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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關於判斷定期勞動契約的法院判決 

 

研究判決的動機大抵是以下兩個目的的考量：首先，判決之所以能吸

引社會構成員的強烈關心，無非就是因為人們期望法官能在判決中對相關

規範的疑點提出合理說明，以獲得確實可循的的規則。蓋人類向來就有墨

守成規的行為傾向，此等人類天性無形中就驅使人們設法使得作為行為規

範的法律具有確定性（certainty）與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由於

判決是具體個案適用法條的產物，抽象法條的不明確處往往得因法官在判

決中所提出的巧思而獲得釐清，故歸納法院對於法律要件的效果與看法可

以求出某類具體案件之合理意見，藉以滿足人們預測行為規範效果的欲

望。其次，研究判決的另一個目的，則與謀求法律制度自身改良的動機有

關。亦即判決是法律適用結果的直接記錄，判決適用法律後所回饋出來的

資料，正可幫助我們瞭解相關條文規定的問題的所在，為法律運作狀況的

改良提供建言89。 

而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勞動基準法第九條的「定期契約」，勞基法第九條

規定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在「非繼續性」的前提之下，若符合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的情形下，方能訂定定期勞動契約，也

就是說，若工作具備了「繼續性」這個要件，定期契約將不能合法存在；

而法院對於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的認定，泰半也就決定了定期勞動契

約成立的可能性，法院的見解透過判決中的理由使當事人知悉，法院形成

心證的過程也藉著判決的文字來使當事人信服，因此本文將以法院對於勞

基法第九條「繼續性」的見解，作一個統合整理；雖然「繼續性」的判斷

是定期契約的重要關鍵，但定期契約的面向並不只有這一面，也就是說除

了從「繼續性」來判斷以外，另外一種較簡單的邏輯，就是看這個工作是

                                                 
89 陳建文，勞動基準法上工資定義規定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八十五年，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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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屬於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四者之一，固然臨時性、

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也得為不定期契約；但若是

不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的工作，無論是否具有繼續性，

是不可能為定期契約的，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切入的角度，根據搜尋所得

的判決，有較多的數量是從這個面向來作闡述，而比起前者—須對「繼續

性工作」下一個定義，來得較單純。 

 

第一節、定期契約判決的概觀 

 

在什麼樣的案由中，法院會提到對繼續性工作的認定、對定期契約的

判別呢90？法院之所以會有判決，依不告不理的原理，必然是有當事人提

起該系爭訴訟，而在該系爭案件中，定期契約的認定為一個重要爭點，有

待法院來對此表示意見、顯示其判斷結果；而從搜尋引擎搜尋與定期契約

相關的判決，經整理後發現其案由可分為下列五類 

 

1  給付資遣費  

在這一類的案件，在第一審都是由都是由勞方提起訴訟，在訴訟中勞

方陳述其受僱於資方，因資方片面變更勞動條件，故勞方以勞基法十四條

第一項第六款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再依勞基法十四條第四款準用同法十七

                                                 
90關於勞基法第九條定期契約的訴訟，因其屬於民事糾紛，故屬民庭管轄審理。但勞基

法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七十二條至八十二條）設有中央主管機關監督、檢查以及罰

則的規定，故若違背勞基法第九條關於定期契約的規定，依同法七十九條將被處以罰

鍰，此時被處罰鍰的資方若要提起救濟，因罰鍰屬於行政罰，故其救濟體系則需依訴願、

行政訴訟為之，因此在行政訴訟中也可能有關於勞基法定期契約判定標準的問題出現，

例如：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簡字一零六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簡易判決九十年

度簡字第三八九○號、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六一六號。其中行政法院對定期契約的認定即

有著墨。但勞基法涉及行政訴訟的數量畢竟屬於少數，至少本文搜尋所得，就僅只上述

這三則行政法院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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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向資方請求給付資遣費；而資方主張雙方的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勞

工因定期契約期滿離職，資方並無給付資遣費之義務來作為抗辯的理由

（如：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重勞上字第三號、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上字第六六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

度勞訴字第二九號）或者是勞方陳述雇主以勞基法十一條之事由（例如虧

損或業務緊縮）而終止與勞工之勞動契約，但卻未依勞基法十七條的規定

發給資遣費，因而起訴主張請求資遣費；而雇主則是以雙方的勞動契約為

定期契約或是按件計酬為由，來主張並無給付資遣費的義務（如：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上易字第三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三零號）。 

 

2  給付薪資 

而除了上述給付資遣費的案件，雇主會以定期契約期滿作為抗辯的理

由外，在勞工起訴請求給付薪資的案件中，也可尋見雇主以定期契約為由

來作相類似的抗辯。在此類案件中，勞方陳述勞方並無勞基法十二條之事

由，係因資方不法解雇，因而主張雇主需自解雇之日起至勞方回復其職務

之日止，給付勞方每月薪資若干；而雇主乃主張係爭勞動契約乃屬定期僱

傭契約，契約期間屆滿，僱傭關係當然終止，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如：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十三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八十九年度勞訴字第一零二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

勞訴字第八號） 

 

3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再來，第三種常以定期契約為爭點的訴訟類型就是確認僱傭契約存

在。其實，確認僱傭契約存在，在訴訟技巧上來說，與請求給付工（薪）

資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請求給付工（薪）資是一種給付的請求，屬於給付

之訴；而確認僱傭契約存在則是屬於確認之訴，而依「給付訴訟包含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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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確認訴訟」的法理，提起給付工（薪）資之訴可包含並可代用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之訴。換言之，亦即請求工（薪）資如果勝訴，其前提必然是

承認僱傭契約存在，勞資雙方才有互負給付之義務，請求工（薪）資也才

有基礎可依。而要選擇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確認之訴抑或是請求給付

工（薪）資的給付之訴，是一種訴訟技巧的選擇，而其關鍵在於預納裁判

費的數額91。總而言之，這種以定期契約為爭點的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

乃是上述第二種類型的延伸與轉變。 

    故在此類型，皆是勞方起訴陳述雇主違法解雇，無論雇主使用解雇名

目是勞基法第十一條的經濟解雇或是十二條的懲戒解雇，勞工均主張解雇

無效，但因司法實務上法律行為無效不能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勞工只能

針對解雇無效下勞雇法律關係之存否提起確認之訴，而勞工的陳述中亦會

主張其為不定期契約，雇主無法定事由而違法解雇；而資方則以其未適用

勞基法，而依民法四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終止契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八十九年度勞訴字第一二號）為抗辯或以雙方的勞動契約為定期契

約、兼以確有勞基法十二條之事由為資抗辯（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七號），在這樣的案件類型中，法院也會提出其對定

期契約的判斷標準。 

 

4  給付退休金 

定期契約的第四種案件類型，就是請求給付退休金；其事實部分多係

勞工對資方付出勞務二十餘年，請領退休金時資方卻拒不給付，勞方因而

起訴請求，而資方此時卻以勞方為臨時工、雙方是一年一聘的定期契約的

事由來抗辯其並無給付退休金之義務（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

十八年度勞訴字第二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

                                                 
91 因本文的主題並不在於此，故如對違法解雇所產生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請求工（薪）

資訴訟的消長演變，欲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請參閱：陳金泉律師，勞資爭訟之類型及其

解決方式，發表於九十一年度勞資爭議審判實務研討會，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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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資方提出這樣的抗辯，此時雙方是否為一不定期契約亦或是定期

契約，就是這場官司勝敗的關鍵了。 

 

5   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訴訟可以說是民事訴訟裡面最普遍廣泛的一種類型，此時應

探究的是其背後的請求權基礎。在本文搜尋所得的判決，當事人的請求權

基礎都來自雙方當事人所簽定之契約，而系爭契約中約定了勞方的最低服

務年限，若違背該最低服務年限的條款，則須賠償若干之違約金、損害賠

償。而在這個損害賠償訴訟的類型與其他類型訴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

就是在於其它的訴訟類型，「定期契約」都是資方所提出來的抗辯，資方

抗辯係爭契約為定期契約，因而無給付資遣費、退休金的義務或者契約已

期滿而終止；但在損害賠償的訴訟類型中，「定期契約」的抗辯都是由勞

方所提出來的，這是一個有趣的差別。 

更進一步的說明，就是在這種訴訟類型中，都是由資方起訴請求損害

賠償，其請求權基礎為勞方違反了契約中的最低服務年限條款，故負有損

害賠償、違約金的責任；但勞方皆抗辯如承認最低服務年限的條款為合法，

則會形成資方以定期契約之方式僱傭勞方從事繼續性之長期工作；而繼續

性工作依勞基法第九條的規定，明明白白寫著：「應」為不定期契約；如

此推論的結果就是：因為這樣違反了勞基法第九條的規定，所以約定最低

服務年限也是無效的，損害賠償的基礎也就不存在。這樣的抗辯，這樣的

涵攝過程，在此類訴訟類型中，可說都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轍。（如：臺

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上字第五六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七十一號。） 

而法院在理由中也對這樣的答辯做出回應「⋯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

間所定之服務契約內容，並不因最低服務期限屆至，而生勞動契約當然消

滅結果，可知本件約定被上訴人林浩威須服務一定之期間，並非係對於勞

動契約定有存續期間，自不生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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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或謂「原告主張兩造訂有僱傭契約書，約定工作時間二年，提前離

職被告應賠償培訓費用三十五萬，違約金五十萬；⋯⋯雖本件僱傭契約之

約定，形式上與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之所謂不定期契約有所不合，但仍

應認為兩造間存在一不定期勞動契約關係93。」本文也認為上述判決的見

解實值贊同。但亦有個別判決獨特見解認為「按勞動契約之訂立不得違反

法律強制禁止之規定，勞基法係公法，勞基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雇主

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故勞基法關於勞動

條件所為之規定，俱屬強制性之規定，依據前述勞基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

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之規定，係屬就勞工服務條件所為之規

定，乃強制規定，要無疑義。此與同條項前段規定『得』為定期契約之規

定，互相比較益明。如前項所述，本件系爭聘用合約，就被上訴人任職服

務期間定為二年之定期契約，顯已違反上開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

條規定，系爭聘用合約書第七條第二項該服務期間之約定應屬無效94。」

但最高法院對此種見解亦有提出駁斥「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對於勞工而

言，僅在：特定性定期契約之期前終止權（第十五條第一項）、不定期契

約之終止前預告期間（第十五條第二項）、特定性定期契約之勞工期前終

止或定期勞動契約之勞工期滿離職者，不得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

費（第十八條）等項見其差異，並不影響勞工依勞基法可享之其他權益，

該第九條即難解為係屬強制規定95。」 

 

 

 

                                                 
92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上字第五六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

度勞上字第六三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勞訴字第八十七號、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勞訴字第八十八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

年度勞訴字第八十九號皆持同樣見解。 
93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七十一號。 
9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上字第一六０八號。 
95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七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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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以「繼續性工作」來判斷的判決 

 

勞基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

如具有繼續性，則無定期契約成立的可能；如不具繼續性，還要再看工作

是不是屬於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如屬於前列四種，方得為

定期契約。故「繼續性工作」的認定雖然不是判別定期契約的唯一步驟，

但它卻十分的重要。以下便就搜尋所得的判決，作一個歸納整理，判決對

於繼續性的認定可分為下述幾個類型： 

一、連續工作長達數年來認定「有繼續性工作」 

法院以連續勞工工作長達數年，來作為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的認定依

據，這樣的判決如： 

(一)最高法院 

「查被上訴人自六十七年二月一日起至七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由上

訴人高雄福利社僱用；自七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改由上訴人公司以一年一

約方式僱用，長達十六年以上，從未間斷，為上訴人所不爭，則揆諸勞動

基準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款之規定，兩造勞動契約係不定期契約

自明⋯」（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七二號）； 

 

(二)高等法院 

「⋯再查特定性工作固不以有明確之終止日期為必要，惟仍須以不具

備繼續性為前提，然從原告僱用曾政照期間長達九年且連續與曾員簽訂十

份僱用契約書觀之，亦足認曾政照之工作性質具有繼續性⋯」(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簡易判決九十年度簡字第三八九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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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法院 

    「本件原告與被告葉添公司，依提出之聘任職工契約書內容觀之，所

定之契約雖載明為一年一聘之短期契約工，惟查兩造間每年所定之契約係

前後接續，間斷期間並未超過三十日，且共長達數年之久，是依前開規定，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視為不定期契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勞訴字第八號） 

 

「本件兩造之僱傭契約，為一年一聘，且前後未予間斷之事實，有被

告提出之上開雇用契約書可稽，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依上開勞基法之規

定，本件兩造之勞動契約應視為不定期契約，是被告辯稱本件為定期契約

云云，固不足採。」（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重勞訴字第

二號）； 

 

「⋯而本件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之工作期間長達數年，為兩造所不

爭，是原告之工資雖採按件計酬之給付方式，惟此仍無礙於其工作有繼續

性之性質。」(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三零號)； 

 

2 以公司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來認定系爭工作是否具「繼續性」 

 

亦有判決以公司、事業單位的（資方）業務性質與經營運作來判斷，

係爭工作是不是具於「繼續性」，如： 

(一)高等法院 

「⋯惟查：上訴人聘用卓俊雄至海外公司任職，固須協助管理、建立

制度及訓練當地人，惟其主要之工作仍在採購主辦，而採購主辦工作係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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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存續而存在，具有繼續性性質，尚難以其另兼有協助義務，即遽認

其採購主辦正職不具繼續性，是上訴人之主張，尚非可採。」（臺灣高等

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上字第七一號）； 

 

     「查耶誕節之明信片（賀卡）、上櫃公司之股東開會及股利發放通知

單等為每年皆有的工作，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又原告所僱用之勞工馬慶

霖係從事平常郵件分信工作，勞動契約期間自八十九年九月一日至九十年

八月一日，僱用期為十一個月，且勞工馬慶霖僱傭期滿後該工作亦有人接

續在分信，此有原告之人事主任劉明宗之會談紀錄可稽。準此，勞工馬慶

霖受僱從事者，係平常郵件之分信工作，應屬原告經常業務所必需，而非

工作結束後，原告即無類似之工作，由此可證，馬慶霖所從事之工作性質

為繼續性之工作⋯⋯ 另原告主張為加速處理郵件，以機器替代人力，已

分別在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設置郵件處理中心，台中郵件

處理中心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初期以人工及機器雙軌運作處理郵

件，預計全區郵件順利運作處理時間約需數月，將來出口郵件分揀工作轉

換完成後，亦將由機器替代人工處理，因此案關郵件分揀工作係屬非繼續

性工作云云。然原告之郵件分揀工作為每天應持續之工作，為原告所不爭

執，至於將來以機器代替人力，僅能減少僱用人員，然該郵件分揀工作並

不因以機器代替人力而影響其繼續性工作之性質，且勞工馬慶霖僱傭期滿

後該工作亦有人接續在分信，已如前述，是原告主張將來郵件分揀工作可

以機器代替人力，而認目前之郵件分揀工作係屬非繼續性工作，似有誤會。」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九十一年度簡字第一０六號) 。 

 

(二)地方法院 

「被上訴人主張試車並非其主要業務，亦無固定員工從事試車工作，

之前承做類似工作僅高雄岡山之焚化爐而已，且提供試車人力服務工作並

非其公司之重要工程契約，其八十九年度營業收入為十八億四千六百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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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三千元，其中提供鹿草垃圾資源回收廠試車工作支援人力之營業收

入，僅六百六十一萬五元，占其當年度營業收入百分之０．三六、其九十

年度營業收入為十五億零六十九萬二千元 ，提供上開試車工作支援人力

之營業收入為二千四百二十二萬元三千元，占其公司當年度營業收入百分

之一．六一，有其於九十一年度嘉勞簡字第六號提出之公司重要契約一覽

表、最近五年度損益表各一份為證（見該案第一百六十頁至第一百六十四

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果爾，提供試車人力服務並非被

上訴人繼續從事之事業，縱依企業永續經營之原則，亦不能強求被上訴人

與上訴人等人就試車之工作訂立繼續性之契約。被上訴人辯稱：僱用上訴

人所從事之上開工作為非繼續性之工作等語，應屬可採。」（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簡上字第四號）； 

 

3 直接認定該工作具有繼續性 

 

 另外有一類型的判決，無任何敘述的文字或理由，直接就認定該系爭

職務屬於繼續性工作，或許是法院認為在個案中係爭工作是否具「繼續

性」，十分明顯，因而不需再贅言修飾，如： 

(一)最高法院 

「勞基法係一強行法規，如勞工之工作內容有繼續性者，即屬不定期

之勞動契約。而被上訴人所擔任者為台長、副台長、資深工程師、研究委

員、雇員等職位，其工作性質均具有繼續性，有上訴人電台民雄分台、褒

忠分台業務執掌表影本各一份可稽，自不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款

所定之短期性工作，且具有繼續性，為不定期勞動契約。」（最高法院民事

判決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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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法院 

    「被上訴人等所擔任者為台長、副台長、資深工程師、研究委員、雇

員等職位，其等工作性質均具有繼續性，有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民雄分

台、褒忠分台業務執掌表影本各一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三六九頁至第

三七四頁），自不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款所定之短期性工作，且

因具有繼續性，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九年

度重勞上字第五號)96； 

 

「被上訴人所擔任飛航駕駛之工作具繼續性，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不

定期契約。」（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重勞上字第三號）； 

 

(三)地方法院 

    「原告所任為台長、副台長、資深工程師、研究委員、雇員等職位，

工作均有繼續性，被告迄未舉證證明原告何種工作性質屬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其抗辯兩造間屬定期勞動契約，實不足採。」（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訴字第八號） 

 

    「本件原告所任之職務為工程師，工作性質具有繼續性，自不屬於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款所定之短期性工作⋯」（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八十九年度勞訴字第一０二號） 

 

 

                                                 
96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三號與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重

勞上字第五號實乃同一案件、上下級審的關係，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原本所為的判決文

字相差不至幾字，應是最高法院對於高等法院「繼續性工作」的認定標準亦十分贊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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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以是否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
工作」來判斷的判決 

 

    除了上述直接以「繼續性工作」有無來認定是否為定期契約的判決以

外，另外一類的判決是從比較迂迴、邏輯上比較簡單、處理上比較容易的

方法來處理涉及定期契約與否的問題，那就是看系爭工作是不是屬於臨時

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四者之一，固然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也得為不定期契約；但若是不具有臨時性、

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的工作，無論是否具有繼續性，是不可能為定期

契約的。同時這個方法也可以避免直接解釋『繼續性工作』的難題，故採

取這種方式來判斷是否為定期契約的判決數量要比前者來得更多，而這種

類型的判決也可再細分成幾種樣態： 

 

1以工作連續長達數年，不合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工作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六條中，分別對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工作的期

間有所規定，分別不得超過六個月及九個月，而特定性工作超過一年者，

則應報請核備。所以有判決乃以工作連續長達數年，故不合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特定性工作，如： 

 

(一)最高法院 

「上訴人所謂『季節性臨時工』，至少應合於『短期』、『不繼續性』

兩項僱用關係之特徵，核與被上訴人繼續在上訴人農會按月支薪工作長達

四十九年（自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七年）之實情不合，上訴人抗辯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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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係屬季節性臨時工云云，即無可採」（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台上

字第二四三九號）； 

 

(二)高等法院 

「被害人之工作期間已超過六個月，非屬臨時性工作，自屬不定期契

約⋯」（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上字第六號）； 

 

「上訴人所謂「季節性臨時工」一詞至少應合於「短期」、「不繼續

性」兩項僱用關係之特徵，核與本件被上訴人繼續在上訴人農會按月支薪

工作長達四十九年（即自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七年）之實情不合，上訴人

抗辯被上訴人係屬伊之季節性臨時工云云，亦無可採。」（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上字第十一號）； 

 

「姑不論原告許啟榮在職期間四餘年，原告傅耀材及王殿灝在職間十

餘年，從未間斷工作，本非勞動基準法第九條及施行細則第六條所定之臨

時性工作、短期間性工作、季節性工作或特定性工作，況依勞動基準法第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時間超過九十

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尚且視為不定期契約之規定，益

徵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要無庸疑，可見原告所從事者為繼

續性之工作，即令確有以一年一聘之方式簽署，亦無礙其非臨時性而為不

定期契約之特性⋯」（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勞訴字第八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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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法院 

「原告受僱被告任職倉庫配送工一職既巳達五十年以上，就其工作時

間之長及工作內容觀之，實非屬所謂臨時性工作，原告自非所謂臨時工，

被告僅憑原告列冊於臨時僱用工役即謂原告係臨時工而拒絕給付退休金，

其抗辯自不可採。」（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八年度勞訴字第二

號）； 

 

    「上訴人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起至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受僱於被上

訴人，非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自非定期契約」（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簡上字第一號）。 

 

「原告自勞動基準法施行前即民國七十三年間，即在被告公司虎尾工

廠上班，長達十七年，顯非該施行細則所稱之『臨時性』、『短期性』與

『季節性』工作。又原告在被告公司虎尾工廠上班，從事紙燈籠等檢驗工

作，從事之工作長達十七年，被告辯稱其工作無繼續性，每批貨檢驗完畢，

兩造間之關係即終止等情，惟未據其舉證證明該工作有何特定性、或提出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文件，以供採酌⋯」(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

年度勞訴字第七號)； 

 

「本件原告自七十九年六月五日，即在被告公司上班，長達十餘年之

久。原告於僱傭存續期間，雖逐年簽訂『定期契約人員契約書』，惟與上

開施行細則所稱之『臨時性』、『短期性』與『季節性』工作要件有間。

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契約有繼續性，應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等情，應

可採信，合先敘明。」（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

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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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認定 

   也有判決採取直接認定的方式，也就是沒有任何形容的敘述，來認定系

爭工作非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工作，如： 

(一)高等法院 

「系爭聘用合約書約定被上訴人服務之期間自八十六年十月一日起至

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為期二年，受聘於上訴人之新聞部擔任「組長」一

職。被上訴人既係擔任新聞部組長之工作，自不屬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六

條所定之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定性之工作，而係屬繼續性工件之

性質⋯」(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上字第一六０八號)； 

 

(二)地方法院 

    「雖被告辯稱該中心之員工均每年一聘，惟原告於長安中心任行政組

長一職，乃屬行政管理之常態性工作，則原告之工作顯非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與定期契約之定義不合，應認為繼續性工作，依同法第

九條第一項後段應認為不定期契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

九年度勞訴字第一二號）； 

 

    「然核原告所擔任之消費合作社售貨員之工作性質，應非屬季節性或

特定性之工作，與定期契約之定義不合，應認為繼續性工作，依勞基法第

九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訴字第八號） 

 

     「經查，被上訴人係於八十七年六月一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上訴

人之第二供銷部臨時人員，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上訴人八十七年五月二

十七日之內部簽呈一件可稽，而通觀該簽呈內容，其主旨載為：『本供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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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擬聘請臨時人員案，敬請鑒核。』而呈經上訴人當時之理事主席王璧城

亦批示以：『事實需要，准以臨時人員任用。』等語，除此之外，並未就

聘僱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是否定有存續期間一節為簽註或批示，此亦為兩

造所不爭，足見上訴人自始即係以臨時人員聘僱被上訴人，至兩造間所約

定聘僱之臨時人員勞動契約，則未約定存續期間，而依該簽呈所記載工作

性質觀之，係因該供銷部臨時人員李彩鳳離職，為應工作所需，其遺缺始

擬由被上訴人遞補，是該工作之性質顯亦非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

特定性者，即不得為定期契約，故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自始即為不定期契

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簡上字第二九號）； 

 

    「本件被告在原告公司擔任業務工作，並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

及特定性之定期工作，乃屬有繼續性之工作⋯」（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

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基勞小字第七號）； 

 

第四節、綜合二種以上標準判斷的判決 

 

    不論以「繼續性工作」來判別定期契約也好，或者是否屬於臨時性、

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來認定定期契約也好，他們並不是唯一判斷

定期契約的方法，因此也有判決綜合來析述，已連續工作數年、以公司業

務與所任工作的關連、以工作具有永久性、經常性、繼續性這樣的用語等

等綜合來論述來認定是否為定期契約，這樣的判決如： 

 

(一)高等法院 

  「⋯查被上訴人所擔任工作已形成永久性一節，為上訴人自承（原審卷

一二七頁），且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公司，雖每一年簽定聘用契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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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連續簽約僱用之期間自七十一年九月起至八十六年六月止已達十四年餘

之久未曾中斷，有被上訴人所提在職證明書及聘用契約影本足憑（原審卷

一○、一一頁），揆上說明，兩造間勞動契約要屬不定期契約無疑。」（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八十七年度勞上字第二號）； 

 

(二)地方法院 

   「查原告受雇於被告所屬榮民製毯工廠，雖每一年至三年簽訂聘用契約

一次，但連續簽約僱用之期間已達十四年二月之久，其間除擔任紡紗工廠

技術管理、修機等經常性工作外，尚曾兼任生產組長、安全衛生管理員、

福利委員及曾任福利社主任、長期被選出擔任伙食委員、工會常務理事、

消防小組隊長、小組長等工廠行政管理之常態性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則

原告之工作顯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與定期契約之定義不

合，應認為繼續性工作，依同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應認為不定期契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五年度勞訴字第二十六號）； 

 

  「查本件被告公司依其公司執照所載營業項目包含機械五金零件鑄造

加工買賣、經營、轉投資及進出口業務，另依其所自承與訴外人榮富公司

就「立主管」之加工業務往來，已長達十餘年，足見被告公司為訴外人榮

富公司加工生產「立主管」產品，已成為其公司之一般性業務，原告之工

作顯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核與定期契約之定義不合」（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年度勞訴字第二一號）； 

 

「原告至少任職被告工廠達二十七年之久。顯然均逾越上開定義臨時

性工作之工作期間為六個月以內之期限。至被告辯稱除任職被告工廠外，

另於其他工廠工作云云，亦未提出相關資料予以證明。況經本院調閱原告

歷年來所得相關資料，除利息所得外，並無原告任職其他公司之薪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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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再參以原告提出被告所不爭執之照片，均為原告參與被告舉辦員工

旅遊時所拍攝之照片，照片之紙張泛黃，顯示年代久遠，部分照片上標示

之日期為八十五年八月八日及八十九年七月八日。足見原告多次參與被告

工廠舉辦之員工旅遊活動，其若僅為臨時性工作，焉能多次享有被告工廠

之員工福利。可信原告於被告工廠係從事不定期限之繼續性工作，而非僅

從事臨時性工作」（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四號）。 

 

  「又被告所營內容包含模具製造加工業務，是原告工作內容乃被告經

營主要事業，且原告二人被告任職被告處迄本件爭議發生時止，業已四年

餘，其工作應認為有繼續性，與前述定期勞動契約之定義不合，依勞動基

準法第九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應為不定期契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二九號）； 

 

第五節、小結 

 

     而從搜尋所得的判決結果來看，系爭職務所牽涉的勞動契約究屬定期

契約抑或不定期契約，涉訟個案絕大多數都是被認定為不定期契約(搜尋所

得相關判決數為五十個，其中經判定為不定期契約者為四十三個，所佔比

例為百分之八十六)，這當然也反映了勞動市場之僱傭型態，本來就以繼續

性工作為一般常態，而非繼續性工作為例外；故被認定是定期契約的判決，

可謂是屈指可屬，如：「被上訴人係有工程才僱用其等工作，若無則需等候

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之工程並無預期性，係臨時性雇用上訴人，尚難認

此係繼續性之工作⋯」（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上易字第一七

號）以及「原告係因承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之空調系統操

作維護後，方需要另以額外勞工來完成其所承攬之工作；且原告係透過招

標方式取得承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之空調系統操作維護，

於契約期滿後（最多四年），得否繼續從事該項工作，仍有待重新招標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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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原告所承攬之工作標的，將因契約期滿完成後而不存在，則原告所

僱用之額外勞工，即因無工作標的而無需繼續僱用，應符合前揭所稱『特

定性工作』之性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六一六號）。 

但亦有具爭議性的判決，如「而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擔任保全人

員，保全公司負責之業務林林總總，為求保全工作能順利推展，自以繼續

性工作者較佳，但性質上並無非必屬不定期契約不可，依循契約自由原則，

兩造間如合意締結臨時性定期之勞動契約，於法並無不合。」（臺灣板橋

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勞簡上字第一三號），公司之業務容有多樣

性、多角化發展，但以契約自由為名，即可任意締結臨時性定期契約，似

乎是把勞基法第九條所規定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給架空了。

而法院應依法判決，像這樣的理由似有明顯瑕疵。 

    再者，經由以上的判決整理，可以看出實務對定期契約的認定，不外

乎是從系爭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以及是否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去作檢驗，而以法條規定的邏輯觀之，後一種方式比前

一種方式處理上來得單純、採此種樣態的判決數量也較多（逾六成以上）；

而就算採取從「繼續性工作」與否的這個角度切入定期契約之判決，它們

或從連續工作、或從公司所營業務與勞工擔任職務相較、甚或直接就認定

種種方式來判定繼續性工作；但卻從未有判決直接地、正面地去對「繼續

性工作」下定義97，總體而言，法院對繼續性工作的見解亦是由客觀層面

去作判定考量。 

                                                 
97行政院勞委會八十九台勞資二字第零零一一三六二號函便曾對「繼續性工作」下過定

義，高雄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六一六號將之採用為理由之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