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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勞動派遣法之內容分析 

 

第一節 國際勞工組織之相關規範 

壹、勞動派遣國際勞動基準之立法背景 

關於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在勞動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及發揮功能之爭辯，長久以來即存

在著許多問題，且與勞動派遣息息相關。實際上，開始對這類機構加以規範，是在簽訂

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而創設國際勞工組織之後。以下將區分三階段，說

明國際勞工組織對私立就業服務機構設置國際勞動基準之演進情形，以釐清國際勞工組

織對於勞動派遣所抱持之態度，並做為我國日後參考之依據。 

一、國際勞工組織萌芽草創時期－公立就業服務機構壟斷階段(1919 年至 1932 年) 

凡爾賽和約第十三部份(即所謂國際勞動憲章)關於「勞工條款」之規定，部份涉

及勞工權益之核心所在，例如：勞工結社自由、每日工作八小時、週休一日(每週末

必須休息 24 小時)、廢止童工、同工同酬和所謂「勞動非商品」(Labor is not a co

mmodity)等，這些都是國際勞工組織所應秉持且盡力維護之原則，日後也逐漸形成核

心國際勞動基準，特別是「勞動非商品」之原則，對於該組織而言尤具特殊之意義。

早期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時常被指控對於求職者收取不合理之仲介費用、將勞工騙遣至

他國淪為奴工，甚或是與雇主共同驅策這些勞工等惡行，因此自國際勞工組織設立以

來，即要求國家在招募及安置勞工從事就業之過程中，必須處於主導且獨占之角色，

亦即，安置勞工就業，提供該項就業服務，不該視為一項商業活動，而是由國家機關

透過公立就業服務行使該項職務
42。國際勞工組織在奠基時期所通過之第二號失業公

約[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19(No.2)]及第一號失業推薦書[Unemployment Rec

ommendation,1919(No.1)]都明確的宣示此一立場，也主張就業服務應禁止收費或進

行商業利益之行為。 

二、第三十四號公約制定時期－緩衝原則階段(1933 年至 1948 年) 

為落實勞動非商品(Labor is not a commodity)之理念，並對私立就業服務機構

進行管制，國際勞工組織於一九三三年通過第三十四號「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該

公約對收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制訂法令加以來規範43，且在該公約生效(一九三六年十

                                                 
42 Vosko, Leah F.(1997). “ Legitimizing the Triangula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Emerging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abor Law Journal, 43, pp.48-49. 
43 在收費的部份，該公約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此類收費就業服務機構分為兩類：第一類以營利為目的者，即任

何個人、公司、機構、代理人或其他機構，居於仲介人(intermediary)之地位，為勞工媒合就業或為雇主媒介

勞工，而向勞工或雇主直接或間接收取金錢或其他物質利益為目的者；第二類並非以營利為目，但仍會向雇

主或勞工收取入會費、定期給付或其他收費者。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1992). International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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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八日)後，給予三年的緩衝期，各會員國必須在這段期間內將這類型之機構全部

加以剷除，除不應設置此類機構外，還應受到國內法之嚴格管制，包括收費標準在

內。該公約對於某些特殊類型之勞工，例如音樂家、藝術家或其他需要仲介者之專業

人士等，允許有例外條款(exemptions)，但仍有相當嚴格之管制，如收費標準及國際

活動之限制、執照發給及期限等
44。 

此公約曾被許多國家作為制定國內相關立法之指導原則，但實際所發揮之功效相

當有限，剷除收費之私營就業服務機構與許多國家之現實就業市場有所衝突，因此，

只有十一個國家正式批准，影響力相當有限。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該公約也隨

著國際立法運動的嚴重受阻，未受到明顯重視。 

三、第九十六號公約制定時期－併存原則階段(1949 年至 1994 年)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一九四四年第 26 屆國際勞工大會在美國費城通過

的「國際勞工組織之目標和宗旨的宣言」又稱「費城宣言(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重申了國際勞工組織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45： 

(一)勞動非商品。 

(二)言論自由和結社自由是不斷進步的必要條件。 

(三)任何地方的貧困將對地方的繁榮構成威脅。 

(四)反對貧困的鬥爭，除各國在國內以努力不懈的方式進行，還需要國際社會作持續一

致的努力。 

雖然該宣言中仍重申「勞動非商品」之原則，但國際勞工組織為避免前次第

三十四號公約制定時期所造成的問題，開始對收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在勞動市場所

扮演的角色審慎地評估。對於那些有意願，但實際執行上有困難的會員國，則提供

相關之協助，在這樣的運作背景下於一九四九年通過第九十六號公約「收費就業機

構(修正)公約」。 

在第九十六號公約，保留了第三十六號公約的基本精神，如：有關收費就業

服務機構之定義，且為避免重蹈前次之覆轍，給予會員國更大的彈性，讓會員國能

夠在漸進式之剷除與進一步之管制之間有更大的空間。自該公約一九五○年生效後

至一九七二年期間，獲得 44 個會員國批准認可，但卻有 4 個會員國對於該條約之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919-1991. Geneva :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145. 

44 參見第 34 號公約第三條第四項(a)-(d)款之規定。 
45 ILO, “國際勞工組織簡介”。[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ec-ceda.org.cn/fchina/info/upload/fujian/lgjj.htm 

(200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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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有所疑慮而不願加入46，這樣的情形也促使國際勞工組織重新檢討該公約

之適用性。 

一九八八年至一九九○年，國際勞工組織從事一項大規模的跨國研究，希望

能為這類新興之私營就業機構重新定位。依據國際勞工組織的調查，發現這類機構

共有十八種不同的類型在勞動市場中運作，也因此促使了第一八一號公約的產生。 

四、第一八一號公約制定時期－開放原則階段(1994 年至 1997 年) 

一九九四年第 81 屆國際勞工會議中，針對私立就業服務機構(PREA)廣泛討論

後，三方會員同意依下列原則修正第九十六號公約： 

(一)建立勞動市場機制。 

(二)起草公立與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之營運規範。 

(三)建立有關一般勞動者與契約工、暫時勞動者、派遣勞動者間之原則，避免一般勞動

者地位之惡化。 

(四)創造有利於所有就業服務機構功能之環境。 

(五)確保各國自主決定上述原則之實踐。 

一九九四年的會議係在下列共識下達成協議： 

(一)政府能實施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並建立勞動市場機制。 

(二)雇主承認暫時性勞動之優點。 

(三)勞動者在暫時性勞動的架構下可得到更好的待遇。 

此外，更將修訂之第九十六號公約列入大會第 85 屆會議議程，且三方會員一

致贊成全面修訂第九十六號公約，且是採用一種整體的新原則與作法47。之後隨著

勞資政三方的辯論，已逐漸達成部份共識。勞方代表原則上接受此種三角之僱用關

係，但仍希望保留傳統僱用關係之管理機制；雇主代表卻希望能夠放棄傳統的僱用

管理機構，以促使僱用之彈性化；政府代表則是保持中庸的態度。第一八一號公約

及第一八八號建議書於一九九七年六月通過，但其規範對於勞工之保護仍嫌不足，

例如：雖保有某些傳統僱用之特質，但卻傾向於較彈性化之僱用關係48。 

 

                                                 
46 參見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supra note 43, p.52 and supra note 42, p.51. 
47 黃越欽，勞動法新論，2002 年 9 月，台北：翰蘆，頁 590-591。 
48 Vosko, supra note 42., pp.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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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勞動派遣國際勞動基準之內容 

依據國際勞工組織一九九七年六月在日內瓦召開之理事會，所通過之一八一號「一

九九七年民營職業介紹所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No.181）」可知，此公約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勞動派遣之背景說明。第二章

說明本公約制定前相關公約所為之規定，如「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之規範。第三章說

明本公約之整體架構。第四章為衡量各國有關勞動派遣法制之規範後，以評估本公約。

第五章針對本公約以及正研擬中之「契約工公約」(Proposed Contract Labour 

Convention)草案進行比較研究，探討其合併規範之可能性。第六章為評估本公約與

「契約工公約」草案之重要性，探討將來兩者對勞動關係發展可能之影響
49。本公約共

計二十四條條文，除最後八條屬標準化條款外，其他十六條條文可做以下之分類說明： 

一、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之合法化，公立就業服務機構獨占地位之結束50 

 (一)全面開放對私立就業服務機構管制 

本公約第十六條中明白指出，修正於第三十四號「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及

第九十六號公約「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修訂本)」，且幾乎全面開放私營就業服

務機構之管制，使其得以提供職業介紹、勞動派遣與其他相關之就業服務業務。

不過，本公約仍對於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有部份規範，如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外

籍勞工(migrant workers)須提供必要及適當之保護措施，及第九條規定禁止私

立就業服務機構從事童工之運用及供給業務等51。 

(二)承認勞動市場之彈性化及公立就業服務機構之獨占地位不復存在 

本公約相較於「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改採全面合法化私立就業服務機構

之地位，可知國際勞工組織對於過去五十年來採取全面支持公立就業服務機構之

獨占態度及立場的轉變，並明確承認勞動市場彈性化之必要性及重要性。過去各

會員國並未致力於維持職業介紹所獨佔之地位，使得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在多數國

家之佔有率通常不到 25%，而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在勞動市場上卻一向運作良好，

居於較強勢之地位，使得第九十六號公約所揭示之精神已逐漸被取代52。國際勞

                                                 
49 成之約(計畫主持人)、鄭津津、楊通軒、王義基(協同主持人)，我國「勞動派遣法」草案之研擬，行政院勞

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委託研究報告，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編印，1998 年 4 月，頁 23。 
50 ILO. “國際勞工組織第 181 號公約”。[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lo.org/ilolex/chinese/docs/convdisp1.htm

(2005.11.20). 
51 Id. 
52 Vosko, supra note 42,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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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組織對於目前禁止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之措施進行下列兩個方向之有效性檢討： 

1.若採取全面禁止的態度勢必增加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原已無法負荷之工作量。 

2.若是針對這類機構採取限制禁止的態度則會造成規避脫序之結果。 

經檢討後，國際勞工組織仍承認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與私立就業服務機構

並存之模式，並朝向強化二者共同合作與互補之關係，甚至允許公立就業服務

機構將其服務項目轉包給第三者53。 

二、勞動派遣業納入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之適用範圍 

一九九七年於國際勞工組織舉行大會時，雇主代表曾指出，在第一八一號公約中

已將絕大部份之私營就業機構合法化，應將勞動派遣業者納入，至於勞方代表則是認

為應該為勞動派遣建立一套完整而多面向之保障機制，也堅持將這類就業服務納入。

雖然政府代表曾以會造成國內法適用困難而持反對立場，但獲知勞雇代表就此議題已

獲得共識後，也不再堅持立場而從善如流54。 

三、收取費用之規定 

本公約最重要條款之一是承襲第九十六號公約「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修訂本)」

之基礎原則，於第七條中明確規定私立就業服務機構不得對勞工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方

式向勞工收取任何費用，雖然本條文仍維持國際勞工組織所秉持之「勞動非商品」之

基本原則，但此項規定也僅具有原則性宣示意義，在實際的運作上，該條第二項規定

仍允許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可對特定類型之服務項目，以及某些類型之勞工採取例外

之作法55。賦予各會員國在「勞動非商品」之原則下，仍保有高度自主之權力。 

四、勞工保護之相關規定 

本公約第四條，明確規定各會員國應賦予派遣勞工「勞動三權」之權利，並於第

十一條中對於勞動派遣中所涉及之權利義務關係有明顯的規範，該條款規定，各會員

國須根據國際法律和慣例之規定，對於該條約第一條第一款(b)所涉指之派遣勞工採

取必要之保護措施，而第十二條之部份，則是規範私立就業服務機構與用人企業對派

遣勞工所需肩負責任之分配。至於第十一條除結社自由外，與第十二條共同規範的事

項如下
56： 

(一)集體協商權。 

(二)基本工資標準。 

(三)工作時間及其他勞動條件。 

(四)社會安全福利措施。 

                                                 
53 Id.,pp.55-56. 
54 ILO(1997). “Opening of 85th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lo.org/publi

c/english/bureau/inf/pr/1997/15.htm(2005/11/26). 
55 ILO,supre note 50. 
56 Id. 



 28

(五)職業訓練。 

(六 職業健康與安全。 

(七)職業災害與職業病補償事項。 

(八)企業破產時之補償以及勞工工資求償權之保障。 

(九)生育保護和津貼，以及親職之保障與給付等。 

另外，為執行本公約而制定的第一八八號公約中，鼓勵各會員國對於勞動派遣

之現象，應立法明定要求派遣機構以書面的方式告知派遣勞工相關之勞動條件、禁

止要派機構利用派遣勞工取代正式勞工或行使罷工權之勞工的工作職位57。 

五、勞動派遣責任分配方面 

在討論制定第十二條規定時，雇主代表態度卻相當強硬，他們認為會員國政府不

應介入勞資關係，應讓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間有較大的彈性，其中對於「責任分

配」一詞，更持強烈反對之立場，認為政府在分配責任之角色，只有在職業安全衛生

之事項上；勞方代表則堅持派遣機構將勞工派遣至要派機構時，雙方責任之釐清是非

常重要之問題；政府代表則同意勞方代表所提出之修正意見，認為派遣機構與要派機

構應共同負擔責任58，由於勞方與資方之見解呈現不同的看法，在整個辯論過程中仍

未能提出解決之道，無法針對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在責任分配上建立一套指導原則，

且本公約亦未承認所謂「次要責任」(secondary responsibility)，當派遣機構未履

行該有責任時，要派機構亦無須承擔任何之責任，故此部份對於派遣勞工之保護仍相

當不足59，雖然這樣的問題在該組織同時通過之第一八八號建議書中曾提及，但這類

文件對於會員國並無拘束力，僅具宣誓意義，因此只能做為將來努力之方向。 

參、評析 

根據上述所介紹之國際勞工組織之公約，將可以提供我國未來實施勞動派遣上之規

劃與變革之方向，以下將嘗試評析該公約規範之內容，及對我國之啟示： 

一、建構完整勞動派遣之國際勞動基準 

由早期的第三十四號「收費職業介紹所公約」至一九四九年通過第九十六號公約

「收費就業機構(修正)公約」及一九九七年六月所通過之一八一號「民營職業介紹所

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No.181）」，可以看

出國際勞工組織對於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一直以來皆採取相當務實之作法，設法針對日

益盛行之非典型僱用關係，建立一套國際勞動基準，例如一九九四年通過的第一七五

號「部份時間工作公約」，及一九九六年通過的一七七號「家內工作公約」，足見國際

                                                 
57 ILO(1997). “R188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Recommendation.”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lo.org/ 

ilolex/cgi-lex/convde.pl?R188 (2005.11.30) 
58 ILO, supra note 54. 
59 成之約(計畫主持人)等人，同註 49，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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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組織近年來除了致力於「核心公約」之推廣外，還持續通過多項相關公約及建議

書。然而，將第一八一號公約與其他國家之相關法律比較，則有數項缺點是可以改進

的，茲說明如下： 

(一)勞動派遣之三方兩地關係未清楚釐清：本公約雖承認勞動派遣三角關係之合法

性，但對於三者間所存在的實質關係為何，特別是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之間究竟

有無任何僱用契約關係，則未提及，對於那些尚未制訂此類法律之會員國，而須

參考國際勞動基準者，將無所依循之標準。 

(二)勞工權益之保障仍嫌不足：本公約在相關條文上雖對派遣勞工之權益有相當周全

之保障，但與各國現行法律相較，仍有許多不足之處，例如：未規範雇主應對派

遣勞工提供工作防護裝備(protective equipment)、未將資遣費之規定納入等，

在此種僱用關係不安定性之情形下，實有加強之必要。 

(三)責任分配之問題：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兩者之間在責任之分配上，本公約並未能

提供具體之指導方針，當派遣勞工之權益受損時，卻無法釐清責任之歸屬，對於

各會員國而言，無公約上之明確指示得以遵循，來規範這類日漸增多之三角僱用

型態。 

二、社會安全制度之有效落實 

從第一八一號公約可看出，雖然對於派遣勞工提供最完善之法律保護，但這些情

形都有可能造成雙元勞動市場之情形，因此，在情形下，如何建構及落實完善的社會

安全體系是值得關注的，隨著我國相關法令的制定與修訂，例如：兩性工作平等法、

大量解僱勞工保護法、就業保險法的制定、社會救助法的修訂等；以及相關政策的實

行，例如：全民健康保險、就業保險制度、勞工退休新制的實施，使得我國社會安全

體系已漸趨完整，若能確實的落實至每位派遣勞工身上，將可使他們獲得最完整的保

障。 

三、勞動市場雙元化之問題 

勞動市場彈性化的最大問題在於勞動市場的「雙元化」現象（dualization），即

勞動市場中有愈來愈多從事非典型工作、邊緣性工作的勞動者出現，與典型工作、核

心工作之勞動者，在社會安全保障機制以及勞動權益的提供享有上，均有明顯的差

距，導致勞動市場雙元化結構之形成60，而這種新發展也對積極性勞動市場政策形成

莫大的挑戰，也因此第一八一號公約無法獲得普遍之認同。 

                                                 
60 Vosko, supra note 42.,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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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勞動派遣法制 

勞動派遣在美國隨著勞動彈性的需求，有日漸成長與蓬勃發展之趨勢，傳統的典型僱

傭型態已產生了結構性的變化，非典型勞動因此運應而生，在美國，勞動派遣被美國勞工局

納入所謂的「暫時性勞工」(contingent work)之中，這些非傳統的勞動契約包含自營工作

者、待命工作者、由臨時服務介紹所支薪的勞工及勞務提供公司所提供的勞工等，在此種採

取彈性化策略所造成社會面及經濟面不安全之效應，致使派遣勞動出現僱用不安全、低福

利、低薪資、無法確實組織工會活動等問題61。使得美國當局開始重視勞動派遣所衍生的問

題及其重要性，雖然目前美國尚未對勞動派遣進行精確之統計研究，但依照專家的估計，以

非典型勞動而言，大約占整個勞動力的 25%-30%62。 

在美國，勞動派遣是由暫時性勞務提供(Temporary Help Supply，簡稱 THS)之勞動型

態所發展出來，因此勞動派遣這個概念是包含在「暫時性勞務提供」之內，其餘之相關概

念，還包括了「租賃勞動」與「外包」之方式。傳統的「租賃勞動」係指承租公司將所有的

勞動力(entire workforce)移轉給租賃公司(leasing firm)，然後再向租賃公司租回前述之

勞動力，現代意義的租賃勞動即是包括「承租公司與租賃公司之間約定對租賃勞工共同負擔

雇主責任」的勞動模式；「外包」則是指事業單位將其部份工作交給承包公司負責執行，由

承包公司指派其所僱用之勞工處理，並向事業單位承包工作。從上述定義得知，「租賃勞

動」、「外包」、「勞動派遣」都是涉及三方當事人之勞動型態，且勞工提供勞務的對象與地

點，並非與其有僱用關係的暫時性勞務提供機構，而是勞動力使用公司。雖然美國並無「勞

動派遣」之專有名詞，但確有此概念，其內容是包括於暫時性勞務提供的勞動型態之中
63。

美國並沒有一套專門針對此類新興勞動關係的法律來規範「供給雇主」、「使用雇主」、「暫時

性勞工」三方間的權利義務，因此有關勞動派遣之法律規範只能由美國相關勞動法制中去探

討。 

在美國法中，有所謂「共同雇主」的概念，因此，要派機構有時亦須共同負擔雇主責

任。要派機構是否能夠達成共同雇主則須視個別法律規範而定，因此要派機構是否必須負擔

共同雇主責任，往往不甚明確。通常，用以決定要派機構是否需負擔共同雇主責任的主要判

定標準為－「要派機構對派遣勞工行使監督管理的程度」。不過，在實務上最後用來決定派

                                                 
61 DuRivage, Virginia.(1992). New Polices for the Part-Time and Contingent Workforce. N.Y. : M.E. Sharpe. pp.89-90. 
62 Berger Mark.(1999). “The Contingent Employee Benefits Problem”. Indiana Law Review, 32, p.311. 
63 Summers, Clyde W. (1997). “Contingent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Labor Law Journal, 18, 

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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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機構是否須與要派機構共同負擔雇主責任的標準，則是視規範事項之特定法令的制定目的

而定。亦即，有些法令為達特定目的，要求要派機構應與派遣機構共同負擔責任時，要派機

構即被視為共同雇主。由此可知，要判斷要派機構是否須負擔共同雇主責任，並無一致性之

認定標準。以下則針對上述所涉及之相關問題，做進一步之探討。 

 

壹、個別勞動關係方面 

一、公平勞動基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簡稱 FLSA) 

美國公平勞動基準法規定勞工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以及加班費給予標準，臨時工

作者與外包勞工也都適用該法，故派遣機構負有雇主責任，而在要派機構的部份，則

被視為共同雇主。至於在共同雇主的認定上，美國法院的看法傾向於以「經濟事實」

來作為判斷的依據，對於有權僱用及解僱勞工之派遣機構應負起責任外，只要是要派

機構對於勞工之工作履行有指示權、對其勞動條件有控制權限者，皆應視為「共同雇

主」，共同負擔法律上之負責，例如：共同負擔工資率、工資給付方式、工資資料的

保存事項等責任64。至於美國勞工部亦有相同之看法，其認為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在

派遣勞工之加班工作、加班記錄資料之保存，負有共同雇主之責任且應與派遣勞工約

定每週之工時。至於最後須負起主要雇主責任者，則是「最後直接給付工資及加班工

資給派遣勞工者」，通常是指派遣機構。 

 

二、職業安全與健康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範下，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被視為共同雇主。因此，派遣

勞工的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若有不安全之處，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皆會受罰。雖然派

遣機構對於工作環境與相關條件不符合安全衛生規定的情形可能毫不知情，或是無管

理控制權限，但在該法令之規範下，派遣機構仍須負雇主責任。同樣地，要派機構與

派遣機構在就業歧視相關法律的規範下亦須共同負擔雇主責任
65
。 

 

三、職業災害補償法(Workers＇Compensation Law)  

根據職業災害補償法之規定，派遣機構之雇主在職災補償上負有原始初級的主要

                                                 
64 Blanpain, R.,& Biagi, Marco.(1999) .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 the impact of ILO Convention 181 (1997)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f 11 December 1997.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392. 
65 Summers, supra note 63 , 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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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只有在派遣機構之雇主無法獲得保險給付時，要派機構之雇主才負有次級責

任。不過，在實務運作上，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間通常會協議由誰負擔職災保險的

保費、誰取得職災保險給付。最後，只要勞工有被涵蓋在職災保險之下，勞工即不得

對雇主(僱用人)提起此案的損害賠償訴訟，通常勞工由職災保險上所獲得的補償，往

往少於勞工所遭受到的損失。依據這個法令的精神，無論是派遣機構或是要派機構提

供了勞工職災之保險，都視為已提供勞工職災保險，而免除雇主侵權行為之責任66。 

 

四、公平就業法案 

派遣勞工受僱於派遣機構，因此只要派遣機構所僱用的勞工達到最低法令門檻

(五人)，則派遣勞工則受到反歧視法令的保護，主要的問題在於要派機構若有違反公

平就業法案的行為而影響派遣勞工的權益時，是否也應納入該法案之規範內。在此部

份，美國就業平等委員會(EEOC)提供了一個主要的指導方向。亦即，派遣機構之勞工

原則上受到反歧視法令的保護，因為其所僱用的勞工具有派遣機構勞工的資格。因此

派遣機構指派勞工工作時，不能因其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國籍、年齡或殘疾而

有差別待遇。許多派遣機構之雇主以為派遣勞工在要派機構之工作地點，所發生之差

別待遇或性騷擾等問題之責任不在派遣機構。另外，一些要派機構的雇主以為他們並

非這些派遣勞工之直接雇主，不須對這些派遣勞工負公平就業機會法上的義務，事實

上，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應共同負擔派遣勞工在公平就業機會法上之責任。 

因此，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雇主因為違反公平就業法案之行為發生，違反人權

法案第七條與美國殘障人士法案、年齡歧視法案之情形，除根據勞工損害程度課除損

害責任外，亦判決雇主懲罰性之賠償
67。 

 

五、最低工資保障 

在最低工資保障方面，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皆有義務遵守最低工資相關法律之規

定。由於要派機構准許派遣勞工為其服務已使得要派機構符合最低工資法中所定義的

雇主，因此如果派遣機構給付派遣勞工低於最低工資的薪水時，則要派機構須為派遣

機構的違法行為負擔雇主責任68。 

                                                 
66 Id., p.402. 
67 Id., p.393. 
68 鄭津津，同註 10，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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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家庭與醫療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一九九三年通過的家庭與醫療法案，命令雇主在勞工有重大的健康問題與其子女

有重大健康問題必須照顧時，應給予 12 週無給薪之家庭與醫療休假，這個法案也適

用於勞動派遣業，其派遣機構之雇主被視為「原始雇主」，依據法案的規定，只有原

始雇主有責任提供這類假期。雖然派遣勞工可以適用該法案，不過實質上可以受益的

派遣勞工並不多，原因在於，該法案僅可適用僱用人數 50 人以上且每年工作 20 週以

上的企業或每年工時達 1,250 小時以上的員工，一般的派遣機構大多無法達到此條

件。 

 

貳、集體勞動關係方面 

《國家勞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關於勞動者的保障與經濟地位的提昇，在美國的制度中並非完全透過國家形成，

而是以勞動者個人對企業的貢獻度或工會雇主團體協商以提昇個別勞工的勞動條件、

勞動福利及生活保障。美國近年來的工會組織率一直停留在 13%左右，因此大部份的

勞工大多只能以提昇自己的專業能力及對企業的貢獻度才能得到企業所給予的各種獎

勵與福利。不過，不可否認的是，工會在美國仍有存在的必要，美國的勞資關係制一

直以來被視為屬於多元主義的勞資關係體系，勞動者得自由的組織各種工會，並在不

同的議是上找尋具有「共同利益」的會員組織、適當的協商單位並與雇主或雇主團體

進行團體協商，以提供在團體協約涵蓋下的產、職業工人們最低的工作保障。關於美

國的集體勞動關係方面，則以一九三五年通過制定之國家勞工關係法(又稱華格納法 

Wagner Act)為代表
69。 

依據國家勞工關係法，臨時工作公司通常被視為其所雇用之臨時勞工集體協商時

的雇主。美國勞動局表示：「此處所指之勞動關係及碼頭工人與碼頭工人公司的關係

有些類似，即勞工受僱於勞動合作社或受僱以日計之臨時工。此處勞工與碼頭工人，

一般是為第三人提供勞務。而臨時協助勞工係為臨時服務業的顧客提供臨時的服務，

如同碼頭工人為不同的碼頭公司服務工作。在美國，碼頭工人為臨時性的勞工，且並

不因此影響他為受雇勞工的地位與勞工應有的權益。基於此理由，認為臨時勞務公司

                                                 
69 Summers, supra note 63, 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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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的勞工應被包含此法的適用範圍」70。 

儘管雇主並非真正監督勞動者，然而，臨時勞工之工作崗位指派、工資與其他工

作相關給付均是由雇主支付，因此應得視為團體協商雇主與勞工的當事人。換言之，

當臨時工作者欲進行團體協商時，視為屬於臨時派遣業雇主之員工。須注意的是，派

遣勞工無法參與要派機構之工會組織及活動，僅可參與加入派遣機構之工會，不過，

要派機構有義務與派遣勞工組織之工會進行協商，如要派機構欲終止要派契約時，要

派機構仍須先通知派遣勞工之工會並與之協商71。 

在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共同雇主的認定上，其是否構成國家勞工關係法中的雇

主，主要是由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所認

定，該委員的認定標準主是以「控制權準則」(a right of control test)為標準，

而美國法院主要是以「共同控制準則」(mutual control test)及「結合準則」

(integration test)為主，以下則就上述三點分別說明之72： 

一、控制權準則(a right of control test)：其重點主要是著眼於要派機構是否對派遣

勞工的工作具有「充分的控制」(sufficient control)來決定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間

是否應被視為「共同雇主」。亦即，要認定兩者間為共同雇主，必須證明要派機構與

派遣機構實質地影響勞動派遣之僱用關係，例如：僱用、解僱、懲戒、監督與指揮

等。由於派遣機構係勞動派遣法律上之雇主，因此在大部份的案件中，控制權準則的

適用大多是用來認定要派機構是否應被視為共同雇主。 

二、共同控制準則(mutual control test)：此準則係著眼於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對派遣

勞工的工作條件或勞動關係的共同控制(joint control)，當法院採用「共同控制準

則」時，一般會考量的因素有下列數點： 

(一)派遣勞工提供勞務的地點是否在要派機構。 

(二)要派機構對派遣勞工的控制程度。 

(三)要派機構是否有權僱用、解僱或改變派遣勞工的僱用條件。 

(四)派遣勞工所執行之工作是否需具備特殊技能。 

(五)派遣勞工是否可以拒絕要派機構提供勞務。 

法院認為派遣勞工提供勞務之地點在要派機構時，此即顯示兩者之間存在僱

                                                 
70 Summers, supra note 63, p.517. 
71 Summers, supra note 63, p.517. 
72 鄭津津，同註 10，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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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係。當要派機構對於派遣勞工有相當程度的控制，甚至有權僱用或解僱派遣

勞工時，法院認為在此種情形下，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皆為派遣勞工之雇主。派

遣工作的種類繁多，從不需要具備特殊技能的藍領勞工到專業的白領階級皆有，

派遣勞工所從事之工作種類會實質影響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之間的關係，越是需

要特殊技能的派遣工作，派遣勞工對要派機構提供勞務的時間可能就越長，且派

遣勞工對要派機構的投入也可能越多，要派機構被視為共同雇主的可能性就越

大。 

三、結合準則(integration test)：此準則的適用除了考量「共同控制準則」的認定標準

外，還加上考量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程度的結合關係。當法院採用

「結合準則」時，一般會考量的因素包括下列幾點： 

(一)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間是否有共同管理(common management)的情況。 

(三)勞動關係的集權程度(the extent of centralization)。 

(四)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間是否有共同所有權的存在。 

在結合準則的適用下，要證明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間存在一定程度的結合

關係並非易事，因為很少有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間具有結合準則所要求的結合

程度。因此，法院在適用結合準則時，僅是將上述因素作為參考標準，而不是將

所有之因素視為絕對必要之條件。 

 

參、勞動市場法制方面 

一、社會安全法案與年金 

美國的社會安全法案提供了退休、死亡、殘廢與健康保險給付。因為臨時勞務公

司或外包商通常有權管理與指揮臨時勞工，且勞工確實為執行公司之業務，因此，臨

時勞務商與外包商被視為些這些臨時工的雇主。臨時工與契約工被包含在社會法案之

下，但是其所給付通常是這些暫時性工作種類中的最低標準。 

另外，許多雇主提供加入附加年金。此一計畫受到一九七四年通過的勞工退休收

入保障法的約束。根據這個法案，有資格者為服務滿 21 年且一年至少工作 1,000 個

小時的員工。年金給付必須在五年內完全給予，或者在三至七年逐漸給予。根據年金

的精神，全時租賃的勞工必須與正規僱用的勞工受到相同的對待。儘管如此，仍出現

下列的問題－「退休勞工收入保障法企圖努力擴大年金適用的範圍，雖然年金計畫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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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長期全時的租賃勞工或長期的部份工時勞工、臨時工作者，但仍舊排除青少年

工、每週工時少於 20 小時的部份工時者，以及工作年資中斷三至五年的勞動者。」

因此，在美國實際上只有 10%的派遣勞工符合年金計畫，且只有 4%的派遣勞工真正加

入該年金計畫73。 

 

二、失業保險之規定 

在失業方面，混合了聯邦與州立法，每一個州都建立了他們自己的資格標準，為

享有領取失業保險金之權利，勞動者必須工作滿一定之日數且領取一定之工資，而派

遣勞工通常大多不符合失業保險請領給付之要件，因此要派機構要使用派遣勞工時，

更應注意派遣機構雇主之財務狀況、管理情形及過去營運名聲等，以避免負起相關失

業保險費提撥或保險給付之責任74。 

 

肆、評析 

在重視自由市場經濟制度的美國，勞動派遣的出現係對於勞動市場彈性化的需求，

在如此的勞動市場型態之下，美國並未如其他日本、德國等這些大陸法系國家，制訂專

法以規範勞動派遣之關係，派遣機構如同其他社會服務業一樣，具有充分的經營自由，

也因此這些派遣機構可以因應市場之需要，提供他們所需之服務。由上述所介紹美國勞

動派遣之相關制度可得知，關於勞動派遣之規範散見於各法案中，與其他國家相較卻顯

得略有不足之處，以下試著針對美國派遣勞動之相關規範進行如下之評析。 

一、加強勞動條件權益之維護與保障 

(一)雇主責任認定之問題 

在上述提到有關美國勞動派遣法制之規範時，往往會提到「共同雇主」之釐

清問題，了解雇主責任之歸屬，以使派遣勞工在勞動權益上，獲得較佳之保障。

在美國，未明確制定專法來釐清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雇主責任，但由相關法律

上來看，派遣機構是勞動派遣法律上之雇主，原則上，無論派遣勞工在任何情況

下，皆應該負起雇主之責任，比較具有爭議的部份在於要派機構之責任歸屬為何?

由於派遣勞工於工作職場接受要派機構之指揮監督，其關係甚至比直接僱用之派

遣機構更為密切，也正因如此，要派機構是否應負起雇主責任，常是較令人困擾

                                                 
73 Blanpain, supra note 64, p.394. 
74 Virginia, supra note 61,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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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例如：職業安全與健康、職業災害補償、公平就業方面，最低工資保障

等方面，要派機構確實應負起「共同雇主」責任之必要，不過在某些事件及問題

上，要派機構是否應共同負起雇主之責任，則是較模糊的。 

在「共同雇主」之認定上，如同上述所介紹的，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LRB)

以「控制權準則」為判斷依據，美國法院則以「共同控制準則」、「結合準則」等

方式為判斷之標準，無論是何種方式，皆有其缺失所在。關於勞動派遣之問題繁

多，要個別依照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各項問題做雇主責任之界定，並不夠實

際，因此，宜制定一套認定「共同雇主」之方式，使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得以依

循，以確保勞工權益獲得最佳之保障。 

(二)制定專法以規範勞動派遣 

在美國關於勞動派遣之規範有三方面 1.散見於不同之法律。2.由全國勞工關

係委員會(NLRB)所做之詮釋或決定。3.經由訴訟或法院作成判決等。不過這些決

定或判決，係採用不同之準則，且建立之標準亦有所不同，使得勞動派遣之三

方，無法清楚明確了解勞動派遣之相關規範，雖然美國國會曾數次出現過勞動派

遣立法之法案，但皆無疾而終。因此，在釐清雇主責任及保障勞工權益之前提

下，必須制定專法規範勞動派遣所產生之問題，亦可避免不必要之勞資糾紛。 

二、團結協商權之保障與落實 

(一)整合為同一協商單位75 

1.派遣勞工加入要派機構之協商單位：在集體勞資關係中，派遣勞工可以加入其

所屬派遣機構的職業或產業工會，以爭取其適當之勞動權益，然而在此種特殊

的勞動型態之下，加入派遣機構之工會對於派遣勞工似乎無太大之幫助，著眼

點應在於，派遣勞工必須加入要派機構之工會，與要派機構中之正規勞工共列

同一協商單位，以爭取合理之勞動權益。 

2.雇主同意權方面：派遣勞工要加入要派機構之前提為，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主

張派遣勞工必須證明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為「共同雇主」，並得到派遣機構與要

派機構雙方面之同意成為同一雇主協商單位，派遣勞工才可加入要派機構構工

會，在如此的情形下，「共同雇主」的認定與同意，就顯得重要，其判斷準則如

同上述所介紹的－控制準則、共同控制權準則、結合準則。全國勞工關係委員

                                                 
75 鄭津津，同註 41，頁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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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張派遣勞工必須證明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為「共同雇主」，並得到派遣機構

與要派機構雙方面之同意成為同一雇主協商單位，派遣勞工才可加入要派機構

構工會。因此，在此種情形下，派遣勞工要加入要派機構之工會較困難。 

3.目前之發展：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LRB)於二○○○年八月廿五日決議，派遣

勞工得不經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同意，可與正規受僱勞工共列為同一協商單

位，由於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LRB)在美國的勞資關係制度中，扮演了相當重

要的角色，在這種多元的僱用型態之下，究竟誰具有代表性與雇主進行協商、

何種內容能夠成為協商的議題，何者屬不當勞動行為，這些都需要全國勞工關

係委員會(NLRB)來裁決。因此，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LRB)對於派遣勞工與要

派勞工共列為同一協商單位之決議，對於美國之勞資關係有重大的影響。不過

關於這樣的決議，可能衍生出其他的問題，由於派遣勞工服從由要派機構與派

遣機構所提出的不同工作規則，當正規勞工與派遣勞工共列同一協商單位時，

採用何者之工作規則、派遣勞工如何被報償與管理，這些都是該思考的問題。 

(二)扇形協商制度(Sectoral Bargaining) 

此制度主要是針對勞工在其僱用期間，被分配至不同的工作場所，故可與雇

主進行扇形協商，以確保該勞工之勞動權益。在此制度下，工會必須與該行業的

雇主團體協商一個「模範協定」(model agreement)，再由政府(包含聯邦、州與

市政府)透過行政機制將此「模範協定」的內容適用在該行業的所有事業單位。如

此，當派遣勞工轉換雇主從事勞務時，仍可受到該模範協定之保護76。 

(三)「僱用前協議制度」(pre-hire agreements)及「多邊雇主協商架構」

(multiemployer bargaining structures)
 77
 

由於營造業和成衣業之僱用之不穩定性，全國勞工關係法(the NLRB)特別允

許「僱用前協議」(pre-hire agreements)存在於此兩種行業中。即亦，營造業與

成衣業的雇主可與工會簽訂「僱用前協議」，以該協議限制雇主只能僱用工會指定

之勞工，若能將此種「僱用前協議」的合法性適用至其他行業上，工會即可藉由

與雇主簽訂「僱用前協議」使雇主只可僱用工會所指定的派遣勞工，使得派遣勞

工可在工會的保護下獲得較多的保障。 

另外，在全國勞工關係法針對工會組織工人的架構設計，係採「單一雇主」

                                                 
76 duRivage, Virginia L., Carre Francoise J., & Tilly, Chris.(1998). “Making Labor Law for Part-Time and Contingent 

Workers.” In K.Christensen (Eds.), Contingent Work : American Employment Relations(pp.263-280). N.Y. : ILR 
Press, p.273. 

77 鄭津津，同註 41，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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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定工作地點」，不過這種過時的架構無法規範及滿足同時為不同雇主並在不

同地點提供勞務的勞工，目前在美國只有營造業與成衣業不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該行業之工會也發展出「多邊雇主協商架構」(multiemployer bargaining 

structures)之協商模式，在此種架構下， 工會係按照工人的工作性質、工作區

域、甚或是種族性別來組織工作，若能將此種協商架構適用於所有的行業中，工

會將可依派遣勞工的工作性質或工作區域來組織此種勞工，並透過多邊雇主協

商，使派遣勞工能在「非單一雇主」的勞動關係中，得到應有之保障。 

(四)擴大全國勞工關係法對於派遣勞工之適用 

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應擴大對於勞工的定義，將派遣勞工納入規範，使其能

夠成為全國勞工關係法所規範範之對象，獲得應有之保障。例如，隨著公部門將

其工作外包給私部門已漸成為一種趨勢，使得這些外包工作之派遣勞工處於公部

門與私部門之間，而被排除於全國勞工關係法及各州公部門團體協約法適用範圍

之外的窘境。故其解決之方向應為，在州政府未制定公部門團體協約法時，應將

全國勞工關係法擴大適用於州政府服務之派遣勞工，使未來於公部門提供勞務之

派遣勞工，雖受僱於私部門，卻仍適用公部門團體協約法，避免進退維谷之情形

78。 

(五)全國性團體協約之制定 

對於全國所有的勞動派遣業，促使其成立全國性之團體協約，以保障派遣勞

工相關勞動條件等相關權益，而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亦在此規範下受其約束與規

範
79
。 

(六)要派機構工會於團結協商權態度上之轉變 

隨著許多企業採取勞動彈性化之策略後，要派機構之工會從拒絕派遣勞工加

入及參與的態度也隨之轉變，轉而同意派遣勞工加入，並願意為其協商，「食品與

商業工人聯合會」(the United Fool and Commercial Workers)與部份工時勞工

爭取同工同酬及按比例分配之福利(prorated benefits)則是成功的例子80。要派

機構工會在這方面的態度的轉變，除可有效掌握派遣勞工情況，亦可保障一般勞

工僱用上之安定性及向心力，避免勞動權益被剝削之危險。 

(七)發展不同的工會組織模型 

                                                 
78 duRivage, supra note 73, pp.269-270. 
79 Id., p.274. 
80 Id., pp.2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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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工會組織派遣勞工，工會須發展更多的組織模型，目前已提出的新模

型以「職業工會制度」(occupational unionism)與「地理/職業工會制度

(geographical/occupational unionism)最具代表性，茲說明如下81： 

1.職業工會制度(occupational unionism) 

此制度主要是著重於勞工工作技能的同質性及工會對於勞動力供給的控

制，主要是由職業工會之會員身分爭取權益，並非以區分工作地點為入會條

件，此種工會組織模型適合經常更換工作地點的派遣勞工。 

2.地理/職業工會制度(geographical/occupational unionism) 

此模型可適用於不同之職業工會，但需先建立一致性的薪資、福利制度，

以適用於在同一地理區域當中，未明確劃分界限的職業團體，故該模型不強調

要求職業的一致性，也不強調工會對勞動力供給的控制，而工會的協商力量主

要是係來自於對經濟與政治之動員能力、提供雇主有用的服務，或是依賴政府

的介入。藉由工會與區域性雇主進行團體協商，派遣勞工在同一區域內轉換工

作地點，仍可受到該區域性之團體協約的保障。 

三、社會安全保障方面 

美國的社會保險與企業附加年金都不是強制性(非屬公民權)，因此並非每位受僱

之勞工都享有雇主所提供的健康保險福利，對派遣勞工而言，雖然派遣機構符合社會

安全法案中臨時雇主的定義，不過因派遣勞工屬於臨時性之工作性質，故大部份之派

遣機構並未提供健康保險，在勞工退休後生活保障問題上，雖然社會安全法案提供了

勞工退休後最低的生活保障，但該附加年金主要是由雇主所提供，問題在於派遣不可

能加入要派機構之年金計畫，加上派遣機構之規模通常不大，因此派遣機構也較少能

提供派遣勞工企業年金之計畫，使得派遣勞工難以符合美國勞工退休收入保障法之標

準。 

與德國及英國相比較，英國將該項權利視為人民之公民權，而德國則採社會保險

(德國的社會保險制度規定必須參加的是醫療保險、事故保險、退休保險、失業保險

和護理保險。法律規定除職災保險費全部由雇主繳納之外，其他各項保險費均由雇主

和勞工各負擔一半。)的方式做為保障，而美國亦可參考前述之制度，實行社會保險

制度，提供勞工第一層的保障，而勞工亦可透過購買商業保險或雇主本身所提供的相

關福利做為第二層保險，將可解決派遣勞工在社會安全保障之問題。 

                                                 
81 Id.,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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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勞動派遣法制 

壹、立法背景與沿革 

一、立法背景與沿革 

勞動派遣得以在德國法制化，係經過一段時日之演進，即使是現今之勞動派遣

法，亦被定位為勞動保護法。由於德國對於臨時僱用中介的業務，長久以來皆採取

「職業介紹國家獨占原則(Alleinvernittlungsrecht)」，使得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在國

家的獨占與保護措施下，無法從事此類業務。直至一九六七年四月四日，德國聯邦法

憲法法庭判決，認為派遣勞工基於各種不能之原因，或是不願意接受長期工作所選擇

之勞動型態，藉由勞動派遣之非典型勞動，以達成特別之經濟利益。若加以禁止，將

違反基本法第十二條所保障之「職業選擇自由」，故肯定勞動派遣之合法性。自此之

後，德國的派遣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隨著勞動派遣的解凍，也立即造成了嚴重

的弊端(如繳納社會保險費、扣留薪資等)。一九七二年六月廿一日聯邦眾議院通過勞

動派遣法(Arbeitnehmerueberlassungsgesetz，簡稱 AUEG，又稱「受僱人讓與關係

法」)，並於同年八月七日公佈實施，其目的即在於掃除這些弊端。德國國會並要求

每二年針對該法之實施狀況作成報告，以確實掌握實際情況，作為未來修法時之參酌

82。雖然德國政府開放勞動派遣業務之運作，但為避免勞動派遣的濫用，於一九八二

年開始禁止營造業的藍領工人接受派遣，不過在行政管理工作領域之部份，對於減緩

派遣工人的做法卻是無效的，至一九九四年，對於建築業的禁令也逐漸轉弱，目前建

築公司在團體協約的拘束之下，可以相互派遣藍領工人。 

如同上述，一九七二年德國正式通過勞動派遣法，勞動派遣已成為就業市場上的

一種類型，從一九七三年後勞動派遣開始被納入勞動就業的統計人口之中。隨著統計

資料的出爐，可以看到自一九七四年後派遣勞工的總數就不斷地增加。從一九七四年

到一九八一年間派遣勞工人口總數約由一萬人增加到四萬人，隨後的兩年則又快速下

降，主要原因是建築業部門禁止引進派遣勞動。九○年代初期派遣勞工人口又快速增

加，據估計在一九九二年約為 14 萬人，其中 10 萬人在一九九三年仍停留在勞動派遣

部門之中，顯示勞動派遣已成為一個常態性的就業型態。一九九五年派遣勞動人口成

長到 16 萬人，約佔總就業人口的 0.5%，一九九九年六月則上升到 1.08%
83。此外，在

                                                 
82 黃程貫，德國勞工派遣關係之法律結構，政大法學評論，第 60 期，1998 年 12 月，頁 273。 
83 參閱楊通軒，歐洲聯盟勞動派遣法制之研究－兼論德國之勞動派遣法制，中原財經法學，2003 年 6 月，頁

283-285。 



 42

一九八五年以前，勞動派遣者的工作期限嚴格限制在三個月以內，一九八五年後則延

長到六個月，一九九四年則改為最長派遣期間不得超過 9 個月，一九九七年再度修法

延長為 12 個月，而資方則希望能夠再放寬派遣工作時間的限制。 

二、勞動派遣之種類 

依德國勞動法規定，關於雇主所僱用之勞工，分派至其他企業主處工作，一般稱

之為「借調勞動」
84，而借調勞動依德國勞動派遣之營利目的可區分為以下兩種類

型：  

(一)非營業性之勞動派遣(又稱真正的借貸勞動) 

指受僱勞工平時係在其雇主處工作，只是偶而遇有特殊情形時，則由雇主將

之借予第三人，為該第三人從事工作。此即一般所謂的「出向」(借調)，因此非

營業性之勞動派遣，雇主主要以自己長期使用勞動者為目的，並非以勞動派遣為

營利手段，僅暫時地將勞動者派遣至其他機構工作。 

(二)營業性的勞動派遣(又稱非真正的借貸勞動) 

此類型則是目前我國所稱的勞動派遣，亦即日本的「經常僱用型」派遣型

態，德國並沒有所謂的「登錄型」派遣型態。亦即，雇主僱用勞動者之目的，即

是在將之借貸予他人服勞務，而其目的是商業性(營利性)的，此處所謂的商業

性，依德國聯邦政府的看法，係指企業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勞動派遣以獲得經

濟上的利益，而實務及學者則純從職業法的觀點視之，亦即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

一項之商業性，係指「非偶然的」、「以一定期間存續的」、「以獲得直接的經濟的

利益目的之獨立的業務」。商業性的特徵為獲取利潤及有不斷獲利的意圖。由於派

遣勞動者之待遇，在程度上應較勞動派遣業之勞動者佳，也因此德國對於營利性

之勞動派遣有「受僱人讓與關係法」(勞動派遣法)嚴密規範。對於非營業性之勞

動派遣，並未有任何專門法規加以規範。 

貳、個別勞動關係方面 

一、派遣機構之權利與義務 

(一)定義：關於派遣機機構之定義，依據德國勞工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為從事專業經

營派遣事業之機構，將所僱用之勞工(派遣勞工)指示前往第三人(要派機構)處提

供勞務給付，以獲取派遣報酬(營利為主)為目的。此外，派遣機構須為德國勞動

                                                 
84 同前註，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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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法規範許可下之自然人或法律實體，方為法律上所規範之派遣機構。派遣機

構所具特質歸納如下： 

1.派遣所僱用勞工之目的是為履行第三人(要派機構)所要求之勞務工作。 

2.以長久(long-lasting)經營派遣業為目的。 

3.以營利(financial profit)為目的。 

(二)勞動契約上之義務 

1.給予派遣勞工報酬 

派遣勞工既為派遣機構所僱用，且此勞動契約不因勞工常態性的為第三人

勞動而有損派遣機構與勞工間勞動契約之本質，因此派遣勞工仍有受派遣機構

指派至第三人處給付勞務之義務，且派遣勞工之勞務提供則是派遣機構之利潤

所在。因此，儘管派遣勞工受第三人所指揮命令，派遣機構對於派遣勞工仍有

給付勞動報酬之義務。另外，在派遣勞工為第三人工作之期間期滿，而尚在等

待下一要派機構期間，此時勞工雖全無任何生產性，但契約形式上仍為派遣機

構之勞工，故此期間派遣機構仍有報酬給付義務，此乃是派遣機構本身之經營

風險。派遣機構基於本身之經濟利益考量，在勞動契約中所為的各種風險轉嫁

與免責的約定，原則上均屬違法無效。 

至於其他工資給付，如：假日工資與休假工資、年終獎金、企業老年給

付、津貼等，則須視勞動契約而定。 

在同工同酬之部份，派遣勞工在要求與要派機構處之固定勞工之報酬與待

遇之請求權時，因派遣勞工報酬請求權之相對人為派遣機構，故僅可要求與派

遣機構之其他勞工同工同酬之待遇。 

各種請假時之工資亦由派遣機構負擔，惟勞工請假時應通知要派機構，休

假之工資亦是由派遣機構負擔，至於紀念日、假日等應放假之節日，若有地區

性之不同，則應以派遣勞工實際工作地點的法令為準
85
。 

2.特別休假 

就法理而言，派遣勞工只要是持續受僱，則與一般正常勞工相同享有特殊

休假的權利。依據德國休假法規定，每年至少有為期 18 日之特別休假，休假期

                                                 
85 黃程貫，同註 79，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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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雇主(派遣機構)須支付工資86。 

3.母性保護 

派遣勞工亦受母性保護法之保護，適用關於產假、懷孕時之減輕工作、工

作類型之限型、假日工作禁止、解僱禁止等規定。而派遣勞工在要派機構處工

作，故派遣機構亦應將懷孕之事實告知要派機構，以促其遵守87。 

(三)照顧保護之義務 

德國民法第六百一十八條之規定，雇主對勞工之身體、健康負有照顧保護之義

務，但因為派遣勞工乃是在要派機構處工作，故派遣機構在此義務上較為減輕，只

限於其所能控制或影響之勞動過程，負有此一義務。至於由要派機構控制或影響之

過程，則應由要派機構負擔派遣勞工之身體、健康、生命的照顧保護。若要派機構

不履行照顧保護之義務，致勞工無法繼續在要派機構處工作，則派遣勞工得主張同

時履行抗辯權而拒絕給付勞務，且保有給付請求權。同時，派遣機構須注意要派機

構履行此一義務之紀錄，若將勞工派至有多次不良紀錄之要派機構處工作，則構成

照顧保護之違反88。 

在社會安全保障方面，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

為確保派遣勞工社會安全餐保障，派遣機構須依據社會法典第四冊(the Fourth 

Book of the Social Code)第二十八 a 之規定，向要派機構提報相關資訊。且該項

規定亦要求要派機構須就派遣勞工之姓名、派遣機構組織名稱、及其派遣期間之始

期與終期為提報之義務。此外，基於保障勞工之立法目的，乃要求派遣機構及其分

支機構有提供必要資訊與要派機構之義務。實際上立法者常擔憂一些機構總部位於

國外之派遣機構、未能確實履行支付派遣勞工相關社會安全費用，特別是老年年金

給付。 

此外，在該法典第二十八 e 條及國家保險法典(Reich Insurance Code)第七百

二十九條第四項及第一千三百九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若派遣機構未負擔起支付社

會安全之相關費用義務時，要派機構則有義務代為支付之。由此可知，該規定具有

雙重保障之功能，除間接督促派遣機構強制履行其法定義務，亦可促使要派機構定

                                                 
86 同前註，頁 292-293。 
87 同前註，頁 293。 
88 同前註，頁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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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且主動瞭解派遣機構組織營運之穩健性與所發生之重大事件89。 

(四)派遣契約之義務90 

派遣機構對於勞動派遣契約之主要給付義務，係來自於勞動者之派遣；而要派

機構之主要給付義務係給付派遣機構報酬。另外，派遣機構於派遣許可失效時應立

即通知要派機構許可失效之日期。若許可未獲延期、被撤銷、或被撤回，亦須通知

要派機構預計清算結束之日期。 

1.派遣適當的勞工至要派機構處工作 

由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一項可知，派遣機構負有有償之勞動力讓與義務。

換言之，派遣機構基於勞動派遣契約之本質，在勞動派遣契約存續期間，派遣

機構必須繼續不斷派遣適當之人力供要派機構使用。 

在責任歸屬上，區分營業性勞動派遣契約與職業介紹契約最大的不同在於

－派遣機構乃是派遣勞工的唯一雇主，所以派遣機構基於雇主身分，對於派遣

勞工之行為有極大之影響力，即使是派遣勞工被派遣期間內，派遣機構仍是派

遣勞工之雇主。因此，若認為不具雇主身分之要派機構需獨自負擔派遣勞工之

不履行與不完全履行的風險，將是極為不公平的作法，因為派遣機構對派遣勞

工之行為仍具有廣泛控制、影響之可能性，故不應完全脫責。故派遣機構有責

任不斷地提供適當之勞工給予要派機構，除非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簽訂勞動派

遣契約之始，即約定派遣特定勞工前往工作，除有可歸責於派遣機構之事由，

否則派遣機構對於該派遣勞工之不履行或不完全履行之情形，無須負責。 

2.派遣機構僅可派遣本身所僱用之派遣勞工 

從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三條得知，派遣機構可派遣本身所屬之派遣勞工前去

要派機構處提供勞務，連鎖派遣或中間派遣，應屬違法。 

(五)向主管機關通知、資訊提供及統計報告之義務 

為落實派遣勞工之社會保障，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七條規定，聯邦就業總署可持

續地管制及監督派遣機構，且依同法第一項規定，派遣機構須主動向主管核發許可

之機關，報告其營運過程之相關事項。其第二項又規定，主管機關有權取得派遣機

構之相關資訊，派遣機構不得拒絕，以便主管機關為評斷時之參考依據，除非該資

                                                 
89 Weiss, Manfred, & Schmidt, Marlene.(1993). “Germary.” In R.Blanpain(Eds.), Temporary work and labour law :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member states (pp.121-161). Boston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p.138. 
90 楊通軒，論德國勞動派遣法制，台灣勞動法學會學報，第 1 期，2000 年，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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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提供將導致派遣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者，受到刑事制裁或有違「行政秩序法」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Act)之規定，派遣機構則可拒絕。在同法第三項又針

對為使主管機關有效管控派遣機構，凡派遣機構拒絕提供必要之資訊，或是不為事

實、或不為完整之陳述時，主管機關有權就派遣機構之財產及營運，進行介入或執

行相關必要之調查。同時該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賦予主管機關搜索之權力，不過

須先取得法院之命令為其前提，始得進行搜索，但若是基於急迫情形，遲延

(periculum in mora)搜索將導致危害情形時，主管機關雖無法院命令亦可例外逕

行搜索91。 

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派遣機構須每六個月，按時向主管機關報

備其統計報告，應報告之內容大致如下92： 

1.派遣勞工之人數，須就派遣勞工之性別、國籍、職業別及在成立派遣契約關係

前之就業狀況等進行分類，並詳細統計之。 

2.依產業別，分別統計派遣次數。 

3.依產業別，分別統計要派機構之數目。 

4.統計每位派遣勞工之派遣次數及其派遣期間。 

5.就單一之派遣事件，統計派遣期間之確實天數。 

 

二、派遣勞工之權利義務 

(一)本於派遣契約之義務 

1.勞務給付之義務
93
 

派遣勞工之勞務給付範圍應以書面之勞動契約約定者為限。依據德國勞動

派遣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之勞動契約應載

明勞工應提供之勞務種類，及在他人處工作之義務等內容。在此範圍內之規範

乃是希望將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之指示權行使具體化。不過，對於派遣勞工之

指示應不得超越勞動契約所約定的範圍。 

(1)工作時間 

儘管德國工作時間法(Hours of Employment Order)，有基於健康之理由

                                                 
91 Weiss, supra note 86, p.135. 
92 Id. 
93 黃程貫，同註 82，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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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工時上限。不過，通常由勞資雙方在團體協約中約定，但派遣勞工通常

被排除於團體協約之適用外，派遣勞工僅能個別地與派遣機構就每週工作時

數進行協商。若派遣契約因勞動派遣法第九條規定而無效時，法律擬制派遣

勞工與要派機構間成立僱用關係，至於工時部份，會將原派遣機構與要派機

構間之協議，視為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間的協議。此外，關於每日工作時間

之開始與結束，員工代表會有共同決定權，共同決定之結果將適用於派遣勞

工94。 

(2)加班 

只要派遣勞工之勞動契約許可，且於勞動派遣契約中授權或許可要派機

構，要派機構則有權要求派遣勞工加班。加班時之工資與所有財產上之給予

則由派遣機構負擔。但派遣機構得向要派機構請求同等加班時數所約定之派

遣報酬。若在勞動派遣契約中未授與要派機構自行要求加班之權利時，則視

要派遣勞工根據勞動契約是否負有依要派機構指示而提供加班之義務而定。

若有義務，則派遣勞工加班仍得向派遣機構請求加班費，而派遣機構則向要

派機構提出不當得利，返還由派遣勞工之加班費及相關財產給付。若派遣勞

工依勞動契約無此義務，則派遣勞工允諾加班係屬派遣勞工之「非法工作」，

其加班費則由要派機構支付，且構成勞動派遣契約上之違法行為，要派機構

需對派遣機構負損害賠償責任。 

(3)給付之拒絕 

派遣勞工合法拒絕給付且仍得對派遣機構請求報酬的前提有二：一是基

於可歸責要派機構之事由致使派遣勞工之勞務給付失去期待的可能性，或要

派機構陷入受領遲延的情形；二是出於可歸責於派遣機構之事由(如派遣機構

未依約給付報酬)而使派遣勞工合法的拒絕提供勞務(例如：同時履行抗辯

權)，且依據民法規定(德國民法第二七三、三三四條)派遣勞工拒絕向要派機

構提供勞務。在前者之情形下，派遣機構仍保有對要派機構之報酬；後者之

情形要派機構則得依民法利他契約中第三人清償之規定(德國民法第二六九第

一項)以第三人身分向派遣勞工清償派遣機構之債務，以免派遣勞工主張同時

履行抗辯權而拒不工作。而此時要派機構代為支付之報酬數額，應得由派遣

                                                 
94 Weiss, supra note 86,pp.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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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中抵銷之。當然，若此時要派機構實際為受領派遣勞工之勞務給付，則

當然無須負擔此一期間之派遣報酬，且此時派遣機構為派遣勞務契約之債務

不履行，需負擔契約之損害賠償責任。 

2.附隨義務95 

(1)沈默義務與競業禁止之義務 

此為勞工忠誠義務之延續，因此在契約存續期間，勞工對於工作上所得

知業務資料負有沈默義務，且對於派遣機構與要派機亦有利益保護之義務，

故派遣勞工有不為競業之義務。此一義務原則上係存在於契約存續期間，至

於契約終止後，則需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與勞工分別約定方屬合法。 

(2)兼差 

原則上不得禁止勞工在休息、下班時間內從事特定行為，但若是雇主對

勞工兼差之禁止具有正當利益，則可例外地禁止之。 

(3)轉任至要派機構處工作 

派遣勞工得隨時與要派機構締結勞動契約，而派遣機構不得以勞動契約

或派遣勞動契約加以禁止(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九條第五款)，故對於勞動者之

就業促進不得妨害，且派遣勞工之擇業自由不因勞動派遣而被限制或剝奪。 

(二)派遣契約之成立與終止 

1.派遣契約之成立要件 

事實上派遣勞工與派遣機構所簽定之派遣契約，通常為非暫時性（non-

temporary）之勞動契約。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規定，關於派遣契約應

記載事項如下
96： 

(1)派遣機構之名稱與地址，及依據第一條規定取得許可證之日期與地點。 

(2)派遣勞工之姓名、地址、出生日與出生地。 

(3)派遣工作之性質及其相關所有之義務。 

(4)僱用關係之開始與期間，及期間限制之理由。 

(5)終止僱用關係之預告期間。 

(6)報酬及支付方式。 

                                                 
95 黃程貫，同註 82，頁 293。 
96 Weiss, supra note 86,pp.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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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關病假、事假、及暫時性留職停薪之福利規定。 

(8)成立僱用關係之日期與地點。 

可知派遣契約亦應以書面為之。此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派遣契約

除上述必要記載事項外，雙方亦可在契約中就其他非必要記載事項為約定。 

2.派遣契約之終止 

依據勞動派遣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派遣契約一般為不定期契約。一般終

止派遣契約之理由有二：一是經契約雙方當事人之合意終止契約；二是因解僱

之理由而終止契約97。 

(1)契約雙方當事人之合意。 

基於契約自由原則，勞資雙方可合意終止契約，員工代表會無權干預。

不過，關於有身心障礙之受僱者方面，僅在部份特定條件下，允許勞資雙方

合意終止契約，否則行政機關仍得為必要之干預。 

(2)特別解僱 

根據民法法典第六百二十六條規定特別解僱之事由，在經斟酌契約雙方

當事人之所有利益後，當事人之一方仍無法忍受契約繼續執行時，可預告終

止契約，當預告期間屆至時契約自動解除。會造成特別解僱的結果，除因勞

工不當行為、或勞工無法勝任工作，尚包括重大經濟情況之發生（與勞工的

行為無關）。易言之，仍應斟酌所有牽涉契約雙方當事人利益之特別情況，

方得行使特別解僱。若雇主解僱之理由，是基於勞工不斷重複不當行為，在

為解僱時，雇主仍須事先警告勞工，使其明白事態之嚴重性。為了不使勞工

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遭雇主解僱，法律規定雇主須有二週之預告期間，且被解

僱之勞工有權要求雇主告知被解僱之理由。依據德國聯邦勞工法院（Federal 

Labour Court）之見解，若雇主違反前述之義務時，其解僱行為並不因此而無

效
98
。 

(3)一般解僱 

關於一般解僱係規範於解僱保障法（ Act on Protection Against 

Dismissal），不過該法並不適用於僱用員工總人數在五人以下，或每週工作

時數十小時以下，或每月工作時數四十五小時以下（其不包括見習生）等之

                                                 
97 Id.,p.148. 
98 Id.,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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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事業。該法僅規範凡僱用期間至少六個月以上之勞工，而在考量目前

實務上派遣勞工之派遣期間一般不超過三個月的情形下，針對下列解釋僅在

「理論上」可「類推適用」於大部份之派遣勞工。根據解僱保障法第一條規

定，凡雇主未依「社會正當性」而解僱勞工時，為不法之解僱。該法僅規定

三種例外情形可視為合法之解僱。因此，當雇主解僱行為之正當性遭質疑

時，雇主須負舉證責任，應證明其解僱行為有該當下列理由之一99： 

A.勞工個人本身之事由 

指勞工無法勝任其工作，如因疾病之原因，導致無法勝任其工作。法

條規定雇主於該情形下，須謹慎地就勞工之疾病及勞工經濟上之利益為衡

量，避免剝奪勞工應有之權益。故雇主須確實考量以下因素：經濟因素之

衝擊、對事業單位之衝擊、工作執行情況、對其他勞工之影響、調職之可

能性、及其僱用期間等，此外，尚包括評估企業規模的大小。總言之，該

解僱行為須為最後手段性，除非必要，否則將為非法之解僱。 

B.勞工行為本身之事由 

指因勞工不正當之行為而遭到解僱，與特別解僱的差別在於行為之嚴

重性與強度上之差別。同樣地，雇主仍須就所有情況為考量，且應分別就

個案為判斷。 

C.經濟上之事由 

可能為外部性影響（如經濟危機）、或雇主採取之措施（如新技術之

引進、合理化措施等）等。因此雇主可以經濟現實狀況為由，致使其無法

繼續僱用勞工而將之解僱，若法院對之提出質疑時，雇主須負舉證責任。

雇主基於經濟上之事由為解僱時，仍須衡量「社會層面」（social aspects）

之標準，對於受解僱影響最大者應最後予以解僱，對此，法院會從嚴審

查，避免雇主輕易免除責任。此外，若雇主實際上可以相當之工作條件、

或可為職業再訓練、技術升級訓練等機會提供給勞工，而雇主卻不作為而

逕予已解僱時，該解僱即不具社會正當性，視為不法之解僱。至於相關職

業再訓練及升級訓練之提供，仍須衡量雇主當時之財力以及訓練費用之總

支出。若雇主迫使勞工同意調職至較低劣工作條件之職位，否則將予以解

                                                 
99 Id., pp.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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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但實際上仍有相當職位之空缺時，該解僱因不具社會正當性，亦為不

法之解僱。若員工代表會拒絕同意雇主解僱之行為時，則須同時考量企業

內其他不同事業單位間調職之可能性。 

唯一可使雇主任意解僱勞工的例外情形，僅在雇主基於採取組織上措

施為理由，方可逕予解僱勞工，對此司法上並無管轄權，一般認為此乃雇

主之特權。 

3.無正當理由終止契約之補償 

根據「解僱法」（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Act）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對

於雇主之解僱行為合法與否有爭議時，勞工可逕行提起訴訟，若經法院判決認

為該解僱為不合法時，勞資雙方之僱用關係仍繼續有效存在。不過，一般而

言，無論是雇主或勞工多會請求法院宣告終止契約，但請求之一方須向法院證

明，已難期待該契約繼續合理存在。同法第十條又規定，只要法院同意終止契

約之請求，雇主即須償付勞工限額之補償金，同條第一項規定，限制最高額為

相當於十二個月之薪資；不過，第二項規定，若勞工工作十五年以上且年滿五

十五歲者，將可獲得相當於十五個月薪資之補償金，而若勞工工作二十年以上

年滿五十五歲者，將可獲得相當於十八個月薪資之補償金。前述情形將由法院

視個案情況決定補償金之金額100。 

(三)勞動法上之保障 

派遣勞工應與一般勞工同受勞動法上之充分保障。然實務上，派遣勞工將遭遇

部份之風險與不利益，由於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缺乏契約關係之基礎，派遣勞工僅

得依派遣契約向派遣機構為具體之請求；再加上為使派遣機構得以順利營運，派遣

機構常基於財政因素之考量，僅提供一部份必要之原料、設備及人員配置，關於派

遣機構於勞動法及社會安全法上應負之必要義務常任意予以免除。另外，因派遣勞

工通常被排除於團體協約之保障範圍外，致使派遣勞動將淪為要派機構，為免除協

商義務所利用之手段；最後，因派遣勞動之特質--「僱用」與「使用」分離，使得

派遣勞工難以成為法律上關於解僱限制保障之適格對象，因此，若未來無派遣機會

之可能性，派遣機構將以經濟上之理由，而任意解僱派遣勞工。為保障派遣勞工免

於被派遣機構任意解僱，勞動派遣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若派遣機構因經濟上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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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解僱派遣勞工，且在其解僱三個月後又再度予以僱用時，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

之僱用關係視為繼續存在，故派遣勞工可向派遣機構請求給付遲延之工資101。 

三、要派機構之權利義務 

(一)勞務給付請求權 

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之勞動契約被視為一種真正的利他契約，因此，要派機

構與派遣勞工間自始建立起一種原始、獨立的給付關係。因此，要派機構當然享有

原始的勞務給付請求權與命令派遣勞工實際履行勞務給付義務所必須之指示權。而

對派遣機構之請求權責，僅在於請求派遣機構派遣該勞工至要派機構處履行勞務，

若在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間特別約定應派遣特定派遣勞工前去要派機構處工作時，

則要派機構得請求派遣機構於派遣期間內派遣該特定勞工，並使其為要派機構工

作。 

(二)附隨義務 

1.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之關係 

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間並無任何契約關係，雙方間之權利義務關係主要依

據派遣契約、要派契約與法律之規定。因此，即便要派機構並非勞動派遣法律

上之雇主，仍須依派遣契約、要派契約與法律之規定負起部份責任。因派遣契

約與要派契約之訂定，使得雇主部份職能產生移轉，由要派機構直接取得勞務

給付請求權，與指揮監督派遣勞工行使勞務之權限，至於要派機構可行使權限

之程度為何，法無規定，仍應依要派契約及派遣契約之內容為決定，故會因個

案需要而產生不同的權限內容。不過，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應就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間相關雇主權限之移轉為限制之規範，派遣機構仍須

擔負一般雇主應盡之權責，及承擔經營派遣事業之特定風險，派遣機構不得任

意轉嫁予要派機構。 

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六項規定，由於派遣勞工係於要派機構之

事業單位中從事勞務給付，因此，要派機構須遵守相關工業安全法規課與雇主

責任之規定；另，第十一條第七項又規定，派遣勞工若於要派機構從事勞務之

派遣期間內，有研發出新的發明作品、或使要派機構之事業單位生產技術提

昇，要派機構則為受僱者發明法（Employees’ Invention Act）中所指稱之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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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前所述，因第九條第一項之理由，宣告派遣契約無效時，依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法律將擬制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成立勞動契約關係；同樣地，第十

三條規定若要派機構違反同法第一條第二項，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

之規定時，法律亦將擬制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間成立勞動契約關係。上述立法

主要目的是為確保派遣勞工於勞動法與社會安全法規等相關必要之保障，故與

派遣勞工互動較為密切之要派機構當然不能免責。 

至於派遣勞工可否與要派機構成立勞動契約關係。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九條

第四款及第五款對此有規範，凡派遣機構於要派契約中禁止要派機構於派遣期

間屆至時與派遣勞工成立僱用關係者，該約定無效，以保障派遣勞工在憲法上

選擇職業自由之權利102。 

2.要派機構對於派遣勞工之健康、安全衛生之責任 

要派機構須負起派遣勞工在其工作場所中提供勞務時，相關健康、安全與

衛生確保之責任。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六項之規定，要派機構利用

派遣勞動時，仍須受相關工業安全法規範，以提供派遣勞工健康、安全與衛生

之工作環境與工作條件。因此，為防止派遣勞工於要派機構之工作場所中，發

生職業傷害或職業病等情形，要派機構須提供第一線之急救（First Aid）措施，

且須依一般法規之規定於工作場所中設置相關預防措施及設備。要派機構須對

下列事項負起注意義務： 

(1)於每次利用派遣勞動前，須確認派遣機構已依第一條之規定（含第十條及第

十二條之規定）取得許可證且依法營運，尚須確認派遣機構值得信賴，且將

派遣適格之派遣勞工（勞動派遣法第三條）。 

(2)為履行雇主之相關責任，須特別提供派遣機構以下資訊： 

A.完整說明所需勞動力之內容及性質，及其派遣勞工所應具備之資格。 

B.說明派遣勞工之工作地點及其工作環境，尚包含所有可能引發危險之事

物。 

C.說明其工作地點所提供之第一線急救措施與設置之內容與程度。 

D.說明其必要之醫療預防措施。 

E.確保派遣勞工瞭解新工作地點相當安全技術之內容。 

                                                 
102 Id.,pp.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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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派機構須允許派遣機構或其代表可進入派遣勞工之工作地點進行視察。 

由上可知，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於締結要派契約時，均須依勞動派遣法

第三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等規定，載明其所應負之權利義務及其相關責

任之分配。若要派契約中，當事人雙方未就必要安全技術之設置程度為約

定，則要派機構須就民法法典第六百十八條及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六項之

規定，對於派遣勞工之職業健康與安全負起更大之責任103。 

 

參、集體勞資關係方面 

一、勞動派遣與勞資爭議 

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要派機構處若正發生勞資爭議行為，則派

遣勞工即使受到派遣，亦無接受派遣前去要派機構處工作之義務。此為派遣勞工之給

付拒絕權，此權利一經行使，則派遣勞工對要派機構之給付義務即行消滅，對派遣機

構亦不負債務不履行之責任。若勞工並未拒絕勞動給付，則其對要派機構之給付義務

仍然存在。無論如何，派遣勞工不得參與要派機構處勞方之罷工行為，否則即違反對

要派機構之給付義務，和對派遣機構之忠誠義務。此時派遣勞工將必須負損害賠償責

任，且可能遭派遣機構不經預告即終止契約。 

若在要派機構處發生罷工，而派遣勞工雖前來工作，但卻因為罷工之故無法工

作，則此時派遣勞工仍應保有其對派遣機構之全部報酬請求權，因為此乃派遣機構之

經營風險，派遣勞工縱使行使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派遣機構仍負有

報酬給付義務
104
。 

二、社會夥伴之關係 

（一）關於勞工參與（產業民主）方面 

關於勞工參與企業經營與企業管理，依據德國相關法規範，主要提供二種

管道：一為員工代表會（workers councils），參與企業之管理，另一為有限

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僱用員工在五百人以上，可依企業規模之大小，設立勞

工董事及監事，使勞工代表參與企業之經營，惟僅具監視功能-- 選舉董事並監

視其活動，並不能干預董事會之機能105。 

                                                 
103 Id.,pp.142-143. 
104 黃程貫，同註 82，頁 297。 
105 郭玲惠，產業民主制度所涉及的法律問題-兼簡介德國的制度，中興法學，第 43 期，1997 年 12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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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 

由於派遣勞動「僱用」與「使用」分離之特質，因此，德國勞動派遣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與第三項，乃採「不完全列舉」之立法方式，規定派遣勞工可適

用要派機構勞工參與制度。一般而言，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僅於派遣勞工對

其雇主（派遣機構）為契約上之請求時，無法執行其職權。而在通常的情況下

派遣勞工是無法參與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大會選舉，僅被允許參與員工代表會

之諮詢會議、員工會議、以及年輕受僱者會議等。此外，依據企業組織法第八

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一項、以及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六條之規定，亦賦予派

遣勞工於要派機構取得資訊、及進行申訴等權利
106。 

而在社會事項方面107，德國企業組織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三、六、

七、八及十二款之規定，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得對企業使用派遣勞工之情

形，及關於派遣勞工之行為事項等參與決策，若派遣勞工之勞動條件，與要派

機構之正式職員有所不同時，除要派機構有特別理由外，否則將禁止予以差別

待遇。此外，依據企業組織法第九十九條規定，要派遣機構若決定使用派遣勞

動之僱用型態時，須先諮詢員工代表會之意見，且要派機構亦須提出要派契約

之書面內容、使用派遣勞動之理由、及評估對企業正職員工所帶來之影響等為

報告。不過，要派機構所負之報告義務，尚包括評估使用派遣勞動時將影響員

工代表會之所有相關狀況、是否符合勞動派遣法之相關規定、是否已排除對正

職員工所帶來之負面影響、以及關於派遣勞工之專業能力、姓名、資歷、派遣

期間與工作地點等事項，以便於員工代表會審視及同意要派機構之決策。員工

代表會可依據下列理由，拒絕同意要派機構利用派遣勞動
108： 

(1)要派機構利用派遣勞動之行為將違反相關法律、行政命令（ordinance）、團

體協約之規定及其相關安全事項、勞資會議之決議（works agreement）、法

院 執 行 令 （ court order ） 、 行 政 主 管 機 關 之 解 釋 令 （ official 

instruction）等。 

(2)要派機構利用派遣勞動之行為未遵守企業組織法第九十五條之方針規定。 

(3)非基於經濟或個人正當性之理由利用派遣勞動，且將導致要派機構內正職員

                                                                                                                                                                  
133。 

106 Weiss, supra note 86, p.125. 
107 Id., pp.125-126.  
108 Id.,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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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遭解僱或受其他不利益之影響。 

(4)對派遣勞工將有不利益之影響。 

(5)要派機構未依企業組織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之程序於廠場內為公告，而逕以派

遣勞工填補要派機構內正職員工職位之空缺。 

(6)要派機構之正職員工基於事實上之理由，認為派遣勞動之使用，顯然違反企

業組織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將有違法之虞。 

員工代表會可基於上述理由，決議禁止要派機構使用派遣勞工，但要派

機構不服其決議時，可逕向勞工法院起訴。 

2.勞工監事會 

勞工代表參與監事會，一般僅具控制功能，其選舉董事並監視其活動，但

不得干預董事會之機能，所以實際上勞工監事會並不具有經營功能。董事會可

在股東大會上對監事會不當之處理提出異議，故並不受勞工監事會所作決定影

響。一般勞工代表參與監事會可分為三種：工人代表、職員代表及領導幹部，

然領導幹部因具有雇主之機能，故常無法代表勞工之權益，反而與雇主持相同

之立場，致使削弱勞工參與經營之機會109。即使如此，董事會仍有義務每年至少

一次向勞工監事會報告，關於企業經營事項之完整資訊，且勞工監事會亦可隨

時請求董事會對其報告其他關於企業重要事務之資訊，但也僅止於企業之事

務，至於個人事務之細節則無權過問，可知勞工監事會通常無權得知或諮詢相

關勞動派遣事務之資訊
110。 

（二）關於團體協約方面 

在德國，派遣勞工通常難以行使團體協商權，因此更無形成團體協約之餘

地。其理由在於，德國工會聯盟（German Trade Unions）並不承認勞動派遣，

因此乃拒絕締結關於勞動派遣之團體協約。其次，主要是派遣勞工締結團體協

約的確有其實務上與法律上之困難。由於派遣機構所僱用之派遣勞工將被分派

至不同的要派機構，且因派遣勞工流動性高，與派遣機構間之僱用關係亦多為

短期性，故派遣勞工與派遣機構協商成立團體協約之實益並不大。另一方面，

由於派遣勞工並非要派機構之受僱者，故亦無法適用要派機構之團體協約。不

                                                 
109 郭玲惠，同註 102，頁 136-142。 
110 Weiss, supra note 86, p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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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德國之採礦業則採不同之態度，其依德國債務法（law of obligation）之

規範，認為凡屬同一廠場之受僱者，不得有差別待遇，從而以此依據拘束該同

產業別之團體協約，要派機構須同意派遣勞工適用該團體協約之相關規定。此

外，依據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勞動派遣法並不適用於對同產

業別有拘束力之團體協約，例外地同意雇主為避免解僱受僱人或縮短工時之結

果，允許同產業別間互為借貸勞動力之情形。因此，金屬工業以外的不同業別

之雇主，乃極力主張可類推適用該規定。於是在一九八七年五月，金屬工業所

屬工會乃與雇主達成協議，同意雇主利用派遣勞動之目的，可以僅是為避免縮

短工時或解僱受僱人之結果，且明訂限制雇主使用派遣勞動之相關地點，以及

派遣期限之上限不得逾三至六個月。此外，須經雙方（貸與人與使用人）廠務

委員會（員工代表會）、及其受影響之受僱人之同意，且亦不影響受僱人之薪

資水準。另外，在該派遣期間內派遣勞工無須對雇主（借貸人）從事額外工

作，並明訂禁止借貸勞動給予正在進行罷工或鎖廠之企業主111。 

除前述團體協約例外適用派遣勞工外，德國大部份工會亦有針對派遣勞動

之限制，做出相關內容之團體協約，內容大致上規定廠場或單一部門使用派遣

勞工之配額、對薪資所得等設定上限，以便有效限制派遣勞工之數量。不過，

該等限制與上述之團體協約適用派遣勞工之內容有差異，差別在於此僅針對派

遣勞工之「人數」作限制，而關於派遣勞工之勞動條件則未被提及。因此，有

學者建議將派遣勞工之數量及其品質，交由員工代表會為決議，不過，關於此

爭議迄今尚未有定論。 

此外，為改善公眾對派遣勞動負面之看法，派遣機構乃協同組成「聯邦派

遣勞動聯盟」（Federal Association of Temporary Work；以下簡稱 FATW），

提出「自我約束宣言」，並特別聲明保障派遣勞工下列之權利
112： 

1.須依據金屬工會（IG Metall＇s）團體協約關於工資之規定，支付工資（第二

條）。 

2.賦予派遣勞工可請求派遣機構依據每年營業總所得百分之二的紅利給付（第六

條）。 

3.賦予派遣勞工每年二十八天之帶薪休假（第八條）。 

                                                 
111 Id., pp.127-128. 
112 Id., p.129. 



 58

4.禁止雇主利用派遣勞動以取代正在進行罷工之受僱者的工作職位（第十一

條）。 

（三）其他相關勞動派遣事務之管理與監督方面113 

1.聯邦就業總署（Federal Employment Office；簡稱 FEO） 

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七條規定，勞動派遣之主管機關為聯邦就業總署

（FEO），關於聯邦就業總署所執掌之事務尚有掌管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勞動

事務，如勞工之職業介紹、職業訓練、對勞動市場適時干預、按時對勞動市場

情況進行調查研究，以擬定相關解決勞動市場現有問題之政策等。依據德國勞

動促進法（Labour Promotion Act）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聯邦就業

總署其下之每一機構均由三方代表所組成，三分之一為受僱者代表、三分之一

為雇主代表、三分之一為公法人（ public corporation）代表，因此社會伙伴

得以監視或管理派遣勞動之事務。 

2.關於派遣勞工之工資受償權 

為防止派遣機構之營運發生破產，導致無力償還派遣勞工相關工資之結

果，因此賦予派遣勞工，如同一般勞工，有權利請求關於派遣機構破產宣告前

三個月之淨報酬，作為勞務給付之對價（工資）。 

 

肆、國家對於勞動派遣之監督 

一、許可範圍與限制 

根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派遣期間不得超過十二個月，為派遣期

間之限制。該條亦規定，若派遣機構不願承擔法律上雇主之一般風險與義務，或是指

示派遣勞工於同一第三人(要派機構)處得事勞務給付，連續超過十二個月，將視派遣

機構在從事職業介紹之行為
114。另外，就派遣勞工與派遣機構之間的僱用關係而言，

係不定期之勞動契約關係，根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九條第二款宣稱，對於派遣機構與

派遣勞工間之契約關係為期間限制者，均為無效，除非這樣的限制係出自於派遣勞工

自願且為派遣勞工個人事由才允許。 

在勞動派遣禁止方面，除一九八二年以後已完全禁止建築業之勞動派遣外，勞動

                                                 
113 Id., pp.129-130. 
114 楊通軒，同註 80，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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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適用於私立及公共部門。整體而論，勞動派遣在德國仍屬於許可制，除了一些例

外的情形，派遣機構從事勞動派遣業務都需要依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

除了一些例外情形無須依據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或者甚至完全不受其

拘束外，從事勞動派遣需得得到政府的許可並受到勞動派遣法的規範115。 

二、無須許可或不受法律拘束之情形116 

德國勞動派遣法僅約束營利性的勞動派遣業務，即對於不以從事勞動派遣為其營

利事業項目之企業間人員的派遣則不受到德國勞動派遣法之拘束。 

(一)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之規範內容，該法所涵蓋之法領域涉及行政法、勞動法、社會

法、以及刑事法等。而其適用對象，法規採負面表列之立法方式，立法者除於一

九八二年頒佈禁止「建築業」適用勞動派遣法外，原則上凡公部門與私部門均得

利用派遣勞動之僱用型態；然法條第一條第一項有例外規定，依據德國勞動派遣

工法第一 a 條規定：凡事業單位中，員工總人數未滿五十人，為避免受僱人將受

解僱或縮短工時之虞時，同意雇主將己之受僱人借貸與同產業別之事業主，但最

長期限不得逾十二個月，雇主須事先通知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在該情形下將不受

同法第一條之規範。 

(二)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一項復又規定，同產業別間為共同完成該產業間一特定之工作

為目的（並非以專業派遣勞動為目的），乃組成一企業聯盟（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並擁有所謂的派遣受僱人團體（the delegation of employees 

to a team），雇主將所屬之受僱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工作，且雇主亦為該聯盟之成

員，凡聯盟內之成員係共同遂行職務、承擔義務，由於該企業聯盟須遵守同產業

間所訂定之團體協約（將拘束所有聯盟內之成員），且另根據該聯盟所定契約之

內容，所有成員均有獨立之義務，故排除勞動派遣法之適用。 

(三)勞動派遣法亦不適用下列情形： 

1.依據對同產業別間具有拘束力之團體協約，規定同意雇主為避免解僱受僱人或

縮短工時之結果，可將自己之受僱人借貸給予同產業別間之其他企業主。 

2.依據股份有限公司法（JointStock Companies Act）第十八條規定，關於關係

企業間之借調，凡雇主將受僱人派遣至國外聯合之公司，使受僱人暫時對國外

公司提供勞務給付者。 

                                                 
115 Id., pp.121-122. 
116 Id., pp.123-124.；楊通軒，論德國勞動派遣法制，臺灣勞動法學會學報，第 1 期，2000 年 6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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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析 

德 國 為 歐 洲 共 同 體 (EC) 之 會 員 國 ， 對 於 勞 動 派 遣 採 取 之 態 度 為 禁 止

(prohibition)、立法(regulation)與不立法(non-regulation)，縱觀德國勞動派遣

法，則是針對勞動派遣單獨立法之方式，如同上述所介紹之部份，對派遣機構、要派機

構及派遣勞工三者間之個別勞動關係、集體勞動關係、社會安全保障及國家所扮演之角

色，均有明確之規範，也確實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之處，以下則針對德國的勞動派遣法

對我國之啟示，做如下之說明： 

一、制定勞動派遣專法方面 

德國制定勞動派遣立法之主要目的，是為了解決派遣勞動關係中，僱用者與使用

者分離所造成的不良後果，例如：勞動派遣廣泛運用之結果，將導致勞動者於就業上

陷入不安定的狀態，而使得勞動者保護法制與社會保障制度之美意落空。因此，為了

落實就業安定之政策，且在不違反德國憲法上對於擇業自由之保障的前提下，德國採

取單一立法之方式規範勞動派遣關係。例如：德國對於勞動派遣機構之設立採取許可

制，原則上只要申請單位符合勞動派遣法上對於勞動派遣業者設立之要件規定，且無

勞動派遣法第三節之情形，通常能夠得到許可執照，不過，這並不是意味德國政府對

於派遣機構之規範較其他國家少。 

二、僱用安定性方面 

為了確保派遣勞工之工作權及社會保險權益，德國的勞動派遣法制莫不以僱用安

定為前提，如此的想法落實在勞動派遣法制上，因此在德國並不像日本有允許所謂的

登錄型派遣。亦即，在此制度之下，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之勞動契約，原則上係為

不定期契約，使得派遣勞工不致因為要派契約終止而失去工作，避免派遣勞工之僱用

陷入不安定的狀態，保障派遣勞工與一般勞工在德國解僱保護制度中獲得應享之權

利。 

三、對於企業臨時性或暫時性勞動需求及限制 

為避免企業大量使用派遣勞工而影響正規勞工之權益，防止企業利用派遣契約規

避法律上對於雇主所課之義務，影響勞工權益，德國在勞動派遣法制之設計上有下列

幾項特點： 

(一)為確保勞動派遣的運用僅限於補充契約臨時性及暫時性需求之原則，德國的勞動派

遣法對於派遣機構將勞工派遣至要派機構之期限向來就有嚴格之限制，雖然，對

於派遣期間之限制由原本的三個月放寬至十二個月，但仍堅持對於勞動派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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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將勞動派遣的運用限縮在補充企業臨時性或暫時性的勞動需求。 

(二)如同上述，德國的勞動派遣被期望僅運用在補充企業臨時性或暫時性的勞動需求，

因此，要派機構反覆使用一派遣勞工，或訂定超過法定期限之派遣期間，則視同

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間成立不定期勞動契約關係，以防止企業利用勞動派遣關

係，逃避與派遣勞工訂定勞動契約。 

(三)依據德國企業組織法第九十九條規定，員工代表會有同意或拒絕要派機構利用勞動

派遣之權限，因此企業內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使用勞動派遣之相關事項上，具有

監督的功能。為了確保一般勞工之工作權益，員工代表會對於雇主使用派遣勞工

之計畫通常需加以審查與討論，以確定雇主要必要之情況下，合法的使用派遣勞

工。 

四、集體勞資關係之規範 

(一)派遣勞工適用團體協約之問題：德國係以產業工會為主軸之國家，派遣勞工雖有權

加入所屬之產業工會，然而實際上派遣勞工在集體協商上的表現並不顯著。一方

面由於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間並無法律上之勞動契約關係，因此派遣勞工通常不

被納入產業工會與要派機構所協商之團體協約中；另一方面，由於派遣勞工與派

遣機構之實質勞動關係薄弱，且儘管有派遣機構所屬之雇主團體，但卻缺乏以派

遣勞工為基礎之工會存在。因此，派遣勞工之勞動權益與勞動條件之提昇，除了

一些特殊技能之派遣勞工有特殊的職業工會存在外，僅能依靠個別要派機構同意

採用該組織內正式僱用員工所適用之團體協約內容。 

(二)勞工參與權之問題：雖然派遣勞工有權選舉派遣機構中員工代表會之代表，並與派

遣機構就勞動相關議題上履行其各項勞工參與之權能，然而派遣勞工較關心者係

其在要派機構中之員工代表會的地位。雖然派遣勞工現實上係整合於要派機構之

企業組織履行勞務，要派機構為實際上使用派遣勞工勞動力，且實質上給予各項

後指示之人。但是派遣勞工僅能列席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而無投票與選舉之

權限。因此，儘管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的決議有涵蓋派遣勞工之可能，且員工

代表會亦有監督要派機構合法並合理使用派遣勞工之權能，以提供派遣勞工在工

作上的協助，不過派遣勞工對於其工作上之各種規範並無參與決策之權限。 

五、雇主責任之歸屬 

為解決勞動派遣關係三方兩地的特殊情形，德國勞動法學界以德國民法上所謂真

正利他契約之法理，解釋勞動派遣與派遣機構及要派機構間之各項權利義務。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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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德國勞動派遣法對於三者間之權利義務事項亦做規範，以保障派遣勞工的基本權

益。原則上，本於勞動契約上雇主之主要給付義務與社會保險上之義務，仍舊為派遣

機構之責任。然而，由於勞動派遣契約為一真正之利他契約，要派機構自始取得派遣

勞工之勞務履行請求權，並有權為派遣勞工之工作履行為各項指示，使派遣勞工順利

整合於要派機構中工作，依德國勞動派遣法第十一條第六項規定，要派機構須遵守工

業安全法規並課與雇主之責任，且派遣機構或其代表可定期進入派遣勞工之工作地點

進行視察，以保障派遣勞工職業健康與安全之責任。由此可知，德國勞動派遣法關於

雇主責任之歸屬問題，未如日本採較詳細之規範方式－分別就勞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

法上區分個別之責任，實屬可惜之處。 

六、向主管機關提供勞動派遣運用狀況之義務 

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聯邦就業總署負有監督管制派遣機

構，派遣機構必須依照聯邦就業總署之要求提供必要之資訊，且須每六個月向聯邦就

業總署報備統計報告。如此不但可以有效掌握及瞭解目前在勞動市場中派遣勞工之人

數、工作情形、就業狀況及未來動向等，並可提供政府於擬定就業安全政策時重要之

參考指標，值得我國未來立法時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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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勞動派遣法制 

壹、日本勞動派遣法制之立法背景 

日本之勞動派遣法於西元一九八五年制定，並於西元一九八六年七月一日施行，日

本勞動派遣法之發展，有其相當特殊之背景及意義，以下則針對其立法背景，說明如下

117： 

一、隨著服務產品化而形成的職業專業分工 

昭和三十年代，在經濟高度成長的過程中，以大量生產技術為中心，產生了許多

大型企業。這些大型企業在大量生產、大量消費的狀況下，為了管理大規模企業的經

營，因此需要具備很多高度專業技術、知識及經驗的人才。例如企業的生產計劃、設

備設資計畫，還有大量生產之產品的販賣計畫都必須有組織性、計畫性的執行，這樣

大型企業才能有效率的經營。換言之，大規模經營在傳統技術人員以外的職業領域也

需要許多專業人才。 

特別是當時以高科技微電子技術為首的 ME 革命進展快速增加之需求，例如：程

式設計師、系統工程師、資料處理員。這些因應 ME 革命而生的勞動內容與直接在生

產線的藍領員工不同，而是以腦力勞動為主，也就是服務產業性的勞動。 

也因為服務性產業的興起，使得以職業的專業分工為主，所產生的勞動派遣型

態，就此運應而生。 

 

二、外包與承攬化之趨勢 

企業為追求經營效率與維持活力，有必要將部份已不適宜在本企業內生產之流

程，以外包或承攬方式委請其他下游企業代工，以減輕成本負擔提高經濟效益。因此

勞動派遣即在企業此種承攬或外包化之趨勢發展下，成為一種新興之事業型態，此種

關係發展在經濟學上稱為「社會分工之利益追求結果」。 

另外，直接性的事業部門有時會有臨時性、突發性的工作，例如開發程式或者技

術時，需要組成專案團隊來進行作業，此時就需要從公司外找尋有專業知識技術的人

才。如此，勞動派遣則成為維持企業活力、減少成本增加的有效方法。 

也因此，在此種情形下，造就了勞動派遣業的成長與發展，並透過這樣的關係使

得社會分工的利益能充分發揮。 

                                                 
117 高梨昌，詳解勞動派遣法，東京：日本勞動研究機構，2000 年 3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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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勞工意識的轉變及勞動彈性化之運用 

比起固定在某一家公司擔任正式之員工，勞動派遣業的派遣勞工反而寧願從事能

夠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術、經驗的工作，而有這種新勞動觀念的勞工越來越多。 

然而，在日本這樣的勞動僱用機會並不多，因為日本的大企業一直以來，皆是實

行所謂的「終身僱用制」及「年功敘傣制」，定期招攬應屆畢業生，加以培訓公司技

能及職業知識，隨著年資升遷，且不任意解僱。正因此種制度的慣用，使得日本的勞

資關係相當穩定，不過這樣的僱用慣性使得勞工們中途轉職顯得困難。另外，由於終

身僱用制之適用對象主要以大企業中的男性勞動力為主，並不適用於一般中小企業的

一般勞工、女性勞動力、及非典型勞動力等，於是在一九七○年代末，企業開始提倡

僱用彈性化策略，而此制度迄今仍衝擊著日本企業傳統之終身僱用制度，影響最大的

則是一般男性勞動力。所謂彈性化人事管理，有包含兩個面向，一為減少一般男性正

職勞工的僱用，二為增加非典型勞動力之利用118。也因為如此，勞動派遣事業就是在

這樣的情形，提供了僱用機會。特別是想要二度就業的婦女。此外，由於社會的高齡

化，所以預測高齡勞工會急速增加，這些高齡勞工的就業將成為社會問題，而藉由勞

動派遣機構便可提供僱用之機會。 

 

四、解除勞動市場管制政策 

一九八○年代，日本為解決經濟惡化之困境，強化企業競爭力，此時日本政府乃

決定採取一連串解除管制措施，除強化企業競爭力、降低經營成本，並為解決高失業

率問題，調節勞動力供需，並積極輔導產業升級和勞工轉業，以因應資訊科技及服務

業盛行之時代，增加勞工就業機會。此外，日本政府逐漸開放態度承認非典型勞動存

在之合法性，但又為避免企業濫用非典型勞動，導致僱用不安定，更加惡化居高不下

的失業問題，於是對非典型勞動採取雖開放，但仍採取有限度之開放。 

由此可知，日本勞動派遣法之制定，導因於「勞動市場的專業分工」，外包及承

攬臨時性工作所造成「僱用不安定」之情形，及企業對「勞動力彈性化之運用」，和

日本政府「解除勞動市場管制政策」等因素。正因如此，勞動派遣業適時的提供了勞

資雙方嶄新的供需機會，也使得勞動派遣之勞工急速增加。日本國內約於一九六五年

                                                 
118 Nakamura, Keisuke. (1992). “Hiring Practices in Japan.” Japan Labor Bulletin , 31(2), Special Toeic.[On-line]. 

Available: http://www.jil.go.jp/bulletin/year/1992/vol31-02/05.htm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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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開始出現勞動派遣事業，首先由勞動派遣業者預先僱用或登錄一定數量之勞工，

於其他企業有需求時，派遣該勞工至要派機構從事一定期間之工作。一九七五年後，

隨著企業對此種派遣勞工需求量大增，勞動派遣事業遂呈急速成長之現象。 

在上述原因之驅使之下，當時日本政府為因應產業結構變化及就業型態多樣化，

若仍無視於勞資雙方需求，而禁止勞動派遣事業存在，可能導致勞動派遣地下化之問

題。如此，不僅使派遣勞工之權益無法得到適當之保護，且放任良莠不齊之勞動派遣

機構違法競爭，將使派遣勞工受到剝削、破壞勞資關係、危害社會安全之嚴重後果出

現。 

為此，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制訂新法，針對符合一定要件之勞動派遣機構予以適

當之規範。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制定勞動派遣法，賦予勞動派遣合法地位。在歷經七

年餘之立法過程後，終於在一九八五年(昭和六十年)七月五日制訂完成勞動派遣法，

並於一九八六年(昭和六十一年)七月一日開始公佈實行。該法將原「職業安定法」

(Employment Security Law)第四十四條119所禁止之勞動供給服務(labor supply 

service)之部份－勞動派遣，成為政府核准經營之事業120。 

另外，在決定勞動派遣業之許可對象業務，發佈勞動派遣法施行令(政令第九五

號)，接著訂定規範申請許可與報備程序之施行細則(勞動省令第二十號)，並相繼公

告承攬與派遣之區分基準及勞動派遣得派遣之期間(勞動省第三七號及第三八號公

告)。陸續完成上述各種整備法令後，日本全國各地之公共職業安定機構，自 1986 年

五月上旬，開始受理勞動派遣事業之申請，同年七月一日開始進入勞動派遣之合法狀

態
121
。 

 

貳、日本勞動派遣法制之沿革 

日本政府於一九八○年代開始倡議「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措施。當時的倡

議者為特別行政管理研究委員會 Rincho，其於一九八一年主張減少相關行政管制。大

體上，於一九八○年代，因日本處於經濟衰退期，故研擬進度緩慢，直至一九九○年代

                                                 
119 日本職業安定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除後一條所規定之情形者外，任何人不得從事勞工供給業，或使勞工供

給事業者所提供之勞工在自己指揮命令下服勞務。」 
12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Labour Administration Branch.(1998). “Country Study: Japa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lo.org/public/ 
english/dialogue/govlab/admitra/papers/1998/japan/(2005.12.10).. 

121 邱駿彥，同註 15，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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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爆發泡沫經濟，致使日本政府為復甦經濟、振興產業，才開始正視解除管制之重要

性，並加快研擬相關解除管制措施，而勞動派遣法則是當時解除管制措施之一。關於日

本當時解除管制措施之實施重點，係針對當前勞動法規、勞資關係及相關社會安全法規

進行修正，特別是從經濟衰退後至經濟泡沫化雙重影響下，日本政府更著眼於勞動法規

之修正。日本內閣更於一九九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正式通過「解除管制促進計畫」

(Deregulation Promotion Program)，明確指出將致力於勞動僱用關係解除管制為首要

目標122，也因此自一九八六年公佈實施勞動派遣法後，並於一九九○年、一九九六年、

一九九九年、二○○三年相繼完成勞動派遣法四次修法工作。以下則針對日本勞動派遣

法之立法制定及數次修法之內容進行介紹及探討。 

一、一九八六年(昭和六十年)制訂 

此部份主要係針對一九八六年(昭和六十年)所制定之日本勞動派遣法之內容及架

構進行介紹及探討： 

(一)立法目的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一條之規定：「本法與職業安定法相互結合，為圖謀適

當的勞動力供需調節，建構確保有關派遣事業妥適營運之措施，同時謀求有關派遣

勞工就業條件之整備，以增進派遣勞工僱用安定及其他福祉為目的」。對於該法之

立法目的，日本少數學者對此持消極評價見解，認為勞動派遣法只是讓職業安定法

中所禁止之勞工供給事業合法化而已，依舊無法解決派遣勞工之惡劣勞動條件等問

題。不過，較大多數學者還是肯定勞動派遣之立法目的。畢竟在日趨複雜的社會、

經濟環境變化下，將難以避免產生結構與職業結構進行質變，同時勞工就業意識也

會隨著時代進化而變革，與其一昧禁止，不如從正面以專法來規範，故應立法採取

開放，但有其限制之態度，或許才能落實保障派遣勞工之勞動權益
123。 

 

(二)勞動派遣之定義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將自己僱用之勞工，於該僱用關係

下，接受他人之指揮命令，為該他人從事勞動。但不包含與他人約定由其僱用該勞

工在內。」。此外。同條第三款規定：「勞動派遣機構，係指以營業為目的從事勞動

                                                 
122 Araki,Takashi. (1997). “Changing Japanese Labor Law in Light of Deregulation Driv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apan Labor Bulletin , 36(5), Special Toeic. [On-line].Available: http://www.jil.go.jp/bulletin/year/1997/vol36-
05/06.htm(2005.12.13). 

123 邱駿彥，同註 15，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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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之事業。」由上述之規定得知，勞動派遣所具備之特質如下： 

1.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存在著勞動契約及僱用關係。 

2.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間，為派遣勞工依據與派遣機構間之僱用關係，在要派機

構之指揮命令下，從事勞務給付。 

3.排除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約定，使要派機構僱用派遣勞工，此屬於職業安定法

上勞動供給之概念，非勞動派遣之概念124。 

至於日本勞動派遣中將勞動派遣區分為「登錄型勞動派遣」及「經常僱用

型勞動派遣」兩種類型，在該法中亦有明確規範，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一條第四款

及第五款則將勞動派遣區分為「一般型派遣事業」及「特定型派遣事業」，所謂

一般型派遣事業即是所謂的「登錄型勞動派遣」，係指僅於派遣期間，派遣機構

與派遣勞工之間具有勞動契約關係；而「特定型派遣事業」即是「經常僱用型勞

動派遣」，即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所定之派遣契約為不定期契約，即使派遣勞工

在等待派遣期間，或因要派契約解除時，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間之僱用關係，不

因此而消滅。 

 

(三)勞動派遣事業適用對象業務範圍之限制 

依據一九八六年七月一日開始施行之日本勞動派遣法，不但於第四條第一項明

文排除「港口運送業務」、「建設業務」與「警備業務」等三種業務不得為派遣業

務，立法係採正面表列之方式，並於法律施行令第二條中，明文限制了適用對象業

務之範圍。因此，當時所開放適用勞動派遣事業之行業僅有
125
： 

1.資訊情報處理或設計及研發電腦程式相關業務。 

2.機械設計相關業務。 

3.傳播媒體機械操作相關業務。 

4.製作媒體節目相關業務。 

5.辦公室之機器操作相關業務，如電腦、打字等操作性相關業務。 

6.同步翻譯、筆譯、速記等相關業務。 

7.行政管理階級人員之秘書業務。 

                                                 
124 西谷敏，日本派遣勞動之法律與實務，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譯印，1994 年 1 月，頁 48。 
125 Araki,Takashi. (1994).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tions on Dispatched Work (Temporary Work) in Japan.” Ja

pan Labor Bulletin, 33(8), Special Toeic. [On-line].Available: http://www.jil.go.jp/bulletin/year/1994/vol33-08/
05.htm(200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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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書處理相關業務。 

9.市場調查及分析研究相關業務。 

10.財務會計處理相關業務。 

11.國內外貿易相關業務。 

12 商品展示介紹等需專門技術經驗之相關業務。 

13.公共運輸業等隨車服務員類似相關業務。 

14.大樓之清潔業務。 

15.建築基準法中，所謂建築設備之操作、檢查或維修之業務。 

16.櫃檯、服務中心、停車場管理等相關業務。 

 

(四)勞動派遣之許可、報備制度 

1.許可及報備之主體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二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將勞動派遣僱用之類型

分為「一般勞動派遣業」（登錄型）與「特定勞動派遣業」（經常僱用型）二

種。屬於前者之派遣機構，每一事業單位，應依據同法第五條規定，均須得到

厚生勞動大臣之許可；而屬於後者之派遣機構，每一事業單位，則應依同法第

十六條規定，均必須向厚生勞動大臣報備。 

2.許可及報備之程序 

關於一般勞動派遣業者，依據勞動派遣法第五條規定，派遣機構可以自然

人或法人身份，向事業單位所在地之管轄公共職業安定所提出合於規定之許可

申請書
126。而厚生勞動大臣在決定其許可時，應先聽取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之意

見127。 

此外，同法第七條則對許可之基準有相關之規定： 

(1)為促進及協調該事業對象業務之勞動力供需，且為必要合理者。 

(2)申請者須具備合理執行有關僱用管理派遣勞工之能力。 

(3)申請者須具有確實掌理該事業之能力。 

另外，若具備同法第六條所定事由者，將無法取得許可，亦為撤銷許可之

                                                 
126 西谷敏，同註 124，頁 86。 
127 同前註，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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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1)被處以監禁、或依本法及其他有關勞工法令規定而被處以罰金者，自執行終了

或自不必執行之日起算，未滿五年者。 

(2)禁治產人、準禁治產人或破產人尚未復權者。 

(3)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除第一款外)規定，被取消一般型派遣事業之許可，自

被取消日起，未滿五年者。 

(4)於經營派遣事務時，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或行為能力人之代理人具

有(1)、(2)、(3)三者之任一事項者。 

(5)若派遣機構為法人理監事，具有前述(1)、(2)、(3)、(4)四者之任一事項者。 

至於特定型派遣事業，依據同法第十六條規定：「經營特定型派遣事業應向厚

生勞動大臣提出記載第五條第二項各款揭示事項之報備書。」 

3.許可、報備制度之停權或撤銷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可知，厚生勞動大臣對於一般勞

動派遣業，具有下列情形時，得取消其事業經營之許可： 

(1)具有日本勞動派遣法第六條之許可失格事由者128，但排除依同法第十四條之規

定，被撤銷其許可者，自撤銷之日起算，未滿五年者。 

(2)違反本法或職業安定法之規定。 

(3)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附之許可條件時。 

若一般勞動派遣業有違反日本勞動派遣法及職業安定法之規定，或違反許

可條件較經微之情節時，厚生勞動大臣亦可採取停止其事業全部或部份之處

分。 

在特定勞動派遣業之部份，依據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厚

生勞動大臣對於特定勞動派遣業事業主具有同法第六條之許可失格事由之任

一情形時，得廢止特定勞動派遣業事業之經營權。此外，當特定勞動派遣業

                                                 
128 日本勞動派遣法第六條之許可失格事由為： 

1.被處以監禁或依本法及其他有關勞工法令規定而被處以罰金者，自執行終了或自不必執行之日起算，未

滿五年之場合。 
2.禁治產人或準禁治產人或破產人尚未復權者。 
3.被取消一般勞動派遣事業許可，自取消之日起算未滿五年之場合。 
4.未具備等同成年人營業能力之未成年人，其法定代理符合前述 1.2.3 各款情形之一者。 
5.若派遣機構為為法人時，則其理監事只要有一人具有 1.2.3.4 各款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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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本法或職業安定法規定之情事時，厚生勞動大臣亦得訂定期間，命令

停止該特定型派遣事業之全部或部份之處分。 

4.許可及報備之期間與更新 

依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十條第一項，在一般勞動派遣事業之許可有效期間，

自許可日起算三年，且依同條第四項規定得知，有效期間期滿後，仍得申請更

新有效期間之許可，且每次仍為三年。在特定勞動派遣事業之報備，法律無規

定有效期間之限制。 

5.許可及報備之附款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九條規定，厚生勞動大臣對於一般派遣勞動業之許

可，得附加條件及變更之，且須依照許可之主旨、或為確實施行該許可相關事

項，以必要之最小限度為限，但不得課該申請許可者不當義務。 

6.對於未獲許可、報備之罰責 

對於無許可勞動派遣事業之限制，未獲厚生勞動大臣之許可而實施一般勞

動派遣事業者，依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以一年以下徒刑或一百

萬日圓以下罰金。此外，未向厚生勞動大臣報備而實施特定勞動派遣業者，依

日本勞動派遣法第六十條，處以六個月以下徒刑或三十萬日圓以下罰金。 

(五)監督指揮及檢查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四十八條至五十一條及施行細則第五十五條規定可知，

厚生勞動大臣可隨時至勞動派遣機構實施監督及檢查，且公共職業安定所所長，得

將轄區內勞動派遣事業之實施狀況向勞動大臣提出報告。另外，對於違反規定之勞

動派遣事業，職業安定所所長不僅得逕行對其發出改善命令，亦得對勞動派遣事業

機構實施行政指導及勸告，必要時亦得逕行進入事業所進行檢查。 

二、一九九○年之修正內容(第一次修法) 

日本勞動派遣法從一九八六年七月一日開始實施後，勞動派遣事業的規模日漸擴

大，在施行三年之後，一般勞動派遣事業機構共有 1,841 家，特定勞動派遣事業機構

有 8,464 家，當時之派遣勞工估計有四十三萬人(包含登錄型派遣勞工)。與當時日本

勞動派遣法開始實施時相比較，勞動派遣事業數量增加了 2.7 倍，派遣勞工增加了

3.1 倍。 

另外，日本勞動派遣法附則第四條中規定：法律施行三年後，政府必須針對施行

狀況加以檢討，必要時則可採取適當措施之規定。日本政府於一九八九年三月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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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定審議會開始著手檢討當時法律之缺失。當時有關於中央安定審議會之組成份

子與制定勞動派遣法時相同，主要由勞方、資方、政府等三方構成之勞動派遣事業小

委員會，進行專業性的檢討。該委員會在一年的時間內，進行了二、三次的審議。並

由該委員會向派遣機構、要派機構、派遣勞工等三方進行調查，以盡量掌握勞動派遣

事業制度的詳細運用實況，並且廣納吸收與勞動派遣事業相關的利害關係的意見及期

望129，檢討結果並在一九九○年六月出爐，除建議小幅修改適用業務之限制外，認為

其餘相關法令大抵適當並無修法之必要。故一九九○年九月十四日以第二六七號行政

命令，修改前述用勞動派遣業務第八種中之文書處理相關業務，增加必須以需要高度

專門技術經驗者為限之限制，此次修正自一九九一年七月一日起開始實施
130。 

三、一九九六年之修正內容(第二次修法) 

關於一九九六年重新檢討勞動派遣事業之因素，可由以下說明之： 

1.一九九○年三月的勞動派遣事業小委會報告書中規定，制度修正後約五年左右

必須就相關制度進行檢討。 

2.另外，從限制解除的角度觀之，因勞動派遣事業而產生的新需求，在一九九四

年七月五日通過之「關於今後限制解除之推行」中，有關勞動派遣事業之規定為

「勞動派遣事業的適用對象業務範圍，根據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之規定重新檢

討」。 

3.厚生勞動省每年七月實施勞動派遣事業適當營運之推行時，一個月中接到關於

勞動派遣事業的申訴及約談件數：一九九三年為 194 件，至一九九四年攀升至 2

15 件。根據在日本長期經濟不景氣的經驗，以及從勞工保護的觀點所發現的問

題，於是在一九九四年十月二十四日，由中央職業安定審議會開始檢討作業131。 

基於上述背景以及日本經濟持續不景氣之影響，在考量日本勞動派遣法適用

對象業務之種類規定有過於狹隘之虞，以及為使人力資運用更具彈性化，促使女

性勞動力投入就業市場及重視勞動派遣機構之聲音。因此，日本政府於一九九六

年針對勞動派遣法做重大之修正，即在基本架構不變之情形下，僅擴大適用對象

業務範圍與契約期間之規定132。 

                                                 
129 高梨昌，同註 117，頁 176-178。 
130 邱駿彥，同註 15，頁 270-271。 
131 高梨昌，同註 117，頁 178-180。 
132 Araki, supra note 122. 



 72

關於派遣機構得擴大適用對象業務之種類，除原有所規定之十六種業務

外，並開放十種業務，列增為二十六種業務，有關增加業務種類之規定，茲說明

如下133： 

(1)相關科技研發業務（第十七種）。 

(2)相關企業管理之研究及企畫（第十八種）。 

(3)相關書籍雜誌之編輯業務（第十九種）。 

(4)相關廣告設計業務（第二十種）。 

(5)相關室內設計業務（第二十一種）。 

(6)於廣播節目中，具有專門技術經驗與知識之記者、主播、主持人等相關業務

（第二十二種）。 

(7)辦公室中相關自動化設備之教授與指導之業務（第二十三種）。 

(8)電話或其他通訊器材之推銷業務（第二十四種）。 

(9)相關機器設備或軟體之設計與促銷等業務（第二十五種）。 

(10)廣電節目所需設備之調度、製作、與操作等相關業務（第二十六種）。 

其次，為解決雇主因事業內之正職員工，育嬰假及家庭照顧休假，致使雇

主無法立即填補勞動力之空缺，因此修正育嬰及家庭照護休假法（Child Care 

and Family Care Leave Law）第四十條之二規定，改採負面列舉之立法方

式，明訂雇主於勞工育嬰及家庭照護休假期間，除港灣運輸業務、建設業務與

保全業務外，均可尋求派遣勞動力以為替代。另外，在一九九四年之中高齡僱

用安定法（Older Persons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Law）的修正中，亦改

採負面列舉之立法方式，凡超過六十歲以上之勞工，除港灣運輸業務、建設業

務與保全業務外，均可從事其他種類業務之派遣人力
134。 

而在一九九六年修法內容中，亦針對派遣期間為修正，舊法原本規定，第

一至第十三種業務，以及第十六種有關櫃臺與服務中心之業務，派遣期間以一

年為限，其他種類業務之部份則不加以限制。然而，本次修法則將相關派遣期

間之限制修改為135： 

                                                 
13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Labour Administration Branch, supra note 120. 
134 Araki, supra note 122. 
135 Araki, Takashi.(1999). “Revisions of Employment Security Law and Worker Dispatching Law: Drastic Reforms of 

Japanese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Japan Labor Bulletin, 38(9), Special Toeic.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jil.go.jp/bulletin/year/1999/vol38-09/06.htm(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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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遣期間限定為一年者： 

A.第一至第十三種業務。 

B.第十六種至第二十三種。 

C.第二十五種及第二十六種業務。 

D.因勞工育嬰假或家庭照護休假所需派遣人力之業務等。 

(2)未限定其派遣期間者： 

第十四種、第十五種及第二十四種業務。 

 

四、一九九九年之修正內容(第三次修法) 

(一)本次修法背景 

一九九六年之修正，適逢國內及國際對勞工供需系統檢討的時機而進行修正。

日本於一九九四年十二月二十九日設置行政改革委員會，就限制解除及官方民間之

責任分擔等事項開始檢討。其中在勞動派遣事業制度方面也採用了限制解除的觀

點。另外，行政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四日，匯整「關於推動限制解除

的第一次意見」後，就勞動派遣事業的適用對象業務提出以下之建言－將所有業務

皆列入視野內，再明確規定勞動派遣適用業務與不適用業務的區分標準，以列舉出

勞動派遣之不適用業務，其他即為勞動派遣事業之對象業務。 

一九九六年三月時，行政改革委員會於國會提出進行限制解除推進計劃之改定

時，厚生勞動省於一九九六年的修正法中再次決定「尊重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十四日

的行政改革委員會所提出之大幅擴大對象業務、不適當業務以外的業務即列入對象

業務、設置派遣勞工的保護措施等意見，並且檢討後續的制度」，並明定一九九六

年修正後，仍要繼續檢討關於勞動派遣事業制度之存在方式。 

此外，更重要的背景是在國際勞工組織(ILO)中，關於國際間對於勞工供需系

統的議論被提出。關於勞工供需系統的應有狀態，所採取之國際標準是一九四九年

(日本於 1955 年批准)所通過之第九十六號公約。然而，在一九九四年六月國際勞

工組織在第八十一回總會的議論中認為，應該更積極定位民間勞工供需調整機關的

角色，有必要修改此修約，因此便開始規劃不同於第九十六號公約中，關於民間勞

工供需系統的新公約。 

但是，在一九九六年緊急進行的日本勞動派遣法之修正，並未趕上國際勞工組

織如此之變動，直到隔年一九九七年六月國際勞工組織第八十五回總會時，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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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勞工組織通過的新國際基準第一八一號公約。為了因應新公約而進行的勞動派

遣事業制度之重新檢討，也成為一九九六年修正之後的檢討課題。在上述之發展背

景之下，日本厚生勞動省馬上進入重新檢討之作業，因而有一九九九年第三次勞動

派遣法修法之產生136。 

(二)本次修法內容 

關於本次修法重點為： 

第一、將派遣機構適用對象業務種類之限制作大幅度的修正，由原本之「正面表

列」，改採「負面表列」之立法方式，即除了港灣運送業務、建設業務、警備業

務、生產製造業務及醫療業務以外，其餘各種業務均得實施勞動派遣。換言之，將

派遣機構適用對象業務種類作大幅度放寬，並且簡化相關申請許可與報備之行政程

序要件。第二、將勞動派遣定位為「臨時性」、「短暫性」作為勞動力供需之調整機

制，且新開放之業務種類的派遣期限不得超過一年。第三、擴增勞工保護措施，藉

以處理關於派遣勞工就業的各種問題，例如：加入勞工、社會保險之適當措施，派

遣勞工個人隱私之保護、特定使用派遣勞工為目的之行為限制，以及派遣勞工向行

政機關申訴制度的設置等137。 

關於本次修法之詳細內容，茲說明如下： 

1.放寬勞動派遣適用對象業務範圍之限制 

(1)業務範圍之放寬 

將原本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四條第一項修訂為－「下列各款規定之業務任何

人不得從事下列之勞動派遣業務」。換言之，改採「負面表列」之方式。而其

所禁止之對象範圍如下所示： 

A.港灣運送業務(即港灣勞動法第二條第二款所定之港灣運送業務，及在同條

第一款規定，在法定港灣以外之港灣從事港灣運送相當之業務)。 

B.建設事業相關業務（即土木、建築及其他工程之建設、改造、保存、修繕、

變更、破壞或解體等作業，以及上述業務在準備階段時之作業亦包含在

內）。 

C.保全業務。 

                                                 
136 高梨昌，同註 117，頁 189-190。 
137 Araki, supra note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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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認定不適合以勞動派遣方法取得勞動之業務，而在同條

第二項明訂主管機關於認定內容有變更時，必須先諮詢中央職業安定審議

會之意見。 

然而，在此次的修正中並非對勞動派遣完全解除管制，對於從事物品

製造之相關業務者，為考量該行業經營之現狀，及確保從事該行業一般勞

工之權益，經厚生勞動省令之規定，目前仍非勞動派遣適用之行業。因

此，厚生勞動大臣於制定或修正勞動省令時，仍須事先諮詢中央勞動政策

審議會之意見。另外，在一般派遣勞動業，亦須依據同法第五條之規定，

經厚生勞動大臣之許可，方能經營勞動派遣事業。 

(2)有關許可與報備程序之簡化與基準之修正 

A.由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可知，本次修法之目

的在於簡化一般勞動派遣事業申請許可書及特定勞動派遣事業報備書之必

要記載事項，以及取消業務對象種類之記載。 

B.依同法第六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得知，本次修法追加一般勞動派遣事業申請許

可及特定勞動派遣事業開始營運之許可失格事由要件。凡具有下列二款事

由者，將不予以許可： 

a.依「防範暴力團員不當行為相關法律」之規定，執行罰金刑完畢或曾犯刑

法之傷害罪，經刑之執行完畢日起算，未滿五年者。 

b.違反健康保險法、船員保險法、職災補償保險法、厚生年金保險法、勞

工保險法、失業保險法等之規定，被處以罰金刑執行完畢日起算，未滿

五年者。 

C.此外，由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可知，本次修法在一般勞

動派遣事業之許可基準中，增加不得有專門提供派遣勞工給特定要派機構

之情事，但有必要繼續僱用受僱機會較困難之勞工，而經厚生勞動省特別

規定者，不在此限138。 

2.將勞動派遣定位為「臨時性」、「短暫性」 

在一九九九年，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四條修正前，有關派遣期間之限制，原

本舊法規定適用對象業務第一種至第十三種業務及第十六種有關櫃檯與服務中

                                                 
1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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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業務，契約期間以一年為限，其他業務則不加限制。但立法者在新修本法

時，原則上取消對象業務之限制。因此，有關派遣期間之規定即必須重新考

量。有關勞動派遣定位為「臨時性」、「短暫性」之修法，茲如下說明： 

(1)增修第四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禁止要派機構使派遣勞工，在同一工作場所繼

續為勞務給付，超過一年以上。若要派機構違反該一年期限之規定時，新法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增訂，厚勞動大臣可適時提供必要之指導與建議。但要派

機構若仍然不予理會，使該違法情事繼續發生，該法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厚生勞動大臣可勸告要派機構採取必要措施，以補償該違法情

狀。而且，依據同條第二項規定，厚生勞動大臣亦可勸告要派機構，在派遣

勞工有意願的情形下，使其僱用該名派遣勞工。但要派機構若仍繼續不予理

會時，同條第三項復又規定，勞動大臣可將要派機構之姓名或名稱公開，以

達公眾責難之效果。 

(2)前述一年期間之限制，同樣拘束派遣機構，依據該法增修第三十五條之二規

定，派遣機構不得將自己所僱用之派遣勞工，派遣至同一要派機構期間超過

一年，若有違反最高可處以日幣三十萬元之罰鍰。同時，該法增訂第二十六

條第五項規定，要派機構負有告知派遣機構，派遣勞工派遣期間之到期日，

並告知派遣機構自己亦將違反第四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以及將構成違約

（違反要派契約）之行為。當要派機構未善盡告知義務時，依據該法增訂第

二十六條第六項規定，派遣機構將不構成違約。 

(3)關於對派遣期間一年之限制，依據該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情形並不適用之，除外之情形如下： 

A.目前經政令頒佈，所限制事業對象業務之二十六種業務範圍內，具有專業知

識或技術，在無影響僱用安定之情形下，為迅速正確完成業務，要派機構

認為無須將派遣期間限制在一年內者。 

B.派遣工作係從事業務之開始、轉換、擴大、縮小或廢除時，可在預定之特定

期間內完成者。 

C.該派遣工作乃為填補要派機構內，正職員工因產假或育兒休假所產生之職位

空缺139。 

                                                 
13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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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擴增派遣勞工保護措施 

(1)有關派遣勞工權益之保障 

由此次修法之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可知，派遣機構必須

告知要派機構，派遣勞工是否加入健保資格、厚生年金保險資格、或失業保

險資格等，厚生勞動省所規定事項之確認。此外，依據該法第四十條第二項

規定可知，要派機構對於受其指揮、監督下服勞務之派遣勞工，為使該勞動

派遣得以妥當與順利實施，就該要派機構目前所僱用之勞工經常利用之環

境，例如醫務室、餐廳設施等，必須努力採取便宜供與等必要措施140。 

(2)有關派遣勞工向行政機關申訴制度的設置 

此次修法亦針對勞資相關爭端處理機制進行改善，依據該法增訂第四十九

條之三規定，派遣勞工可就派遣機構、或要派機構違反勞動派遣法，或違反

其他相關勞動法令規定之情事，直接向厚生勞動大臣進行申訴。且禁止派遣

機構或要派機構，對派遣勞工申訴之行為施以解僱或其他不利益之措施。另

該法增訂第五十二條規定，公共職業安定機構可針對勞動派遣相關事項進行

審議，並給予派遣勞工必要之建議與援助。另，第五十三條復又規定，厚生

勞動大臣認為有必要時，可委託熟稔勞動派遣一切事務之專業人士，提供派

遣勞工必要之協助與建議141。 

(3)有關派遣勞工隱私權之部份 

在本次修法之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二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可知：派遣機構

於勞動派遣事業營運上，有收集、保管、或使用勞工個人資料之必要者，只

能為達成業務目的之必要範圍內收集，且必須在收集之目的的範圍內保管及

使用。換言之，派遣機構除非基於營業目的之必要考量下，得收集、保管、

或使用派遣勞工個人資料。另依據該法第二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可知，派

遣機構為了合理管理派遣勞工之個人資料，必須採取必要之措施。 

而在保障隱私之義務方面，由同法第二十四條之四規定可知，禁止派遣機

構之雇主及代理人或其他受僱者，無正當理由洩漏派遣勞工因執行職務知悉

其隱私之內容，且於上述人員離職後亦同。同法第二十六條第七項，禁止要

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為雙方簽訂勞動派遣契約(要派契約)時，應不得有特定某

                                                 
140 Id. 
1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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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遣勞工之約定。另外，第三十六條第四款規定，關於管理派遣勞工個人

資料事項，為派遣機構之派遣勞工管理人員之業務142。 

(4)男女工作機會平等法之適用 

依據該法第四十七條之二規定，將要派機構視為就業機會平等法第三章規

定之雇主地位，如此，凡是關於性騷擾（就業機會平等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工作時間之特別安排（就業機會平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以及對於女性勞工

在妊娠期間相關之健康檢查與其他工作安排、產後之相關措施（就業機會平

等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等規定，要派機構均適用之。 

(5)其他特別規定 

隨著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三次修法，由此次修之法第十一條之三及第十一條

之四規定以及第四十六條之二及第四十六條之三規定可知，同時將有關高齡

勞工適用勞動派遣事業之特別規定，以及因育兒休假者適用勞動派遣事業之

特別規定等，均予以廢除143。 

 

五、二○○三年之修正內容(第四次修法) 

(一)本次修法背景 

一九九○年代中葉以後，日本經濟持續向下沈淪，銀行因不良債權遽增而緊縮

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金週轉不靈紛紛倒閉，造成勞動市場上僱用不安定、失業率

的增加、工資減低之現象，個人消費因此停滯，加速景氣惡化及市場低迷。企業趁

機進行重整及整編之現象亦極為普遍，結果創造更多的失業人口，直至廿一世紀初

仍持續進行。 

在這個階段當中，政府及雇主在經濟及勞動政策上的主張，乃是著重於鬆綁不

合時宜之法令，回歸自由市場原則以活化經濟，即所謂的「規制改革」
144政策、勞

動力流動化政策。在勞動力供需調節制度之勞動派遣法方面，一九九九年修法規定

將派遣活動原則上自由化，但卻把製造業之業務排除在外。此次修法將存留的除外

適用業務納入勞動派遣範圍，是「規制改革」政策上最大的訴求點。另一方面，派

                                                 
142 Id. 
143 邱駿彥，同註 15，頁 280。 
144 1999 年以後，政府之「規制緩和小委員會」改稱為「規制改革委員會」，此後規制緩和政策皆以規制改革

政策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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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勞工在無均等待遇、僱用不安定等惡劣勞動條件下就業，亦期望獲得改善，二○

○三年之修法係在上述背景下進行145。而二○○三年之勞動派遣法修正案，係由內

閣於二○○三年四月廿四日呈第一五六次國會，經眾議院大會付託厚生勞動委員會

審議，眾議院厚生勞動委員會於同年五月廿一日、眾議院大會於五月廿二日審查結

束後送付參議院，參議院厚生勞動委員會於六月五日、眾議院大會於六月六日審查

結束。國會審查結果以參眾兩院附帶決議之方式照原案通過，於六月十三日公佈並

預計九個月內施行，亦即最遲從二○○四年三月開始施行。 

關於本次修法之內容概要，由下列說明之146： 

1.訂定「預定介紹派遣」之定義，以整備派遣勞工之就業條件。 

2.派遣機構許可手續本來以事業所為單位，改為以事業主為單位。 

3.追加要派機構之責任，亦即從抵觸派遣期間限制之最初日起，即應向派遣勞工

明示。 

4.追加無派遣期間限制之業務。亦即，一個月內派遣之日數比要派機構正規勞工

的勞動日數，相當程度減少之業務。 

5.「一年規則」之派遣期間上限延長為三年，超過三年之派遣期間，要派機構應

聽取事業場所過半數之勞工意見，判斷應否繼續派遣。 

6.追加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責任者之職務。亦即，應聯絡調整派遣勞工安全衛生

相關事項。 

7.要派機構於超過派遣期間繼續使用派遣勞工，且該派遣勞工亦希望受僱於要派

機構時，有請求與該派遣勞工簽訂僱用契約之義務。 

8.無派遣期間限制之業務超過三年使用同一派遣勞工，如以該業務重新僱用勞工

時，要派機構有向該派遣勞工請求簽訂僱用契約之義務。 

9.製造業可從事派遣活動，但法律施行後三年內派遣期間以一年為限。 

(二)本次修法及相關行政命令內容 

關於二○○三年修法及相關命令之內容頗多，以下將從「派遣期間」、「適用

業務」、「預定介紹之派遣」及「保護勞工措施」等四點分述如下147： 

                                                 
145 邱祈豪，台灣勞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由日本勞動派遣法制度及政策之歷史發展考察，2003 年 12 月，頁

251。 
146 邱祈豪，同前註，頁 264-267。 
147 邱祈豪，同前註，頁 26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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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遣期間之相關規定 

日本勞動派遣法因法律本身性質之轉換，亦即由專職型、常時僱用型為主

之派遣轉變為一時性、臨時性為主之派遣，因此對於派遣期限並未明白的規定於

法律條文，僅以行政命令最低階的「通達」規定，且數度修改造成相當大的困

擾。 

依據新修正之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四○條之二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將派遣

期間可分為三年派遣期間及不限派遣期間兩類型，針對臨時性、短暫性之業務，

此次修法規定其派遣期間由一年改為三年，另派遣期間之決定或變更，要派機構

應聽取事業場所過半數勞工意見後決定之。 

相對的，在 26 種專門職業務不限派遣期間之部份，並未規範於法律條文

中，僅以修改行政命令方式為之。即廢止原本行政命令中，對於 26 業務當中必

須專門知識技術經驗之業務，應指導其若無合理之理由，繼續使用同一派遣勞工

從事同一業務，不得超過三年之行政指導。另外，依該行政命令規定，專門業務

與一般性業務混合之「複合業務」的派遣期間以一年為限。如一般性業務量比例

過低時，例如未超過一成，為使專門職業務能順暢遂行，亦將其排除於派遣期間

限制之外。 

新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施行規則第三十三條規定，代替正規勞

工因產休、育嬰假遺留之業務，因較無取代正規勞工之虞，故取消兩年期間限

制。 

另新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僅月初或星期六、日才發生之業

務，因就業日數較少，配置正規勞工可能性低，且較無取代正規勞工之虞，亦排

除派遣期間限制之外。 

而在法律施行後，常被指摘有關派遣期間之限制，未徹底通知相關人員，

因此新法第三十四條強制規定，派遣機構於抵觸派遣期限之最初日應立即向派遣

勞工明示。 

2.適用業務範圍方面 

(1)製造業 

為迅速調節製造業臨時性、短暫性的勞動力供需，並能順暢營運事業，新

法附則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製造業列為適用業務，三年內其派遣期間限制為

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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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有效掌握派遣機構之情形，規範派遣機構從事製造業派遣時，除

應將其意旨向主管機關報備外，並應依修正之派遣機構、要派機構建構措施之

指針規定選任安全衛生責任者，亦即： 

A.為徹底執行安全衛生，應整理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責任者之安全衛生職務。 

B.派遣機構應分別選任製造業與其他業務之安全責任者，要派機構如派遣勞工

達一定人數以上者，亦應分別選任製造業與其他業務之安全責任者。 

過去禁止派遣之理由，係擔心派遣勞工擴大取代正規勞工，導致技

術、技能難以傳承。雖然短期間內更換數個工作場所，難以習得相當的技

能，但並非所有的製造業皆以長期僱用之型態傳承技術技能，現階段製造業

現場亦有以定期契約方式從事工作。因此，全面性禁止製造業行派遣活動之

理由已難成立，於修法時遂以追認先行實態之形式解禁，但鑑於製造業尚存

有許多偽裝承攬、偽裝派遣之型態尚未解決，現階段以法律施行後三年為

限，派遣期間設定為一年。 

(2)醫療關係業務 

依新法施行令第二條規定，醫療關係業務當中，適用除外業務限醫院、診

療所、助產所、照護老人保健設施、居家病人診療等業務，社會福利設施等業

務則列為指定業務。 

原本醫療業務並未列入原始負面表列，禁止行派遣活動之範圍。一九九四

年高齡者僱用法之高齡者派遣特例導入負面表列之際，醫療關係業務亦未列為

負面表列之範圍。依一九九六年育兒休假法之育兒家庭照護假派遣特例規定，

代替育兒、家庭照護假取得勞工之業務亦同，未將醫療關係業務列為適用除外

對象，但配合一九九九年法令修正，制定政令時以確保業務適當的實施為理

由，認定醫療關係為不適當之業務，追加為負面表列之業務。 

在一九九九年日本勞動派遣法及相關行政令解釋中，認為醫療業務禁止行

派遣活動之理由，係認為醫療小組相關成員間應互相了解能力及治療方針，並

充分的意思溝通後執行醫療行為，但勞動派遣之型態，決定或變更派遣勞工之

權利完全由派遣機構掌理，要派機構無指定派遣勞工之權利，甚至依派遣機構

之方便，亦有可能臨時更替派遣勞工，導致醫療小組成員間意思無法充分溝通

之危險。 

關於此次修法，在勞動政策審議期間，資方代表認為醫療關係業務縱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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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活動無妨礙醫療小組之溝通，醫療業界之需要性亦極高，應列為指定業務範

圍。但勞方代表認為醫療關係業務行派遣活動時，要派機構必須指定派遣勞

工，較不適合派遣型態調度所需人才，不應列為指定業務。 

3.預定介紹派遣之定義及相關規定 

所謂預定介紹之派遣係指先派遣、後介紹的意思。亦即為派遣勞工提供尋

找作為正式職員之就職單位服務，以做為日後轉為直接僱用為前提條件，在一定

期間（最長一年）以派遣契約的方式在企業就職，如果本人與企業雙方均同意僱

用，則轉為企業內之正職人員。 

在美國預定介紹派遣(Temporary to Permanent)已普及許久，而日本則是

在二○○○年十二月開始的。對於想轉換工作的人而言，在以派遣方式的就職期

間，可以判斷工作的內容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以及能否發揮自己的能力。尤其

是對專業知識或特殊技術要求較多的企業來說，可以減輕在錄用後才發現供需失

調的風險，這是它的一大優點。預定介紹之派遣依法律概念本來是違反勞動派遣

法之行為，但為了因應人才產業界及派遣勞工之需要而將之法制化。「預定介紹

之派遣」本來是以行政命令規定，二○○三年修法將預定介紹之派遣明確地記載

於法律條文中，依據修法後之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二條規定：「派遣機構於派遣開

始前或開始後，經許可或報備，向派遣勞工或要派機構進行或預定職業介紹稱

之。」。亦即，包含經由職業介紹該派遣勞工，被該要派機構僱用之意思，於勞

動派遣終了前，與派遣勞工及要派機構約定之行為，因為如此，派遣機構「預定

介紹之派遣」活動時可採取下列措施： 

(1)派遣就業開始前，可面試或要求交付履歷表。 

(2)派遣就業開始前或派遣就業期間，可明示求人條件。 

(3)派遣就業期間可確認求人及求職意思並可採用內定。 

另外，為了明白表示，新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如有「預定介紹派

遣」之情形，應於要派契約當中列為記載事項；再者，同法第三十二條中規

定，派遣機構對派遣勞工行「預定介紹之派遣」時，應預先向派遣勞工明示，

並徵得其同意；另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應將「預

定介紹之派遣」記載於派遣機構及要派機構之管理帳冊中。 

4.保護勞工措施 

(1)直接促進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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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九九九年修法及相關行政命令導入臨時性、短暫性業務的同時，並以

一年為限設定派遣期間。要派機構如超過一年繼續僱用該派遣勞工從事同一業

務時，有僱用該派遣勞工之努力義務。另違反派遣期限規定，且派遣勞工希望

成為要派機構之正規勞工，經厚生勞動大臣指導、助言仍不從時，得對要派機

構施以勸告，勸告仍不從時應將該旨趣公表之。當時針對違反派遣期間之種種

規定，僅止於努力義務加上勸告及公表而已，實在無法遏止要派機構肆意違反

派遣期間之行為。 

在二○○三年修法時，將要派機構違反派遣期間規定之努力僱用義務，向

前推進了一步，即課予雇主違反派遣期限規定時，有向該派遣勞工請求簽訂勞

動契約之義務。新法第四○條之五中，對於 26 種業務等不定期限之業務超過

三年以上使用同一派遣勞工，如以該業務重新僱用勞工時，要派機構有向該派

遣勞工請求簽訂勞動契約之義務。在同法第四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三項中，

對於要派機構違反請求簽訂勞動契約之義務，施予指導助言後仍不從者，厚生

勞動大臣應向要派機構施以勸告，仍不從時可將其旨趣公表，經公表後，要派

機構仍不向派遣勞工請求簽訂勞動契約時，違法事實仍然存在，而且民事上屬

有效的狀態持續進行。 

再者，同法第三十五條之二第二項，有關新自由化之一般業務，如超過一

年派遣期限，派遣機構應於一個月前通知要派機構及派遣勞工並停止派遣；同

法第四○條之四，如要派機構接獲通知仍繼續使用該派遣勞工，有請求該派遣

勞工簽訂僱用契約之義務。 

(2)安全衛生事項 

修法後，製造業納入指定業務範圍，相對的安全衛生之問題越顯得重要。

二○○三年修法追加規定派遣機構及要派機構責任者之職務，新法第三十六條

第五款，追加派遣機構、要派機構安全衛生業務總括管理者，及與相關機構聯

絡調整事項。同時修改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應建構措施之方針，亦即雖係派遣

機構之責任事項，於僱用派遣勞工時，要派機構有協助或考量安全衛生教育等

義務，以及派遣機構舉辦教育訓練或派遣勞工自發性的能力開發時，要派機構

有協助之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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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個別勞資關係 

一、勞動派遣契約之規範 

為避免企業長期大量使用派遣勞工，藉此取代正規勞工，破壞正常勞動契約之關

係，進而危及僱用安定政策，及保障勞工選擇職業之自由。因此，日本勞動派遣法中

針對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之間訂定有勞動派遣契約
148，亦對此有相關之規範。依據勞

動派遣法第二十六條規定，所謂要派契約為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所簽定之契約。而關

於要派契約應規範之內容及要派契約解除之限制為何，由以下說明： 

(一)要派契約規範之內容 

勞動派遣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有就派遣契約法定應記載事項為規定，其內容如

下： 

1.應依要派契約內容之差異規定派遣勞工之人數。 

2.派遣勞工應從事業務之內容。 

3.派遣勞工所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名稱、所在地，及其他相關事業單位所在地。 

4.派遣勞工從事勞務給付時，要派機構可為指揮監督之相關事項。 

5.派遣期間及其始日。 

6.派遣工作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7.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8.除前述事項外，依厚生勞動省令規定之事項。 

關於前述第 5 項所示派遣期間，經厚生勞動大臣認定，基於促進勞動力供

需雙方適當協調之必要考量下，對於派遣機構適用對象業務種類，衡量勞動力供

需狀況、業務之處理情況，有規定一定期限，派遣機構業主不得做出超過規定期

間之約定。 

(二)要派契約之解除 

勞動派遣法中對於要派契約之解除所做規定為：第二十九條規定要派契約解除

之效力，僅向「未來」發生效力，具有形成之效力。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限制要

派機構解除要派契約之權限，要派機構不得以派遣勞工之國籍、信仰、性別、社會

地位及派遣勞工參與工會等正當行為為理由，解除要派契約。另外，同法第二十八

                                                 
148 邱駿彥，同註 15，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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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派遣機構可依要派機構有違反本法或其他適用法令規定之情形時，得停止

履行勞動力給付之義務或解除要派契約。 

二、個別勞動保護法上之責任歸屬 

(一)勞動基準法之責任歸屬 

1.勞動基準法上雇主責任之分配 

(1)依據勞動派遣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雙方均須負擔責

任之事項，關於平等待遇、強制勞動之禁止、剝削及濫用見習生或學徒制度

之禁止等事項
149。 

(2)僅要派機構擔負責任之事項 

依據勞動派遣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有關保障公民權之行使，工作時

間、休息、休假，童工之工作時間與假日、深夜勞動、危險有害之勞動工

作、與坑內勞動工作之禁止，女性勞工之工作時間與假日、深夜勞動、妊娠

其間危險有害之勞動工作之限制、哺乳時間、生理休假之給予等事項，因與

派遣勞工從事勞務給付之地點有關，故由要派機構負擔起責任。 

(3)僅派遣機構擔負責任之事項 

除勞動派遣法第四十四條所定區分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所應負擔之責任

外，原則上勞動基準法所規範之其他事項，均應由派遣機構擔負起責任，如

同工同酬原則、勞動契約之規定、解僱、工資、加班工資之計算、特別休

假、產假、職業補償、工作規則等事項，均由派遣機構負起法律上雇主之責

任。 

(二)勞工安全衛生法之責任歸屬 

依據日本勞動派遣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關於勞工安全衛生法上雇主責任之分

配，除部份事項是由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共同負責外，原則上以要派機構負起較多

程度之責任，茲如下說明。 

1.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雙方均須負擔責任之事項 

關於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者之選任、事業單位內醫護人員之選任、衛生委員

會之組成、中高齡勞工之工作安全衛生上之注意義務、相關健康診斷事項、促進

健康之措施等事項，由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共同擔負責任。此外，當派遣勞工所

                                                 
149 Araki, supra note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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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之工作內容有變更時，有需要提供教育訓練時，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亦須共

同擔負責任。 

2.僅要派機構擔負責任之事項 

關於安全管理人員、安全委員會之組織、防止對健康有危險與傷害之措

施、定期檢查、有害化學物質之調查與檢查、工作環境之維持、管理及工作環境

之檢查，以及使派遣勞工從事危險有害業務之特殊健康檢查等，均由要派機構擔

負責任。 

3.僅派遣機構擔負責任之事項 

關於僱用派遣勞工時之教育訓練、派遣前之勤前教育、派遣勞工之定期健

康檢查、或一般健康檢查等事項，均由派遣機構擔負責任。 

肆、集體勞資關係 

一、工會組織方面 

派遣勞工與一般勞工一樣，皆可適用勞基法，因此當然有組織、加入工會及參加

工會活動的權利。一般勞工在雇主管理之企業設施內提供勞務，所以該工會組織活動

與雇主之指揮命令權、設施管理權發生衝突。因而為了保障工會活動而不得不對雇主

權利之行使予以某些限制。派遣勞工在要派機構內提供勞務、接受要派機構之直接指

揮命令，對派遣勞工而言，要派機構為其提供勞務之主要場所，自然也成為工會主要

活動的地方。為了保障派遣勞工之工會活動，一般認為要派機構對於派遣勞工合法之

工會活動有一定程度之忍受義務，勞動派遣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要派機構不得以派

遣勞工之正當工會行為為由，解除勞動派遣契約」。此處所謂「正當工會行為」不僅

允許一般勞工在企業設施內舉行工會活動，也應允許派遣勞工在要派機構內進行工會

活動。 

另外，雖然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之間並沒有勞動契約關係，然而基於勞動派遣契

約，要派機構對於派遣勞工有直接指揮命令權，因此，對於派遣勞工之勞動生活上的

各種利益，亦具有影響地位。因此，要派機構亦有工會法第七條之不當勞動行為之適

用。日本昭和三十四年四月二十八日東京高等法院對於關東釀造事件之判決中即表

示，要派機構以派遣勞工之正當工會活動為由而撤換派遣勞工，符合工會法第七條第

一款上所謂的「不利待遇」及同法第七條第三款之「介入支配」，屬於不當勞動行

為。另外，工會法第七條第一款所謂不利待遇，不僅僅是對於派遣勞工個人經濟及精

神上的不利對待，同時也包含對於工會活動上之不利。並且要派機構以派遣勞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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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為由而拒絕接受該派遣勞工亦屬於不當勞動行為。然而，事實上未發生拒絕接收

之情形，卻於事前與派遣機構表明拒絕使用屬於特定工會會員之派遣勞工，亦屬於不

當勞動行為
150。 

二、關於團體協商方面 

日本勞動派遣法並無明訂，要求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所組成之工會進行協商，理

由是因派遣勞工與要派機構雙方間並不存在僱用關係。因此，當派遣勞工對工作條件

不滿時，僅能依勞動派遣法第四十條向要派機構之負責人，或向派遣機構進行申訴，

而要派機構之負責人、或派遣機構須儘速處理之。可知派遣機構有義務與派遣勞工之

工會進行協商，而要派機構並無此義務。不過，關於要派機構有無義務與派遣勞工之

工會進行協商之問題仍有爭議，日本最高法院在 Asahi Broadcasting 一案中，所採

之見解認為，關於派遣勞工之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環境、及工作內容等均由要

派機構所決定，且派遣勞工是與要派機構所僱用之一般勞工一起工作，要派機構對派

遣勞工從事勞務給付時，具有指揮監 督權。因此，要派機構具有實質

（essentially）及具體（concretely）決定派遣勞工勞動條件之地位，相當於僱用

契約中部份（partial）雇主之地位，故要派機構在有實質決定派遣勞工之勞動條件

時，有義務與派遣勞工之工會進行協商。但最高法院之見解仍未徹底解決本問題之爭

議。對於派遣勞工而言，何謂實質之勞動條件，以及如何合理解釋當要派機構對派遣

勞工之勞動條件具有實質及具體決定權時，將使要派機構成為相當於僱傭契約之當事

人，成為部份雇主之地位。關於此問題，日本學者間亦未有定論。日本學者

Takanashi 認為，一般而言，僅認為派遣機構對派遣勞工有進行協商之義務，然而當

要派機構有違反勞動派遣法之規定，擅自決定派遣勞工之勞動條件時，則要派機構將

為派遣勞工之雇主，而有義務與其進行協商。此意指要派機構實際上並無與派遣勞工

進行協商之義務，除了違反勞動派遣法之規定。而日本學者 Sugeno 則認為，若要派

機構有遵守勞動派遣法第四十條所定之申訴處理程序，竭誠處理派遣勞工工會之爭議

事項時，意即取代與工會協商之義務。有學者對 Sugeno 之見解提出批評，從勞動派

遣法第四十條之立法意旨中，並無法推導出要派機構處理派遣勞工申訴之程序，即可

排除團體協商制度之適用151。由此可知要派機構有無義務與派遣勞工進行協商，在日

本仍為亟待解決之問題。 

                                                 
150 西谷敏，同註 124。 
15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Labour Administration Branch, supra note 120. 



 88

三、有關爭議牽涉之問題 

如同前述，派遣勞工與一般勞工同樣具有行使勞動三權之權利。因此派遣勞工之

工會為了達成團體協約之簽訂，自然有權行使爭議權。而派遣勞工之工會因進行團體

協商所發動之爭議行為，應被視為「正當之工會活動」，要派機構應有忍受之義務，

且不得因派遣勞工參加正當工會活動而撤換該名派遣勞工，否則要派機構之行為將被

視為妨礙工會活動之不當勞動行為。 

此外，為了確保要派機構之工會運作，避免企業於勞資爭議期間大量使用派遣勞

工削弱工會力量。因此，勞動派遣法第二十四條即規定，派遣機構對於勞資爭議為維

持中立立場，故對進行罷工或鎖廠之事業單位，不得執行勞動派遣。公共職業安定所

應將爭議情形通報派遣事業主，則接受該通報之派遣事業主，不得向該事業單位執行

勞動派遣。但是，該爭議發生前，為維持經常使用勞工人數，在必要限度內執行勞動

派遣，則不受此限。 

 

伍、評析 

一、落實僱用安定之理念與作法 

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一條指出：「本法與職業安定法相互結合，為圖謀適當的勞動

力供需調節，建構確保有關派遣事業妥適營運之措施，同時謀求有關派遣勞工就業條

件之整備，以增進派遣勞工僱用安定及其他福址為目的」。由日本勞動派遣法之立法

背景及過程可知，日本勞動派遣法之制定，導因於「勞動市場的專業分工」、「僱用不

安定」、「勞動力彈性化之運用」及日本政府「解除勞動市場管制政策」等因素，正因

如此，勞動派遣業適時地提供了勞資雙方嶄新的供需機會，而當初制定之目的乃為落

實僱用之安定性。而德國之勞動派遣法制，也是以僱用安定之考量為出發點。 

日本勞動派遣法從一九八五年制訂以來，歷經四次修法，雖然對從事勞動派遣業

務範圍有所放寬，然而對於派遣勞工的保障亦同時修正，尤其對於派遣勞工個人情報

及派遣期間之福祉等事項，均較一九八五年增加。另外，雖然在日本勞動派遣法中對

於勞工之解僱保護並未修正，但是日本之派遣勞工仍受到日本解僱保護法之保障。隨

著國際勞工公約第一八一之規定，允許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從事勞動派遣業務，及為了

增加外部勞動市場的活絡及企業內人力調整的彈性之因素下，日本於一九九九年之修

法時，針對當時日本職業安定法及勞動派遣法進行全面性的檢討，並將勞動派遣法中

許可經營勞動派遣之範圍由正面表列改為負面表列，在二○○三年修法時更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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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及醫療業務等納入勞動派遣之範圍內。在日本的歷次修法中，由最初的僱用安

定至最後提供勞動派遣法律地位及就業權益完善之保障，皆有諸多值得我們學習之

處，若我國未來規劃勞動派遣立法時，德國及日本之立法經驗均值得我們參考。 

 

二、有關派遣期間規定 

一九九九年日本勞動派遣法修法時，將勞動派遣定位為「臨時性」、「短暫性」作

為勞動力供需之調整機制，且新開放之業務種類的派遣期限不得超過一年，此做法乃

是採取歐洲國家之作法，將勞動派遣視為短暫性之勞動力，以配合勞動市場短暫性之

需求。而在二○○三年修法時，將派遣期間由一年改為三年，如此將破壞原本臨時

性、短暫性派遣之基本架構，有容許恆常性派遣，取代正規勞工之疑慮，根據一九九

九年三月東京都舉行之實態調查顯示，約七成的派遣勞工認為勤務繼續將更為困難，

僱用更不安定。因此對於非專門職的派遣期間不宜過長，否則將稀釋臨時性、短暫性

之勞動力供需調節之性質152。而此部份可借鏡德國之經驗，德國為避免企業大量使用

派遣勞工而影響正規勞工之權益，防止企業利用派遣契約規避法律上對於雇主所課之

義務，影響勞工權益，德國在勞動派遣法制對於派遣機構將勞工派遣至要派機構之期

限向來就有嚴格之限制，雖然，對於派遣期間之限制由原本的三個月放寬至十二個

月，但仍堅持對於勞動派遣期間的限制，將勞動派遣的運用限縮在補充企業臨時性或

短暫性的勞動需求153。 

 

三、集體勞資關係之保障方面 

在集體勞動關係上，派遣勞工可組成工會，並利用團體協約與雇主進行協商活

動，雖然法律上並未明文規定要派機構有與派遣勞工之工會協商之義務，不過日本法

院利用「隱含的勞動契約」的概念，認為要派機構在勞動條件、工作環境權與指示權

履行等，要派機構具有實際決策地位的角色，亦為勞動契約上之當事人。因此，在這

些事項上派遣勞工之工會得要求與要派機構進行集體協商，此時若要派機構拒絕或者

撤換參加工會活動之派遣勞工，則符合工會法第七條所規定之雇主不當勞動行為。由

此可知，要派機構對於所使用之派遣勞工之工會仍有禁止不當勞動行為之適用。換言

                                                 
152 邱祈豪，同註 145，頁 269-270。 
153 Weiss, supra not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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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於派遣勞工團結權及協商權之保障除法律上給予派遣勞工團結權與協商之權利

外，亦利用判決與行政機關之裁決使派遣勞工集體力量之形成與貫徹具有期許可能

性。不過，關於此部份，雖然日本法院在 Asahi Broadcasting 一案中，明白宣示要

派機構對派遣勞工之勞動條件，若有實質上及具體上之決定權，則要派機構即符合工

會法第七條所規定雇主之定義視同要派機構具有僱用契約中部份雇主之地位。然而，

日本最高法院僅指出要派機構與派遣勞工進行協商義務之前提要件，但卻未說明要派

機構之進行方式，究竟應與派遣機構、派遣勞工三方同時進行協商，或是由要派機構

與派遣機構分別與派遣勞工進行協商。另外，若當派遣勞工與派遣機構進行協商之議

題，涉及僅要派機構方可決定之事項時，派遣機構可否拒絕與派遣勞工進行協商，且

派遣機構於簽訂要派契約時，有無義務傳達關於派遣勞工之工會的需求予要派機構，

關於此問題，最高法院均未做解釋，而在日本勞動派遣法中亦未相關規範。不過，日

本最高法院之見解仍具有指標性之作用，此乃值得肯定之處。此外，在爭議行為之處

理上，為了避免企業運用派遣勞工打擊企業內正規勞工之工會活動。因此，日本勞動

派遣法規定，派遣機構不得派遣勞工至發生罷工或鎖廠等爭議行為之要派機構工作。

關於上述對於集體勞資關係之規範，對於我國日後制訂勞動派遣法制時，實有參考之

處。 

 

四、爭端申訴處理機制之建構 

日本勞動派遣法並未就派遣勞工關於團體協商權方面為保障之規範，但該法關於

派遣勞工在要派機構提供勞務時，對於工作不滿或發生爭議，相關爭端處理之機制均

有所規範。例如：對於派遣勞工之申訴為處理，要派機構之管理人須對該申訴內容通

知派遣機構，與派遣機構密切聯繫，做迅速合理之處置。此外，一九九九年修法亦增

訂派遣勞工得檢具事實證據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申訴，並禁止派遣機構或要派機構對

派遣勞工申訴之行為，進行解僱或其他不利益措施。另外，公共職業安定機構，得受

理派遣勞工就相關派遣勞動事項，進行商談及給予必要之協助，而厚生勞動大臣認為

有必要時，可委託熟稔勞動派遣事務之專業人士，對於派遣勞工之商談請求，提供專

門之建議與協助。關於此等規定，雖均屬消極性保障之規定，但應能提供派遣勞工解

決爭議時之有效救濟途徑，於進行體制內（於派遣機構或要派機構內）之爭議處理管

道未獲有效解決時，仍可進行體制外之救濟，採取向厚生勞動大臣或公共職業安定機

構提出申訴或請求，為雙元管道之規範，可提供派遣勞工雙重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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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德國之派遣勞動法制則無此周全之規範，德國僅規定派遣勞工可向要派機

構之員工代表會進行申訴，並無規定可向主管機關尋求救濟，且法律並無明文規範員

工代表會對於派遣勞工之申訴內容處理之方式，而在派遣勞工無法參與員工代表會之

選舉情況下，如何期待員工代表會以公平、專業之第三人地位處理爭議。此外，關於

派遣勞工對勞動條件該如何進行協商，在德國仍有爭議，雖有學者提出應由要派機構

之員工代表會為其爭取權益，但仍尚未有定論。總之，日本勞動派遣法之規範方式，

值得我國未來立法時參酌，在我國目前工會制度不健全、團體協商制度未建立之情

況，我國仍未對規範集體勞動權部份之法規進行修法時，日本勞動派遣法之規範不失

為可思考之方向。 

 

五、預定介紹之問題 

關於「預定介紹之派遣」制度施行後，所產生之問題有：派遣勞工向派遣機構登

錄時，聲明拒絕於派遣活動結束後，以正規勞工之身分在要派機構繼續就職，結果一

開始即不為派遣機構接受而遭到不派遣之結果(派遣機構為賺取介紹費或不尊重勞工

之意思)，或是要派機構預定採用派遣勞工，但預定採用前兩週被拒絕，而無法成立

介紹等紛爭皆有。前者涉及派遣勞工權利濫用，後者涉及要派機構任用派遣勞工時之

濫用及任用時之差別待遇。 

為能順暢的營運「預定介紹之派遣」，二○○三年修法雖以例外承認的方式規

定，但並未解決全部問題。首先是「預定介紹之派遣」期間的問題，至今為止係準用

一般業務臨時的、一時的派遣，約定為一年之期間，但「預定介紹派遣」之情形，派

遣勞工與要派機構預定締結勞動契約，派遣期間實際上成為試用之結果，有必要規範

職業介紹後之勞動契約期間。關於此點，國會審議階段時國會議員反覆質詢職業安定

局局長，當時之答覆為「派遣期間不得過於長期，如設定為六個月應較為適當」。再

者，「預定介紹派遣」後，締結之勞動契約的性質亦有規範之必要。亦即該勞動契約

原則上應規定為不定期契約方為合理，若簽訂定期勞動契約亦應有相當的理由才可為

之。不過，此次修法並未明載於法條中。 

而在預定介紹期間，要派機構判斷該派遣勞工能力不足而拒絕職業介紹時，應將

理由通知派遣機構，但並未規定有通知派遣勞工之義務，為使派遣勞工亦能確認拒絕

之妥當性及尊重派遣勞工之前提下，應規定要派機構有義務，將不希望職業介紹之理

由，明確的通知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如此作法才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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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身分歧視之問題，在「預定介紹派遣」實施後，亦隨之浮上檯面，關

於此點，有論者主張派遣就業及採用決定時禁止差別待遇，如以年齡、性別、有無身

心障礙、家庭責任等條件設限時，應明確表示其理由。另禁止競合面試(有多數要派

機構選任派遣勞工)，並應明確建構要派機構對派遣勞工之個人資訊保護措施等154。 

 

六、禁止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間約定特定勞工之派遣 

德國勞動派遣法與日本勞動派遣法，亦有針對禁止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約定提供

特定派遣勞工，以避免要派機構規避法律上應課予之義務，並可避免要派機構過度濫

用派遣勞工，危害一般勞工之就業權益與僱用安定，及危害勞動派遣法律上應保障之

權益。將此部份納入法律規範，可做為我國未來制訂勞動派遣法時，可參酌之處。 

 

七、雇主責任之規範 

如本章第三節所述，德國在雇主責任之分配上，採取之方式為非明白列舉雇主責

任分配之方式，僅就相關事為規範，例如：派遣機構應負起一般雇主之責任，須為派

遣勞工投保職業災害保險及相關社會安全費用，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間有關雇主權

限之移轉與限制、要派機構須遵守相關勞工安全衛生法規並課予雇主義務給付等事

項。另外，德國對於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簽訂派遣契約時，僅要求應明白記載兩者之

權利義務和相關責任分配之情形。相較於日本勞動派遣法，在雇主責任分配上，則採

取詳盡立法規範之方式，分別就職業安定法及勞動基準法上區分兩者個別應負之責

任，與兩者共同之義務，明白列舉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所應負之責任事項。 

關於未來我國於制訂勞動派遣法時，所應參酌德國或日本之立法方向，可由我國

之相關勞動立法架構一窺端倪，由於我國勞動基準法與勞工安全衛生法，多係仿照日

本之立法規範，其立法之整體架構與相關規範多有許多相同之處，另為避免派遣機構

與要派機構之雇主間，為規避應負起之法律責任，危害派遣勞工之勞動權益，實有將

其具體化及詳細規範之必要，以避免日後發生勞資爭議時，無法確實釐清雙方責任之

歸屬。 

                                                 
154 邱祈豪，同註 145，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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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 結 

美國在勞動派遣之規範上，散見於各法令中，並未單獨制定專法，德國與日本則特別針

對勞動派遣制訂專法，對於勞動派遣有明確之規範。因此本節主要探討與分析德國與日本勞

動派遣法之立法經驗及相關規範與制訂上之優點，並擷取美國法制中可借鏡之處，以提供我

國未來制訂勞動派遣法制定之相關參考。 

壹、制定勞動派遣專法方面 

德國勞動派遣立法之主要目的，是為了解決派遣勞動關係中，僱用者與使用者分離

所造成的不良後果，例如：勞動派遣廣泛運用之結果，將導致勞動者於就業上陷入不安

定的狀態，而使得勞動者保護法制與社會保障制度之美意落空。而日本方面，日本勞動

派遣法第一條規定：「本法與職業安定法相互結合，為圖謀適當的勞動力供需調節，建

構確保有關派遣事業妥適營運之措施，同時謀求有關派遣勞工就業條件之整備，以增進

派遣勞工僱用安定及其他福祉為目的。」由此可知，德國與日本之勞動派遣立法皆是以

保護勞工之立場為出發點，並期待以制定專法之方式，給予勞資雙方明確之規範，落實

僱用安定之目的，此部份之經驗，值得我國借鏡。 

貳、派遣期間之規定 

德國在派遣期間上之限制，由原本的三個月放寬至十二個月，但仍堅持對於勞動派

遣期間的限制，將勞動派遣的運用限縮在補充企業臨時性或暫時性的勞動需求。日本在

二○○三年修法時，將原本之派遣期間由一年改為三年，然而當時勞動派遣之立法，乃

是將勞動派遣定位為「臨時性」、「短暫性」的勞動力供需調整機制，如此之修改將破壞

原本立法之定位，根據一九九九年三月東京都舉行之實態調查顯示，約七成的派遣勞工

認為勤務繼續將更為困難，僱用更不安定。因此對於非專門職的派遣期間不宜過長，否

則將稀釋臨時性、短暫性之勞動力供需調節之性質155。而此部份可借鏡德國之經驗，德

國為避免企業大量使用派遣勞工影響正規勞工之權益，防止企業利用派遣契約規避法律

上應負之雇主義務，對於派遣機構將勞工派遣至要派機構之期限向來皆有嚴格之限制，

雖然，對於派遣期間之限制由原本的三個月放寬至十二個月，但仍堅持對於勞動派遣期

間的限制，將勞動派遣的運用限縮在補充企業臨時性或短暫性的勞動需求156。 

參、團結協商權之規範 

參照美國、德國、日本之立法例，其對於派遣勞工能否於要派機構參與工會之組織

與活動，或是要派機構有無義務與派遣勞工之工會進行協商等問題均無明確規定，實為

                                                 
155 邱祈豪，同註 145，頁 269-270。 
156 Weiss, supra not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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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之處。我國工會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年滿二十歲之同一

產業工人，或同一區域或同一職業之工人，人數在三十人以上時，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

或職業工會」，關於此條文所涉及之概念，一般均認為應有僱傭契約或勞動契約為前

提，故以派遣為例，派遣勞工應加入派遣機構之工會，但工會法第六條第一項並未特別

考量到勞動派遣之特殊狀況。因此關於此部份之問題值得我國未來立法時，可參酌之立

法方向。 

肆、雇主責任之歸屬 

美國在雇主責任之認定上，分別採「控制權準則」、「共同控制準則」及「結合準

則」，然而在認定上往往因美國法院及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之認定方式不同，而產生標

準之差異。德國在雇主責任之分配上，採取之方式為非明白列舉雇主責任分配之方式，

僅就相關事為規範，例如：派遣機構應負起一般雇主之責任，須為派遣勞工投保職業災

害保險及相關社會安全費用，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之間有關雇主權限之移轉與限制、要

派機構須遵守相關勞工安全衛生法規並課予雇主義務給付等事項。另外，德國對於派遣

機構與要派機構簽訂派遣契約時，僅要求應明白記載兩者之權利義務和相關責任分配之

情形，相較於日本勞動派遣法，在雇主責任分配上，則採取詳盡立法規範之方式，分別

就職業安定法及勞動基準法上區分兩者個別應負之責任，與兩者共同之義務，明白列舉

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所應負之責任事項。 

伍、向主管機關提供勞動派遣資料之責任 

依據德國勞動派遣法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聯邦就業總署負有監督管制派遣機

構，派遣機構必須依照聯邦就業總署之要求提供必要之資訊，且須每六個月向聯邦就業

總署報備統計報告。如此不但可以有效掌握及瞭解目前在勞動市場中派遣勞工之人數、

工作情形、就業狀況及未來動向等，並可提供政府於擬定就業安全政策時重要之參考指

標。此外，日本勞動派遣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一般型派遣機構事業主及特定型

派遣機構事業主(以下稱「派遣機構事業主」)，應依厚生勞動省令規定，製作派遣機構

各事業所之該當事業所事業報告書及收支決算書，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同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事業報告書，依厚生勞動省令規定，應記載有關派遣機構各事業所之該當

事業的派遣勞工人數、要派機構數，有關派遣勞動之工資金額及其他派遣勞動相關事

項。」 

由上述可知，德國及日本均規範派遣機構有責任向主管機關提供勞動派遣之相關資

訊之責任與義務，以適時的掌握勞動市場之現況。 

陸、爭端申訴處理機制方面 

德國之派遣勞動法僅規定派遣勞工可向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進行申訴，並無規定

可向主管機關尋求救濟，且法律並無明文規範員工代表會對於派遣勞工之申訴內容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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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而在派遣勞工無法參與員工代表會之選舉情況下，如何期待員工代表會以公

平、專業之第三人地位處理爭議。此外，關於派遣勞工對勞動條件該如何進行協商，在

德國仍有爭議，雖有學者提出應由要派機構之員工代表會為其爭取權益，但仍尚未有定

論。 

日本勞動派遣法並未就派遣勞工關於團體協商權方面為保障之規範，但該法關於派

遣勞工在要派機構提供勞務時，對於工作不滿或發生爭議，相關爭端處理之機制均有所

規範。例如：對於派遣勞工之申訴為處理，要派機構之管理人須對該申訴內容通知派遣

機構，與派遣機構密切聯繫，做迅速合理之處置。一九九九年修法亦增訂派遣勞工得檢

具事實證據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申訴，並禁止派遣機構或要派機構對派遣勞工申訴之行

為，進行解僱或其他不利益措施。對於派遣勞工進行體制內（於派遣機構或要派機構

內）之爭議處理管道未獲有效解決時，仍可進行體制外之救濟，採取向厚生勞動大臣或

公共職業安定機構提出申訴或請求，為雙元管道之規範，可提供派遣勞工雙重之保障。 

柒、預定介紹派遣制度 

在美國，預定介紹派遣(Temporary to Permanent)已普及許久，而日本則是在二○

○○年十二月開始的。當時「預定介紹之派遣」本來是以行政命令規定，依法律概念本

來是違反勞動派遣法之行為，但為了因應人才產業界及派遣勞工之需要而將之法制化。

二○○三年修法將預定介紹之派遣明確地記載於法律條文中，依據修法後之日本勞動派

遣法第二條規定：「派遣機構於派遣開始前或開始後，經許可或報備，向派遣勞工或要

派機構進行或預定職業介紹稱之。」 

近來國內某科學園區即傳出許多企業主，以類似「預定介紹派遣」之方式，由派遣

勞工與要派機構預定締結勞動契約，派遣期間實際上成為試用之結果，然而在目前我國

尚無專法制定之情形下，實有必要規範職業介紹後之勞動契約期間。 

捌、禁止約定特定勞工之派遣 

德國勞動派遣法與日本勞動派遣法，亦有針對禁止要派機構與派遣機構約定提供特

定派遣勞工，以避免要派機構規避法律上應課予之義務，並可避免要派機構過度濫用派

遣勞工，危害一般勞工之就業權益與僱用安定，及危害勞動派遣法律上應保障之權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