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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自第二版次起即增加「修法專題」單元，耙梳近年來勞動社會法之重要修

法，使考生讀者能有系統性地明瞭修法重點，無須再逐一查找，為本書一大特色。為

利考生讀者方便配合本科目「勞動社會法」之命題大綱一併研讀，自本第三版次起將

「修法專題」分為四部分：「勞動基準法暨所屬法規」、「勞資爭議處理法暨相關法

規」、「勞工保險條例暨相關法規」、「其他」。其次，第二版次係收錄民國（下

同）106年7月以前之修法，則本第三版次謹接續按照時序整理（最近期的修法置於

前，依序向後排序），而先前之修法重點即不再重複，合先敘明。

壹‧勞動基準法暨所屬法規

本次改版增訂「108年6月19日修法重點（§§17-1、63、63-1、78）」、「108年5

月15日修法重點（§§2、9、22-1）」、「107年1月31日修法重點（§§24、32、

32-1、34、36、37、38、86）」、「106年12月27日修法重點（§61）」1。

1 除此之外，另有下開修法，惟應非考試重點，考生參看即可：
一、 109年6月10日勞動基準法修正第80條之1：係基於保障勞工權益之公益上必要，參照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53條之1，新增違反勞動基準法者，主管機關除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責人姓名外，並應同時公布「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俾

讓多數勞工得以適時適當獲得與勞動條件相關之重要資訊。

修
法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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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6月19日修法重點（§§17-1、63、63-1、78）2

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1（本條新增）

Ⅰ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

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Ⅱ	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

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

示。

Ⅲ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

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

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Ⅳ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第二項意思表示，而予以解

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Ⅴ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Ⅵ	派遣勞工因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

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

責任。

Ⅶ	前項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期限，發給

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1 修法理由

1. 為避免實務上常見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所謂「人員轉掛」服務，

爰參考日本勞動派遣法，制定第1項。

二、108年2月14日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第34條、及107年11月21日勞動基準法修正第54、
55、59條：皆為文字修正，即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揭示平等與不歧視之規定，將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修正為「身心障礙」（且所定身心障礙，非僅限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所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或將「殘廢」修正為「失能」或「障害」。

2 其中，第63條雖有修正，但僅是文字修正而已，即明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名稱，以符現行
法律名稱。另第78條之修正，主要在於增加要派單位、派遣事業單位違反同法第17條之1第1、
4、7項之行政處罰。該二條之修正應非考試重點，故不於下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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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保障派遣勞工之工作權益，要派單位違反第1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

工勞務時，派遣勞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90日內，以書面向要派

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要派單位應於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

之日起10日內，與其協商勞動條件並訂定勞動契約。另為避免雇主拒絕協

商或怠於協商，亦規定要派單位逾期未與派遣勞工議定勞動條件而訂定勞

動契約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即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第十一

日）成立勞動契約，且應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

動契約之內容。爰於第2項及第3項規定。

3. 第4項明定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

思表示而對其有不利益之對待。並於第5項明定該不利處分無效。

4. 另為避免派遣勞工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勞動契約時，違反原勞動契約服務

年限之約定，爰為第6項規定，保障派遣勞工之權益不因契約轉換而遭受損

害。

5. 為避免派遣勞工因勞動契約轉換致原有工作年資中斷所生之不利益，明定

其有向派遣事業單位請求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之權利，爰為第7項規定。申

言之，派遣勞工依第6項規定於勞動契約轉換時，如尚未符合本法第53條

所定自請退休條件，則派遣事業單位（雇主）應以其適用本法、勞工退休

金條例之工作年資，依各該資遣費規定之標準及期限，計給派遣勞工資遣

費；如又派遣勞工適用本法勞工退休金制度（舊制），且於勞動契約轉換

時已符合本法第53條自請退休條件者，則派遣事業單位（雇主）應以其適

用本法之工作年資，依本法退休金給付之標準及期限，計給派遣勞工退休

金。

2 說明及解析

 有鑑於實務上常有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人員轉掛」，導致諸多勞資

紛爭，亦即，「假派遣、真僱用」之違法，故本條針對「人員轉掛」作進一步

規範。惟應注意者，勞動部已有函釋認為此修法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新法施

行前之情形，應循民事訴訟程序，由法官依個案事實判定之3。

3 勞動部108年6月21日勞動關2字第10801270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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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2-5-7　 支配介入④

【108司律勞動社會法第3題】

A公司員工6,000人，A公司組織上設有人力資源處，置處長一人，負責全
體員工之人事事項。其次，A公司之少數勞工40人組成B企業工會，經常針對A
公司違背勞動基準法之行為向勞工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令A公司不悅。

因B企業工會之常務理事甲擬請求全日會務公假，以辦理會務，乃經由B
企業工會提起團體協商，為此，A公司指示人力資源處統籌團體協商之準備事
宜。

今因B企業工會擇定於104年2月1日召開會員大會，A公司人力資源處處長
乙指示該處勞工丙等10人集體加入工會，並於會員大會前積極與勞工丙等10人
密集商議後發起連署，連署內容為罷免常務理事甲，並於會員大會時主導議

事，安排勞工丙擔任主席，最終作成罷免常務理事甲之決議。

B企業工會因之向勞動部裁決委員會申請裁決，請求裁決事項為：確認A
公司因其人力資源處處長乙與勞工丙等10人，於B企業工會104年2月1日召開
會員大會前發起罷免常務理事甲之連署，並於會員大會當天主導會議議事程序

及議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不得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之不當勞

動行為。

請問：

1 A公司之人力資源處處長乙與勞工丙等10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所稱雇
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20分）

2 B企業工會申請裁決有無理由？（2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係參考「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21號」裁決決定案例事實而設。重點在於

雇主支配介入工會會務之相關爭議問題，第 部分中，考生須理解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5款「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之意旨；第 部分中，則是測驗考生是否理解

實務上不當勞動行為之支配介入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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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 1253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4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12月30日(100)勞資1字1000126886函。
42 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6號、106年勞裁字第42號裁決決定。

1	乙與丙等10人均屬工會法第35條之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

1.	按勞動部函釋見解41，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係指

廠場或事業單位之委任經理人、廠長、副廠長、各單位部門

之主管、副主管或相當層級之人員。

2.	次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針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之「支配介入」不當勞動行為明文規範，惟關於

支配介入行為之態樣，作為其責任主體之雇主與支配介入行

為之行為人，未必為同一人。該行為人，除可能係由勞動契

約之雇主或經營者本身所為，亦可能由高層業務主管、代表

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一般

員工、其他工會之會員甚至企業外之第三人所為。而對該等

非雇主或經營者本身所為如何評價，裁決委員會42一向認為：

須斟酌雇主（事業單位高階主管）有無參與、雇主平日對於

工會之態度、行為人在公司組織內之地位等個案事實而綜

合判斷之。其次，雇主（或事業單位高階主管）與行為人之

間，如針對該支配介入行為有意思之聯絡時，包括對於行為

人之指示或暗示，或與行為人之通謀等行為，固然可將該行

為人之行為認定為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惟即使無

具體之意思聯絡（或雇主並未直接參與），在該勞資關係之

脈絡下，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知悉雇主之意思或體

察雇主之意思而為該支配介入行為時，有時亦得認定該行為

人之行為係屬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而所謂雇主之

意思，並不以雇主具有具體的支配介入行為之意圖或願望為

必要，只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推定雇主對於該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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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嫌惡之意向，即為已足。除非雇主可以證明該行為純粹是

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個人所為，且完全違反雇主之

意思，否則應推定行為人知悉雇主之意思或體察雇主之意思

而為該行為，而認定係屬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

3.	據上，本件乙既然係該A公司人力資源處之最高主管，依上開

勞動部函釋，顯屬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其次，丙等10

人與乙同任職於A公司人力資源處，且該處負責全體員工之人

事事項，又係統籌與企業工會間團體協商事宜，可知丙等人

與乙對公司員工之考勤、工作能力等有一定處理權限，且與

工會間之利益對立，堪認丙等10人為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

權之人。

2	系爭裁決申請應有理由

1.	經核丙等10人受到人力資源處處長乙指示，集體加入B企業

工會之後，謀議提出罷免該工會常務理事甲，而安排丙擔任

會員大會之主席，最終作成罷免甲之決議，使甲喪失幹部資

格，其原請求全日會務公假亦無可能，該等行為難謂對B企業

工會之組織與活動無不當影響、妨礙，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	其次，依題意雖無法證明A公司直接指示人力資源處處長乙從

事上開支配介入行為，惟衡酌B企業工會曾向主管機關檢舉A

公司違法行為，致A公司對B企業工會早有不滿，且雙方正值

會務公假之團體協約協商之際，乙係該公司人力資源管理層

級最高之人員，竟指示丙等10人議謀上開罷免甲之行動，堪

認係體察A對B嫌惡之意思所為，而可認定為可歸責於A公司之

支配介入行為。是本件申請裁決主張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洵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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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12月30日(100)
勞資1字第1000126886號函

核釋工會法第十四條所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指廠場或事業

單位之委任經理人、廠長、副廠長、各單位部門之主管、副主管或相當層級之人

員，並自即日生效。

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6號裁決決定

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所為之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

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支配介入行為。關於支配介入行為之態

樣，作為其責任主體之雇主與支配介入行為之行為人，未必為同一人。亦即，該

當於支配介入行為之各式各樣行為，不僅可能係由勞動契約之雇主或經營者本身

所為，亦可能由高層業務主管、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一般員工、其他工會之會員甚至企業外之第三人所為。雇主對於該支

配介入行為之行為人之參與，可能有指示、通謀、容許、默認等各種態樣，甚至

亦有可能是雇主並未直接參與之態樣。換言之，該當於支配介入之行為，包括應

視為身為雇主之事業主之行為、與該工會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工會之行為，以及

該行為人之個人行為等情形，故判斷何種情形得視為雇主之行為而認定可歸責於

雇主，須斟酌雇主（事業單位高階主管）有無參與、雇主平日對於工會之態度、

行為人在公司組織內之地位等個案事實而綜合判斷之（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

庭平成18年﹝2006年﹞12月8日判決〔東海旅客鐵道事件、勞動判例929號5頁〕

意旨、菅野和夫『勞動法〔第10版〕』〔弘文堂、2012年12月〕773-774頁、西谷

敏『勞動組合法〔第3版〕』〔有斐閣、2012年12月〕149頁、荒木尚志『勞動法

〔第2版〕』〔有斐閣、2013年5月〕637-638頁參照）。

勞動部106年勞裁字第42號裁決決定

按雇主（事業單位高階主管）與行為人之間，如針對該支配介入行為有意

思之聯絡時，包括對於行為人之指示或暗示，或與行為人之通謀等行為，可將該

行為人之行為認定為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自不待言。但是，即使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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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人之間並無具體之意思聯絡（雇主並未直接參與），在該勞資關係之脈絡

下，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知悉雇主之意思或體察雇主之意思而為該支配

介入行為時，有時亦得認定該行為人之行為係屬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

而所謂雇主之意思，並不以雇主具有具體的支配介入行為之意圖或願望為必要，

只要從該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以推定雇主對於該工會有嫌惡之意向，即為已足。

除非雇主可以證明該行為純粹是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個人所為，且完全

違反雇主之意思，否則應推定行為人知悉雇主之意思或體察雇主之意思而為該行

為，而認定係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本會102年勞裁字第6號、102年勞裁字第

21號、104年勞裁字第35號裁決決定意旨參照）。

題型2-5-8　 拒絕誠信協商

【107律師勞動社會法第1題】

A企業工會的會員均為B公司之員工，A企業工會為了謀求會員勞動條件的
提升，要求B公司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A企業工會提出團體協約草案共計52
條。雙方經過多次協商後，關於營業時間的部分，無法達成合意。A企業工會
認為，在營業時間為12小時的現況下，工會會員的超時加班情形嚴重，要求B
公司接受團體協約草案第33條「營業時間改為11小時」之要求，但是B公司認
為同業其他公司之營業時間均為12小時，且員工之工作時間亦可彈性安排。A
企業工會要求B公司提供全國100家分店所有員工之工作時間紀錄表，但是B公
司認為資料過於龐大，僅願意讓A企業工會任意選擇15家分店，提供該15家分
店所有員工之工作時間紀錄表。雙方產生歧見，無法繼續協商。試問：

1 B公司可否以「關於營業時間，並無義務與A企業工會協商」為由，針對營
業時間的部分，拒絕與A企業工會繼續協商？（10分）

2 B公司拒絕提供全國100家分店所有員工之工作時間紀錄表，是否屬團體協
約法第6條第1項拒絕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1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是以團體協商為中心的實例題，係由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61號裁決決定

改編而成，主要測試考生就不當勞動行為之理解。第1小題重點在於雇主負有協商

義務之事項，第2小題重點則是在於必要資料之提供。由於我國法律對此皆未直接

規定，故對於團體協約法及集體勞動法法理之理解與解釋應為本題得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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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 836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43 團體協約法第2條：「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
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第20條：「團體協
約有約定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事項者，對於其事項不生前三條之效力
（第1項）。團體協約關係人違反團體協約中不屬於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約定時，除
團體協約另有約定者外，適用民法之規定（第2項）。」

44 勞動部101年勞裁字第28號、102年勞裁字第61號裁決決定。
45 團體協約法第6條：「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
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第1項）。勞資之一方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方
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無正當理由：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
時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協商。二、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
案，並進行協商。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第2項）。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
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一、企業工會。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
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
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
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
定裁決認定之工會（第3項）。勞方有二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二個以上之雇主或雇主
團體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員人
數比例分配產生（第4項）。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期間逾六個月，並經勞資爭議
處理法之裁決認定有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考量勞資雙方當事人利益及簽訂團體協約之可能性後，得依
職權交付仲裁。但勞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第5項）。」

1	B公司依法不得拒絕

1.	有關雇主應負協商義務之事項，法無明文，惟由團體協約法第

2、12條43規定可知，當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

商要求時，該事項必須為勞動關係相關事項，且得為團體協約

約定內容。另依裁決決定之見解44，亦必須是約定勞動關係及

相關事項為目的，而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相

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之事項，同時其內容須合理適當

者，雇主始負擔誠信協商義務，若雇主不盡協商義務，即可能

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45第1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2.	本件勞資雙方所協商之「營業時間」，屬於雇主有處分權之

事項，且涉及員工之工作時間安排調度，與工會會員之勞動

條件有關，又工會為改善會員超時加班之情形，要求雇主將

營業時間自12小時縮減為11小時，其內容尚屬合理適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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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勞動部101年勞裁字第28號裁決決定

團體協商之目的在透過勞資雙方集體協商之途徑，形成集體勞資秩序，以達

成勞資自治之目的，因之，工會請求協商之事項，如果與工會會員之勞動條件或

集體勞資關係有關而為雇主具有處分權者，雇主即有協商之義務，以此觀之，教

46 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61號裁決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355號判決。

本件「營業時間」屬於雇主有協商義務之事項，雇主不得以

其無義務與A企業工會協商營業時間為由而拒絕協商。

2	本件B公司行為尚難認構成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

1.	按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項第3款規定，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

必要之資料為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若勞資之一方未盡資料

提供義務，即可能構成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此揭

目的在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進行有效之團體協

商，避免一方因資訊落差，導致團體協商之功能受損，並藉

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惟團體協約法

對何謂「必要資料」並無定義，依據實務見解46，應以「該資

料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供，則有關該事項

之團體協商就不可能或者難以進行」，作為個案判斷資料之

必要性的基準。

2.	本件協商議題為「營業時間」，與員工之工作時間並無絕對

關聯，因此全體員工之工作時間紀錄表，是否為討論「營業

時間」之必要資料，已有可議之處。其次，工會既已提出團

體協約草案第33條調整營業時間之主張，可見雙方就營業時

間已可進行協商，故工作時間紀錄表應不屬於協商「營業時

間」之必要資料。據此，即使雇主拒絕提供全國共100家分店

所有員工之工作時間紀錄表，尚難認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誠

信協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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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本以教學為其職務，如無法律明文而要求教師擔任營養午餐監廚及驗菜工作，

增加教師工作負擔之虞，當已涉及教師之勞動條件；其次，教師是否擔任營養午

餐監廚及驗菜工作，因學校而異，亦屬各個學校得自行處分之事項，從而，申請

人因其於相對人之支會會長陳○○之請求，而提起本件團體協商之請求，於法相

對人有協商之義務。

勞動部102年勞裁字第61號裁決決定

我國團體協約法對團體協約之協商事項，並無具體明文之限制。故解釋上，

就雇主有處分權限之事項，且雇主願意進行團體協商時，除違法事項（例如違反

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事項、違反公序良俗之事項、或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事項

⋯⋯等）以外之任何事項，均可以成為團體協商之事項。然此並非意謂上開事項

只要工會或雇主一方向他方提出團體協約協商要求，他方即負有協商之義務。蓋

團體協約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團體協約，⋯⋯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

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同法第6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

適當之協商內容⋯⋯」。故若工會向雇主提出特定事項之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時，

該事項必須是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特別是雇主有處分權且與工會

會員勞動條件相關或涉及雇主與工會間關係的事項，並且內容合理適當者，雇主

始負有誠信協商義務；若其不盡協商義務，始可能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反之，當工會或雇主一方提出之協商事項非屬上述雙方負有

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即無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2項之適用。⋯⋯又就雙方負有

誠信協商義務之事項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時，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項第3款係規定：

「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故資料提供義務之範圍限於「必要」。從

比較法之發展來看，關於必要資料提供義務，在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

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方因資訊落差，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以確立

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然團體協約法對「必要資料」並無定義，

本會認所謂「必要資料」，應以「該資料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

供，則有關該事項之團體協商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作為個案判斷資料之必要

性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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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355號判決

所謂「必要資料」，則應以「該資料與協商事項相關，且若無該資料之提

供，則有關該事項之團體協商將不可能或難以進行」，作為個案判斷資料之必要

性之基準⋯⋯參加人就所提「結清具有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之團體協約議題，

以其103年7月7日函請求原告提供3,319名具舊制年資工會會員之任職與否、與原告

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6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非公務機關得於蒐

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該資料，並於法律明文規定、或經當事

人同意，或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之情形，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原告管理保有之

參加人會員個人資料，既源自於雙方之勞務契約關係，參加人請求原告提供系爭3

項資料，復基於參加人會員與原告所涉勞動關係事項，由參加人進行系爭團體協

商所必要，應認原告將其所蒐集之上開資料提供工會分享，仍在原告蒐集該等資

料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理利用，而無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例外有關「特定

目的外利用」規定之適用。原告如基於保障參加人該等會員個人資料之秘密性，

擔心前開會員資料外洩，乃得依團體協約法第7條規定：「因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而提供資料之勞資一方，得要求他方保守秘密，並給付必要費用。」要求參加人

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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