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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現今社會，絕大多數人多受僱於他人，提供勞動力，靠著所

獲得的報酬過生活。近年來臺灣由於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勞資

關係與僱用型態也產生許多變化，勞工的權益亦日益受到重視，勞

資爭議也有增加的傾向。 

隨著勞資爭議的增多，司法院鑑於勞工多為經濟上弱勢、勞資

爭議事件須迅速解決，且有賴於當事人自主合意解決及勞資雙方代

表參與程序等特性，並為使勞動事件之處理合於專業性，於2018年3
月擬定勞動事件法草案，並於同年11月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同年12月5日經總統公布。司法院也強調同法具有七大重點，包含專
業的審理、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勞動調解委員會的組成及特殊調

解程序、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迅速的程序、強化紛爭統一解決的

功能、即時有效的權利保全，並且預計於2019年1月1日施行。 

臺灣勞動法學會成立於1998年12月，由多位關心臺灣勞動法發
展的法律人所共同創立，致力於勞動法理論與實務之發展。學會定

期舉辦勞動法系列講座，期能對於我國勞動法學之發展，能有所貢

獻。學會創立至今歷經20載，也出版「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
十年之回顧與展望」、「勞動法裁判選輯」、「集體勞動法」多項

研究成果。目前理監事會為第十屆，透過編輯與活動小組的組成，

期待能延續過去經驗並開創新的研究成果。 

此次，考量勞動事件法在勞動法領域的重要性，有必要對於相

關立法背景、立法過程，以及同法重要內容，進行說明與整理。因

此本會於2019年5月所舉辦的年會中邀請學者專家進行研討，並於會
後將討論內容彙整，以提供日後檢討之參考。能將此研究成果集結

出版，首應感謝常務理事陳建文副教授帶領學會活動小組一路勞心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361



 

 

勞力，規劃學會年會並持續編輯本書。其次，每一位作者均不辭辛

苦不計酬勞撰寫所分配的單元，使本書終得以完成，令人感佩。再

者，秘書長張義德助理教授與活動小組成員李柏毅律師在相關活動

的規劃，以及活動小組所有成員全力協助，才使年會順利完成並讓

本書得以順利付梓，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期盼透過本書對於勞動事件法之解說，使關心勞動法議

題之人員對於相關議題能進一步理解。衷心期盼本書，對於勞動法

教育及實務運作有所助益，並希望臺灣勞動法學會未來仍能努力不

懈，規劃、編著更多勞動法學叢書。 

 
臺灣勞動法學會第十屆理事長 

侯岳宏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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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吆喝、推動勞動事件法 
 
 

勞工引頸企盼多年的勞動事件法（本法）是一部以追求專業、

快速及妥適為立法指導原則，針對臺灣勞動訴訟實態所量身打造的

勞動訴訟程序法，內容具有高度臺灣特色，公布之後，深受勞方肯

定，呼籲政府應該儘早實施。 

本法一舉打破傳統勞動訴訟的框架，訂定了很多突破性的新制

度。新制度之目的在勞方權益受損時，能夠有更友善的訴訟程序，

協助勞方尋求法律救濟。 

但因為本法立法期間甚短，立法企圖心旺盛，試圖包山包海，

將所有勞動爭議均納入規範，且因為完全從協助勞方座標切入，所

以呈現出來的內容雖然開明進步、琳瑯滿目，但仍有立法目標不

明，細緻度不足等缺憾。 

本法最受矚目的亮點是，建立勞動調解前置制度，且將調解與

後續訴訟程序連結；當調解不成立時，由同一法官參考調解階段證

據調查結果，進行審理。這樣的立法給當事人一定要接受調解結果

的沉重壓力。 

傳統訴訟程序中，法院判決所追求的是是非黑白，勝負分明。

但本法施行後，勞動事件的審理方式將幡然一變，勞資雙方於調解

程序中，如何預先盤點手上的證據、籌碼，透過調解委員會的居中

協調，尋求雙方不滿意、但可接受的調解方案，將成為主流，而這

也將顛覆一般人對勞動訴訟的刻板印象。包括律師在內的實務家，

都有從新學習新制度的高度必要性。 

因為勞動調解制度係本法最大的亮點，勞動調解制度運作好

壞？關係本法的成敗，殷切期待專業的法官與素人的調解委員儘速

磨合、培養默契，以中立無私的態度推動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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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法為呼應勞方儘速解決爭議的聲音，參考日本勞動審

判法，規定勞動調解原則上應於三次、三個月內終結，勞動訴訟則

以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第一審並應於六個月內審結。然而日本勞

動事件法僅適用於個別勞動爭議，故能輕巧地以三次期日來解決勞

動爭議。反觀本法立法企圖心宏大，審理對象包括所有勞資爭議，

且鼓勵紛爭一次解決，允許訴之合併、追加及反訴（第3條），模糊
了快速解決勞資爭議的立法本意，因此可以預期，為數甚多、質量

繁重的案件將使勞動調解制度步履蹣跚。 

勞動法乃麵包之法，貴在平衡勞資、穩健可行。以此觀之，本

法規定：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

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第37條），是否導致企業工資管理方式的
僵化，降低企業實施獎勵性薪酬制度的意願？值得觀察。其次，出

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

執行職務（第38條），將擾動企業向來工作時間管理的作法，不僅
對於疏於人事管理的中小零細企業將形成挑戰，即使是管理嚴明的

大企業，也未必能夠呼應如此嚴格的管理要求。 

本法立法動機既然在掃除勞工在既有勞動訴訟中的障礙，因

此，所設計的機制傾斜、保護勞方，本可理解。對於資方而言，宜

儘速建立符合勞動法制的內部人事管理制度，建構和諧、友善的職

場，第一時間內於職場內化解勞資爭議，方屬上策。 

本法施行後，勞動法的專門性大幅提高，關心勞動法發展的各

界前輩的多年心願終告實現，期盼吆喝法官、調解人及律師同道一

同學習、投入，在立法的宏大企圖心與現實間，儘速找到兼顧理想

與現實的平衡點，讓新法新制早日落地生根。 

 

劉志鵬律師 

有澤法律事務所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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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勞動訴訟改革 
──勞動事件法之制定

*
 

黃程貫** 

 
勞動事件法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其施行未來對勞工權益之保障

與落實將有極鉅的影響，實可謂近十年來，除引進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

度外，一大進步性創舉！該法其實乃國內社會各界歷經二十年之不斷努

力所致！本章回顧分析其立法推動發展歷程並就未來進行展望。 
勞動事件法第1條宣告此法之目的在於建立迅速、妥適、專業、有

效、平等的勞動事件特別處理程序。針對最重要目的之「迅速」，其在

第8條明白宣示：法院處理勞動事件，應迅速進行，依事件性質，擬定

調解或審理計畫，並於適當時期行調解或言詞辯論（第8條第1項規

定）。當事人應以誠信方式協力於前項程序之進行，並適時提出事實及

證據（第8條第2項規定）。若當事人真能誠信協力程序之進行，則法院

的處理速度自然能加速，因此，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訴訟補助機制

宜再強化，尤其是補助範圍應擴及調解時的律師費用，有律師的參與，

才有可能落實本法有關「迅速」處理之設計構想，諸如調解：30日內第

一次期日，3個月內三次期日終結（第24條第1項）；一審：6個月內審

                                                        
* 臺灣勞動法學會、政治大學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主辦，元照出版公司協辦，

「勞動事件法評析」研討會，2019年5月25日（六），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3
樓法學院演講廳。 

**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主任委員，德國哥廷根

大學法學博士。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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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動事件法解析 

 

結（第32條第1項）等等。 
其次，未來勞動法庭之人力是否充分，係勞動事件法能否發揮功能

的基本條件。調解未來是法官親自為之，且有勞資雙方推薦之委員2
人，須相互配合，種種新規定，必會增加勞動法官之工作負擔！會不會

造成具資格條件的法官畏懼進勞動法庭，而現任的勞動法庭或專股法官

急於逃離，應是司法院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勞資爭議、勞動訴訟、法院調解、勞動事件法

關 鍵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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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勞動訴訟改革 3 

 

  2018年11月9日立法院幾經折衝，終於通過了勞動事件法，總統亦

於12月5日公布該法。預計將有一年準備期，亦即於2020年年初即會施

行。此法作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其施行未來對勞工權益之保障與落

實將有極鉅的影響，實可謂近十年來，除引進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

外，一大進步性創舉，吾人不可不特加注意研究！細究此一勞動事件法

之立法背景，其實乃國內社會各界歷經二十年之不斷努力所致！ 

壹、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結論 

一、會議之討論與結論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曾就勞動司法制度進行討論，當時分組結

論認為應儘速制定家事審判法，並硏究設立家事法院、勞工法院或促使

此類法庭法院化。當時之研究成果報告書記載： 
「…… 

1-3 研採建立人民參與司法審判之制度 
1-3-1 提案一 人民對司法審判之參與 
提案者：法務部、民間團體 

背景說明 
為避免職業法官之審判可能拘泥於法條上之認知，對社會之法律情

感及價値觀念體認不足，應就具有專業性、特殊性之案件類型，引進國

民參審制度，以提昇國民對司法之信賴。 

具體方案 
引進國民參審制度（法務部、民間團體提） 
立法明定： 
少年案件、家事案件、勞工案件、智慧財產權案件、醫療糾紛案

件及重大刑事案件等實施參審制。 
國民參審員之資格、遴選、硏習、任命、職權、義務及迴避，應

以法律定之。 
國民參審員於行使職務期間亦相當於法官，應受一定保障。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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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員蒞審時，與穿著法袍之職業法官並列於法官席位。審判長

為職業法官，指揮訴訟程序之進行，參審員遇有疑惑不解之處，得要求

暫停訴訟程序，以便退入評議室，與其他承審法官交換意見。參審員對

於事實認定及量刑輕重皆與職業法官有平等之表決權。 
因國民參審員非職業法官，並無終身職之身分保障，是引進參審

制度，可能涉及違憲與否之爭議。就此，如有必要修憲，即應進行修

憲。 

立法例 
採參審制國家：德國、奧地利等。 

分組會議結論 
為因應社會價値觀之多元化，增強法官法律外之專業知識，並提昇

國民對司法裁判之信服度，應規劃如何立法試行酌採專家參審制，處理

特定類型案件（如少年、家事、勞工、智慧財產權、醫療糾紛、行政爭

訟及重大刑事等類案件）。其中就家事事件部分，應儘速制定家事審判

法，並硏究設立家事法院、勞工法院或促使此類法庭法院化。 

全體會議結論 
分組結論獲無異議通過，成為全體會議結論。」 
 
此外，例如現任司法院副院長蔡炯燉法官當時亦曾撰文1指出：必

要時宜制定特別之勞動訴訟程序法即可，渠認為每年勞工訴訟案件數尚

不足以說服行政或立法當局成立專業之勞工法院的迫切性，故建議在成

立勞工法院前先行制定勞工案件處理法，以強化勞工之保護，諸如：訴

訟費用減半徵收（並設上限）、縮短訴訟流程、強化法官之職權調查、

放寬勞工假扣押、假處分之條件，並規定勞工法庭法官應由曾在大學或

研究所研修一定勞工相關課程學分數，或曾發表相關之學術論文者擔

任，為曾有上開條件者，應施以勞工法之專業訓練。此外，亦建議可引

                                                        
1 蔡炯燉，制定勞工訴訟程序法之必要性，勞資關係月刊，第18卷第6期，1999

年10月，頁33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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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歐陸之參審制。 

二、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後之發展 
2012年1月家事事件法公布，同年6月施行。但勞工法院或勞動訴訟

特別程序法一直未見後續動作。社會上亦未形成政治壓力要求落實前述

結論。 
針對專家參審制度問題，司法院亦曾擬訂專家參與審判諮詢試行要

點及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但此一推行專家參審之企圖，最後終究是

因為是否有違反憲法第81條「法官為終身職」之疑慮，以及法官審判權

限與參審專家分享之問題，未再繼續推動。 

貳、勞動部十餘年前連續兩年之再度策動 

勞動部十餘年前連續兩年之再度策動（2007年、2008年），雖然最

後結果僅是勞資爭議處理法中增訂特別規定，惟其推動過程其實有諸多

之研究與國際、國內之研討： 
勞動部當時之訴求主要係認為勞資爭議案件的消失黑數，應是訴訟

制度障礙所致：有三成的勞資爭議消失了！值得吾人深思與檢討。因為

依前述統計資料分析所示，每年約有2萬餘件勞資爭議事件進入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之處理機制，而處理有結果，亦即勞資雙方因而達成合意者

約只有接近六成，無結果者則超過四成，亦即2萬件爭議的四成，即是8
千件爭議係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無法處理。 

可是這8千件爭議，若對照司法院的統計資料，各地方法院每年多

只受理2千餘件左右的勞工案件（2005年2,055件，2006年2,036件一審新

收案件），也就是說，粗估之下有5千餘件，近6千件的爭議案件的差

異。6千件爭議占行政機關每年受理案件的三成，這三成的案件是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在現制下無能為力，而當事人之不願或不能進入司法訴訟

來尋求救濟。 
此處近6千件應該只是粗略估算，因為：一來，這其中或許尚應扣

除行政機關所處理的2萬件中以調整事項為爭議標的者，不過此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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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歷年來的統計均只有3或4百件，因為我國勞資爭議事件向來超過九成

五以上均是權利事項爭議，不能向法院起訴之調整事項爭議事件的數量

甚少；再者，我國之協調結果並不具法律拘束力，因此時常有當事人事

後翻異，致須另行提起訴訟之情形，此一狀況亦會影響訴訟案件數量之

增加；三來，依我國實務狀況觀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所受理之爭議案

件的當事人常係工會代多數勞工提出，或是勞工申請人數眾多（也只計

為一件調解申請），而在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則多係由個別勞工為之的

情形，因為依統計數據，七成五之訴訟，均為所謂「單獨訴訟」（即單

一原告與單一被告）；「複數原告vs.單一被告」與「單一原告vs.複數

被告」之比例，則分別僅占全體案件之14.3%與8.88%；而「複數原告

vs.複數被告」之比例，更僅占全體案件之1.88%。由此結果清楚地顯

示，大多數之勞動訴訟，仍發生於「單一勞工vs.單一雇主」之脈絡。此

一現象也會使訴訟案件量在數量上增加。 
故本文此處粗估為近6千件應只是較為保守的估計。 
此一情況到2016年其實未有改變，2016年勞資爭議案件計25,587 

件，爭議人數36,582人，終結案件之處理方式多為調解，平均處理日數

13日 ； 2016年 勞 資 爭 議 終 結 案 件 25,337件 ， 其 中 勞 工 行 政 主 管 機 關

（構）11,688件，占46.1%，民間團體13,649件，占53.9%；處理方式以

「調解」25,056件，占98.9%最高，「協調」269件，占1.1%，「仲裁」

12 件。「調解」及「協調」處理結果均以「成立」者最多，分別占其

處理方式的51.8%、45.7%，「仲裁」則以「和解」占41.7%最高。該年

勞資爭議終結案件處理結果，調解共25,056件，其中成立者共12,985
件，占51.82%；不成立者共8,058件，占32.16%；撤回者共4,013件，占

16.02%。 
協 調 共 269件 ， 其 中 成 立 者 共 123件 ， 占 45.72%； 不 成 立 者 共 85 

件，占31.60%；撤回者共61件，占22.68% 
仲 裁 共12件 ， 其 中 作 成 仲 裁 判 斷 者 共3件 ， 占 25%； 和 解 者 共5 

件，占41.67%；無法作成仲裁判斷者共4件，占33.33%。 
共有8,147件未成立，而撤回的4,078件中應不排除也有其實未解

決，但不願再尋求救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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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地方法院勞資爭議訴訟事件件數統計資料來看： 
地方法院 新收案件 終結案件 
2012年 3,370   3,116 
2013年 3,168   3,251 
2014年 3,126   3,101 
2015年 3,306   3,220 
2016年 3,573   3,345 
由上述統計數據可知，情況與先前未有差異。 
除了由前述量的差距進行觀察之外，由當時學者（黃國昌）針對勞

工行政機關的調解與協調制度之研究，也顯示：在調解、和解成立之事

件中，勞方當事人所取得之給付，平均只達到法定權益的五至六成。而

這些勞方當事人之所以願意接受如此低標的調解結果，其主要原因就在

於不堪再繼續進行訴訟的時間、金錢、精神負擔；實現法定權益的成本

過高，造成法定權益的拋棄；而拋棄的法定權益多是作為最低基準的勞

基法保障。 
當時之研究並指出法院訴訟制度的主要缺失： 

一、訴訟曠日廢時，無法使勞工獲得即時的救濟 
一般社會上常見的批評就是：訴訟期間太長，使勞工視訴訟為畏

途，勞工之訴訟時間長達8年，甚至10年始確定者，時有所聞。 
2016年學者周兆昱之研究「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案件分析」

也指出勞工不願進行訴訟的最主要原因是：擔心訴訟期間過長影響日常

工作與生活，或無力負擔訴訟所需費用2。 
惟當時學者黃國昌針對第一審訴訟之審理進行實證研究，並得出下

列結論： 
法院以終局判決以外之方式（例如和解、撤回、裁定駁回等）所

                                                        
2 參見：周兆昱主持、李玉春協同主持，「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案件

分析及後續協助方案」期末報告，計畫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計

畫研究單位：中正大學，研究期間：中華民國104年7月8日至104年12月16
日，頁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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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則平均案件審理時間為84日，若係藉由法院以判決之方式終結訴

訟，平均案件審理時間則增加至154日。 
第一審實體判決之平均審理時間，依序為「通常訴訟程序」之

226日、「簡易訴訟程序」之110日以及「小額訴訟程序」之61日。 
在120日內即能作出第一審終局判決之案件比例，在小額訴訟程

序高達85%，在簡易訴訟程序亦有68%，而在通常訴訟程序則僅約有

32%。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案件，在360日內終結之案件比例，由1996

年之93.84%，逐年遞減至2000年之81.28%；反面言之，亦即審理日數超

過360日之案件比例，由1996年之6.16%逐年提升至2000年之18.72%。 
平均案件審理期間最短者為「請求給付退休金或資遺費」之203

日，最長者則為「請求職業災害補償或損害賠償」之287日，而「請求

給付工資」以及「請求給予獎金或分配紅利」之平均案件審理期間則為

240日以及246日3。 
根據上述數據可知：雖然基本上並未呈現出勞動訴訟之案件審理時

間長於普通財產權訴訟之現象。惟基於勞動關係之特殊性，勞資爭議之

迅速解決對勞資當事人，尤其對勞方當事人更是切身且影響個人與家庭

生計至鉅，故有論者強調即時正義對於勞動訴訟之重要意義；再者，若

相較於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之勞資爭議平均處理時間只有12至13天，則訴

訟時間相對比較下，委實顯得過久；況且第一審所呈現之情形，尚未能

反映勞資爭議案件在二、三審的全貌。 
由上可知社會上一般對訴訟期間之所以有過長之批評的原因，或許

是勞方當事人基於其經濟弱勢，故對訴訟期間之壓力承受能力較低；

相對於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之調解平均時間（一般平均為12至13日），

勞方當事人主觀上會感覺訴訟時間甚長。惟雖如此，制度改革仍不應漠

視！ 
目前法院對案件審理時間之管考甚為嚴格，應有利於訴訟時間之迅

                                                        
3 以上結論之詳細分析說明請參見：黃國昌，台灣勞動訴訟之實證研究──以第

一審訴訟之審理與終結情形為中心（下），政大法學評論，第107期，2009年2
月，頁1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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