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肆、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一節 勞資爭議之意義 

     「勞資爭議」（labor dispute）是勞資關係失調所產生的衝突現象，與一般勞

資間大小爭執的「勞資糾紛」（labor disputes）在意義上有所不同，勞資爭議是具

有法律上特定意義的專有名詞，不容任意切割或予以其他名詞混淆，換言之，

勞資爭議在意涵與範圍，較之「勞資糾紛」的概念受到限縮與特定；國內相關研

究者對於「勞資爭議」大致以「廣義」和「狹義」的勞資爭議為定義上的主要區

分，廣義的勞資爭議是指「勞動關係為中心而發生的一切爭議」，而狹義的勞資

爭議是指「雇主與受雇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爭議，以及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受雇

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爭議」1，勞工立法上所稱之勞資爭議，通常均指狹義之勞

資爭議，故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上勞資爭議之處理對象亦以狹義之勞資爭議為限。 

    當代的勞動基本權，基本上以團結權、團體協約權、爭議權三項為其主要

內涵，是國家為積極保障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社會地位居於弱勢的勞動者，

使藉由團結集體力量，站在與雇用者對等的交涉地位，以實現實質的契約自由

原則，並獲得勞工人性尊嚴保障的最基本之手段性權利2；大體而言，因資方易

有懲戒勞方行使「爭議權」（Right to dispute）之情形出現，因勞方相對資方而言

較為弱勢，為了保障雙方權益，故而有所謂爭議權的行使，簡言之，乃勞資雙方

得合法互相進行爭議行為之權利，爭議權在理論上應分屬勞資雙方，惟從權利

立法保護之緣由及實際行使之態樣觀之，一般認為勞動者為求取生存或獲得更

合理之工作環境或勞動條件，合法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均必須透過爭議權的

行使；換言之，爭議權為勞方的一種爭議行為，而在勞動者進行爭議行為之同

時，資方為維護其財產之所有權或經營上利益，必然亦會採取對抗行為；故爭

議權行使的實質意義，乃指勞動者為貫徹其主張，以集體的意思對雇主所採取

之阻礙業務正常營運之行為及雇主對抗之行為，當然，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

權利不得濫用及私法自治與團體自治原則，以期能解決勞資爭議，此為我國立

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之主要緣由；故在民國 106 年修正《勞資爭議處理法》

（以下簡稱，勞爭法）時將原第一條內容「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54 條制定

之」，修正為「為處理勞資爭議，保障勞工權益，穩定勞動關係，特制定本法」，

其修正立法目的在於「一、查憲法第 154 條後段雖規定勞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

以法律定之之條文，惟非謂勞資糾紛之處理僅能以此二種方式為限，本法亦另

有「裁決」及「爭議行為」等解決機制；二、再者，法律與法規命令不同，並非

須有授權依據方得定之，但宜於首條規定其立法目的，爰刪除現行條文有關授

權依據規定，改為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1 李昆鴻（2006），《個別勞資爭議處理過程中影響談判行為因素之研究》，頁 12，國立中正大

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2 許慶雄（1992），《憲法入門》，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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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國現行法制而言，勞資爭議處理相關規範之實體法有《憲法》（如憲法

第 14 條之結社自由，第 15 條之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應予保障，與第 153、

154 條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

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等）、《勞資爭議處理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

《勞動事件法》…等，以及由法院處理勞資爭議之民、刑法及訴訟法；換言之，

在於以實體法與程序法保障勞資雙方自治權，認定爭議行為之合法性與適法性，

用以解決勞資爭議，而《勞爭法》是現行協助爭議處理和維持勞資和平相處的

重要依據。 

    勞資雙方創造出和平相處與互利互贏的願景，應為企業與勞工之福，故我

國勞動部除建立勞動法規外，也建立勞資會議，是為了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

資合作、並防範各類勞工問題於未然所制定的一種勞資諮商制度；其基本精神，

在於鼓勵勞資間自願性的諮商與合作，藉以增進企業內勞資雙方的溝通，減少

對立衝突，使雙方凝聚共識，進而匯集眾人的智慧與潛能，共同為執行決議而

努力；換言之，勞資會議制度的設計，係藉由勞資雙方同數代表，舉行定期會

議，利用提出報告與提案討論的方式，獲致多數代表的同意後，做成決議，創造

出有利資方與勞方共利共榮的契機；雖然如此，但仍需以相關勞動法規為基石，

而如何落實勞爭法的立法旨趣及相關規定，就頗值得深思了，因勞資雙方會因

彼此角色與利基點的差異，而產生種種爭議行為，如何處理與解決此等爭議，

誠盼現在與未來的勞方與資方均能洞悉勞爭法的相關內容。 

 

第二節 勞資爭議處理之原則 

    就勞資爭議之「爭議行為」係指勞資雙方為達成其主張所為之「罷工」（勞

方所為暫時提供勞務之行為），或其他阻礙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的行為等（《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 5 條第 4 款）；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3 條規定，如果非

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行為，也就是說，即使你要爭取勞動條件，還必須先

依法經過調解，確定調解不成立以後才可能為後續爭議行為（包括採取罷工）

手段；依據現階段法律，依勞爭法第 25 條規定，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雙方

當事人得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但調整事項之勞資

爭議，當事人一方為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機關（構）、學校時，非

經同條項所定機關之核可，不得申請仲裁。 

    再則，往昔勞資爭議調解，多半是由勞工向地方勞工主管機關提出調解申

請，而地方主管機關指派獨任調解人或委託中介團體指派調解人；而調解會議

的目的在於協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解決爭議，調解人或調解委員通常會

提出法律見解供勞資雙方判斷，從而，若勞資雙方各持己見，結果就是「調解不

成立」，雙方再循法律途徑解決爭議。 

    但自《勞動事件法》施行後，為了促使勞資爭議在調解程序解決，關於勞資

爭議調解程序有若干變革，諸如：適用對象及範圍擴大：勞動事件，除少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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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行勞動調解程序（第 16 條）；而所謂勞動事件，除了一般

的勞資爭議外，還擴及到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建教合作所生民事上權利

義務之爭議、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就業歧視、職災、工會活動與爭議行為、競

業禁止及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第 2 條）等。 

    西方國家對勞資爭議的處理機關，初期均由普通法院審理，後期則由勞工

法庭處理勞動爭議，此係源自於 13 世紀義大利佛羅倫斯的商人法庭（Tribunale 

della Mercanzia），法國在 1806 年於里昂（Lyon）創設了勞務會議所處理勞動爭

議事件，視為現代勞工法庭的雛型，目前世界各國已有許多國家採行設立勞工

法庭，諸如法國（1848）、德國（1926）、義大利、瑞典（1974）、芬蘭（1974）、

紐西蘭、智利（1931）、英國（1919）等國…大都行之有年；大體而言，往昔西

方國家勞工法庭處理勞動爭議，大致採取自願調解、強制調解、自願仲裁和強

制仲裁等四項主要方式。 

    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制度，源自於國民政府時期，於 1928 年 6 月即公布《勞

資爭議處理法》，主要處理爭議的程序與方式為「調解」與「仲裁」，惟期間行政

院於 1947 年 11 月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勞資糾紛處理辦法」，適用於動員戡

亂時期凡工礦、交通、公用事業發達之地區，其目的在謀求勞資爭議的迅速處

理，並藉以安定生產程序，而以「評斷制度」做為處理勞資爭議的處理方式，但

是該評斷制度超越母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歷經四十年，法律依據不明而法律效

力又模糊不清，備受批評；行政院遂於 1988 年 6 月修正公布《勞資爭議處理法》

共 45 條，並於同年 7 月將「動員戡亂時期勞資糾紛處理辦法」明令予以廢止3；

其後歷經九次修正，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共有八章計 66 條。 

    勞資爭議的類別，就其爭議內容之性質，與以其爭議所涉及之爭議人數數

量為劃分，計有以下之分類型式： 

一、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爭議 

    勞資爭議就其爭議內容之性質為劃分，可分為權利事項之爭議與調整事項

之爭議，其定義如下： 

（一） 權利事項之爭議： 

係以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協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

之爭議（參見勞爭法第 4 條），即因既存權利之執行、解釋及侵犯時所引起

之爭執；此種權利之獲得，係由法律之規定或由團體協約、與私人契約之

約定而來，就處理上之方式而言，屬於司法範疇，故應由司法機關以司法

手段依照審判程序，根據既存法令，予以解決爭端較為適當，此類勞資爭

議又稱為法律上之糾紛。 

（二） 調整事項之爭議： 

乃以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參見勞

爭法第 4 條），即基於事實狀況而主張將來既存權利應否修改所引起之爭

議，換言之，此類爭執之原因非為既存權利之爭議，而係雙方當事人經濟

                                                        
3 呂宗麟（2011），《勞資關係法論》，嶺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頁 32. 



4 
 

利益之衝突；其企求解決之問題須了解經濟社會狀況，始能決定該既存之

權益是否修改；就處理之觀點而言，應屬行政之範圍，故應由行政體系之

機關以行政手段加以解決或以調解方式處理較合宜，此類爭議又稱為事實

上之糾紛或稱利益爭議。 

 

    「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兩者區分之實質效益，在於「權利事項」之勞

資爭議事項，有司法審理之可能性，法院有審判權，此乃因僅「權利事項」有既

存之法律規範、團體協約、或勞動契約等法源基礎可做為裁判之依據，故僅此

類爭議，勞資雙方可循司法途徑解決之；且依勞爭法第 6 條第 2 項之規定，法

院為審理「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必要時應設勞工法庭。 

    惟勞資雙方亦可選擇不直接提起司法訴訟救濟，而係先循勞資爭議處理法

所定之「調解」、「仲裁」、或「裁決」程序處理之（參見勞爭法第 6 條）；至於

「調整事項」，由於係屬對將來的權利義務所為的爭議，並無既存之法令、或約

定可作為裁判之依據，故勞資雙方無法透過司法途徑解決，法院亦不具審判權，

而僅得藉由勞資雙方進行爭議行為、協商，透過合意之方式（例如：修訂勞動契

約、或訂立團體協約），或透過參見勞爭法所定之「調解」、「仲裁」之程序解決

之（參見勞爭法第 7 條第 1 項），且須注意，「調整事項」勞資爭議之勞方當事

人原則上須為工會，有以下情形時，始可為例外，成為勞方之當事人： 

1、 未加入工會，而具有相同主張之勞工達 10 人以上者。 

2、 受僱於僱用勞工未滿 10 人之事業單位，且其未加入工會之勞工具有相同

主張者達 2/3 以上者。 

 

二、個別爭議與集體爭議 

    勞資爭議就其爭議所涉及爭議之人數數量而言，可分為個別爭議與集體爭

議，分述如下： 

（一） 個別爭議乃指勞動者與雇主因個別勞動關係所發生之爭議而言，爭議當

事人係個別勞動者與個別的雇主而非勞工團體或雇主團體；換言之，個

別爭議因勞動者個人因既存權利被侵犯或漠視而來，爭議之主體為勞動

者個人，爭議之標的為私法權利，故勞資爭議通常以權利事項之爭議為

主，調整事項之爭議原則上不由個別的勞動者提起，從而個別爭議由司

法機關依契約上之法理予以裁判，而不由行政系統之勞資爭議處理機關

裁決事宜。 

（二） 所謂集體爭議係指勞工團體與雇主或雇主團體為所屬勞動者之勞動條

件等既存權利是否修改，或其相互間所生之糾紛而言，爭議當事人之勞

方為勞工團體（工會或多數有組織性之勞工），以集體交涉為手段，故

集體爭議通常以調整事項之爭議為主，而由行政體系之勞資爭議處理機

關予以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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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兩組分類概念相互結合，可構或勞資爭議的四種型態，即一、個別的

權利事項之爭議；二、集體的權利事項之爭議；三、個別的調整事項之爭議及

四、集體的調整事項之爭議；而個別的勞資爭議通常多以權利事項為其爭議內

容，而集體的勞資爭議則通常以調整事項為其爭議內容，因此司法機關所處理

之勞資爭議以個別的權利事項之爭議為主，而行政機關所處理之勞資爭議則以

集體的調整事項為主。 

 

三、勞資爭議處理之基本原則 

（一） 誠實信用原則 

    為落實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我國於 2007 年起陸續修正《工

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且參

見考美國與日本之立法，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以保障勞工權利不受侵

害；前述勞動三法修正對於集體勞資關係帶來重大影響，其中一項即為誠信協

商制度的導入，故在勞爭法第 2 條明定：「勞資雙方當事人應本誠實信用及自治

原則，解決勞資爭議」；根據修正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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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勞資任一方若向他方請求協商時，他方不

僅有回應的義務，且須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之4。 

    誠實信用簡稱為「誠信」（good faith），它既是有關倫理道德的抽象用語，也

是基本的法律用語，作為一種法律理念，誠信以普遍而深入地融貫於於法律體

系之中，它不僅有私法「帝王條款」的表現，而且也有公法關係上「誠實信用」

原則之謂也（帝王條款是法律道德化的表現，因為法律保護各個人的權利，其

終極目的在增進整體人群的生活，所以必須使雙方當事人均能獲得公平對待）；

有所謂法律與道德並用時，誠信原則及衡平法即有其適用，法律與道德分裂時，

誠實信用原則及衡平法即無適用餘地5。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373 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國家為改良勞動者之生活、

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訂保護勞動者之法律」，確立了國家制訂勞動者的權利保

障相關法律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因為勞動者的權利保障兼具「自由權」與「社

會權」雙重性質，除了須以法律明文訂定外，也必須確立誠實信用原則，以使勞

資雙方立於衡平的社會基礎共同遵守。 

    傳統上勞方爭議行為包括罷工、怠工、杯葛、糾察及生產管理等，惟均屬勞

動契約關係仍未中斷之前提下，集體暫時拒絕勞務之提供；至於工會因勞資爭

議衍生罷工行動，在司法實務上，所謂「罷工」係指企業主之多數勞工，為繼續

維持或變更其勞動條件，或為獲取一定之經濟利益，遵依法律所定程序，經工

會宣告，所為之協同的停止勞務提供之勞資爭議行為，其行為僅得暫時停止勞

                                                        
4 謝佳珣，（2016），《我國團體協約法中誠信協商義務之探討-兼論美國法之規範》，國立政治大

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論文摘要. 
5 何孝元，（1984），《誠實信用原則與衡平法》，台北三民書局，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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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提供，但不得妨礙公共秩序，或加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於罷工

期間，罷工之工人不得占據雇主之廠房、生產設備或營運設備，使雇主無法營

運，否則即屬違法行為。 

    就我國目前工會類型而言，可分為企業工會、職業工會、產業工會三種，此

三者均要達 30 人以上方能發起成立工會組織，其主要的差別在於，可「組織勞

工加入會員」的範圍而有所不同，茲簡述於下： 

    企業工會，指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

織之工會，常見的公司內部組織的工會就是這種類型；職業工會，指的是結合

「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如機師工會和洗衣工會…等等均是：

至於產業工會則可以和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這些工會均是依法設立，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法針對「罷工」程序的發動，

並「沒有區分」上述三種不同的工會而產生不同的程序，亦沒有法律限制「職業

工會」為會員發動罷工之基本權利或義務。 

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有關「罷工及爭議行為」的相關規範條文如下： 

1、 對於「罷工」及「爭議行為」予以明確定義 

  勞爭法第 5 條規定：「四、爭議行為：指勞資爭議當事人為達成其主

張，所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為；五、罷工：

指勞工所為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之行為」，其實爭議行為的樣態很多，勞方通

常採取之爭議行為包括罷工、怠工、杯葛、占據工廠…等等，而資方通常

採取的爭議行為有鎖廠、繼續營運和建立黑名單…等。 

2、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不得為爭議行為，但有例外情形 

  勞爭法第 53 條第 1 項後段明定：「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不得罷工」，

但第 2 項有例外規定：「雇主、雇主團體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認定違反工

會法第 35 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者，工會得依參見勞爭法為

爭議行為」，亦即為保障勞方「集體勞動三權」之行使，對於雇主有違反「不

當勞動行為」，經裁決決定機關認定屬實時，其爭議性質雖屬權利事項，惟

其與單純一般私權之權利受損不同，故勞方依法仍得進行爭議行為。 

3、 簡化罷工程序 

  勞爭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

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此項規定簡化了工會罷工

的程序，刪除罷工議決須經召開會員大會之程序，日後罷工投票只要經會

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過半數即可。 

4、 特殊行業勞工爭議行為之禁止與限制 

  勞爭法第 54 條第 2、3 項是針對特殊行業勞工爭議行為之禁止與限制

條款，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教師、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

不得罷工；其次，第 54 條第 3 項規定水、電、燃氣、醫院和金融資訊服務

等行業，勞資雙方應先約定「必要服務條款」之後，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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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必要服務（essential service）是指維持與大眾生命安全或公共利益之事

業基本運作與服務，由於此一概念在臺灣尚無任何具體實務經驗可供參見

考，各行各業的必要服務程度與內容又不一樣，勞爭法施行之後，最先發

生的爭議可能就是這些被限制行使爭議行為之行業，勞資雙方因約定「必

要服務條款」而衍生的爭議。 

5、 合法爭議行為之民、刑事免除責任 

  勞工合法與正當的爭議行為是基本權利的行使，勞爭法第 55 條是有

關工會及會員，行使合法爭議行為的民、刑事免責保護規範；工會及會員

行使爭議行為，應依符合「誠實信用」等原則為之，亦即進行爭議行為之

主體、目的、手段及程序等均須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 

 

    從上述的法律規定可知，勞爭法除了賦予罷工及糾察線等爭議行為的法律

依據，並有民、刑事之免責適用，以保障勞工在法律允許範圍內行使爭議權；也

就是說，《憲法》所保障之罷工等爭議行為，乃是提升勞工之勞動與經濟條件的

手段，原則上不能有暴力行為，罷工除了拒絕提供勞務之消極作為，尚應准許

工會採行「有必要之積極性動作」，甚至「阻礙事業正常運作」亦為勞爭法所明

定允許（參見勞爭法第 5 條規定），也唯有如此才能對資方產生經營上的壓力，

促使其願意與工會重啟協商談判的機會6。 

（二） 權利不得濫用原則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在我國民法

第 148 條第 1 項有明文規定；惟民法第 148 條權利濫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

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

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05 號判例參照）；換言之，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又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

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

之；倘若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

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

之解釋（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737 號判例意旨參照）。 

    故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足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

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主觀上若

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

認係權利濫用；又，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於適用時除須注意權利人於行使權利

時，於主觀上有無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外，在客觀上尚須綜合權利人因權利

                                                        
6 參見閱，韓仕賢，（2011），＜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介紹（四）：「罷工」及「爭議行為」＞，台

北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聯合會訊第 125 期，引自：http://www.bankunions.org.tw/?q=node/1629，登

錄時間：09/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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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其權利之行使對於他人及社會國家整體可能造成之損

失，加以比較衡量（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297 號判決參照）。 

    若從上述權利濫用的法理觀點，思考勞資爭議雙方或某一方是否涉及權利

濫用？在勞爭法中對於權利不得濫用，大致可分為：程序上的限制與工作性質

上的限制兩種，茲分述如下： 

1、 程序上的限制 

    在勞爭法第 53 條第 1 項中曰：「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

行為；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不得罷工」，同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工會非經

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

此皆為程序上的限制。 

2、 工作性質上的限制 

    在勞爭法第 54 條第三項對於若干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

公共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1)自來水事業。 

(2)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醫院。 

(4)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

保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前項必要服務條款，事業單位應於約定後，即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提供固定通信業務或行動通信業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於能維持基本語音 

通信服務不中斷之情形下，工會得宣告罷工。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級政府為執行災害防治法所定災害預防 

工作或有應變處置之必要，得於災害防救期間禁止、限制或停止罷工。 

（三） 私法自治與團體自治原則 

    在勞爭法第 55 條第 1 項明示：「爭議行為應依誠實信用及權利不得濫用原

則為之」，應無疑議；筆者以為，對於工會而言，除遵循我國現行《工會法》相

關規定外，應本私法自治原則，處理相關涉及指涉及國家或公共事務範圍外私

人領域的法律關係：大體而言，私法自治，指個人得依其自主的意思，自我負責

地形成其私法上的權利義務，此為我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旨在保障實踐個

人的自主決定及人格尊嚴，當然，私法自治與團體自治原則體現在各種制度之

上，亦包括在工會面對勞資爭議的種種事項，基於私法自治及團體自治的精神，

國家公權力原則上應該採取較為低度的干預，國家或政府的介入只是在確保協

商雇主與工會雙方有雙向對等的實質協商空間。 

 

行政函釋 

法務部民國 105 年 08 月 29 日法律字第 10503512340 號 

正    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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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關於函詢集會遊行法第 6 條公告之集會遊行禁制區，得否排除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1 項之合法罷工舉行疑義，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

參見考。 

說    明： 

一、復貴部 105 年 6 月 28 日台內警字第 1050871632 號函。 

二、按「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

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集會、遊行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

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二、國際機場、港口...（第 1

項）。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均

不得逾三百公尺。...（第 2 項）」；為集會遊行法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6

條所明定。是國際機場、港口及其週邊範圍劃定為集會、遊行之禁制

區，以維持對外交通之順暢（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解釋參見照），故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在此地區舉行集會、遊行，合先陳明。 

三、次按「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

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1 項所明

定，而設置糾察線之定義及應注意事項，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8 月 20 日勞資 3 字第 1010126744 號令核釋：「一、罷工糾察線，指

工會為傳達罷工之訴求，於雇主之營業處所之緊臨區域設置罷工糾察

線，勸諭支持罷工。故糾察線之設置為罷工之附隨行為，非單獨之爭

議行為。二、工會設置罷工糾察線，得以言語、標示、或其他協同行

為等方式進行。三、工會設置罷工糾察線時，應指派足以辨識身分之

糾察員維持現場秩序。四、工會設置罷工糾察線時，應注意人身安

全、公共秩序、交通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並遵守相關法律規

定」，是工會依法宣布罷工，為傳達罷工之訴求，於雇主營業處所之

緊臨區域設置糾察線，以言語、標示、靜坐或其他協同行為等集會方

式進行勸諭支持罷工，雖係依法令規定所舉行之集會、遊行，而無需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規定參見

照），惟仍應遵守集會遊行法第 6 條規定，即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外，不得在集會、遊行之禁制區（如國際機場）舉行，以兼顧公共利

益及社會秩序之維持。 

 

第三節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當代價值 

   「勞資關係」的核心議題在於處理勞資的爭議，達成和諧的勞資關係，大

體而言，當討論到「勞資關係」時，勞方、資方與政府經常是被論起的三方當

事者（Parties）或參與者（Actors），而這三方當事人都各有其實力做為互動的

基礎；「勞方」的實力當然就在其人數眾多，如果將這些勞工透過工會組織起

來，自然而然就不能以一片散沙加以看待；雖然「勞方」以人數為多取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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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 的實力卻也不容小歔，眾所周知，資方或雇主扮演著經濟活動主導

者的角色與功能，沒有資方或雇主投資生產或服務等經濟活動，勞工的工作或

就業機會就會受到不利的影響，進而也會影響到政府的稅收與運作；至於政府

的實力，應該更無庸置疑，政府是國家社會資源最重要的擁有者與分配者、和

法律規範的制訂與執行者。 

    不過，相較於其他研究領域而言，「勞資關係」有關於人的問題的處理要

更複雜和更具挑戰性，究其原因，誠如上述所言，這些「當事者」各有其利益

與需求，再加上這些「當事者」都各有其實力（Power）， 彼此間的「合作」

或「衝突」不僅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也可能連帶影響到國際社會的其他成

員；例如，2002 年 9 月的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罷工，不僅造成美國西部華盛

頓、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三個州 29 個主要港口處於停工狀況，更造成美國和

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等多個國家的經濟損失；整體而論，無論人類社會是如

何演變，抑或是產業結構如何轉變，勞資關係與勞資爭議要處理的問題不外乎

「誰去做」、「工作過程中紀律如何維持」及「產出如何分配」等；然而為處理

這些問題，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勞動契約、國家法令與團體協約…等，也漸

次成為規範前述當事者彼此互動關係的重要規則與憑藉；當然，除受到前述顯

性規則（Explicit Rules）的規範外，隱性規則（Implicit Rules）對勞資互動關係

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在諸多隱性規則中，無疑地，市場及其供需法則或環境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與功能；總體而論，影響與規範勞資互動關係乃至勞資

爭議的因素有許多；嚴格地說，不外乎包括市場或環境、政府法令、團體協商

與 勞動契約…等等，據此，如要探討勞資關係法制調整的方向時，市場或環

境、政府法令與勞資關係制度三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應如何定位，頗值得深思
7。 

     在當代的勞資關係體系中，參與者已有所改變，從傳統「勞資雙方」的

參見與者，演變成為現階段多元的參見與者，雖然各參見與者彼此間具有不同

的價值，但利益與需求卻是一項不變的事實；因此，根據制度學派的主張，為

調和這些參見與者彼此間價值、利益和需求，「制度」於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與功能，例如建立工會制度的形成，由於工會的成立往往會受到資方的打壓，

因此各國在法令制度上，莫不對於工會的籌組及運作，有特別的立法保護，這

也是「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禁止的起源，所謂「不當勞動行

為」通常是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例如美國在

1935 年通過的「華納格法案」（The Wagner Act）或稱之為「全國勞資關係法」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NLRB），就是針對資方的不當勞動行為，

提出了嚴格的規範，並設立一個獨立於勞工部之外，具有準司法效力性質的

「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NLRB），專門勞處

                                                        
7 成之約，（2013）＜我國勞資關係及其法制的回顧與展望＞，勞動部＜台灣勞工季刊第 34 期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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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當勞動行為」，使工會幹部與成員可以得到應有法律正義的體現8。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即言：「為處理勞資爭議，保障勞工

權益，穩定勞動關係，特制定本法」，筆者認為，現代勞爭法的形成與確立，

不獨為當代處理勞資關係糾紛的重要一項法律，更為標示著首先經由政府制定

勞動規範，保障勞動基本權益，接著勞資雙方透過溝通、協商及對話，形成共

識，進而以因應快速變遷之產品市場及勞動環境，達到提升國民所得及保障就

業安全，勞資共享社會與經濟發展之成果，此即當代「自主性勞動關係」

（Autonomous labor relations）的主要意義，其重要性與價值，自當不言可喻

了；政府現階段積極推動自主性勞動關係，大致包括「強化勞資協商建立夥伴

關係」、「推動工會組織發展」、「完善勞資合作機制」、「健全勞資爭議處理制

度」及「推動人性尊嚴之勞動教育」等面向，當全面達成之時，相信我國的勞

資爭議處理當會達到嶄新面貌，並攜手邁向多贏的境界。 

 

第四節 勞資爭議處理之方法 

     大體而言，勞資爭議本是私法上紛爭，但私法上紛爭之解決，司法訴訟並

非唯一途徑，故諸多學者提倡法院外代替裁判之紛爭解決與制度的利用，以及

勞資爭議雙方依相關法規做成解決紛爭方式，並賦予方案執行力及其他類似確

定判決之效果，以減輕勞資雙方勞力、時間與費用之支出，同時亦減輕司法機

關之負擔，故有調解、仲裁、裁決等方式，換言之，勞爭法所規定之勞資爭議調

處程序有「調解」、「仲裁」、以 及「裁決」三類（參見勞爭法第二章至第四章），

各調處制度之程序、以及所適用之爭議類型各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調解制度 

    所謂調解，是指由客觀中立之第三方擔任調解工作，藉由調解人居中調和

雙方對於系爭爭議之歧見，提出建議解決方案，並協助尋求雙方均可接受之解

決方式，以期解決雙方爭議之制度，茲就勞爭法所定之調解制度內容敘述如下。 

（一）啟動調解程序  

    在現行勞爭法之規定下，無論「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均得透過勞爭

法所定之調解制度解決之，調解程序啟動之方式有二： 

1、 自願調解：由勞、資其中任一方，向勞方勞務提供地之主管機關提出調解

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參見勞爭法第 9 條第 1 項）；其中，申請書上應

載明基本資料、請求調解事項、以及選定調解方式（選定獨任調解人、或

調解委員會）（參見勞爭法第 10 條）。 

2、 主管機關職權交付調解：除勞、資其中任何一方得以前開自願調解之方式

向主管申請調解外，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對於該勞資爭議亦可依職權

交付調解，並通知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出席調解之（參見勞爭法第 9 條第

3 項）。 

                                                        
8 參見閱，呂宗麟，前揭書，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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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方式  

    在現行勞爭法之規定下，有下列兩種調解方式可供申請人選擇，主管機關

在受理調解申請時，將依申請人之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調解（參見勞爭

法第 11 條）：  

1、 獨任調解人  

    此為 2011 年勞爭法修正時所新增之方式，且主管機關亦得委託民間勞資相

關團體指派獨任調解人（即單獨一名調解人）進行調解（參見勞爭法第 11 條第

3 項），其優點在於能快速協助處理繁多的勞資爭議案件。  

2、 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則是由勞資雙方各自選任一名調解委員、以及由主管機關所選

任之調解委員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負責調解，優點在於調解會議進行時，原則

上委員均會就該爭議事項表示意見，因此意見較為多元；然因委員人數較多，

因此安排調解會議所需之行政作業時間，通常也會比獨任調解人來得長；調解

委員會之委員人數為 3 至 5 人，由勞資雙方各自選定 1 人（勞方選定之人員為

勞方委員、資方選定之人員為資方委員），勞資雙方需於接到主管機關通知之日

起三日內，選定委員人選（委員人選可參考主管機關遴聘、備置之調解委員名

冊），並向主管機關陳報；如逾期未陳報，則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同時，主管

機關亦將指派 1 至 3 人擔任代表主管機關之調解委員，並由主管機關指派之人

員其中 1 人擔任主席（參見勞爭法第 13、14 條）。 

（三）調解程序  

1、 獨任調解人  

（1） 倘申請人選擇獨任調解人之方式，則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調解申請書 3 日

內指派調解人，且調解人應調查事實，並於指派之日起 7 日內開始進行

調解。 

（2） 主管機關在調解人調查時，除得通知當事人、相關人員或事業單位，以

言詞或書面提出說明外，且調解人為調查之必要，亦可於取得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進入相關事業單位訪查；受通知或受訪查人員，不得為虛偽

之說明、提供不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  

（3） 此外，調解人應於開始進行調解之 10 日內作出調解方案（參見勞爭法

第 12 條）。  

2、 調解委員會  

（1） 倘若申請人選擇調解委員會之方式，則調解委員會即應於勞資雙方選定

調解委員後之 14 日內組成之，並立即召開調解委員會議；且調解委員

會開會時，委員均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由他人代理（參見勞爭法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 項）。 

（2） 此外，調解委員會應指派委員調查事實，除有特殊情形外，調查委員應

於指派後之 10 日內，將調查結果、以及解決方案提出於委員會會議中；

且委員會應在收到該調查結果，以及解決方案後 15 日內開會（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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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勞資雙方同意者，得延長 7 日）（參見勞爭法第 16 條第 2 項）。 

（3） 調解委員進行調查、或委員會開會時，主管機關得通知雙方當事人，或

有關人員到會說明，或提出書面說明，或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後，進入相

關之事業單位訪查；受通知或受訪查之人員，不得為虛偽說明、提供不

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參見勞爭法第 17 條）。  

（4） (4)原則上，委員會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後，始得決議、做成調解方案 （參見勞爭法第 18 條）。 

（四）調解效力  

1、 調解成立  

（1） 不論是獨任調解人、或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所做成之調解方案，只要該調

解方案經勞資雙方當事人同意，並在調解記錄簽名者，即屬調解成立（參

見勞爭法第 12 條第 5 項、以及第 19 條）。  

（2） 勞資爭議一經調解成立，該調解方案即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惟倘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則將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參見勞

爭法第 23 條）。  

（3） 此外，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依其內容若有命當事人一方需負私法上

給付之義務，而該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此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

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得暫免繳

執行費（參見勞爭法第 59 條）。  

（4） 再則，上述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A、調解內容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律上所禁止之行為。 

B、調解內容與爭議標的顯然無關、或性質上不適於強制執行。 

C、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執行者（參見勞爭法第 60 條）。 

    且此時，若聲請強制執行遭法院駁回者，除係依前述規定駁回、或除去經駁

回強制執行之部分亦得成立者外，將視為調解不成立（參見勞爭法第 61 條）。  

2、 調解不成立  

（1） 倘勞資爭議當事人不同意獨任調解人或調解委員會所做成之調解方案，

或經調解委員會主席召集會議兩次均不足法定人數，或無法決議做成調

解方案時，此時均屬「調解不成立」（參見勞爭法第 12 條第 5 款、第 20、

21 條）。  

（2） 於調解不成立時，勞資雙方雖可再循勞資爭議仲裁程序解決爭議，然倘

屬「權利事項」之爭議者，此時亦可選擇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

審理、判決定之。  

（3） 惟《勞動事件法》亦設有調解程序，明定勞動事件於起訴前，原則上應

進行勞動調解程序；即使當事人逕行起訴，也視為調解之聲請，須進行

調解程序（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16 條）。 

《勞動事件法》所定之調解程序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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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勞動調解事件由勞動法庭法官 1 人，及法院依法指定適當之勞動調解

委員 2 人，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法院應遴聘

就勞動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門學識、經驗者為勞動調解委員（參見

勞動事件法第 20 條、第 21 條）。 

B、 勞動調解程序原則上由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於勞動調解聲請之日

起 30 日內，指定第一次調解期日及指揮程序之進行；且勞動調解應

於三次、3 個月內終結（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24 條第 1

項）。 

C、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儘速聽取當事人之陳述、整理相關之爭點與證據，

適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可能結果，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

要之證據，且應使當事人及知悉之利害關係人就其調查證據之結果，

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24 條第 2、3 項）。 

D、 勞動調解如當事人達成合意，並記載於調解筆錄時成立，將與確定判

決具同一效力（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26 條），兩造亦得合意由勞動調解

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調解條款經調解委員會全體簽名，視為調解成

立（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27 條第 3 項）。 

E、 如當事人不能成立調解、亦未合意由調解委員酌定調解條款，勞動調

解委員會仍應依職權於不違反兩造之主要意思範圍內，提出解決事件

之適當方案；如當事人或參見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未對該適當方案提

出異議者，視為已依該方案成立調解，否則視為調解不成立（參見勞

動事件法第 28 條、第 29 條）。 

F、 勞動調解不成立者，除調解聲請人於法定期間 10 日內向法院為反對續

行訴訟之意思外，應由參見與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續行訴訟程序；

進入訴訟程序後，以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第一審並應於 6 個月內審

結（參見勞動事件法第 29 條第 4、5 項）。 

 

二、仲裁制度 

    仲裁制度是一種具有拘束力之勞資爭議解決方式之一，係在爭議發生時，

由雙方當事人合意所選任之第三人，就該爭議調查後做成裁決判斷，且該仲裁

結果對當事人雙方會產生拘束力。 

（一）開啟仲裁程序  

    在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下，「調整事項」及「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均可進行仲裁；至於仲裁程序之開啟，則可分為「任意仲裁」（當事人自願開啟）、

以及「主管機關職權交付仲裁」（主管機關強制開啟）二類；由於仲裁結果對勞

資雙方均具有拘束力，故仲裁之發動，係以當事人自願發動為原則，但為兼顧

公眾利益，因此在特殊情形時亦賦予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強制發動仲裁之權利。 

1、 任意仲裁  

係指勞資雙方自願啟動之情形，又可分為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協議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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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付仲裁」，以及任一方即可單方申請之「一方申請仲裁」，茲分述如下： 

（1）協議仲裁 

    係指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於調解不成立後，可由勞資雙方合意、向主管機

關申請交付仲裁；惟須注意，如屬「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而當事人一方為團

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機關、學校時，如未經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所訂機關之核可，不得申請仲裁（參見勞爭法第 25 條第 1 項）。  

（2）逕付仲裁 

    係指勞資雙方以書面同意不經調解、而逕向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之情形

者（參見勞爭法第 25 條第 3 項）；且不論是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均可適用

雙方合意逕付仲裁。  

（3）一方申請仲裁 

A、 由於勞爭法第 54 條第 2 項、3 項，乃對特定對象或事業領域勞工之罷

工權加以限制或禁止，因此，考量此類勞工此時倘無法合法罷工，但

資方又不願意進行仲裁時，則勞方將幾乎沒有其他可以解決調整事項

爭議之管道；故立法上乃特別規定「一方申請仲裁」，賦予倘勞方係屬

受勞爭法第 54 條第 2 項限制者，此時任一方當事人即得單方申請交付

仲裁之權利。 

B、 如一方屬受勞爭法第 54 條第 2 項所限制不得罷工之勞工者（教師、國

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任一方即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交

付仲裁（參見勞爭法第 25 條第 2 項）。 

C、 此外，如一方為受勞爭法第 54 條第 3 項限制，需勞資雙方約定有必要

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者（即自來水事業、電力及燃器供應業、

醫院、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

易、結算、保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付業務事業者），如雙方未能約定必

要服務條款，則任一方亦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參見勞爭法第

25 條第 3 項）。 

D、 惟須注意，勞爭法第 25 條第 3 項業已明文規定，可適用本項一方申請

交付仲裁者，僅限於「調整事項」之爭議；因此，倘屬「權利事項」之

爭議，縱勞方係屬前開勞爭法第 54 條第 2、3 項限制罷工者，亦不得

由一方申請交付仲裁。  

2、 主管機關職權交付仲裁 

    在現行法律規範下，主管機關可職權交付仲裁之情形有二： 

（1） 針對「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經調解不成立時，主管機關認為有影響公

眾生活及利益情節重大，或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時，此時主管機

關即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並通知雙方當事人（參見勞爭法第 25 第 4 項）。 

（2） 在團體協商之情形，為避免勞、資任一方有不誠信協商或拖延協商，導

致協商進入僵局，因此，在團體協約之協商超過 6 個月，且一方經不當

勞動行為裁決認定構成違反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時，此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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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裁量勞資雙方當事人之利益、以及簽訂團體協約之可能性後，可依職

權交付仲裁（參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5 項）。 

（二）仲裁之方式  

    依勞爭法第 26 條第 1 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仲裁之申請後，應依申請人之

選擇，以「獨任仲裁人」或「仲裁委員會」之方式進行之，然如屬「一方申請仲

裁」、或「主管機關職權交付仲裁」者，則僅得透過「仲裁委員會」之方式進行。 

1、獨任仲裁人  

    目的在求仲裁之迅速、經濟效益，申請人如選擇獨任仲裁人之方式，則主管

機關即應於收到當事人之仲裁申請書後，通知雙方於收到通知之日起 5 日內，

於主管機關遴聘之仲裁人名冊中選定一人作為仲裁人、並陳報主管機關；倘屆

期未陳報者，則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參見勞爭法第 27 條第 1 項）。 

2. 仲裁委員會  

（1） 倘若申請人選擇以仲裁委員會之方式進行，或屬主管機關職權交付仲裁

之情形者，此時主管機關即應於收到仲裁申請書或依職權交付仲裁後，

通知雙方於收到通知之日起 5 日內，於主管機關遴聘之仲裁委員名冊

中，各自選定仲裁委員陳報主管機關；屆期未選定者，由主管機關代為

指定（參見勞爭法第 29 條第 1 項）。  

（2） 仲裁委員經勞資雙方選定、或主管機關指定後，主管機關即應於 3 日內

通知雙方仲裁委員，於 7 日內依該法第 30 條第 1、2 或 4 項之規定，

推選主任仲裁委員及其餘仲裁委員陳報主管機關；屆期未推選者，則由

主管機關指定之（參見勞爭法第 27 條第 2 項）。 

（三）仲裁程序  

1、獨任仲裁人  

（1） 勞爭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獨任仲裁人之仲裁程序係準用仲裁委員會

之仲裁程序，獨立仲裁人經選定後，應於 10 日內提出調查結果，並於

提出調查結果 20 日內，做成仲裁判斷（如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得延長

10 日），做成仲裁判斷後，應於 10 日內做成仲裁判斷書，報由主管機關

送達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 

（2） 獨任仲裁人之仲裁時程，係自主管機關收到仲裁申請書並通知當事人之

日起，至做成仲裁判斷書送達當事人止，依法應於 55 日內完成。 

2、仲裁委員會  

（1） 在主任仲裁委員完成選定或指定之日起 14 日內，主管機關應組成仲裁

委員會（精簡仲裁委員會委員為 3 至 5 人，原為 9 至 13 人），並召開仲

裁會議（參見勞爭法第 31 條），仲裁委員會並應指派委員調查事實；除

有特殊情形外，調查委員應於指派後 10 日內，提出調查結果。  

（2） 主管機關於仲裁委員或仲裁委員會開會時，應通知當事人、相關人員或

事業單位以言詞或書面提出說明；仲裁委員基於調查之必要，可以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進入相關單位訪查，且受通知或受訪查之人員，不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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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說明、提供不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參見勞爭法第 33 條

第 1、3、4 項）。  

（3） 調查結果提出後，仲裁委員會即應於收到調查結果之日起 20 日內做成

仲裁判斷（但經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得延長 10 日）；做成仲裁

判斷後，應於 10 日內做成仲裁判斷書，報由主管機關送達勞資爭議雙

方當事人（參見勞爭法第 35 條）。  

（4） 仲裁委員會之仲裁時程，係自收到仲裁申請書通知當事人之日起，至做

成仲裁判斷書送達當事人止，依法應於 79 日內完成之。 

（四）仲裁之效力 

    仲裁程序進行時，勞資爭議當事人或可能透過仲裁委員而達成和解；如未

能達成和解，亦將由仲裁委員做成仲裁判斷；茲就達成和解、以及仲裁判斷之

效力，分述如下。  

1、 仲裁程序中和解之效力  

    勞資爭議之當事人如在仲裁程序中就爭議事項達成和解者，應將和解書陳

報仲裁委員會、以及主管機關備查，此時仲裁程序即告終結，且依勞爭法第 36

條之規定，其和解與前開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所成立之調解具有相同之效力。  

2、 仲裁判斷之效力  

    倘勞資爭議當事人未能在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和解，則將由獨任仲裁人或

仲裁委員會做成仲裁判斷，關於仲裁判斷之效力，將依該爭議事項屬「權利事

項」之爭議或「調整事項」之爭議而異，分述如下：  

（1） 權利事項爭議： 

A、 依據勞爭法第 37 條第 1 項明定，「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所做成之仲

裁判斷，於當事人之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B、 惟倘勞資爭議當事人認該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 40 條所定應予撤銷之

事由時，此時得準用仲裁法第五章之規定，對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參見勞爭法第 37 條第 3 項）。  

（2） 調整事項爭議： 

A、 依勞爭法第 37 條第 2 項，就「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所做成之仲裁判

斷，將視為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惟倘若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此時

則將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之內容。 

B、 再則，倘勞資爭議當事人認該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 40 條所定應予

撤銷之事由時，此時得準用仲裁法第五章之規定，對他方提起「撤銷

仲裁判斷之訴」（參見勞爭法第 37 條第 3 項）。 

C、 抑且，針對該調整事項，一旦經仲裁程序做成仲裁判斷者，此時勞資

雙方之當事人就同一爭議事件即「不得」再為爭議行為；縱依前開規

定向法院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者亦然。 

（3） 仲裁判斷之強制執行：  

A、 針對獨任仲裁人或仲裁委員會所做成之仲裁判斷，倘其內容有命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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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該當事人卻不履行其義務時，此時依

勞爭法第 59 條第 1 項之規定，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

制執行，且可暫免繳裁判費；且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亦可暫免繳執行

費。  

B、 法院針對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之案件，應於 7 日內做成裁定（參見勞爭

法第 59 條第 2 項）；且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法院即應為駁回強制執

行聲請之裁定：(A)仲裁判斷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律上所禁止之行

為時；(B)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者；(C)

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執行者 （參見勞爭法第 60 條）9。 

 

三、裁決制度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了三種勞資爭議解決方式，計有：調解、仲裁

與裁決三種制度，前兩項屬於訴訟外紛爭替代解決方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係處理勞資爭議（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的程序；後者則是

專指「不當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s）的處理機制；換言之，勞爭法為

確實保障勞方之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以及資方之協商權，避免另外一方當

事人採取侵害上開權利之不當勞動行為，我國在 2011 年修訂《工會法》時仿照

日本，在第 35 條規定了「不當勞動行為」的種類，藉由禁止雇主從事不當勞動

行為，保護工會以及工會幹部不遭不當打壓，乃訂定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

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透過裁決程序，排除

不當勞動行為，回復集體勞資關係之正常運作。 

    「不當勞動行為」係指在勞資雙方集體勞資關係中，不正當地侵害對方集

體勞動基本權行為的總稱；此一制度源於美國 19 世紀集體勞資關係之現實，為

保護工會之集體權利，因此立法制定資方不得為之不當勞動行為，其後復為處

理工會之不當發展，再制定勞方之不當勞動行為及勞資雙方均不得為之不當勞

動行為，並藉由主管機關以裁決方式加以救濟，以期迅速回復穩定之勞資關係；

我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若從比較法學的觀點來看，其主要之法制繼受

對象有二：一是不當勞動行為制度母法的美國，另一是在二次戰後經由 GHQ(盟

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體制，而深受美國勞工行政制度影響，並因而發展該制

度的日本10；雖然就一般(雇主)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規範類型，各國於立法上有

                                                        
9 參見閱，王嘉琪，＜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勞資爭議調解及仲裁制度之介紹＞，引自：勞動部

https://www.mol.gov.tw/media/5761151/%E5%8B%9E%E8%B3%87%E7%88%AD%E8%AD%B0%E8%9

9%95%E7%90%86%E6%B3%95%E6%89%80%E5%AE%9A%E5%8B%9E%E8%B3%87%E7%88%AD

%E8%AD%B0%E8%AA%BF%E8%A7%A3%E5%8F%8A%E4%BB%B2%E8%A3%81%E5%88%B6%E

5%BA%A6%E4%B9%8B%E4%BB%8B%E7%B4%B9.pdf，登錄時間：09/01/2020  
10 林良泰，＜我國裁決制度之規範、實踐與團結權之保障＞，引自：

https://www.mol.gov.tw/media/5758796/%E6%88%91%E5%9C%8B%E8%A3%81%E6%B1%BA%E5%8

8%B6%E5%BA%A6%E4%B9%8B%E8%A6%8F%E7%AF%84-

%E5%AF%A6%E8%B8%90%E8%88%87%E5%9C%98%E7%B5%90%E6%AC%8A%E4%B9%8B%E4

%BF%9D%E9%9A%9C_%E5%8B%9E%E5%8B%95%E9%83%A8_.pdf，登錄時間：09/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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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不同取徑，但我國勞動法學界或許是受日本影響之故，一般認為大致 可區

分成三種不當勞動行為之類型，即所謂「不利益待遇」、「支配介入」（又稱：工

會團結權侵害）與「違反誠信協商（又稱：拒絕團體協商」）我國於工會法第 35

條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新增雇主及工會之不當勞動行為樣態，並進一步

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見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與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集體協

商權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集體爭議權。 

    我國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從歷年申請的個案事實演繹出包

含：考績爭議、代扣會費、工會會務假、減薪爭議、調職爭議、解僱爭議、雇主

阻擾工會會員大會爭議、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爭議、受懲戒處分不利待遇爭議、

不當影響工會活動爭議…等等案件類型，但這些行為的本質上，仍被歸類為法

律明定「不利益對待」、「支配介入」及「違反誠信協商」的三種不當勞動行為樣

態，茲說明如下： 

（一）不利益對待（參見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3、4 款及工會法施行細則

第 30 條）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如有以下行為，則屬於「不利益對待」的

不當勞動行為： 

1、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見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

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對待。 

2、 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見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

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對待。 

3、 對於勞工參見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對

待。 

4、 尚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見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

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益之對待；另外，雇主對於勞工參見與或支持依

工會決議所為之行為，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

也均屬於不利益對待。 

（二）支配介入（或稱：工會團結權侵害）（參見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如有以下行為，則屬於「支配介入」的不

當勞動行為： 

1、 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此處所稱

「不加入工會」，亦包括要求勞工退出已加入之工會。 

2、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三）違反誠信協商（又稱，拒絕團體協商，參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及第 2

項） 

1、 勞資任一方未依以下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則屬於「違反誠信協商」

的不當勞動行為。 

2、 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 

3、 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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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無正當理由」，包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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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未於 60 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C、 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考量到一般司法程序曠日費時、遭到打壓的工會以及工會成員通會常無力

承擔冗長的時間成本與經濟因素（例如遭到不當解僱的工會成員，多數無力承

擔數年無法獲得工資的訴訟程序），因此為了能快速解決不當勞動行為爭議，《勞

資爭議處理法》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因不當勞動行為，對勞

工解僱、降調或減薪，無效，一旦裁決委員會裁定不當勞動行為，可以恢復勞工

被解僱、降調或減薪前的狀態，由於裁決程序較司法程序為快，可以產生即時

保護工會成員的效果，乃規劃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 

    換言之，當雇主從事不當勞動行為，工會以及工會成員可以向勞動部「不當

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申請裁決程序；勞動部設置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

會 」，是由 7 至 15 名「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係事務之專業人士」擔任，任期 2

年；在制度上，裁決委員會做出的決定，依照所適用的法條，法律性質上屬於和

解方案或行政處分，裁決委員會則以類似聽證程序的方式，聽取兩造陳述意見

以及提交的證據，並於會議結束後 2 個月內作成裁決決定，認定雇主行為是否

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若是勞資一方不服裁決決定，可以再提起民事訴訟或經訴

願之行政訴訟。 

    如果雇主的行為被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勞動部可以依法開罰，如果雇主

不遵守裁決決定，勞動部也可以處以罰鍰；依照「工會法」第 4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經裁決委員會認定有不利益對待行為的行為人，勞動部可以對行為人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的罰鍰，如果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要求雇

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停止、回復原狀或補償措施，但行為人沒有依照裁

決決定書訂定的期限內完成，勞動部可以對行為人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的

罰鍰。 

以下就近年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相關議題研析如下： 

（一）我國高教史上首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例 

    2019 年 2 月，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爆發解聘潮，上半年資遣員工達 49 人之

多，包含 2 名工會幹部，經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簡稱不

當勞裁）申請，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下簡稱勞裁會）裁定文大推

廣部違法解雇無效，成為自教職員有團結權後，臺灣高等教育史上首起大專院

校被裁定打壓工會案例。 

（二）長榮航空罷工引申不當勞動行為案例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針對長榮航空的罷工相關事件於 2019

年 9 月做出裁決，指出長榮在空服員罷工之前，5 月 8 日所發布的公告，內容所

謂如果發生罷工，導致公司獲利大幅下滑甚至是虧損之語，將暫停年終獎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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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調薪，並暫停員工和眷屬的優惠機票等行為，已經違反工會法規定；除此

之外，長榮在罷工投票口設置錄影機全程錄影，也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罰鍰。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在長榮空服員罷工前和罷工時，對長榮提起多項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案，裁決委員會 9 月 27 日做出第一個裁決，指出資方（長榮航

空）在 5 月 8 日發布的內部公告，以及在投票口設置錄影機全程錄影，皆構成

不當勞動行為；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司長表示，「將員工的機票在罷工首日要取消，

這些事情我們認定具有不當勞動行為，置放攝影機（對）工會活動具有影響跟

妨礙」。 

    裁決會指出，公告提「若發生罷工導致公司獲利大幅下滑甚至虧損，將暫停

年終獎金與年度調薪」，算事實說明，較沒爭議，但暫停優惠機票，選在罷工前

公告，還設定 3 年時間，是試圖破壞工會行動；對這個裁決，桃園空服員工會

肯定勞動部終於認定長榮航空構成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款、

第 5 款所定的「不當勞動行為法」，但遺憾沒能立刻判定要歸還機票。 

    再以前述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案例為例，本案的爭點在於，雇主（或代表

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解雇工會幹部目的，是為了造成寒蟬效應，打壓工會運

作；資方（文大推廣部）則認為，勞動部並未詳細考量提出的具體事證，將提出

行政訴訟及民事訴訟，回復職務僅是依法所為的暫時性措施；亦即，不利益對

待屬私法上之僱傭契約所生之法律關係部分，仍有待行政及民事訴訟確定。 

    大致而言，我國現階段工會力量相對西方先進國家而言較為薄弱，如何強

化勞裁機制，此為下一階段強化勞資爭議處理的重點，茲提出下列四項作為未

來思考的方向。 

1、雇主訴求人事管理權與不當勞動行為易生爭議 

由於減薪、調職及解僱等行為與雇主要求員工績效管理與人力支配等面向

有密切關係，因此一旦雇主以勞動契約賦予之人事管理權作為理由，就容易產

生爭議，讓工會及勞工訴諸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2、勞裁會宜落實移地調查機制並適度增長調查時間 

    從 100 年新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實

施以來，勞裁會平均每年有近 60 件的裁決案件，但勞裁會委員只有 7 至 15 人，

採一級制且為兼任，並須於收到裁決申請書後，指派裁決委員 1 至 3 人進行初

步審查，審查後 7 日內即須召開裁決委員會議，時間相對上頗為緊迫；未來可

考慮酌予增加初步審查（含調查）時間，以利案件裁決之公正性。 

3、不當勞裁制度與司法訴訟、調解之救濟行為間須調和 

    我國集體勞資關係法制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之設

計，被視為是保障工會健全發展與，迅速回復勞資關係秩序的行政救濟方式之

一；以前述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該案而言，裁決原因認為資遣行為無客觀標準，

但資方則認為相關證據未被採納，雙方對於事實及證據的認定存有歧異，後續

仍待相關行政及民事訴訟決定，雖說兩者之立法目的不同，且涉及「私權」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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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糾紛，本就可向法院提起訴訟，但勞方經裁決之行政救濟，卻仍須面對民事

訴訟，顯見不當勞裁制度之設計與司法訴訟、調解之救濟行為間仍存有調和問

題，如何讓法院重視勞裁決定，實有待持續累積判例以作為修法之參見考。 

4、《勞動事件法》實施後，勞資雙方之法律關係 

    《勞動事件法》已正式上路，雖然與不當勞裁制度分屬不同的勞權保障，但

專法可加強弱勢勞工面對資方的訴訟戰，並明定勞動事件中的勞動調解、保全、

訴訟、督促、強制執行等程序，也將聲請保全程序的時點，由裁決決定書經法院

核定前，明定可移到裁決決定前，避免資方透過民事訴訟達到打壓工會運作的

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法要求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6 個月內審結原則，將

大幅縮短訴訟時間，因此法雖明定由資方提出舉證之責任，但勞工若沒有足夠

準備及明確的證據，或於適當時點保障權益，將無法有效維護利益，也是勞資

雙方都不應輕忽的重點11。 

 

第五節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理論與實務 

一、勞資爭議權利事項案例 

（一）個案摘要  

    某連鎖飯店集團於某年間與工會召開之勞資會議中，決議通過每月依工會

實收會員會費，給予工會相同數額之補助款，後因新冠肺炎疫情於某年某月實

施開源節流辦法，在該辦法即訂定停止法定以外之各項補助，故工會於同年某

月份依往例向該連鎖飯店集團申請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時，即遭該連鎖飯

店集團以前開辦法規定，否決工會申請，工會主張該連鎖飯店集團所為已違反

勞資協商會議決議，遂向當地地方勞工主管機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二）處理過程及結論  

1、勞方主張： 

（1） 該連鎖飯店集團應依勞資協商會議決議，按月給付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

助款，不得片面變更或取消。  

（2） 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係依勞資協商會議決議，並非法定以外之補

助款 。 

2、資方主張： 

    該連鎖飯店集團自工會成立以來，已補助工會各項補助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數百萬元，雖某年勞資協商會議曾有給予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之決議，但

因新冠肺炎疫情，該連鎖飯店集團營收淨利已為負值。   

3、處理結論：  

    調解委員認為資方未按勞資會議決議即片面取消相對補助款，程序似有爭

議，且是否符合情事變更或窒礙難行事由，仍有疑問，又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

                                                        
11 參見閱，蔡琮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相關議題研析＞，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引

自：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90408，登錄時間：09/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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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是否非屬該辦法所稱之「法定以外之各項補助款」，尚有疑義，遂建議在勞

資雙方未經勞資會議變更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之約定前，資方不宜片面取消該

補助款之給付。  

（三）爭議事項及相關法令分析  

    本件案例涉及資方有虧損情形下，得否取消或變更勞資會議之決議內容，

以及倘勞資會議決議內容涉及給予工會補助款不利變更者，有否可能成立不當

勞動行為之爭議；此分別涉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及工會法第 35 條相關規定， 茲

分析如後。  

1、 勞資會議決議內容，應可認為係勞資雙方合意而成立契約關係，任一方原

則上不得片面取消或為不利變更，縱擬予以調整，仍應符合一定程序，始

得為之： 

（1） 按勞資會議之決議，應由事業單位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勞資雙方

應 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前項決議，有情事變更或窒礙難行時，得提

交下次會議復議，此為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所明定；依此，勞資

會議之決議，應有拘束勞資雙方之效力，其法理依據主要乃建立在勞資

雙方間已透過會議決議方式就該等事項達成合意，可認為成立契約關係，

任一方不得片面取消或為不利變更，此由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第

2 項後段訂有，如有情事變更或窒礙難行之情形時，仍需提交復議程序

之規定可明。  

（2） 既然勞資會議決議內容為勞資雙方間有契約關係，則因此所生爭議，應

可認為屬於勞資爭議處理法所稱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得以調解、仲裁

及裁決程序處理之。  

（3） 基於上開說明，姑不論本件資方於實體上是否因虧損而符合情事變更，

然其在未先提交勞資會議復議之前，拒絕工會之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申

請，確有片面取消勞資會議決議之內容，與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

第 2 項規定之程序有違。  

2、 資方片面取消或不利變更按月給付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之勞資會議

決議行為，確有成立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  

（1） 我國目前集體勞動法制，一般將不當勞動行為類型分為：不利益對待、

支配介入及違反誠信協商三種，其要件有別，且經裁決認定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者，亦有相應之救濟命令、罰緩等法律效果，依工會法第 35 條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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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構成支配介入型

之不當勞動行為，工會得依法向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提出裁

決申請。 

（2） 查本件資方既片面取消已實施多年來之系爭工會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

而該工會如確有仰賴該項相對補助款從事會務運作之事實，復資方具有

支配介入之主觀要件者，或有成立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另尚可討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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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務本應維持其獨立自主性，過度依賴資方所提供之經濟上協助，是

否得宜之問題，此亦非本文所得論及。  

3、 綜前所述，本件事涉權利事項之爭議，工會得提出調解申請，而資方未先

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提交勞資會議復議進行討論，卻

先行停止法定以外之各項補助款為由，退回工會之會員會費相對補助款申

請，已單方取消勞資會議決議內容，程序上於法未合，甚至可能成立不當

勞動行為之質疑，本件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基於尊重勞資自治協商原則，

亦曾建議雙方先於勞資會議進行充分討論而另訂第二次調解會議期日，雖

互有提出其他方案，惜終仍無共識，或許一開始循法定程序進行協商，較

能兼顧勞資和諧與補助方案之理性討論12。 

 

二、勞資爭議調整事項案例 

（一）個案摘要 

    在某企業工會罷工中，工會的訴求是「要求資方代表盡速出面，就工會提出

之優離方案進行實質協商」，訴求中的「優離方案」是指比《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所規定之資遣費更優厚的標準離職金，工會提出這樣的訴求是

否有正當性？勞方或工會可以發動罷工嗎？ 

（二）處理過程及結論 

1、勞方主張： 

（1） 被公司資遣的會員突然失業，面臨中年轉職困難、年終前被資遣而無年

終獎金等問題，基於這些原因要求公司應給付比法律規定更高的資遣費，

乃是合法權利的行使。 

（2） 倘若資方不同意「優離方案」將由工會號召會員發動罷工。 

2、資方主張： 

工會發動罷工不合法，不同意「優離方案」，僅願依據《勞動基準法》辦理。 

3、處理結論：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依本 法所定

之調解、仲裁程序處理之」，發生調整事項勞資爭議後，勞工應先進行勞資爭議

調解，若勞工為工會會員，應由工會提出調解，若勞工未加入工會，那就必須聯

合具有相同主張之勞工達 10 人以上來提 出調解，若勞工受僱於僱用勞工未滿

10 人之事業單位，應由具有相同主張之 2/3 以上勞工共同提出調解，才符合調

整事項之勞資爭議，進行調解的要求。 

    罷工是我國法律保障的合法行為，因此雇主不得因為勞工行使合法的權利

（罷工權）而將勞工解僱或懲戒，若雇主因為勞工參見加罷工而解僱或懲戒，

就會構成法律所禁止的「不當勞動行為」，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就

會由勞動部處雇主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此外，國家（包含行政

                                                        
12 參見閱，林俊宏，＜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調解實務案例分析＞，勞動部

https://www.mol.gov.tw/media/3810623/，登錄時間：09/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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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警察機關）也不可以違法干涉勞工參見與罷工，內政部警政署 77 警保字

第 61567 號函及 78 警署保字第 51615 號函指出：「(1)罷工是指勞工暫時停止提

供 勞務，因此工會於雇主營業場所聚集(集會或是遊行)設置糾察線，目的除在

強化罷工效果，並向雇主及社會傳達罷工訊息及訴求，勸說未加罷工之工會會

員與其他非會員之受雇勞工支持工會罷工，阻礙雇主事業運作，對雇主形成社

會經濟性壓力，促使雇主接受工會訴求。(2) 而設置罷工糾察線是指參見與罷工

之勞工，於工作場所之入口處或附近以站立或集結的方式，用和平勸服的言語、

標示、表演、說服不參見加罷工且欲從事工作之其他勞工，請其基於團結而加

入罷工行列的一種行為。(3)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之規定，工會經會員以直

接、無記名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即可合法罷工並設置罷工糾察線。只要是符

合前述程序之罷工及設置罷工糾察線之行為，都是集會遊行法第 8 條所說依法

令舉行之集會，不需事前向警察機關申請集會許可，但罷工的工會仍應注意人

身安全、公共秩序、交通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並遵守相關法令，例如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噪音管制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且需指派糾察員維持現場秩

序」。 

（三）爭議事項及相關法令分析 

    前述勞工之訴求是否屬於勞資爭議之調整事項？工會是否屬於勞資爭議之

「勞方當事人」？勞工或工會可否直接發動罷工？ 

1、 勞工雖然有權利要求比法律規定更好的勞動條件，也就是提出調整事項勞

資爭議，但勞爭法第 7 條第 2 項要求勞工不能個別提出，而應該以集體性

的方式提出，具體而言，調整事項勞資爭議之「勞方當事人」必須為(1)工

會，或是(2)未加入工會，而具有相同主張之勞工達 10 人以上，或是(3)受

僱於僱用勞工未滿 10 人之事業單位，其未加入工會之勞工具有相同主張

者達 2/3 以上，必須為上列三者之一，才能提出調整事項勞資爭議；被資

方資遣的員工是工會的會員，他們由工會向資方提出優離方案這項調整事

項勞資爭議，是符合勞爭法第 7 條第 2 項對於調整事項勞資爭議之「勞方

當事人」的規定。 

2、 勞爭法雖然規定勞工可以進行罷工，依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3 條規定，

原則上就是「調整事項」才可以罷工，所謂調整事項，指的是關於「勞動

條件的維持或變更」（如：希望縮短工時或改善人力分配及班表）的協商，

在符合法定程序下，就可以發起合法罷工。因此，本來就不是「違法的事

項」才可以罷工；恰恰相反的，如果是雇主違法，勞資雙方當事人如果基

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可以單純依照現有法

規契約去討論的，常見的個別勞資糾紛，例如欠薪、違法解僱等等，則涉

及的可能是「權利事項」的爭議，法律反而規定是「原則上不能罷工」，而

必須循勞資爭議調解、仲裁或法院訴訟等途徑來救濟。 

換言之，勞工若是遭遇到權利事項勞資爭議，依法應該先以「勞資爭議調

解」、「勞資爭議仲裁」或依《勞動事件法》提出「勞動訴訟」之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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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爭議； 如果勞工和上述被資方資遣的員工一樣，是為了爭取「優離條

件」而發生「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雖這類爭議無法至法院提出訴訟解

決，但勞工仍然可以依勞爭法提出「勞資爭議調解」，而這個方式沒有效果

後，才可以罷工糾察線採取對雇主施壓的方式來處理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或是勞工也可以選擇在罷工前，以「勞資爭議仲裁」的方式來處理爭議，

不過勞資爭議仲裁需要資方和勞工均同意為條件，所以難度較高，相關規

定為「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雙方當事人得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第 1 項），與「勞資爭議

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得不經調解，逕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 交付仲裁」（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第 3 項）。 

3、 調整事項勞資爭議只能在雇主同意之下得到解決，若勞工經由「勞資爭議

調解」無法與雇主達共識，也無法讓雇主同意提出「勞資爭議仲裁」，勞工

最後一個讓雇主同意的方式，就是進行爭議行為，就是罷工。 

4、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勞工和雇主產生勞動條件上的爭議時，法律規範工會

不能直接訴諸罷工，須先到各地勞工主管機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雙方嘗

試用行政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若調解不成立，工會才能繼續計劃罷工行

動，所以爭議行為雖然也是處理調整事項勞資爭議的方式，但是必須在調

解不成立後才能運用；而且工會在調解失敗後不能直接宣告罷工，而須先

經會員罷工投票通過，這樣的法令規定讓工會必須進行大量宣傳與動員，

激發工會會員前來參見與罷工投票，並且取得半數會員的同意，才能宣告

罷工13，不可不慎。 

 

三、勞資爭議調解案例 

    資方（某公司）連續 3 個月未發放員工某甲（勞方）的薪資，甲遂到勞工主

管機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案經勞工主管機關通知雙方出席調解會議，某公司

負責人於會議中同意給付甲的薪資，調解會因而作成調解成立的會議紀錄。 

    詎料資方會後未依約定給付所欠薪資，則勞方得執該調解會議紀錄向法院

聲請裁定強制執行，據以執行資方的責任財產，並暫免繳裁判費及執行費；再

者，勞工局得命令資方限期給付，資方若逾期仍未給付，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並

得對資方裁處罰鍰；另外，勞資雙方因無法透過調解取得共識，勞方如需對資

方提起訴訟，其可向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或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訴訟補助，以利

爭取勞工自身權益。 

 

四、勞資爭議仲裁案例（勞動部第 1 號強制仲裁案例） 

（一）案由簡介 

    本案爭議之背景牽涉到勞動基準法第 29 條與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間之適

                                                        
13 參見閱，邱羽凡，＜勞資爭議處理案例解析－以普來利 Homebox 罷工案為例＞，引自：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base/10001/door/，登錄時間：09/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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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係；勞基法第 29 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

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

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本條固然課雇主義務必須給予勞工年終獎金或分配紅

利，但是因沒有罰則適用，因此，一般認為勞基法第 29 條僅為宣示性條款，

沒有實質作用。 

    但司法實務上，法院判決有認為勞基法為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勞工若是

依勞基法第 29 條規定向雇主請求時，雇主仍有給付紅利或年終獎金之義務；本

為認為法院如此判決，甚為合理，畢竟有無罰則，只是國家公權力管制介入與

否，並不因沒有罰則就影響到私法關係形成之效力，不過雇主有無義務必須在

勞工請求時給予紅利或獎金，仍取決於「如有盈餘」，而是否有盈餘仍必須由主

張權利之勞工負舉證責任。  

    政府為了提高勞工報酬所得機會，修正了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條文：  

1、 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2、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於章程訂明分派員工酬勞

之定額或比率外，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3、 前二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2/3 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章程得訂明前項發給股票

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4、 本條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規定，係課予雇主在「稅前」就必須提撥一定比率盈

餘給勞工作為年終獎金或紅利；換言之，政府犧牲了稅收，來要求雇主必須給

予勞工增加所得；不過，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29 條之提撥比率，與公司法修

正後的比率不可同日語；假設稅後是提撥 5%，則稅前也是 5%的話，對勞工而

言固然是好事，但雇主幾乎不太可能給予勞工稅前與稅後同一比率；本案即稅

後適用勞基法第 29 條規定時，勞資雙方約定以盈餘之 5％作為勞方獎金與紅利；

不過為了因應公司法修正，公司董事會於股東大會中修改章程，逕行規定依稅

前的 2%至 4%，由董事會決定；依據精算數據顯現，稅後 5%相當於稅前 3.7%，

因此資方若給予勞工稅前 4%，自然比以前稅後 5%還多，問題是究竟是稅前多

少百分比，一概由董事會決定，工會自然擔心最後決定會對勞方權益有所影響；

因此工會就積極針對提撥比率要求與資方協商，但為資方所拒絕；雖然資方決

定以稅前的 4%給予勞方，但勞方無法接受未來之不確定性；因此勞資雙方為此

產生爭議。  

（二）爭議點 

1、 雙方爭議是權利事項勞資爭議，或調整事項勞資爭議？ 

    仲裁階段，資方律師主張本案係屬權利爭議事項，當事人一方不得申請交

付仲裁；然本案係勞動條件一方要求變更，他方要求維持的爭議事項，因此依

法屬於調整事項之爭議，應無疑義，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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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爭議當事人之一方屬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3 項事業調整事項之勞資爭

議，而雙方未能約定必要服務條款者，任一方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

況且勞方申請交付仲裁當時，資方也表同意並無反對意見，自不得再於仲裁程

序進行後，復主張異議。 

2、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項第 2 款，所謂「雙方未能約定必要服務條款」者，

究竟係指何意？  

    資方經營之事業，係屬於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 條第 3 項雙方必須約定必要

服務條款始能罷工之事業，惟勞資雙方任何一方自始至終並未向他方提起約定

必要服務條款之團體協商；因此仲裁開始後，資方主張因為勞資雙方根本未提

約定必要服務條款之團體協商，自不當屬於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雙方

未能約定必要服務條款」。 

    資方認為未能約定應該係指有嘗試協商約定，而協商不成以致未能約定之

狀態；然同法第 25 條所謂雙方未能約定，是否僅限於有協商而未能合意約定，

還是只要申請交付仲裁時，雙方處於沒有約定之狀態即已足？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一方申請交付仲裁時，只要是雙方未能約定出來必要服務條款即已該當，不

論雙方是否有進行協商之過程為必要，仲裁委員亦持相同見解。  

（三）結語 

    仲裁原本必須勞資雙方合意後，才能進入仲裁程序，最主要是顧慮到勞資 

雙方的訴訟權利；但如涉及民眾生活公益之事業，在一定條件下允許當事人一 

方經過申請進入仲裁程序，此為世界各國性質上共通之法律規範；不過畢竟此

種當事人一方申請交付仲裁，對他方權益影響很大，因此雙方當事人（特別是

資方）一定會聘請律師代理仲裁程序的進行；而資方聘有律師時，勞方也勢必

要聘請律師或訴訟代理人；如此一來，又相當於法院所進行之審判程序，對經

濟力相對弱勢的勞方，勢必是一個經濟壓力；既然是勞資雙方皆有律師之仲裁

程序，仲裁委員在程序實體的進行中，必須謹守法律規範，否則動輒疏於注意

下，就有可能遭遇撤仲的結果，不可不慎14。 

 

五、勞資爭議裁決案例（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106 年勞裁字第 43 號）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本會)

於民國(以下均同）107 年 1 月 5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 1 月 12 日作成裁決決定

如下：  

主文  

本件不受理。  

理由  

1、 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06 年 2 月 9 日調動申請人進行作業員工作至今之

行為，以及相對人連續以擅離職守為由持續打壓，分別於 106 年 4 月 20 日

                                                        
14 邱駿彥，＜勞資爭議-仲裁案例探討＞，引自：https://www.mol.gov.tw/media/3810635/，登錄時

間：09/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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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請人遭記申誡 2 支之行為，於 106 年 5 月 18 日公告申請人遭記小

過 1 支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  

2、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6 項規定：「裁決當事人就同一爭議事件達成

和解或經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成立者，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亦規定：「裁決之申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二、有本法第 44 條第 6

項所規定之情事」。查本件申請人主張本件裁決之原因事實，即相對人於

106 年 2 月 9 日調動申請人進行作業員工作之事實，以及分別於 106 年 4

月 20 日公告申請人記申誡 2 支、於 106 年 5 月 18 日公告申請人記小過 1

支之事實，惟該爭議經本會於 107 年 1 月 5 日召開詢問會議時，雙方皆對

本會表示已於會外達成共識和解成立，此有本會 107 年 1 月 5 日詢問會議

紀錄足憑。則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6 項、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

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本件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3、 據上論結，應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6 項規定、第 46 條第 1 項、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決如主文。15 
 

第六節 結語 

    依勞爭法規定，凡屬「權利事項」之爭議者，得經由勞工主管機關組成之調

解委員會等進行調解，或經由法院訴訟程序解決；反之，如屬於「調整事項」之

爭議者，當事人於調解不成立後，得經雙方共同申請，將爭議事件交付勞資爭

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如果是情節重大之勞資爭議，主管機關也可以依職權交付

仲裁；也就是說，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當事人如不能於調解時達成合意，只能

另循民事訴訟解決；但當事人也可不經申請調解，直接向法院提請民事訴訟；

如果是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當事人只能請求勞資爭議仲裁；其

實，勞爭法之調解…等解決勞資爭議的方法，最大的好處，應在於當事人一方

若不依前述內容履行義務時，另一方當事人得向法院申請裁定強制執行外，此

與一般民事訴訟案件審理程序相較而言，勞爭法的處理勞資爭議的方式相對較

為節省時間成本，因之，藉由勞爭法規定的程序解決勞資紛爭，可能是勞資雙

方理性創造雙贏的最好選擇之一。 

   筆者認為，美國哈佛大學企管系教授 Daniel Quinn Mills 在其所著《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一書中，認為和諧的勞資關係，應具備以下特質，頗值得

我們借鏡：  

1、 存在著實質的工業和平，也就是沒有停工、罷工及關廠等爭議行為。  

2、 勞資雙方都能接受他方的需求，並以此作為運作的制度，也就是公司不企

圖摧毀工會，而工會也顧及公司的利潤。  

                                                        
15 參見閱，引自：file:///C:/Users/ChunglinLu/Downloads/106-43.pdf，登錄時間：09/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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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和工會都確認它們的關係是平等的，亦即勞資之間和平相處、公平對

待。 

4、 勞資雙方不以其他消費大眾、一般人民或機構作為犧牲品，也就是勞資關

係的淨效果無害於無辜的第三者。 

    其實以當前我國勞資爭議實務狀況而言，絕大部分均是以「權利事項」為

主，畢竟要以爭取加薪或增加福利等「調整事項」為標的，而聲請勞資爭議調解

或其他方式者，依勞爭法第 7 條規定必須為「工會」，或有相同主張的 10 人以

上勞工（未滿 10 人的公司則要 2/3），在臺灣除了工會組織率較低外，實際上也

很難團結員工於在職期間，透過勞工主管機關提出訴求；無論是何種類型的調

解，重點在於要釐清訴求標的，方能有助於第三者以勞動相關法令的觀點來協

調，進而有效地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訴求為何，具體地解決勞資爭議；我們也不

鼓勵勞工用惡意的方式向雇主爭取權益，而對於雇主而言，最能避免勞資爭議

的方式，就是要依法給予勞工良好的勞動條件，並且讓其透明化以降低不必要

的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