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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違法解僱訴訟（上） 

第一節 當事人 

一、概說 

違法解僱訴訟之當事人，無論係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的確認之

訴或請求工資續付的給付之訴，原則上均係以勞工為訴訟原告、雇主

為被告。 

雇主對勞工為解僱之意思表示時不論合法或違法，在「事實層面

上」均立即發生效力，除非勞工另聲請法院裁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否則勞工均只能被迫離開職場，雇主也不會再發給薪資，而勞工要對

抗（反對）此一現實，只能提起訴訟救濟，所以必須當「原告」。 

對此，有學者提出嚴厲批判認為：「我國對於雇主非法解僱勞

工，有兩點值得討論。第一點為，雇主對勞工為解僱之意思表示不論

合法違法，一律立即生效，並且生形成之效力，此種規定為現代工業

國家所揚棄，事實上雇主為解僱之意思表示時，其意思表示有可能合

法，但也有可能非法，從保護勞工之立場，甚或維護勞資關係合諧之

立場，在法律機制上均應有審查其意思表示合法與否之程序，合法與

否未確定前，僱傭關係仍然維持，將來確定為非法解僱者，其僱傭關

係並不中斷，確定為合法解僱者，則確定時生解僱之效力，如此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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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雙方當事人及勞資關係之合諧予以兼顧1。」 

依上揭學者見解，勞工只要爭執雇主解僱之合法性，都應在法院

判決確定前暫時繼續維持僱傭關係，而此一目標的達成在現制底下，

只有法院准暫定勞雇關係的假處分（詳文後述）才能實現。 

二、雇主以靜制動以逸待勞 

實務上雇主只要發動解僱即會將勞工驅離職場並停止發薪，然後

以逸待勞，靜待勞工是否提起訴訟，甚少有雇主會主動出擊先提起

「確認僱傭關係不存在」之訴者。當然，在我國民事訴訟採取有償主

義原則下，主動提起訴訟之一方，必須先預繳裁判費，一般情形下，

雇主沒有必要也沒有動機支付裁判費來主動提告。 

臺中高分院 88 勞抗 1 裁定，就有關興農職業棒球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與球員張○○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管轄權爭議案件，雖係雇

主興農職棒公司主動對球員張○○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

為雇主主動對員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少數案例，但此

案非「違法解僱」訴訟案例，而係涉及球員主動離職效力之爭執。 

三、因保全處分必要雇主須主動出擊 

雇主有保全必要而聲請對勞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者，依據民事訴

訟法第 533 條、第 538 條之 4 準用同法第 529 條第 1 項規定：「本案

尚未繫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

內起訴。」此際雇主在法律上即有主動提起訴訟終局解決紛爭之法律

上義務。 

                                                        
1 黃越欽，勞動法新論，頁 264，2015 年 9 月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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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臺北地院 88 勞訴 37 判決一案，雇主為證券公司，對

分行經理人以及受託買賣主管，分別主動提起確認委任關係與僱傭關

係不存在之訴，考其原因即係雇主在提起訴訟前業已先聲請假處分禁

止渠等二人行使職權，而假處分僅為保全程序，後續必須要聲請假處

分一方當事人提起本案訴訟終局解決紛爭，故有雇主主動起訴之實

例。另臺北地院 92 勞訴 60 判決，亦係雇主因聲請假處分在先，故由

雇主主動先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只不過該案較為不同的

是涉及離職後競業禁止問題，該案原告係前雇主，其所訴請確認僱傭

關係存在也不是指勞工與原告雇主間之勞雇關係，而係請求確認「勞

工與後雇主」間僱傭關係存在，以此來證明勞工業已違反對原告即前

雇主之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此為典型的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

訴，就當事人適格問題，前一章「勞動訴訟總論」已有詳述。 

四、行政權介入的可能性 

（一）概說 

以往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於勞工遭解僱後經調解不成立，即認為己

身責任已了，再下來勞工如不服雇主之解僱，僅能協助勞工打（民

事）官司。 

然則，並非沒有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運用行政權干預、認定雇主解

僱無效之空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可以先依職權認定雇主解僱無效，

勞雇關係繼續存在，雇主仍有繼續給付工資義務。但雇主自認解僱有

效當然不會再給付工資，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從而認定雇主「不按期給

付工資」，進而依勞動基準法第 27 條規定對雇主發「命限期給付工

資命令」2。 

                                                        
2 對此限期給付工資命令，不論所命給付工資數額是否超過 40 萬元，事業單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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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假如依然不從，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即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罰，並可依同法第 80 條之 1 規定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再按次處罰。 

（二）行政法院肯認行政權之發動 

曾有工會理事解僱案，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即依上揭規定裁罰，雇

主不服在行政訴訟上主張解僱有效與否屬私權爭執「自應依司法途逕

請求民事法院判決，於法院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或不存在確定前，

被告（按指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對於勞雇間僱傭關係存在與否一

節並無認定之職權。詎被告竟越俎代庖妄自判定本件原告解僱不合

法，顯已侵越民事法院之審判職權」云云。 

最高行政法院 89 判 1084 判決對上揭雇主之指摘則認為：「再勞

雇雙方之僱傭關係固屬私法上之法律關係，惟本案原告（按指雇主）

所認僱傭關係之不存在，係因其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終止契約

行使合法之解僱權，則其究否係依該條規定合法行使，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本於法令賦予之權責，自應且本有權就構成要件事實是否該當予

以認定並進而為用法之涵攝。」簡言之，認同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有權

認定雇主解僱有效與否。 

（三）行政權取代法院裁判權之疑慮 

從上引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如一心要介入解僱事件之爭執，如

上案例所示確有介入、干預的空間。 

惟類此解僱有效與否、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的私權爭執，是否適合

                                                                                                                                   
經訴願程序後循「普通」訴訟程序提起撤銷處分的行政訴訟，103 年 9 月 1 日

103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會提案四討論決議參照。

「普通」訴訟程序是本決議使用的名稱，但行政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則是稱「通

常」訴訟程序，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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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介入？頗值吾人進一步思考。一般狀況下勞工主張違法解僱要

求續付工資，都是循民事保全程序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尤其

勞動事件法施行後對勞工聲請保全處分保障更加周全（詳文後述）。

行政權單以一紙公文就等同法院（滿足的）假處分之效力，卻又缺乏

假處分相關的保障他造當事人之程序機制（例如陳述意見機會、抗

告、准供擔保撤銷假處分等）。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一旦濫權處分，極

可能使雇主受到不測之損害，而且如此一來民事法院的裁判功能幾乎

即可由行政權來取代，是否有違現代法治國權力分立原則，容待進一

步觀察。 

五、裁決可能使違法解僱訴訟的原被告互換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於民國 10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裁決新制，則

有可能使原被告當事人互換。裁決決定如認為對工會幹部（或會員）

之解僱涉及不當勞動行為，並依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宣告解僱

無效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此時雇主必須在 30

日內以勞工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否則即視為勞雇雙方依裁決決定書

達成「合意」，裁決書並將送裁決委員會所在地之法院核定3，法院

核定後並產生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故雇主如不服裁決結果，必

須於 30 日法定期間內提起民事訴訟救濟4，將例外的變成以雇主為原

告、勞工為被告，勞工省掉一開始就負擔裁判費的壓力。首件因不當

勞動行為解僱裁決案（上海商銀案）所提民事訴訟，臺北地院以 101

重勞訴 10 判決駁回雇主訴請確認僱傭關係不存在之訴，臺高院 101

                                                        
3 10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13 日止是送士林地院核定，自 107 年 5 月 14 日

起，因勞動部遷移新址至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嗣改由臺北地院核定。 
4 該 30 日法定起訴期間之性質究為「不變期間」或「通常法定期間」？當事人逾

期起訴之效果如何？容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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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勞上 37 判決維持，最高法院 103 台上 918 判決駁回雇主第三審上

訴，全案終告勞工勝訴確定。 

上揭案例另涉及裁決命復職後訴訟繫屬中二次解僱的法律爭議，

本文其後將有更詳細的討論。 

第二節 違法解僱訴訟起訴期間限制 

一、法律上的問題意識 

按法律行為無效者，乃自始、絕對、當然、確定的不生效力5。

以故，解僱如確係違法無效者，該無效之狀態及事實不會因勞工事後

有無起訴而受影響。法律上亦未規定勞工應於多久期間內起訴，則只

要仍有確認之必要及利益，似乎無論事隔多久，勞工均得提起確認僱

傭關係繼續存在訴訟以尋求救濟6。但若遇勞工遭解僱多年後才起訴

提告，雇主或許早已合理期待應再無爭議，此是否公允？ 

二、現實上的問題意識 

雇主資遣事由如為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 至 4 款，且一次資遣

人數眾多，因該資遣原因有共通性，若部分勞工於遭資遣後即提起訴

訟，歷經數載終告勝訴確定，此時多年來本無爭議之其他勞工常有想

要「搭便車」援用該判決結果另起新訴之意願7。若資遣原因為勞動

                                                        
5 最高法院 41 台上 1050、73 台上 712、85 台上 2901 判決等可資參照。 
6 至若工資請求受 5 年時效限制與本問題無涉。 
7 類此事後起訴之勞工援用其他人前案判決結果「搭便車」之情形，涉及確定判決

對第三人之效力問題。於公害訴訟、消費訴訟，較常見有類此眾多受害者中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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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之勞工不能勝任工作，鑒於每個人是否勝任工

作情形各異欠缺共通性，不至於有多年後想要援引他人訴訟成果起訴

之情形。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之懲戒解僱也較少有援引他人訴訟結果

搭便車可能（除非同一懲戒原因同時解僱多人）。 

三、最早的實務見解 

最早提及違法解僱訴訟應有起訴期間限制者，應為臺中高分院

86 勞上 2 判決，其指出：「況上訴人（按指勞工）自 81 年 2 月 8 日

解僱，於同月 10 日離職後，雖曾向被上訴人（按指雇主）提出申

覆，經被上訴人於 81 年 2 月 26 日考成會議決議維持原議後，即未再

向被上訴人主張僱傭關係存在，上訴人雖謂曾請託民意代表關切；但

無何舉證證明，自難遽信。則時隔四年有餘，迄 85 年 10 月 22 日始

行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其時隔四年有餘，以被上訴人每日運輸之

需，亦不可能任留空缺虛位以待，自易認為上訴人無意行使其權利，

被上訴人指上訴人此項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自亦屬可採。」 

四、他山之石—比較法的參考 

（一）德國立法例 

德國終止保護法第 4 條明文規定：「勞工主張終止不具社會正當

性或因其他事由而無效者，應於終止書面送達後三週內，向勞動法院

                                                                                                                                   
先起訴先判決確定，其他人援用勝訴確定判決之認定再行起訴之例，有學者稱此

為判決的「波及效」，我國司法實務似尚無明白肯認「波及效」之判決前例。本

文淺見認為他人前案確定判決對後起訴個案並無既判力，頂多只有「事實上」之

影響力而已。有關判決之「波及效」，請參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下），頁

91-92，2017 年 8 月修訂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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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確認勞動關係不因終止而消滅。」明定起訴期間僅短短三週。該

法第 5 條更明文規定，縱勞工有提出訴訟確認之遲誤而聲請回復原

狀，最遲亦不得超過六個月8。 

（二）大陸法制 

大陸勞資爭議處理程序俗稱「先裁後審」、「一裁二審」制，進

入訴訟前，必先經仲裁程序。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 83 條前段規定：「勞動爭議當事人對仲

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

起訴訟。」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第 48 條規定：「勞動者對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的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

院提起訴訟。」同法第 50 條規定：「當事人對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以外的其他勞動爭議案的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

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期滿不起訴的，裁決書發生法律

效力。」起訴期間之限制規範在提起仲裁期間之限制。大陸「中華人

民共和國勞動法」第 82 條前段規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

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 60 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

請。」限制期間為 60 日。然之後施行的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

爭議調解仲裁法」第 27 條第 1 項因應各方反應期間太短，乃調整修

正規定為：「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仲裁時效期間從

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限制提起仲裁

之期間為一年，等同限制提起爭議救濟（含仲裁後之起訴）之期間為

一年。 

                                                        
8 德國終止保護法條文中譯引自陳威志，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研究，附錄九，國

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https://nccur.lib.nccu.edu.tw/
bitstream/140.119/34454/20/62010120.pdf（2020.6.6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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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司法實務見解 

（一）認應有起訴期間限制之判決 

新北地院 99 勞訴 43 判決指出：「又判斷勞工起訴請求確認僱傭

關係存在有無故意延宕請求之期間而有違背誠信原則之情事，除參酌

上開情事外，另參照民法第 129 條所規定者為私法上權利之請求權消

滅時效之中斷事由之規定情形，及民法第 130 條規定之時效因請求而

中斷者，若於請求後 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之意旨，本院認為

勞工得以訴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時限，雖毋須完全比照勞動基

準法第 12 條第 2 項及第 14 條第 2 項有關應於知悉有上開法條所規定

之事由後之 30 日短時間內應採取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但本院認為

至遲應於發生解僱之爭議事由之事實發生後，於不逾 6 個月內為爭執

意思之提出，例如直接向雇主為爭執之表示，或向勞工行政機關申訴

或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協調，方可認為勞工無故意延宕其請求之情事

存在，且參照上開民法關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中斷之規定，勞工於提出

爭執之意思後，亦應於向雇主提出爭執後或於勞工行政機關調解或協

調不成立後之 6 個月內起訴，方可認為其無故意延宕使雙方間僱傭關

係明確化之意圖，而無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存在9。」 

本則判決認為勞工應至遲於「解僱爭議發生後 6 個月內」為爭執

意思之提出，如先經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也應於調解不成立後 6 個月

內起訴，6 個月加 6 個月等於一年，與前述大陸法制大致相同，可資

參照。 

（二）認應無起訴期間限制之判決 

但亦有見解認為應無起訴期間限制之必要。2001 年 911 事件造

                                                        
9 同院 99 勞訴 28 判決意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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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航業大蕭條，國內長榮航空公司（下稱：長榮航空）自 2001 年

10 月起陸續資遣空服員 633 人，其中有 71 人於 2002 年 1 月起訴請

求給付工資（以資遣無效勞雇關係繼續存在為理由），歷經八年多纏

訟，經最高法院判決長榮航空資遣無效（有部分勞工係於最高法院判

決發回後臺高院更一審程序中達成和解）。資遣已經九年多之後，有

當時並未起訴的部分空服員援用前案判決結果，再次起訴。 

臺高院三則判決都肯認勞工事隔九年多後再起訴，並無權利失效

原則之適用。臺高院 100 重勞上 38 判決指出：「又上訴人（按指長

榮航空）自承於 90 年所資遣 633 人中，於 91 年 1 月起即有 71 人先

後提起訴訟，訴訟期間長達 8 年，上訴人如何確信當時遭資遣之其他

空服員均不欲提起訴訟；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曾有放棄行

使其權利之意思表示，而使上訴人確信被上訴人將來不行使該權利，

而違反上訴人之信賴；況被上訴人多年未向上訴人提出訴訟救濟之原

因容有多種可能，或許被上訴人不知有此權利，或許被上訴人欲待他

案訴訟結果再決定是否提起本訴，或許被上訴人另有舉證難易之考

量，凡此皆屬被上訴人作為訴訟主體之體現，是被上訴人在處分權主

義之許可範圍內行使其權利，自難謂其提起訴訟有違行使權利應依誠

實信用原則之規範意旨10。」 

（三）最高法院罕見的開言詞辯論庭 

案經上訴第三審後，最高法院對上開爭議頗為重視，罕見的於民

國 102 年 9 月 4 日就此案開言詞辯論庭11，嗣後於民國 102 年 9 月 18

日以 102 台上 1766 判決採對雇主有利之見解：「按不定期勞動契約

                                                        
10 臺高院 100 重勞上 44、101 重勞上 17 判決均同旨。 
11 最高法院 102.8.27 新聞稿，https://tinyurl.com/v684unre。最高法院 102.8.27 公

告，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download.asp?sdMsgId=31818（2021.9.8 瀏

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