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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假定期勞動契約與真不定期勞動
契約

PART 1

勞動契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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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假定期勞動契約與 

真不定期勞動契約

壹、案例事實

甲醫院與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嘉義站

簽訂「保健室護理服務合約」，約定由甲醫院提供護理服務。

乙護理人員於2010年6月1日與甲醫院簽訂勞動契約，甲醫院並

指派乙至高鐵嘉義站保健室提供護理服務，其契約期間至2011

年5月31日止，該勞動契約期限屆滿後，兩造復於2011年6月15

日進行第一次續約，又於2012年5月1日進行第二次續約。第二

次續訂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的起迄日期為2012年

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系爭勞動契約期滿後，甲醫院未與

乙續訂勞動契約。甲醫院主張：乙於上開「保健室護理服務合

約」存續期間提供護理服務，乃係於特定期間內完成「非繼續

性工作」之特定性工作，兩造所簽訂者自屬定期勞動契約，

其僱傭關係於2013年4月30日期限屆滿時消滅。乙則主張：系

爭勞動契約期間為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期滿又續

訂契約，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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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護理勞動權益—判決案例解析

定1，系爭勞動契約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兩造自2013年4月30

日後仍具僱傭關係2。

貳、爭點

一、系爭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

二、兩造之僱傭關係是否因勞動契約期限屆滿而消滅？

參、解析

按勞基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

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

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準此，勞動契約除

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工作者，

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3。同法第2項規定：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

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

1  勞基法第9條第2項第2款規定：「定期契約屆滿後，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

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
2  本件改編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勞訴字第231號民事判決。
3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勞上字第118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度勞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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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勞動契約性質　5

期間未超過30日者。」同法第3項規定：「前項規定於特定性

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準此，有繼續性之工作，應

為不定期契約，若屬特定性之工作，則得為定期契約，且不因

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或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

30日而得視為不定期契約4。

定期勞動契約相較於不定期勞動契約，對勞工甚為不利。

詳言之，前者對雇主可免除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等給付義

務5，易使雇主利用徒具形式之特定性定期勞動契約以規避其

義務。因此，定期勞動契約除應具備約定僱用期限之形式外，

實質履約過程並應具備僅為特定之非繼續性工作提供勞務之特

性6。依勞基法之規範內容與臺灣勞動市場之契約型態觀察，

勞工所從事之工作係以繼續性工作為一般常態，非繼續性工作

為例外。勞基法對於從事繼續性工作與非繼續性工作勞工之保

護有所差別，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歷來對於從事非繼續性工作之

定期契約，均採取較嚴格之解釋，以避免雇主對受僱人力之濫

用7。勞動契約究屬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應以契約之內容

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度勞上易字第1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100年度勞上易字第 39 號民事判決。
5  勞基法第18條第2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勞工不得向雇主請

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二、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

者。」
6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勞上易字第3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106年度勞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7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勞上字第3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02年度勞上易字第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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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護理勞動權益—判決案例解析

及性質是否具繼續性為準，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

束8。縱勞雇雙方以定期契約之形式訂立勞動契約，該勞動契

約有關工作期間之限制，亦因違反勞基法第9條第1項之強行規

定，依民法第71條，應屬無效9。茲就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

之內涵說明如下。

一、 定期契約之「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
定性工作」概念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之定義，係

規範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茲說明如下：「臨時性工作」

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

如颱風過境，僱用工人清掃落葉四散的家園10；「短期性工

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季節性工

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

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如台糖公司僱用工人在甘

蔗收成期收割甘蔗11；「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

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

8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重勞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度勞上字第118號民事判決。

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90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04年度勞簡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
10  李永然，勞基法與你，永然文化，2005年11月，55頁。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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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勞動契約性質　7

備，如為完成水壩工程所僱用之人員12。

二、不定期契約之「繼續性工作」概念

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繼續性工作」之特質，係指勞

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

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等之一時

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

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

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

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

作即具有繼續性13，如超級市場僱用收銀員，收銀員之職務內

容乃「經常性」地處理「結帳、收錢與找錢」等事宜，收銀員

之工作應屬繼續性之工作14。

肆、結論

關於爭點一，本件法院認為系爭勞動契約固記載兩造約定

之服務期間，然由兩造締約之歷程及契約之內容以觀，乙提供

護理服務之勞務非屬6個月以下之臨時性、短期性之工作，亦

12  李永然，同註10。
13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6年

度勞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14  李永然、李旻燕，勞資權益Q&A，永然文化，2005年11月，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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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護理勞動權益—判決案例解析

非屬特定性之工作，乃屬為滿足高鐵同仁與乘客健康需求之繼

續性工作，依勞基法第9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第2款之規定，應

認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關於爭點二，甲醫院抗辯系爭

勞動契約屬定期契約，兩造僱傭關係於2013年4月30日期滿後

已消滅，並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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