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是非典型僱用？假派遣及假承攬的勞動權益須知 

—以 C飲料店假派遣真僱用為例 

撰稿人：邱羽凡（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勞動觀測站—我的雇主在哪裡？假派遣及假承攬?  

    暑假打工旺季剛過，據報章媒體報導，包括台大、政大、東海、

成大等北中南十多個學生團體，公布了 10 所大學周邊五百多個商家

的打工地圖，包含早餐店、手搖飲料店、餐廳、小吃店、咖啡館與便

利商店等商家，561個商家中高達 449商家有違反勞動法令的情形，

其中未提繳勞工退休金有 277家、未投保勞工保險有 255家、未給付

國定假日薪資的商家有 238家、未給付加班費有 148家、違法扣薪有

113家、未達基本工資的也有 104家。符合勞動法令的只有 6家，多

數是校園內店家，可見大專院校周邊僱用學生打工的商家，常有違反

勞動法令的現象。 

    不過，近期除了這些積欠加班費、違法扣薪或是未投保勞保等「典

型」的違法狀況外，在民國 106年開始實施一例一休之後，雇主為了

規避加班費，更進一步出現了「假派遣/承攬、真僱用」的情形，例

如： 

「小明在知名 C飲料店打工，每天下課後就固定打卡上班，但是今

年開始實施一例休後，C飲料店要求小明和其他打工的學生簽署同

意書，同意每日超過 8小時正常工時的部分，受僱於 W集團名下，

然後由 W 集團派遣小明到 C 飲料店按時計酬工作。所以若小明一

天工作 10 小時，雖然都是在 C 飲料店中作相同的工作，但是前 8

小時的雇主是 C 飲料店，後 2 小時的雇主 W 集團，小明不論受僱

於 C 飲料店或是 W集團，都沒有超過正常工時 8 小時的上限，因

此沒有加班費！小明感到非常疑惑，明明整天都在同一個地方（C

飲料店）中受同樣的主管監督、作同樣的工作，為何憑一張同意書

就多了一個雇主、少了加班費？」 

小明向勞工局提出檢舉後，勞工局表示，若小明的正常工時和加班

工時都是受 C飲料店指揮，那雇主要求小明同意由W集團派遣到 C



飲料店所簽的同意書屬「脫法行為」，也就是「假派遣」、「假承

攬」，應依法開罰！員工受僱時若只是有意和 C飲料店簽約工作，

而且工作時一直受同一雇主指揮監督，那雇主就是同一位─也就是

C飲料店，雇主用要求員工以簽同意書的方式來切割工時，但實際

上仍受同樣的雇主指揮，就是「假承攬」；此外，這種情形也是「假

派遣」，因為 C 飲料店指定員工根本不認識的 W 集團為員工逾 8

小時工時後的雇主，但員工根本沒有受僱 W 集團的意思，也一直

在 C 飲料店中工作，員工和 W 集團間根本就不存在合法的派遣契

約。 

    此類「假派遣」、「假承攬」等不合法的非典型僱用型態，在學

生打工族群中很常見，例如雇主以打工族僅是工讀生、兼職人員或試

用期為理由，表示這些非正職人員不受勞動法的保障，所以沒有勞

保、加班費、職災保護等法令的適用，這些說辭其實都不合法，我國

雖然有「非典型勞動」，但是並未就此類型勞動人口差別對待，而一

體適用我國的勞動法令，所以就算雇主要求勞工同意免除適用勞動基

準法等勞動法令，也是違法的。 

  勞動放大鏡—非典型勞動的基本概念與保障 

    什麼是「非典型勞動」？「非典型勞動」是相對於「典型勞動」

的概念，「典型僱用」就如同我們經常聽到的終身僱用制：員工受僱

於單一雇主，而且是全職以及長期受僱，也就是正職員工；而「非典

型勞動」一般是指勞工短期工作（定期契約工）、部分工時工作（兼

職工）、受僱於甲公司但是派至乙公司工作的派遣或承攬勞動。 

一、 派遣勞動與承攬勞動 

    以「派遣勞動」為例，若當初由 C 飲料店直接僱用小明，就不

可以和小明簽訂勞動契約後，指派小明去其他飲料店工作。這是因為

小明應徵時，只會看到 C飲料店的工作環境、主管對待員工的方式，

以及給予的薪資、排班等條件，而小明也是因為可以接受 C 飲料店

提供這些條件才會簽約，所以法律上稱之為「勞動專屬性」。換言之，

雇主不得未經勞工的同意，讓其他人（例如 W 集團）來擔任小明的



雇主或主管，以指揮小明於 C 飲料店工作，若雇主讓小明被其所不

認識、沒有信任關係的第三人（例如 W 集團）指派交辦職務，就屬

於違法的「假派遣」，勞工不需要服從該第三人的指示，應該要求原

雇主（C飲料店）承擔一切雇主責任，包含加班費。 

    假若雇主（C飲料店）說找 W集團是要簽訂承攬契約，讓 W集

團承包第 8小時後的飲料店業務，不是要和員工簽派遣契約，這是合

法的嗎？像這樣的「承攬勞動」也是違法的，因為承攬勞動的意思是，

C 飲料店和 W 集團若簽訂合法承攬契約，約定每天第 8 小時之後的

飲料出售工作改由 W 集團負責，那在第 8 小時後，C 飲料店就應該

改由 W 集團的主管來負責，這才是實質上的承攬行為，但是小明在

第 8 小時之後仍然是由 C飲料店主管來指揮調度，顯然就是假承攬。

此外，小明根本不認識 W集團，不可能願意讓所不認識的 W集團來

擔任雇主，這也再次證明是假承攬。 

    派遣勞動與承攬勞動都是非典型勞動型態，雖然派遣勞動的爭議

非常多，派遣勞工的保障嚴重不足，但是我國法院目前還是承認可以

合法使用之，不過我國經常發生雇主運用假承攬或假派遣的方式來規

避雇主責任，例如原雇主幫自己的員工找第 2個雇主，有時候是員工

根本就不認識的人頭公司或顧問公司，讓員工簽署同意書來擔任這些

公司的派遣工或承攬工，但這都是違法僱用模式，勞工真正的雇主只

有一開始簽約的事業單位（C飲料店）。 

    如果雇主要合法運用派遣勞動與承攬勞動，那在簽約時就要和員

工說明，簽約後的勞務提供地不是簽約雇主的事業單位，在派遣關係

中是要派公司、在承攬公司中是定作公司，在派遣關係中是由要派公

司的主管來指揮工作、在承攬關係中仍然是簽約雇主指揮工作，如果

勞工明白且同意，才會成立真正的派遣契約與承攬契約。要注意的

是，就算簽訂派遣與承攬等非典型勞動契約，勞工也一樣受到勞動法

令的保障，不會因為是非典型勞動就不受保護。 

二、 定期契約勞動 

    非典型勞動除了派遣與承攬之外，另外一個常見的類型就是定期

契約勞動。原則上，雇主不能和勞工約定定期契約，而應該簽訂長期



性的「不定期契約」，以保障勞工的工作狀態穩定，讓經濟生活有安

定的基礎。實務上常可以看到雇主要求員工一個月或半年簽一次契約

（換約），因為期滿不續約時不用給付資遣費、也不用證明有勞動基

準法所要求的終止契約事由，對於雇主運用人力上有很大的便利性，

但也讓勞工無法穩定就業，此種規避雇主責任的方式不但違法，而且

會受到處罰。 

    不過，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的規範，在特定的情形下雇

主可以針對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的特別情形約定定

期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的施行細則第 6 條，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是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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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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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如果雇主不能證明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的存

在，因為不定期契約原則是勞動法的強制性保障，不能由勞資雙方自

行約定排除，就算勞工同意簽訂定期契約，法律上仍然認定其為不定

期契約勞工。定期契約的勞工，除了所簽訂的契約有期限之外，原則

上其他的勞動保護都和正職勞工（典型勞動之勞工）相同，雇主不能

有差別待遇。 

三、 部分工時勞動 

    除了派遣、承攬與定期契約勞動之外，部分工時勞動也是非典型

勞動，其與前述幾種非典型勞動的差異在於，雇主經常運用違法的派

遣、承攬與定期契約勞動來規避雇主責任，但是部分工時勞動提供勞

工利用零碎時間可以兼職打工，反而受到勞雇雙方的歡迎。不過，應

注意的是，部分工時勞工（兼職工），除了工時比正職工短之外，原

則上其他的勞動保護都和正職勞工（典型勞動之勞工）相同，雇主不



能以勞工是兼職或工讀生等名義為理由，給予部分工時勞工差別待

遇，例如不給予全勤獎金或年假等。 

   勞動小提醒—打工族的注意事項，以派遣、承攬勞工為例 

    在了解我國非典型勞動的相關規範後，如果要去打工，應該注意

哪些事項？以派遣勞工為例，需要注意的包括： 

一、 我國的勞動法令平等保障所有勞工，不論典型或非典型勞工，均

納入保護。所以勞工就算是自願擔任派遣勞工，也可以對雇主主

張一切勞動法令上的權利，例如要求雇主投保勞工保險、提撥勞

工退休金、按時給付工資及有延長工時須給付加班費。 

    更重要的是，有些法令針對非典型勞動者訂有特別的保障規

範，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

雖然不是派遣勞工的雇主，但是視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上有關性別

歧視禁止與性騷擾防治責任上的雇主，也就是要對派遣勞工負性

別歧視禁止與性騷擾防治之雇主責任。 

    例如：小明若真的是由 W 集團派遣到 C 飲料店工作的派遣

勞工，小明的雇主是 W 集團，若小明在工作時被同事性騷擾，

可以依性別平等法之規定要求C飲料店負雇主防治與補救性騷擾

發生的責任。 

二、 勞工如果同意簽訂派遣或承攬契約，但實際上工作根本沒有派遣

或承攬事實存在，那勞工就可以主張是假派遣與假承攬，要求原

雇主負一切的雇主責任。 

    例如：小明和 C 飲料店簽約工作，每天工作 10 小時都是 C

飲料店的主管指派工作，那麼 C飲料店雇主主張小明逾 8小時後

之工作時間屬於和 W 集團簽訂的承攬契約不須支付加班費，就

是無效的假承攬；同樣的，C飲料店主張小明同意和 W集團訂派

遣契約，而且也是由 C飲料店來要求小明簽約，但小明除了簽字

之外根本不認識 W 集團，這就是假派遣。在這些情形下，假設



小明在工作時不慎被飲料燙傷，那小明就應該向 C飲料店主張雇

主的職災責任，而不是向 W集團主張。 

勞動大挑戰—如何在派遣及承攬關係中找出非典型勞工的雇主 

以下請參考「勞動大挑戰」單元中對於承攬及派遣制度的介紹，

思考以下 2個案例中，勞工的雇主究竟是誰？ 

一、 報載—「C飲料店台北市某分店前員工投訴，她工作常逾 8小時，

從未領過加班費；今年初店長還逐一約談員工要求簽下同意書，

將加班時數轉移給 W 集團做為承攬制，同意書上還寫是因一例

一休上路、是為「兼顧同仁勞動權益」。 經營 C飲料店說一例一

休上路，在排班吃緊下，有請 W 集團協助規劃方案，W 集團則

回應，僅協助 C飲料店招募人力，未強迫員工簽約，勞團指控均

非事實。」 

思考您認為 C 飲料店或或 W 集團的說法合法嗎？我應該以什麼

標準來判斷女員工的雇主是誰呢？ 

二、 報載—「105年 5月間，一群服務於 V醫院的派遣勞工在院內向

派遣公司表達嚴正抗議，以爭取特休未休工資以及應有的加班

費。隨著抗爭行動的曝光，V醫院使用派遣勞工的問題也逐一浮

上檯面。V 醫院早在 88 年間，便開始將傳送員工作以派遣勞工

取代。派遣勞工表示，當時看到報紙上登載 V醫院徵求傳送員，

實際應徵簽約才知道雇主不是 V醫院，但無論派遣事業單位怎麼

換，所使用的派遣勞工始終是同一群人，也同樣都是在 V醫院提

供勞務。」 

思考您認為服務於 V 醫院的派遣勞工的雇主是誰呢？應該以什

麼標準來判斷呢？ 

三、 延伸閱讀：邱羽凡、翁瑋，勞動派遣型態的新變形：由台中榮總

假承攬抗爭行動談起。（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621）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