍認為性別平等爭議本屬於勞資爭議

之型態之一，僅適用勞資爭議處理程

序即可，不須另外規定申訴處理辦法，

否則於兩程序競合時，會因性別工作

平等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之法律位階

不明，而造成適用上的問題。

論者蔡淑蘭認為為保障被害人救

濟權利的行使並使紛爭得以順利解決，

性別工作平等爭議當事人應得擇一、

先後或同時提起內、外部間紛爭解決

程序。故兩者屬於選擇關係。 瞭解勞

資爭議調解與其他紛爭救濟機制程序

之關係，分別以依內、外部性別平等

紛爭機制探討之：

A.勞資爭議調解管道 vs.內部性別平
等紛爭救濟機制（事業單位內部

申訴）

若當事人同時或先後向事業單位

內部申訴與提起勞資爭議調解時，勞

資爭議處理法並未規定何種情況應暫

停調解程序。就執行流程而言，只要

紛爭能夠解決，雙方程序並無停止之

必要 [11]。
B.勞資爭議調解管道 vs.外部性別平等
紛爭救濟機制

性平法、審議辦法、勞資爭議處

理法與其調解辦法、仲裁辦法並未規定

地方主管機關性平申訴、勞動部性別

工作平等委員會申訴審議、勞動部訴

願與勞資爭議調解或仲裁的適用順序，

亦無規定何種情況何者應先暫停程序。

若是擇一行使上述機制，執行流程上

並無互相影響之問題。爰此，只要紛

爭能夠解決，雙方並無停止程序的必

要。依程序處理的速度快慢與處理結

果是否作成，可能有以下情況 [11]：

052



勞資爭議調解對性別平等權的落實：以新北市實務為例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12月號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A) 勞資爭議調解成立時：爭議雙方的
紛爭透過調解和解，此時申訴人、

申訴審議人或訴願人得於申訴處分

、審議決定或訴願決定送達前撤回

申訴。

(B) 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時：爭議雙方
的紛爭未獲解決，則地方主管機關

性平申訴、勞動部性平會審議與勞

動部訴願程序繼續進行。

(C) 性平申訴處分、評議與調查報告已
作成時：論者劉志鵬認為獨立調解

人、調解委員會、仲裁人或仲裁委

員會所為的事實調查應審酌依地方

主管機關性平申訴所為之調查報告

、評議或處分，以作成調解或仲裁

方案 [12]。
(D) 同時作成處分評議與調解或仲裁成
立時：爭議透過地方主管機關作成

處分或評議時，則由當事人選擇滿

意的紛爭處理結果。

以新北市實務來說，涉及性別平

等之勞資爭議可透過地方主管機關性

平申訴與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雙軌併行

進行救濟，雙軌程序進行中亦得由申

訴人（申請人）依需求撤案，申訴人

可能因勞資爭議調解成立而撤案，惟

當事人是否回復其權益，並無法通案

認定。

研究設計
本文採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文獻

回顧瞭解性別工作平等之意涵、性平

勞資爭議如何產生、國際組織與我國

如何規範性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使

其作為探討性別工作平等權於勞資爭

議調解管道下落實之狀況。因此，本

文透過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及主題分

析法進行研究，並試圖瞭解下列問題：

1. 勞資爭議調解管道如何協助勞工促
進性別工作平等權？

2. 勞資爭議處理結果如何得以達成性
別工作平等權之實踐？

3. 性別工作平等權如何透過勞資爭議
調解管道加以維護，落實職場性別

工作平等？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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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勞動部 2017年性別統計指標
顯示，全台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成立

件數為 76件，新北市 15件為六都之
冠，為深入瞭解勞資爭議調解管道如

何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本文礙於人

力限制，挑選性別平等爭議案件居冠

之新北市作為研究範疇，提高研究資

料之廣度。另為提升研究資料真實性，

運用三角檢核法，於不同情境與時間

對各研究對象進行資料蒐集及驗證，

以提升研究結論的真實度。

表 3　訪談對象與人數

訪談類別 對象 人數

性別平等紛爭 
勞方當事人

性別歧視

爭議當事人
1

性騷擾

爭議當事人
1

工作平等措施

爭議當事人
1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承辦人 1

主管 1

勞資爭議調解人

新北市政府聘任 
之獨任調解人

2

委外民間團體

勞資爭議調解人
2

共計 9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本文受訪者編號係依據受訪時間

順序訂之，勞方當事人作為研究對象

L1至 L3，主管機關人員 2人為 G1、
G2，勞資爭議調解人 4人為 M1至
M4，共計 9人。依據研究需求，共訪
問各受訪對象一至二次不等。

研究分析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文勞方受訪者於與雇主因性別

平等事由發生紛爭時，皆先經由新北

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進行紛爭處

理，調解之訴求皆為「回復所損害之

性別工作平等權」，如懷孕資遣回復原

職、性騷擾紛爭處理與育嬰假之請求

等權益，而並非一般勞動條件上之權

利事項，如工資、資遣費等。

「因為我懷孕身體非常不適，有跟

老闆請假，然後隔兩天老闆就請我做

到當天。調解當時的訴求主張老闆不

應該在懷孕期間資遣我，應讓我回復

原職。」─ L1
「出差當日晚上有傳 LINE給他告

知說請他之後不要隨便親吻或擁抱，

但他已讀沒回，我覺得主管對我的行

為已經涉及職場性騷擾了。礙於他是

主管，向公司上級反應也怕會影響自

己的年終獎金，另外主管都有偷拍我

照片，我也怕主管手機裡面的照片外

流，所以就到勞工局申請調解，當時

的訴求是希望公司能夠幫忙處理，並

要求主管道歉及刪除他手機中所有我

的照片。」─ L2
「104年 1月 2日我向公司提出育

嬰假的申請，但是公司事後用 LINE通
知我，如果不在 1月 22日前復職就要
用曠職的理由開除我，後來我因為生

產完忙碌忘記附上生產證明，補正請

假手續，公司就在 1月 22日把我的勞
保退保，並拒絕我申請育嬰假。申請

調解最主要的訴求是希望能回復原職，

並請公司同意我請育嬰假。」─ L3
主管機關人員部分 G1為任職新

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主管，工

作年資為 17年，G2為勞資關係科承
辦人員，工作年資為 4年，該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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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職掌為勞資爭議調解，受訪者皆

曾承辦過性別平等勞資爭議案件，對

於性別平等紛爭之處理程序極為熟悉，

且瞭解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各項紛

爭之行政流程，可提供相關研究建議

進行改善。

勞資爭議調解人 M1 與 M2為新
北市政府聘任之獨任調解人，平均工

作年資為 12年，調解人M3與 M4則
為新北市政府委外民間團體之勞資爭

議調解人，工作年資皆為 8年，受訪
者平均工作年資高，並具有相當多調

解性別平等紛爭之經驗。

2. 受訪對象熟悉性別工作平等權之
程度

本文 3名勞方受訪者僅有 1名大
略了解性別工作平等權之規範，顯見

政府單位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令與規

範相關宣導似有不足之處。

「不太清楚，是因為這次與公司的

勞資爭議才了解這些權利。」─ L1
「大概瞭解一些，應該就是產假、

育嬰假、生理假或是受性騷擾時可以

有的權益。」─ L2
「完全不熟悉性別工作平等權是什

麼，直到我遇到這次勞資爭議才略懂

一些，了解部分的權益。」─ L3
依據訪問研究對象訪談內容顯

示，承辦勞資爭議調解的主管機關與

勞資爭議調解人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歧視的禁止、工作平等措施以及

防治性騷擾等規範皆具有深入瞭解，

藉由主管機關與勞資爭議調解人之專

業見解，有助於提升勞資爭議調解管

道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之效果。

「105年組織改革前性平業務是

在勞資關係科，所以還算非常熟悉，

性平法內有規定的性別歧視的禁止、

工作平等措施以及防治性騷擾等。」

─ G1
「從到職前及到職後都有相關的規

定，當然除了性平法外，就服法也有

相關規定，主要還是就業歧視，以及

在職中的性別歧視，其實爭議本身不

只是單單的性別工作平等權，大多都

會衍生到其他的勞動條件。」─M1

3. 調解管道對勞方當事人之意涵

(1) 調解管道維護性別工作平等權之
情形

根據研究對象訪談內容揭露，勞

方當事人一致認為透過勞資爭議調解

管道無法全面維護性別工作平等權，

原因為調解人專業性與同理心不足，

未能及早了解尚有地方主管機關行政

申訴（就業歧視申訴或稱性別平等申

訴機制）得運用，另在調解成立後勞

方當事人性別工作平等權受維護之情

形，勞方受訪者皆傾向認為調解成立

不等同性別工作平等權受維護，主要

因素為調解過程中最後與資方協商的

方案係為權利事項（如工資、資遣費

等）的部分，原先因性別平等所訴求

之標的並未達成，再者，大多受訪者

權利事項部分調解成立伴隨著而來的

卻是就業歧視申訴的撤案，此情況恰

恰證實林敏雄（2017）曾論及的「斷
尾條款」。依訪談內容顯示，調解成立

的內容僅為權利事項，勞方當事人受

損害的性別工作平等權最終並無回復，

上述狀況究竟為調解人提供的調解方

案有誤？或是勞方當事人因不了解法

令而自願與雇主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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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的案子調解成立，但只有

達成薪資補償，而且老闆要求我撤掉

就業歧視申訴。而且我認為調解管道

沒有維護道我的權益，因為調解人非

常不專業，我簽完調解紀錄之後，老

闆又要求在會議紀錄補了一條『本人

同意放棄申訴就業歧視』，不然一毛錢

都不給我。」─ L1
「最後與雇主達成和解，我認為

雖然有維護我工作上的權益，但如果

是性別工作平等上的權利好像沒有被

維護，被性騷擾的權益已經受損，而

且也不想再原公司遇到加害人，所以

最後才選擇與公司達成合意資遣，不

過就業歧視申訴的部分我也同意撤案

了。」─ L2
「我認為調解管道沒有協助我維護

性別平等上的權益，第一次與第二次

調解的調解人都沒告訴我可以去作就

業歧視申訴，是到調解第三次時，我

才知道。而且我的案子並沒有與雇主

調解成立，不過我認為就算調解成立，

有沒有回復原職也不一定。」─ L3

(2) 如何有效運用調解管道
論者蔡淑蘭（2015）提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亦無規定

何種情況何者應先暫停程序，爰調解

管道與就業歧視申訴機制執行流程上

並無相互影響之問題，只要紛爭能夠

解決，雙方並無停止的必要。實務上，

大多勞方當事人並不瞭解涉及性別平

等之勞資爭議可透過調解管道與就業

歧視申訴機制雙軌併行進行處理，自

受訪者陳述內容，勞方當事人皆同時

運用勞資爭議調解與就業歧視申訴機

制，並認為雙機制併行可協助維護性

別工作平等權。

「我有申請調解，並同步申請就業

歧視申訴。我覺得雙管齊下是可以維

護非性別工作平等上的權益，當時調

解時，公司原本的態度很硬，後來知

道我有去申訴，未來很有可能會被勞

工局罰款，態度馬上軟化要跟我和解，

並答應要給我非自願離職證明與資遣

費。」─ L2
性別工作平等法僅賦予地方主管

機關調查事實與行政裁罰之權責，實

務上勞方當事人常透過與勞資爭議調

解機制併行處理性別平等爭議，故本

文認為，如勞方當事人先透過勞資爭

議調解處理，調解不成立後再進入就

業歧視申訴機制，則難以促進性別工

作平等權，原因在於因雇主調解時已

不願和解，遭行政機關裁罰後更是不

可能的事。然而，如勞方當事人同步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與就業歧視申訴，

或許可藉由裁罰機制提高雇主壓力，

與勞方當事人協商能力，大大提高達

成訴求之機會。由訪談資料可印證上

述論述，受訪者 L2表示就業歧視申訴
機制協助提高與雇主調解時的談判能

力，惟認為儘管與雇主和解，並不即

代表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究竟有何

隱藏性因素？

4. 主管機關對於調解管道之看法

(1) 調解管道維護性別工作平等權之
效果

雖然調解機制依法設置於地方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其目的為協助

勞資雙方解決紛爭、維持勞資和諧，

惟對於其是否得以促進性別工作平

等權之維護，受訪者認為，調解管

道提供平台協助勞資雙方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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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初步協助勞方當事人維護權益，

惟無法確保後續權利不受侵害，此

看法與勞方當事人受訪者有所不同，

勞方當事人則不認同該管道可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權。

至於勞方當事人是否得因調解成

立進而維護其性別工作平等權？藉由

訪談結果可得知主管機關與勞方當事

人看法一致，認為調解成立不等同性

別工作平等權受維護，換言之，部分

爭議案件調解成立了，而性別工作平

等權卻沒有受到維護？造成的原因為

何？勞方當事人是否自願？本文研究

曾提及，如性別工作平等爭議勞方當

事人處於極度弱勢之地位，資方又以

經濟上或交換性內容作為與勞方調解

達成共識之引誘條件，並促使勞方拋

棄權利或回復性別工作平等權之請求，

縱然雙方爭議經過調解管道調解成立，

勞方性別工作平等權是否得以維護卻

應以個案認定。與訪談結果對照，實

務上確實存在資訊不足、談判力較弱

的弱勢勞工或自願放棄權益的勞工，

本文認為，要避免上開情形之發生，

應多加宣導性別平等法令，協助勞工

更深入瞭解自身權益，避免因資訊不

對稱而與雇主妥協之情形再次發生，

影響性別工作平等權之回復。

「資方可能因為一些原因不願意

直接採用『恢復性平權益』的方式，

但是資方願意拿出一些補償方案，也

就是實質物質的方案，成立的話代表

勞工也願意接受，就權益的角度，而

不是性平權益的部分，我認為還是有

維護到當事人權利事項方面的權益。」

─ G1
「我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權益的維護

只有在前階段，後階段很難去避免。

另一方面，現在許多性平爭議的當事

人大都處於弱勢，所以當雇主提出一

些方案時，他們也只能選擇隱忍與接

受。」─ G2

(2) 肯認就業歧視申訴機制併行之效果
主管機關認同就業歧視申訴會造

成事業單位的壓力，促成勞資爭議調

解率，惟受訪者 G1提到於勞資爭議調
解前，應事先讓勞方當事人知悉就業

歧視申訴的權益，是否應於諮詢案件

時即告知可救濟機制之相關資訊與權

益？另如當事人選擇運用雙管道，其

運用的何種時間點為最合適？受訪者

G2建議，如先透過勞資爭議調解管道
則可透過調解人之協助釐清案情爭點，

勞方當事人並可與雇主進行協商，保

障勞工的權益。上述資料顯示，雙機

制併行得協助維護性別工作平等權，

更加深以下論點，如事業單位已受行

政裁罰，則難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

如勞方當事人同步申請調解與申訴，

調解時可藉由申訴之裁罰機制促進勞

方當事人與雇主協商能力，進而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權。

「處理過的大多勞資爭議的紛爭當

事人都同時申請就業歧視申訴及調解，

而且比例非常的高，原因是因為就業

歧視申訴的罰鍰很高，會造成資方壓

力，且讓資方比較願意釋出一些籌碼，

而且一般大多都是當事人自己知道有

這樣的申訴管道。另外我會建議勞方

當事人同時運用就業歧視申訴機制。」

─ G1
「我都會建議當事人先透過調解管

道調解，當調解不成立時，才會建議

當事人運用就業歧視申訴管道來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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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裁罰才是最後的手段性，調解的

目的也是在於優先保障勞工的權益。」

─ G2

(3) 建議應加強資源整合與內部教育
訓練

受訪者表示應加強相關資源整合

與同仁間的教育訓練，促使受理案件

的同仁皆能瞭解勞資爭議的態樣（含

性別工作平等事項）與建議處理方式，

此部分對照勞方當事人提及臨櫃人員

不熟悉相關業務資源，可獲相同結論，

另並可透過陪同律師協助釐清案情、

瞭解自身權益，甚至陪同出席勞資爭

議調解會議，提高與雇主的談判能力，

另針對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的勞方當

事人另外給予涉訟補助或涉訟期間的

生活補助。

「以行政機關來說，最大的武器就

是勞動檢查及就業歧視申訴（性平申

訴），以現有機制下，我認為調解機制

可以改善，可以透過資源整合（現在

調解跟申訴的單位不同）或加強同仁

教育訓練（同仁可能異動），如果性平

紛爭也可以透過律師來協助了解法律

上權益，甚至陪同出席勞資爭議調解

會議，了解資方的斷尾條款，並可以

提高當事人的協商能力。」─ G1
「現在新北市的調解與申訴業務

分成不同的單位，緊密度沒有之前的

高，此部分也可以再加強業務上的連

結。」─ G2

5. 調解人對於調解管道之見解

(1) 調解管道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之效
用分析

受訪者 M1與 M4與主管機關看
法一致，認為單一調解管道幾乎無法

兼顧勞方當事人的性別工作平等權，

原因在於調解的過程會造成雙方內心

的疙瘩，許多勞方當事人考量回復工

作可能遭遇雇主刁難等因素，或許會

以不同方式與雇主達成協議，此部分

亦印證主管機關提及勞方當事人與雇

主相較下地位較弱勢，談判能力較低，

故勞方當事人權益經由勞資爭議調解

後，僅能初步維護，性別工作平等權

甚至可能完全無法維護，但值得肯定

的是，在調解的過程中透過調解人的

協助，可促使雇主端知悉違法之處，

或許能進而減少因性別平等所衍生的

爭議。另一方面，受訪者M2與M3則
肯認勞資爭議調解管道得以維護性別

工作平等權，原因在於勞方當事人於

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過程中有相關權利

的請求權，此為就業歧視申訴管道所

沒有的優點，回顧本章本文曾提及勞

資爭議調解機制與就業歧視申訴機制

之差異，在於就業歧視申訴機制並無

調解機制得協助當事人請求相關權利

事項回復之功能，爰此受訪者認為調

解應為一切勞資爭議應最先適用的管

道，既可以協助勞方與雇主站在同等

的位置協商，又可針對受損的權利進

行請求。另一層面，至於調解成立是

否即代表性別工作平等權已受維護？ 4
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皆表示不認同，

其中受訪者 M2表示，如遇涉及性別
平等的爭議處理方式應與一般勞資爭

議而有所不同，且性別工作平等權必

須百分之百受保護。此外，針對受訪

者M4指出， 以勞資爭議來說，勞方
當事人較重視權利事項，例如較容易

選擇可拿得到金錢的調解方案，反而

較不重視性別平等上的權益，上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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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主管機關實務經驗一致，本文亦

發現相同現象，即便本國對於性別工

作平等權益的重視度越來越高，由訪

談結果可得知勞方當事人對於自身權

益的瞭解並不透徹，進而造成放棄權

益與雇主妥協的狀況。

(2) 雙軌機制併行之看法
受訪者針對此部分大多表示會鼓

勵勞方當事人同時運用勞資爭議調解

管道與就業歧視申訴機制，以受訪者

調解實務來看，涉及性別平等爭議的

案件如有就業歧視申訴機制（裁罰機

制）同時輔助，前提須於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尚未做出申訴結果前，即可

大大提高勞資雙方調解成功機率，此

部分亦驗證勞方當事人受訪者提及，

其於調解中告知同步申請就業歧視申

訴（評議委員會尚未做出申訴結果

前），雇主態度上之變化與其協商能力

提升之情形，可見申訴機制的併行得

以造成提高雇主壓力，受訪者 M1、
M3及M4皆肯認同時運用雙機制所帶
來的效果。惟受訪者 M2則持不同意
見，其認為性別平等紛爭與一般勞資

爭議標的不同，一般權利事項透過勞

資爭議調解管道處理並無不可，但如

為涉及性別平等爭議事項應由就業歧

視評議委員會進行雇主違法事實認定，

此外，以調解實務來看，地方主管機

關針對委外民間團體訂有和解率之績

效目標，調解人是否因上開和解率之

達成而影響爭議當事人權益，本文認

為有值得深入思考之處。

「我承辦的性平案件都有運用調解

與申訴管道，但是我比較不建議同時

一起，因為是兩個不同的爭議標的，

行政機關是為了解決爭議，所以會希

望兩個一起解決，但會讓調解人或調

解委員，為了解決爭議而有損勞方權

益。」─M2

(3) 建議應強化法令宣導並提高相關人
員專業能力

4名受訪者雖然為新北市政府聘
任或委外民間團體所聘任的調解人，

但其對於勞資爭議調解機制與地方政

府行政程序皆認有須改善之處，例如

加強辦理性別平等相關宣導課程，或

是彙整相關案例以活潑、有趣方式製

作相關宣導文宣，讓更多市民或事業

單位都可以簡單了解性別平等的法令。

另應定期針對調解人舉辦專業訓練，

並由業務承辦單位彙整性平相關判決

案例至課程講義，提高調解人性別平

等專業，以利調解時能維護性平紛爭

勞方之權益。此外，如遇涉及性別平

等勞資爭議，應由職掌性別平等業務

（就業歧視申訴）承辦人列席調解會

議，藉由性平專業的人員陪同，得以

協助勞方當事人更瞭解自身權益，且

調解人應有責將勞方當事人關於性別

平等的主張與訴求盧列於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內，以利當事人進行後續救濟

程序。

至於勞資爭議調解管道須如何改

善？於勞資爭議調解過程中可進行錄

音，相較於就業歧視申訴機制，勞資

爭議調解以勞資雙方面對面情況下，

雙方主張較容易呈現爭議的真實性，

錄音檔亦可提供就業歧視申訴評議委

員會作為事實調查之參考；另受訪者

M4提及，市政府對於委外民間團體設
有和解率之績效目標，爰為避免委外

團體為達績效而忽視勞方當事人之權

益，建議如遇性別平等爭議案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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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鼓勵勞方當事人選擇府內調解。除

了前述建議改善勞資爭議調解機制與

相關行政程序，受訪者建議地方政府

設置陪伴式法令諮詢服務，依研究者

與受訪者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欲

建議的諮詢服務模式係類似個案管理

員，透過單一法律諮詢窗口協助性別

平等爭議當事人釐清勞資爭議之爭點，

並透過整合式資源給予客製化之建議，

惟此種服務模式需耗費較多人力與時

間。另一方面，目前性別工作平等法

僅課予違法事業單位行政罰鍰，實務

上，許多違法雇主寧願遭受行政罰卻

不願意遵守法令維護勞工權益，爰受

訪者M2與M3皆建議中央政府進行法
令修正，增列違法刑事責任，或比照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賦予就業歧

視評議委員會存在裁決委員會的權力，

於事業單位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

時，得命其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本文認為可降低事業單位違反法令之

機會，保障勞工性別工作平等權。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結論

(1) 勞資爭議調解管道無法完全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權：本文發現地方

主管機關依法設置之勞資爭議調

解管道並無強制力，即便依據勞

資雙方陳述可明確判定孰是孰非，

惟如遇勞資雙方歧見差距過大，

儘管調解人已作成調解方案，資

方如果不履行，則最後極可能無

法調解成立，更不用說維護勞方

性別平等上的權益。

(2) 調解成立無法全然達成性別工作平
等權之實踐

A. 取決於調解人專業與調解方案
勞資爭議調解人之專業與如何給

予合適的調解方案亦為影響性別工作

平等權維護與否之因素之一，實務上

調解人專業大多於勞動條件相關領域，

針對涉及性別平等爭議如以一般勞資

爭議方式建議勞資雙方以和解金、資

遣費等來處理，即便爭議解決了，可

能僅達成一般勞動條件上的請求，最

終未能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再者，

如調解人於調解過程中為達和解之目

標而忽略勞方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權之

請求事項，自然容易促使勞方當事人

認為其缺乏同理心或專業性不足。

B. 勞資雙方法令基礎與性別平等意識
不足

勞資爭議大多因資方法令遵循能

力不足而產生，當勞方當事人透過地

方政府勞資爭議櫃台針對性別平等爭

議進行諮詢時，服務人員應協助全面

盤點可運用資源，並給予適切建議，

而非建議當事人另洽性別平等業務單

位，造成民眾之不便。本文發現大部

分勞方當事人的談判能力較弱，單單

透過調解管道卻難以達到性別工作平

等權之維護，如於調解過程中輔以就

業歧視申訴機制併行，於申訴結果尚

未做成前，與雇主協商能力可因此提

高，間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權。

2. 研究建議

(1)  提升調解人性平法令專業、避免因
和解獲償費用而損勞工權益：

為協助勞資雙方調處性別平等勞資

060



勞資爭議調解對性別平等權的落實：以新北市實務為例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12月號

民國 投稿，民國 修改，民國 接受。
通訊作者：姓名：缺，單位缺，缺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缺

爭議，勞資爭議調解人本有責熟悉

性平相關法令，故建議定期舉辦之

調解人訓練納入性別平等法令相關

函釋、爭議案例分析，提供調解人

作為調解實務之參考。此外，各縣

市地方主管機關針對委外民間團體

勞資爭議調解皆有訂定相關績效指

標作為每年是否繼續業務委外之依

據，爰為避免調解人因和解獲償費

用而忽視勞工性別平等權益，建議

於評鑑委外民間團體時，應納入「

性別工作平等權益回復率」作為業

務績效評分之考量。

(2) 運用就業歧視（性平）申訴機制
輔助：

依據本文結果，受訪者皆贊同調解管

道進行中可運用就業歧視申訴管道

進行輔助，雙機制併行可協助提高調

解成功率並提升性別工作平等權回

復之機會，值得注意的是，資深調

解人提到運用雙管道最合適的時機

點應先以勞資爭議調解為優先，針

對受損害的權利進行請求，且不論

何種性別平等上的權益皆可遵循上

述救濟程序，如最終無法與雇主達

成合意再續行就業歧視申訴機制。

(3) 由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
涉及性別平等的勞資爭議因涉及議

題較一般勞資爭議廣泛，故往往較

難進行調處，建議主動協助勞工勾

選，同意由市政府指派調解人於府

內進行調解，並透過性別平等業務

承辦人員列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全面性協助勞方了解權益與因調解

不成立後續可救濟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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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lso strongly advocate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to make the issue be noticed by all walks of life.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among the public, the number of 
disputes concerning it does not show the trend of decrease. Such disputes shall get relief 
via Labor Dispute Mediations offered by local government.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and worthwhile to deeply explore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rights in employment 
through such channels. By interviewing nine labors,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mediators, 
the study attempted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mediation channels for the labors, as well 
as conditions of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rights in employment. In the meantime, 
it utilized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mediators’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discuss relevant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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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於跨境請領勞工 
保險給付規定之研究

吳啟新 1、胡佩怡 2、黃韋翔 2

1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2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2020年底移工在台總數 70萬 9,123人，其中符合加勞保的產業移工有 43萬

9,375人，根據勞保局統計，2019年外籍被保險人（含外籍配偶、外籍移工與白領
外國人）請領老年給付案件共有 1,192件，其中一次金件數有 977件，平均一件請
領金額為11萬9,501元，年金件數有215件，平均請領金額15,102元，到了2020年，
請領老年給付件數3,164件，其中一次金件數2,922件、平均請領金額為8萬882元，
年金件數有 242件，平均請領金額為 15,011元。

然而，海外移工或遺屬請領給付的困難如下：符合請領給付資格的移工或遺

屬若在海外，請領給付時需要駐外單位的驗證，領取給付時，要負擔匯費和匯款

手續費，也有匯率波動的風險；各國針對跨國勞工的跨境請領存在海外查證上的

困難。

以他國制度為例，日本的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保險，預期無法加保滿 25年的
外籍人士，若加保滿 6個月以上，可在離開日本後的 2年內，申請一次性返還金。
若移工離臺時尚屬年輕，距離請領老年給付資格條件尚久，可考慮參考日本制度，

若承諾不再進入我國工作、離臺前無法成就老年給付要件、且未曾領受終身喪失

工作能力失能給付的移工，得申請一次返還金。

關鍵詞：勞工保險、跨境請領、一次返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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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隨著跨國移工人數增加，針對社

會安全的給付項目開始廣受各國重視，

因為移工會跨國移動，但社會安全的

請領資格不會跨國移動。假使社會安

全給付的跨國可攜帶程度不足，則會

影響移工的社會安全權利和人權 [1]。
為改善跨國移工的社會安全權

利，國際上採取的作為包括建立類

似 歐 盟（European Union, EU） 這

樣的區域機制、透過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訂定公約、協商簽署雙邊或多邊跨國

社會安全協議等手段；EU和 ILO（第
118號）公約都強調本國與外籍人士的
平等待遇，跨國社會安全協議則涉及

互惠的跨國給付措施。

ILO 第 118 號 公 約（Equality 
of Treatment of（Social Security） 
Convention）是 1962年提出、1964年
4月 25日生效。該公約規定，本國與
外籍人士的平等待遇適用於參與、加

保和給付權利（第 3條）；遺屬（包括
非公約簽署國籍之人）必須住在該公

約簽署國，始得請領給付；簽署國對

給付資格之「居住期限」限制應有上

限，如產假和失業給付是 6個月、失
能給付是 5年、老年給付是 10年（第
4條）；該公約也適用於難民，但不適
用於公務員和外交人員（第 10條）。

1990年 12月 18日聯合國大會通
過、2003年 7月 1日生效的「保護所
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內涵揭櫫：平等對待所有移工及其家

庭成員；涵蓋對象包括合法移民，也

涵蓋非法移民；涉及項目包括勞動條

件、勞動三權、居住和社會安全；鼓

勵會員國簽署雙邊協定或多邊協定。

儘管如此，英國的社會安全對待

大量來自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2004
年 4月）、羅馬尼亞、保加利亞（2007
年 1月）等之移工，並非完全與本國
人或歐體（European Community, EC）
初始 10國的移工相同；因為歐體的一
項指引（directives 2004 / 38 EC）明訂，
移工居住滿 3個月，才享有 EU公民資
格，這跟 EU成立時的條約明訂的「EU
公民在 EU境內應受平等待遇」（EU 
treaty第 24條），似有矛盾 [2]。日本、
德國等國，允許離境後的外籍人士有

退還保費的選擇；美國對居住在美國

境外不同國家的外籍人士之給付權利，

有所差異 [3]。
我國在引進移工的政策上，始終

遵循國民待遇原則。依據國民待遇原

則，我國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

對外籍人士的給付規範或執行構面，

必須與本國人士完全相同；例如，

2009年之後才參加勞保的外籍人士死
亡，不論是因為普通事故或職災，對

其遺屬提供一次性的遺屬津貼。當然，

假使外籍人士的給付規範或執行構面

有特殊性，而不讓本國人士比照辦理，

則民眾的支持度和對本國人的公平性

恐引爭議。我國勞保沒有退還外籍人

士保費的設計、尚未與任何國家簽署

社會安全協議，也沒有國家別差異化

的匯款管制。

本文透過他國的制度分享，希望

可以針對我國的勞保制度的跨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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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提出建議：因應日漸增加的移工

數量，建立完整的跨國請領的制度，

同時也可以為未來可能與他國簽訂的

社會安全協定，建立雙方都可以接受

的制度基礎。

我國勞工保險給付規定
有關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

勞保條例）對外國人給付的規範，依

據勞保條例第 6條第 3項，我國勞保
條例對居住境外的外籍人士之給付規

範，係與本國人士完全相同。例如：

給付項目上，勞保普通事故保險包括

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給付，

職災保險包括傷病、醫療、失能及死

亡給付等（參勞保條例第 2條）。2009
年以後加入勞保者，其老年、完全喪

失工作能力的失能、死亡（遺屬）給

付為年金制（參勞保條例第 20條第 1
項）。生育給付是於滿足一定的勞保年

資後，即可請領（參勞保條例第 32條
第 1項）。傷病給付是只要有工作事實
者傷病，符合一定條件，即可請領（參

勞保條例第 33條至第 37條）。失能年
金給付是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

作能力者，即可請領（參勞保條例第

53條至第 57條）。死亡給付中的喪葬
津貼為一次金（參勞保條例第 62條），
遺屬給付為年金（參勞保條例第 63
條）；若無符合請領遺屬年金之遺屬，

則只能請領喪葬津貼。老年給付是年

齡符合規定（2021年是 62歲，逐步調
高至 65歲）而勞保年資滿 15年以上
者，即可請領老年年金；勞保年資未

滿 15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參勞保
條例第 58條至第 59條）。凡參加勞保
的本國及移工，其給付（項目、資格、

金額）權利都一樣。請領年金制的老

年給付有投保勞保 15年以上年資的資
格限制，根據勞動部（110）勞動發管
字第 1100507689號函，目前符合資格
之移工最長得在臺合法工作 15年。因
此如從事機構看護工作者，除請領老

年一次金的資格，亦有領取老年年金

之可能。

2009年 1月 1日以前有勞保投保
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

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

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

後，不得變更：一、參加保險之年資

合計滿 1年，年滿 60歲或女性被保險
人年滿 55歲退職者。二、參加保險之
年資合計滿 15年，年滿 55歲退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

合計滿 25年退職者。四、參加保險之
年資合計滿 25年，年滿 50歲退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

性質之工作合計滿 5年，年滿 55歲退
職者。（勞保條例第 58條第 2項）而
請領老年給付無時效的限制（參勞保

條例第 58條第 4項），故 2009年 1月
1日以前曾經合法來台工作並投保勞保
一年以上的移工，男性年滿 60歲或女
性年滿 55歲退職者，得一次請領老年
給付。

李琬鈴 [4]表示勞工保險條例第
63條第 3項規定，被保險人於 2008
年之前有勞保年資者，其遺屬得依該

項規定請領遺屬年金按月給付外，亦

得選擇請領遺屬津貼一次金給付；但

2009年之後才新加保勞工則僅能按月
領取遺屬年金。此種制度欲以逐步之

年金化來達到老年勞工均能獲得基本

收入作為安定社會之政策，但卻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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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因素、收支均衡以及法律不溯既

往等，仍有待修正之處。

2009年將保險給付年金化後，對
於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領或續發年

金給付的作業，申請人須舉證符合請

領資格，外國籍被保險人、眷屬及其

遺屬在請領年金給付後返國，仍須定

期檢附經主管機關驗證、且為中文譯

本的相關文件，以供勞保局查核，手

續繁瑣、又須負擔相關驗證費及匯款

手續費。

有立法委員 [5]曾經指出，由於移
工來源國的戶政制度並不像臺灣這樣

健全，而且扣除匯率後，移工領到的

年金所剩無幾，有人 1個月領 3千多
元，扣除匯率後，只剩下 2~300元，
這額外的支出對勞工遺屬而言實在很

不利。

自 2009年起，不分本國籍或移
工，首次加入勞保的勞工，只能適用

「年金」制度，移工本人死亡給付的遺

屬津貼，通通都要按月領取無法申請

「一次」領完。而移工來源國與移工家

屬期盼能領一次金，立法委員蔣乃辛

曾於 2012年在立法院提議勞工保險條
例增訂第 27條之 1條文草案 1，對外

國人請領失能、老年或死亡給付，以

請領一次金給付為限，並於 2012年 3
月 16日一讀通過、2012年 3月 17日、
31日經委員會審查完畢。2014年 5月
20日二讀交付黨團協商、又經 2015年
1月 20日、2015年 1月 23日都是交
付朝野協商後再行處理，最後未完成

協商。

根據立法院 [5][6]兩次公報呈現
立法委員曾經提案，欲增訂勞工保險

條例第 27條之 1草案，對於未具本國
籍者請領失能、老年或死亡給付，以

請領一次給付為限，2014年完成二讀。
這項讓移工只能請領一次金給付主張，

是基於以下原因：第一，移工的眷屬

請領年金會產生實質上的問題。因為

很多移工母國的戶政制度不像我國健

全，勞工眷屬的身分認定和收入認定

有其困難，以致延誤年金的請領。例

如，自保險給付年金化之後，對於未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領或續發年金給

付之實務作業，存在請領資格認定之

困難，例如年金停發條件：配偶再婚、

每月工作收入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一級、入獄服刑或因案羈押等情事，

難以查證。第二，匯款的實際入帳金

額低，因為有匯率波動和申請費用要

扣除。尤其是勞保年資較短者，其遺

屬和失能年金，一個月可能只有三千

多元，扣除匯率及申請費用之後，眷

屬實質領到的只有兩、三百元。所以，

很多移工希望能恢復到 2009年以前的
一次給付，如此可以減少手續的繁雜

和匯率與匯費的損失。當時在場的勞

動部長潘世偉對該提案內容，也表示

支持 [5][6]。不過，勞團認為，僅同意
移工可領一次金有違人權，除非修改

為移工自選一次金或年金。

而吳啟新、藍科正 [7]表示我國勞
保條例 65條之 2第一項規定，「被保
險人或其遺屬請領年金給付時，保險

人得予以查證，並得於查證期間停止

1 請參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1/04/LCEWA01_080104_000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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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經查證符合給付條件者，應補

發查證期間之給付，並依規定繼續發

給。」因此，依勞保條例規定請領年金

給付，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應檢附

身分及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每年重新

檢送保險人查核（參勞保條例施行細

則第 94條）。再者，「依本條例規定請
領各項保險給付，所檢附之文件為我

國政府機關以外製作者，應經下列單

位驗證：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我

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

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二、於

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三、

於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行政院於

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前項各款所列單位驗證或國

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參勞保

條例施行細則第 54條）；例如，勞保
被保險人眷屬在勞保條例實施地區外

死亡，請領眷屬死亡喪葬津貼時，需

依該規定，進行文件驗證（認證）。

此外，蔡宜縉 [8]表示我國各項社
會安全保障有其制度上之特殊性，如

果考量擴大涵蓋外國人，需思考其合

理性，以及可能之解決方案。例如：

1.本國人及外國人之補貼公平性：包
含社會保險之保費與給付補助；退休

金制度之租稅優惠與保證收益；福利

資源排擠問題。2.政府財政及社會保
險與退休制度財務負擔：包含政府財

政負擔；社會保險及退休金體系之財

務負擔；3.家庭雇主勞動成本負擔。
如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勞保納保，雇主

需負擔 7成勞保保費；「勞動基準法」

的勞動條件保障也會增加雇主負擔。

4.相關行政成本：因我國各項年金給
付，係由政府定期撥付，故如擴大適

用至外國人，其返回母國後，請領年

金可能衍生行政成本問題。以勞保為

例，在國外請領年金，會有查證、匯

費、匯率波動等成本，因而可能影響

其給付權益。

他國制度介紹
本章中所論及的國家，德國、美

國與日本制度皆以年金給付為原則，

無一次給付的設計。德國社會保險財

務原則之理念，有雇主提撥的社會基

金概念，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

等制度之不同。

1. 日本的制度

日本是最早施行退休年金的亞洲

國家中一。其社會保險制度的發展，

分為雙重保障體系：（1）以各類職業
的互助共濟制度為基礎的「職業年金

（厚生年金）」;（2）地域性且以全民
福利為基礎且不分本國與外國人皆涵

蓋的「基礎年金（國民年金）」。

不同於台灣將退休金制度寫入勞

動基準法，日本勞働基準法中並無明

文退休金制度規定，而是另外訂定養

老金制度，由公共年金和非公共年金

組成，公共年金又可分為國民年金和

厚生年金。所以實際上，日本的養老

制度由三階層構成，將被保險人分為

三類；第一類為自營作業者、學生、

失業者等；第二類為受僱於企業的正

式員工、公務員等；第三類為二類保

險者之被扶養配偶。

第一階層：國民年金（基礎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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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居住在日本的所有 20歲至
60歲以下之人，不分職業都有義務參
加國民年金。僅領取國民養老金者（第

一位被保險人）每月支付的養老金保

費是固定金額（截至 2019年為 16,410
日元）。目前國家養老金開始年齡為

65歲，根據給付期限確定福利金額，
國民若已繳納 20至 60歲這 40年的全
部保費，則每月可獲得約 65,000日元
的全額費用（截至 2019年）。

第二階層：厚生年金（共濟年金）

在日本受僱於企業的正式員工、

公務員不論年齡皆有義務參加厚生年

金。年金的保費是月薪的固定比率（截

至 2018年底為 18.3％），實際支付金
額因個人而異，此外雇主承擔僱員養

老金的一半保險費，實際支付金額是

工資明細上寫的保險費的兩倍。而公

務員保費也是個人和國家折半。2

第三階層：非公共年金（企業年金、

個人年金）

企業年金種類繁多，現行有確定

給付企業年金制度（DB）、企業行確
定 出年金制度（DC）、個人型確定拠
出年金（iDeCo）、厚生年金基金制度、
國民年金基金制度。非公共年金是為

了進一步增加人們年老後的收入，讓

人們可以安心養老，並沒有法律義務，

個人可以彈性規劃調整自己所擁有的

公共年金與非公共年金。3

1998年日本與德國簽訂之日德社

會保障協定，可謂係日本其他國家簽

訂社會保障協定之開端 4 [9]。爾後，
日本政府每逢與其他國家簽訂社會保

障協定後，即必須依據社會保障協定

之內容，分別制定有關公辦年金保險

或公辦醫療保險之實施特別法。有鑑

於此種作法耗費極大之作業成本，是

以 2007年時，日本通過「包括實施特
例法 5」。該法預設包括防止醫療保險

保費雙重負擔、防止年金保費雙重負

擔與年金保險期間合計之相關規定等。

包括實施特例法實施後，日本政府若

與其他國家簽署社會保障協定，僅須

於社會保障協定中明定採取何種特別

措施，該措施之實質內容即依照包括

實施特例法之內容而決定 [10]。
截至 2019年 10月為止，日本已

經與 23個國家簽署社會保障協定，其
中除義大利（2009年 2月簽署）、瑞
典（2019年 4月簽署）與芬蘭（2019
年 9月簽署）三國之協定尚未生效外，
剩餘 20國皆已生效；此外，英國、韓
國、義大利暨中國之協定，僅有防止

保費雙重負擔之規定 [11]。雖然日本
已與不少國家簽署社會保障協定，但

適用協定之制度因國而異，若不屬於

適用社會保障協定之制度，則回歸該

國法令之規定；此外，有少數協定並

不包含年資併計之規定 [12]。
外國人若持有該當於其所從事職

務、業務之居留資格，而受適用健康

2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 https://www.mhlw.go.jp/nenkinkenshou/structure/structure03.html#。
3日本厚生勞動省私人養老金規劃概述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nenkin/nenkin/kigyounenkin.html。
4 1999年 9月起，日本之工商業界開始強調簽訂社會保障協定之重要性，並要求政府應有積極作為。
5「社会保障協定の実施に伴う厚生年金保険法等の特例等に関する法律案」，2007年法律第 104號，2007年

6月 27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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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厚生年金保險之事業單位所僱

用，且所定工作時間每週達 30小時以
上、所定工作日數約略達每月 17日以
上時，則該外國人亦成為健康保險、

厚生年金保險之被保險人 [13]。
為解決外國人之社會保障問題，

日本政府遂修法大幅降低請領老年年

金之資格。亦即，2017年 8月起，得
請領老年年金之保險年資縮短為 10年
以上。若配合兩國間含有年資併計條

款之社會保障協定，將使得多數外國

人有望領取老年年金。至於實際領取

年金數額之計算，則依照各國之規定

為之。換言之，雖然係以年資併計後

之保險年資以決定是否得以領取年金，

但於實際領取年金時，則係分別依照

兩國之納保期間各別計算保險給付數

額後，分別領取之 [14]。

(1) 一次返還金制度
國民年金一次性返還金（国民年

金の 退一時金）與厚生年金之一次性

返還金（厚生年金保 の 退一時金）的

性質均為所繳年金的返還。針對在日

期間有繳納年金的外國人要回國時 ,可
以申請一次性的返還。非日本籍的人

離開日本時 , 可以在喪失國民年金或厚
生年金的資格後（不再具有日本住址

之日起算兩年之內）申請此返還金，

返還金額取決於離開日本前所支付過

的年金保險費用。

國民年金一次性返還金之計算，

係以納保總月數與請領基準月（最後

繳納保費月）為計算基準。此外，

2006年起，因保險費逐漸調高，請領

基準月不同，則發給金額之計算方法

亦不同。請領基準月若為2020年1月∼
12月，則發給數額為表 1如下：

表 1　國民年金之一次性返還金發給數額 [11]

納保總月數 發給數額

6個月以上 11個月以下
49,620日円
（約台幣 12,405元）

12個月以上 17個月以下
99,240日円
（約台幣 24,810元）

18個月以上 23個月以下
148,860日円
（約台幣 37,215元）

24個月以上 29個月以下
198,480日円
（約台幣 49,620 元）

30個月以上 35個月以下
248,100日円
（約台幣 62,025 元）

36個月以上
297,720日円
（約台幣 74,430 元）

資料說明： 根據 2021年 10月 6日匯率，1日円＝ 0.25元
台幣。

資 料 來 源：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jukyu/sonota-
kyufu/dattai-ichiji/20150406.html。

厚生年金之一次性返還金，係以

請領人身為被保險人期間之平均標準

報酬額再乘上支付率而得出。所謂平

均標準報酬額之計算，須區分為（A）
2003年 4月以前之保險期間之標準報
酬月額乘以 1.3之數額，與（B）2003
年 4月以後保險期間之標準報酬月額
與標準獎金額合計之數額，將 A與 B
合計後，再除以保險期間之總月數所

得之數額。

其次，計算厚生年金之一次性返還

金之支付率，因喪失厚生年金資格日所

屬時期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數額。原則

上，係以支付率之計算，係以「保險費

率×50％×投保期間相應之指數 6」 

6 指數是為了計算不同保險期間的平均標準報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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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此處所謂之保險費率，係指

投保期間之最終完整月所屬年之前年

之保險費率（如最終完整月為 2020年
1月則為 2019年 10月之保險費率）。
至於現行與投保期間相應之指數，表 2
如下所示：

表 2　現行厚生年金投保期間相應指數 [15]

保險期間 計算支付率之指數

6個月以上 12個月未滿 6

12個月以上 18個月未滿 12

18個月以上 24個月未滿 18

24個月以上 30個月未滿 24

30個月以上 36個月未滿 30

36個月以上 36

資 料 來 源：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jukyu/sonota-
kyufu/dattai-ichiji/20150406.html。

(2) 跨境請領規定
外國人若於自己母國申請相關給

付，得由日本年金機構之官網下載申

請書，於其上記載必要事項後，連同

相關文件向母國之年金實施機構提出

申請。其後，由外國人母國之實施機

構將申請書送交日本年金機構，並由

日本年金機構決定得領取之日本年金，

並核發年金給付 [16]。
外國人若於日本境內申請時，必

須將年金給付申請書連同相關文件送

交日本年金機構轄下之年金事務所或

年金諮詢中心。於申請之同時，亦須

備妥基於母國法令所規定之保險期間

陳述書與其他相關文件。日本年金機

構於受理申請書後，會向外國人母國

之年金實施機構確認投保紀錄，並依

據該國實施機構之回答，以決定是否

基於社會保障協定而核發年金 [16]。
地球村之形成促進了人的流動，

亦使得吾人不得不面對社會保障體制

之因應之道；若各國間之社會保障機

制能相互適用，而使得人民不因國際

移動而遭受不利益，當有助於人民之

國際移動 [17]。近 20年來，日本可謂
與其他國家積極簽署社會保障協定。

而綜觀日本有關日本跨境請領之相關

規定，包括年資併計約定、降低年金

請領年資與一次性返還金之設計等，

可知日本政府積極降低外國人請領保

險給付之障礙，以避免原本僅適用於

本國人之社會保障制度成為勞動力國

際移動之障礙。尤其是於立法技術方

面，透過包括實施特例法之制定，免

除僅為了單一國家社會保障協定之簽

訂而制定複數之實施特別法之繁瑣作

業，特別值得我國參考。

2. 韓國的制度

韓國的社會安全制度體系分為社

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與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public assistance / welfare 
service）二大部分，在社會保險部
分，又分為保健福祉部主管和就業勞

動部主管，其中國民年金保險與健康

保險屬於保健福祉部主管，分別由國

民年金公團（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NPS）和國家健康保險機構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NHIS）辦理，
就業保險（employment insurance）和
勞工職災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則屬就業勞動部（就業中心及勞工補

償和福利服務機構）主管。韓國的主

要社會保險有四：1977年開辦的國民
健康保險、1964年開辦的產業災害補
償保險、1995年開辦的僱用保險，以
及 1988年開辦的國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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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災保險
韓國的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ct）之適用對象，原則上，
只要僱用一人以上，就強制納保；自

願加保者包括計程車司機、建築機械

勞工等；排除加保者包括：農林漁業

及狩獵業中僱用不滿 5名勞工之自營
作業者、非建築業者而自己施工之小

規模建築商（總工程金額未滿 2千萬
韓元之工程或總面積 100平方公尺以
下之建築及 200平方公尺以下之翻修
工程、家庭僱用者、公務員（軍人、

私立學校）年金法、船員或適用漁船

災害保險法之事業等。對於非法移工，

只要事業單位有加入職業災害保險，

亦會獲得給付，但該事業單位必須繳

交相當於支付給職業災害勞工保險給

付金額 50%的罰鍰 [18]。保險給付之
種類包括：醫療給付，停業給付，殘

障給付，遺族給付，喪葬費，看護給

付，職業重建給付等。

(2) 國民年金
根據韓國國民年金法，國民年金

的加入對象為 18歲以上、60歲以下之
韓國國民，因此原則上在韓國境內居

住之外國人並不在國民年金法之適用

範圍內；但是有兩個例外，即

A. 依韓國總統所定之具國民年金除外
資格，及

B. 依該外國人之本國法，其在本國有
與大韓民國國民年金相對應制度之

適用者。（相互主義原則 7（Principle 
of mutualism）之適用）。8

依此規定，僅有越南、巴基斯坦

及柬埔寨三國因無相當於國民年金制

度，因此在韓國，來自這三個國家的

移工即無國民年金之適用。此一規定

備受批評，因來自這三個國家之移工

在韓國大多從事 3D（dangerous, dirty, 
difficult；危險的、骯髒的、困難的），
職業災害發生率高之行業，無法加入

國民年金意味著一旦發生事故，這些

移工即無法獲得國民年金之殘障年金、

死亡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

加入國民年金之移工，一旦回國

後，其所繳付之國民年金，依照國民

年金法之規定，移工於返國時可取回

已繳付之年金；由於移工加入韓國國

民年金有相互原則之適用，因此，能

夠取回年金之移工來源國，目前韓國

政府承認的有 16個國家，且不論是藍
領移工或是以專門技術資格到韓國就

業之白領勞工，只要是這 16個國家之
國民，均可取回已繳付之年金。9

(3) 就業保險
就業保險之適用範圍，根據韓國

就業保險法之規定，為「全部有僱用

勞工之事業或企業」；就業保險法施行

7「相互主義原則」是指該國規定韓國籍民眾可適用其相當於韓國國民年金的養老制度者，韓國才讓該國民眾

加入其國民年金（韓國國家法律情報中心，2013）。
8請參閱邱駿彥，外國人聘僱及管理法制研究計畫，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

WQvMjk5L1JlbEZpbGUvODc3NC8zODkzLzIwMTMwNDIzMTUyNTUxMC5wZGY%3D&n=MjAxMzA0MjMx
NTI1NTEwLnBkZg%3D%3D。

9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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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在第 3條第 2項第 4款針對外國人
勞動者不適用就業保險之規定，但在同

條項，亦明示了基於相互主義原則，

持 E-9簽證之外國人得加入就業保險；
根據同條項規定，係採取任意加入。韓

國就業保險包含失業給付，因此，在繳

付 6個月以上保費之外國人，一旦失業
亦得請領 3個月失業給付。根據林國榮
[19]針對韓國的移工有關社會保險的現
況，整理為表 3如下：

表 3　韓國對於外藉勞工的社會保險類別

類別 說明

職業傷害險

加保對象：正式員工1人以上公司。
營造業之職業傷害險與就業險以工

程金額超過韓幣 2千萬元以上之公
司。公司規模小於 4人之農林漁牧
產業以及家事工則不適用。

就業保險 自願原則

國民年金

加保對象：限於政府間雙邊協定，

且以該國亦有相對國民年金險的國

家。須加保國家：印尼、菲律賓、

斯里蘭卡、泰國免加保國家（已在

來源國依協定加保）：中國、烏茲

別克、蒙古。不適用國家：越南、

柬埔寨、巴勒斯坦、孟加拉、尼泊

爾、緬甸。

資料來源：林國榮 [19]

並且我們將韓國的社會保險整理

為表 4如下：

表 4　韓國的社會保險類別

類型
繳費 
對象

費率 給付項目 辦理單位

國民

年金

保險

受僱者

自僱者
9%

老年年金

身心障礙年金

遺屬年金

一次性退款

(lump-sum 
refund)

國民年金 
公團 (NPS)

健康

保險

受僱者

自僱者
6.24%

醫療給付

生產給付

國家健康

保險機構

(NHIS)

類型
繳費 
對象

費率 給付項目 辦理單位

就業

保險
受僱者 1.55%

失業給付

職業訓練

找工作

就業中心

(job center)

勞工

職災

保險

受僱者 1.7%

身心障礙年金

遺屬年金

一次性給付

喪葬補助

勞工補償和

福利服務機

構 (workers’
compensation

& welfare
service)

資料來源：盧安琪（2019）[20]

(4) 跨境請領規定
根據盧安琪 [20]說明，韓國之外

國人勞動者僱用法第 22條明文禁止以
外國人為理由而給予差別待遇，基於

此一規定，韓國之移工者可享有與本國

勞工同等之待遇。於韓國之僱用許可制

度以及訓練後僱用計畫之下，移民勞工

須加入僱用保險、產業災害補償保險制

度、國民健康保險至以及國民年金，並

有請領給付之資格，但失業保險之加入

則屬於任意性質。而年金之領取係依據

韓國與外國人勞動者之來源國間之雙務

協定，而決定其領取資格。

韓國針對外國人有一次性給付的

制度，其中包含返還一次金、死亡一次

金。返還一次金是指加保期間不滿 10
年但年滿 60歲者、加入者或曾加入者
死亡但不符合遺屬年金請領資格（如繳

納保費未滿 1/3）、喪失國籍或移民國
外者可領取返還一次金，給付金額是將

其已經繳納之保費加計一定利息後支

付；死亡一次金是指參加保險期間死

亡，但無符合條件之家屬可請領遺屬年

金且未發給返還一次金者，發給曾繳納

保費加計一定利息之金額，但不得超過

繳費期間平均月所得額的 4倍，具有喪
葬補償的性質。

外國人是否能領取返還一次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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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外國人士不能領取返還一次金的，

除非該外國人的母國對韓國人有補助相

當於韓國國民年金返還一次金的補助、

母國有和韓國簽訂社會安全協定，或者

該外國人的簽證是 E-8（就業培訓）、
E9（非專業就業）或 H2（就業），則
該外國人可以領取返還一次金。

3. 德國的制度

德國社會保險是以職業為群體，

且各項類別細分得非常清楚，共有健

康保險、勞災保險、年金保險、失業

保險與長期照護保險，五大社會保險。

一般老年給付是專門的年金保險，給

付要件為年滿 65足歲以上，且投保年
資滿 5年以上。雇主和勞工以毛工資
計算，雙方各半支付保險費。德國境

內勞工的年金保險是從毛工資提撥自

付額，被視為是「未來工資」，亦稱工

資的遞延支付。德國外國人跨境請領

條件第一順位是先看是否為 EU會員
國，其次是是否與德國締結社會保險

合約。EU會員國的勞工，權益與德國
人是一樣，而非 EU國然卻與德國有
締約關係，當他離開德國，大抵享有

請求權，然而有一些社會保險權益會

喪失，例如：健保與長期保險與失業

保險，必須在德國境內才提供。此外，

德國勞工保險年滿 5年即具領請年金
資格，退休年齡 67歲。針對跨境請領
的重要特色是：德國允許外國人在 EU
境內工作可以累積年資甚至若與德國

締結條約可將年資帶回母國銜接。德

國將保險費視為勞工私人財產並加以

保護。

(1) 年金保險
德國年金保險的適用對象，包括

受僱勞工、強制加保的自營作業者、

自願參加保險者或者撫養子女者。他

們必須證明具有上述的資格。而年金

保險的種類，包括老年年金、工作能

力減損年金、以及（被保險人死亡時）

遺屬年金。

A. 請領給付條件（德國年金請領的資
格 [21]）：

(A) 保險法上的條件
在一些德國的年金，被保險人還

要滿足特殊的保險法上的條件。這是

指他在一定期間內（例如 5年內），必
須為受僱工作或從事自營作業者繳交

足夠的強制保險費。這主要是針對工

作能力減損年金而言。此處的強制保

險費，也可以與在其他會員國的強制

保險費加總計算。只不過，在一些國

家，例如丹麥、芬蘭及荷蘭，被保險

人並未實際工作的在加保期間，也納

入強制保險費。此在德國保險法上的

條件並不被承認。

(B) 人身上的條件（年齡、工作能力減
損、死亡）

德國的年金保險，其種類可區分

為老年年金、工作年齡減損年金、及被

保險人死亡時之遺屬年金。惟一般討論

的重點，是置於老年年金。其條件為一

定年齡及等待期。亦即被保險人需滿足

正常年金年齡及一般等待期 5年。
依據年金年齡調整法，自 2012年

至 2029年，正常年金年齡逐步地自 65
歲往上調整至 67歲。起初，每一年調
升 1個月（正常年金年齡 65歲到 66
歲），然後，自 1959年出生的每一年
調升 2個月（正常年金年齡 66歲到 67
歲）。對於 1963年後出生者，正常年
金年齡為 67歲。至於 1947年前出生
者，正常年金年齡仍然為 65歲。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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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年齡年金者可再受僱從事工作，

其收入並不加以抵充 [22]。
(C) 等待期的條件

假設被保險人並不滿足某一會員

國的條件，亦可以加計其他會員國的

保險年資。亦即在德國行使年金請求

權，可以將在其他會員國加保的期間

合併計算。例如因工作能力減損之年

金請求權。

B. 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自滿足請領年金條件的

當月起，即可請求給付年金。若希望

在滿足請領年金條件後第一個月底即

獲年金給付，則必須在滿足請領年金

條件日起 3個月內提出申請。若逾 3
個月內始提出申請，則自提出申請之

當月起始會獲得給付。

自2004年4月1日起申請年金者，
年金保險承保機構會在每個月底透過

郵局的年金服務，將錢匯入帳戶。若

已在 2004年 4月 1日前開始請領年金
者，仍然會在銀行每個月最後一個工

作日，即會將年金匯入帳戶。

對於居住在國外的人，原則上也

會獲得全部的年金給付。惟對於因工

作能力減損而申請年金者，由於必須

考量勞動市場的狀況，所以可能會有

一些限制。另外，至今由年金保險承

保機構所做的傷病的補助，也可能停

止。遷徙到國外也可能對於傷病保險

及照護保險造成影響。因此，在移居

國外前，建議向主管的年金保險承保

機構及健康保險機構詢問相關事宜。

對於居住在國外的人匯給年金，

原則上由年金保險承保機構負擔手續

費。惟在一些個案中，外國所在地接

受匯款銀行如要求費用，仍需由被保

險人承擔。

C. 給付計算標準 [23]
被保險人所能請領年金數額的高

低，主要係按照整個保險期間、以其

薪資及工作收入計算繳交的保險費的

高低而定。在計算年金時，一般平均

的工資發展情形也很低，係按照年金

公式：薪資點數×啟動因素×年金

種類因素×現時的年金價值，加乘計

算而來。

(A) 啟動因素
啟動因素係以被保險人年金開始

時的年齡或遺屬年金時以被保險人死

亡時的年齡為準。假設申請老年年金

是在法定的年金年齡界限之前，則每

一個月的減額年金的比率為千分之三。

相反地，較長的職業生涯對於年金額

度有正面的助益。如果請領年金條件

在達到正常年金年齡時已經滿足，但

被保險人卻是在之後才請領，則每一

個月的增額年金的比率為千分之五。

(B) 年金種類因素
經由年金種類因素，可以達到每

一種年金種類的老年年金的保障目的。

年金的額度是按照年金的種類而定。

由於老年年金、養育 /照護子女年金、
以及完全無工作能力年金係在百分百

確保被保險人的生活。

(C) 現時的年金價值
假設被保險人在每一曆年按照平

均薪資繳交保費，則現時的年金價值

為一般年金保險下、基於年齡因素請

領未受減額的年金的每月數額。所以，

一個退休的人作為每個月正常年齡年

金的每一個完整的薪資點數，可以獲

得現時的年金價值的數額。

(2) 跨境請領制度
首先，被保險人提出跨境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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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給付者，除了曾至德國工作

者的外國籍勞工 /移工外，還有一部
分是移居海外的德國人。這表示居住

在德國境外，並不會影響老年年金給

付。而被保險人跨境請領勞工保險給

付者，當然必須符合請領的條件，如

以年金保險為例，必須符合年齡及最

低保險期間（等待期 wartezeit）的規
定 10 [24]。所以，對於無法符合請領年
金給付的外國籍勞工，德國社會保險

法第六部第 210條（第 210條§ 210 
Sozialgesetzbuch Sechstes Buch （SGB 
VI））即有退還保費的規定。由於德國
人民居住在國外者，屬於自願參加年

金保險者，其並無退還保費的適用。

至於與德國簽訂社會保險協定國

家的人民，其在請領保險給付時手續

上較為方便，優於無社會保險協定國

家（一般稱為第三國 drittstaat）而至德
國工作的移工。再者，德國與 EU、歐
洲經濟區域、以及瑞士間的人力移動，

屬於超國的（überstaatlich）法律關係，
彼此承認勞工保險的效力，顯然是跨

境請領勞工保險給付的被保險人中，

最為有利的族群。一般所指的跨境請

領勞工保險給付，並不特別區分是社

會保險協定的國家及第三國的跨國的

（zwischenstaatlich）國家，或者是超國
的保險給付關係。

如上所述，跨境請領勞工保險給

付的移工，可能是 EU會員國或簽訂
雙邊社會保險協定的人民，但也可能

是第三國的人民。雖然在其回到母國

或其他國家居住時，基於其工作時繳

費的社會保險請求權不會喪失，但在

請領的手續上略有不同 [25]。
也就是說，如果其來源國是在

EU 或 歐 洲 經 濟 區 域（Europäischer 
Wirtschaftsraum, EWR）內或者是瑞
士，則諸如年金保險的社會保險請求

權可以攜帶回其住居地再行使。在其

符合工在所在國法定的年金請領資格

後，在其（現在）住居地提出請求給

付。如果其是在兩個以上國家工作，

則可併計獲得兩個國家的保險給付
11。同樣地，如果其來源國是與德國

簽訂有社會保險協定的國家 12，則其

可在其住居地向該國的年金承保機構

（rentenversicheunrgsträger）提出給付
申請書 [26]，內載在德國工作的期間。
該國的年金承保機構會自動將申請書

轉送給德國的年金承保機構處理，亦

即該國的年金承保機構扮演著認證的

角色。

至於來源國為第三國的移工，其

因繳交保費而取得的年金給付請求權，

也不會因其離開德國而喪失。惟其必

須向駐在該國的德國領事館提出申請

給付，而由領事館人員直接給予認證。

而後，德國領事館會將申請書轉回德

國處理。此處請求年金的年齡，係德

國年金保險法的規定，而不是其住居

地國家的法令規定。

德國有關跨境請領勞工保險

10 一般的等待期為 5年。
11 此稱為  綜合計算繳費期間原則 (Grundsatz der Zusammenrechnung der Beitragszeiten)」。係指在在單一國家無
法達成老年年金請領要件，可通算其他國家的保險年資。

12 例如在亞洲有中國，日本，南韓及菲律賓等 4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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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的項目，並不以年金保險為

限，而是及於傷病保險、照護保險

（pflegeversicherung）、年金保險、失 
業保險、及失能保險等各種給付。

惟一般是將重點置於年金保險與失

業保險給付，這可從德國與其他國

家所簽訂的雙邊的社會保險協定

（sozialversicherungsabkommen）中，大 
多協議此兩項給付，可以得知之。由

於進入德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得自願

參加各種社會保險 13 [22]，而此類人員
可能在其所屬國家已經參加保險，所

以，此類屬於與德國簽訂社會保險協

定的對手國人員 14，可以享受免於雙

重加保的保費負擔 [27]，並且可以加
計在對手國工作的期間 [26]。

經由自願參加保險的保費，可以

滿足德國年金保險的等待期，也可以

繼續維持部分或全部喪失工作能力時

的年金給付。至於自願參加保險的保

費額度及次數，由其自行決定。但是，

有最低保費及最高保費的限制。又，

即使其選擇了保費的額度，將來仍可

改變或者完全停止繳交。可以自德國

或其他會員國匯款繳交保費，惟德國

年金保險承保機構並不承擔手續費。

整體而言，EU人民得按照自己的
意願，離開自己的國家前往別的會員

國工作。但這並不意味一定得在該國

參加社會保險。原則上只適用一會員

國的法規，這通常是其工作所在的國

家。如其在德國工作，即按照德國法

加保。反之，如是在其他會員國工作，

即為該國的法規。需注意的是，被保

險人如已在別的會員國開始領取年金，

則其又在德國工作時，並不一定強制

加保。倒是，其可以申請強制加保。

至於是否對其有利，應該先諮詢其他

人的意見。另外，對於未在德國居住

的第三國人民，如其在其他會員國停

留、而且至少繳交一期保險費者，即

得在德國自願加保。

4. 美國的制度

美國的老年、遺屬、身心障 
礙保險（Old Age, Survivors, Disability 
Insurance, OASDI）年金保險是其社會
安全制度的核心，年滿 65歲以上者可
領全額的老年年金，然而需提繳 10年
以上使得請領，若無達成基本年資則

無法請領。其特色是三項保障財務各

自獨立。

(1) 社會安全協定
Jackson & Cash [27]表示 1970年

代以來，到 2018年 11月止，美國已
經和 28個重要貿易夥伴簽署社會安全
協定，著眼於跨國居住和工作居民的

社會安全加保權益（如避免雙重加保

的浪費）和給付的提供（如通算 15在

對手國加保社會安全的年資、跨國給

付的保障）。通算的協定內容讓跨國就

業者得以跨國攜帶簽署國的社會保險

給付權益，至最後退休之國。通算的

適用對象有四種對象：暫時移居者、

永久移居者、飛機或輪船受僱者、外

13所以，必須先向年金保險承保機構登記加保。
14一般人為只要居住在該國即可，不以持有該國國籍或護照為必要條件。對手國係指簽訂社會安全協定的另一方。
15通算（totalization）係指可以合併計算兩國的保險年資，以達成老年年金的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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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政府官員，他們適用哪一國的法

律規範有別。通算的給付金額有理論

金額和實際金額的概念，要區分之。

在通算之下的給付金額計算上，

2004年 2月 19日簽署的日本和美國社
會安全協定第 5條規定：依美國法律完
成至少 6季涵蓋 /投保，但不夠滿足請
領資格者，美國主管機關應基於建立

請領資格，得採計該人在日本的涵蓋

年資（不可與美國年資時間重疊）。日

本 3個月等於美國 1季，不足 3個月
的部分以 1季論。兩國涵蓋期合計每
年最多 4季。美國將依美國法律的平
均收入，以及依美國法律的涵蓋期間 /
依美國法律計算的涵蓋期間之比例，

去計算給付金額。若依美國法律的涵

蓋期間足夠，則不採計通算年資。通

算的日本年資包括依日本法律加保期

間，不包括居住日本以外地區的補充

期間，以及國民年金第 3類被保險人
涵蓋期間。美國主管機關最多承認第 3
類被保險人 11季涵蓋期間，只要該人
在以第 3類被保險人加保之前或之後，
至少有 1個月是以第 1類或第 2類人
加保，或 1/4是依美國法律加保 [7]。

Bovbjerg[28]顯示美國和墨西哥
早已經在 2004年簽署社會安全協定，
但迄今尚未生效。主因是美國政府擔

心，與墨西哥之間的通算，有行政上

和財務上的風險（通算對美國的成本

高昂）；對照美國和其他遠距離、已開

發國家簽署的通算協定，只涉及到在

美國少數無證移工，但墨西哥在美國

的無證移工人數（很多）、工作歷史、

收入、受撫養眷屬等資訊，都欠缺，

致不確定性高 [28]；此隱含：資訊不
確定下，若實施通算，對美國相對不

利。這顯示，簽署社會安全協定之通

算若要實施，還需要仔細評估行政和

財務上的風險。

(2) 跨境請領制度
美國對外籍人士的社會安全給付

權利，採部份國民待遇原則 16；境外

支付給付以美元支付，不因匯率而變

動給付。但該國財政部禁止支付給居

住在古巴和北韓者；若是美國公民，

離開古巴和北韓後，就可補發給付；

但若不是美國公民，則離開古巴和北

韓後，也不補發給付。美國的社會安

全給付原則上不支付給住在以下國家

之人：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哈薩克、

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塔吉克、土庫

曼斯坦、烏克蘭、烏茲別克；要離開

後，才能獲得給付。若是美國公民，

居住在美國境外者，只要社會安全署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能會去款項，就仍能獲得給付；但若

不是美國公民，居住在美國境外者，

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才能獲得給

付：A.到美國境外未滿 30天；B.到
美國境外超過 30天，返回美國證明已
經合法連續待滿 30天；C.不是美國公
民者一旦離開美國 6個月以上，必須
返回美國住滿 1整個月（從第一天到
最末一天），才能再開始給付 [3]。

16 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國民待遇是國際法中重要的原則，意思是外國人與當地居民有
同等的待遇。根據國民待遇原則，如果一個國家將特定的權利、利益或特權授予自己的公民，也必須將這

些優惠給予該國的他國公民。在國際協定的背景下，一國必須向其他締約國的公民提供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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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境外非美國公民會持續支

付的情形包括：A.立基於軍人死亡或
失能（而非不名譽退伍）的給付；B.立
基於社會安全保費繳交年資（40季、
10年以上）的給付，立基於遺屬或受
撫養者要符合額外居住規定（5年，但
有例外）；C.以下國及公民可持續支付：
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智利、捷克、

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

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南韓、

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

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

D.與美國簽署有（已生效）社會安全
協議的國家之住民，可持續給付。

領取社會安全給付者需要向 SSA
報告以下事項：地址變更、在美國以

外地區工作、失能改善或重返工作、

結婚、離婚或鰥寡、收養小孩、小孩

離開配偶的照顧、小孩未滿 18歲是學
生或失能、死亡、無能力管理給付的

基金、被美國驅逐、父母情境改變、

可領不是社會安全的工作年金；若謊

報或漏報，致 SSA溢付，則 SSA得停
止給付；且領取人要填寫 SSA進行的
定期調查報告。

Boudreaux[29] 表示假使外籍人
士參加美國的社會安全，確實繳交保

費，但年資不滿 40季（10年），就
須離開美國，則該人士若不是與美國

簽署有社會安全協定之國籍，就無法

獲得請領給付資格，也沒有退還保費

的選擇。再者，補充性社會安全給付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通常只給付給美國公民，只有少數例

外，因為 SSI是以美國財政部的稅收
提供的基金。在工傷失能補償方面，

外籍人士和美國公民的權利一樣，只

是聯邦的社會安全失能給付（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SSD）會依據雇主或
州政府提供的補償（若多 /少），而調
整（則少 /多）：補償若多，則調整少；
補償若少，則調整多 [29]。這顯示，
美國聯邦制度之下，聯邦政府與州政

府扮演互補之角色。

羅國榮 [30]表示只要在美國工作
滿 10年，日後達退休年齡時，均可獲
得美國 SSA每月寄發退休金支票，且
退休金可寄往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特

殊國家古巴、北韓、柬埔寨等國除外）；

這些國家不必與美國簽訂有社會安全

協議。奧地利、德國、墨西哥也都有

類似之內國法規定。

美國公民只要符合領取退休金

的資格，在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定

居，都可以收到美國 SSA寄發的退休
金。持綠卡的美國居民，退休後長期

回原居地定居，即使失去了綠卡，也

可以繼續領取退休金。且夫妻兩人當

中一人有資格領取退休金，而夫妻兩

人在美國共同居住達 5年，在有資格
領取退休金的配偶去世以後，仍然存

活的配偶及 18歲以下的子女，都可
以在原居地繼續領取美國 SSA寄發之
遺屬給付。

陳芬苓、張森林 [31]說明美國的
社會安全基金的退休給付，提前退休

者，退休後薪資所得超過一定的年度

限額（annual limit）後，超過年度限
額的部分，每多 2塊錢薪資所得，減
少退休金 1塊錢；屆齡退休當年，超
過年度限額的部分，每多 3塊錢薪資
所得，減少退休金 1塊錢；超過法定
退休年齡後，則不扣減其退休金金額

[31]。美國如何得知請領者在國外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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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情形呢？美國就推動與各國簽署

「肥咖條款」，來追蹤海外公民和綠卡

持有人的財產狀況；但對居住海外的

外籍者來說，退休後的收入還是難以

查知。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 目前勞保跨境給付的困難
依據勞保條例第 63條規定，2009

年進入職場的勞保被保險人如死亡，

無法選擇 1次金給付，僅能申請遺屬
年金，除非以前曾投保勞工保險，該

規定不分本國人或外國人一體適用。

參加勞工保險之移工，其父母、配偶

或子女死亡，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2
條規定申請家屬死亡喪葬津貼。

根據勞保局統計， 2019年外籍
被保險人（含外籍配偶、外籍移工與

白領外國人）請領老年給付案件共有

1,192件，其中一次金件數有 977件，
平均一件請領金額為 11萬 9,501元，
年金件數有 215件，平均請領金額
15,102元，到了 2020年，請領老年
給付件數 3,164件，其中一次金件數
2,922件、平均請領金額為 8萬 882元，
年金件數有 242件，平均請領金額為
15,011元。根據勞保相關規範，目前
跨境請領給付類型與困難我們整理為

表 5如下：

表 5　跨境請領給付類型與困難

類型 困難

一次請領老年 
給付

（1） 許多移工在回國後到可以滿足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標準，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因此
有可能已經遺忘此項權利而忽略。也有可能因為不清楚自己的權益而放棄請領。

（2） 請領時，需要填報一些過去的資訊，若無人協助，則可能無法完成申請的文件填寫。
（3） 有些不肖的外國仲介，會以類似勞保黃牛的方式介入，並從中獲利甚至騙取財物。
（4） 曾發生移工以假冒身份入境工作導致未來請領時，無法取得相關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1） 發生職災死亡，要與遺屬聯繫，並且確認遺屬年金所需要的文件與程序。但因為許
多移工的原居住比較偏遠或資訊不易聯繫，聯繫上有困難。

（2） 遺屬的相關文件要取得也不容易，同時要確認遺屬的身份也是非常困難。特別是大
家庭情況下。

（3） 有些的特殊案例是，移工經過更換名字後重新申請入境工作，當發生職災死亡時，
無法確認正確的身份別。

（4） 遺屬年金後續在請領時，每年均需重新確認領取資格，對於部分遺屬會覺得程序較
為繁瑣且金額相對不高，因此放棄請領。

喪葬津貼
其困難在於需確認死亡之事實，以及相關的文件（如死亡證明），對於移工原居地的戶籍

與醫療體系不是很健全的情況下，文件的認證會較為困難。

生育給付
其困難在於需確認生育或是早產之事實，以及相關的文件（如生產證明），對於移工原居

地的戶籍與醫療體系不是很健全的情況下，文件的認證會較為困難。

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

（1）移工並不清楚投保權益。
（2）沒有雙語服務或辦理程序困難。
（3）仲介協助辦理成本高進而意願低。
（4）制度尚未完備，無退費設計。
（5）外交關係上沒有平等原則。制度應朝雙邊對等原則努力，國與國間不一定要簽署契

約，但是雙方國家應有對等與平等互惠原則，在認證程序上會更好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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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國處理跨境請領的方式
來自與韓國簽訂社會安全協議之

國家，則因為該國之勞動者能合併計

算在韓國與母國的年金保險年資，而

較易在韓國取得請領年金給付之權利。

若該類外籍勞動者一旦同時滿足投保

年資與法定退休年齡兩項資格，便得

請領年金給付，其計算方式皆一體適

用。來自於與韓國簽署相互認定協議

而得以選擇自願加入韓國的國民年金

保險，則除非其能夠單獨於韓國累積

滿 10年之投保年資，並滿足法定退休
年齡之要件，方能取得年金給付之請

求權；持工作簽證至韓國就業之外籍

人士亦同。對於外籍勞動者而言，一

次給付之規定，即為返國時的保費退

費機制。此外，若取得年金資格之退

休勞工，一旦不居住韓國，則年金會

轉為一次金的方式給予，可降低跨境

請領的困難處。

外國人離開日本後，即喪失國民

年金或厚生年金保險之被保險人資格，

若符合年金請領要件者，得依規定跨

境請領年金給付。然若不符合年金請

領要件者，日本自 1995年時起實施外
國人退保之一次性返還金。未能符合

年金請領要件之人，若國民年金或厚

生年金之保險年資達 6個月以上者，
得於離開日本後 2年內請求一次性返
還金。一次性返還金之金額因保險年

資而不同，但以 36個月為上限。換言
之，外國人居留日本期間所繳納之保

險費，不因一次性返還金之請領而得

以全數退還。

2.建議

以上述他國制度為例，A.日本的
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保險，預期無法

加保滿 25年的外籍人士，若加保滿 6
個月以上，可在離開日本後的 2年內，
申請一次性返還金。B.韓國的外國人
勞動者僱用法第 22條明文禁止以外國
人為理由而給予差別待遇，基於此一

規定，韓國之移工者可享有與本國勞

工同等之待遇；而年金之領取係依據

韓國與外國人勞動者之來源國間之雙

務協定，而決定其領取資格。C.德國
對於回到來源國或其他國家居住的移

工，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德國年金保

險提出退還保費；被保險人只得請求

退還其所繳交的保費，並無權請求雇

主所繳交的保費；一旦獲得保費退還，

則被保險人之後並無再請求年金給付

的權利。D.美國以離開美國多久時間、
有無簽署社會安全協議，或有無匯款

管制，來形成居住在不同國家的外籍

人士領取社會安全給付有所差異。

因此我國為了讓跨境請領的程序

可以更順利，除了將申請文件以網路

申請的方式的進行之外，建議可以有

以下修正：

(1) 針對主要業務的國家，可以雙語的
方式呈現申請文件，除了中文與日

文和英文的文件，例如越南、泰國

等語言也應該納入，並且除了申請

文件，相關的說明文件與問題與解

答（QA）也應有多種語言版本。
(2) 針對我國移工的主要來源國，應於
來源國的勞動相關部門的網頁設立

資訊專區，對於我國的勞動保險相

關權益與申請文件連結進行說明與

介紹。

(3) 針對我國移工的主要來源國，提供
電話語音回答問題的服務，可以透

過我國的新住民或是新住民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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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訓建立一個具有問題處理能力

的團隊。

(4) 針對離境的移工，比照日本的模式
，提供相關老年給付相關單據以及

相關申請文件與說明，讓移工瞭解

自己的金額大小與權益。

基於移工離臺時尚屬年輕，距離

請領老年給付資格條件尚久，亦可考

慮允許若承諾不再進入我國工作、離

臺前無法成就老年給付要件、且未曾

領受終身喪失工作能力失能給付的移

工，得申請一次返還金。而一次返還

金只宜就移工自行負擔的保費中，退

還受僱者自行負擔的普通事故保費之

一部分，移工可領回的部分保費應以

（保費自付額×老年給付攤付的保費

占比）為上限，惟考量勞工老年經濟

安全，可以設立領取最低保障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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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ross-border Claim 
Regulations for Labor Insurance Benefits  

in Various Countries

Chi-Hsin Wu1   Pei-Yi Hu2    Wei-Hsiang Hu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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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20, there were a total of 709,123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of which 

439,375 were industrial migrant workers eligible for labor insuranc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in 2019, foreign insured persons (including foreign spouses, 
foreign  workers and white-collar foreigners) applied for old-age benefits in 1,192 cases, of 
which there were 977 cases of lump-sum payment, and the average amount was NT$ 119,501. 
The number of annuity claims is 215, and the average claim amount is NT$ 15,102. By 2020, 
the number of claims for old-age benefits is 3,164, of which the number of lump-sum payment 
is 2,922, the average claim amount is NT$ 80,882 The number of annuity claims is 242, and the 
average claim amount is NT$ 15,011.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of migrant workers or survivors in claiming benefits are as follows: 
If eligible migrant workers or survivors are overseas, they need to be verified by the overseas unit 
when claiming benefits. When receiving benefits, they have to bear the remittance and remittance 
fees, and also have the risk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cross-border claims for transnational 
labor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difficulties in overseas verification.

Taking the system of other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Japanese national pension and welfare 
pension insurance, foreigners who are not expected to be able to cover up for 25 years, if they 
are covered for more than 6 months, they can apply for a lump-sum refund within 2 years 
after leaving Japan. If the foreign migrant workers are young when they leave Taiwan and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for old-age benefits are still a long time away By referring to the Japanese 
system, if they promise not to work in my country again, and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old-age benefits before leaving Taiwan, foreign workers can apply for a lump-sum refund.

Keywords:  Labor insurance, Cross-border claims, Lump-sum withdrawal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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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制度與事實認定 
之舉證責任分配

卓奇勳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我國雇主違反加班制度相關規範比率甚高，相關爭訟亦所在多有。綜觀文獻

與實務，加班爭議核心爭點及難處多在於事實之認定。認定加班事實之重要性在

於得確知勞工實際工時，並瞭解勞工勞動力有無過度消耗，且為勞工能否據以請

求加班費之關鍵。本文以探討加班事實認定之舉證責任分配為中心，先勾勒我國

加班制度圖像，研析現行法法定加班程式，並以之作為後續探討舉證責任歸屬之

論述基礎。

現行加班法制係以雇主要求勞工加班為原則，勞工自行加班為例外。惟無論

係在上開何種情形，多數見解咸認加班事實存在與否端視依舉證責任分配而負舉

證責任之人能否盡其舉證責任而定。

依勞動事件法第 38條，雇主倘無法推翻該條之推定，出勤紀錄內所載時間即
為勞工工作時間。苟雇主得推翻上開推定，則就雇主證明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

部分為勞工休息時間或勞工下班後並未執行職務者，勞工應證明其有實際執行職

務；在雇主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作為證據，證明其未同意勞工加班或勞工加班

不具必要性之情形，盱衡雇主知悉勞工有延後下班事實，卻未予制止，仍受領勞

工提供勞務之利益，猶否認勞工有加班事實顯不符常理，難認符合經驗法則與立

法誡命，應認勞工對於此種悖於常態事實之情形毋庸負舉證責任。

關鍵詞：加班、舉證責任、推定、勞動事件法、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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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作時間對於勞資雙方而言，均

係其中一項最為重要之勞動條件，為

勞資關係中核心議題，在工時爭議中，

較常見者即為加班之認定 [1]。在我
國，雇主違反加班制度相關規範占違

反勞動法令態樣之冠 [2]，在勞動事件
中相關爭議亦所在多有。綜觀歷年實

務，加班爭議核心爭點，且最為困難

之處，多係事實之認定 [3]，其重要性
自發現真實之視角，在於得以確知工

實際工時，並能瞭解勞工勞動力有無

過度消耗；經濟層面之向度則係其為

勞工能否據以請求加班費之關鍵，堪

認係勞工請求加班費之前哨戰。

本文以舉證責任之分配為中心，

透過分配舉證責任歸屬，解決加班事

實認定爭議。在實體法上，本文僅擬

研求我國現行加班制度之法制架構，

以之作為後續定舉證責任分配之論述

基礎。對於在加班事實爭議中極為常

見之雇主是否默示同意勞工加班，或

其是否訂有防止措施等實體法上討論，

基於本文淺見以為消極未表示意見是

否當然係默示同意非全無研求餘地 1。

且在加班爭議中，對於未表示意見之

認定需高度仰賴個案事實，應就個案

情形加以認定，較難建立一致標準，

本文竊以為透過妥適分配舉證責任之

途徑，較有助於建立得使相關爭議有

所依循之標準，是以對於雇主未表示

意見行為之評價即非本文所探討之射

程，合先敘明。

盱衡加班事實認定爭議在實體法

方面，首先即涉及我國加班制度為何，

其次則為勞工延後下班之結果是否為

勞基法上所稱之加班；在程序法方面，

則涉及舉證責任應由何造負擔之舉證

責任分配疑義。爰此，本文首先即嘗

試勾勒我國加班法制圖像，釐清加班

之法定程式，復探討我國舉證責任分

配原則、相關學說理論，及勞動事件

法實施之影響，研析勞工延後下班是

否符合加班要件之舉證責任歸屬。

關於加班申請制度及勞動事件

法就此部分之相關探討，回顧既有文

獻，截至投稿日止，較具關連性者，

為學者邱羽凡分別於 2019年 10月發
表於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65期之
大作「勞工出勤紀錄與加班事實之證

明－兼論勞動事件法相關規範之影響」

及 2021年 2月發表於月旦裁判時報第
104期之大作「加班申請制與勞動事件
法第 38 條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 109 年度勞上易字第 13 號民事判
決評釋」2篇大作，前者對於意思表示
之詮釋、出勤紀錄、文書提出義務等

著有極為精闢之論述，並兼論及勞動

事件法相關規範；後者以高等法院判

決作為楔子，就勞動事件法第 38條、
出勤紀錄概念與功能、勞資雙方合意

之探求等提出精彩論述，上開大作研

1 對於未表示意見行為之詮釋，可能包含當事人（在本文即雇主）不同意，縱認係同意，亦可能非屬默示同意

而係意思實現，倘輕易將消極未表示意見之行為解為默示同意，可能悖於當事人內心真意，亦影響當事人消

極不表示意見之自由。此外，在本文所探求之情形，若認雇主對勞工加班行為未表示意見即屬默示同意固有

利勞工，惟並非在所有情況皆係如此，在其他類型之案件，例如在工作場所裝設監視器或雇主所為可能影響

勞工隱私權時，常見勞工消極未表示反對而被法院認為係默示同意者，此際此種認定即不利於勞工，是以本

文認為對於消極未表示意見之詮釋似應較為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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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討之主軸不同，透過本文拙

見與上開大作之卓見，應有助於通盤

掌握此議題之完整輪廓 2。

斟諸創新與具體貢獻之有無關乎

研究之學術價值，在創新方面，本文

旨在研求現行加班制度之法制架構，

並以之作為後續分配舉證責任之論述

基礎，進而連結至後續程序法之探討。

本文竊以為，透過妥適分配舉證責任，

從程序法之理論著手，或較能提出有

助於加班事實認定爭議之解決途徑 3，

係目前學界中未曾有過之探討路徑，

應堪認具有些許創新 4。關於具體貢

獻，本文著重於探討舉證責任分配，

自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加以探討，先行

釐清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並提出在此

議題上，較能兼顧實質正義與法律安

定性考量，且符合學界與實務界見解

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係此領域學界

幾未探討者，應堪認具綿薄之價值與

貢獻。至若本文其他部分，無論在實

體法部分抑或程序法之探討，在論述

視角、相關淺見 5，乃至爬梳國內相關

判決所獲發現 6，或應可認亦具微薄之

具體貢獻與創新 7，冀望本文以下論述

得以提供諸位先進些許助益。

2 加班制度與事實認定或非宏大之研究議題，惟此議題所涉構面甚廣，且橫跨實體法與程序法，遑論其中若干

部分學說與實務尚有不同見解，是以本文與學者邱羽凡之大作除研究面向迥異（誠如前述，其上開大作聚焦

於意思表示之探求、出勤紀錄、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法律上推定之探討；本文則聚焦於研析加班制度圖像
與舉證責任分配）外，思考脈絡、論述，及所持見解亦均有相當之差異（本文與其所探討之範疇甚少重疊，

就本文及其大作中皆有論及，但觀點相異者如：雇主有無命勞工加班及勞工是否有拒絕之權利，本文所採觀

點與其在上開月旦裁判時報大作頁 51之見解有相當之差異即為適例）。當然，本文斷難與學者邱羽凡之大作
相提並論，自不待言。

3 出勤紀錄在勞動事件程序固然時常具有舉足輕重之角色，惟其終非萬靈丹，特別是在加班事實認定上，勞動

事件法施行前法院即較少會僅憑出勤紀錄及肯認勞工有加班事實，遑論在實體法上，法院對於勞工延後下班

之事實能否認定為加班之事實認定見解即已分歧，相關爭議亦所在多有。不可否認的，出勤紀錄提出義務之

探討具高度之重要性，事實上，此部分筆者數年前即曾於研討會論文中粗淺地概略探討過出勤紀錄與文書提

出義務，惟本文竊以為出勤紀錄尚非加班事實認定爭議之訴訟案件核心，特別係在勞動事件法實施後，出勤

紀錄更難認係具有主導判決結果之重要性。職是之故，淺見竊以為實有必要就實體法上之加班法制圖像加以

勾勒，釐清我國加班制度及法院觀點後，復就對各該爭點在程序上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加以研析，從而在研

究主軸、架構、切入觀點、研究發現，及結論建議等皆與現有文章有間。
4 此部分對於學界與實務界，或勞資雙方未來訴訟時，亦應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5 如本文對於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探討，除探討推定之概念外，並著重於於僅以立法理由所載之以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推翻該條推定，是否足以使法院形成對勞工出勤狀況之確信，成功推翻此等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此為與現有文獻不同之處。綜觀現今實務判決，法院多認雇主得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推翻出勤紀錄之推

定，本文竊以為問題在於「推翻之後呢？」，推翻後仍會有舉證責任歸屬問題，本文爰綜合舉證責任之一般

分配原則，與研析相關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聚焦於雇主推翻勞動事件法第 38條推定後之舉證責任分配，嘗
試提出如何合理分配勞工有無加班事實之舉證責任，最後於結論梳理加班制度、雇主能否推翻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推定及推翻後之不同情形，並於末段提出合理分配舉證責任之途徑，此為既有文獻皆未曾論及者，而
此則為本文之核心重點所在。揆諸目前文獻皆未探討此一部分，本文在此部分應堪認具創新，且對學術及實

務發展亦應有若干淺薄之貢獻，附此敘明。
6 舉例而言，本文梳理相關學說與實務判決，得出在學界與法院多否認勞工得自行加班分別自 5項維度加以研
析勞工自行加班未經雇主同意適法與否之問題，並發現多數法院皆肯認在程序法上，倘勞工得就待證事實盡

其舉證責任，即堪認勞工自行加班之行為仍屬加班，僅有極少數法院以此情形悖於立法意旨而在實體法上即

予以否定，是以未必在所有情況下，此議題皆得以落入勞動事件法第 38條等程序法之檢驗。而縱使得由後
續勞動事件法或相關民訴法規範判斷加班事實是否存在，其論述之脈絡亦有所不同，詳請容待後述。

7 整體而言，本文在研究主軸、論證過程、觀點之形成、研究發現，乃至結論建議，與目前現有之文獻皆具實

質且顯著之高度差異，亦非無相當之創新；對學界與實務界亦應可堪認有一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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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圖像之勾勒
1. 加班定義

加班係指勞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之工作時間，及延後下班之時間，在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上稱為「延

長工作時間」，亦被簡稱為延長工時。

勞基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並未就工作時

間加以定義，依勞動契約法理，「工作

時間」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所負之給

付義務 [4]，即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
執行職務之時間 [5]。勞工將勞動力提
供給雇主，為其服勞務，使自身勞動

力處於隨時得受雇主指揮監督之狀態，

即可謂已履行勞務給付義務，至若勞

工之勞動力實際上有無為雇主所支配

並非所問 [4] [6]。實務則認為「工作
時間」係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於

雇主提供勞務或受指示等待提供勞務

之時間 8。

對於加班之定義，參酌勞基法相

關規範，符合以下 3種情形之一者，
即為加班 [7] 9：（1）每日工作時間超
過 8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 40小
時之部分；（2）依勞基法第 30條第 2
項（2週彈性工時 10）、第 3項（8週
彈性工時），或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1款（4週彈性工時）變更工作時間，
且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及（3）
勞工於勞基法第 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
之時間 11。

2. 加班制度規範意旨

工時法制係我國勞工保護法核心

之一，立法誡命係創建具人性尊嚴之勞

動環境與人性化之勞動生活 [8]。為避
免經濟弱勢之個別勞工屈從於資本家，

而為不利於己勞動條件之議定，立法

者透過勞基法，以公權力介入私法自

治，設定勞動條件最低保障，其目的

除保障個別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外，並

寓有保護所有勞工及所屬家庭社會安

全之意涵，蓋個別勞工莫不為其家庭

及社會不可取代之寶貴資產，國家須

基於家庭及社會之角度予以保護，避

免勞工自身之安全健康受到危害，以

致動搖所屬家庭與社會之穩定基礎 12。

就法定正常工時方面，為保護勞

工免受雇主剝削，勞基法第 30條第 1
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之最高時間；而基

於勞動力之永續保護，及企業經營等考

量，同法第 32條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
時間之事由、時數及程序為規定，旨在

限制雇主任意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例

外允許雇主得使勞工工時超過正常時數

[8] [9]，貫徹保護勞工之本旨 13。

3. 加班之法定程式

為保護勞工，避免其工時過長，

立法者乃就雇主要求勞工加班之權利

設有若干限制 [4]。在勞基法之規範
下，雇主欲使勞工加班者，須具備（1）
符合使勞工加班之法定事由；（2）加

8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訴字第 941號判決。
9法條部分請參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0條之 1。
10 彈性工時制度，在學界多被稱為變形工時制度，惟勞動部將之稱為彈性工時制度，本文以下乃依勞動部見

解，以彈性工時制度稱之，合先敘明。
11 勞基法第 36條第 3項本文。
1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訴字第 869號判決。
13 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 135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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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時數符合法定限制，及（3）符合法
定程序等 3項要件 [4]。雇主符合上開
要件者，即得命勞工加班，惟勞工具

有勞基法第 42條所定事由者，得拒絕
之 [4]。雇主如執意要求據勞基法第 42
條所定事由之勞工加班，即係濫用命

令勞工加班之權利，構成權利濫用 [9]。
茲就上開 3項要件說明如次。

(1) 符合法定事由
在勞基法第 32條之規範下，雇主

不得任意命勞工加班，對於勞工在坑

內從事非以監視為主之工作者，除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外，法律明定

雇主不得使其加班 14。至若其餘工作內

容非於坑內從事監視工作以外之勞工，

立法者固未明文禁止雇主不得要求渠

等加班，惟得要求勞工加班之前提在

於雇主有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 15。

鑒於加班對勞工相對不利，學界

通說認為應以加班必要性及勞工因加

班所受不利益程度二者作為考量雇主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依據 [9]。惟由於勞
基法及同法施行細則未就「必要」究

何所指加以定義，致使爭議迭生。有

學者指出，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所謂
「必要」，係指客觀上應具有加班之正

當事由，例如基於 A.勞基法第 32條
第 4項所稱之天災、事變或突發狀況；
B.企業經營需求或勞工工作之必要，
及 C.面臨生產活動或業務增加或突然
出現需求，且達一定程度，致勞工無

法於正常工時內處理完畢等情，而非

由雇主或勞工之主觀認定加以判斷，

亦非謂雇主要求勞工加班之行為經工

會同意，或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即堪認有必要 [8]。另有學者認為，衡
諸常理，雇主倘無使勞工於正常工時

以外時間工作之必要，便無要求勞工

加班，徒增自身經營成本之可能，據

此，應認得由雇主自行裁量有無使勞

工加班之必要，而無需考量事業單位

內部運作、外部市場狀況等情 [10]。
亦有學者指出，必要性之認定得由勞

資間自主協商及個案認定，惟倘不具

加班必要性，雇主縱經工會或勞資會

議同意，且具勞動契約之依據，亦不

得要求勞工加班，否則不無構成權利

濫用之可能 [9]。

(2) 符合法定限制
為避免勞工工時過長，雇主得使

勞工加班之時數並非全無限制 [4]。一
般而言，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

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小
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

過 46小時，惟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延長之工作時間得以連續之 3個
月為週期 16，1個月不得超過 54小時，
每 3個月不得超過 138小時 17，此等加

班時數上限之規範係屬「絕對之上限」

倘勞工工作時間逾越勞基法中對於工

時上限之規定，即非屬勞基法允許之

加班，而係超時工作，是以勞資雙方

皆不得違反此規定 [9] [11]。對此，有
學者自比較法觀點，指出我國就加班

14 勞基法第 32條第 4項。
15 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
16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1項。
17 勞基法第 32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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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限制之規定或較欠缺彈性，惟對

於勞工之保障較為周延 [9]。需注意者
係，雇主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令勞工於休息日工作者，勞工該休息

日之加班時數並無限制 18。至若勞工於

加班時間內從事之工作內容是否與加

班前相同，則非所問 19。

(3) 符合法定程序
雇主使勞工加班所須遵循之法定

程序視加班原因不同而異 [4]。雇主非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得片面逕自

要求勞工加班 [10]，須先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始得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 20。關

於延長工時之限制，雇主延長勞工之

工作時間係以 3個月為週期，且僱用
勞工人數達 30人以上，至遲應於開始
實施加班週期制，彈性調整每月加班

時數分配之前 1日，報當地主管機關
備查 21。

值得注意者係，現行勞基法對於

加班是否須經勞工本人同意，學說見

解未有定論，茲先嘗試整理如下表 1。

18 勞基法第 36條第 3項但書。
19 最高法院 81年台上字第 2882號民事判決。
20 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後段。此外，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雇主應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2款公
告周知。

21 勞基法第 32條第 3項、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之 1第 3項本文。
22 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2002年 2月修訂再版，頁 417。需說明者係，該段論述固係針對舊法時
期之論述，惟自黃程貫教授於上開專書頁 131-132指出勞資會議決議具「勞動法之法源效力」，得成為個別
勞工之權利義務之根據以觀，縱令該規定業已修正，仍可推測其係維持此見解，學者王能君亦採此此種詮

釋途徑，參見王能君，勞動基準法上加班法律規範與問題之研究—日本與臺灣之加班法制與實務，臺北大

學法學論叢 81期，2012年 3月，頁 110-111。
23 呂榮海，勞基法實用 1，蔚理法律事務所，頁 220，1993年 14版，轉引自王能君，前揭註頁 110。

表 1　雇主命勞工加班是否需得勞工同意之相關見解比較表

學者姓名 學者見解

肯

定

說

邱駿彥

雇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僅生雇主免受勞基法處罰之免責效力（即免於雇主受到

勞基法處罰之效力），並不當然取得使勞工加班之權利，雇主如有延長工時之必要，仍

須取得勞工之同意 [5]。

否

定

說

黃程貫
雇主符合本文上開法定要件，且勞工不具勞基法第 42條所定事由，即得命勞工加班，
勞工不得拒絕 [4] 22。

呂榮海 見解與黃程貫教授相同 [12] 23。

鄭津津

倘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得使勞工加班後，尚須取得其個人之同意，或具有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依據，不啻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責任，亦不無致使雇主經營受

到負面影響之可能，如若干加班之決定可能有具急迫性，若需取得個別勞工同意，將使

雇主負擔過鉅。勞工若正當事由，得依勞基法第 42 條拒絕加班，否則不得拒絕 [10]。

楊通軒

自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文義以觀，立法者顯係採集體勞動法中之雙重保障思維，依集
體勞動法優先於個別勞動法之理論，使勞資雙方趨向對等，是以工會或勞資會議所作成

之決議即當然得取代個別勞工之個人意志，否則不啻違反立法意旨，亦違反集體動法之

法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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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目前以否定說為多

數說，而在折衷說部分，二位學者見

解共同之處在於，苟雇主已於勞動契

約明定得要求勞工加班，則雇主於踐

行法定程序，即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

意後，便能要求勞工加班，無須另行

徵得勞工同意。對此，本文竊以為揆

諸 2002年 12月修正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之理由主要係為加強勞資會議功
能，似可窺知立法者有意以勞資會議

同意取代個別勞工之同意。從而就立

法意旨而言，雇主使勞工加班應無須

取得個別勞工同意。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使

勞工加班之必要而逕要求勞工加班之

雇主，固無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亦無須取得勞工同意 [8]，惟其應於勞
工開始加班後 24小時內通知工會；無
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並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25。值

得注意者係，雇主以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為由，經勞資會議同意使勞工

加班者，倘其同時符合僱用勞工人數

達 30人，亦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之義務，若不及報備查，得於原因消

滅後 24小時內敘明理由為之 26。

對於雇主不符上開法定要件而要

求勞工加班者，有學者主張已加班之

勞工得依「事實上勞動關係」之法理，

準用勞基法第 24條第 1項，向雇主請
求加班費 [8]；另有學者認倘經勞工同
意，基於加班制度之立法誡命乃係為

保護勞工而設，仍應認此情形亦屬加

班 [4]。

勞工自行加班之法律效果
自行加班之適法性學界及實務界

見解分歧，未有定論，觀諸相關文獻

及判決，可歸納出學說與實務多以立

法意旨、得要求加班之主體、雇主是

否同意、勞工忠誠義務，及加班必要

性等 5項構面加以論述，提出不同觀
點，茲分述如下。

1. 立法意旨之詮釋

勞基法之立法目的係在保障勞工

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

濟發展 27。其中，保障勞工權益不僅係

24 林振賢，勞基法的理論與實務，捷太出版社，2003年，頁 287，轉引自王能君，前揭註頁 111。
25 勞基法第 32條第 4項。
26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2條之 1第 3項但書。
27 勞基法第 1條第 1項。

學者姓名 學者見解

折

衷

說

王能君

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僅具免除雇主受勞基法處罰之免罰效力（即邱駿彥教授所稱之免

責效力），雇主若欲使勞工加班，未必需得勞工個人之同意，惟仍應有團體協約、勞動

契約或工作規則之依據 [9]。

林振賢

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僅係使雇主得不受勞基法處罰之公法效果，非謂雇主當然得命勞

工加班，勞工有無加班義務係民事之契約問題，勞工依勞動契約內容是否有加班義務、

雇主依勞動契約能否單方面要求勞工加班端視勞資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內容

而定 [13] 2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上開資料。

表 1　雇主命勞工加班是否需得勞工同意之相關見解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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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勞工獲取符合公平之勞力對價，

更在保障勞工免受雇主之剝削。綜觀

勞基法全文並未規範勞工得單方面加

班等情可知，勞基法並不鼓勵勞工加

班，蓋鼓勵加班將勞工工作時間增加

幅度提升、影響勞工身體健康及國民

生產力，更與勞基法藉由建立最低勞

動條件以促使雇主照顧、保護勞工之

目的未合，不得認勞工未經雇主同意

得單方面加班 28。

2. 得要求加班之主體

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研討結

果曾指出，由勞基法第24條規定中「雇
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文義觀之，

負有依所定標準給付工資義務者，為

主動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雇主。另應

受勞基法第 32條規定之限制，於延長
勞工工作時間時應遵守一定程序及不

得逾一定時數之者，亦為雇主。苟雇

主並無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行為，雖

勞工有依己意而延長工作時間之結果，

雇主尚無於契約約定外受領勞工所提

出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動之義務，亦無

依前開規定給付加班費之義務 29。

惟晚近法院揭示，勞基法第 24條
第 1項本文所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於語句結構上，固以「雇

主」為主詞，並於之後緊接「延長」

此一動詞，再接續「勞工」、「工作時間」

等雙受詞，致該規定似乎以雇主主動

提出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為前提要

件，方有該項後續法律效果之適用，

然於文義解釋上，並不能得出僅能作

此狹義性解釋之結論，毋寧應認為該

項規定所規範之情形，除雇主因業務

需要而向勞工提出延長工作時間之明

示要求（要約）外，於勞工自行加班

而雇主未明確拒絕時，亦屬勞基法上

之加班，畢竟工作場所係置於雇主或

其管理人員實力支配之下，自可得期

待其能為合理、完善之人事管理 30。

3. 忠誠義務
曾有地方政府指出，勞工在正常

工作時間後繼續提供勞務，乃係對雇

主善盡職責及履行忠誠義務，有利且

不違反雇主之預期，因此勞工之延長

工時確係基於業務或工作所需，雇主

仍應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予員工，不以雇主有明示、指示同意

加班或核准加班為必要 31。惟有學者認

為無論勞工自行加班原因為何、是否

對雇主有利，皆與忠誠義務無涉，勞

工並無主動加班之權利，亦不具認定

是否有加班必要之權利，不得自行加

班，加劇勞動力之消耗 [8]。

4. 雇主同意

(1) 契約法觀點
依契約法觀點，勞動契約為雙務

契約，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倘有加

班之需求，需延長工作時間，應取得

雇主之同意 32。有法院認為，勞工提

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

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

雇主提供勞務之行為，除係基於雇主

2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146號民事判決。
29 10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第 5號。
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訴字第 1852號判決。
3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訴字第 941號判決。
3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

091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12月號

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當無本於

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

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

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倘勞工自行

逾時停留於公司內部，或未依雇主規

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

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

之情形，雇主亦無預期（甚至無預算）

要支給原約定工資以外之加班費 33，勞

工之勞務付出縱使有益於雇主之營運，

然雇主亦因此負有支付勞務對價（加

班費）之義務，而增加人事成本，是

以勞工延後下班並非全然是雇主得利，

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

之理，且其延長工作時間並非雇主本

於指揮監督地位促其所為，如允勞工

於未徵得雇主同意之情形下任意片面

加班而得享有請求給付加班費之權利，

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於訂約之際未能預

見、掌控之人事費用風險，有違契約

履行之誠信原則 34。

(2) 制度管理面
實務上，常有法院指出在現代勞

務關係中，因企業規模漸趨龐大，雇

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效率，節省成

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往往就工作場

所之工時制度設有一定之規範，例如

在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明定因業

務需要於上班時間以外繼續加班處理

者，應事先以加班申請單報請單位主

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之加班申請制 35。對

此，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曾揭示，此等規定如無其他違反強制

禁止規定等情事，應無不可，惟勞工

於工作場所超過正常工作時間自動提

供勞務，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

或防止之措施者，其提供勞務時間仍

屬工作時間 36。法院則多認加班申請制

係為有效經營企業、控制成本支出及

人事管理所必須，肯認其適法性 37。在

此情況下，法院多認無論勞工係出於

妥速完成任務或其他因素考量，未經

勞雇雙方合意即自行提早到班或逾時

停留在公司內部之舉僅係其單方片面

延後下班時間，不生合法效力 38。

自為免勞工於雇主無使加班需求

時恣意加班，不當增加雇主經營成本

之觀點，上開見解固非無稽，惟工作

場所係置於雇主或其管理人員實力支

配之下，當能期待渠等能為妥為管理、

運用工作場所之人力資源，是勞工於

正常上班時間以外之時間仍留在工作

場所，不僅可合理推認勞工乃係在提

供勞務，且雇主若對於勞工加班採取

不鼓勵之立場甚或反對之態度，自得

事先或隨時採取如下班時間屆至，立

即關燈、斷電、強制關閉電腦或令其

3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勞簡字第 107號民事判決。
3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146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年勞訴字第 28號民事判決。

3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
36 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2字第 0960062674號書函。
37 如臺灣高等法院 95年勞上易字第 48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年勞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30號民事判決等。

38 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簡字第 130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小字第 5號民事判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50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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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離去工作場所等必要之防止措施，

以避免勞工加班 39。

再者，雇主若基於人事管理或經

營成本控管之考量，除上開例示之措

施外，雇主事先制定加班申請制，亦

無不可，惟應貫徹執行，於勞工在工

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前，即

予以制止，如於事後發現員工有加班

之情，亦應隨即查明並依規定支付加

班費，而非一方面消極容任勞工於工

作場所提供勞務，卻又拒絕給付加班

費，平白受領勞工提供勞務之利益，

另一方面又引公司規章相關規定，主

張員工未事先申請加班，事後亦未向

公司申請加班費，而冀求解免給付勞

工加班費義務 40。

此外，有鑑於倘勞工申請加班遭

拒，爾後可能會因有所顧忌而未再提

出加班申請 41，學者亦指出，職場上不

可否認地確有勞工於下班時間處理私

事而延後下班打卡時間乃至申報加班，

惟亦不乏雇主拒絕具有加班需求之勞

工加班，致使渠等為完成工作實際上

仍須加班，嗣後卻常會因未經雇主同

意、不符加班申請制等理由而無法請

求加班費 [10]。為避免勞工故意將工
時拖延，或為請領加班費而逾時留滯

之情形，固得規定延長工時應事先申

請經雇主同意，或由勞工於加班後提

出申請由雇主確認，以憑為雇主核給

加班費之依據。惟此種對於加班申請

之限制，僅限於供作確認勞工是否因

職務必要而有延長工時之事實，不得

認為勞工未申請加班即視同放棄申請

加班 42，亦不得以勞工未依規定提出加

班申請，即否認勞工有加班之事實，

或其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執行職務，

而一概免除被告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

資之義務，否則無異肯認雇主得以工

作規則之規定或片面指示，規避勞基

法所定雇主加班費給付義務 43。勞動部

即曾揭示，雇主不得僅以勞工未依其

所訂之程序申請加班即否認勞工有加

班之事實 44。勞工果因職務需求實際延

長工作時間，基於勞基法為社會法性

質，其規定為對勞工最低基本之保障，

縱未依雇主規定申請加班，仍不得否

定勞工有加班事實 45。

5. 加班必要性

有法院指出，勞工如有加班事實，

無論雇主就勞工延後下班之行為是否

實際給付加班費或以補休代之，皆會

增加其經營成本，是以雇主就勞工有

無加班之事實及其必要，如已訂有相

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 46。若

干法院皆認為勞工是否有加班工作，

與勞工有無加班之必要本屬二事，後

者係依工作負荷予以判斷，前者則除

3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1852號判決。
4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1852號判決。
4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年勞簡字第 5號民事判決。
4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勞上易字第 18號民事判決。
4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年勞簡字第 5號民事判決。
44 勞動部勞動法訴字第 1030006557號訴願決定書。
45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勞上易字第 18號民事判決。
46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勞上易字第 9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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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負荷外，亦不能排除因個人之工

作習慣、能力、時間安排、態度等多

項因素所肇致之可能 47，在此脈絡下，

勞工縱有加班之事實，該延後下班之

時間並非當然堪認係加班，該時間尚

須符合加班必要性之要件，易言之，

法院認為勞工須因工作之需要而延後

下班方屬加班。勞工自行將上下班時

間提早或延後，或於正常上班時間無

法完成工作致需延長工作時間者，須

係基於工作上所需，有在正常工作時

間外工作之必要，始屬勞基法所稱之

加班 48。對此，學者則指出，勞工倘確

有工作時間超過正常工時之情形即屬

加班，超過正常工時之工作時間是否

具有必要性不影響該時間性質上係屬

加班 [8]。
除透過就立法意旨之詮釋，否認

未獲雇主同意即加班之勞工得請求加

班費之見解 49，係就根本上予以否定，

認為在實體法上勞工無請求加班費之

餘地，自毋庸審酌舉證責任之分配，

於實體法上即認勞工得請求加班費之

權利不存在外，採其餘見解者，皆認

勞工延後下班者，倘能舉證證明有加

班事實、雇主同意其加班、加班具必

要性等情 50，應堪認係加班，得依勞基

法請求加班費；易言之，除極少數法

院就其自實體法之解讀，一概予以否

定外，絕大多數法院並不會遽認未經

雇主同意便加班之勞工當然無法請求

加班費，而係要求負擔舉證責任之人，

舉證證明之。對於加班事實認定之舉

證責任分配，說明如次。

加班事實認定之舉證責任分配
1.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係實體法及程

序法之交錯，需兼顧程序法之特殊性

並符合實體法之規範目的，為法官於

解決待證事實未明時之裁判準則 [14]。
最高法院即揭示，如待證事實陷於真

偽不明之狀態時，為求發現真實並促

進訴訟，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命負舉證責任之人提出證據 51。對此，

學者指出，舉證責任分配制度需能體

現實體法立法意旨，同時具有法律安

定性，分配舉證責任歸屬能使當事人

得以預測、估算保管證據、提出證據

之成本及訴訟風險，對當事人迅速獲

得救濟、保全證據亦具相當意義，且

有助於降低訴訟上射倖、投機情形發

生之機率 [14]。
我國舉證責任分配制度規範於民

事訴訟法（下稱民訴法）第 277條，
該條本文揭櫫在一般情況下，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係「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惟實質正義乃法治國原則之核心價值

[15]，在若干案件類型，及於訴訟上有

47 如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勞上易字第 75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勞上字第 35號民事判決、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 108年勞訴字第 28號民事判決等。

48 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792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勞上易字第 6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勞上易字第 115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8年勞上第 4號民事判決。

4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146號民事判決。
50 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年勞訴字第 28號民事判決。
51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163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241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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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考量者，應設有例外性規範或

適當調整舉證責任之可能 [14]。有鑑
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

則性規定，尚未足以解決一切舉證責

任分配之問題，過往被選為判例之最

高法院判決，即曾依誠信原則定舉證

責任之分配，立法者爰於 2000年修法
時，在原條文之下增訂但書「但法律

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俾實踐個案正義 [14] 52。

民訴法第 277條但書被認為係公
平原則 53，為舉證責任減輕制度，減

輕方式包括證明度降低、舉證責任轉

換，及排除舉證必要性等 [14]。倘個
案具有符合危險領域理論、蓋然性理

論、誠信原則，及武器平等原則所考

量之因素，而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所得結果難認符合個案妥適性時，法

院即應調整舉證責任之分配 [14]。最
高法院即揭示於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

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

事件之事件類型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

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

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

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

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

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較

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

重，按待證事項與證據之距離（距離

證據之遠近）、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

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

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

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

認定並予判決，以符上揭但書規定之

旨趣，實現裁判公正之目的 54。

2. 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意涵及對舉證
責任分配之影響

(1) 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立法意旨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指出，勞資雙

方權力、地位，掌握之資源皆有所落

差，在勞資爭議中，勞動階級往往落

居劣勢之一方，在訴訟上亦常面臨舉

證困難，致使渠等實質上難以獲得法

院救濟，無法爭取應有之勞動權益，

而勞動事件法即係為有效保障勞工，

落實憲法誡命而設 [16]。
鑒於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

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

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

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

且依勞基法第 30條第 5項及第 6項規
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

存 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
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

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

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

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

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

能力，立法者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

工作時間之爭執，於勞動事件法第 38
條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

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

意而執行職務」。

(2) 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推定意涵
所謂推定，係為使雙方當事人於

52 另請參見 2000年民訴法第 277條修法理由。
53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863號民事判決。
54 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 31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40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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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繫屬中立於對等地位，或基於合

乎正義之考量，於適用法律規範時，

使當事人之一方獲得較多優遇而設，

被認為與事實認定具密切關係 [17]。
推定可分為事實上推定及法律上推定，

後者又可細分為法律上事實推定及法

律上權利推定二種 [18]。
尋繹在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規定

下，關於加班事實之認定，為謀求實

質平等，經提出相對較易證明之個別

事實，即出勤紀錄內所載之勞工出勤

時間後，勞工便無需證明有出勤事實

與雇主同意，申言之，經提出出勤紀

錄後，即推定勞工 1.在出勤紀錄內記
載之出勤時間內有執行職務之事實，

及 2.於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執行職務
係經雇主同意，似可觀知該條規定為

「法律上事實推定」[19]。
所謂法律上事實推定，係指立法

者在具有一定社會基礎之前提下，將事

實之推論以受到社會大眾承認的經驗

法則明訂於法條 [20]，亦即法律規定以
某事實存在為基礎，從而推認某待證

事實存在，為法律上推定之一種 [14]。

(3) 勞動事件法第 38條對舉證責任分
配之影響

由於勞動事件法第 38條性質上為
法律上事實推定，出勤紀錄經提出後，

對於出勤紀錄所載時間，法院得不待

證明，以法律所推定之事實（即出勤

紀錄所載時間為勞工經雇主同意而執

行職務之工作時間。）作為裁判基礎，

是以法律上之事實推定實際上具有舉

證責任倒置之效果 [17]。惟須注意者
係，民訴法第 281條「法律上推定之

事實無反證者，無庸舉證。」中之「反

證」，並非證據法上本證與反證中之

「反證」，兩者間概念並不相同，學者

即指出，民訴法第 281條用詞並不精
確。當事人欲推翻法律所推定之事實

者，需提出與法律所推定事實相反之

事實作為證明，而該證明係屬本證而

非反證 [14] [17]。是以雇主否認勞動
事件法第 38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
證據證明之 55。

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定應負舉

證責任之人，其為證明待證事實為真

實所提出之證據即為本證，該證據應

使法院對待證事實達到確信之程度，

方可謂舉證成功 [14]。倘負舉證責任
之人已提出本證並成功舉證，則對造

如否認該待證事實，應提出與該待證

事實相反之證據，此即為反證 [17]。
本證與反證之差別在於，應提出本證

之當事人需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形

成「積極之確信」，反證僅需妨礙或動

搖法院原本對於本證所生之確信即為

已足 [17]，無須使法院對於該相反事
實形成確信 [14]。

由上可知，經提出出勤紀錄後，

雇主如欲否認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推
定，應提出反對證據，並使法院對該

證據形成確信，否則不足以推翻該條

之推定 56。在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規
範下，勞工難以舉證之困境看似得以

避免，惟依該條立法理由，雇主如主

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

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

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

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

55 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 62條。
56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年雄勞簡字第 34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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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料作為反對證據，推翻上述推

定，致使實務上，常有雇主主張其設

有加班申請制，並提出勞動契約或工

作規則等資料作為反對證據。本文竊

以為此等載有加班申請制規定之勞動

契約或工作規則，是否足以使法院對

於出勤紀錄所載時間為勞工休息時間，

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

間內執行職務等待證事實形成確信之

程度，而堪認舉證成功實非無疑，畢

竟該等資料所載內容未必符合勞動現

實、職場實況，且亦非謂勞工加班行

為未符合該等規定所定程序，即當然

得否認勞工於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經

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觀諸勞動事

件法實施後法院所作成之相關裁判，

不乏法院認為足以上開資料足以推翻

勞動事件法之推定，而認勞工應就有

加班符合經雇主同意、具必要性等要

件負舉證責任 57。

倘肯認雇主得以載有類似加班申

請制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資

料即得推翻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之推
定，無異於肯認雇主得藉以規避相關

法令及舉證責任之負擔 58，且誠如司法

院院長所述，勞資雙方實力往往不對

等，雇主如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

定有加班申請制度，勞工多無法拒絕，

苟認該等資料即足以使法院就勞工於

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

行職務並非事實之待證事實形成確信，

則該條規定實際上無疑將形同具文。

盱衡目前實務發展現況，本文對於勞

動事件法第 38條所具有之功能，及其

能否落實消弭勞工舉證困難之立法誡

命實欠缺期待，且在該條之推定被推

翻後，即產生加班事實舉證責任分配

之問題，本文前已提及舉證責任分配

之一般原則，惟該原則及民訴法第 277
條具體應如何適用並非無疑，以下本

文即透過舉證責任分配理論之探討，

嘗試結合前述內容，並探討如何合理

分配加班事實之舉證責任。

3. 加班事實與舉證責任分配相關理論

有鑑於民訴法第 277條具高度抽
象性，倘逕自援引而未附其他學理基

礎或操作原則，即難避免法官恣意之

危險 [21]。關於待證事實之舉證責任
於當事人兩造間之分配，我國民訴法

第 277條本文係以其「有利」與否為
判斷標準。惟有利與否之認定未盡明

確，猶有具體化之必要 [22]。基於舉
證責任分配架構應符合法治國對於法

律安定性需求之考量，有認應以德國

通說之規範說 [14]，即法律要件分類
說 [23]，作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
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當事人應就

其主張之事實符合法律所規範之要件，

負舉證責任。依該說，實體法之法律

規範可分為（1）「權利發生（根據）
規範」；（2）「權利妨害（障礙）規範」；
（3）「權利消滅規範」，及（4）「權利
受制（抑制）規範」等 4類。在此理
論架構下，主張權利存在者，應證明

「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確實存在；

而否認權利存在者，應就有「權利妨

害」、「權利消滅」，或「權利受制」等

57 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簡字第 130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8年勞訴字第 28號民事判決。

58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年勞簡字第 5號民事判決亦採相似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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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件負舉證責任 [14]。
惟學者指出此說缺點在於不易區

分權利發生要件及權利妨害要件，且

倘各類案件皆一概適用此說之分配原

則，不無致生不公平結果之可能，而

牴觸同為法治國原則所追求之個案正

義，申言之，縱認採規範說符合法治

國原則之法律安定性，該說亦可能背

離同屬法治國原則之個案正義 [14]。 
衡諸實務上，法院採規範說者幾

未附理由，學者即指出，此正反映特

別要件說內容空洞，較難以之作為使

民訴法第 277條中「有利」要件更為
具體化之理論基礎 [22]。觀諸歷年實
務見解，除規範說外，最高法院亦曾

採消極事實說 59、變態事實說 60等不同

學說，決定舉證責任之分配，並肯認

該等學說與證據法則無違 61，其中，尤

以變態事實說較常為法院所採，乃最

高法院歷年來就舉證責任分擔原則所

為之闡示 [24] 62。

在民訴法第 277條之規範下，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依變態事實說，事

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 63，當事人主張之

事實，為吾人日常共識共信者，稱為

常態事實；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非吾

人日常共識共信者，稱為變態事實 64。

主張常態事實者，應認為已得法院之

確信，從而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

主張非常態之變態事實者，應認為未

得法院之確信 [25] 65，而須就其所主張

之該例外，即有利於其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 [26] 66。主張變態事實者應負舉證

責任之理論基礎，係肇源於民訴法第

282條「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
應證事實之真偽。」所定之事實上推定

法理，法院於審酌我國之貫行事實及

經驗法則後，透過事實上推定之操作，

分配舉證責任歸屬 [20]。在變態事實
說中，常態事實即為民訴法第 282條
中所稱「已明瞭之事實」，而法院依已

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真偽乃其

職權之行使，是以在訴訟繫屬中，法

院得本於職權，依已明瞭之事實即常

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為真實，而爭

執法院事實上推定所得結果之一造，

須提出反對事實並舉證以實其說，如

或不然，則可能受到不利之判決 [20]。
另有學者亦採相似見解，指出變態事

實說固未明確論及經驗法則，惟其已

將經驗法則作為學理基礎，將之隱含

其中 [27] 67。

59 最高法院 58年台上字第 2918號民事判決。
60 最高法院 105年台簡上字第 16號民事判決。
61 最高法院 78年台再字第 63號民事判決。
62 另請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訴字第 2865號民事判決。
63 最高法院 106年台上字第 1870號民事判決。
6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年重上字第 80號民事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年訴字第 210 號民事判決。
65 另請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年上字第 297號民事判決。
66 另請參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17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9年台上字第 1192號民事判決。
67 日前法院亦曾於判決中指出「土地登記名義人即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乃社會通念之常態事實，登記名義人

非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變態事實⋯⋯」，考量社會通念而定事實之常態與變態，進而分配舉證責任，

顯見變態事實說係運用經驗法則判斷舉證責任之分配，參見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上字第 79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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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繹勞動事件法第 38條係立法者
透過在立法時將經驗法則之價值判斷

與權衡隱含其中 [14] [18]，以法律上
之事實推定致生舉證責任實質上轉換

之結果；作為變態事實說理論基礎之

民訴法第282條所定事實上推定規範，
係法院以已知事實為基礎，透過經驗

法則，推認待證事實等情 [14] [18]，
似可觀知基於經驗法則所為之推認常

被作為認定事實、權利存在與否之論

述，及法官為裁判之基礎，且依經驗

法則所作之判斷在日常生活中蓋然

性相當高，較貼近社會生活實態 [14] 
[18]。復就經驗法則係由社會生活累積
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包含常生活

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

之特別經驗，事實審法院縱得依自由

心證原則為裁判，仍不得違反經驗法

則 68，民法第 222條第 3項亦明定法院
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

背經驗法則以觀，顯見經驗法則對於

法院作成裁判時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而舉證責任分配相關理論中，較符合

經驗法則精神者似為變態事實說。學

者即指出，當事人主張異常之特殊情

況時，係違反經驗法則，是以應採變

態事實說，由主張情況特殊者負舉證

責任 [28]。
再者，盱衡 2010年修正民法第

944條時，法務部即明確採變態事實
說，運用常態事實及變態事實之概念

修正該條條文 [29]，且觀該條條文「占
有人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

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有。」之立法理

由「占有人之占有是否無過失，第一

項未設推定之規定。惟所謂『無過失』

乃係就其善意占有已盡其注意義務，

在『善意』已受推定之範圍內，學者

認為無過失為常態，有過失為變態，

且無過失為消極的事實，依一般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占有人不須就常態事

實及消極事實，負舉證責任。」，立法

者顯肯認變態事實說，而揭櫫主張常

態事實者，毋庸負舉證責任之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職是之故，綜合個案正

義之體現、立法意旨、職場加班實況

與社會現況、勞動現實的連結，及訴

訟時勞工所面臨之舉證困難等情，本

文竊以為，宜以變態事實說作為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

4. 加班事實之舉證責任歸屬

司法院指出，主張有加班事實之

勞工須提出薪資單、出勤紀錄或其他

證據，證明其實際工作時間。其中，

由於出勤紀錄係雇主依勞基法第 30條
第 5項所應置備之文書，雇主負有提
出之義務，勞工亦得請求法院命雇主

提出 [16] 69。對此，無論出勤紀錄係由

何造提出，該文書一經提出後，依勞

動事件法第 38條法律上之事實推定規
範所產生之實質上舉證責任轉換效果

已如前述，此際問題僅在雇主能否提

出足令法院產生確信而得以推翻該條

推定之證據。倘雇主無法推翻該推定，

則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即為勞工之工作

時間，勞工將能獲得有利判決；惟苟

雇主成功推翻該推定，則會產生後續

68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1633號民事判決。
69 法條部分請參勞動事件法第 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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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說明如下。

綜觀過往判決，雇主得推翻上開

推定之可能原因大抵得類型化為 4種：
（1）出勤紀錄所載之部分時間為勞工
休息時間；（2）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
逾勞工正常工作時間部分係未經雇主

同意而執行職務；（3）出勤紀錄所載
時間內，逾勞工正常工作時間部分勞

工實際上未執行職務，及（4）出勤紀
錄所載時間內，逾勞工正常工作時間

部分係未經雇主同意留滯於工作場所，

且勞工實際上未執行職務。此外，多

年前實務上即發展出以「加班必要性」

之有無作為勞工是否有加班事實之判

斷依據，縱勞動事件法實施後，該項

要件仍被諸多法院所用以判斷勞工有

無加班。

上開原因又可依雇主推翻勞動事

件法第 38條之推定內容為何或其主
張，分為以下 2種情形：
(1) 主張勞工於出勤紀錄所載時間未實
際執行職務

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出勤紀錄所載之

部分時間為勞工實際之休息時間，

或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非勞工正

常工作時間部分，勞工實際上未執

行職務。

(2) 主張雇主未同意勞工加班或勞工加
班不具必要性

提出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作為雇主

未同意勞工加班之證據，或主張勞

工加班不具必要性。

在第 1種情形，就實際上有無執

行職務一事，即勞工實際工作時間為

何應由勞工舉證已說明如上 [16]，是
以倘雇主係以此作為推翻勞動事件法

第 38條推定之原因者，勞工則須就其
有實際執行職務負舉證責任，證明其

實際工作時間。關於第 2種情形，衡
諸勞動基準法規範雇主備置勞工出勤

紀錄之本旨，乃藉雇主私法上所採有

效管理考核之模式，賦予公法上之意

涵，雇主必須隨時留意出勤紀錄與實

際工作狀況是否契合，對於勞工之出

勤更具管理之權，如有應更正者，當

能本於管理權責，隨時即為處理及更

正 70，加註於勞工出勤紀錄，俾以為勞

雇及國家間確認工時之準據，除令勞

工可資作為工作事實之工資債權請求

憑證外，並協助國家以此為基礎，執

行勞動檢查，以保護勞工身體安全健

康 71。另就勞基法第 30條第 6項明定
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至分鐘為止，同法施行細則第 21條亦
明定所謂出勤紀錄係包括以簽到簿、

出勤卡⋯⋯等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

工具所為之紀錄等規定以觀，出勤紀

錄之規定顯非僅要求雇主保存勞工「形

式上」上下班刷卡之文書紀錄，而在

要求雇主「主動掌握工時」以及「積

極維護出勤紀錄正確性」，成為勞、

資、政三方共同認定勞工工時的基礎

參考資料 72。退萬步言，雇主至遲於計

算勞工工時以給付工資時，如有疑義，

亦能加以釐清或處理，而非消極容任

出勤紀錄所載與實際情形不符，持續

7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9年勞訴字第 9號民事判決。
7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訴字第 869號判決。
7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訴字第 86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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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勞基法第 30條第 5項之規定。
在雇主有「主動掌握工時」以及

「積極維護出勤紀錄正確性」義務之規

範思考下，倘雇主不具未能履行隨時

維護出勤紀錄正確性以與加班情事相

符之正當理由，當可推認出勤紀錄正

確，勞工於職場中之行為、表現、出

缺勤狀況等，均置於雇主實力掌握之

下，容無以企業採行加班申請制，而

所屬勞工未事前或事後自請加班為由，

即得否認勞工加班事實之餘地 73。

承上所述，對於前揭第 2種情形，
就雇主未同意勞工加班或勞工加班是

否必要性，觀諸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

之時間，仍身處於得受雇主監督管理

之工作場域中，在一般正常情況下，

應係從事工作較為合理 74，得合理推認

勞工是在提供勞務，畢竟工作場所係

置於雇主或其管理人員實力支配之下，

自可得期待雇主能為合理、完善之人

事管理 75。最新統計數據亦顯示，有 5
成 3之勞工下班時間到後仍無法離開
工作場所，須俟工作完成後始能返家

[30]。雇主若不鼓勵甚或反對勞工加
班，認勞工無加班必要，得事先或隨

時採取諸如下班時間屆至，立即關燈、

斷電、強制關閉電腦或令其立即離去

工作場所等必要之防止措施，以避免

勞工加班，而非消極容任勞工滯留工

作場所提供勞務，卻又拒絕給付加班

費，平白受領勞工提供勞務之利益 76。

此外，雇主早已知悉勞工有延後下班

之事實，長期以來卻未予制止，顯不

符常情 77，揆諸「凡事以常態為原則，

變態為例外 [31]」，參酌變態事實說之
法理，當事人主張異常之特殊情況，

難認符合經驗法則時，應就兩造主張

之內容為常態事實或變態事實而定舉

證責任，是以主張情況特殊，異於常

理者，應負舉證責任 [28]。
職是之故，雇主主張勞工加班未

經其同意，或不具必要性者，盱衡多

數勞工在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應係在

執行職務，勞工處於由雇主所支配管

領之工作場域中，難認雇主無法對其

為指揮監督，且雇主負有隨時維護出

勤紀錄正確性，確保該紀錄所載與事

實相符之義務，而不應消極容任該紀

錄內容處於錯誤狀態而不予更正、處

理，使事實長期懸而未定，並使自己

持續陷於違法之處境，對於此等悖於

常情之主張，自應舉證以實其說。

結論
在我國加班法制規範下，原則上

係以雇主要求勞工加班為原則，具備

1.符合使勞工加班之法定事由；2.加
班時數符合法定限制，及 3.符合使勞
工加班之法定程序等 3項要件即得要
求勞工加班，勞工無勞基法第 42條所
定事由者不得拒絕；勞工自行加班則

為例外，惟此非謂勞工未經雇主要求

7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訴字第 869號判決。
74 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裁字第 380號裁定。
7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訴更二字第 85號判決。
7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訴更二字第 85號判決。
77 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勞上易字第 57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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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意而加班者即非屬勞基法所稱加

班，盱衡多數法院及學說，當可知通

說應係依負擔舉證責任之人，能否盡

其舉證責任，作為裁判依據。

無論係就上開之原則或例外情

形，其共同點在於，勞工主張加班事

實存在者，應提出出勤紀錄或相關證

據舉證證明，否則即無法獲得有利判

決。出勤紀錄一經提出後，依勞動事

件法第 38條法律上事實推定規範所具
有之實質上轉換舉證責任功能，出勤

紀錄所載時間內推定為勞工係經雇主

同意而提供勞務，雇主否認者，需提

出反對證據，並使法院產生確信。雇

主倘無法提出足使法院產生確信之證

據推翻上開推定，出勤紀錄內所載時

間即為勞工之工作時間，逾法定正常

工時之時間即屬加班；惟苟雇主能推

翻上開推定，則依下列情形而有不同：

1.雇主證明出勤紀錄所載時間內，部
分為勞工實際之休息時間，或非勞工

正常工作時間部分，勞工實際上未執

行職務；2.雇主提出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作為證據，證明其未同意勞工加

班或勞工加班不具必要性。

在第 1種情形，勞工須就其有實
際執行職務負舉證責任；關於第 2種
情形，盱衡雇主早已知悉勞工有延後

下班之事實，長期以來卻未予制止，

平白受領勞工提供勞務之利益，猶否

認勞工有加班事實顯不符常情，於此

種異於常理，難認符合經驗法則之情

況，雇主應就此種悖於常態事實之主

張負舉證責任，始能避免判決結果逸

脫職場生態與社會生活實況，亦較能

體現個案正義與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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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Overtime Regulatio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Regarding 

Determination on Working Overtime

Chi-Hsun Cho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inistry of Labor

Abstract
In Taiwan, the percentage of employers violating overtime regulations is high, causing 

many lawsuits. The essential controversy and difficulty in overtime disputes lie in identifying 
facts vi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employees' actual working hours and being excessively 
overworked; it is also the key to requesting overtime pa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determining overtime facts by 
delineating the scenario of the overtime system in Taiwan and viewing it as the basis for 
follow-up discussion.

Under relevant regulations, in principle, working overtime should be required by the 
employer, with employees working overtime without being asked as exceptions. In either 
case, whether the fact of overtime exist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person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under the allocating of the burden of proof can fulfill it.

According to Article 38 of the Labor Incident Act, if the employer cannot overturn the 
presumption of this article, the time written in the attendance records will be considered 
the employee's working time. However if, the employer overturns the above presumption, 
for employer proven the time stated in the attendance record was partly the employee's rest 
period or employees did not work after the regular working time, the employee shall prove he 
performs his duties; as to the employer who uses the labor contract or work rules as evidence 
proving he did not agree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employees does not need to work 
overtime, given that the employer knew the overtime work and did nothing but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employees' labor, yet denied the fact that employees had work overtime, does not 
match common sense and is against the rules of experience and legislative intent. Therefore, 
employees do not hav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circumstance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general facts.

Keywords:  Overtime work, Burden of proof, Presumption, Labor Incident Act, Labor 
Standard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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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中違約金酌減 
之量化研究

周兆昱 1、陳巧雲 2、周郁薇 1、簡宏志 1

1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2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摘要
勞動契約中除了勞務內容及工資待遇之外，有時會再約定如勞工最低服務年

限或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等特別條款，勞工若有違約情事即須依約賠償違約金。

在違約金條款被認定有效時，勞工唯一之救濟方法即為請求法院同意酌減違約金。

本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分析法，作為計算法院引用
違約金酌減因子數量與酌減比例間是否有關聯之統計工具。此外，為了解個別酌

減因子與酌減比例間之關聯性，本文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作為檢驗各酌減因子與

違約金酌減比例間是否相關之工具。經過統計分析，本文得到酌減因子數量與酌

減比例間為低度正相關之結果，惟相關係數為 0.152，因此相關程度極為有限。在
個別酌減因子與酌減比例部分，本文發現「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

可享受之一切利益」此項酌減因子與酌減比例間存在中度正相關，是本文各種統

計分析中相關係數最高之項目。此外，本文亦發現勞基法於 2015年 12月之修法
對於法院審理違約金酌減比例確實有所影響，有待後續研究深入分析其確實原因。

關鍵詞：違約金酌減、皮爾森相關係數、T值檢定法、勞動基準法第 9條之 1、勞
動基準法第 15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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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勞動契約之履行過程中，勞工

可能在確保工作機會或是爭取較好待

遇的考量之下，不得不與雇主簽訂許

多附帶違約金條款之特別約定，例如

最低服務年限約款或離職後競業禁止

約款等。按勞工在營業秘密法之規範

下，知悉營業秘密勞工本即負有離職

後不競業之義務，故而離職後競業禁

止約款明文化係在確保勞工能夠得到

最低限度補償。相較之下，雖然最低

服務年限約款之正當性或合理性雖然

不無疑問，惟在我國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已藉由增訂第 15條之 1，
明文承認其效力之現況下，吾人目前

無法質疑此約款存在之正當性，只能

就約款是否合於法律所定要件進行檢

驗。又，因最低服務年限約款被法院

承認具有正當性之比率不低，故而勞

工往往只能退守最後的戰線，即爭取

法院判決同意酌減其違約金。相較於

日本勞基法明文禁止雇主就勞工不履

行勞動契約之行為訂定違約金，亦禁

止為損害賠償之預定 1 [1] [2]，我國法
並未禁止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不履行勞務違約金條款，故而此等違

約金條款之正當性判斷只能回歸適用

民法之一般性規定。然而，在尊重私

法契約自治之原則下，我國法院對於

此類約款通常只會進行低密度之司法

審查，除非其內容已經達到違背公序

良俗或權利濫用之程度，否則仍舊會

被法院認為有效 [3]。更有特定職業勞
工之最低服務年限約款完全被法院認

定為有效 2，勞工應受其拘束，若有違

反者自應依約給付違約金 [4]。因此之
故，在勞工為求工作機會或較好待遇，

故而不得不依雇主要求簽下各種違約

金條款之情況下，彼等通常只有二個

選擇：放棄追求更好的就業機會以避

免違約後可能的高額違約金，或是理

性的違約並支付違約金。

當勞工選擇後者，即理性的違約

時，如何爭取法院依據民法第 252條
規定判決同意酌減違約金數額，即成

為其最後也是僅有的努力目標了。但

是，縱使勞雇間之締約能力存在明顯

落差，似乎亦不意味著勞工較容易獲

得法院判決得酌減違約金數額。以民

航公司機師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款

而被雇主求償之判決為例，甚至出現

在勞基法第 15條之 1制定後，法院對
於違約金能否酌減之判斷更為嚴格之

情事 [5]。但是，不僅不同航空公司所
屬機師有關違約金能否酌減之判決結

果相去甚遠，即便是同一家航空公司

所屬機師因最低服務年限約款而涉訟，

亦會因法院判斷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結

果，使得當事人難以事先預測判決之

可能結果。此一結果究竟是普遍的現

象，即各行各業勞工因違約涉訟時皆

不易得到法院同意酌減。抑或，正如

法院會判決機師與航空公司所簽訂之

最低服務年限約款全部有效一樣，法

1 日本勞基法第 16條即明文禁止勞動契約中約定不履行勞務之違約金，因此之故，在日本約定附有違約金之
勞工最低服務年限約款會因抵觸勞基法之規定而無效。菅野和夫，労働法，弘文堂，2019年 12版，頁 249-
250；荒木尚志，労働法，有斐閣，2020年 4版，頁 78。

2 劉依婷，勞工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量化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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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對於機師此一職業特別嚴格而已？

此等爭議實有待吾人進一步深入研究。

又，除了違約金能否酌減之外，

本文對於法院審理是否同意酌減違約

金時，究竟會以那些因子作為審酌之

主要項目，各該因子與是否酌減之間

有無具體的相關性，皆為本文欲探究

之重點。因此之故，本文選擇以勞動

契約所定違約金酌減相關之判決作為

研究對象，並嘗試藉由統計方法來研

究法院是否會因考量之因子數量而影

響到是否酌減或酌減比例，乃至各個

酌減因子與是否酌減間有無符合統計

學定義之相關性。希望經由統計學分

析之量化研究，尋找出法院於審理勞

動契約相關違約金能否酌減時有無較

明確之規則，以作為爾後法律實務工

作者乃至締結相關約款勞工之參考。

研究設計
1. 研究範圍

首先，本文係以「勞動契約」所

定違約金條款能否酌減作為研究範圍。

亦即，本文著眼於當事人間需有從屬

性始為本文之研究範圍，當事人間必

須屬於勞工與雇主之契約關係。因此

之故，有部分尚無勞基法規定之適用，

但是本質上確實係為勞雇關係之職業，

如受僱醫師 3、教師等亦會列入本文之

研究範圍。從而，受僱醫師或教師若

簽訂附有違約金之最低服務年限約款

或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而涉訟者，其

判決即為本文之研究對象。

其次，本文利用司法院法學資料

檢索系統與 Lawsnote七法法律系統作
為搜尋判決之工具，並以 2019年 12
月 31日為前之判決為對象，以「違約
金酌減 or酌減違約金」作為關鍵字搜
尋。同時，本文並將關鍵字有提及「違

約金酌減」、「勞雇關係」甚至「最低

服務年限」或「競業禁止」等文字，

但是法院並沒有針對此違約酌減與否

加以審酌的判決，以及雖然確實屬實

競業禁止違約金判決，但當事人是加

盟主或勞動派遣甚至於承攬等非勞動

契約關係之判決予以剔除。經由上述

篩選過程，本文從初步蒐集到 8500餘
則判決中，逐一挑選出共 344件判決
確實屬於勞雇關係中的違約金酌減判

決。但是，由於有部分判決中，法院

會直接宣佈違約金條款無效，故而勞

工完全不必賠償，本文會將此部分判

決剔除。

最後，由於一件判決並不一定僅

有一個違約金約款，部分判決會以多

數勞工為共同被告，或同一勞工同時

或先後與雇主簽訂複數約款之情形。

因本文係以約款作為統計分析之對象，

故而會有約款數比判決數多之可能。

經過詳細分析上述符合研究範圍與對

象之判決後，確認總共有 332個有關
違約金之約款，本文即以該當約款作

為統計分析之樣本進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本文先假設法院於審理違約金

酌減時，會因為所考量酌減因子之數

3 我國受僱醫師中之住院醫於 2019年 9月始開始納入勞基法之適用對象，故而在本文蒐集判決之期間內尚未
出現適用勞基法醫師之相關判決，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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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影響是否酌減與酌減比例，以及

各該審酌因子對於是否酌減與比例會

分別產生影響，作為本文統計研究所

欲探究之議題。故而，本文會分別就

「審酌因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比例之關

係」以及「各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例

之關係」進行統計分析，並以統計結

果作為基礎，再加以勞動法學之討論。

本文參考吳從周教授團隊之先行研究

[6]，將法院審酌是否酌減違約金之因
子分為 :
（1）客觀之事實、（2）社會經濟

狀況、（3）當事人實際所受損害、（4）
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

享受之一切利益、（5）債務人已為一
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人所受利益

減少其數額、（6）與有過失、（7）債
務人的「主觀因素」、（8）客觀上違約
情節、（9）違約金佔契約金額之比例、
（10）其他等 10個項目。4由於可使用

之統計方法甚多，各自有其適合之應

用議題，故而以下分別具體說明二個

研究子題所使用統計方法之理由。

(1) 因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比例
本 文 使 用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Pearson's Correlation）作為檢驗各酌
減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例間是否相關

之工具，皮爾森相關係數是用來測量

兩變數 X和 Y之間的線性關係。皮爾
森相關係數是用來處理二組連續變數

間是否有相關之統計方法。因本文將

違約金酌減因子分為 10個類型，故而
法官於違約金酌減判決中所審酌之酌

減因子數量可能為 0個到 10個，判

決酌減違約金比例之可能性為 0%到
100%，二者均具有連續變數之性質。
故而，本文選擇以此種統計法作為本

項目之工具。

(2) 各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例
本 文 使 用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Pearson's Correlation）加上 T檢定法，
作為檢驗各酌減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

例間是否相關之工具。當兩個變數中，

其中一個變數為二分變項（dichotomous 
variables）而另一變數為連續變項
（continuous variables）時，即可使用皮
爾森相關係數了解兩變數的相關程度。

具體之操縱方法為，觀察判決中各該

因子是否為法院考量酌減違約金時之

要件：若為考量要件之一，則為「y」；
反之，法院在決定是否酌減違約金時

並無考量該因子時，即為「n」。經由
此種二分法，成為皮爾森相關係數其

中一個變數。另一個變數則為「違約

金酌減比例」，酌減之比例可從 0%到
100%，0%代表法院雖然審酌但並沒
有酌減違約金金額；100%則代表法院
判決違約金金額酌減至零。酌減比例

可能自 0%至 100%，故而屬於連續變
項。本文欲了解十個法院主要審酌之

酌減因子中，「各該酌減因子」（有或

無，二分變項）對於「違約金酌減比例」

（0至 100%，連續變項）之相關程度，
故而選擇皮爾森相關係數作為本項目

之統計工具。又，雖然多數判決中法

官會審酌二個以上酌減因子，但是因

吾人無法自判決文中了解各該因子對

於判決之影響比例，故而不採用複迴

4 以下於本文「各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例」中將分稱稱為因子 1至因子 10，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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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最高法院 85 年以前、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 89 年以前、地方法院 89 年以前之判決，即非司法院法學資
料檢索系統之資料收錄範圍。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資料開放範圍，網址 :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
default.aspx#iframe，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5 月 23 日。而七法 Lawnote 法律系統之範圍與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
系統相同。Lawsnotw 資料庫範圍，網址 : https://www.lawsnote.com/range，最後瀏覽日：2019 年 5 月 23 日。

歸分析，但以 T值檢定法來補強各該
因子對判決影響力之分析。

(3)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如前所述，本文使用「皮爾森相

關係數」作為主要之統計方法，但需

輔以「相關分析」以驗證其統計結果

是否確有其意義（可信度），其是一種

驗證方法。相關分析可以了解統計之

數值中，相關係數之方向（direction）
與關係之強度（strength or magnitude）
兩種相關。其中，相關係數之方向

可分為正向（positive）相關或負向
（negative）相關，正向相關係指其中
一變項數值提高而另一變項之數值平

均而言亦同步上升；負向相關則指其

中一變項數值下降，則另一變項之數

值平均而言亦降低 [8]。另一個，關係
之強度係可判定關聯程度之強弱，意

即，從相關係數之範圍觀之，相關係

數之範圍在±1之間。1與 -1皆是範
圍中最顯著之數字，1代表完全正相
關，-1則為完全負相關，兩者代表著
此統計數值中的最高相關性（完美相

關），而 0就是代表兩變量間不存在相
關，又稱零相關。常態而言，±0.5以
上會認為在統計上即有一定成度之相

關，低於±0.5則認為係「低度相關」。
吾人於進行相關分析時，需要先

有一個假設檢定。假設檢定需要統計

者本身先建立預設條件：虛無假設（H0）

與對立假設（H1）。虛無假設即為假設

兩變項是獨立不具關連性；反之，對

立假設就是假設兩變項間具有關聯性，

亦即二者有相關。其次，p值係虛無假
設（H0）可能發生的比例。在判定某

二變項間之關係是否有意義時，應先

注意相關係數驗證過程中所得之機率

p值。如機率 p值大於 0.05（預設之
信賴水準），則兩變項間之相關性並未

達顯著，即二變項間並無顯著之正、

負相關；如機率 p值小於 0.05 時，則
兩變項間關係有顯著，二變項間為正

或負相關而程度為何始有意義 [9]。亦
即，統計出來之相關程度是本文所願

意信賴的範圍。故而，若欲得知變項

與變項間存在如何之關聯，即可使用

統計所得之相關係數進行相關分析。

3. 研究限制

由於並非所有勞動契約中關於違

約金酌減之爭議皆會以司法途徑尋求

救濟，並進入法院審理程序，因此未

進入法院訴訟程序之爭議即無法加以

檢視。此外，因本文以司法院法學資

料檢索系統與 Lawsnote七法法律系統
作為搜尋工具，因此該二系統資料收

錄範圍外之判決即為本論文之資料限

制 5。復以，因為早期法院判決即使經

由回遡建檔方式數位化，亦僅有掃描

後之圖片檔，故而沒有辦法透過搜尋

關鍵字的搜尋方法納入本文之搜尋範

圍。但是，若相關爭議之判決得到其

後之判決或是學者引用時，本文亦會

將之納入。此外，因我國民事訴訟採

處分權主義，法官應受當事人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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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範圍與內容拘束。因此，當事

人未爭執之部分法院亦無從加以審酌

[10]，故而導致無法得知本文所需之詳
細判決內容。

綜上所述，本文僅能以司法院及

七法法律系統中已經收錄並公開之文

字檔判決作為主要研究範圍，非此範

圍內之判決則只有少數例外能納入本

文之研究對象。又，雖然法官於多數

個案中會同時考量複數酌減因子，故

而使用複迴歸分析來了解各因子對於

酌減比例之影響，將可以得到最精確

之分析結果。惟因吾人難以自法院判

決中知悉法官同時採用複數酌減因子

時之影響比例，故而無法使用複迴歸

分析方法。

統計結果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自各級法院判決

中共蒐集 332個有關勞動契約所定違
約金之約款，其中又以勞工因違反約

定最低服務年限或離職後競業禁止條

款而被雇主求償違約金之案件居多。

因此之故，本文就法院審酌因子數量

與違約金酌減比例相關性進行統計分

析時，將再區分為「全部約款」、「最

低服務年限」、「離職後競業禁止」等

三類型，分別計算其結果。又因勞基

法於 2015年 12月 16日增訂第 9條之
1與第 15條之 1，將勞工離職後禁止
義務與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判決法理

明文化。故而，本文就此二類型違約

金會再區分「全部約款」、「2015年 12
月 16日前約款」、「2015年 12月 16
日後約款」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法

院於審理此二類型約款之違約金酌減

爭議時，是否會因勞基法有無明文規

定而有所不同。

1. 因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比例

首先說明本文於本項目所預設之

假設。當檢定結果為：（1） H0：相關

係數為零，即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

與違約金是否酌減和酌減違約金比例

無相關；（2）H1：相關係數不為零，

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和酌減違約金

比例有相關。當統計結果之 p值小於
0.05時，就會拒絕H0虛無假設之設定；

反之，大於 0.05時，即接受 H0虛無假

設之設定。若相關係數之結果為正且

趨近於 1，表示為正相關，亦即法院所
審酌之酌減因子數量越多時，酌減違

約金之比例也越高。其次，若相關係

數為負且趨近於 -1，表示為負相關，
亦即法院所審酌之酌減因子數量越多

時，酌減違約金之比例反而越低。最

後，若相關係數是零的話，表示無相

關，亦即法院所審酌之要件數量與違

約金酌減之比例並無相關。

(1) 全部約款
如表 1所示，本文所蒐集有關違

約金約款之判決中，法院最多會審酌

到七個酌減因子，最少則完全未加審

酌，但是，仍同意酌減違約金若干數

額，並未出現同時審酌全部 10項因子
之判決，合先敘明。經本文利用皮爾

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
分析，得出如以下之結果（表 4）：法
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

例之相關係數為 0.152，且相關檢定結
果為雙尾 p-value=0.005。由統計結果
可知，p值為 0.005，也就是說在信賴
水準 95％的情況下，此次統計結果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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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與違約金

酌減和酌減違約金比例無相關」的假

設，且相關係數為 0.152，呈現低度正
相關之結果。

由上述統計結果可知，因 p值小
於 0.05，故而吾人可謂法院於審理有
關勞動契約中違約金約款所生爭議時，

確實會因為法官審酌酌減因子之數量

而影響到最終之酌減比例。由於本文

研究之統計結果是正相關，意味法官

審酌之酌減因子數量越多，酌減違約

金之比例亦會上升。惟相關係數僅有

0.152為低度相關，意味此二變項間
之相關程度不高，故而對於判決結果

之影響亦較為有限，僅有低度正相關

（表 4）。從表 1可知，法院審理違約
金是否過高酌減時參考之酌減因子在

3個至 5個者佔全體約款之比例達到
64.76%（215 / 332），而審酌 3至 5個
因子亦是酌減比例最高之三項目。除

此之外，共有 48個約款是完全未審酌
任何酌減因子即作成判決，另有 1個
約款審酌多達 7個因子。

由上述觀之，法院決定是否同意

違約金酌減時，審酌因子之數量與違

約金酌減和酌減違約金比例於 3-5個
酌減因子時最高。但是，因本文研究

設計上是參考既有研究而列出 10個酌
減因子，故而整體統計結果僅有低度

正相關。要言之，以法院實際審酌因

子僅有 7個以下之結果而言，審酌因
子數量 3-5個可謂「不多也不少」，因
此之故，選擇確實適合個案之酌減因

子而非亂槍打鳥，或許是較合宜之訴

訟策略。

表 1　不分期間約款

法院審酌之 
因子數量

約款數量
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

0 48 0.4638
1 38 0.2837
2 18 0.3562
3 59 0.5286
4 96 0.4811
5 60 0.5827
6 12 0.3745
7 1 0.8608
8 0 --
9 0 --
10 0 --
合計 332

*計算至小數點後 4位，第 5位四捨五入。

(2) 2015年 12月 15日前約款
本項係分析勞基法於 2015年 12

月修正條文施行前之約款，因修正

條文施行期間尚短，故而施行前約

款數量佔全部約款之比例仍高（表

2）。經由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分析，本期間審酌約
款與酌減比例之係數僅有 0.082，且相
關檢定之 p值為 0.110大於 0.05，故而
二變項間無顯著相關。本文推測 2015
年 12月 15日前約款之所以會形成無
顯著相關之結果，可能與勞基法增訂

第 9條之 1及第 15條之 1前，法院遇
到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及勞工最低服

務年限條款此二種類之勞動契約爭議

時，尚未形成明確之判決規則所致 6。

6 雖然此二條文皆係將法院判決所建立法理明文化，事實上修法前已有不少判決已依循各該判決法理，惟畢竟

判決法理對於下級法院並無法律拘束力，且判決法理之形成亦需要時間，早期判決尚難援引。故而，整體而

言判決結果仍處於缺乏規則可循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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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非僅契約條款爭議有效與否判

斷本身較難有穩定之判決結果，條款

有效時之違約金是否酌減時亦不易有

較一致之判斷標準，故而會呈現出考

量因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比例無顯著

相關之分析結果。

表 2　2015/12/15以前之約款

法院審酌之 
因子數量

 約款數量
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40 0.4705
1 26 0.2839
2 10 0.4270
3 39 0.5038
4 77 0.4854
5 49 0.5564
6 10 0.3245
7 1 0.8608
8 0 --
9 0 --
10 0 --
合計 252

(3) 2015年 12月 16日後約款
2015年 12月 16日以後約款之相

關係數為 0.315，p值 0.004，相較於全
體約款之統計分析，呈現出中度正相

關之結果，本文以為此結果或可推測

與上述勞基法修法增訂有關，因此法

院於審酌違約金是否酌減時有更明確

之依據。惟因增訂條文施行至本文所

設定之判決蒐集日期 2019年 12月 31
日止僅約四年，因此所蒐集之約款數

量仍少，僅有 80個，是否足以充分支
持上述推論尚有可議之處（表 3）。故
而，有待日後增訂條文施行期間更久

之後再次研究，始能得到更為精確之

研究結果。

表 3　2015/12/16（含當日）以後之約款

法院審酌之 
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8 0.4303
1 12 0.2832
2 8 0.2677
3 20 0.5770
4 19 0.4637
5 11 0.6996
6 2 0.6247
7 0 --
8 0 --
9 0 --
10 0 --
合計 80

表 4　不同時期之 Pearson's相關係數分析

樣本 p-Value Pearson’s R 相關性

2019/12/31
所有約款

0.005 0.152* 低度正相關

2015/12/15
以前

0.110 0.082 無相關

2015/12/16
以後

0.004 0.315** 中度正相關

註： 不考慮判決數量為 0之審酌要件數量與酌減比例之相
關性。

*＜ 0.05；**p＜ 0.017

(4) 最低服務年限
本類型中，勞動契約產生違約金

酌減爭議之原因為勞工未遵守「最低

服務年限」約款，故而於受到雇主訴

請賠償時請求法院酌減違約金。本類

約款共有 141個，佔本文列為研究範
圍約款總數約 42.47％。本文依序分別
就全部約款、2015年 12月 16日前約
款、2015年 12月 16日後約款統計分
析如下。

7 SPSS系統預設是 0.01 跟 0.05分別給兩顆星跟一顆星，藉此標示便利讀者理解分析結果之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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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約款
如表 5所示，法院於審理最低服

務年限條款類型違約金酌減案件時所

審酌之因子數量從 0到 7個不等，多
數集中在 1個因子到 5個因子，但是
4個因子與 5個因子之約款數量較多。
本文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分析後得出如以下之
結果：法院所審酌之要件數量和違約

金酌減比例之相關係數為 0.250，且相
關檢定雙尾 p-value=0.003，p值小於
0.05，表示二變項間為顯著相關。亦
即，在信賴水準 95％的情況下相關係
數為 0.250，表示統計結果了拒絕「法
院所審酌之要件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

酌減違約金比例無相關」的虛無假設。

又，因為計算出之相關係數為 0.25小
於 0.3，故而，可認為法院審酌因子之
數量與酌減違約金比例兩者間為低度

正相關。

表 5　不分時期約款

法院審酌之 
因子數量

(countissue)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小數點後 4位，
第 5位四捨五入）

0 12 0.3781
1 22 0.2784
2 17 0.3745
3 18 0.3894
4 37 0.4778
5 28 0.5389
6 6 0.4266
7 1 0.8608
8 0 --
9 0 --
10 0 --
合計 141

B. 2015年 12月 16日前約款
勞基法增訂第 15條之 1前，即

2015年 12月 16日前因最低服務年
限約款違約金涉訟判決中之約款共

有 108件（表 6）。本文利用皮爾森相
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
分析後，可以得出如以下之結果：法

院所審酌之要件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

例之相關係數為 0.171且相關檢定雙
尾 p-value=0.077。亦即，在信賴水準
95％的情況下，統計結果沒有拒絕「法
院所審酌之要件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

酌減違約金比例無相關」的假設，故

認為此次之虛無假設為真，亦即法院

所審酌之要件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酌

減違約金比例兩者間確實無相關。故

而，本項目亦無須再進行相關分析。

表 6　2015/12/15前約款

法院審酌之 
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8 0.4441
1 16 0.2921
2 10 0.4270
3 11 0.3682
4 33 0.4599
5 24 0.5127
6 5 0.3665
7 1 0.8608
8 0 --
9 0 --
10 0 --
合計 108

C. 2015年 12月 16日後約款
由於自勞基法第 15條之 1開始

施行之日起，迄本文所設定搜尋判決

期間之末日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僅有約 4年之期間，故而已作成之判
決尚屬有限，共計 33件（表 7）。本
文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法進行統計分析後，

113



Research Articles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110 年 12月號

可以得出如以下之結果：法院所審

酌之要件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例之

相關係數為 0.533且相關檢定雙尾
p-value=0.001（表 8）。亦即，在信賴
水準 95％的情況下，因 p值為 0.001
小於 0.05，二變項間為顯著相關。故
而本項統計結果拒絕「法院所審酌之

要件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酌減違約金

比例無相關」之假設，且相關係數為 
0.533，呈現中度正相關，且其相關係
數高於同一期間不分類型約款之分析

結果（表 4）。

表 7　2015/12/6後約款

各約款法院審

酌之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4 0.2462
1 6 0.2747
2 7 0.2995
3 7 0.4229
4 4 0.6250
5 4 0.6961
6 1 0.7273
7 0 0
8 0 --
9 0 --
10 0 --
合計 33

表 8　不同時期之 Pearson’s相關係數分析

樣本 p-Value Pearson’s R 相關性

2019/12/31
所有約款

0.003 0.250 低度正相關

2015/12/15
以前

0.077 0.171 無相關

2015/12/16
以後

0.001 0.533 中度正相關

註： 不考慮判決數量為 0之審酌要件數量與酌減比例之相
關性。

**p＜ 0.01

D. 小結
如前所述，因為航空公司與機師

所簽訂之最低服務年限約款全部被法

院認為有效（空服員簽訂約款被認為

有效之比例亦相當高），故而勞工只能

將權利救濟之主要戰場轉移至爭取違

約金酌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2015
年 12月 16日前約款呈現出酌減因子
數量與酌減比例無相關之統計結果，

但是，所有約款與 2015年 12月 16日
後之約款卻分別呈現出低度及中度正

相關之結果。本文以為，此一結果或

許可以解釋係因為勞基法增訂第 15條
之 1，明定了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法定
成立要件後，法院必須嚴格依照法定

要件審理約款是否有效。因之，不但

被法院判決認為有效成立約款之比例

明顯降低 [4]，法院於審理有效約款能
否給予違約金過高酌減時，亦會更全

面的審酌各項酌減因子，故而出現審

理酌減因子數量與違約酌減比例間有

正相關之統計分析結果。

(5) 離職後競業禁止
勞工違反其與雇主約定之「離職

後競業禁止義務」，亦是造成勞動契約

產生違約金酌減爭議之主要原因之一，

本項約款有 70個，佔本文列為研究範
圍約款總數之 21.08％。本文依序分別
就全部約款、2015年 12月 16日前約
款、2015年 12月 16日後之約款統計
分析如下。

A.全部約款
如表 9所示，法院於審理勞工

違反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所生違約

金酌減爭議時，所審酌因子數量從 0
到 6個不等，最多集中在 3個因子與
4個因子。本文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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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如以下之結果：本類型約款法院

所審酌之因子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例

之相關係數為 0.086，且相關檢定雙尾
p-value=0. 48。亦即，在信賴水準 95％
的情況下，p值大於 0.05，統計結果接
受了「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與違約

金酌減和酌減違約金比例無相關」的

假設，故認為本次統計之虛無假設為

真，亦即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與違

約金酌減比例兩者間並不存在統計學

上之顯著相關。由於本項目中二個變

項間並無統計上之相關，故而本文即

不再進行相關分析。

表 9　不分時期約款

各約款法院審

酌之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13 0.5072
1 4 0.2100
2 0 --
3 20 0.6754
4 26 0.4783
5 6 0.6353
6 1 0.5000
7 0 --
8 0 --
9 0 --
10 0 --
合計 70

B. 2015年 12月 16日前約款
本 文 利 用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Pearson’s Correlation） 就 2015 年 12
月 16日前（即勞基法增訂第 9條之
1前）共 55個約款（表 10）進行統
計分析後，可以得出如下之結果：法

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

例之相關係數為 0.145且相關檢定雙
尾 p-value=0.289。亦即，在信賴水準
95％的情況下，p值大於 0.05，統計結

果並未拒絕「法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

與違約金是否酌減及酌減違約金比例

無相關」的假設，故認為此次統計之

虛無假設為真，亦即法院所審酌之因

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酌減違約金比

例兩者間確實無相關。因本項目中二

個變項間並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相關，

故而本文亦不再進行進一步之分析。

表 10　2015/12/15前約款

各約款法院審

酌之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13 0.5072
1 4 0.2100
2 0 --
3 12 0.6336
4 19 0.5437
5 6 0.6353
6 1 0.5000
7 0 --
8 0 --
9 0 --
10 0 --
合計 55

C. 2015年 12月 16日後約款
本項目係針對勞基法增訂第 9條

之 1後約款所進行之統計，與前揭最
低服務年限違約金爭議相同，因統計

判決期間只有約 4年，故而只搜尋到
15件符合本文定義之離職後競業禁止
義務約款（表 11）。本文利用皮爾森相
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統計分
析可以得出如以下之結果：法院所審

酌之酌減因子數量和違約金酌減比例

之相關係數為 -0.731，且相關檢定雙
尾 p-value=0.002（表 12）。亦即，在
信賴水準 95％的情況下 p值小於 0.05，
表示統計分析的結果拒絕本文，「法院

所審酌之因子數量與違約金是否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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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酌減違約金比例無相關」的假設，

故認為此次之虛無假設為假，亦即法

院所審酌之因子數量與違約金酌減和

酌減違約金比例兩者間有統計學上之

顯著相關，且為高度負相關。由於本

項目期間約款僅有 15個，且審酌因子
數量只有 3個及 4個，但審酌 4個因
子之判決酌減比例不不到 3個因子判
決之半數，故而呈現出高度負相關之

結果。

表 11　2015/12/16後約款

各約款法院審

酌之因子數量
判決數量

最後判決違約金

酌減比例

0 0 --
1 0 --
2 0 --
3 8 0.7383
4 7 0.3007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0 0 --
合計 15

表 12　不同時期之 Pearson’s R相關係數分析

樣本 p Pearson’s R 相關性

2019/12/31
所有約款

0.480 0.086 無相關

2015/12/15
以前

0.289 0.145 無相關

2015/12/16
以後

0.002 -0.731 高度負相關

D. 小結
由上述統計分析中發現，在勞工

因違反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所生違約

金事件中，在勞基法修法前後，法院

審酌酌減因子之數量均與酌減比例是

否有統計上之顯著相關出現完全不同

之結果。至於為何出現此一結果？本

文推測係因為以往離職後競業禁止義

務案件中，雇主容易因為未就營業秘

密進行保密措施、未給予勞工合理補

償、未明確約定禁止競業的期間及區

域等原因而敗訴。從而雇主若能夠在

此類型契約爭議取得勝訴判決，顯示

勞工之違約情況明確，法院可能不輕

易給予酌減違約金。此外，相較於勞

工單純違反最低服務年限提前離職，

違反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並前往與原

雇主競爭企業就職之態樣，更容易對

於雇主造成實際損害。從而，法院審

酌勞工得否酌減違約金及其數額時，

或許會傾向嚴格之個案判斷，故而難

以形成一定的規則，統計上亦無法有

顯著相關。反之，在勞基法第 9條之 1
立法後因判決數量較少，且法院同意

違約金酌減之比例恰與酌減因子數量

成反比，故而出現與立法前完全不同

之結果。惟因判決約款僅有 15個，故
而更需要日後再行追蹤始能知悉法院

之態度是否有所變化。

2. 各因子與違約金酌減比例

本研究欲藉由統計分析探求者，

除了如上所述法院審酌因子之數量與

違約金酌減比例間是否有相關性外，

尚有各該酌減因子與違約酌減與否乃

至酌減比例間是否相關。要言之，若

吾人能自既有判決中分析出法院審理

違約金酌減案件時最重視之因子，此

研究成果除了具有學術研究上發現之

重要性，更能直接提供法律實務工作

者參考，可謂同時兼有實務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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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採用之統計分析模型是皮爾

森相關係數 Pearson's Correlation 和相
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及 T 值檢
定法。如本文研究設計所示，若統計

樣本中，兩變數一個為連續型變數，

另一個為類別變數時，即需要利用皮

爾森相關係數以分別兩變量的相關程

度，進而使用相關分析驗證其相關係

數的可信度。連續型變數為「違約金

酌減比例」；類別變數為「判決審酌之

各因子」。本次虛無假設H0係假設「判

決中審酌之各因子」與「違約金酌減

比例」沒有相關；H1係相關係數不為

零，亦即假設「判決中所參酌之各因子」

與「違約金酌減比例」有相關，可能

是正相關亦可能是負相關。若 p值大
於 0.05時，則本文接受相關係數為零
之虛無假設。又，如上所述，2015年
12月 16日之後有關勞工最低服務年限
與離職後競業禁止之違約金酌減約款

分別只有 33及 15件，樣本數量已經
不多，若再分別計算個別酌減因子對

於酌減比例則會出現統計樣本過少無

法操作之情況。因此之故，本項中即

不再區分約定違約金約款之類型進行

統計分析，合先敘明。

(1) 所有約款
吾人可從表 13之結果知悉，每一

項因子被法院所採用作為審酌違約金

是否酌減時判斷基準的數量。其中，

超過半數約款判決中都有採用因子（1）
「一般客觀之事實」、因子（2）「社會
經濟狀況」與因子（3）「當事人實際
所受損害」等，這三個因子作為審酌

是否酌減之判斷標準。至於個別因子

與酌減比例間有無相關之統計分析如

表 13，本文發現除了因子（6）「與有
過失」並未被任何判決採用作為酌減

因素，故而數值為 N/A以外，只有因
子（5）「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
得比照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

因子（10）「其他」等二個酌減因子之
p值（Two-tailed p-value）大於 0.05，
所以接受這兩者之虛無假設 H0為真，

也就是二個變項之間為無相關。扣除

上述三個因子後，其餘因子與違約金

酌減比例均有某些程度之相關，其中

因子（1）至因子（4）為低度或中度
正相關；因子（7）至因子（9）為低
度負相關之呈現。茲就統計結果進行

法學的分析如下。

首先，從表 13中吾人可以發現一
個或許可謂「有趣的」結果，即呈現

出與酌減比例有相關之因子中，因子

（1）及（2）皆為抽象性質之因子，但
是多數判決會採取作為判斷是否酌減

之依據，並與酌減比例間有低度正相

關。因子（3）、（4）、（5）係著眼於
雇主之實際損害或勞工若未發生違約

情事時之雇主利益，乃至民法第 251
條明定之比例酌減原則，但是卻只有

因子（3）「當事人實際所受損害」被
法院廣泛採用作為酌減因子，且有中

度正相關；採用因子（4）及因子（5）
者均未過半數，因子（5）「債務人已
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人所受

利益減少其數額」甚至與酌減比例間

無相關。

本文以為，會出現如上之統計結

果，或許是因子（1）及（2）皆為抽
象性質之酌減因子，相對於具體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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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比較容易操作，是「安全的 8」判

決理由。故而，當法官不願意於判決

書中詳細交代心證形成基礎，甚或心

證基礎原本就不明確時，會偏好於判

決中引用此二抽象性質之因子作為判

斷標準。此外，因子（3）「當事人實
際所受損害」除了應該是兩造律師攻

防之重點，可能也不需要仔細計算具

體內容，比起因子（4）、（5）要容易
操作，故而非但有過半數約款之判決

中會使用，且與酌減比例係呈現出中

度正相關之結果。

其次，因子（7）至（9）亦呈現
與違約金酌減比例間有低度負相關之

結果。惟因子（7）「債務人的『主觀
因素』」只於 25件約款判決中被引用，
數量較少，本文不列入討論。因子（8）
「客觀上違約情節」與因子（1）同屬
抽象性質之判斷標準，但是在判決中

被引用作為審酌因素之約款數相去甚

遠，相較於因子（1）有多達 209約款
引用，因子（8）只有在 65個約款中
被引述。就此，或可解釋為法官於審

理違約金酌減案件時會將二者列為同

一類型的審酌因素，但是，如上述，

由於因子（1）在操作上可能更為容易，
因此法院會傾向捨棄因子（8）而優先
引用因子（1）。

在10個酌減因子中，因子（9）「違
約金佔契約金額之比例」係唯一考慮

具體契約內容而具有相關性之酌減因

子，雖然相關係數只有 -0.161，屬於
非常低度之負相關。由於勞動契約中

勞工通常是按月領取工資，與買賣或

承攬契約會於訂約當時即已有明確之

契約標的不同。故而，判決應該會一

併考量月薪以外之利益，例如最低服

務年限約款中勞工受領之生活補助或

雇主支付之訓練費用，作為計算違約

金佔契約金額比例之基礎。但是，因

為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只是確認判決

文中有無引用各該酌減因子，亦即判

決理由中是否提及「違約金佔契約金

額之比例」，並未進一步計算違約金數

額佔契約金額之實際比例。故而，可

能因為法院審理後發現「違約金佔契

約金額之比例」並不算高，因此同意

違約金酌減比例亦較低，從而呈現出

低度負相關之結果。

本文除了皮爾森相關係數外，亦

使用 T值檢定法來計算各該酌減因子
與法院酌減比例之關聯，並藉以了解

究竟係採用或不採用之影響較為明顯，

其結果參見表 13之 Student’s T表。本
文發現，以皮爾森相關係數方法計算

結果為正相關 （即因子 1至因子 4）
者，其 T值檢定結果亦會有顯著相關，
且採用該因子，即法院有就該酌減因

子加以審酌者對於判決會有顯著程度

之影響；反之，若皮爾森相關係數之

結果為負相關（即因子7至因子9）者，
其 T檢定值結果不採用平均值會大於
採用之平均值，並同樣有顯著相關。

亦即，法院不審酌各該酌減因子會對

於判決之結果有影響。

綜上所述，統計分析結果為相關

之 7類型酌減因子中，只有因子（3）
為中度正相關，且相關係數亦僅有

0.310，顯見於本文所蒐集之判決中，
個別酌減因子對於法院決定違約金酌

減比例之影響均較為有限。

8 所謂安全的判決理由，意指可能較不會成為判決被撤銷之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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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分期間約款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p r 結論

因子一
採用 209 0.5370 0.3043

.000 0.253**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123 0.3650 0.3428

因子二
採用 244 0.5040 0.3149

.005 0.155**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88 0.3883 0.3543

因子三
採用 193 0.5599 0.2918

.000 0.310** 中度正相關
不採用 139 0.3530 0.3414

因子四
採用 68 0.5787 0.2879

.003 0.163**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264 0.4462 0.3343

因子五
採用 75 0.5342 0.2735

.069 0.100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257 0.4556 0.3423

因子六
採用 0 -- --

-- --
不採用 322

因子七
採用 25 0.2035 0.2902

.000 -0.234**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307 0.4953 0.3229

因子八
採用 65 0.3997 0.3320

.044 -0.111*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267 0.4913 0.3267

因子九
採用 126 0.4056 0.3287

.003 -0.161**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206 0.5148 0.3235

因子十
採用 9 0.5378 0.0878

.552 0.033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323 0.4715 0.0184

Student’s T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p 結論

因子 1
採用 209 0.5370 0.3043

4.742 0.000** 顯著
不採用 123 0.3650 0.3428

因子 2
採用 244 0.5040 0.3149

2.855 0.005** 顯著
不採用 88 0.3883 0.3543

因子 3
採用 193 0.5599 0.2918

5.932 0.000** 顯著
不採用 139 0.3530 0.3414

因子 4
採用 68 0.5787 0.2879

2.995 0.003** 顯著
不採用 264 0.4462 0.3343

因子 5
採用 75 0.5342 0.2735

1.827 0.069 無顯著
不採用 257 0.4556 0.3423

因子 6
採用 0 -- --

-- --
不採用 322

因子 7
採用 25 0.2035 0.2902

-4.376 0.000** 顯著
不採用 307 0.4953 0.3229

因子 8
採用 65 0.3997 0.3320

-2.020 0.044* 顯著
不採用 267 0.4913 0.3267

因子 9
採用 126 0.4056 0.3287

-2.967 0.003** 顯著
不採用 206 0.5148 0.3235

因子 10
採用 9 0.5378 0.0878

.552 0.595 無顯著
不採用 323 0.4715 0.0184

**＜ 0.01；*＜ 0.05
※因子 6「與有過失」在本文研究對象之判決中未有法院引用，因此目前相關係數為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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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年 12月 15日前約款
如前所述，勞基法修法增訂第 9

條之 1等條文前約款佔本文研究約款
中之多數，因此本文亦援例依判決期

間之區分來進行各該因子與酌減比例

間有無相關之分析。分析結果，不分

期間分析結果為無相關之因子（5）及
因子（10），在修法前亦呈現出統計上
無顯著相關之結果。但是，值得注意

的變化是，在表 13中為低度正相關之
因子（2）「社會經濟狀況」，到了表
14即勞基法修正前之統計分析結果變
為無相關。惟如上所述，「社會經濟狀

況」本來即為抽象性質之酌減因子，

故而隨著個案中法官心證之變化而出

現相去甚遠之結果，似乎亦難謂無法

解釋之分析結果。至於其他酌減因子

之相關程度均與表 13結果相同，故不
再贅述。

又，修法前約款之 T值檢定法統
計結果與所有約款之結果相同，即皮

爾森相關係數計算結果為正相關者，T
值檢定結果亦為顯著，且係採用該因

子對於判決會有顯著影響；反之亦同，

故本文不贅述。

(3) 2015年 12月 16日後約款
最後，勞基法修法後約款分析結

果如表 15，除了無顯著關聯之二項因
子外，因子（9）依舊是低度負相關，
但是，因子（7）、（8）自低度負相關
變為無顯著關聯；因子（1）、（2）、（3）
則自低度正相關或無顯著關聯轉變為

中度正相關（相關變化比較參見表

16）。前者，因為於本期間內採用因子
（7）、（8）之約款分別只有 1件及 2件，

故而無顯著關聯可謂當然的結果 ;相較
之下，採用因子（1）、（2）、（3）之
約款數均超過本期間之半數以上，卻

呈現出與修法前（同樣有過半數約款

採用作為酌減因子）不同之統計分析，

需要進一步探討二者間之差異。

依表 16所示不同期間之相關性對
照表，可知因子（3）於修法後為中度
正相關，且其相關係數 0.451為三種不
同期間中所有酌減因子最高者。因此，

即便修法前因子（3）只有低度正相關，
整體仍是中度正相關，因子（1）及因
子（2）亦是相類似之變化。本文初步
推測，會出現此一結果，應該與勞基

法修法有關。要言之，修法增訂第 9
條之 1及第 15條之 1後，法院必須依
照明文規定審理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

及勞工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案件，亦

因此對於約定有效後之違約金酌減更

為嚴謹有邏輯地處理，故而出現中度

正相關之統計分析結果。

至於修法後之 T值檢定，其與所
有約款及修法前約款之計算結果並無

不同，亦呈現皮爾森相關係數統計結

果係有相關者，T值檢定之結果亦為
顯著。亦且，正相關者係採用正該因

子之平均值大於不採用；負相關者為

不採用該因子大於採用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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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5/12/15前約款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p r 結論

因子一
採用 161 0.5225 0.3146

.001 0.204**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91 0.3818 0.3452

因子二
採用 190 0.4901 0.3214

.123 0.097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62 0.4152 0.3604

因子三
採用 144 0.5487 0.3010

.000 0.268**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108 0.3690 0.3455

因子四
採用 58 0.5707 0.2927

.009 0.163** 低度正相關
不採用 194 0.4421 0.3834

因子五
採用 58 0.5413 0.2739

.069 0.115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194 0.4509 0.3458

因子六
採用 0 -- --

--
不採用 252 0.4717 0.3323

因子七
採用 24 0.2120 0.2933

.000 -0.254**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228 0.4990 0.3248

因子八
採用 63 0.3892 0.3318

.023 -0.144*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189 0.4992 0.3287

因子九
採用 81 0.4076 0.3355

.035 -0.133*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171 0.5020 0.3274

因子十
採用 4 0.7050 0.1898

.157 0.089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248 0.4679 0.3330

Student’s T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p 結論

因子 1
採用 161 0.5225 0.3146

3.292 0.001** 顯著
不採用 91 0.3818 0.3452

因子 2
採用 190 0.4901 0.3214

1.547 0.123 不顯著
不採用 62 0.4152 0.3604

因子 3
採用 144 0.5487 0.3010

4.398 0.000** 顯著
不採用 108 0.3690 0.3455

因子 4
採用 58 0.5707 0.2927

2.615 0.009** 顯著
不採用 194 0.4421 0.3834

因子 5
採用 58 0.5413 0.2739

1.826 0.069 不顯著
不採用 194 0.4509 0.3458

因子 6
採用 0 -- --
不採用 252 0.4717 0.3323

因子 7
採用 24 0.2120 0.2933

-4.153 0.000** 顯著
不採用 228 0.4990 0.3248

因子 8
採用 63 0.3892 0.3318

-2.296 0.023* 顯著
不採用 189 0.4992 0.3287

因子 9
採用 81 0.4076 0.3355

-2.122 0.035* 顯著
不採用 171 0.5020 0.3274

因子 10
採用 4 0.7050 0.1898

1.418 0.157 不顯著
不採用 248 0.4679 0.3330

**＜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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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5/12/16後約款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p r 結論

因子一
採用 48 0.5858 0.2639

.000 0.411** 中度正相關
不採用 32 0.3176 0.3367

因子二
採用 54 0.5527 0.2884

.002 0.335** 中度正相關
不採用 26 0.3243 0.3373

因子三
採用 49 0.5931 0.2629

.000 0.451** 中度正相關
不採用 31 0.2973 0.3261

因子四
採用 10 0.6255 0.2674

.123 0.174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70 0.4575 0.3248

因子五
採用 17 0.5102 0.2790

.649 0.052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63 0.4699 0.3363

因子六
採用 0 -- --

-- --
不採用 80 0.4785 0.3216

因子七
採用 1 0.0000

.135 -0.168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79 0.4845 0.3190

因子八
採用 2 0.7315 0.0262

.262 0.127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78 0.4720 0.3231

因子九
採用 45 0.4019 0.3197

.015 -0.272* 低度負相關
不採用 35 0.5770 0.3003

因子十
採用 5 0.4041 0.2480

.596 -0.060 無顯著關聯
不採用 75 0.4835 0.3266

Student’s T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p r 結論

因子 1
採用 48 0.5858 0.2639

3.983 0.000** 顯著
不採用 32 0.3176 0.3367

因子 2
採用 54 0.5527 0.2884

3.137 0.002** 顯著
不採用 26 0.3243 0.3373

因子 3
採用 49 0.5931 0.2629

4.462 0.000** 顯著
不採用 31 0.2973 0.3261

因子 4
採用 10 0.6255 0.2674

1.559 0.123 不顯著
不採用 70 0.4575 0.3248

因子 5
採用 17 0.5102 0.2790

0.456 0.649 不顯著
不採用 63 0.4699 0.3363

因子 6
採用 0 -- --
不採用 80 0.4785 0.3216

因子 7
採用 1 0.0000

-1.510 0.135 不顯著
不採用 79 0.4845 0.3190

因子 8
採用 2 0.7315 0.0262

1.129 0.262 不顯著
不採用 78 0.4720 0.3231

因子 9
採用 45 0.4019 0.3197

-2.495 0.015* 顯著
不採用 35 0.5770 0.3003

因子 10
採用 5 0.4041 0.2480

-0.532 0.596 不顯著
不採用 75 0.4835 0.3266

**＜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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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同時間段的 Pearson’s R分析對照

要件 全部約款

2015年 
12月 15日 
以前的約款

2015年 
12月 16日 
以後的約款

因子 1 顯著 顯著 顯著

因子 2 顯著 無顯著 顯著

因子 3 顯著 顯著 顯著

因子 4 顯著 顯著 無顯著

因子 5 無顯著 無顯著 無顯著

因子 6 N/A N/A N/A
因子 7 顯著 顯著 無顯著

因子 8 顯著 顯著 無顯著

因子 9 顯著 顯著 顯著

因子 10 無顯著 無顯著 無顯著

結論
本文經由對於法院有關勞動契約

違約金酌減判決之量化研究分析，得

到了如下之發現。

首先，整體而言，法院審理時考

量之酌減因子數量違約金酌減比例間

僅有低度正相關，但是若僅限於勞基

法 2015年 12月修法後判決之約款，
則二者間為中度正相關。又，相較於

整體判決，2015年 12月 16日後有關
勞工最低服務年限與離職後競業禁止

之違約金酌減判決則出現相當不同之

分析結果，前者為中度正相關，後者

為高度負相關。本文認為，此結果可

能與勞基法增訂第 15條之 1與第 9條
之 1有所關連，亦即法院於修法後會
嚴格遵循新法規定進行審理，進而影

響到是否同意酌減違約金乃至酌減比

例，同時使得此一期間不分類型約款

之分析給果亦為中度正相關。惟此推

論可能需要等待累積更多修法後之判

決，再次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始能得

到更完整之論述根據。

其次，在個別酌減因子與酌減比

例是否相關之分析中，本文得到了除

了因子（6）無判決採用外，只有因子
（5）「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
照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以及

因子（10）「其他」2個因是呈現無顯
著關聯，其餘 7種酌減因子至少低度
負相關，更有因子（3）是中度正相關。
在低度負相關因子之中，因子（1）、
（2）、（3）三種是法院最常審酌之因
子，此 3種因子與因子（4）「債務人
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

之一切利益」之統計分析結果同為正

相關。亦即，法院審酌此 4種因子者
會有較高酌減之比例。易言之，勞工

於面對因勞動契約所生違約金賠償責

任時，可以在這幾個酌減因子上努力，

或可得到較高之酌減比例，藉以減少

其損害程度。

再者，勞基法增訂第 9條之 1及
第 15條之 1，對於法院同意酌減金之
比例具有關聯性。特別是因為最低服

務年限約款所生爭議判決中，修法後

約款與酌減因子數量間除了達到中度

正相關，相關係數更達到 0.533，為本
文所進行各種統計中最高者。勞基法

修法之影響在個別酌減因子與酌減比

例之分析中亦頗為明顯，因子（1）、
（2）、（3）於修法後均為中度正相關。
此結果驗證了本文之假設，即勞基法

增訂上述二條文可能對於違約金酌減

有所影響。當然，因修法後約款之數

量尚少，故而仍有待日後蒐集更多相

關判決後再次進行檢驗，始能更為確

定修法對於法院判決之影響程度。

最後，本文藉由 T值檢定方法就
個別酌減因子與酌減比例有無關係進

行檢驗後發現，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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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計算之結果為有相關者，T
值檢定之結果亦為顯著。亦且，T值
檢定之結果可清楚得知那些因子係法

院採用後對於酌減為正相關（因子 1
至因子 4），那些酌減因子是法院不採
用反而對勞工有利（因子 7至因子 9）。
因此之故，勞工或其訴訟代理人應該

審視自己情況，若適合主張因子 1至
因子 4時，可朝此方向努力；但是，
勞方應避免於訴訟過程中主張因子 7
至因子 9，蓋主張後未必會有如其所期
待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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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content of the labor service and wages, the labor contract sometimes 

stipulates special clauses such as the minimum service period of the labor or the non-competition 
obligation after resignation. If the labor breaches the contract, it must pay liquidated dam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When the liquidated damages clause is found to be valid, the 
only remedy for workers is to request the court to agree to a discretionary reduction of liquidated 
damages. This article uses Pearson's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as a statistical tool 
to calculate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deduction factors cited by 
the court and the deduction ratio.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discretionary factors and the discretionary reduction ratio, this article uses Pearson's Correlation 
as a tool to test whether each discretionary factor is related to the default penalty reduction 
ratio.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obtains the result that there is a low degree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reduction factors and the reduction ratio, bu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137, so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the part of individual 
decrement factors and decrement ratio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l the benefits that creditors 
can enjoy if the debtor is able to perform the debts as scheduled." There is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crement factor and the decrement ratio, which i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Among the items with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finds that the amendment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in December 2015 do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urt's discretionary reduction of liquidated damages, and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analyze the exact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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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勞動契約相關規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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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摘要
各國定期勞動契約勞動力運用日趨複雜，例如就業不穩定及勞動條件和社會

保障議題。任何關於定期僱用契約的政策，皆須顧及勞工社會保障及勞動力市場

彈性間的平衡。非典型就業的需求可能會持續增長，因此，除檢視我國現行法令

規定及實施情形，實有必要進一步參考其他主要國家有關定期勞動契約相關規範

及運用情形。

定期勞動契約關係的態樣，除了依確定期間之約定，許多國家也有依完成一

定工作或任務，不確定期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國際上對非典型就業的規範制定，

以促進彈性及安全之雙元界面發展。未來定期勞動契約之非典型就業的需求可能

會持續增長，有關定期勞動契約彈性化政策之相關方向、措施與政策實屬重要。

本研究探討我國、英、澳、德、日、韓、國勞組織以及歐盟有關定期勞動契

約規範特色，研究結論包括：1.定期勞動契約目的與適用對象之規範應兼顧彈性
化與保障勞工權益。2.定期勞動契約連續受僱一定期限後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3.預防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利益對待。

關鍵詞：定期勞動契約、定期契約、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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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定期勞動就業為彈性的非典型就

業之一，在 21世紀變動的勞動世界中
發揮著根本性的影響力。[1]自 1980
年代起，受到市場需求日益不穩定，

以及成本競爭壓力增加的影響，歐美

企業對非典型勞動力需求大幅增加。

[2]隨著女性與青年勞動參與率上升，
求職者對非典型就業機會需求也提高。

再加上，就業市場長期不景氣，典型

全職工作機會相對減少，民眾對非典

型工作職缺的接受度被迫提高。在這

些因素共同影響下，非典型就業型態

之就業人數大幅增加。非典型就業對

已開發國家之影響甚大，因人民壽命

更長，需在更長的時期內依賴養老金、

醫療或社會保障計劃。許多人在退休

後仍需為經濟做出貢獻，[3]更產生對
包括定期勞動契約非典型就業之需求。

依我國主計總處之統計，108年我國非
典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

勞動者已計有 81.9萬人，年增 5千人
或 0.67%，占全體就業人數的 7.13%。
109年 5月非典型（部分時間、臨時性
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79.9萬人，因
處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期
間，年減 2萬人或 2.42%，占全體就
業人數 6.97%。[4]

國內工商團體則指出，使用非典

型勞動力是企業因應全球化競爭，力

保勞工自由工作機會的必要手段，反

而主張政府不宜過度干涉。[5]國際上
對非典型就業的規範制定，以促進彈

性及安全之雙元界面發展 [6]，例如，
歐盟定期勞動契約工作架構協議指令

之前言（6）部分稱：「⋯理事會於

1999年 2月 9日《就業指引》的決議，
邀請所有適當層級的社會夥伴就促使

工作組織現代化的協議進行談判，包

括彈性的工作安排，以期使得企業富

有成效和競爭力，並在彈性和就業安

全性尚能達到平衡⋯」，即表達出此一

立場。未來定期勞動契約之非典型就

業的需求可能會持續增長，應確保定

期勞動契約勞工之勞動條件不因其定

期契約身分而被差別對待，重要的是

確保定期勞動契約勞工在工資、福利、

訓練和團體協商權方面享有平等和不

受歧視的地位。

我國定期勞動契約法制分析
我國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 9條明定：「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勞動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並規定部分情形下定期勞動契約應被

擬制為不定期勞動契約。[7]勞基法第
9條定期勞動契約之立法例，屬於勞雇
關係之立法規範之一。勞基法第 3條
第 3項雖規定其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
我國僱傭關係之立法例，因勞基法同

條但書「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

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

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之立法，

而可以區分為適用勞基法與不適用勞

基法類別之定期勞動契約勞工。而第 9
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勞動契約，
分為定期勞動契約及不定期勞動契約。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

作得為定期勞動契約。」即正面列舉四

項得與勞動者約定定期勞動契約之工

作型態，其立法目的謂：「勞動契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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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雙方約定其權利義務之契約，本

法為公法，特以法律條文限制其定期

勞動契約之範圍，有助於勞雇利益之

協調，促進勞雇關係之和諧。」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第
9條第 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

一、 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
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

月以內者。

二、 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
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三、 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
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

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

以內者。

四、 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
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

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

我國定期勞動契約之定義係勞工

從事非繼續性工作，有繼續性工作乃

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對於該事業單

位之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有持續性之

需要而言。[8]工作之性質是否為有繼
續性，應以勞雇雙方締約時認定之，

其後情勢變遷，非得為認定之準據。[9]
定期勞動契約期間屆滿雙方關係不待

終止權行使，雙方關係終了。依勞基

法第 18條，勞工不得向雇主請求發給
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工作

型態愈來愈多元，非典型勞動型態的

運用也愈來愈普遍。2019年勞基法公
布實施第 2條、第 9條之修正案，於
勞基法第 9條第 1項後段增訂「派遣
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

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明確要求派遣

事業單位不得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勞

動契約。

1. 行政解釋

勞雇間續約多次，應認定為不定

期勞動契約，內政部民國 74年 3月 22
日（74）台內勞字第 299468號函曾稱：
「核三施工處僱用工程特約人員，每半

年至一年簽約一次，連續簽約僱用期

間長達一、二十年，其工作應認為有

繼續性，與特定工作之定義不合，該

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因勞

雇間續約情況多次，認定應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

工作若被認定為事業單位經常性

工作，不得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勞動

部（原勞委會）民國 87年 4月 13日
台（87）勞二字第 013495號函稱：「⋯
蕃茄之生產有其季節性，如公司確於

每年之十二月至三月間收購蕃茄並需

立即加工處理，該等因應此類工作所

僱用之勞工得依上揭規定，簽訂季節

性定期勞動契約。另因應市場需要，

從事調理食品及其他果汁之生產而召

募之勞工，按果汁尚非屬不得儲存之

產品，雇主得視淡旺季情形調配適當

人力，且調理與生產亦為事業單位內

經常性工作，尚不得依前揭條文規定，

簽訂定期勞動契約。」

工作若有不定期契約工及定期契

約工同時從事，應視為有繼續性工作，

勞動部（原勞委會）民國 88年 6月 4
日以台 88勞資二字第 024846號函釋，
當事人間之勞動契約究屬定期勞動契

約或不定期勞動契約之判定，當依工

作是否有繼續性為主要標準。而非繼

續性工作之定義，係指雇主非有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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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

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勞

動部（原勞委會）以民國 89年 3月 31
日（89）台勞資二字第 0011362號書
函稱：「...至於實務上認定工作職務是
否為非繼續性當視該事業單位之職務

（工作）說明書等相關文件載明之職務

或企業內就同一工作是否有不定期契

約工及定期契約工同時從事該相同工

作，如有之，則應視為有繼續性工作

之認定參據。」

2. 法院見解

勞工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與所

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之約定不符，認不

符勞基法第 9條第 1項，台南地方法
院民國 99年勞訴字的 19號民事判決
稱：「⋯所謂有繼續性工作，乃指勞工

所擔任之工作，對於該事業單位之業

務性質與經營運作有持續性之需要而

言，⋯」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4年
度勞上易字第 5號之意旨亦相同。最
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066號民事
判決：「按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

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

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

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

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

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

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

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

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

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

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

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

性。又勞工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如

與其所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之約定不符，

即難認雇主係因該定期勞動契約所定

特定性工作之需求而簽訂該契約，應

認不符勞基法第 9條第 1項所定因特
定性工作得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之情形。

查上訴人（雇主）所營事業，包括土

石採取業、石材製品製造業、投資興

建公共建設業等相關工程業務，被上

訴人（勞工）受僱於上訴人（雇主）

期間，兩造雖先後締結定期之勞動工

契約多次，然被上訴人（勞工）實際

從事者，均為繼續性之行政等工作，

並非特殊技能之工作，且上訴人（雇主）

於僱傭期間，未遵守勞動工契約之約

定，逕行指派被上訴人（勞工）從事

非勞動契約所約定工作範圍之繼續性

工作，或接替正職人員，從事原由上

訴人（雇主）不定期勞動契約工負責

之工作，既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且

兩造間之勞動工契約均接續簽訂未中

斷長達五年以上，甚至十多年之久，

被上訴人（勞工）實際擔任之工作，

更對於上訴人（雇主）具有持續性之

需要，亦有各該契約足憑。原審本此

論斷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性質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並以上述理由進而為上訴

人（雇主）不利之判決，依上說明，

於法並無違背。」而其例示性的判決，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877號民
事判決：「查上訴人（雇主）為工程公

司，承包各項工程施作為其主要之業

務，復被上訴人（勞工）受僱上訴人

（雇主）期間，雖先後締結定期勞動工

契約多次，然於僱傭期間，上訴人（雇

主）多次視其業務需求，變動被上訴

人（勞工）工作內容，或不待勞動契

約約定期間屆滿，即以終止舊約、締

結新約方式，指派被上訴人（勞工）

至另一工程工地工作；或未遵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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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逕指派被上訴人（勞工）至

非契約約定工作範圍之工地工作，為

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則原判決論斷兩

造間僱傭契約，被上訴人（勞工）之

工作內容（特定工程工地），隨時依上

訴人（雇主）之指派而變動，並非係

應某特定性工程施作之需求而締結，

性質上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上訴人（雇

主）並未合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而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判決，

並無違誤。」

特定性工作未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不影響勞雇雙方於訂立勞動契約

時約定為定期勞動契約之效力，臺灣

高等法院民國 108年勞上字第 59號民
事判決認定桃園市平鎮國際青年商會

秘書：「工作內容係辦理上訴人（雇主）

每年都不同的預定活動計畫，及上訴

人（雇主）會長交辦與理監事會議決

議應辦事項等工作，每年一聘，係隨

各屆理事長之任期而決定續聘，續聘

之勞動條件由雙方協議等，⋯，可見

從事之工作內容係辦理每年度不同預

定性計畫活動，為特定性之工作，每

年續聘前先由雙方協議新的勞動條件，

再經由上訴人（雇主）之理監事聯席

會議決議續聘，若會長任期屆滿，次

屆未續聘，僱用期間即屆滿，為定期

性契約。」且認為：「⋯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 6條第 4款關於『特定性工作期
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之規定，如雇主未遵守該規定，係雇

主違反相關規定應受其他刑事或行政

處罰之問題，並不影響勞雇雙方於訂

立勞動契約時約定為定期勞動契約之

效力；且該款僅規定特定性工作之期

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未規定未報請核備者，即應視為不定

期勞動契約，難以未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即認應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

故停止履行後，勞工前後工作年資，

應合併計算。最高法院於民國 82年台
上字第 2938號民事判決中表示「上訴
人（雇主）以公司虧損為由，商得被

上訴人（勞工）同意，於民國 74年 12
月 31日資遣被上訴人（勞工），隨即
與被上訴人（勞工）訂定新約，自民

國 75年 1月起以臨時工按日計酬繼續
僱用，自與勞動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

訂定新約無異，既在勞動基準法公布

施行後，原審認被上訴人（勞工）之

退休年資應合併計算，且有該法第 10
條之適用，其適用法律並無不合」。

3. 民法第 482條

我國勞基法立法脈絡源於我國民

法僱傭契約制度與已廢止之工廠法。

我國民法第 482條規定：「稱僱傭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

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我國僱傭契約之約定以受僱人

服勞務是否有一定期限為標準，即可

區分為定期與不定期兩種類型之僱傭

契約。有一定期限者為定期僱傭；無

一定期限者為不定期僱傭。當事人對

於勞務需求或勞務供給有明確可預見

的期間時，締結定期勞動契約，以供

特定期間之勞務給付，當特定需求的

期間屆滿終了時，契約也隨之終了；

反之，則締結不定期勞動契約，其需

服於法定或約定之事由，而可予以終

止。民法第 488條第 1項規定：「僱傭
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係於期限屆滿

時消滅。」第 2項規定：「僱傭未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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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其

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但有利於受僱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

亦即若訂有期限者，在所約定期限屆

滿時，僱傭關係即行消滅；若僱傭未

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

定其期限者，原則上各當事人得隨時

終止契約，但是若有利於受僱人之習

慣者，則依其習慣。僱傭是否必須定

有或不定期限，民法本著契約自由的

原則，並不加以干涉，亦即僱傭人與

受僱人之間，當事人合意即可；若未

定期限者，除有利於當事人之習慣之

外，則得隨時終止契約，完全不受拘

束。民法的規定並不考慮到處於弱勢

的勞工對勞動關係、對因勞務之提供

所能獲得之工作，這種不定期勞動契

約可以隨時任意終止契約的規定，乃

是由契約自由所導出來的當然結果，

契約因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

立，其終止亦然。反而定期勞動契約

有期限之保障。

4.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2019年 11月 15日，為落實尊嚴
勞動，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

高齡者再就業，保障經濟安全，鼓勵

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維護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權益，建構友善就業環

境，並促進其人力資源之運用，我國

制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該法第 28條明訂：「六十五歲以
上勞工，雇主得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

之。」該條立法理由謂，鑒於企業為達

人力資源活化及經驗傳承之目的，常

於勞工符合退休資格時令其先辦理退

休，再針對具有豐富經驗及技術之退

休勞工以定期勞動契約方式僱用，並

重新約定勞動條件擔任新職。又考量

六十五歲以上勞工之體力等因素，具

彈性之定期工作，較能符合其需求，

爰定明雇主得與是類勞工約定以定期

勞動契約僱用之，藉以達成促進高齡

者勞工重新進入勞動市場，提高勞動

力參與率之目標。

5. 定期勞動契約濫用防止

我國勞基法對於定期勞動契約之

濫用防止歸納如下：

(1) 限於非繼續性工作，方得使用之。
並僅限於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

、特定性之 4種態樣。
(2) 勞基法規定臨時性與短期性之定期
勞動契約，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勞動

契約，中間需間隔 30日，否則可
被擬制為不定期勞動契約，以防止

定期勞動契約濫用。而臨時性與短

期性定期勞動契約於期限屆滿時，

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

意思者，亦產生可被擬制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而產生強制轉正職之效

力，以防止定期勞動契約濫用。

勞基法第 9條第 2項：定期勞動
契約屆滿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

為不定期勞動契約：「一、勞工繼續工

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

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斷

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其立法目的係

為防止雇主應用定期勞動契約僱用勞

工卻使其長期工作，剝奪勞工權益。

就本條第 2項第 1款之立法例，學者
有稱該款為定期勞動契約之「法定更

新」規定，亦即雇主未明確表示拒絕

受領勞工於定期勞動契約屆滿後所繼

續提供之勞務者，勞雇雙方所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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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會因法律規定而自動更新。

有學者認為此種法定更新並非基於繼

續性債之關係而生，而是契約「一方

當事人具有社會保護之需求而發生」。

[10]亦有認為本條第 2項第 1款係已
屆契約期限之定期勞動契約自動轉換

為不定期勞動契約之規定者，「原契約

因勞工繼續為勞務給付之事實行為與

雇主之默示行為相結合，而由法律擬

制其轉換為不定期勞動契約的法律效

果，因此不需要當事人間有新的要約、

承諾及意思表示一致。」[10]而就本條
第 2項第 2款規定，該款係將合於所
定要件之連續性定期勞動契約視為不

定期勞動契約之規定，立法目的在避

免雇主以與同一勞工連續簽訂定期勞

動契約之方式來迴避與之簽訂不定期

勞動契約， 進而免除受到勞基法不定
期勞動契約終止契約之解僱保護限制，

以及支付相應之退休金、資遣費、預

告期間工資之義務。亦有學說將該款

規定與同條項第 1款之規定同樣視作
定期勞動契約轉換之規範。[11]該款
有別於第 1款規定之態樣，係契約當
事人雙方意定更新定期勞動契約，惟

法律將此種意定更新後之定期勞動契

約擬制為不定期勞動契約，給予其不

定期勞動契約之地位而已。[12]
(3) 另勞基法第 9條第 3項明定：「前
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

作不適用之。」亦即將定期勞動契

約擬制為不定期勞動契約之規定，

排除適用於特定性工作與季節性工

作之定期勞動契約。

(4) 禁止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約定
定期勞動契約，以防止定期勞動契

約之濫用。

6. 解僱規定

勞基法定期勞動契約勞工工作期

間屆滿，勞雇間之契約關係消滅而終

了，並無不定期勞動契約，契約終止

之解僱保護規定。雇主提前終止定期

勞動契約，屬於債務不履行之行為，

會造成勞工損害，勞工得請求合理的

賠償金。勞動部（原勞委會）民國 92
年 12月 24日勞資二字第 0920070419
號函：「雇主於定期勞動契約期滿前主

動終止勞動契約，勞工可否要求雇主

發給資遣費疑義一節，仍應查明雇主

有無得依法終止契約事由；如係依前

揭第 11條各款或第 13條但書規定終
止契約者，自應依第 17條規定給付資
遣費」。

國際有關定期勞動契約法制特色
各國皆存在有自營作業者、部分

工時、勞動派遣與定期勞動契約勞動

者，在相關規範方面，英國與德國在

因應 1999年歐盟定期勞動契約工作架
構協議指令下，立法建立其國之定期

勞動契約勞工相關保護制度；韓國亦

有定期勞動契約之特別立法；澳洲之

處裡定期勞動契約之保障，是以英美

法之各個個案，長年由裁決庭介入個

案而保護勞工。本研究初步發現各國

之具體特色制度如下：

1. 英國之具體特色制度

英國預防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利

待遇規則之規範採取僱用總期間一定

長度應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之規

制方式。對續簽定期勞動契約有所規

範，限制定期勞動契約的最大續簽次

數。連續的定期勞動契約的總期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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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 4年，若超過此期限，定期勞動
關係將失其效力，並且該契約被視為

不定期勞動契約。

另訂定預防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

利待遇規則，最主要之精神在確保定

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因其契約期限而受

較不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利之待遇。

而是否較為不利需有可比較之對象始

能觀察，於規則第 2條即說明何謂可
比較不定期之勞工：（1）需受僱於同
一雇主（關係企業不屬）、該員工需有

類似之工作、類似之資格程度或技能，

且（2）受僱於相同之機構，但如相同
機構無得比較之勞工，他機構符合之

不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亦可，且該可比

較之員工之契約須尚非被終止。其（2）
項是歐盟定期工作框架協定（Council 
Directive 1999/70/EC of 28 June 1999 
concerning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fixed-term work）指令所無，為英國獨
有之規範方式，以增加可比較對象之

範圍，惟英國規則中排除指令原有之

其他比較一有效之團體協約，如無有

效之團體協約，得依據國內法、團體

協約、習慣。[13]

2. 澳洲之具體特色制度

澳洲定期勞動契約工作的規制是

混合契約原則、法定介入干預措施以

及工業裁決（industrial tribunal award）
和團體協約的運作來進行的。澳洲

自 1920 年起，澳洲仲裁法庭（the 
Australian arbitration court）顯示出勞
工原則上必需被正職僱用之偏好。而

任何在定期勞動契約屆滿前終止勞動

契約，則為違約而得請求損害賠償。

二十世紀初強制制裁制度取代了契約

自由之機制，其立法，如公平工作法，

是以授權之方式，授予團體協約之當

事人，以及處理爭議之裁決機關得處

理之權限，由各該機制以個案方式，

透過案件處理。[14]

3. 德國具體特色制度

德國勞動法院曾訂定規則規定訂

立定期勞動契約必須有客觀依據，以

防止逃避解僱保護。現行法為定期勞

動契約規範了客觀依據，但允許當事

方在 2年內訂立沒有客觀依據的定期
勞動契約，且續約限 3次；新成立的
企業最多可享受 4年的例外待遇。而
雇主營業項目內的工作，可能為定期

勞動契約約定之正當事由，具體正當

事由之內容僅係例示規範：（1）企業
經營上對該勞務之需求，僅為暫時性

需求；（2）於職業訓練或正式學業之
後所為定期之約定；（3）為替代其他
勞工所僱用者；（4）勞務之特性足以
對定期之約定加以正當化者；（5）試
用；（6）基於勞工個人之事由；（7）
因公務預算聘用者；（8）和解。[15]

其定期勞動契約，可 2分為其
存續期間係依曆計算（依曆計算之定

期勞動契約）、或是依勞務之種類、

目的、特性加以決定者（依目的而定

期）。德國「部分工時與定期勞動契

約 法（Teilzeit- und Befristungsgesetz - 
TzBfG）」第 15條第 2項要求雇主應於
2星期前通知勞工目的已經達成的規
定。依目的為定期之勞動契約，於目

的成就時失其效力，惟雇主應於 2週
前以書面通知勞工目的成就的時點。

對於定期勞動契約，僅當個別契

約或團體協約另有約定時，方得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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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勞動契約於依曆定之期間屆滿，

或目的成就後雇主知悉時，仍繼續履

行，若雇主未即時反對或通知勞工目

的成就者，視為以不定期繼續原契約。

勞動契約之定期約定若為無效，則該

勞動契約視為不定期；雇主僅得於原

約定終了之時點為通常終止。勞動契

約定期之約定，若因欠缺書面方式而

無效者，雇主亦得於原約定終止時點

之前為通常終止。要求主張勞動契約

之定期約定為無效之勞工，須於勞動

契約原約定終了之時點後 3週內，向
勞動法院起訴確認，該勞動關係並未

因定期而終了，否則擬制該定期勞動

契約為有效。

4. 歐盟具體特色制度

歐盟議會於 1999年訂定有關於
定期工作框架協定（Council Directive 
1999/70/EC of 28 June 1999 concerning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fixed-term 
work）。其協定規定需給予定期勞動契
約勞工平等就業條件，為定期員工提

供與長期員工相同的僱用條件，包括

薪資、休假、預告期以及與僱用相關

的其他權利和福利。雇主必須在有長

期職位空缺時通知定期員工。歐盟就

連續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也有規範，其

規定歐盟國家必須在其本國法律中至

少執行以下措施之一，以防止濫用繼

續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定期勞動契約

續簽的客觀原因、連續簽訂定期勞動

契約的最大總期限、定期勞動契約的

最大續簽次數。另外也規範對定期勞

動契約勞工之健康和安全保護：在定

期勞動契約勞工開始工作之前，雇主

必須告知其勞工他們從事的工作可能

面臨的任何風險，包括所需的任何特

殊資格、技能或醫療監督。[16]
定期勞動契約工作架構協議

指令之內容在立法例上與國內法不

同，基本上主要側重在基本原則

（Grundsätze）之建立以及最低度限制
（Mindestvorschriften）兩方面，因此本
身並非一部針對定期勞動契約鉅細靡

遺的規範，在適用上也要兼顧各成員

國在內國法令、職行業類別上以及季

節性上之特殊性。

5. 日本具體特色制度

日本非正規勞工之聘僱，以定期

勞動契約為之，其制度並不要求當事

方有充分的事由始可訂立定期勞動契

約。定期勞動契約之期間，勞動基準

法（働基準法）第 14條定有明文。除
以一定事業之完成定期間者外，勞動

契約之期間分有 3年與 5年。一般勞
工之定期，不得超過 3年；特殊勞工
之定期，則可達 5年。而特殊勞工，
包括具有專門知識等之勞工與 60歲以
上之勞工。專門知識等之勞工，於同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限於具有勞動
大臣所定之專門知識、技術或經驗之

勞工（厚生勞動省平成 15年第 356號
公告）。自 2013年 4月 1日起生效的
《勞動契約法（働契約法）》：定期勞動

契約勞工如果與同一雇主簽訂了兩個

或多個固定期限的僱用契約，並且連

續受僱，該勞工則有權申請轉正職為

不定期限僱用。[5]
2018年（平成 30年）7月公布「關

於推進勞動型態改革相關法律建構之

法律（勞動型態改革關聯法）」，2020
年（令和 2年）4月 1日（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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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令和 3年）4月 1日）施行
「關於短時間勞動者僱用管理改善之法

律（所謂部分工時勞動法）」作為「關

於短時間勞動者及定期僱用勞動者僱

用管理改善之法律（所謂部分工時與

定期勞動法）」，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

工間的不合理差別待遇被禁止。至此，

在有了勞動關係法中以部分工時或派

遣為適用對象之規定後，形成了追加

定期僱用為適用對象且內容徹底強化

之法律。關於本次修法之核心政策，

即「同一工作同一薪資」之修法內容

包括：（1）不合理差別待遇之禁止：
在同一企業中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

間，本薪與獎金等所有的待遇，禁止

設置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在相關「指

針」中，例示了何種差別待遇為不合

理；（2）對勞動者待遇說明義務之強
化：非正式員工在與正式員工間差別

待遇之內容與理由，得要求雇主說明。

雇主在非正式員工要求說明時，應為

說明；（3）裁判外紛爭解決程序（行
政 ADR）之建置。[5]

6. 韓國具體特色制度

韓國於 2007年通過《期間制勞動
者保護法（기간제법）》，以保護包括
定期勞動員工在內的非典型勞工。該

法禁止對定期勞動契約勞工與從事相

同或類似工作的其他勞工予以歧視。

它沒有規定定期勞動契約的合法事由，

但是將此類契約的僱用總期限限制為 2
年，超過該期限時，則為該勞工具有

成為轉正名額的契約。該法律通過後，

有 37%的定期勞工轉為正式勞工，而
幾乎有相同數量的定期勞動契約勞工

失業 [5]。

7. 國際勞工組織具體特色制度

國 勞 組 織 158 號 終 止 僱 傭 公
約〔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No. 158）〕第 2條
規定，排除定期勞動契約勞工適用該

公約。該條規定：「成員（國）可將下

列類別的就業人員排除在本公約的全

部或某些規定之外：

(1) 根據僱用契約在指定時期或指定任
務下工作的勞工；

(2) 提前確定並有合理期限的試用期或
合格工作期的勞工；

(3) 短期從事臨時工的勞工。」[17]但
同條規定卻也訂有要求會員國保護

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之制度。

國勞組織以《終止僱傭公約》

和終止僱傭建議書，要求各會員國

限制使用定期勞動契約，及續簽定

期勞動契約，以保障勞工之就業安

全。並頒布第 166號〔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Recommendation, 1982 
（No. 166）〕建議書（第 3條第 2款）
詳細介紹了防止濫用定期勞動契約的

法律規則示例。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完

成：（1）在特定的時間段內，根據所
要執行的工作性質或要執行的情況，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契約或為了工人的

利益，僱傭關係不能具有不確定的期

限；（2）視特定期間的契約，即為不
確定期限的僱用契約；（3）在指定的
期限內（1次或多次續簽），將其視為
不確定期限的僱用契約。

結論
定期勞動契約在許多部門和職位

中已然存在，惟其在職場之地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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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因其定期契約身分而有被差別對

待。本研究檢視我國規範與現況，參

考主要國家或國際組織相關規範，提

出研究結論如下：

1. 定期勞動契約目的與適用對象之規
範應兼顧彈性化與保障勞工權益

1993年歐盟定期勞動契約工作架
構協議指令之前言部分即表達出彈性 /
安全就業制度，其屬於影響投資決策

的指標性因素。促使各國定期勞動契

約就業的規範制定，似以促進彈性雙

元界面發展，而非僅為勞動權益保障

之單一面向。而由於科技創新發展，

對許多產業之勞工而言，借助不定期

勞動契約之永久性僱用保障，對其產

業勞工不見得是安全保障，反而可能

限制其寶貴技術與商業經驗累積機會，

而成為其發展之阻礙。在目前科技發

展變遷快速，商業模式不斷創新之就

業環境下，定期勞動契約可提供勞工

獲取多樣就業寶貴經驗。

依據所蒐集各國定期勞動契約規

範，規範有使用定期勞動契約之正當

事由者，有我國、德國與韓國，其中

德國僅部分需要事由；韓國之事由，

並沒有具體限制事由類型；德國具體

正當事由之內容僅係例示規範。對於

定期勞動契約目的與適用對象許多國

家保留一定彈性，或可由勞雇協商、

工會或團體協約規範等。建議宜透過

多方聽取及蒐集勞、資團體等意見，

就僱用要件彈性化的方向建議，研議

得放寬類型及期限，以符合我國情形。

2. 定期勞動契約連續受僱一定期限後
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我國規範臨時性與短期性之定期

勞動契約，契約屆滿後，有勞工繼續

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或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

工作期間超過 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
間未超過 30日者，視為不定期勞動契
約。韓國以合計僱用期間超過 2年，
英國為 4年，若超過該期限，其定期
勞動關係將失其效力，並且該契約被

視為不定期契約。日本以契約合計期

限超過 5年，勞動者得提出訂立無固
定期限之勞動契約。許多國家限制連

續的定期勞動契約總期限，在達到該

期限後，將定期勞動契約視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

另韓國有規範雇主欲僱用正職勞

動者，應優先僱用從事該公司或同系

企業等類似職業的定期勞動者。歐盟、

英國與德國規範雇主對於相關之待聘

的不定期職務，應通知定期契約勞工，

以利後者有轉換成不定期契約勞工的

機會。許多國家仍希望促進有意願之

定期勞動契約勞工有機會轉為不定期

勞動契約勞工。建議以相關措施鼓勵

雇主如有不定期職缺釋出時應通知定

期勞動契約勞工，促進有意願之定期

勞動契約勞工有機會轉為不定期勞動

契約勞工。

3. 預防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利益對待

日本規範雇主就定期勞動契約勞

工薪資不可有不合理差別待遇；韓國

規範雇主就定期勞動者與從事同類工

作之正職員工相比，不得有歧視待遇；

英國同樣規範不得因定期勞動契約期

限而受較不定期勞動契約勞工不利之

待遇。1993年歐盟鬆綁而彈性使用定
期勞動契約的同時，是以要求提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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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勞動契約勞工與不定期勞動契約勞

工具有相同地位，而以均等待遇提升

定期勞動契約勞工地位為其鬆綁之配

套手段，從前述各國與國際組織，皆

著重預防定期勞動契約勞工遭受不利

益對待。建議參考各國有關預防定期

勞動契約勞工不利益對待之要件，如

英、韓、日等國有歧視禁止原則，提

升定期勞動契約勞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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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far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xed-term labor in all 

countries, such as growing employment instability,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Any policy on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requires a balance between 
the granting of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to workers on one hand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labor market on the other.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in our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types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according to certain period, many countries 
also set fixed-term according to jobs, duties or uncertainty term. The trend of regulations 
for atypical employment tend to promote both aspects of flexibility and safe. In the future,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might keep increasing, the flexibility way, policy and regulation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is very important. 

The study collected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U.K., Australia, Germany, Japan, Korea, 
ILO, and the EU.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purpose 
and suitability toward targets applied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should consider the 
flexibility and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2.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should turn into non-
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after a certain continuous employment period. 3. Prevention of 
unfair treatment toward fixed-term labor should b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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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表，均由通訊作者確認並簽名。 
 
是是否否同同意意授授權權由由本本期期刊刊編編輯輯部部進進行行稿稿件件英英譯譯，，並並以以中中英英文文刊刊登登？？□□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意意 
 
立書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立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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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辦辦法法 

 

一一、、目目的的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

國內研究人員與大專院校師生從事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結

合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致力於改善勞工工作環境、減少職業傷

病、促進身心健康、提昇勞動關係與勞動品質、健全勞動政策體

系等，並增進社會各界對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之瞭解與交

流，特訂定本辦法。 
 

二二、、申申請請資資格格 

1.過去 3年內（即前 3年 1月至 12月）於「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季刊」接受刊登並已出版之論文，申請人須為論文之第 1

作者（如為共同第 1作者，則以排序第 1位為代表）。 

2.每位申請人每次至多送審 1 篇，申請之論文限於國內所作之研

究，且未獲其他獎助。 

3.曾獲本獎者，3年內不得再提申請，且同篇論文僅限獎勵 1次。 
 

三三、、申申請請程程序序與與送送審審文文件件 

1.申請人應於每年 3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 

2.申請表正本 1份（申請表格請至本所網頁下載）。 

3.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檢附刊登證明）。 

4.提供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以及被政策參採情形之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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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文件併同電子檔光碟（含申請表、論文、刊登證明、學術

引用與政策參採之佐證資料）寄至本所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 
 

四四、、評評審審程程序序 

1.由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編輯會議依據稿件領域邀請相

關委員進行評審後推薦獲獎名單。申請人、申請人之指導教授

或共同作者，不得為本獎評審委員。 

2.評分標準：學術表現（70%）、政策參採（30%）。若無論文達獎

勵標準（總分低於 70分）時，得以「從缺」處理。 
 

五五、、獎獎勵勵名名額額與與方方式式  

1.分為「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領域，各設置

「金質獎」乙名與「銀質獎」乙名，實際獎勵名額本所有權視

情況修訂之。 

2.獲獎人受邀於全國性勞動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或本所舉

辦之成果發表會中接受公開表揚，頒發獎狀乙紙與獎牌(座)，

並以口頭方式發表其受獎論文。若缺席參與發表，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六、、本本辦辦法法簽簽奉奉所所長長核核定定後後實實施施，，修修正正時時亦亦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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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勞動動部部勞勞動動及及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研研究究所所 
勞勞動動與與職職業業安安全全衛衛生生優優秀秀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甄甄選選申申請請表表 

 

申 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論文資訊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作者名單 
 

（按刊登之原排序） 

出版年月       年      月       

出版卷期       卷      期       

甄選領域 勞動政策  職業安全   職業衛生 

申請文件 

(備妥請) 

 申請表正本 1份 

 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 

 論文刊登證明 1份 

 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佐證資料 1份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申請表

申請人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論文資訊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作者單位 （按刊登之原排序）

出版年月 年        月

出版卷期 卷        期

甄選領域 ▢ 勞動政策     ▢ 職業安全    ▢ 職業衛生

申請文件
（備妥請✓）

申請表正本 1份

論文抽印本 1份（如抽印本不足可以影本代替）

論文刊登證明 1份

論文被學術研究引用情形佐證資料 1份

論文被政策參採情形佐證資料 1份

上述文件併同電子光碟 1張

申請人聲明

1.本人已詳閱「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優秀期刊論文甄選辦法」，且本人 3年內未曾獲得此獎
2. 甄選論文屬於國內所作之研究，且未曾獲得此獎或其他獎助

申請人簽章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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