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當勞動行為法理之研究 

 

 

侯岳宏 著 
 

 
 
 
 
 
 
 
 
 
 
 
 
 

元 照 出 版 公 司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39



 

 

序 言 

我國於2008年起陸續新修正的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

處理法與工會法等攸關集體勞資關係的勞動三法，針對工

會的組成、團體交涉與勞資爭議處理制度所產生的問題，

進行大幅度的修法。其中，受到各界矚目的修正之一，在

於參考美國與日本立法例，導入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同制

度自2011年5月1日開始施行，也受理了許多案件。根據勞

動部之統計，2011年度共受理30件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案

件，2012年度共受理72件，2013年度共受理62件，2014年

度共受理53件，2015年度共受理61件，2016年度共受理53

件，2017年度共受理70件，2018年度共受理77件，2019年

度為52件。 

同制度施行至2019年12月，共做出280件裁決決定，運

作上也逐漸上軌道。裁決委員會除了保障勞工的團結權，

透過特別的程序加以救濟外，也在個案中逐漸形成集體勞

資關係的規範。例如，裁決委員會在裁決案件中對於會費

代扣的問題進行解釋，成為目前處理此問題之判斷標準。

從目前運作的狀況來看，可知該制度在台灣集體勞資關係

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愈重要。不過，在處理程序與法規的

解釋運用上，陸續產生爭議與課題，在行政法院訴訟中也

遭遇見解不同之挑戰，甚至也有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直接建

議勞動部全面檢討裁決委員會組織位階定性、裁決決定效

力等，並進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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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本書彙整筆者從裁決制度實施至今，

所發表有關不當勞動行為法理之論文，以作為目前運作與

將來修法之參考。一方面檢討實務目前的運作狀況，另一

方面也介紹日本相關制度與理論的發展。筆者從赴日本留

學以來，一直關心此制度，在研究上主要也以此制度為研

究重心。也在恩師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盛誠吾名譽教授指

導下，深信此制度有助於保障勞工的團結權，解決勞資紛

爭，維持集體勞資關係的正常秩序。相信今後裁決委員會

在台灣集體勞資關係的影響力仍會持續擴大。因此，期待

透過相關檢討，能讓此制度更為完善。惟後學才疏學淺，

本書論述或有不當之處，再請不吝指正，無任感禱。 

本書之完成，首先要感謝父母親、兄長、姊姊、愛妻

等家人長久以來的支持與包容。特別是父母親的身教與言

教，以及給予滿滿的愛，至今仍受用無窮。其次，也感謝

大學時期的師長、臺北大學的同仁、以及台灣勞動法學會

的師長與前輩，多年來的指導。再者，臺北大學法律研究

所施凱勝同學於出版作業階段提供諸多協助，在此並予致

謝。此外，本書之出版也受到元照出版公司之大力協助，

併此致謝。 

 

侯岳宏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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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當勞動行為雇主之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 
第338號判決 

目 次 

壹、本案事實 

貳、爭 點 

參、判決理由 

肆、評 析 

一、本判決之意義 

二、臺灣對於不當勞動行為

雇主之認定 

三、比較法日本對於不

當勞動行為雇主之認定 

伍、檢討代結語 

                                                        
 本文源自：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編，集體勞動法精選判

決評釋，頁45-57，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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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案事實 

X金控（裁決相對人、原告、被上訴人）為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甲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其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的子公司。A工會（裁決申請人）為X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與子公司工會（2003年3月30日成立，2014年5月12日更名）。

A工會於2014年1月17日，函請X金控比照甲商銀提供該銀行企

業工會（下稱「B工會」）之模式，無償提供A工會適當辦公

室使用，惟經X金控於2014年6月6日覆以無法提供。A工會就

此申請不當勞動行為爭議裁決，經Y（勞動部、被告、上訴

人）所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於2014年8月8日作成原裁決

決定，以主文第1項確認X金控拒絕提供辦公室予申請人工會之

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以主

文第2項命X金控限期提供適當之辦公室予A工會辦理會務使

用，具體條件內容則由X金控與A工會依協商方式決定之。X金

控就此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

年度訴字第1517號判決將原裁決決定主文第1、2項均撤銷。Y

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103年勞裁字第12號裁決決定理由略以：「……從工會法

第35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以及團體爭議

權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係之立法目的觀之，

該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就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企業

工會而言，不僅金融控股公司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金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金融控

股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之可能。即所稱雇主概念於不當勞

動行為實施之判斷上，為避免以形式上法人格而行不當勞動行

為之實，故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

定，無論從相關公司法規，抑或工會法之立法目的解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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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屬正確（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89號判

決）」。 

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517號判決理由略

以：「……X金控與甲商銀雖為86年6月25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

第369條之2所定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並為90年11月1日施行

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條所稱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而應受

公司法第6章之1『關係企業』章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範；然

前揭法律制定之目的……並未改變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金融

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乃分屬不同法人格之本質，亦非謂公司間一

旦成立前述控制與從屬、或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之關係，從

屬公司或子公司之一切作為即當然由控制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

概括承受，而應視為控制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所為……」。 

貳、爭 點 

本件之爭點，可整理為：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間，

對於子公司工會而言，金融控股公司是否為不當勞動行為之雇

主；二、中立維持義務之運用等問題。中立維持義務部分也具

有重要性，惟礙於篇幅，只好另稿處理，本文主要針對不當勞

動行為之雇主部分進行討論。 

參、判決理由 

按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中所謂之雇主，是否

限於同一法人格者？抑或有從屬控制關係之企業均屬之？於其

文義之內，均屬可能之解釋。……原裁決決定就「雇主」之概

念，演繹自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關於「企業工業」（作者

註：應為工會之筆誤）中相對應雇主之規定，採取「全體關係

企業之實質管理權」標準，只要具有實質管理權，均應認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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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同一地位之雇主。核此解釋並無明顯違背文義、體系、論

理解釋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範、違反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

準。原審逕以法人格說為標準，否認原裁決決定對於「雇主」

此一概念於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中所為之解釋，有失對專業委員

會決定之尊重，亦有違其判決中所自行宣示之審查標準。 

肆、評 析 

一、本判決之意義 

為確實保障勞工之團結權及協商權，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

為，回復集體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故設置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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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

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上不當勞動行為所

規範的對象是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惟對於「雇

主」之意義，在工會法上並無明確規定，存有解釋空間。一般

而言，從集體勞資關係以及團結權保障之目的而言，不當勞動

行為制度所規範之「雇主」，並不以勞動契約關係上之雇主為

限，可以說是普遍的見解。不過，要如何進一步判斷是否為

「雇主」，在理論與實務運作上存有爭議。例如，在派遣關係

中，要派公司是否為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或者是金融控股公

司及子公司間，對於子公司工會而言，金融控股公司是否為不

當勞動行為之雇主，也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本件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對於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間之關係表示意見，具有

重要意義。附帶一提者，本件爭議後續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更一字第79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

389號判決也都支持裁決決定之判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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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對於不當勞動行為雇主之認定 

過去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實務上，也有幾件涉及雇

主之判斷1。首先，在101年勞裁字第18號裁決決定便說明：

「……從工會法第35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集體協商

權以及集體爭議權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係之

立法目的觀之，該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就關係企業工

會而言，不僅依公司法所定之控制公司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關

係企業之從屬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

控制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之可能。……揆諸上開之說明，

則控制公司即相對人與從屬公司即訊電公司，對於關係企業工

會之申請人之會員而言，應認均屬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所指之

雇主」。在此案件中，裁決委員會已明確表明「不僅依公司法

所定之控制公司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關係企業之從屬公司如有

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控制公司具有同一地位

之雇主之可能」。其次，在101年勞裁字第55號裁決決定，也

提出認定雇主的一般性標準，認為：「……為使勞工或工會安

心從事工會活動，免於資方之妨礙或侵害，對於外觀上雖非勞

動契約之雇主，但即將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是曾為勞動契約之

雇主，或實際上居於類似勞動契約之雇主地位且對於勞動條件

或勞資關係具有具體影響力者，本諸保障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

活動之意旨，視個案事實在一定情形下，亦宜將之解為係不當

勞動行為之雇主，方屬允當……」。 

再者，值得留意者，應該是102年勞裁字第62號裁決決

定，同裁決決定延續過去的認定，認為：「……不當勞動行為

                                                        
1 臺灣實務見解的整理，請參見李柏毅，淺談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意義與成立要件，全國律

師，第18卷第11期，2014年11月，頁67-71。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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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所規範之雇主，固以勞動契約關係上之雇主為原則，但並

無嚴格限定之必要，對於外觀上雖非勞動契約之雇主，但即將

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是曾為勞動契約之雇主，或實際上居於類

似勞動契約之雇主地位且對於勞動條件或勞資關係具有具體影

響力者，本諸保障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活動之意旨，視個案事

實在一定情形下，亦宜將之解為係不當勞動行為之雇主，方屬

允當」。並且進一步指出：「舉例而言：工會會員遭到雇主

解僱，工會得以該會員之前雇主為對象提起退職條件之團體協

商，而若提起團體協商後，該雇主未誠實協商時，可能構成不

當勞動行為；企業併購時，預定存續公司如對預定消滅公司

之工會會員有不當勞動行為時，該預定存續公司與預定消滅公

司之工會會員間雖尚未發生勞動契約關係，亦可能該當不當勞

動行為之雇主。其次，現行工會法關於工會組織，已不限於同

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而是擴大及於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複

數雇主。至於何等範圍內之複數雇主應包含於工會法第6條第1

項第1款所稱『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之概念內，應視

個案具體事實，參照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1項規定，併就形式

面及實質面審查，以判斷事業間是否具控制與從屬關係，同時

尚應以促進勞工團結權為判斷基準，舉例而言：母子公司關

係中，如果子公司形骸化，子公司勞工之勞動條件實際上均由

母公司支配決定時，在此限度內，母公司可能該當不當勞動行

為之雇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89號判決參

照）。母子公司關係中，即使子公司具有實體，如果母公司

對子公司之勞動條件等具有具體支配決定之權限時，在此限度

內，亦有該當不當勞動行為雇主之可能。雖然不是直接雇

主，但擁有相當於勞動契約上雇主之部分地位與權限，基於該

部分之地位與權限，得支配或決定勞工之勞動條件者，在此限

度內，亦得認定為係不當勞動行為所規範之雇主。例如：要派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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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派遣公司所僱用之員工時，如對於該等派遣員工之勞

動條件等具有得與派遣公司等同而視之具體支配決定權限時，

在此限度內，有該當不當勞動行為雇主之可能（參照日本東京

大學荒木尚志教授著『労働法』第2版，第632頁以下，有斐

閣，2013年5月）……」。在此案件中，裁決委員會對於不當

勞動行為雇主之認定標準，可謂做出較為完整的說明，是極具

指標性。 

此外，法院判決中，也曾對雇主之認定表示意見。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89號判決，對於上述101年勞裁字

第18號裁決決定就關係企業雇主之認定，認為：「……又從上

開工會法第35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集體協商權以及

集體爭議權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係之立法目

的觀之，該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就關係企業工會而

言，不僅依公司法所定之控制公司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關係企

業之從屬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控制

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之可能。即所稱雇主概念於不當勞動

行為實施之判斷上，為避免以形式上法人格而行不當勞動行為

之實，故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

定，無論從相關公司法規，亦或工會法之立法目的解釋而言，

皆屬正確……」，在結論上也支持裁決決定之見解。 

關於雇主之認定，學說上也有討論。林良榮指出 :「不當

勞動行為之救濟制度並非在追究雇主之契約責任，而是集體勞

資關係下之獨特的違法類型，因此……雇主之概念，不應僅限

於申請人所屬會員之勞動契約關係上之雇主。從上述不當勞動

行為制度之立法目的觀之，即使是直接雇主以外之事業主，如

果對於該工會會員之勞動條件等決定，具有與該直接雇主等同

支配和決定地位時，應將直接雇主及直接雇主以外之事業主均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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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該工會之雇主」2。 

此外，在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成立後，控股公司

相關勞動問題也引起討論3，也有學者對於控股公司可否成為

關係企業子公司工會之雇主進行檢討。例如，劉志鵬曾提出：

「關係企業子公司工會可否跳過子公司，直接與具有控制實權

的母公司進行團體協商？關係企業子公司所有工會可否、如何

一次與母公司進行團體協商」4。陳建文則認為：「控股公司

經營形態下之所以會產生協商對手認定問題，主要係因為資本

的流動性遠比勞動者的團結凝聚行動來的靈活快速，勞動者的

自發性組織工會往往無法跟上經營組織的變動而為同步的相應

調整。……資方協商當事人，則為勞工一致性的利益基礎所共

同指向且對於協商事項有決定或解決權能者」5。學者雖然有

提出控股公司可否成為雇主之爭議，但當時尚未提出明確的認

定基準。 

從臺灣裁決決定之認定標準，可知對於雇主之判斷，受到

日本學說與實務的影響。以下，先說明日本之討論，再對本案

件進行檢討。 

                                                        
2 林良榮、邱羽凡、張鑫隆，工會保護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勞動

視野工作室，2012年，頁26。 
3 從勞動法角度討論控股公司議題之文獻，另外有林更盛，「控制性持

股」關係對雇主概念及其責任的可能影響，律師雜誌，第291期，
2003年12月，頁30-39；郭玲惠，金融控股公司與企業併購對於勞工
勞動條件保障之初探，律師雜誌，第291期，2003年12月，頁16-29。
不過，這些文獻主要是討論個別勞動法部分。 

4 劉志鵬，控股公司、關係企業──勞動法的新課題，律師雜誌，第

291期，2003年12月，頁7。 
5 陳建文，控股公司所引發之勞動法問題初探，律師雜誌，第291期，

2003年12月，頁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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