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壹、勞動法運用、問題與發展趨勢 

一、 勞動法運用 

（一）  一部勞動基準法可以適用於所有的行業嗎？ 

全國九百多萬名受僱勞工，是國家往前發展的動力，勞工勞動權益與勞動

條件的保障，自然也是政府應該重視的課題。自民國 73 年開始，政府陸續制定

了很多勞動相關法規，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勞動基準法，是規範勞動條件最低基

準的法律，除此之外尚有規範性別平等事項的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就業服務

的就業服務法、規範職場安全衛生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勞工退休事項的勞

工退休金條例、規範勞工保險的勞工保險條例等等不一而足。雖然受僱勞工原

則上都有勞動基準法適用，但終究不是一部勞動基準法即可解決所有的勞資問

題。畢竟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特殊性，企業規模也有大小不一，因此有人認為

一部勞動基準法難以適用所有的行業。但這樣的想法正確嗎？ 

既然勞動基準法所規範的是勞動條件最低基準，是為了讓臺灣所有勞工在

提供勞務以賺取生活資金來源時，能有最起碼的尊嚴與對價。如果勞動基準法

所定勞動條件最低基準隨著行業特性或企業規模大小而有不一樣時，那就顯示

因為行業不同或企業規模大小不一即可有差別待遇，這是極為不當的想法。均

等待遇原則是勞動法規範的核心價值，所有勞工從事勞動時，都應該受有最低

勞動條件的保障，因此不管從事何種行業、或在何種企業規模提供勞務，每一

個人都應該受有勞動基準法最低勞動條件的保障才對。 

但是臺灣社會裡仍然存在著一個大問題，就是太多人以為只要依照勞基法

來做就沒有錯。有時在捷運或餐廳裡常聽到一群人聊天時，會彼此問到「你家

公司有沒有依照勞基法在做？」的關心話題，其實這是令人很扼腕的對話。臺

灣自實施勞動基準法以來已經約四十年，如果大家只關心企業內有沒有依照勞

基法在做，那就表示臺灣大部分勞工的勞動條件都只停留在勞動條件的最低基

準上而已。事實上，勞工勞動條件應該努力透過勞資雙方協商談判，不斷提升

適合企業所屬行業特性與企業規模大小的勞動條件，而不是只停留在依照勞動

基準法的最低勞動條件為滿足才對。 

（二） 以集體勞動力量來補足勞動基準法的不足 

既然勞動基準法所規定者是勞動條件最低基準，因此勞資雙方都必須努力

提升勞動條件來創造勞工更好的生活環境。而個別勞工與雇主之間存在著經濟

力懸殊的事實，讓勞雇雙方鮮有機會能立足於平等立場協商勞動契約內容。世

界各國都普遍承認的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等勞動三權，就是讓勞工們

能集合群體力量與雇主立於平等地位協商勞動條件的機制。因此為了能夠提升

更好的勞動條件，勞工必須透過團結組織，由工會代表勞工與雇主協商勞動條

件，所謂眾志成城團結就是力量，唯有勞工團結起來才能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 

惟光有勞工團結組成工會的團結權尚屬不足，組成工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

要代表勞工與雇主進行對等協商，因此讓工會擁有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的團體

協商權，可說是勞動三權中最核心的權利亦不為過。西方有一句話「沒有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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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約就沒有工會存在的意義，沒有工會就沒有工作權益的保障」，意思就是說

組成工會最主要目的就是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然後定成團體協約，以利勞資

雙方遵守，確保勞工權益。因此如果工會無法透過團體協商與雇主定成團體協

約，則工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一但沒有了工會組織，勞工的工作權益就得不

到工會的保護了。為了讓勞工團結組織的團體協商權得到落實，也必須有爭議

權作為後盾。但爭議權的行使並非必然要進行，只有在團體協商觸礁完全沒有

進展，萬不得已勞方才能祭出爭議權。畢竟一但進行爭議行為，勞資雙方或多

或少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必須謹慎為之。 

總而言之，臺灣勞資雙方不能僅守住勞動基準法的最低勞動條件，雇主必

須視企業發展獲利程度，適時提高勞工勞動條件。如果資方沒有主動提升勞動

條件水準，勞方亦可透過團結權組成工會，與雇主進行合理的團體協商進而定

成團體協約，以確保勞資雙方和諧及維護勞動權益。 

 

二、 近年來勞動法的重要修正 
隨著時代進步、資訊自由流通，勞方越來越瞭解自身權益的保障，而企業

經營模式也在全球化競爭中不斷的變革，例如透過併購、分割手段集中資源擴

展經營規模，或改變勞務運用方式以求人力資源彈性化。同時政府的勞動政策

也必須配合國際社會做必要的調整，以利國家在總體經濟、外交等事務上的發

展。因此三、四十年前所訂定的勞動法各法規也就有必要修法、或調整。 

（一） 勞動基準法 

1. 一例一休制度 

勞動基準法自 73 年制定施行後，陸陸續續幾乎每年都有修正。但近年來最

大的修正、影響勞雇雙方權益最深遠的，可說是 105 年開始的工作時間修正。 

過去臺灣勞工的年總工時幾近 2,200 餘小時，在全世界可說是名列前茅的高

工時國家。勞工提供勞務的高工時狀態，不只對勞工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高工時導致勞工疏於對家庭的照顧，也容易引起次世代的社會治安問題。再者，

由於臺灣是海島型經濟國家，本身沒有多少天然資源可資運用，經濟的命脈在

於對外貿易。但高工時也很容易引發其他國家對臺灣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反感，

如果臺灣工時狀況不再對應去縮減，難免遲早有一天會遭受到其他國家在關稅

貿易上的制裁，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不可謂不重。也因此近年來勞動基準法的工

時規範修正，是政府不得已、也是必然的工作。 

104 年首先著手修正週法定工時，將過去每二週 84 小時縮減為 40 小時工

時。亦即雇主僱用勞工工作，每週原則上不得使勞工工作超過 40 小時。週法定

工時的縮短，對雇主影響不可謂不大，但縮短週法定工時的措施並未引起勞雇

雙方的很大反彈。主要理由是縮短週法定工時在 104 年 6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後，

一直到翌年元旦才開始正式施行，給了雇主足夠的緩衝時間予以因應。 

105 年元旦縮短週法定工時為 40 小時後，勞工每年國定假日仍為 19 天，而

同為週法定工時 40 小時的公教人員只有 11 天，為避免落差太大產生不公平結

果，政府遂把勞工國定假日也減為 11 天，不過因為勞工五一勞動節必須放假，



3 
 

因此勞工全年國定假日變成 12 天。但減少 7 天國定假日引起了勞工團體不滿，

上街頭抗議，此為砍 7 天國假事件的由來。由於縮減勞工 7 天國定假日事件沒

有事先取得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共識，因此導致立法院主張修正勞基法第 38 條調

整特別休假日數，多少補給勞工若干國定假日的損失。 

縮短週法定工時順利完成後，接下來就是要縮短年總工時。任何一個國家

要縮短年總工時，第一步就是要從週休一日走向週休二日，因此政府從 105 年

開始著手週休二日的大修正。鑑於從週休一日跨到週休二日，對於企業經營影

響重大，因此並未直接採取二例的做法（即雇主每週必須給予勞工二個例假），

而是採取一例一休的穩健措施。所謂一例一休，亦即雇主每週要給勞工二日的

休息，一日爲星期例假，另一日為休息日，例假原則上不可讓勞工加班，但休

息日在一定條件下雇主仍可讓勞工加班。原本政策上是要讓臺灣勞工享有週休

二日，因此即使過渡階段的一例一休，也要有確保雇主不至於濫用休息日使勞

工加班的機制。亦即，對於一例一休附加二個管控措施，一是做少給多，二是

高額的加班費。前者，雇主使勞工在休息日加班四小時以內者，一律要給四個

小時的加班費，超過四個小時以上者，一律要給八個小時加班費。後者，休息

日加班費是所有加班種類中的最高額，藉著這二個機制管制雇主不會濫用休息

日讓勞工加班，勞工才有機會得到真正的週休二日。不料，在 107 年一例一休

第二次修法中，卻把這二個機制破壞掉了。原本休息日加班的做少給多機制廢

止，改成目前的核實計算；雇主讓勞工於休息日加班幾小時，只要給幾小時的

加班費即可。另外，雖然休息日加班費最貴，但勞基法中卻新增了第 32 條之 1

導入加班費換補休，從此雇主讓勞工於休息日加班，只要勞雇雙方合意，雇主

即可不用發給高額的加班費，以 1 比 1 加班換補休比率給予加班的勞工補休即

可。 

縮短工時一系列的修法中，除了一例一休的相關配套規定有大修正外，特

別休假制度也做了很重要的修正。 

2. 特別休假制度 

勞基法中的特別休假制度，是為了使勞工在固定的週休日、國定假日外，

在一整年辛勤工作中能有一段較長時間的休息所設計。因此制度的重點在於如

何使勞工在感到有休息必要時能取得特別休假。惟我國特別休假制度在 106 年

修法前，勞工取得特別休假是採取請求權說，亦即勞工想休特別休假時，必須

先與雇主協商，若協商不成時，勞工並無逕行休假的權利。這個舊制度的規定，

對勞工取得特別休假而言幾乎是看得到但不一定吃得到。106 年修法中，將特別

休假的取得做了很大的改進，從過去的請求權說，修正成形成權說。現行法第

38 條第 2 項明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從此，勞工休特別休假不

必再看雇主臉色，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自己感到需要時即可提出申請，原則上

雇主不得拒絕。 

雖然勞基法中並未明確規定雇主得否要求勞工想休特別休假時，必須於若

干時日前提出，但有鑒於如果勞工臨時休特別休假有可能給雇主帶來人力安排

上的困擾，因此不論行政解釋或司法實務判決原則上肯定雇主可以要求勞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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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時日前提出特別休假的排定。由於各行各業有其工作上的特性，例如航空

業的機師與空服員班表必須提前一兩個月排定，因此航空業勞工的特別休假排

定，自可容許雇主要求較長時間前排定。惟雇主要做如此要求，必須事先與勞

工協商，在雙方合意下雇主始能在合理期限前要求。如果雇主未經勞雇雙方合

意而逕行要求勞工必須在若干時日前排定，基於第 38 條第 2 項已經賦予勞工排

定權，雇主未在勞工提出特別休假排定時給予勞工特休，雇主仍有違法嫌疑。

再者，即使勞雇雙方合意（例如勞工必須在 3 日前提出）特休的排定，惟勞工

竟未遵守而在特休前一日始提出排定，雇主亦不得逕行不給勞工特休。雇主除

非有第 38 條第 2 項但書「急迫需求」事由，否則仍應依法給與勞工特別休假，

當然雇主也可以勞工未遵守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予以合理的處罰。 

儘管現行法賦予勞工特別休假期日排定權，但也不盡然雇主一定要在勞工

排定的期日給與特別休假。畢竟勞基法的目的除了保障勞工權益以外，也在於

加強勞雇關係維持勞資和諧，以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因此第 38 條第 2 項但書

明定「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得與他方協商調整」。不過雇主如果

要與勞工協商調整特別休假期日，必須符合兩個要件，亦即第一、必須有與勞

工協商調整的事實，第二、必須符合具有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至於與勞工

協商調整的事實，法院實務上認為倒也不必到協商合意的程度，只要雇主有協

商調整的意思表示，且有急迫需求的事實，即使勞工不同意雇主的協商調整，

雇主亦有權調整勞工的特別休假期日。 

有關特別休假另一個修正就是勞工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得在勞雇雙方合意下

遞延一年。106 年修法時在第 38 條第 4 項明定，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雇主

必須針對勞工應休未休特別休假按日數折算工資；但 107 年修法時增加得遞延

一年的規定。經勞雇雙方合意遞延的特別休假日數，在遞延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時，雇主也必須折算工資給予勞工，只是折算工資必須以該特別休假產生年

度的工資計算，而非以遞延一年的年度的工資計算。 

3. 刪除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 

原本為了防免雇主任意使女性勞工夜間工作，危及女性勞工身心健康，勞

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明定除非雇主經工會同意，事業單位無工會時經勞資會議同

意，且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及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宿舍以外，原則上不

得使女性勞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從事夜間工作。但對於男性勞工並無同樣

的限制。 

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807 號解釋認為原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違反兩性平

等原則，且不應以工會同意或勞資會議同意剝奪女性勞工夜間工作的權利，因

此同條第 1 項自 110 年 8 月 20 日該號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 

勞動部擬修正第 49 條內容，修正概要略以雇主於女性勞工妊娠期間仍然不

得使其夜間工作外，女性勞工產後六個月至二年內之哺乳期間如得到專科醫師

許可者，則可從事夜間工作。換言之，原則上女性勞工與男性勞工一樣原則上

皆可從事夜間工作。但雇主使勞工從事夜間工作時，除了必須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法保護勞工之相關規定外，至少必須給予勞工交通工具、交通費、或安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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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且雇主實施前必須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的勞工代表。工會或勞資會議勞

方代表針對該項通知擬與雇主協商時，雇主不得拒絕。 

勞基法第 49 條的修正，可以說使兩性的工作平權又往前踏進一大步。 

（二） 勞動事件法 

我國勞資爭議發生後，向來依據勞資關係處理法所定程序處理。如果是權

利事項爭議，則依調解、仲裁或裁決程序處理，無法圓滿解決時尚可至法院提

起訴訟。如果是調整事項爭議，則只能依調解與仲裁程序處理，不能到法院提

起訴訟。有關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因為勞資爭議屬於私人間之紛爭，故訴訟

程序一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然而民事訴訟法主要係以解決民事上紛爭所定的

程序，其規範基礎是假設人與人都是平等立場出發。眾所周知，勞雇雙方在經

濟力上存在著不平衡的特性，如果勞資爭議皆以民事訴訟法所定程序進行，可

能造成更不平衡的後果。因此世界各國多有制定勞資爭議訴訟處理程序的專

法，我國亦不例外，立法院於 107 年通過勞動事件法，並於 109 年元旦開始實

施。而後所有勞資爭議訴訟處理，法院必須依照勞動事件法所定程序進行，勞

動事件法未規定者，才依民事訴訟法處理。 

勞動事件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於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原則來處

理勞資爭議。依照勞動事件法規定，勞資雙方發生爭議後，任一方皆可逕向法

院聲請調解程序；如果未經聲請調解程序而逕向法院提起訴訟者，法院也必須

先經專業法庭的調解委員會試行調解。在三個月內以最多三次調解程序仍未能

解決紛爭者，始能進入審判程序。由於專業法庭的調解委員會由法官本人指揮，

對於爭議事實始末已有相當程度瞭解，因此進入審判程序後原則上只能開庭一

次就必須做出判決，用以符合專業、妥適、迅速、確實之立法目的。 

即使我國已有勞動事件法，但勞資爭議發生後，任何一方仍可依據勞資爭

議處理法規定向行政機關提起調解申請，或經雙方合意後向行政機關提起仲裁

申請。換言之，並不因為勞動事件法設有法院調解機制而取代勞資爭議處理機

制。 

由於勞動事件法於 109 年才開始施行，實施成效如何，可能必須實施若干

年以後再來檢討修正。不過，此法誕生可說是我國對於勞工權益保障進一步落

實，讓勞資雙方得以有機會在立足點平等上進行訴訟，可說是符合國際水準的

進步法律之一。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我國職業災害救濟制度過去以來一直採取雙軌制，其一是雇主的職災補償

責任，為無過失責任，明定在勞基法第 59 條以下，雇主負有醫療補償、工資補

償、失能補償、以及死亡補償等責任。另一則是勞工保險條例所定的職業災害

保險給付。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如果是雇主有過失所導致，則雇主要依民法侵

權行為負起損害賠償責任；雇主如果無過失，依勞基法第 59 條規定，雇主也無

條件要負起職災補償責任。但勞工保險制度中的職災補償保險費是由雇主全額

負擔，一旦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以後，雇主幾乎都會幫勞工申請勞保中的職災保

險給付。職災保險給付如果未能全部涵蓋職災醫療補償或工資補償，剩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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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必須由雇主後續承擔。不過，不論是勞基法中的職災補償或勞保中的職災保

險給付，皆是採取無過失責任，因此雇主補償責任或保險給付都有法律所定的

定額為限。例如勞工職災醫療經過兩年仍未痊癒，也非屬於失能或死亡，則雇

主一次給予 40 個月原領工資後，即可免除後續的工資補償責任，但醫療費用的

補償責任則仍必須持續負擔。 

勞工保險制度可說是一種社會保險，惟我國原本將職災保險依附在勞工保

險制度內。勞工保險制度為期社會各階層勞工的公平，不致因投保薪資的差異

過據，導致老年（年金）給付出現貧富懸殊，因此勞保的投保薪資額設有最高

投保薪資額的天花板限制。不過職災保險給付因受限於最高投保薪資額的限

制，因此職災保險給付就出現了無法做到真正社會保險的精神。加上原來職災

保險受限於勞保綜合保險體系，也無法調整加保及給付規定以適時因應勞工需

求，以致勞保的職災保險給付與勞基法的雇主職災補償責任有差距，無法完整

協助雇主減輕職災補償責任。再者，受限經費人力，職災勞工的勞動力重建措

施也無法讓更多勞工受惠，且我國多數中小企業資源有限，缺乏雇主參與重建

措施的誘因。基於上述種種缺點存在許久，有必要將職災保險制度做一個全面

性的修法。 

世界上先進國家為了周延照顧職災勞工，幾乎都設有單獨的職災保險法。

我國為了進一步保障職災勞工及家屬的生活，也為了能夠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

受災勞工的職能重建，促進整體社會安全，因此於 110 年 4 月制定了「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預計今年（111 年）5 月 1 日開始正式施行。本法規範

涵蓋有四大主軸：(1)擴大納保對象，讓職災給付更有保證。(2)提升給付額度，

讓受災勞工及其家屬生活更得到保護。(3)貫徹低廉保費，增加保障範圍。(4)整

合職災預防與勞動力重建。以下簡述本法的具體規範。 

1. 擴大納保範圍 

過去職災保險因為依附在勞保體系，而勞保條例規定僱用勞工四人以下的

企業雇主，並無法定義務要替勞工強制加保，以致迄今仍有為數不少的勞工無

法得到職災保險的保障。新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中明文要求事業單位不論勞

工人數，一律強制由雇主幫勞工加保。換言之，新的制度保障只要是勞工而有

提供勞務者，皆可受到職災保險的保障。 

至於參加職業工會的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勞工，也依循往例由工會加

保。另外，新增了加保的管道，亦即受僱於自然人或有實際從事工作的勞動者，

皆可由雇主或勞動者本人透過簡易程序自行加保。 

2. 全面提升給付保障 

過去職災保險依附於勞保制度下，投保先資額下限為 11,000 元，上限天花

板為 45,800 元，新的職災保險制度投保薪資下限為基本工資，上限提升至 72,800

元。舊制度的傷病給付，第一年按投保薪資額 70%發給，第二年按投保薪資 50

％發給。但新職災保險制度的傷病給付，前二個月按投保薪資額 100%發給，之

後則仍有投保薪資額的 70%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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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失能年金以年資計算，基本保障為 4,000 元。新制度失能年金則改依

失能程度，按投保薪資的 70%、50%、20%發給。 

舊制度的遺屬年金也是以年資計算，基本保障為 3,000 元。新制度如勞工在

加保期間死亡者，遺屬年金按投保薪資 50%發給，即使不符年金條件者，亦可

請領一次金。 

3. 擴大津貼補助 

有幾個具體措施： 

(1) 於職災傷病住院期間或因此失能而生活無法自理，可以申請照護補

助。有輔具需求者，亦可申請器具補助。 

(2) 勞工退保後確診職業病，可申請醫療補助、失能或死亡津貼。 

(3) 未加保的勞工，萬一發生職災，也有照護、失能或死亡補助。 

4. 落實職災預防，強化災後重建 

(1) 新法中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挹注經費，辦理職災預防，協助

雇主善盡職場安全責任。 

(2) 提供預防職業病健診及追蹤健檢，及早發現職業病。 

(3) 完善重建措施，讓受災勞工儘快重返職場。具體作法包含提供醫療復

健到職業重建的完整服務。且強化個管服務機制，提供個別化服務。

並提供職能復健服務，發給最長 180 日的津貼。 

(4) 新的職災保險制度中，明定保險效力從到職日起算，即使雇主漏未幫

勞工加保，勞工發生職災一樣有給付保障，比較能讓勞工無後顧之

憂。雇主如果應加保而未幫勞工加保者，必須受到 2-10 萬元的罰鍰

外，勞保局也可以對雇主追繳勞工所領取的給付金額。 

 

三、 我國未來勞動法制的發展趨勢 
（一） 勞動法制概由個別勞動保護至集體勞動保護 

世界各國發展勞動法制，幾乎都是由個別勞動保護開始，再逐漸發展到集

體勞動保護。特別是工作時間與工資保障、女性勞工特別保護規定，都是各國

著重的課題。工作時間長短牽涉勞工身心健康，甚至影響到國家整體勞動力與

戰力，因此不管每日工時、每週工時、例假、國定假日、特別休假、乃至休息

時間等等，都與勞工健康息息相關。由先進國家的勞動法制發展歷程來看，工

時縮短是各國致力的勞動法議題。此由原本週休一日，逐漸進步到週休二日，

甚至有些歐洲國家開始試行週休三日的制度可見一班。週法定工時也隨著歷史

腳步逐漸縮短，從以前的每週 48 小時，進步到每週 40 小時，目前先進國家也

有縮短至 38 小時或 36 小時者，可見隨著科技不斷革新，機器化、自動化的產

業升級，勞工的工作密度也隨之升高，工作時間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基本工資的保障也是使整體國家社會往前發展的動力，勞工從事勞動無非

就是要得到生活資金的來源過日子，因此使勞工能有一定水準的工資保障，也

是使國家整體朝向社會安全的方向邁進。至於女性勞工的特別保護也是世界上

任何國家首要重視的問題。畢竟女性勞工身兼生育哺育的生理機能，在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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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趨勢下，如何在性別平等與女性勞工身心健康的保障之間求取平衡，更

是每一個國家發展勞動法制都不可忽視的課題。 

但勞工與雇主終究是私人與私人間的法律關係，私法自治原則是民主國家

法治的根本原則，國家的法律規範也不適合介入私人間的勞動關係太深。加上

每一個企業規模大小不一，各種行業也有其特性，統一的勞動基準法規範是否

能適應於每一個企業，當然會有疑問。因此藉由勞工的團結組織，自己和雇主

來協商適合自己企業的勞動條件，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於是先進國家開始發

展了集體勞動法的規範，使勞工團結組織（工會）能與雇主在一個公平的機制

上決定自己的勞動條件。如此一來，集體的勞動法規範就有取代個別勞動法規

範的趨勢。 

（二） 臺灣目前依然要重視個別勞動法制的發展 

究竟要以個別勞動關係法為重，或者可以跳過個別勞動關係法而直接致力

於發展集體勞動關係法，可能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不同的考量。前已述及先進國

家大致上都是從個別勞動關係法開始發展對於勞工的保障，然後才走向集體勞

動關係法的步驟，但這些先進國家幾乎個別勞動關係法都已經落實到相當的程

度。換言之，對於勞工的勞動條件保障已經到了一定階段後，致力於集體勞動

關係法的發展，才是正道。畢竟集體勞動關係法必須仰賴成熟的工會發展，如

果個別勞工勞動條件還未達到一定程度，勞工自己還要為了工資、工時等基本

勞動條件犯愁時，很難有餘力團結組織起來與雇主協商談判勞動條件。勉強為

之，可能造成勞工基本勞動條件失去保障，也有可能因起社會的動盪。 

我國集體勞動力量的發展可說是還在萌芽階段，勞動團結組織力量的程度

並不利於與雇主在平等地位協商。全國企業約有 140 萬家，但工會組織家數僅

有 5 千多家，同一企業員工所組成的企業工會也不過 9 百多家，以這樣的團結

組織成果，如果要跳過個別勞動法的保障而致力於集體勞動法的發展，很有可

能會使絕大多數勞工面臨個別勞動保障的不足。 

雖然我國目前 5 千多家工會中，大概有 4 千多家屬於職業工會，職業工會

是同一縣市裡同一行職業勞工們所組成的工會團體。依據歐美各國經驗，原本

工會組織中屬於橫向聯繫的職業工會力量，是冠於其他型態的工會組織。但觀

察我國工會發展歷史，大多數職業工會在臺灣並無法扮演真正維護勞工權益的

功能，不論職業工會代表勞工們與雇主協商的比率非常有限，職業工會與雇主

們締結有團體協約的成果者更是鳳毛麟角。臺灣工會的主軸仍在於企業別工

會，但企業別工會如前所述，團結組織家數極為有限，真正有力量與雇主協商

談判勞動條件者也為數不多。再加上我國目前集體勞動關係法還有許多並不真

正有利於工會的發展，因此我國集體勞動力量要達到歐美程度，真正有力量足

以跟雇主匹敵，恐怕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依據我國憲法，集體勞動權的保障雖然也被承認，但勞動三權中遺留下來

的權利保障仍有不少問題待解決。例如團結權保障來說，企業工會的單一工會

制度、職業工會的組織區域限於同一縣市等工會組織的限制，是否能營造出有

利於勞工團結權發展，不能不說是值得關心與探討的議題。又以爭議權行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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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國勞工要採取罷工的限制，在勞資爭議處理法中有種種的限制規定，換

言之，我國工會要成功行使爭議權，並不容易。當然並非工會組成之後就一定

要跟雇主行使罷工權利，罷工等爭議權行使只能是備而不用的武器，非得團體

協商觸礁，用盡各種協商談判方式也無法取得公平的由勞資雙方討論勞動條件

時，最後不得已才能走向罷工。但如果罷工的程序極其不易，現實上也難說不

是給工會團體協商權利行使的障礙。 

總之以臺灣目前集體勞動法的規範現狀，要讓大多數勞工們組成工會，走

向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勞動條件之路，對於勞工基本勞動條件的保障，絕對不是

一件明智之舉。更何況如果採取揠苗助長的方式，由國家大幅度鼓勵勞工們組

成工會來談判協商自己的勞動條件，對於勞資雙方的衡平發展是否最為有利，

也是必須擔心的議題。但這並不表示臺灣不需要集體勞動關係法的發展，而是

在臺灣勞工團結組織力量還未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仍然必須透過個別勞動關

係法的規範，例如在勞動基準法的勞動條件基本保障、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兩性

平權、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勞工工作安全保障、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的職

災事前防範與周詳的事後救濟制度、勞動事件法的勞工訴訟扶助等予以保障勞

工。 

臺灣勞動法的未來發展趨勢，仍然必須一方面在個別勞動關係法的落實上

澈底保障個別勞工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順勢利導的發展集體勞動力量，最終

讓勞資雙方有一個公平的平台來決定自己的勞動條件，如此對臺灣勞資雙方的

健全發展，才有機會打到真正的勞資和諧。 

（三） 勞工要提升自我保護，以強化團結組織為要 

畢竟以共通的勞動條件保障法律規範，要來適用於不分行職業特性、不論

規模大小的企業，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因此例如勞動基準法只能是勞動條件

的最低基準，而無法制定臺灣勞工們適用的勞動條件標準。但很遺憾的是臺灣

勞資雙方乃至社會各界，常會誤以為勞動基準法所定條件是給臺灣勞工的標準

條件，以致於招募廣告上常見有「本公司一切依照勞動基準法」等宣傳廣告。

蓋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本來就是雇主的基本義務，勞動基準法規定只是「最低」

勞動條件，如果大家都以遵守勞動基準法規定為滿足，也就難怪臺灣的勞動條

件一直徘徊在最低基準而無法進步。 

日本勞動基準法明文規定，勞雇雙方要努力提升本法所定勞動條件，這才

是企業界適用勞動基準法應有的正確態度。我國勞雇雙方也應該體現這樣的認

知，不應該僅以遵守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條件為滿足，雇主應該主動提升勞基法

的勞動條件，或透過團體協商方式來提升勞動條件，甚至政府在選拔優良企業

時，也該斟酌企業內究竟有多少勞動條件是優於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放眼我國未來勞動法的發展趨勢，筆者認為最終仍應走向集體勞動關係法

的發展，換言之，最終仍應由勞資雙方在對等的平台機制上，由勞資雙方透過

團體協商等機制來討論適應於自己企業規模的勞動條件。不過要能夠走到這一

步，除了個別勞動關係法的發展已經到了成熟保障的條件外，最重要者是勞工

自己本身要有團結組織的權利意識，勞工自己也要體認終究不能只靠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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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來保障勞動條件。俗語說，權利是自己掙來的，誰也拿不走；權利是靠別

人給予的，總有一天會被拿走。唯有勞工們團結組織，自動自發組成工會，在

法律規範下正當的行使勞動三權（團結權、團體協商權、爭議權），才有長久

的機會讓自己的勞動條件隨著企業發展一天比一天進步。而同時雇主也必須體

認，由勞資雙方和平地透過協商機制來決定勞動條件，才有機會確保真正的勞

資和諧。而國家應該做的就是，在勞資雙方有意透過公平機制協商自己的勞動

條件時，應該要確保、整頓集體勞動關係法的發展，營造一個有利於勞資雙方

私法自治的環境。而臺灣社會整體更要認識未來臺灣勞資關係發展的重要性，

唯有勞資關係和諧穩定，才有健全安定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才能確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