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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
四及四六條；並增訂第九條之一、一○條之一及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八
六條條文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令修正第三
條；並增訂公布第三○條之一、八四條之一及八
四條之二條文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
條之一條文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
○條條文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及
七二條條文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
二一、三○條之一及五六條條文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三○、三○條之一、三二、四九、七七、七九及
八六條條文

一五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
四條條文
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二三、二四、三○條之一、三四、三六～三九、
七四及七九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但第三四
條第二項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三七
條第一項規定及第三八條條文，自一○六年一月
一日施行
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六一條條文
民國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
四、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及八六條；增訂第
三二條之一條文；並自同年三月一日施行
民國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五四、五五及五九條條文

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四
條條文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
三條條文
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七五
～七九及八○條；並增訂第七九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
五、四七、七七及七九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公告第四條所列
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三
年二月十七日起改由「勞動部」管轄；第二八條
第五項所列屬「勞工保險局」之權責事項，自一
○三年二月十七日起，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繳、
墊償業務，改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管轄；積
欠工資墊償基金投資及運用業務，改由「勞動部
勞動基金運用局」管轄；第五六條第二項所列屬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
○三年二月十七日起，監理業務改由「勞動部」
管轄；勞工退休基金投資及運用業務，改由「勞

二八、五五、五六、七八、七九及八六條；並增
訂第八○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四年六月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三
○、七九及八六條條文

專書
△林豐賓、劉邦棟，『勞動基準法論（修
訂五版）』（三民，二○一○年五
月）。
△陳文育、邱羽凡，『勞動法權益新解』
（中華電信工會，二○一○年十二
月）。
△陳逢源，『個別勞動法之體系理解與實
務運用』（五南，二○一七年十月）。
△郭玲惠，『勞動契約法論』（三民，二
○一一年九月）。
△楊通軒，『個別勞工法：理論與實務』
（五南，二○一○年五月）。
期刊、專文
△林佳和，勞動基準法二十年－過去、現
在與未來的十項觀察，律師雜誌，第二
九八期，頁四九～六五。
△郭玲惠，勞動基準法面面觀與擴大其適
用範圍之必要性，月旦法學雜誌，第一
三期，頁四～一五。
△陳繼盛，我國勞動基準法制之建構與解
構－一個宏觀思維的觀察，回顧與前瞻

勞動條件類

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管轄
民國一○四年二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七、

【延伸閱讀】「勞動基準法整體概念」
之相關文獻

勞動條件類

A-1
民國一○四年七月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八條

勞動條件類

A-2
勞動基準法︵第一二條︶

－勞動基準法施行 30 週年論文集，頁
一～二二。
△鄭津津，勞動基準法之演變，台灣勞工
季刊，第二四期，頁六六～七三。
研討會論文
△周兆昱，2016 年個別勞動法理論與實
務回顧，台灣勞動法學會 2017 年會論
壇，二○一七年七月十五日，文化大學
大新館。
△陳建文，集體勞動法的回顧與展望，勞
動法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手冊，頁
三七～一一九，二○一六年五月二一
日，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及法律之適用)
Ⅰ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
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
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Ⅱ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
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立法說明】
揭櫫立法宗旨。並參照其他相關法例闡
明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以玆周全。

【裁判】

主同意，使第三人代服勞務者，仍應適
用民法第四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規定，雇主無須預告，得隨時終止僱傭
契約。（最高八六台上三三三三）
△被上訴人固主張其任職上訴人公司之工
作為軟體案專案企劃，所提供之工作性
質具有繼續性，兩造間簽訂之勞動契
約，應屬勞動基準法第 9 條所定「不定
期勞動契約」，上訴人於勞動契約中約
定被上訴人之工作期間為 3 年，係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第 2 項之規定，上開
規定屬強制規定，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
因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為無效，上訴
人自無違約金請求權等語。惟按勞動基
準法第 1 條第 2 項固規定：「雇主與勞
工所定之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
最低標準」，然該條文所稱之勞動條件
應係指關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報酬、請
假、資遣費、退休金、工作環境等等保
障勞工福利之條件，雇主不得違反勞動
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至於勞動契約
究係「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
應屬契約之性質，非屬勞動條件之範
疇，是上訴人於系爭勞動契約中約定任
職期間，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形，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勞
動契約因違反該條之規定而為無效云
云，自不足採。（南投地院九六勞簡上
三）
△勞動基準法係國家為保障從屬於雇主，
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較雇主弱勢，而無
實質上平等地位得以進行締約磋商，以
伸張其私法權益之勞工，以公權力介入
私法勞動契約規制，俾落實憲法保護勞
工之基本國策所制定具有基本法性質之
強行規範，其所定勞動條件為最低標
準，故於勞動基準法公布施行後，各事
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
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惟所約定之勞
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
低標準。（最高行政一○六判五八五）

新學林分科六法•勞動法

△勞基法第一條固揭明該法係明定勞動條
件之最低標準，然所謂勞動條件在不同
法律層次中均有其存在，在民法債篇僱
傭乙節之意義，乃指僱傭契約當事人對
勞務給付與報酬之約定。勞基法施行
後，該法未規定者，仍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準此，有關勞基法未規定者，仍
應適用民法債篇之規定。民法第四百八
十四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受僱人非經僱用
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代服勞務，是謂
勞務供給之專屬性。蓋勞務之供給因人
而異，若使第三人代服勞務，則往往難
達契約之目的，故非經僱用人之同意，
不得使第三人代服之。違反此項規定
者，依同條第二項，僱用人得終止契 第二條 (用辭定義)
約。又勞基法並未就勞工違反勞務給付
本法用辭定義如左：
專屬性之事由加以規定，故勞工未經雇
一 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一款︶

【說文解字】
△勞工之意義：由勞基法第二條第一款之
定義，可知「勞工」身分之具備，須合
乎下列諸構成要件：勞工與雇主間須有
一僱用行為、勞工須依雇主之指示而提
供勞務（包括「為他人提供勞務」及
「勞務之從屬性」），及勞工為雇主提
供勞務而獲致工資。
△從屬性：是否為勞基法所稱之勞工，當
事人間是否成立勞動契約，主要係依據
有無「從屬性」進行判斷，所謂之從屬
性主要包括「人格上之從屬性」與「經
濟上之從屬性」，而另有論者針對勞工
之從屬性問題，除人格上之從屬性外，
更提出所謂組織上從屬性、技術上從屬
性與階級上從屬性等輔助判斷。
△人格上之從屬性：係指雇主將勞工納入
其事業單位組織並指示、決定勞工勞務
給付地、給付時、給付量與勞動強度、
勞動過程，即等於是將勞工個人置於雇
主之控制範圍之內，並得支配勞工之人
身、人格，亦即支配勞動力即等於支配
勞工之人身、人格；又在勞工有妨礙企
業生產秩序或企業運作之情形時，雇主
更得予以懲罰，以維護企業之正常生產
與運作及資方經營管理之權威。
△經濟上之從屬性：乃指勞工非如事業主
之擁有資本、生產資料，勞工所有者只
係其勞動力，其生存之基礎唯有依賴提
供勞務而獲致之工資，因此勞工之提供
勞務為雇主工作，即係為求生存，非工
作即無法生存，此乃資方基於其所有權
對勞工主要之三重控制之第一重控制；
惟經濟上之從屬性尚進一步包括資方對
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等勞動契約內容之
決定性控制，此乃本於資方之市場強勢
而來的第二重控制；此外，勞工勞動所
得之工資乃是勞工投入一般商品市場之
消費、購買力，但商品之價格乃是由資
方決定、控制，相較於立於單純消費者
地位之勞工對於商品價格幾乎毫無任何

勞動條件類

一、闡釋本法名詞定義關於「勞工」、
「雇主」、「事業單位」定義係參
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工
資」係參照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平均工資」係參酌其他工業國家
勞工立法，以按月計給之平均工資
為原則，而以但書規定按日、按時
或論件等計算工資之工人，其平均
工資不得少於一定計算方式所得金
額，以資保障。
二、獎金不全屬臨時性之給予仍予列
入。
三、其他細節擬列入施行細則。
四、平均工資定義「三個月」一語修正
為「六個月」，以減少因期間較短
所發生工資所得之差異。

本法用辭定義如左：
一 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

勞動條件類

A-3
獲致工資者。
二 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
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
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 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
四 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
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謂工
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
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
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
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
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
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
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
計。
五 事業單位：謂適用本法各業僱
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 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
契約。
【立法說明】

勞動條件類

A-4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一款︶

影響力，資方對商品基本上擁有諸多影
響商品價格之手段，以上即係資方所有
權對於勞方之主要的三重控制，但勞工
在今日並不一定必然處於經濟上、財產
上弱勢地位，故勞工之經濟上從屬性只
得視為一常素，並非如同人格上從屬性
係絕對必然之要素。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七四○號（請參照 K-95 頁）

【裁判】

新學林分科六法•勞動法

△按所謂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
一、三款規定意旨，應指受雇主僱用從
事工作，獲致如薪金、計時或計件之經
常性給與（包括現金或實物）之工資者
而言。查上訴人固於五十五年間即聘請
被上訴人擔任駐台南市記者，並對被上
訴人所撰寫經採用刊登之稿件給付稿
酬。惟此項稿酬，可否謂為上開法條所
謂薪金或工資，不無疑問。又倘須經採
用刊登始論件計字給酬，亦似難認為具
有固定性質之經常給與。原審疏未查明
被上訴人被聘擔任上訴人記者後，究於
何時（上訴人稱六十七年六月一日）起
始支領固定薪資，遽以被上訴人領收稿
酬之五十五年間起計列其勞工年資，殊
嫌率斷。次查上訴人在原審主張：被上
訴人除受聘為伊報社之記者外，尚另兼
任台灣日報台南市特派員，且伊曾以另
一報紙創刊（指自立早報），要求被上
訴人免兼他報社職務，為被上訴人所
拒，伊始以被上訴人不能勝任所擔任之
工作為由，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辦理資
遣。原審既未說明其認定記者得兼職慣
例之證據及上訴人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應
先定期通知勞工改善之法律依據，並恝
置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兼任他報社特派
員不能勝任上訴人報社記者之工作於不
論，逕認上訴人之預告終止勞動契約為
不生效力，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最高七八台上八九八）
△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
工，具有下列特徵：人格從屬性，即
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
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
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經濟上從

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
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
勞動。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
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
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
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
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
成立。（最高八一台上三四七）
△按承攬與僱傭同屬於供給勞務之契約，
惟前者仍以發生結果（工作之完成）為
目的之契約，供給勞務不過為其手段而
已；後者則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目的之契
約，亦即除供給勞務外，並無其他目
的。此為二者區別之所在。民法第一百
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
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
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
係受僱人（本院五十七年台上字第一六
六三號判例參照）。此所謂監督，係指
對勞務之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
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最高八
一台上二六八六）
△按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此觀公
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經理人之委任
……」之規定即明。而勞動基準法所規
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
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
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
任契約之受僱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
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有別。本件被
上訴人所經營者屬煤氣業，依勞動基準
法第三條第五款規定，固有該法之適
用，惟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委任之管
理部經理，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上訴人
即非該法所稱之勞工，自無該法之適
用。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
險，惟此乃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所為之
強制保險，尚難據以認定兩造為僱傭關
係。上訴人主張伊為勞動基準法所規定
之勞工，本件有該法之適用云云，要無
足採。（最高八三台上七二）
△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
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
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
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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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雙方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關係。
（最高八七台上一四五八）
△所謂「勞動契約」，就形式上言，參照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六款規定，自係約
定「勞雇關係」之契約，而其契約之內
容，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
定，應就工作場所及從事之工作有關事
項、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
及休假、請假有關事項、工資之議定、
調整及給付之日期與方法、退休金、勞
工福利及安全衛生等項為約定；就其內
涵言，勞工與雇主間應有從屬性，即一
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
具有下列特徵：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
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
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
不得使用代理人。經濟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
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納入
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
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
從屬性（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
三四七號判決參照），換言之，勞動基
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
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
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有
別（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七二
號判決參照）。（最高八八台上一八六
四）
△「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
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勞動契約：謂約定
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動基準法第二
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六款定有明
文。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
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勞動契
約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
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
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
動契約。
勞動契約為具有身分性質之契約，其
勞務給付之義務，原則上係專屬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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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授權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
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而
所謂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
之契約而言。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
單純提供勞務，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
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兩者之內
容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
（最高八三台上一○一八）
△按公司與經理人之關係為委任關係。而
民法第五百五十三條規定：稱經理人
者，謂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
之權利之人。查嚴定川在山河森公司之
職位為副總經理，為原審所認定之事
實。倘嚴定川之職務係憑其知識、經驗
為山河森公司管理事務，及有權為山河
森公司簽名，其於職務範圍內之事項有
相對之自主性，則縱前此曾受僱為公司
之員工，其職位係由員工升任而來，仍
不得謂其非山河森公司之經理人，其與
山河森公司間之關係非委任關係而係僱
傭關係，有勞基法規定之適用。原審未
審究兩造契約之內容及嚴定川工作之種
類、性質，資為判定兩造間之關係究係
委任關係，抑係僱傭關係，竟以嚴定川
之職位係由基層作起而升任為由，認其
係受山河森公司之僱用獲取工資，非公
司之經理人，本件訴訟有勞基法規定之
適用，據為山河森公司敗訴之判決，尚
嫌速斷。至山河森公司任用嚴定川為公
司之副總經理，未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由總經理提請之程序辦理，
及山河森公司於嚴定川到職後，未依公
司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
關申請登記，乃山河森公司有無違反公
司法應受行政罰之問題，尚難據為兩造
間之關係為僱傭關係之依據。原審見未
及此，據以認為嚴定川係受山河森公司
之僱用，兩造間有勞動關係，亦欠允
洽。（最高八七台上三七六）
△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勞工
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則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受雇主僱用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即有該法有關規
定之適用。又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他方之關係，提供職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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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勞工之義務，但經雇主同意，或習
慣上允許他人代為勞動，或依勞動之
性質，由他人代為勞動並無差異者，
受僱勞工得使第三人代服勞務。（最
高八九台上一三○一）
△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
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
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
酬之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
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
人之意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
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雇主之指示，
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
雇主；且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有
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者，當事人
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
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
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定作人間
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
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
相同。（最高八九台上一六二○）
△勞基法所稱勞工，依同法第二條第一款
規定固係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
資者而言，然非若僱傭契約之受僱人明
定以供給勞務本身為目的（民法第四百
八十七條參照），故祗要受僱於雇主從
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即足當之，不以有
僱傭契約為必要。又勞基法第二條第六
款規定，約定勞雇間之契約為勞動契
約，並未以僱傭契約為限。準此，凡是
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係者，均屬之。
公司負責人對副理，就事務之處理，若
具有使用從屬與指揮命令之性質，且副
理實際參與業務，即屬於勞動契約之範
疇，該副理與公司間，即有勞基法之適
用。查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公司，擔
任工務部副理而獲致工資，受上訴人指
揮監督，派遣至泰國支援關係企業
Capetronic 公司，從事設備維修及採購
工作，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則被上訴人
就公司事務之處理，上訴人具有指揮命
令監督之權限，且被上訴人實際參與公
司業務，即屬於勞動契約之範疇，兩造
間即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判決認定被上

訴人為勞基法所稱之勞工，並無違誤。
（最高八九台上二三七一）
△被上訴人公司之員工，依上開工作規則
第三條規定，係指依勞動契約正式受僱
於公司，從事工作獲發薪資之專職人員
而言。上訴人既各擁有其事業，即葉英
傑為國大代表，馬錫源擔任鳳鳴電台採
訪主任、魏欽祥經營攝影及錄放影機帶
公司並任大漢日報記者，黃錦堂經營書
店並任台灣日報駐屏東特派員，均非被
上訴人公司專職之員工，更不具備勞基
法中關於勞動契約之人格從屬性。此
外，上訴人係依其按月提供之新聞，經
被上訴人採用後，由被上訴人按件給付
報酬，且無上下班工作時間之限制，更
無年休日數之限制，請假亦無須填寫請
假單，且其稿件亦不必由上訴人本人親
自撰寫，勞務工作之完成不具專屬性，
上訴人均依其完成之工作件數領得數額
不等之酬金及車馬費等情，並據證人佟
孝嬴及證人即被上訴人原任新聞部經理
廖蒼松分別證述在卷，且有被上訴人所
提出之上訴人發稿統計表影本可稽。上
訴人既非被上訴人公司編制內之記者，
被上訴人係利用上訴人在特定地區之社
交關係易於獲得新聞，而聘請上訴人為
該地區之特約記者，且上訴人任被上訴
人之特約記者乃兼差性質，亦非以此為
專業，其工作之完成及報酬之取得又具
備前述之特性，堪認兩造間所簽訂之合
約書並非勞基法所規範之勞動契約。
（最高九十台上一二六○）
△員工與公司間係屬僱傭關係或委任關
係，應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不得
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最
高九十台上一七九五）
△公司之經理與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勞
動契約關係，應以二者間之實質關係判
斷。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公司任職期間縱
如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擔任「採購部副
理」「資材部副理」及「總管理處資材
統籌部副理」等職雖均屬主管屬實，然
其並非即有自為決策，不接受指揮命令
之權，且在其職務之上，尚受廠長之指
揮監督；提供勞務地點亦由雇主單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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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有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
之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
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非為自己
之營業勞動，而係為雇主之目的而勞
動；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與同僚居
於分工合作狀態等人格上、經濟上之從
屬性有別。故上訴人乃為一獨立之營業
單位，僅單純接受被上訴人公司之委
託，完成一定之工作（即完成招攬保險
並達一定之責任額），並約定須以完成
特定之工作，方得收取相當之傭金報
酬，且由被上訴人授權其有督導、招
募、訓練及管理下屬之權，同時不受被
上訴人之指揮、監督，顯見上訴人乃係
單純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該展業區經
理聘約非屬勞動契約，兩造間無勞雇關
係存在之認定，指摘為不當……。（最
高九三台上二五六七）
△又勞基法第二條第六款規定，約定勞雇
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據此而言，凡是
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係者，均屬之，
是亦未以僱傭契約為限。故公司負責人
對經理，就事務之處理，若具有使用從
屬與指揮命令之性質，且經理實際參與
生產業務，即屬於勞動契約之範疇，該
經理與公司間，即有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反之，則否。本件被上訴人雖為上
訴人公司之副總經理，然其與上訴人公
司是否具有使用從屬與指揮命令之性
質，且實際參與生產業務，而屬於勞動
契約之範疇，原審未遑詳加調查，僅因
被上訴人上有總經理，且對其下屬無任
免權，即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有勞動
契約，尚嫌速斷。（最高九五台上一四
九二）
△按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固可認經理人
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
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
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
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且勞基法所定
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
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
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
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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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之，足認勞方提供勞務對資方具有
人格上之從屬性；該勞務之提供完全納
入資方之經濟組織，致其無法再如一般
企業主般為自己之經濟目的而投入市場
活動，亦顯已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殊
難以其職稱名為「副理」即認係公司之
經理人而為委任關係。（最高九一台上
五九二）
△按所謂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
一、三款規定意旨，應指受雇主僱用從
事工作，獲致如薪金、計時或計件之經
常性給與（包括現金或實物）工資者而
言。又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
有下列特徵：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
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
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親自履行，不
得使用代理人。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
人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係從屬於他
人，為該他人勞動。納入雇方生產組織
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
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
分從屬性，即足成立。……上訴人每月
既固定自被上訴人領取一定金額，此一
定之金額雖名之為工作補助費，實係因
工作所獲之經常性給與。上訴人擔任被
上訴人之基隆地區特約記者，製作基隆
地區新聞採訪錄影帶及稿件之工作，被
上訴人得隨時求上訴人對特殊事件進行
採訪製作新聞錄影帶，上訴人並應於指
示期間內將錄影帶及稿件交付被上訴
人，上訴人離去其採訪地區，必須事先
報告，被上訴人又為上訴人加入勞工保
險，以之觀之，上訴人係為被上訴人而
勞動，相當程度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
及管理，而有其從屬性，依上說明，難
謂其與被上訴人所訂立之契約非屬勞動
契約。（最高九二台上二三六一）
△兩造於八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簽訂展業區
經理聘約，約定展業區經理須達到聘約
附表所要求之業績金融或要求時，公司
始給付津貼及獎金；展業區經理由公司
之授權就其下屬之展業主任及展業代
表，有督導、招募、訓練及管理之權，
即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與勞動契約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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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
別。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
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
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
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
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
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
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
從，迥然不同。本件甲○○以中壢魚市
場主任兼總經理職務自請退休，該「主
任兼總經理」與中壢魚市場之實質關係
為何？係指委任關係，抑或僱傭關係？
攸關有無勞基法之適用，原審未予調查
明晰，遽行判決，尤嫌疏略。上訴論
旨，分別執以指摘原判決關此不利於己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均不能認為無理
由。（最高九七台上一五一○）
△惟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延長工時加
給計入平日每小時工資，以核算延長工
時之數額，無異重複計算，該部分自應
刪減，以符公平誠信原則等語……，觀
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工資統計表顯示，
除以其本俸、技勤本俸、伙食費、清潔
獎金、及清潔代金執為計算平日工資
外，復將延長工時加給，併予列入計算
之基準（見原審更一卷五七頁），原
審未遑調查審認，徒以延長工時加給，
屬經常性之給與，即執為計算假日工作
加給，及前、後段延長工時工資之基
礎，復未於理由項下說明上訴人上開主
張不可採之理由，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
決，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最高
九八台上一七九二）
△系爭業務代表合約書第一條……並未就
上訴人招攬保險之時間、地點、方式等
為限制，上訴人可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
對象、時間、地點及方式；系爭區經理
合約約定，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以其自行決定之方法，為被上
訴人引薦或招募業務人員、輔導及指導
其直接轄屬之業務主管，被上訴人並未
要求上訴人在履行區經理合約時，應在
固定時間上下班或打卡，上訴人得在保
險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範下，
自行裁量決定工作地點、方式，被上訴

人對上訴人之出勤並不予以考核，上訴
人平日可自由從事其他事業，不需向被
上訴人請假，兩造間顯然欠缺人格上之
從屬關係；上訴人從事招攬保險業務及
服務，報酬視所招攬之保險及服務保戶
之績效而定，其須完成保險之招攬促成
保險契約之締結收取保險費後，始得向
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縱其已提供勞務而
招攬保險，倘未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並
實際收取保費，仍無法領得任何報酬，
若保險契約有解除契約等情事發生，其
尚應退還所受領取之報酬，與一般僱傭
契約迥異，顯見其所受領之報酬非提供
勞務之對價，兩造間不具經濟上之從屬
性；被上訴人為作業便利，提供通訊處
供上訴人等業務代表使用，未規定上訴
人應於特定時間在辦公處所，以與同僚
分工完成工作，上訴人並非與其他同僚
基於分工而提供勞務給付，兩造間不具
有組織上之從屬性。足證上訴人擔任被
上訴人公司之業務代表、區經理，與被
上訴人所訂立之業務代表合約、區經理
合約，非屬勞動契約。（最高一○六台
上一八○）
△按關於保險業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
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
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二條
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
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
徵，依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與勞
務債權人（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
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
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
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報
酬）以為斷，不得僅以契約所載之名稱
定之。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
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
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
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
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
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
（大法官釋字第七四○號解釋參照）。
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
司締結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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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類

依據，而是以公司負責人對經理，就事
務之處理，是否具有使用從屬與指揮命
令之性質，以及經理是否實際參與生產
業務、負責事業之經營為論斷。……上
訴人以伊於被上訴人公司之職稱雖為副
總經理，但無論人格上、經濟上、組織
上均從屬於被上訴人，而主張屬於勞動
契約上之「勞工」。被上訴人則以上訴
人對訂單有核准權、有代表被上訴人公
司對外接洽業務及負責專案之處理等權
限，而有獨立自主性。查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以負責被上訴人公司專案計劃之
接洽及推展工作為職責，此亦為上訴人
所自認（原審卷第六頁），而八十七年
二月二十日，因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
總經理就上訴人掌管之一專案合約所提
出之執行方案有不同意見產生糾紛，上
訴人當著被上訴人公司財務長及承包商
之面，毆打上訴人之上司即被上訴人公
司總理沈頌麒臉部之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並有解約通知書（原審卷第十二、
七二頁為證）為證，足證上訴人就其應
負責之專案事務之處理，仍須經其上司
總經理之許可，乃有從屬性，總經理有
最後之決定權，上訴人並無獨立之裁量
權。（高院八八勞上八）
△雖目前我國一般經濟商場上，公司設置
經理人之職務，甚為普遍；亦即係屬一
般事務性職員，對工作內容不具有自主
裁量權及決定權者，亦得安排擔任經理
之職稱，致一概依公司法之規定，將公
司經理人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均視為委
任關係，尚不符合目前台灣社會商場上
之真實現象，且單以職稱概認為公司與
經理人間均屬委任關係，對勞工權益之
保障亦顯然不足；因之，於判斷公司與
經理人間究屬委任關係抑或勞動契約關
係時，究應端視公司與經理人間之實質
關係為何，不宜就職位而為形式上之觀
察；易言之，若公司負責人對經理人，
就事務之處理，具有使用、從屬與指揮
命令之性質，且經理實際參與生產業
務，並無委任關係中之裁量權及自主權
者，應認屬勞動契約之範疇，即有勞動
基準法之適用；反之，則否。申言之，

勞動條件類

A-9
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
許，其性質為何（混合契約、契約之聯
立或其他）？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
……原審未審認陳美雀依承攬契約所從
事工作之性質，即逕依證人何信杰證
言，認該承攬契約將其招攬保險等所得
認屬報酬而非薪資係規避勞基法，已嫌
速斷。又國泰公司以一○○年五月二十
三日函向陳美雀預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業務員契約）及承攬契約（一審卷
第二十三頁），倘兩造所立承攬契
約，非屬勞基法第二條第六款所稱之勞
動契約，國泰公司以上開函所為終止意
思表示，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規定，是
否不生效力？原審未釐清兩造間所立契
約之性質及陳美雀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
關係存在所指僱傭關係之內涵，究係僅
指業務員契約，抑兼指承攬契約？即逕
認其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
理由，亦有可議。又國泰公司給付陳美
雀之佣金係依業務員契約給付，抑係依
承攬契約給付？屬工資，抑係承攬報
酬？攸關陳美雀依勞基法規定得請求補
償之數額，自有釐清之必要（最高一○
六台上三○一）
△按經理人因其所從事職位之特殊性，使
其常兼具雇主及勞工之雙重身份，亦即
經理人原亦係受僱於雇主從事工作而獲
致工資之人，但因有時代表企業主處理
有關勞工事務，而使成為兼具雇主及勞
工身份之人。但無論經理人所從事之工
作係何種工作，就其兼具之勞工身份而
言，應解為關於勞動契約、工作時間、
休假、例假、請假、工資、資遣、退休
等保護勞工之規定，經理人亦受勞動基
準法之規範及保護。且勞動基準法關係
保護勞工權益之規定，均具有強行及特
別法之性質，於決定有關前述保護勞工
權益之事項時，自應優先適用勞動基準
法。至於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固然
規定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等事
項應如何為之，但並非謂關於勞工保護
規定之勞動基準法於經理人即無適用之
餘地。（高院八三勞上三七）
△是否為勞基法上之勞工，並非以職稱為

勞動條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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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認為公司經理與公司間究屬委任契
約關係抑或勞動契約關係，當以經理與
公司間之實質權利、義務關係如何資為
判斷之準據，而非一律均認經理、甚或
副總經理與公司間即屬委任關係，自不
待言。（台南高分院九十勞上九）
△現代企業規模擴大，企業組織中，已不
可能有任何經理人享有「絕對」權限，
縱令董事長，亦必須受監察人及全體股
東之監督，為維持企業秩序，公司之董
事長、總經理等高階職位者，皆須遵守
工作規則之規範。被上訴人關於業務之
執行，對於所轄職權範圍之事項有決定
權，有被上訴人簽署之公文影本為證。
故被上訴人在被授權限範圍內，有自行
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並非單
純之提供勞務，有如機器，對於服勞務
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所謂之授
權範圍，並無一定之標準，被上訴人以
其簽名核准之薪資管理辦法尚須經董事
長、總經理之核可，主張未取得經營者
之決策地位；惟每一階層之經理人在其
權限範圍內所作之裁量，最終須經公司
最高決策者之核可，事屬當然，否則公
司無從對全體股東負責，不能以此否認
被上訴人就其職掌權限範圍內有裁量權
之事實。至於工作地點之調動，如派往
南投或大陸，係上訴人公司視業務需要
所為之調整，況被上訴人該二次之調動
均屬調升，自不能以工作地點之調動推
斷兩造間之契約關係為僱傭而非委任。
另，關於工作時間之限制，被上訴人毋
庸打卡或簽到，與一般勞工不同。至於
人事考評，被上訴人受任於公司，其工
作表現僅需董事長及董事會委任之總經
理評價，此由被上訴人之人事異動核准
單上並無「部門主管」、「部門副總」
之簽名可知，足認被上訴人與一般員工
不同，並無考績壓力。再者，被上訴人
郵寄予上訴人總經理葉明祥之信函亦自
稱自己為經理人，任免須經董事會決
議。故上訴人抗辯兩造間之契約關係為
委任並非僱傭，堪信屬實。（高院九十
勞上七二）
△兩造間雖於被上訴人升任業務經理後，

簽訂區經理聘約書、區經理聘僱合約
書，雖有「經理」、「聘約」之名，惟
兩造間實質法律關係為何，仍須審酌契
約內容而定。惟依上開區經理聘僱合約
書於第一條關於被上訴人之工作職掌，
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應服從其
主管及甲方（即上訴人）公司之指導與
管理，並確實執行主管交派之工作，及
其它甲方公司指定與業務相關之事項。
……乙方轄屬之各級業務主管聘僱契約
書終止時，則該轄屬之各級業務主管及
其指導之業務員由乙方持續管理及接續
提供指導……若乙方未善盡管理及提供
指導之職責或績效不彰時，甲方得停止
該項接續之職責，並另行指派人員管理
及提供指導」，於第三條第二項約定：
「乙方應達成甲方之工作要求並依甲方
公司規定之各級業務主管考核辦法服從
甲方定期考核」，於第六條第二項約
定：「乙方於工作差勤時間內應為專
職，不得有兼職之行為」，於第七條約
定：「乙方應對其直轄單位所屬人員所
招攬而經甲方核保通過簽發保單之保戶
提供服務，公司並得指派乙方為其他保
戶提供服務」，足見上訴人有權決定被
上訴人之工作內容，並對被上訴人之工
作成果有考核之權利，被上訴人亦須服
從上訴人考核之結果；雖被上訴人亦有
指導、管理轄下業務員之權責，惟該權
責係上訴人公司所賦予，且被上訴人權
責之行使亦受上訴人之調度、指導，被
上訴人無拒絕上訴人所為對工作內容、
行使方法之指示之自由，足證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工作之內容、行使之方法有指
揮監督關係，兩造間之法律關係，顯與
委任契約之本質不符。再依上開區經理
聘僱合約書附件二業務主管差勤管理辦
法，約定：「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之
間開始，……每天上班時數為八小時，
每週應工作時數為四十小時」（第一條
第一款），「業務主管每天應按時至通
訊處報到，參與至少一小時之晨間會
議」（第一條第二款），「業務主管連
續遲到三日視同曠職一日」（第一條第
三款），「工作應於上班時數內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