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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研究選手與球團基於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之法律關係，本文先釐清職

棒選手契約之定性，並認定系爭契約為民法上僱傭關係。復就民法僱傭關係與勞

動契約間之關係及學說實務上從屬性之判斷，獲致系爭契約亦屬勞動契約，並依

此定性探究可能之契約控制方式。 

    故本文首就消費者保護法得否適用檢討，蓋消保法之定型化契約無法直接適

用與非消費性法律關係，故本契約僅得適用民法第 247之 1條依附合契約控制；

次就系爭契約性質屬於勞動契約，本得適用勞動基準法，惟因勞委會公告排除適

用，僅得援引勞基法之原理原則作為法理。續此，本文分別討論球團與選手之契

約義務，以及履約過程中可能發生之給付遲延、給付不能與不完全給付之態樣。

至於，契約履行所生之爭議該如何解決，本文討論訴訟及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訴訟管道方面以武建州案為例，詳論武建州之經過並評釋判決；訴訟外紛爭解決

簡介調解、仲裁、聯盟仲裁，並針對司法實務上不承認聯盟仲裁之適法性予以分

析討論。 

    第次，本論文聚焦於契約之主體變更及客體變更，關於主體變更從民法契約

承擔出發，檢討選手之交易及合約讓渡辦法，依系爭契約第 18條新球團應承擔

原球團契約上一切權利義務，而非如聯盟各辦法所規定應另訂新約，且僅須符合

選手當年度之待遇不得為不利益變更。另關於客體變更部分則是就球團增訂變更

工作規則、中華職棒大聯盟增訂變更聯盟規章談起，以民法附合契約控制及合理

性變更法理加以檢視。 

    最末，藉由前開各章之結論，本文分別針對勞動部、聯盟與球團、工會與選

手給予建議。關於勞動部本文建議應檢討排除職棒選手適用勞基法之公告，具體

研究選手納入勞基法可能產生之齟齬，並設法解決工時認定不易及終止事由是否

合理之問題。而針對聯盟與球團，本文建議聯盟應修正系爭契約與聯盟規章，尤

應注意者是契約承擔時新球團應概括承擔一切權利義務，不得再另行締約；以及

自由球員年限及任意引退之限制過長，明顯侵害選手締約自由之問題。最後關於

工會與選手，本文建議工會應協助選手保留各球團之工作規則─球隊內規，以作

為日後紛爭產生之論據。工會並得依團體協約法與球團進行團體協商訂定團體協

約以取代各球團之工作規則，以落實選手權益之保障。而選手方面，礙於比賽訓

練之密集且無心力去深究球團之各項約定或聯盟規章，故本文建議對於各契約文

本應當先請教專業人士或球員工會再行簽署或同意，始能維護選手自身之利益。 



 

ii 
 

目錄 

摘要 .............................................................. I 

目錄 ............................................................. II 

第一章 緒論：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結構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 1 

第一項 研究動機................................................. 1 

第二項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2 

第一項 文獻分析法............................................... 2 

第二項 個案研究法............................................... 2 

第三節 論文主題設定與架構 ......................................... 3 

第二章 進入職業運動領域：選手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 4 

第一節 選手契約之當事人主體與目的 ................................. 4 

第一項 契約之當事人............................................. 4 

第二項 契約之目的............................................... 6 

第二節 選手契約之定性：可能之選擇 ................................. 7 

第一項 委任契約說............................................... 7 

第二項 承攬契約說............................................... 8 

第三項 僱傭契約說............................................... 9 

第四項 非典型契約說............................................ 11 

第五項 本文見解................................................ 13 

第三節 選手契約成立之不同形式路徑 ................................ 15 

第一項 透過聯盟舉辦之選秀...................................... 15 

第二項 透過原先契約之更新...................................... 17 

第三項 其他方式................................................ 19 

第四節 選手契約生效後常見爭議問題 ................................ 23 

第一項 爭議問題概觀............................................ 23 

第二項 顯失公平？附合契約之控制問題............................ 24 

第三項 沒有保障？勞動基準法適用問題............................ 26 

第四項 他山之石？他國職棒選手契約之借鏡........................ 40 

第三章 開啟職業運動生涯：選手契約之義務與責任 ..................... 41 

第一節 球團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 .................................... 41 

第一項 給付服務報酬............................................ 41 



 

iii 
 

第二項 投保相關保險............................................ 46 

第三項 給付治療費.............................................. 49 

第四項 提供制服................................................ 50 

第五項 負擔外地比賽費用........................................ 52 

第六項 適當分配利益............................................ 53 

第七項 擔保讓與待遇............................................ 55 

第八項 安排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 55 

第九項 發給離隊同意書.......................................... 56 

第二節 選手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 .................................... 57 

第一項 擔保特殊技能、身心狀態並充分發揮於比賽.................. 57 

第二項 聽從球團代表、教練指揮監督.............................. 59 

第三項 參與球團指定之活動...................................... 60 

第四項 穿著指定制服............................................ 60 

第五項 配合宣傳................................................ 61 

第六項 限制公開活動............................................ 61 

第七項 限制另行締約............................................ 62 

第八項 迴避.................................................... 63 

第九項 接受轉讓................................................ 63 

第十項 遵守球團及聯盟之規定.................................... 64 

第十一項 禁止不正行為.......................................... 65 

第十二項 接受契約更新.......................................... 66 

第十三項 交還制服及財務........................................ 66 

第十四項 保密義務.............................................. 66 

第三節 分析與小結 ................................................ 67 

第一項 球團契約上應履行義務部分................................ 68 

第二項 選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部分................................ 69 

第四章 職業運動生涯障礙：選手違約行為與爭議處理 ................... 70 

第一節 法律效果 .................................................. 70 

第一項 給付遲延................................................ 70 

第二項 給付不能................................................ 73 

第三項 不完全給付.............................................. 76 

第四項 結論.................................................... 79 

第二節 紛爭解決 .................................................. 80 

第一項 聯盟之仲裁.............................................. 80 

第二項 訴訟.................................................... 87 

第三項 其他程序................................................ 99 

第五章 職業運動生命變化：選手契約之變更與消滅 .................... 101 



 

iv 
 

第一節 選手契約之變更 ........................................... 101 

第一項 透過選手交易........................................... 101 

第二項 契約內容變更........................................... 105 

第二節 選手契約之消滅 ........................................... 111 

第一項 屆期未更新............................................. 112 

第二項 契約終止............................................... 112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15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15 

第一項 契約成立與生效部分..................................... 115 

第二項 義務履行與責任部分..................................... 116 

第三項 違約行為與處理部分..................................... 117 

第四項 契約變更與消滅部分..................................... 119 

第二節 本文建議 ................................................. 120 

第一項 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之介入................................. 120 

第二項 中華職棒聯盟與球團責任................................. 122 

第三項 職棒選手工會之團結保障................................. 127 

參考文獻 ........................................................ 129 

 

 



 

1 
 

第一章 緒論：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結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在我國各類運動中，棒球為唯一仍存在職業聯盟之運動，是以在

各項運動中職業棒球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我國職業棒球之發展

並非一帆風順，從兩聯盟並存之蓄意挖腳1，以及從 1995 年到 2009 年

「一路相伴」的職棒簽賭案2，更重重打擊職業棒球之文化與產業發展。

由於選手與球團為職業棒球發展之重要基礎，選手與球團間之契約復

作為規範二者權利義務之準繩。是以如何將契約之權利義務及爭議處

理予以妥善之解釋與規範，確保選手與球團間之利益均衡，即使履約

過程中發生爭議，亦能獲得適當有效之途徑解決，此即為本研究之研

究動機。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承前所述，目前選手與球團間，對於契約之磋商能力及雙方之經

濟地位有明顯之落差，在此情形下所締結之契約及履約情形，無法實

踐雙方之利益衡平，更難期從契約出發開展職業棒球之市場與文化。

復觀民法僱傭契約之規定僅 10 條，對於契約正義及雙方權益衡平之影

響有限，故本研究之目的係將民法附合契約及勞動基準法及其法理之

                                                      
1
 參閱蘇彥彰，職業棒球定型化選手契約之研究，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38，2003 年。 
2
 維基百科，職棒簽賭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B7%E6%A3%92%E7%B0%BD%E8%B3%AD%E6%A1%88 ，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15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B7%E6%A3%92%E7%B0%BD%E8%B3%AD%E6%A1%88，最後瀏覽日：20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B7%E6%A3%92%E7%B0%BD%E8%B3%AD%E6%A1%88，最後瀏覽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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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職棒選手契約中，以落實實質之契約正義。此外，鑒於影響選手

與球團權利義務之規範，並不僅限於契約之文本，球團制定之工作規

則、聯盟理事會訂定之規章均實質影響雙方權利義務，因此本研究亦

嘗試將球團所訂定之工作規則、聯盟所訂定之規章，一併納入廣義契

約之控制。是以，從適法合理之契約出發，期待能開創使選手可安心

盡力地比賽，球團得永續順遂地經營，球迷能放心盡興地看球─「三贏」

之職棒環境，即為本研究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文獻分析法 

    本文第二章研究契約成立及生效，涉及契約之定性及契約控制之

議題，採用文獻分析法整理曾討論契約定性之文獻，臚列各說後進行

歸納比較，最後找到最適切之契約定性。續此在契約定性後，藉由文

獻分析的方式，研究勞動基準法及附合契約得否及如何，對職棒選手

契約為妥適之控制。 

  第二項 個案研究法 

    此方法主要用於第四章第二節「紛爭解決」關於訴訟之討論，蓋

涉及職棒紛爭之事例不少，要談到契約所生之糾紛，最直接的呈現就

是針對個案為實際之分析，透過個案之爭議歸納未來其他紛爭事件，

可能會面臨之通案性問題，俾利契約紛爭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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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論文主題設定與架構 

    本文研究以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為研究主題，分為以下六章：第

一章為緒論，論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第

二章討論契約之成立與生效，簡介契約後為契約之定性，並依其定性進一

步探討契約如何控制與是否生效。 

    第三章回歸契約文本分成球團之義務與選手之義務討論，並總結各契

約之性質。第四章則承前章所述，先論述契約可能發生之違約樣態，及相

關法律效果；其後就紛爭解決面談起，探究紛爭解決之機制。 

    第五章更進一步討論契約之變更與消滅，關於契約之變更分作契約主

體之變更及客體變更兩部分，探討契約主、客體變更可能產生之問題，及

如何透過契約控制處理各該爭議。第六章則是結論與建議，先將本文前已

論及之部分濃縮整理，並依此提出本文對勞動部、聯盟與球團、工會與選

手之建議。 

    另外，由於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所涉面向甚廣，舉凡球團與選手

之權利義務皆屬之。從而礙於時間之關係，選手契約中涉及職業災害之部

分本文擬不予討論，此先敘明。 

  



 

4 
 

第二章 進入職業運動領域：選手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第一節 選手契約之當事人主體與目的 

第一項 契約之當事人 

契約當事人依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1 條：「____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球團）及____（以下簡稱選手），為本契約之當事人，雙方同意

締結以以下條款為內容之年度棒球選手契約。」亦即由各球團之股份有

限公司3與職棒選手本人作為契約雙方，簽訂職棒選手契約。而所謂____

股份有限公司之球團，乃是依中華職棒大聯盟4之規章5第八條而加入之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之團體會員。至於職棒選手一方，是否已成年而具

有完全行為能力為近年之新議題，由於徵兵規則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修

正生效，199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選手僅須接受共 4 個月之軍事訓

練無庸服 1 年之常備役，並無過往選手完成學業後役畢之限制，相對的

高中畢業即加入職棒者即未滿 20 歲6，依民法第 12 條為未成年人而無

完全行為能力，從而依民法第 79 條簽訂契約須法定代理人之承認方為

有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依民法附合契約之定義：契約條款由當事人一

方自行訂立，且欲以此契約條款與不特定多數人締結者，即屬之。而中

                                                      
3
 華翼育樂有限公司、義大職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大高熊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棒球隊股份

有限公司。 
4
 中華職棒大聯盟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 

5
 本文所討論之聯盟規章均係筆者親訪中華職棒大聯盟，由聯盟相關人員為本論文學術研究之需

要而熱心提供，本文特此申謝。惟基於尊重聯盟規章並未對外公開之立場，恕無法附上規章完整

文本供讀者參酌。 
6
 中華職棒大聯盟雖有注意是否成年之問題，惟以 2014 年新人選拔會議選手參選同意書（選秀

同意書）為例，乃明文以未滿 18 歲者方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顯然對於民法之成年為 20 歲，有

明顯之誤會。倘有 18 歲之選手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簽署，則日後不免衍生該同意書效力之問

題。 



 

5 
 

華職棒大聯盟之會員義務包含「依附件契約格式締結球隊與球員間之契

約」（參酌中華職棒大聯盟之規章第 14 條第 7 款）。易言之，球團有依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預擬之契約條與各選手締結契約之義務。依復觀系

爭職棒選手契約，由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預擬，而提供予球團作為對不

特定多數選手締結之契約。容有疑問的是，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並非契

約之一方當事人，其所擬定的契約供給球團使用，是否仍符合附合契約

之定義呢？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15 條，理事會為執行機關並於閉會期

間代行會員大會之職權，而依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19 條第 2 項理事

會休會期間由常務理事會代行其職權；次依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19

條第 1 項第 11 款「審核各球團共同關係事項」，而職棒選手契約作為各

球團與選手締結之契約自屬本款各球團共同關係事項。綜上所述，職棒

選手契約之訂定及修改，屬於理事會之職權，並於理事會休會期間，由

常務理事會代為決之。至於，目前7中華職棒大聯盟常務理事之組成，

除了會長黃鎮台為當然之常務理事及主席外，其餘四位分別為馮寄台

(中信兄弟象─華翼育樂有限公司之顧問)、林蒼生(統一 7-ELEVEn 獅隊

─統一企業總裁)、劉保佑(Lamigo 桃猿─LaNew 集團董事長)、吳承璋(義

大犀牛─義大職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皆為各球團具有代表、決

策地位之人，由渠等參與常務理事會決定「各球團共同關係事項」，而

所謂「各球團共同關係事項」亦包括職棒選手契約。 

是以，透過中華職棒大聯盟常務理事會會議決定之中華職棒選手契

約，雖非直接由當事人一方預先擬定，然事實上只是藉由中華職棒聯盟

常務理事會去間接擬定選手契約，而後交由各球團與不特定多數選手締

結契約。據此，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仍符合前述「契約條款由當事人一方

                                                      
7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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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訂立，且欲以此契約條款與不特定多數人締結」─附合契約之定義，

應適用民法關於附合契約之規定，在此併予敘明。 

 

第二項 契約之目的 

契約之目的對於契約之重要性，在於當契約解釋或履行有歧見、爭

議時，除了循法律明文之任意規定補遺外，必須探求締約時當事人之真

意加以定性，並依此解釋契約或履約；而通常司法實務上會以契約之目

的，作為探詢當事人真意之主要路徑。因此，吾人有了解中華職棒選手

契約目的之必要。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之目的，規定在系爭選手契約第 2 條：「選手應

以其身為職棒選手之特殊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訓練暨依

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之安排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聽從球團代表、

教練之指揮監督為球團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為此目的而由球

團隊選手要約締結契約，而由選手對該要約為承諾。」亦即系爭契約之

目的在於，選手以特殊技能接受訓練、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聽從球團

代表、教練之指揮監督為球團提供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契約目的提及「特殊技能」一詞，與之相關的尚有系

爭契約第 10 條：「選手應表明及擔保其具有作為一個職業棒球選手之特

殊技能，選手並明瞭其為球團之重要資產。因本契約與其特殊技能相關

連，故選手無故廢棄本契約將造成球團莫大之傷害，除球團得請求選手

履約外，球團亦得不請求選手履約，而請求選手對於球團負擔損害賠償

義務，該項損害賠償預定為簽約金之三倍。」同樣提到「特殊技能」。

而有關「特殊技能」之法律效果，觀民法第 485 條「受僱人明示或默示

保證其有特種技能時，如無此種技能時，僱用人得終止契約。」即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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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系爭選手契約第 2 條及第 10 條之作用在於，使選手(受僱人)明示

保證其擁有作為一個職業棒球選手特種技能，若無此特種技能，則球團

可依民法第 485 條終止契約8；而若欲無故廢棄契約─亦即無故不履約，

則球團得依系爭契約第 10 條請求簽約金三倍之損害賠償，在此予以敘

明。 

 

第二節 選手契約之定性：可能之選擇 

我國民事法體系承繼大陸法系之脈絡，欲探究契約履行及其相關之紛爭

解決，首先就會進行契約之定性，復依循民事法類型化之典型契約或非典型

契約之脈絡加以處理。關於職棒選手契約之定性，實務、學說見解不一；而

鑒於選手契約乃一種勞務給付之態樣，本文採擇常見之勞務給付之契約：委

任、承攬、僱傭及非典型契約，茲個別分析如下： 

第一項 委任契約說 

    所謂委任契約，依我國民法第 528 條：「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因此，欲判斷一個

民事法律關係為委任契約，主要觀察其契約之內容應為「處理委任事

務」，就處理事務雖須符合委任人之指示，但仍保有部分獨立裁量權9，

而對於處理事務並無時間或場所之限制。 

    而職棒選手契約，主要是要求選手以其球技參與訓練及比賽，而

由球團給付報酬之契約(參酌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 條及第 4 條)。觀整

體職棒選手契約之意旨，係單純提供球技而參與訓練比賽之勞務給付，

以及參加球團安排之活動，並未有委託選手處理事務之意；且選手對

                                                      
8
 參閱林誠二，民法債編各論（中），頁 19，2008 年 4 月。 

9
 林誠二，同前註，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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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相關之勞務給付，無論是參與練習或比賽，並無獨立裁量權；且

勞務給付之時間，以球團提供之練習時間及比賽時間為準；至於勞務

給付之地點亦為球團所提供之練習場地以及比賽球場。綜上所述，球

團與選手間所簽訂的選手契約，不屬於民法上委任契約。 

第二項 承攬契約說 

    所謂承攬契約，依我國民法 490 條第一項：「稱承攬者，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

約。」亦即承攬人依約有完成工作的義務，而定作人有給付報酬之義

務，雙方互負對價性債務之雙務契約，故承攬契約係以承攬人為定作

人完成一定之工作為契約標的10，且對於工作之完成承攬人具有獨立性，

不受訂作人之指揮監督。而我國司法實務11上，認為承攬契約中，其承

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

與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

攬契約。強調承攬關係之中，並無從屬性之概念。 

    而職棒選手契約，原則上要求選手以其球技參與訓練及比賽，而由

球團給付報酬之契約(參酌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 條及第 4 條)，通常情

況下，並不涉及一定工作之完成，而球團給付月薪以作為球員參與練

習及比賽之對價。質言之，職棒選手契約並未規定選手完成特定工作

並達成一定成果，且選手於勞務給付時，並無如同承攬人具相當獨立

性不受訂作人之指揮監督之情形。據此，球團與選手間所簽訂的選手

契約，不屬於民法上承攬契約。 

                                                      
10

 林誠二，同註 8，頁 52-53。 
11

 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 



 

9 
 

第三項 僱傭契約說 

    所謂僱傭契約，依我國民法第 482 條：「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僱傭乃典型勞務契約，係純粹以供給勞務本身為契約之目的，亦即除

勞務提供之外，並無須完成一定之結果或其他目的12。此外，僱傭之報

酬與勞務給付互為對價，而「勞務」無論是事實上、物理上、精神上

皆屬僱傭之勞務給付。 

我國司法實務13上，對於僱傭之定義為「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 482 條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

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

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

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

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亦無不同，惟特別指

出繼續性與從屬性之性質。另關於僱傭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自最高法

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判決以降採取寬認立場，凡勞務給付法律關

係具有部分從屬性即屬於勞動契約，本文於本章第 4 節第 3 項第 3 款

有詳細之討論。 

而職棒選手契約，選手須提供其球技參與訓練及比賽，由球團給

付報酬作為對價(參酌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 條及第 4 條)。其中選手以

球技展現於訓練時及比賽中，即為勞務給付且亦為職棒選手契約之目

的，而球團所支付之月薪則為勞務提供之對價。是以職棒選手契約，

應屬我國民法上僱傭契約。 

                                                      
12

 林誠二，同註 8，頁 3-11。 
13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57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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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上針對職棒選手契約亦多認定僱傭契約14，例如：台灣高

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756 號判決謂：「次按稱僱傭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民法第 482 條定有明文。而依系爭選手契約書第 2 條約定「選

手應以其具有身為職棒選手之特殊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

訓練暨依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之安排參加棒球比賽及參與活動，

聽從球團代表、教練之指揮監督為球團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

為此目的而由球團對選手要約締結契約，而由選手對該要約為承諾」，

第 4 條約定「…球團應對選手以下列方式支付下列報酬…」，從從上

開約定內容觀之，職棒選手契約之法律性質應為民法上之僱傭契約。」

此一判決是從選手契約第 2 條及第 4 條之內容，得出職棒選手契約之

法律性質應為民法上之僱傭契約之結論；而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92 年度

勞簡上字第 36 號判決，則從不同角度出發分析：「惟按，兩造於八十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簽訂職棒「選手契約」，約定契約期間自八十九年

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被上訴人加入上訴人所有

之興農職棒隊擔任球員，依上訴人之指示住居宿舍、參與球隊練習及

出場比賽，上訴人則給付被上訴人每月一十四萬元之報酬，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核其性質，乃係一方（被上訴人）令為他方（上訴人）服

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關係，應屬定期性之僱傭關係。」此一判

決則是從契約履行事實面而論，詳細指出兩造依約履行之方式，進而

認定職棒選手契約之法律性質應為民法上之僱傭契約。是以，上開二

判決之取徑雖有不同，惟均獲得職棒選手契約屬於僱傭契約之結論。 

                                                      
14

 除了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756 號判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92 年度勞簡上字第 36

號判決以外，由於對於部分判決而言，僱傭契約之定性並非爭議之所在，故而直接適用民法僱傭

之判決亦有：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訴字第 308 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訴字第

309 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簡訴字第 67 號判決、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 131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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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非典型契約說 

所謂非典型契約，又稱無名契約，於我國契約法尊重契約自由原

則下，法律未特別規定而未賦予一定名稱之契約15。而須強調的是，由

於契約之當事人間並非必然熟悉法律，締結契約時所使用之文字，往

往非以法律慣用名詞為之，惟契約所使用之文字縱非法律規範上所使

用之文字，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即為非典型契約，關於契約之實際定

性，仍應就當事人之真意、契約本身約定之權利義務、違反契約條款

之法律效果等綜合判斷，非得僅單憑契約之特定條款或用語，即率然

論斷契約之定性。 

至於，區別典型或非典型契約之實益，主要在於典型契約得以法

律之任意規定補充當視人約定之不備，以強行規定保護當事人之利益16。

而非典型契約則除了以當事人之真意、契約本身約定之權利義務、違

反契約條款之法律效果綜合判斷，復針對不同類型之非典型契約，則

可能吸收適用、結合適用或類推適用相關法律17。 

而曾有球團基於「勞委會公告18職業運動球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選手領有簽約金」以及「選手勞務給付及報酬異於民法之規定」等

理由，主張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為非典型契約而意圖排除勞基法及民法

僱傭節之適用19。 

本文以下分別就前揭球團提出之三個理由，分析是否得出中華職

棒選手契約為非典型契約之結論： 

                                                      
15

 參閱王澤鑑，債法原理，頁 121，2009 年 9 月。 
16

 王澤鑑，同前註，頁 120。 
17

 王澤鑑，同註 15，頁 124。 
1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7 年 12 月 31 日台(87)勞動一字第 059605 號公告「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

用勞動基準法，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該法：…二、不適用之各業工作者：… (四) 娛

樂業中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 
19

 關於此部分之探討，由於章節安排之故，請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中華職棒聯盟選手契約

與勞基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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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勞委會公告職業運動球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勞委會之公告使得職業運動業之球員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而其

主要目的是緩和特定行業，於當時時空背景下勞基法適用上之窒礙，

並非針對特定行業之特定契約，作法律上之定性。亦即「勞委會公告

職業運動球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得以用來說明職業運動業之球員不

直接適用勞基法，但非得據此推論系爭職棒選手契約非僱傭契約或勞

動契約。換言之，公告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或工作者，並不意謂

著非民法典型契約，而得以推論不適用民法之規定，當然亦不表示全

然無勞動法之一般原理原則之適用20。 

2.關於「選手領有簽約金」 

    根據民法僱傭契約之對待給付，係與勞務給付具有對價性之報酬，

並未有僱用人應給付簽約金之規定，故球團嘗試以球團支付簽約金予

選手，不符合僱傭關係之報酬給付態樣為由，推論職棒選手契約非民

法僱傭關係，從而無民法僱傭節規定之適用。 

    然而，民法對於僱傭契約之報酬給付並無限制，只須雙方當事人

就報酬部分達成合意或依習慣定之即可21，研究判決與相關文獻，就「簽

約金」之性質或有意見分歧22，然而均未否認其與選手勞務給付之對價

性。再者，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報酬給付之各種名稱或項目必然無法

為法律之明文完全涵蓋，仍應回歸契約之實際履行與給付觀察，縱算

「簽約金給付」有偏離典型契約之用語，亦有學者主張些微之偏離仍

不影響契約之歸類23。是以，無法以「選手領有簽約金」為由，得到職

棒選手契約為非典型契約之結論。 

                                                      
20

 參閱呂岳霖，職業運動員選手契約爭議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頁 8-9，

2003 年。 
21

 林誠二，同註 8，頁 29。 
22

 （一）選手勞務報酬 （二）懲罰性違約金 （三）限制選手職業選擇自由之補償，等三說，

呂岳霖，同註 20，頁 29-30。 
23

 參閱林更盛，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之特徵與分別，勞資關係論文集，中華民國勞工教育研究

推廣協會，頁 62，19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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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選手提供之勞務異於民法僱傭之規定」 

    球團主張選手非僅提供「出場比賽」一項勞務給付，依契約尚須

參與其他活動，例如：接受報章、雜誌、廣告、電視、電影採訪拍攝

之宣傳活動，以及參加球團安排之各種社會活動，與僱傭契約勞務給

付與報酬互為對價之特性迥不相侔，故職棒選手契約並非僱傭契約。

然而，於僱傭關係下，勞務給付並無限制特定數量、種類、方式，不

論是物質的、精神的、事實的、法律的，亦不問高級勞務或低級勞務，

均屬之24。基於契約自由，球團所安排的其他活動亦得為勞務給付之標

的，此觀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 條「選手應以其身為職棒選手之特殊

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訓練暨依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聯盟

之安排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聽從球團代表、教練之指揮監督為球團

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為此目的而由球團隊選手要約締結契

約，而由選手對該要約為承諾。」以及第 14 條第 1 項「選手願依球團

之宣傳安排接受報章雜誌、廣告、電視、電影等各項大眾傳播事業之

訪問、拍照，參與錄影或影片拍攝。」自屬甚明。 

    是以選手依系爭契約，負有之勞務給付義務，包括：參與練習比

賽、球團安排之社會活動及宣傳。從而，職棒選手契約仍具有僱傭關

係勞務給付與報酬互為對價之特性，故不能據此獲得職棒選手契約為

非典型契約之結論。 

第五項 本文見解 

  第一款 系爭契約之定性 

所謂僱傭乃典型勞務契約，係純粹以供給勞務本身為契約之目

的，亦即除勞務提供之外，並無須達成一定之結果或其他目的，且

                                                      
24

 林誠二，同註 8，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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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契約之報酬與勞務給付互為對價。系爭選手契約以提供專業球

技於訓練時、比賽中，即為勞務給付且亦為職棒選手契約之勞務給

付目的，而球團所支付之月薪則為勞務提供之報酬。是以職棒選手

契約，本文認為屬我國民法上僱傭契約，縱有簽約金之給予些微的

偏離不影響契約之定性。 

  第二款 附論激勵獎金 

另外值得探究的是，部分職棒選手契約報酬之給付方式，除了

按月給付之月薪外，還附帶有激勵獎金條款，亦即選手達成球團預

先設定之目標即可獲得數萬到百萬元不等之獎金，未達成目標時則

無，用以鼓勵選手球場的好表現，賦予選手努力精進球技之動力。

詳言之，常見的目標在投手方面有防禦率多少以下、勝投場數達多

少場、奪三振數幾次、中繼或救援成功次數達幾次，在野手方面亦

有打擊率多少以上、盜壘成功數達幾次、打點數、安打數或全壘打

數達幾次；而不區分投手或野手的項目則有：出賽場數達幾場或整

球季成績獲得特定頭銜(例如：全壘打王、安打王、盜壘王、勝投

王等)。 

據此而言，如何看待激勵獎金之性質，是否因為契約附帶有激

勵獎金條款就改變整體契約之性質呢？此一問題本文以為應回到

職棒選手契約與激勵獎金之關係分析，職棒選手契約是約定選手以

其球技參與訓練及比賽，而由球團給付報酬，即便約定有激勵獎金

之選手契約，仍不改選手參加訓練、出場比賽之給付本旨。是以透

過達成球團所設定目標以獲取獎金，毋寧是一種契約給付所設定之

停止條件，當停止條件成就時，選手可依契約獲得額外的報酬給付。

舉例而言：激勵條款若約定選手本季擊出 20 支全壘打以上則給予

50 萬元獎金；一旦達成即擁有除了月薪以外，額外 50 萬元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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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係以「本季擊出 20 支全壘打以上」作為球團給付 50 萬元之停

止條件。 

或有論者會提出保險業務員契約報酬給付「底薪加業績獎金制」

相比擬，作為推論25職棒選手契約激勵條款之路徑。然而一個勞務

給付契約之定性並非僅著眼於報酬給付方式即足，尚應以勞務提供

者之工作時間場所、勞務具體之內容；報酬給付者是否有指示權、

懲戒權而綜合判斷。易言之，以附帶有激勵條款之中華職棒選手契

約觀，選手仍不改參加訓練及出場比賽為其勞務履行之內容，選手

乃透過勞務給付在達成一定之條件之下，獲得額外的報酬給付請求，

縱有激勵獎金之約定仍不影響整體勞務給付與報酬對價性之本質。

再者，激勵獎金若解釋為月薪以外的報酬，則激勵獎金之條件設定

無非是一種計算報酬之標準，亦與承攬報酬之性質不同。 

是以，本文認為職棒選手契約之定性，不因職棒選手契約有無

附加激勵獎金條款而有異，觀察重點仍應擺在契約之內容及目的。

綜上所述，附帶激勵獎金之職棒選手契約，性質上仍屬於僱傭契

約。 

  

 第三節 選手契約成立之不同形式路徑 

第一項 透過聯盟舉辦之選秀 

    第一款 新人選秀 

所謂選秀，乃是球員選拔之俗稱，規定於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

第16章球員選拔辦法。由於考量各球團戰力衡平及職業棒球經營，

                                                      
25

 關於職棒激勵獎金並無學理上的討論，本文試著提出近似的觀念以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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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從未與任何中華職棒大聯盟球團簽約之本國籍選手，欲締結選

手契約時，並非採取自由議約之方式，而須經由球員選拔會議，而

使球團取得對於其指名選手之契約交涉權，進而於選拔會議後 3

個月內與球團指名之選手締結選手契約，否則即喪失該選手之契約

交涉權，而該名選手亦須等到明年球員選拔會議，方能再次參與選

拔26，而締約加入職棒。而新人選秀依照聯盟之規定，亦為本國籍

新人選手加入職棒之唯一方式。 

此外，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87 條參與選拔之選手，需

高中畢業以上學歷或年滿 18 歲，並且役畢或於新球季上半季結束

前役畢者，得於選拔會議舉行 7 日前提交名單予聯盟，始得參與選

拔會議。至於，各球團選拔之順序，係依該年度之季賽勝率而定，

勝率最低之球團最先選擇，以此類推。從而，球團依前開順序挑選

一名選手，各球團依序使用或放棄指名權後進行下一輪，直至所有

球團皆放棄指名或選拔選手皆獲選為止。 

    第二款 季中選秀 

配合我國徵兵規則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修正生效，1994 年 1

月 1 日出生以後之役男，皆改為接受 4 個月之軍事訓練並入伍無服

役之需要。故不同於以往選手須完成學業並役畢方可投入職棒，於

職棒 24 年(2013 年 6 月 24 日)中華職棒大聯盟針對 1994 年以後出

生而因此無兵役問題之選手，進行球季中選秀27，提早使其加入中

華職棒大聯盟。 

職棒 24 年之季中選秀選手，不同於以往之新人選秀選手多半

完成大學學業並役畢，甚或加入甲組球隊一、兩年才投入選秀，此

                                                      
26

 參閱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90、91 條。 
27

 中華職棒大聯盟球季通常於三月中開打，九月底結束例行賽。故 6 月底之選秀為球季中選秀，

簡稱：季中選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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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選手高中畢業剛滿 18 歲即投入職棒，少部分選手於次球季即在

一軍出賽，其餘仍在二軍調整及訓練。對於球團而言，高中畢業選

手尚未於大學階段嶄露頭角，亦未在國際賽中代表成棒隊打出身價，

尚能以相對低廉之簽約金及月薪網羅優秀選手，不失為一筆划算之

投資。另值得持續關注的是，甫滿 18 歲運動選手之身心，仍處於

成長、發展之階段，立刻面臨職業棒球之訓練強度與比賽頻率、張

力之差異，以及整體職棒環境之適應，選手是否得以調適，仍有待

觀察。 

另外，為避免一年舉行兩次選秀之人力、時間、財力之耗費，

除職棒 24 年有新人選秀與季中選秀外，於職棒 25 年起，將二者合

併於季中進行，亦即以往球季結束後才進行之新人選秀，亦移至六

月底畢業季合併舉行。 

第二項 透過原先契約之更新 

    第一款 舊版職棒選手契約 

舊版職棒選手契約關於契約延續之條款，規定在職棒選手契約

第三條：「本契約不定存續期間，除依本契約第 13、14 條約定終止

契約外，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片面終止契約」，然而不定存續期間

之契約與我國民法僱傭之不定期契約之規定不符，是否得依法隨時

解約即產生爭議。再者，不定存續期間之契約讓契約效力持續延續，

或有公平交易之問題。故於選手林光宏、陳正中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檢舉28後，1997 年 6 月 4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行政指導之方式建議

中華職棒聯盟修正契約之內容，故舊版選手契約已於 1998 年起不

                                                      
28

 李國彥，球員與球團可有公平法？林光宏、陳正中提檢舉問題掀出來，聯合報，1996 年 7 月

5 日 http://ndap.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jsp?id=77765，最後瀏覽日：2014 年 5 月 31

日。 

http://ndap.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jsp?id=77765


 

18 
 

再適用，而改依目前選手契約之契約更新方式延續契約之效力。 

    第二款 現行職棒選手契約 

1998 年開始聯盟修改了契約延續之方式，規定在現行契約第

22 條第 1 項：「球團希望與選手締結下一年度之選手契約時，得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選手更新契約之表示，本契約即更新之。更新

期滿時亦同。更新期間之報酬由球團斟酌選手前一年度之表現及其

他相關情事，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訂定之增度內減幅調整之；但下

一年度之報酬如未經選手同意，不得少於上一年度之報酬之百分之

七十。」；同條第 2 項：「球團與選手間就更新期間之報酬增減有爭

議，得依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申請仲裁。」與前揭舊版選手契約之差

別在於，刪除舊版選手契約「該契約不定存續期間，除有契約約定

情形外，任何一方均不得終止合約」，從而現行選手契約不再是不

確定存續期29，透過每次更新可以確定契約有效期，而得以適當的

調整報酬數額。然而更新表面上似可重為意思表示，但觀現行契約

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項可知，僅球團單方可決定是否繼續與選手

締結契約，而對此選手僅能接受，故選手表意之範疇僅限於報酬數

額，若與球團對報酬有歧異方得申請仲裁。 

本文認為此處雖然形式上不再是不訂存續期之契約，然操作上

仍然是由球團片面續約，此雖為避免選手任意轉隊、維持職業棒球

戰力平均之必要措施，但仍應注意選手契約性質上屬僱傭契約具有

高度一身專屬性，對於契約意思表示之合致與否，不應只限於報酬

數額之一項，若僅將契約續約之爭議鎖定於「價錢談不攏」方得申

請仲裁，其餘無論是契約期限或獎金則仍由球團片面決定，則現行

選手契約恐仍有過度限制選手締約自由之疑慮。故本文認為所以勞

                                                      
29

 參閱林楊斌，論職業棒球運動托拉斯行為之適法性─兼論我國職業棒球之權利保障，中國文化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6，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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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條件之爭議都可透過申請仲裁，較能兼顧雙方締約之自由與職業

棒球戰力衡平之需求。 

第三項 其他方式 

    第一款 傑出旅外球員 

2013 年下旬，曾效力於美國職棒大聯盟之郭泓志選手，表達

欲返台加入職棒之意願，統一 7-ELEVEn 獅隊欲爭取其加入球團，

然而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88 條：「未曾於本聯盟註冊且未曾

出賽之旅外球員，球團必須於選拔會議中選擇該球員。」所以郭泓

志未於中華職棒大聯盟出賽即於 2000 年旅外，故原則上郭泓志選

手仍必須經由選拔會議方能加盟。 

然而統一獅隊為求郭泓志順利加入，透過常務理事會修改聯盟

規章30，於同條分別增訂第 2 項「但表現傑出之旅外球員，得由會

長主動提案，經常務理事會綜合考量其職業賽與國際賽之表現，對

於我國職業棒球運動發展之助益，受國人歡迎與國外媒體關注之程

度以及其他相關事節，以全體常務理事三分之二(含)以上決議通過，

推薦有意願與該員接洽之球團名單，並同意前開球團得與該員洽談

加盟事宜，不受本選拔辦法之限制。」第 3 項「有關球團取得該球

員加盟權後，應於屆臨之年度選拔會議放棄指名權之次數或履行其

他補償方案等事宜，應於常務理事會中討論，以全體常務理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第 4 項「第二項受推薦之球團須經常務理事會之

前項同意後，方得與該員洽談加盟事宜。」亦即第 2 項決議通過之

選手具有傑出旅外球員資格得不須經過選拔會議加盟，第 3 項規定

                                                      
30

 惟規章之修改及其程序，引起義大犀牛隊與聯盟之爭議，參閱丘采薇，「郭泓志條款」過關 義

大抗議，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25 日；張耀中，〈CPBL〉郭泓志條款何來？ 義大求證聯盟未

獲回應，2013 年 6 月 24 日，http://www.tsna.com.tw/index.php?q=node/43514，最後瀏覽日：2014

年 6 日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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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程序所應付出之代價，第 4 項則是受推薦球團，於常務理事同

意後方得洽談。是以，藉由上開規定之增訂，郭泓志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與統一獅隊簽下三年合約31。 

然而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88 條於修改後，目前僅郭泓志選

手適用，同年加入職棒之許銘傑及林威助選手，都曾表達欲循郭泓

志模式加入職棒之意願，皆未獲得聯盟之傑出旅外球員之認可，而

僅得以新人選秀之方式加入職棒。吾人觀新增訂之聯盟規章第 88

條第 2 項，傑出旅外球員之判斷，應由會長提案，經常務理事會綜

合判斷後決議。此處可能遭遇兩個問題：第一是提案權專屬於會長

一人，是否過於限縮；第二則是提案之具體標準為何？ 

針對問題 1，就規範目的以觀，是避免過多人擁有提案權，恐

使會議缺乏效率、議事品質降低。然而，本文以為若符合傑出旅外

球員資格後之選手，最終仍是由受推薦之各球團接洽、締約，何不

使四球團常務理事皆擁有提案權，一方面可以使各球團屬意之人選

皆能列入討論；二方面也避免會長提出之人選各球團不感興趣，而

感興趣之選手會長未提出之憾。再者，賦予四球團之常務理事提案

權，未必降低議事效率，會議之效率主要仍繫於符合傑出旅外球員

之具體標準。既論及具體標準，針對問題 2 就目前規定觀，尚無任

何客觀之提案標準，本文以為關於傑出旅外球員提案之標準，舉例

而言，職業賽方面：選手登陸美國職棒大聯盟 25 人名單之天數、

選手在日本職棒一軍登錄之天數等；國際賽方面：選手受國家隊徵

招之次數、參與國家隊獲得之名次等，應有形式上具體之標準，符

合各該標準之選手即獲被提案權，而得由任一常務理事提案，再加

以討論決議。 

                                                      
31

 三年合約分別為第一年年薪 1100 萬、第二年年薪 1160 萬、第三年年薪 1220 萬，且每年皆有

設定 200 萬之激勵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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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本文認為得受提案之選手資格應具體化至得以形式判

斷，而常務理事會決議所依據之標準則宜綜合判斷。本文主要之理

由在於，旅外選手足夠傑出到有機會，毋庸經選秀即得自由締約加

入聯盟，應給予一個清楚明確之標準，以便選手自行評估是否有機

會，符合提案資格，從而以此途徑加盟中華職棒。至於，常務理事

會之決議由於涉及各該選手現階段實力、未來性、話題性、其他商

業價值、各球團之現行戰力、對職棒之助益性、欲取得加盟權球團

補償方案等因素極其複雜，無法以形式標準一概而論。再者，若一

概使符合形式標準之選手，毋須經由選秀自由加盟；嗣後倘面臨無

球團願意提出常務理事會同意之補償方案時，反而陷入「有行無市」

之困境，無法順利加盟。 

是以，本文認為傑出旅外球員之提案資格應具體化、透明化，

避免選手耗費過多心力於揣測是否符合此一資格，惟最終常務理事

會決議仍視球團之意願而定，故最終仍應採取綜合判斷，探詢各球

團意願而決議為當。 

    第二款 代訓制度 

所謂代訓制度，即為體育替代役，為配合職業棒球二軍制度之

建立，體育署委由中華職棒大聯盟各隊取代國軍儲訓棒球隊（簡稱

國訓隊）的服役成棒球員。詳言之，代訓制度是讓符合代訓資格─

具有甄選資格並透過術科測驗者之選手，透過代選選秀會提前加入

職棒二軍，一方面充實球團二軍來源，二方面使選手提早習慣職業

賽事密集度及比賽強度。再者，代訓選手選拔(代訓選秀)不同於新

人選秀球團可不與指名選手締約，代訓球團不能放棄指名之選手，

亦即選中之代訓選手確定能加入該指名球團。此外，於選手役期屆

滿前 15 日，代訓球團可將代訓選手列為保留選手，而不須另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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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秀，代訓球團即有為期三個月之優先議約權。至於，未被原代

訓球團保留之選手則成為自主選手，可與其他球團自行簽約加盟。 

惟自 2003 年起實施之代訓制度，使得部分球團過分依賴代訓

選手作為戰力，並未實際擴充二軍、建立完整二軍制度。是以，體

委會於 2011 年起結束代訓制度，棒球專長之役男恢復由國訓隊自

行訓練。因此，目前選手透過代訓制度加入中華職棒大聯盟之路徑

已不復存。 

    第三款 自由球員 

選手由於球團契約更新權行使之緣故，經選秀進入球團後即無

從選擇締約對象，年復一年只能為同一球團效力。從而，在無球團

競爭之情況下，雖得以建立各隊之代表球星，但亦造成選手之薪資

普遍無法完全反映選手之優良表現。據此，選手在同一球團服務滿

相當期間後，應給予與各隊之自由締約權，即成為職業棒球界之趨

勢，美國、日本職棒分別在 1976、1993 年開始實行 Free Agent 自

由球員制度，中華職棒在 2007 年曾討論自由球員制度之實行，但

遭到當時聯盟常務理事會否決，直到 2009 年假球案再度爆發，為

回應球迷、球員工會之改革要求，聯盟才在 2009 年年底決議實施

自由球員制度。 

中華職棒的自由球員制度在服務年資計算方式，以同一年一軍

登錄滿 125 天者為一球季，共須累計達 9 個球季方能取得自由球員

資格，且全體選手起始球季是從 2003 年起算，2003 年前選手已效

力之球計皆不計入年資。此外，欲與自由球員簽訂新約之球團，應

給付原球團該選手年度薪資總額 2.5 倍之金額，作為原球團失去長

年培養球星之補償。然而，相較於美國職棒之 6 個球季及日本職棒

之 8 個球季對於選手之締約已限制較長，且美國選手平均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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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6 年32、日本為 9.2 年33、中華職棒則為 4.6 年34，就各國職業

選手生涯以觀，中華職棒之選手終其職業生涯僅有極低比例之選手

能獲得自由選手之資格；更遑論 1994 年以前我國選手均有服 1 年

以上兵役之義務，待完成大學學業服完兵役，晚起步的職業生涯加

上 9 個球季的限制，即便得以「撐到」取得自由球員資格也通常已

年屆 32 歲─開始步入選手生涯之後期，如何能期待其他球團以其

前季年薪 2.5 倍35之金額補償原球團後簽下選手呢？ 

是以，自由球員制度實行從 2011 年至 2014 年總計有 50 人符

合自由球員之資格，而實際行使自由球員者僅 4 人36，且截自目前

仍未有成功轉隊者。基於上述之分析及實際情況，可明顯理解中華

職棒自由球員制度效果不彰、利用率甚低之主因，還是年資過長及

補償額度過高所致。 

  

 第四節 選手契約生效後常見爭議問題 

  第一項 爭議問題概觀 

選手契約透過締約、選秀或更新而成立，已如前所述，然契約

成立並不表示，契約各項約款均因此生效。系爭契約因為契約兩造

磋商實力及資訊不對等，且系爭契約條款乃由球團透過聯盟預先擬

                                                      
32

 Witnauer WD, Rogers RG, Saint Onge JM, Major league baseball career leng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OPUL RES POLICY REV, 2007 Aug;26(4):378. 
33

 參閱朱文增，日本職業棒球選手工會、選秀制度、及 FA 制度之研究，第四屆中華民國運動與

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0-403，2004 年 3 月；轉引自，江澤明，中華職棒球員表

現、球團收益與薪資決定因素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2，2005 年。 
34

 參閱楊少強，根除打假球 從經濟學下手，商業週刊第 1145 期，2009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38224，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15 日。 
35

 關於日本職棒之年薪總額補償比例，以選手表現分為 A、B 兩等級，A 級選手為 80%，B 級選

手為 40%。 
36

 歐建智，中職／張建銘行使自由球員權利史上第 4 人，2014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028/418989.htm，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028/4189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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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故為保障選手之權益、維護契約實質公平，契約條款仍應受到

內容控制；此外本契約亦具有勞務給付之性質，故本文於本節嘗試

以民法第 247 之 1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以及勞基法37之規定，

探討系爭契約效力之補充與控制。 

  第二項 顯失公平？附合契約之控制問題 

  第一款 概述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乃經中華職棒大聯盟常務理事會會議決定，

雖非直接由球團直接擬定，然事實上仍是球團透過，由球團高層組

成之中華職棒大聯盟常務理事會擬定38，而後交由各球團與不特定

多數選手締結契約，即符合民法第 247 之 1 條「依照當事人一方預

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之定義。準此，中華職棒選

手契約應適用民法關於附合契約之規定，以避免具有不對等議約地

位之球團濫用契約自由，而障礙選手之意思決定自由。 

至於，所謂定型化契約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9 款規定，

乃係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

或一部而訂定之契約。然職棒選手與球團之間，並非消費者與企業

經營者之關係─非消費性定型化契約，是否得適用消費者保護法即

有疑義。學理上，有認為39非消費性定型化契約僅為民法上附合契

約，與消保法之消費性定型化契約本有立法者依當事人交易地位差

距，而預設審查密度之不同規範體例，故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無

得類推適用於非消費性定型化契約；另有主張40適用民法第 247 之

                                                      
37

 職業運動選手經勞委會之公告排除勞基法之適用，惟本文討論後續討論者，為得否類推適用

或作為法理依據。 
38

 蘇彥彰，同註 1，頁 38-39。 
39

 曾品傑，論附合契約與定型化契約之基本問題，載：財產法理與判決研究（一）─消費者保護

法專論（1），頁 114-115，2007 年 9 月。 
40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政大法學評論，第 132 期，頁 200，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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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時，由於民法規範並不完整，可引用民法第 1 條將消保法當作

法理加以參考，亦或類推適用消保法相關規定，作為附合契約之核

心內容，以求規範體例之完整。 

本文見解認為，附合契約之檢驗與操作，由於立法不完備，為

求細緻與完整，欲參考規範密度較高的消保法，固屬的論。然立法

體例上，僅明文消費性定型化契約得適用消保法，亦即立法者於立

法時對於消保法規範標的之想像僅止於消費性定型化契約，故若非

消費性定型化契約欲參考消保法，則應更實質地辯證非消費性定型

化契約可類推適用或作為法理之類似性。再者，民法中關於契約條

款之效力，既有民法第 247 之 1 條規定，再配合同法第 148 條第 2

項誠實信用原則之操作，於附合契約效力有無判斷上，似無類推適

用消保法規定之必要。 

  第二款 附合契約控制 

在附合契約之體系下，民法第 247 之 1 條：「依照當事人一方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

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

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

不利益者。」亦即符合上開四款事由之一，且有顯失公平之情形，

則該部分約定無效。至於，何謂顯失公平民法並無直接明文，惟民

法第148條第2項誠信原則，可作為法院判斷是否顯失公平之標準，

而本條之草案條文說明亦提到「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

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而有顯失

公平之情形而言。此外，附合契約是避免因雙方締約地位之懸殊落

差，而無法實質對契約條款磋商變更，是以當事人間就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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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力、談判能力、交易經驗及其他選擇之可行性，亦有作為條款效

力檢證之標準。 

惟在廣義定型化契約法體系下，並非僅有契約條款有效力有無

之問題；有認為41定型化條款之主要問題有五：(一)當事人間有無

一方使用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情形(二)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已成為

雙方契約之內容(三)定型化契約條款有無解釋上疑義(四)定型化契

約條款是否無效(五)約款無效時之處理。就上開討論及民法第 247

之 1 條觀，民法僅就問題(一)、(四)予以規範，其餘問題(二)、(三)、

(五)則付之闕如。故條款是否已訂入契約、條款疑義之解釋及無效

後契約之法效問題，單憑民法規定無法妥適解決，此乃立法上之疏

漏。是以針對問題(二)、(三)、(五)，在民法關於附合契約規定尚未

完備前，若斷然不許非消費性定型化契約參照消保法之法理，亦難

以解決體系缺漏之弊。據此，本文認為於民法增訂「條款是否已訂

入契約、條款疑義之解釋、無效後契約之法效問題」規範前，非消

費性定型化契約仍得於此範圍內，類推適用消保法各該規定以補所

遺，俾利契約正義之落實。 

  第三項 沒有保障？勞動基準法適用問題 

  第一款 概述 

本文對於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之定性，已如本章第一節第五項第

一款所述，乃屬於民法上之僱傭契約，適用民法僱傭節之相關規定。

然民法僱傭規定乃建立於契約自由原則之上，而契約自由之目的乃

欲達成私法自治，惟「自由」之條件是否客觀存在，亦即當事人是

否有「平等」的資訊獲取能力及「對等」之磋商地位，若無此二前

                                                      
41

 詹森林，最高法院與定型化契約法之發展，載：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四）─消費者保護法專

論（2），頁 161，20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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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過份強調契約自由，實淪為締約上之強勢方藉以凌掠弱勢方之

說辭，而無法達成私法自治，落實契約實質公平正義之目的42。 

是以中華職棒選手契約，契約之一方為球團，透過預先擬定之

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契約與個別選手締約，整份契約共 26 條亦僅有

選手契約第 4 條有幾個空格可供選手與球團調整磋商，內容如下：

「一、適用於新加入球團之選手（第一年選手）：由球團給付選手

簽約金新台幣（同下）____元。球團應對選手以下列方法支付下列

報酬：自__月__日起至__月__日止，按月給付__元。二、適用於已

加入球團之選手（第二年起之選手）：球團應對選手以下列方法支

付下列報酬：自__月__日起至__月__日止，按月給付__元。」觀此

文義甚明，僅有本土新人選手在加入職棒時，適用第一款含有簽約

金之規定，其餘選手均適用第二款，而第二款僅就「契約期間」及

「月薪數額」留有磋商之空間。然選手契約之契約期間，原則上為

一年一簽，目前中華職棒四支球隊一、二軍登錄名單共209名選手，

亦僅有 30 位選手擁有複數年合約43，換言之，超過百分之八十五

的選手仍然為一年一簽，而外籍選手(俗稱：洋將)甚至是一個月一

簽。是故，選手對整體契約得調整磋商者，似乎僅剩「月薪數額」

一項。 

易言之，在系爭選手契約架構下，球團與選手得磋商之部分，

僅有月薪之數額一處。而選手從小投入所有心力於球技培養，並未

擁有與球團對等之締約資訊、磋商能力與談判地位，且目前中華職

棒之經紀人制度未臻完備，僅有少數球員擁有經紀人並透過經紀人

議訂選手契約，縱算透過經紀人去締約，亦無從改變僅能於磋商後

                                                      
42

 王澤鑑，同註 15，頁 81。 
43

 2014 年擁有複數年合約之選手：張泰山、林智勝、潘威倫、高建三、高志綱、潘武雄、陳鏞

基、彭政閔、陽建福、鄭兆行、鍾承佑、林泓育、張建銘、沈鈺傑、曾兆豪、林英傑、陳冠任、

高國輝、鄭達鴻、林益全、胡金龍、羅錦龍、郭泓志、許銘傑、林羿豪、蕭一傑、王鏡銘、周思

齊、陳鴻文、林威助，共 30 名選手。 



 

28 
 

填入月薪數額，而無從對於契約其他條款修改、增刪之困境。是以，

依目前選手契約簽訂之實情及雙方地位論，如指望以民法僱傭節總

共 10 條之規定，欲達補充契約之缺漏或限制契約之效，甚或弭平

締約雙方實力落差，所衍生的實質不平等，無異是緣木求魚、不切

實際。 

據此，吾人若欲落實選手契約實質平等、保障選手權益，則必

須另闢蹊徑。除了附合契約之控制，本文思考到的是，既然選手投

入訓練、參與比賽屬於勞務給付，則系爭僱傭關係有無勞動基準法

之適用？而有本款「中華職棒聯盟選手契約與勞基法之適用」之討

論。 

  第二款 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之關係 

在討論選手契約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前，

本文認為應確立一個前提問題，究竟系爭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此

處面臨一個學理上的疑義，一般而言，有學者44將民法上的僱傭契

約與勞動法上的勞動契約劃上等號，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兩者大致

相同，毋庸詳加區別，所以若已為本章第一節第五項第一款─僱傭

關係之定性，則稍加提及從屬性即可，轉換至勞動契約之脈絡下展

開討論。 

然而，本文於撰寫過程中，發現目前學說與實務上，針對僱傭

契約與勞動契約二者之關係莫衷一是，有主張是勞動契約為僱傭契

約之下位概念45，有認為謂勞動契約不僅限於僱傭契約，尚可能包

含委任或承攬關係46，亦有認為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在契約類型上

                                                      
44

 參閱邱駿彥，勞動基準法上勞工之定義－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七十五年度訴字第五〇二六號判

決評釋，載：六法裁判百選第 8 部─勞動法裁判選輯，頁 13-14，1998 年 5 月。 
45

 參閱郭玲惠，勞動契約法論，頁 37，2011 年 9 月；黃茂榮，債法各論（第一冊），頁 405，2003

年 8 月；黃劍青，勞動基準法詳解，頁 100-101，1993 年 4 月。 
46

 參閱呂榮海，勞基法實用 1，頁 3-4、416-417，199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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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僱傭視為同一者47。從而對於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二者關係，

產生前揭不同之解讀，即會引導出不同之推論方式。據此，本文認

為有針對「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加以釐清之必要。以下分別針對

各說加以分析，而為求論述之便利性將略以「僱傭契約上位說」、「勞

動契約上位說」、「兩者類同說」代稱。 

第一目 僱傭契約上位說 

此說認為僱傭契約為勞動契約之上位概念，亦即勞動契約乃僱

傭契約之一種類型。吾人可觀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1 款定勞工為：

「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以及同法第 2 條第 2 款定義

雇主為：「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

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復參勞動契約法48第 1 條：「稱勞動契

約者，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

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即可得知，勞動契約在雇主及勞工

之關係，與民法第 482 條以下僱傭關係之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關係是

大抵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在從屬關係」此一要件。 

換言之，勞動契約本質上是一種僱傭契約─具有從屬性的僱傭

契約。而其發展之脈絡是，傳統民事財產法(例如：民法僱傭節)欲

規範者是一般契約雙方，財產相互流通、交換的過程；並未顧慮到

契約一方依賴著法律關係維生之情形，亦即勞動關係中，勞工對於

雇主具有明顯之從屬性及依賴性，且依賴性隨著雙方契約期間漸長

漸增，而異於民法設想之僱傭關係。因此，為保障勞動關係下勞工

之權益發展出勞動契約，乃將具有從屬性之僱傭契約，斟酌勞工對

於雇主之從屬、依賴之特性，而納入勞動法架構中予以保障，故有

                                                      
47

 劉志鵬，民法債編修正對勞動契約關係之影響，法令月刊，頁 392，2000 年 10 月；邱駿彥，

同註 44，頁 13-14。 
48

 勞動契約法雖從 1936 年制定至今從未正式施行，但仍具有參考法理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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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49勞動法的產生本係為了「社會化」做為市民法之民法。是以，

認為僱傭契約為勞動契約之上位概念，多數學說亦同此見解50。 

第二目 勞動契約上位說 

此說主張勞動契約係以從屬性之有無為判斷標準，不受民法上

契約類型之限制，只要具有勞動從屬性，無論是委任、承攬、混合

契約或非典型契約皆得為勞動契約，受勞動法上之特別保障。其理

由在於，同樣是廣義勞務給付之契約類型，無須藉由民法上典型契

約之類型加以區別限制，對於個別契約就從屬性之有無加以判斷即

可，即若具有從屬性之委任或承攬契約，亦得歸類為勞動契約。換

言之，依此說勞動契約乃涵蓋廣義勞動給付契約中具有從屬性者，

亦即委任、承攬或僱傭契約中，具有從屬性特性之契約則屬勞動契

約。有學說及司法院民事廳函釋同此見解51。 

第三目 兩者相同說 

此說則認為僱傭契約之脈絡下，受僱人服從僱用人之指揮命令

而提供勞務，事實上亦具有從屬性，就此而言與勞動契約並無不同，

而認為若純粹以從屬關係來區別勞動契約與僱傭契約恐將徒勞52。

                                                      
49

 參閱黃越欽，論勞動契約，政大法學評論，第 19 期，頁 45，1979 年 2 月。 
50

 參閱史尚寬，勞動法原論，頁 14-15，1978 年 6 月；林更盛，論勞動契約之特徵「從屬性」－

評最高法院八一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七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83，2002 年 7

月；林誠二，同註 8，頁 14-17；郭玲惠，同註 45，頁 37；黃茂榮，同註 45，頁 405；黃程貫，

勞動法，頁 58，1997 年 5 月；黃劍青，同註 45，頁 100-101。 
51

 參閱李章順，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委任契約之區別，勞工之友，第 571 期，頁 26，1998 年

7 月；呂榮海，同註 46，頁 3-4、416-417；司法院民事廳司法院（83）院台廳民一字第 11005 號

函「公司與經理間之法律關係，通說認係委任契約。惟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勞工依同法第二條第一

款規定固係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言，然非若僱傭契約之受僱人明定以供給勞務本

身為目的(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參照)，故祇要受僱於雇主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即足當之，不以

有僱傭契約為必要。又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六款規定，約定勞雇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據此而言，

凡是具有指揮命令及從屬關係者，均屬之，是亦未以僱傭契約為限。公司負責人對經理，就事務

之處理，若具有使用從屬與指揮命令之性質且經理實際參與生產業務，即屬於勞動契約之範籌，

該經理與公司間，即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反之，則否。」另有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301

號判決亦有類似見解。 
52

 劉志鵬，同註 47，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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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有相似見解者53謂：僱傭為約定一方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

報酬之契約關係，乃資本社會裡的工資與勞動關係之法的表現，而

認為勞動基準法上之勞動契約在契約類型得與僱傭視為同一。 

從而，主張此說之學說或實務會以「從屬性有無」，直接當作

判斷是否具有僱傭關係─勞動契約關係之標準，學說有從此說54。 

第四目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以勞動契約法第 1 條之規定作法理觀察55「稱勞動

契約者，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

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對比民法 482 條僱傭之定義「稱

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吾人可明顯發現不僅法條結構相同，只是

用語上從「服勞務」變成「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唯一的區別在

於「在從屬關係」這個要件，在勞動契約有而僱傭契約則無，所以

依一般邏輯之理解，要件之增加會導致適用範圍之限縮，是以範圍

較大的僱傭契約為範圍較小的勞動契約之上位類型應屬可採。 

當然邏輯上還存在一種情形，就是僱傭關係本即具備從屬性之

特徵，所以勞動契約在加上「在從屬關係」僅是對於原本僱傭關係

之重申或描述，並不會對適用範圍造成任何影響。然基於契約自由

原則，民法所預想之一般僱傭契約，於「全然對等的人格者間之契

約關係」思考脈絡56下，契約雙方彼此處在對等對立的狀態57，縱

有從屬性存在，亦僅是經濟上從屬，而無人格上之從屬；因此加上

從屬關係此一要件，確實造成了適用範圍的限縮。是故承前所述，

                                                      
53

 邱駿彥，同註 44，頁 13-14。 
54

 劉志鵬，同註 47，頁 392。 
55

 參閱黃越欽，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之區別，政大法學評論，第 31 期，頁 24，1985 年 6 月。 
56

 參閱黃越欽，勞動法新論，頁 6，2012 年 9 月。 
57

 郭玲惠，同註 4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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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見解同僱傭契約上位說，若為僱傭契約為勞動契約之上位類

型。 

至於，主張勞動契約上位說者，主要提出在兩種情況下會有不

合於僱傭契約上位說，而加以推論勞動契約為僱傭契約之上位類型。

以下茲分兩種情況析論之： 

1.契約條款用語為承攬或委任契約，性質上仍具有從屬性者 

在承攬、委任契約僅為契約字面用語，而實質上契約仍具有從

屬性之情況，依勞動契約上位說之主張，即得認為勞動契約內亦包

括承攬、委任關係，顯見勞動契約乃上位概念，包含承攬、委任、

僱傭關係中具有從屬性者。 

然而，此一思考流程之癥結在於「契約條款用語為承攬或委任

契約」。實務上對於契約之定性主要採實質認定，就契約之內容實

質認定契約之性質，不拘泥於契約文字58究竟規定承攬、委任。舉

例而言，某契約條款上言明本契約為承攬契約，但參酌其契約實質

內容及履行方式，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上從屬性，則很明顯吾人

會將之定性為僱傭契約下的勞動契約，而非承攬契約。換言之，透

過實質認定加以定性，契約之實際性質為承攬、委任者，不可能符

合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的要件59，亦即「承攬、委任契約而具

有從屬性」之命題，根本自始不存在，何來勞動契約包含攬、委任

中具有從屬性者。故欲依此理由推論，勞動契約為僱傭契約上位概

                                                      
58

 參閱鄭津津，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之特徵與區別，勞資關係論文集，中華民國勞工教育研究

推廣協會，頁 88，1999 年 1 月。 
59

 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比較承攬與勞動契約之不同，節錄部分判決供參：「按

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

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

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人之意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

應依照雇主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且受雇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

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者，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

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

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相同。」；林更盛，同註 23，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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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仍有重大之疑義。 

2.混合契約部分具有從屬性而需從寬解釋者 

所謂混合契約，是指契約之構成分子係由複數個典型契約之構

成分子所構成成立者。既然契約性質具有混合性，關於其法律適用，

實務上有採吸收說、結合說與類推適用說，但無論何說，仍會先進

行契約之定性，此後透過全部或部分定性之結果，加以適用相應規

定，亦即定性為承攬，就不會再將此契約或此部分契約，納入勞動

契約關係保障。反之，若將混合契約透過吸收說定性屬於勞動契約，

則方依勞動契約關係適用之情形。 

依上所述，雖會發生兼具承攬或委任等性質之契約，而透過吸

收說或結合說、類推適用說，定性為勞動契約。惟絕不是因契約具

有承攬、委任之性質而被納入勞動契約，而是其混合之他部分具有

從屬性，復藉由吸收說、結合說與類推適用說，而將其視為勞動契

約。另外，若契約部分具從屬性，而他部無從屬性，實務上60仍常

予以寬認為勞動契約，乃為實現保障勞工權益之目的，而平衡勞雇

雙方之權利義務，亦與契約定性以及判定勞動契約範疇無涉。是以，

單憑「混合契約部份具有從屬性而需從寬解釋」即推論勞務契約為

僱傭契約之上位類型，本文認為尚嫌過牽。 

是以，就整體勞務給付契約脈絡而言，本文認為僱傭契約乃勞

動契約之上位概念，邏輯上包含有具有從屬性之僱傭契約及不具從

屬性之僱傭契約。惟在現今社會發展及我國法制下，並無不具從屬

性之僱傭契約之例，是故，部分學說與實務將之約化成僱傭契約大

                                                      
60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0 號判決：「按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屬僱傭關係或委任關係，應

以契約之實質關係為判斷。勞動契約之特徵在於從屬性，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

縱兼有委任之性質，惟既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動基準

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另有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 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

第 2102 號判決、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361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301 號判

決，均可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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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與勞動契約相同，亦難謂有何論理上之謬誤；惟基於契約發展之

脈絡與論述之完整，本文見解仍採僱傭契約上位說。 

  第三款 勞動契約之從屬性 

本文已對於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之關係討論。然所謂契約之從

屬性究為何指，中華職棒選手契約是否符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故

本款就勞動契約之從屬性，以學說及實務見解分論之： 

   第一目 學說見解 

關於從屬性之判斷標準，依學說大致可分為「人格上之從屬性」、

「經濟上之從屬性」、「組織上之從屬性」三個標準，分別有「一特

徵說」、「二特徵說」、「三特徵說」及「綜合判斷說」61： 

   1.一特徵說62： 

此說學者主張判斷從屬性之必要標準僅為人格上之從屬性，藉

由雇主之指揮監督，決定勞工給付勞務之時地、方式、勞動過程等，

且於勞工有妨礙企業運作及生產時，雇主得予以懲戒；即符合人格

上之從屬性。至於經濟上從屬性，學者認為並不非絕對必備，僅可

謂是勞動契約之常素而非要素。 

   2.二特徵說63： 

此說學者主張勞工從屬性判斷，除了人格上從屬性外，尚應有

經濟上之從屬性，所謂經濟上之從屬性係指受僱人非為自己營業而

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而其具體之內涵

通常包括：生產組織屬於僱用人所有、生產工具器械為僱用人所有、

                                                      
61

 本文統整從屬性相關資料後，認為各學說所提出之從屬性判斷，除了人格上之從屬性外，其

餘所有從屬性判準，毋寧是勞動契約之「特徵」而非「標準」。亦即，各學說藉由各該從屬性之

特徵辨認是否為勞動契約，而非謂滿足各從屬性「標準」，方得為勞動契約。是以，本文以一、

二、三特徵說及綜合判斷說為名析論之，併此敘明。 
62

 黃程貫，同註 50，頁 63-65。 
63

 黃越欽，同註 56，頁 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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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原料由僱用人提供、由僱用人負擔危險。 

   3.三特徵說64： 

此說學者主張勞工從屬性判斷，除人格上從屬性、經濟上之從

屬性外，仍應有組織上之從屬性，亦即受僱人被納入僱用人之生產

組織內，而成為僱用人組織內之人員之一。 

   4.綜合判斷說65
 

此說學者主張，雖有人格上從屬性、經濟上之從屬性、組織上

之從屬性各標準，然而勞動契約無須全部符合三特徵，而應該綜合

個案實際狀況，依其對於勞動契約關係之影響力綜合判斷。以避免

雇主假藉契約自由之名，而行規避保護勞工法律之實。 

   第二目 實務見解 

對於勞工從屬性之判斷標準，實務上雖無判例，然曾有行之有

年四項標準之見解，參酌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民事判

決66：「又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下列特徵：(一)人格從

屬性，即受雇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

或制裁之義務。(二)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三)經濟上從屬

性，即受雇人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係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勞

動。(四)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

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而其後漸漸發展成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542 號民事判決67：「公司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究

                                                      
64

 參閱陳繼盛，勞動學導論，頁 175-176，2010 年 8 月。 
65

 林更盛，同註 50，頁 85-89；邱駿彥，同註 44，頁 18。 
66

 其他類似判決尚有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630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54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361 號判決、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1864 號判決。 
67

 其他類似判決尚有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 1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224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07 號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154 號判決、最高

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34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6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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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視其是否基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

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凡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完

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為勞動契約。」

採三特徵說。 

   第三目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之從屬性  

就上開關於從屬性各說本文並無特定之立場，僅挑選傳統實務

四項標準68加以分析，而其餘諸說則有雷同或為此涵蓋者，便不贅

述。 

1.人格從屬性：系爭契約第 2 條：「選手應以其身為職棒選手之特

殊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訓練暨依球團及中華職業棒

球聯盟之安排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聽從球團代表、教練之指揮監

督為球團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亦即球團之履行輔助

人對於選手具有指揮監督權。其次，系爭契約第 11 條：「球團得視

選手之具體表現依球團所訂辦法為適當之獎懲，包括但不限於發給

獎金、減薪、停賽等。」則為球團對於選手之懲戒權之約款。故從

球團具有指揮監督權及懲戒權，吾人可推知選手(受僱人)對於球團

(僱用人)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 

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職棒選手契約以選手之參與訓練、

參加比賽為契約主要目的，本具有一身專屬性，且系爭契約第 10

條：「選手應表明及擔保其具有作為一個職業棒球選手之特殊技能，

選手並明瞭其為球團之重要資產…」即規定有特殊技能之擔保，而

特殊技能屬於選手個人，顯無得由除選手本人以外之人代為履行契

約。 

3.經濟上從屬性：選手參與比賽，雖以自己發揮特殊技能而謀求場

                                                      
68

 亦即前述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民事判決之四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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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表現，然而整體觀察各選手之技能展現亦是為球團爭取勝利而

勞動，且參與訓練及比賽，實際上仍是以勞動換取球團之比賽門票

及周邊商品收入。是以，選手參與比賽係為球團提供勞務，而具有

經濟上之從屬性。 

4.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選手是

以球團全隊之名義參加聯盟比賽，即屬於球團之組織體系。而職棒

選手分成野手與投手，野手就守備位置、打擊棒次與其他野手分工，

投手就先發、中繼、後援之順序與其他投手輪值，亦即符合與同僚

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綜上，中華職棒選手之從屬性就實務之四項標準而論，皆與之

相符，復相較於前揭一、二、三特徵說亦無悖離。是以，本文認為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具有從屬性，應屬勞動契約。 

    第四款 職棒選手契約與勞基法 

   第一目 無法直接適用勞基法 

屬於勞動契約者，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6 款及第 3 條第 3

款本文，原則上均應適用勞基法，故本來職棒選手契約依其性質應

適用勞基法。 

然而，同法第 3 條第 3 項但書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

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以及已刪除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4 之 1 條「(第 1 項)本法第三條第一項以外尚未適用本法之事業，

依其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工作特性等有適用本法窒礙難行之情形，

應將事實及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陳報。(第 2 項)中央主管機關經檢

討，若適用本法並無窒礙難行之事業，應即指定適用之。若確有窒

礙難行不適用本法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民國八十七年底以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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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照上開規定，於 1998 年 12 月 31 日

作成台勞動一字第 059605 號公告「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動

基準法，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該法：一、不適用之各

業：(一) 藝文業。(二) 其他社會服務業。(三) 人民團體。(四) 國

際機構及外國駐在機構。二、不適用之各業工作者：(一) 餐飲業

中未分類其他餐飲業之工作者。(二) 公立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

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事業、職業訓練事業等 (技工、工友、駕

駛人除外) 之工作者；私立之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

事業、職業訓練事業、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幼稚園等之教師、

職員。(三) 公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 之

工作者；私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之研究人員。(四) 娛樂業中職業

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五) 公務機構 (技工、工友、駕

駛人、清潔隊員及國會助理除外) 之工作者。(六) 國防事業 (非軍

職人員除外) 之工作者。(七) 醫療保健服務業之醫師、法律及會計

服務業之律師及會計師。」 

所謂公告69是一種公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通常係針對某項

具體事件所作成，而因公告內容之不同而有定性之差異，如行政處

分、行政命令或事實行為等皆有可能為公告之性質。就上開台勞動

一字第 059605 號公告之定性，有認為是解釋性行政規則，亦有謂

法規命令，姑不論以何者為當，中華職棒聯盟選手仍屬於公告中「職

業運動之球員」。雖此一公告自 1998 年迄今，迭經數次刪修，已將

私立幼稚園教職員、會計師、藝文業、律師、農民團體等重新納入

勞基法範疇，惟「職業運動之球員」始終未納入勞基法之適用，因

此系爭選手契約仍無法直接適用勞基法。 

                                                      
69

 參閱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頁 194，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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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類推適用勞基法 

所謂類推適用，係指某事件法律應有規定卻未規定而形成法律

漏洞，且無從依法律解釋方法處理，遂依「相同情形，相同處理」

之法理，而比附援引相似之規定，填補法律漏洞70。在類推適用上

最容易引起爭議之問題是，如何認定援引之規定與缺漏規定之事件，

具有規範意義上的相同，故仍應參考立法目的及規範意旨加以評價

71。至於，法律漏洞乃指違反法規範計畫之不完整性，是以法律所

未規定者，並非當然構成法律漏洞，而應視其是否違反法規範計畫

或立法者是否有意沉默而定72。 

然而，吾人應注意者，乃是類推適用以不牴觸法規體系為前提

73，方有找出類似特徵，從而類推適用之餘地。惟於系爭契約，依

據勞基法第 3 條第 3 項但書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

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中央主管機關以公告方式，明文排除

職業運動球員之適用，此乃立法者有意排除，若仍得以類推適用方

式，再使職業運動球員適用勞基法，恐有牴觸勞基法體系之虞。 

   第三目 援引勞基法作為法理 

關於職棒選手契約可否直接適用勞基法，已有中央主觀機關之

公告給予否定之答案，而可否類推適用勞基法，亦有與勞基法體系

衝突之疑慮，均已如前述。然而，無可迴避的是，由於法律規範之

缺漏，面對職棒選手契約之問題，僅憑民法僱傭節之規定無法處理；

                                                      
70

 參閱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頁 305-320，2009 年 7 月，轉引自，詹森林，台灣民法解

釋之學說與實務，月旦民商法，第 30 期，頁 13，2010 年 12 月。 
71

 參閱黃茂榮，法律漏洞及其補充的方法，植根雜誌，第 22 卷第 2 期，頁 609，2006 年 2 月。 
72

 參閱吳從周，民法上之法律漏洞、類推適用與目的性限縮－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作為民法不當

得利之補充規定在法學方法論上之觀察，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一八號判決評釋，東

吳法律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頁 136，2006 年 12 月。 
73

 黃茂榮，同註 71，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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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謀求妥善解決之道，本文認為得依民法第 1 條：「民事，法律所

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將勞基法相關原理原

則作為法理，於球團與選手針對契約內容有爭議時，透過民法第 1

條引入作為規範之依據。畢竟，回歸契約之本質以觀，職棒選手契

約仍是勞動契約，若不許參考勞動法相關原理原則，僅依僱傭節之

10 個條文，便要落實爭議處理、選手權益保障之目的，顯然會面

臨極大之困難。 

是以，為促進職業棒球之發展、保障職棒選手之權益，應當將

勞基法相關原理原則，作為爭議解決之法理，方能彌補目前契約條

款之偏失與法規範之闕漏。 

第四項 他山之石？他國職棒選手契約之借鏡 

 由於職棒球團與選手契約締約、履約、違約、終止等各種狀況多變

且複雜，欲透過僅 26 條之選手契約完整規範本即不易；後又因無法直

接適用勞基法，而難以透過勞基法規範補遺，僅能以民法僱傭節規範補

充。是以，在系爭契約之分析中，本文嘗試藉由美國、日本職棒選手契

約之規定，援引作為類似問題之法理，以利問題之解決，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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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開啟職業運動生涯：選手契約之義務與責任 

 契約成立生效後，若性質上屬於雙務契約，雙方於債之關係下，互為債權人、

債務人，依照民法第 199條第1項「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

亦即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對於債務人有債權，而債務人對之負有給付義務。是

以，於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下，球團與選手分別負有對彼此之義務。以下分

作 3 節就球團及選手之各項義務，及其義務之性質加以討論。 

 第一節 球團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 

第一項 給付服務報酬 

    第一款 概述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4 條：「一、適用於新加入球團

之選手（第一年選手）：由球團給付選手簽約金新台幣（同下）____

元。球團應對選手以下列方法支付下列報酬：自__月__日起至__月

__日止，按月給付__元。二、適用於已加入球團之選手（第二年起

之選手）：球團應對選手以下列方法支付下列報酬：自__月__日起至

__月__日止，按月給付__元。」亦即對於球團而言對新人選手之服

務報酬，原則上包括簽約金以及月薪，對加入職棒第 2 年以上之選

手報酬給付義務僅有月薪。然而，部分職棒選手契約報酬之給付方

式，附帶有激勵獎金條款，亦即選手達成球團預先設定之目標即可

獲得數萬到百萬元不等之獎金，未達成目標時則無；此激勵獎金為

球團給付服務報酬之一部份，惟須待選手達成停止條件方得請求此

部分。此外，中華職棒大聯盟在 2009 年底由常務理事會決議通過中

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2 章球員薪資規定「各球團所屬球員登錄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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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一軍期間，其月薪不得低於七萬元台幣，非球季期間則按合約

所訂薪資」亦即選手若依契約月薪低於 7 萬元，倘於球季中升上一

軍，待 1 個月就以月薪 7 萬元計，若不足 1 個月則依比例給薪，然

薪水高於 7 萬之選手則無此問題，仍依原本約定給薪。 

另外，選手之報酬對於僱傭契約而言，屬於構成契約類型上不

可或缺之特徵，為民法第 153 條第 2 項所謂必要之點74，而據此契約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契約方有成立之可能。然實務

上常有選手被球團下放二軍被扣薪之爭議，例如：2014 年球季義大

犀牛與選手林英傑、林其緯二人之下二軍扣薪事件75即為是例。分析

上開事件可知，球團本有與選手就報酬達成合意，為本契約書面所

載，但球團嗣後片面以內規甚或本契約第 11 條之獎懲，對下放二軍

之選手扣薪。 

惟選手之報酬在系爭選手契約下屬於必要之點，就必要之點達

成合意本契約始為成立，若球團於契約成立後欲變更選手之報酬或

報酬受領之標準，除了與選手就報酬部分達成新的合意外，便無他

途。球團有謂選手有遵守球團內規之義務，故以球團內規片面更動

選手之報酬似屬可行，然此一說法容有誤解，蓋本契約為僱傭契約，

報酬則為僱傭契約之必要之點，除非球團簽約時就此內規已與選手

達成合意之情形外，若球團得以內規改動合意之報酬，選手與球團

間關於報酬可由球團隨時以單方之意思表示隨時更易，對於報酬數

額形同毫無合意，此即明顯違反債之關係成立之原則以及僱傭契約

之本質，要無可能以此為由扣減選手薪水。 

                                                      
74

 參閱陳自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頁 126-127，2014 年 2 月。 
75

 2014 年義大犀牛之選手只要下二軍就會扣薪，最高可減薪 30%，林英傑與林其緯今年最高被

減薪 20%，林英傑最多被減薪 4 萬多。依義大球團內規規定，若一軍球員下二軍 1 個月扣薪 10%，

下去 2 個月扣薪 20%，下去 3 個月扣 30%，最多扣到 30%。林英傑與林其緯都曾被扣薪 20%，

林英傑今年月薪 20 幾萬元，單月曾被扣薪 4 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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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另有球團謂76本契約第 11 條有獎懲之規定，而該條規定

「球團得視選手之具體表現依球團所訂辦法為適當之獎懲，包括但

不限於發給獎金、減薪、停賽等。」學理上系爭獎懲屬於懲戒制度，

對個別員工之偏差行為施以制裁，以維持經營秩序、生產活動紀律

之制度77，故而懲戒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勞工履行勞動契約義務、維

持企業運作所需之客觀秩序，故懲戒之運作須與上開二目的存在客

觀合理之關聯78。然就選手下放二軍之原因繁多，有球隊戰力考量、

各比賽調度、受傷復健等不一而足，本例既曰下放二軍即扣薪，與

上開所謂獎懲或懲戒制度之目的明顯不合，蓋球團決定將選手下放

二軍，通常是整體戰力或教練團調度上場選手，而非專指選手有破

壞球團紀律之行為而下放。是以，球團僅以選手下放二軍即懲戒扣

薪，並以在二軍之時日長短為扣薪之標準，要無任何懲戒之正當性

可言，故下放二軍即扣薪並不得以本契約第 11 條獎懲為據。 

綜上，球團既不得以內規或本契約第 11 條為據而扣薪，除非選

手另有與球團就下二軍即扣薪達成合意79，否則球團應當依系爭契約

第 4 條所定之報酬履行，不得片面扣除選手之報酬。 

第二款 簽約金之探討 

另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簽約金之給付義務，中華職棒也有新人選

手零簽約金80、旅外選手加入中華職棒無簽約金81之兩種特殊情形，

                                                      
76

 歐建智，中職／林英傑提告討錢 謝秉育：要告就告，2014 年 11 月 20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120/428546.htm，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77

 參閱陳建文執筆，焦興鎧等，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 417，2009 年 9

月。 
78

 陳建文執筆，焦興鎧等，同前註，頁 420。 
79

 統一球團另有與部分選手達成扣薪合意；王翊亘，工會挺雙林討公道 後天告義大，2014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41125/36227430/，最後瀏覽

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80

 新人選手無簽約金者，包括兄弟隊：林馴偉、李濠任、汪竣泰、劉裕安、黃佳明、鄧志永、

顏政財、陳鉉綸、宇招任、方克偉、陳弘桂、沈岳澤、陳偉建、曾勇達、王勁力、廖于誠、朱鴻

森、吳保賢；興農牛隊：郭健瑜、吳政憲、黃光永；桃猿隊：郭文凱。而王勁力、朱鴻森、吳保

賢及廖于誠則於之後獲得補發。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120/428546.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41125/36227430/


 

44 
 

亦即新人選手簽約時球團除了月薪之外並無給予簽約金，以及旅外

選手返回中華職棒效力無簽約金之慣例。由於此二情形，本文認為

有進一步討論簽約定性與未給予簽約金相關問題之必要。然而，我

國並無專門討論職棒簽約金定性之著作，本文參酌日本文獻對於簽

約金定性之討論，復論中華職棒選手契約有關簽約金之條款，從而

探討系爭契約簽約金。 

日本職棒選手與球團簽約時，除了討論年薪以外會另約定「契

約金」，亦即簽約金。關於簽約金之定性82，早先有謂以引誘締約為

目的之贈與說，亦有謂報酬說，以引誘締約為目的之贈與說是指球

團為吸引選手締約而附條件之贈與予選手；報酬說則係指無論年薪

或簽約金時皆屬於選手之報酬。然而二者均有其盲點，前者係存在

締約自由之情形下方有以簽約金增加選手締約意願之可能，然倘以

選秀方式指名選手，選手原則上並無另與其他球團締約之自由，從

而要無以贈與高額簽約金吸引選手簽約之理。而後者雖將簽約金認

定為報酬，然而簽約金之受領並未明確要求選手有何相應之義務，

是否當然得解釋為報酬自有疑義。另外，日本學說後有認為簽約金

屬於退休金之預付，此說主要著眼於職棒選手之生涯不確定性且並

無一般退休金制度之設計，將此一簽約金作為保障選手離開職棒之

後生活之保障。惟此說無法圓滿解釋的是，退休金通常以工作之長

短作為計算退休金多寡之依據，然在簽約金之磋商或談判之時點，

球團根本無從得知該選手究竟能為球團效力多久、退休時可達何種

薪資水準，既然如此，雙方締約時自無從以退休金之角度考量簽約

金之數額，是以吾人亦難認簽約金即屬退休金之預付。 

                                                                                                                                                        
81

 旅外選手加入中華職棒無簽約金者：余文彬、陳金鋒、曹錦輝、林柏佑、林彥峰、黃志祥、

林旺億、陳鏞基、郭嚴文、增菘瑋、鄭錡鴻、羅錦龍、胡金龍、高國輝、陳鴻文、郭泓志、陳俊

秀、羅嘉仁、葉丁仁、黃俊中、王梓安、陳家駒、唐肇廷、紀品宏、張耀文、郭勝安、鄭凱文、

許銘傑、林羿豪、林威助、蕭一傑。 
82

 參閱佐藤隆夫，プロ野球協約論，頁 115-117，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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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的討論，可知簽約金所涉面向甚廣，從球團給付目的

觀，簽約金乃係用以爭取選手對球團提出之契約表示合意之贈與，

而就選手受領簽約金之角度論之，簽約金係年薪或月薪以外，額外

給予之金錢，仍附屬於職棒選手契約之下可解為報酬之一種；另由

於 2009 年底中華職棒常務理事會增訂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2 章

規定簽約金信託規範83，並於 2010 年開始實行新人選手強制提撥三

分之一信託，待選手退役後方得領回84，就此而言，簽約金得支應選

手離開職棒之生活費之用，不失為退休金之一種。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簽約金在中華職棒選手契約還有確認違

約賠償數額之意義，系爭契約第 10 條規定「…因本契約與其特殊技

能相關連，故選手無故廢棄本契約將造成球團莫大之傷害，除球團

得請求選手履約外，球團亦得不請求選手履約，而請求選手對於球

團負擔損害賠償義務，該項損害賠償預定為簽約金之三倍。」以及

系爭契約第 21 條「球團在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提前終止本契約，選

手除應退還已收取未到期之報酬外，並應將簽約金加二倍退還球團：

一、選手違反本契約、球團規定、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者；二、

選手故意不充分發揮其身為球團一員之技術能力者；三、犯罪、重

大違紀、賭博、鬥毆、酗酒或其他影響職業棒球健康形象之不正行

為者。」就上開文義以觀，吾人可知簽約金在選手無故廢棄契約或

因特定事由為球團所終止之情形下，作為損害賠償額之預定，亦即

於中華職棒選手契約中，簽約金另有作為損害賠償額預定之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簽約金從不同面向討論即有迥異之解讀，

吾人若欲直接加以定性依上開文獻之討論難竟全功。是以對於簽約

                                                      
83

 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2 章：「…各球團得於球員簽約金總數三分之一強制進行信託，該款

項由聯盟代為規劃及保管。前述信託金額將於球員退役後才可領取，倘球員涉及不法案件者，該

款項得移作為球團違約金之一部份。」。 
84

 蔡靜紋，職棒球員信託 籌退休金，經濟日報，2014 年 3 月 21 日，

http://money.udn.com/fund/storypage.jsp?f_ART_ID=305393，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money.udn.com/fund/storypage.jsp?f_ART_ID=30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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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文傾向以描述代替定性如下：簽約金乃係球團用以吸引選手締

約而給付予選手之金錢，對於選手而言得視作簽約之報酬，而在中

華職棒簽約金部分信託之規範下，亦可達成選手退休保障之目的；

惟就契約本身以觀，又有違約金數額預定之功能。 

第二項 投保相關保險 

    第一款 概述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6 條：「選手願加入勞工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球團應於選手加入球團時即為選手辦理加入上開保

險手續，相關費用之負擔，依相關法令規定。」因此，球團有義務

為選手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而同契約第 7 條則規定：「為

保護選手，球團應負擔費用為選手投保團體保險，死亡給付賠償額

為貳百萬元。殘廢給付最高賠償額為貳百萬元。」亦即球團除依法

使選手參加上開保險外，另須依約提供團體保險，方符合契約保護

選手生命身體之旨85。 

第二款 投保勞工保險 

據此，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之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並以

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各球團均屬僱用 5 人以

上之公司，而球員之年紀也在上開範圍內，從而依此規定選手均應

為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第 3 項中華職棒

之外籍選手屬於勞工保險之勞工，亦應加入勞保；非如契約所載得

由選手自由意願決定是否加入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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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解旻輯，職業棒球選手契約及相關制度之研究-以中華職棒選手契約書及聯盟規章為中心，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95-97，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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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保險費用之負擔依勞保條例第 15 條第 1 款「其普通事故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

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

擔。」亦即保險費負擔，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

球團與選手應按前揭比例負擔之。 

附值一論者，勞工保險之投保與勞雇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聯，

依照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勞上易字第 62 號判決86：「被上訴人雖自

82 年 2 月 11 日至上訴人公司任職，並由上訴人自 82 年 2 月 12 日依

法為其辦理勞工保險，於被上訴人自 95 年 5 月 1 日改任為公司之總

經理後，上訴人仍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見本院卷第 37頁勞工保險卡），

惟觀諸勞工保險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縱為實際從事勞動

之雇主，亦得參加勞工保險，可見有無參加勞工保險，要與認定員

工與公司間之契約關係無涉。」換言之，吾人無法由投保勞保而反

證契約之定性為勞動契約，抑無從藉由無勞基法之適用而認定無庸

投保勞保。是以，為保障勞動者之權益及風險分擔，勞工保險之勞

工應作較廣義之理解。 

第三款 投保全民健保團體保險 

關於全民健康保險，本國籍選手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而外籍選手是依同法第 8 條，均應參加全民健康

保險，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並非如同選手契約所載得依照選手個

人意願決定是否加入。而就保險費用負擔部分，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

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亦

即球團應負擔百分之六十之保險費。 

                                                      
86

 其他類似見解之判決尚有：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7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年度勞上易字第 2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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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須注意者，全民健康保險施行後，勞保條例中有關生育給付

分娩費及普通事故保險醫療給付即停止適用，於勞保條例第 76 條之

1 定有明文，用以調整兩保險競合之情形。 

第四款 投保團體保險 

所謂團體保險是指以團體方式投保並由保險人簽發一份總保險

契約，保險人按契約規定向其團體中各成員提供保障之保險。換言

之團體保險並非描述具體之險種，而是一種承保方式。 

而依照選手契約第 7 條則規定：「…球團應負擔費用為選手投保

團體保險，死亡給付賠償額為貳百萬元。殘廢給付最高賠償額為貳

百萬元。」觀其文義應屬團體壽險或團體傷害險之範疇。然而，根

據團體傷害保險保單示範條款第 22 條規定「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

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

演造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保險人不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從而，職業棒球本身即具有相當危險性之競賽，是否

該當上開不保事項，球團應於投保前與保險人確認，縱或以契約另

定排除部分不保事項，方符合最大善意原則及對價衡平性。 

另外，系爭契約要求團體保險包含死亡及殘廢給付，但以選手

實際需求言之，在參與訓練或比賽之過程中死亡及重大傷殘鮮見，

反而各種身體之意外傷害較容易發生，而團體壽險畢竟無法涵蓋比

賽所造成意外傷害就診治療之費用，然對於選手及球團而言，診療

費反而亟待分擔風險。是以，本文認為系爭契約第 7 條雖無要求球

團替選手投保意外險之條款，然觀系爭選手契約第 8 條：「選手因提

供本契約服務直接導致傷害或罹患疾病需要治療時，球團應安排提

供治療，其費用由球團負擔…」吾人即可得知，球團無論有無投保

意外險仍有負擔選手於本契約服務直接導致傷害或罹患疾病之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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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之義務；從而依約球團或可不替選手加保意外險，然倘選手因比

賽受傷該筆診療費則仍由球團支出。故本文認為職棒球團宜統計核

算選手之年平均診療費較之與意外險之保險費，並為相應之安排，

方能有效控管球隊經營之成本、減少球團與選手間比賽受傷時因費

用負擔產生之齟齬。 

第三項 給付治療費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8 條：「選手因提供本契約服務直

接導致傷害或罹患疾病需要治療時，球團應安排提供治療，其費用由球

團負擔，球團並得以健保、團體保險所得之給付賠償抵充之。」球團針

對選手因參加訓練、比賽及參與活動，所受之傷害或罹患之疾病，應安

排、提供治療，並負擔相關治療費用。 

值得注意者，本條所謂「治療」之範圍為何，除了傷害及疾病之治

療外，是否包括後續之復健、體能訓練？蓋選手之治療不同於一般受僱

人，除了將傷病治癒外，癒後復原過程更是漫漫長路，受傷後選手肌力

及肌耐力下降，需要透過復健恢復至足堪訓練、比賽之強度，休養過程

中體能衰減，需要藉由專業人員之指導以提升足堪訓練、比賽之程度。

這段期間，選手透入時間心力去復健，相關的費用應由選手或球團支付，

則有討論之必要性。 

在僱傭關係下，與本條近似之規定於民法第 487 之 1 條第 1 項謂：

「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

請求賠償。」關於賠償方式，依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故僱用人負有回復損害發生前原來狀態之義務。 

姑不論本契約第 8 條，並不以選手不可歸責為必要，民法規定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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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致受損害之範圍涵蓋本契約所謂「提供服務直接導致傷病」；是以，

倘選手之傷病乃因提供服務所直接導致，參酌民法規定與選手契約之本

旨，解釋上應由球團負責治療到選手得以再提供服務之程度；既然選手

所提供之服務為參加訓練及比賽，球團自應使選手恢復足堪負荷訓練及

比賽之水準。據此，本文認為無論是復健、體能訓練，只要與選手得以

繼續參加訓練及比賽有關之必要支出，均應由球團負擔。 

至於，系爭契約第 8 條後段關於「抵充」之規定，並非民法第 321

條以下債務清償之抵充，其意義上較近於勞動基準法第 59、60 條之抵

充，係指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如同一

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換言之，依系爭契約選手因受傷產生之治療費用，得由全民健

康保險及團體保險理賠加以支應；而依勞動基準法第 59、60 條之規定，

球團亦可就勞工保險給付之部分抵充其應賠付之損失補償或賠償金額，

自無待契約之明文。綜上所述，本契約之約款及勞基法 59、60 條之規

定，得適度轉嫁球團承擔之風險，同時避免選手獲得超額之損害賠償或

損失補償。屬於一般私法關係下損害填補之原則性規定，縱職棒選手並

非勞基法之適用對象，亦有本原則之適用併此敘明。 

第四項 提供制服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2 條：「球團應提供選手必要之棒

球制服，選手應按提供之狀態穿著，不得修改，並不得穿著或配帶任何

非球團指定之物件於制服上。上開球團提供之制服包括球鞋及所有配在

球衣上之號碼、背章、標誌等。」關於違反契約之效果，選手若比賽時

未穿著規定服裝，依據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5 章第 9 條87處罰款 1

                                                      
87

 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5 章「懲罰規定」第 9 條：比賽時，未穿著規定服裝（含背號、姓名

及球鞋）出賽，處該人員罰款一萬元。 



 

51 
 

萬元。由此，球團應提供選手球隊制服及球鞋，並繡上正確之背號與姓

名，以避免選手遭中華職棒大聯盟處罰88。 

此外，中華職棒實務各球團提供之球衣多有大小數量不等之商業廣

告貼布，利用職棒選手比賽時之轉播或參加活動，增加產品或商標之曝

光度，球團則由此收取廣告費89。而中華職棒大聯盟有球團將球衣各處

設置 10 個貼布廣告，加上球帽處 3 處，該年度即獲得逾 3 千萬元之廣

告收益，對於台灣職棒球團之經營不無小補。 

然而，應注意者為棒球規則 1.11(h)
90及 1.17

91對於球衣之商業廣告

分別有以下之規定：「球衣之任何部分不得有關於商業廣告之補丁或設

計」、「壘包、投手板、球、球棒、球衣、手套、頭盔，以及其他本規則

之各條項中所規定的比賽用具，不得包含過度商業化宣傳之產品。該用

具製造人對此一用具所標示之品牌標誌、商標等，其大小與內容必須保

持於妥當之範圍內。而本規則 1.17 僅適用職業聯盟」就此二規定觀之，

依照棒球規則規定球衣原則上是不允許出現商業廣告，即便球衣之製造

商也不得將自家之品牌標誌過度地呈現在球衣上。 

從而，截至2014年底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在其國內進行之比賽，

並無開放任何球衣廣告92，而日本職棒聯盟(NPB)雖有開放球衣廣告，

但限於該球團之母企業93，且廣告主要位於左右兩袖臂章位置，並未如

                                                      
88

 解旻輯，同註 85，頁 100。 
89

 參閱林瑞泰，美國日本台灣職業棒球契約規範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0，2001 年。 
90

 棒球規則 1.11(h):No part of the uniform shall include patches or designs relating to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91

 棒球規則 1.17: Playing equip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bases, pitcher’s plate, baseball, 

bats, uniforms, catcher’s mitts, first baseman’s gloves, infielders and outfielders gloves and protective 

helmets, as detailed i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ule, shall not contain any undu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product. Designations by the manufacturer on any such equipment must be in good taste as to the size 

and content of the manufacturer’s logo or the brand name of the ite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1.17 shall apply to professional leagues only. 
92

 徐正揚，開幕戰赴日 紅襪球衣首見廣告，2008 年 1 月 2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ports/paper/185081，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93

 黃國洲，從制服看三國職棒文化（上）－中職百衲衣 美日不興這套，2010 年 4 月 5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id=183231718421878&story_fbid=278776942200688，最

http://news.ltn.com.tw/news/sports/paper/185081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id=183231718421878&story_fbid=2787769422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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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職棒大聯盟部分球團球衣從上到下滿滿皆有廣告94。惟近年來，美

國職棒大聯盟(MLB)不乏有開放球衣廣告之討論95，畢竟職業棒球之經

營仍含有高度營利之成分，藉由球衣廣告增加收益，即得用以補貼經營

球隊之支出。當球團經營者提出球衣廣告之想法，綜合選手本身及球迷

之意見，2015 年球季或許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將首度出現球衣廣告。 

第五項 負擔外地比賽費用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3 條：「選手依球團之安排前往球

隊所在地之外之地區接受訓練及參加比賽時，球團應負擔全部交通費及

膳宿費用。」為使職棒選手能於外地接受訓練或參加比賽，球團有安排

相關移動、膳宿事宜之義務，而履行此義務所產生之費用依契約規定應

由球團全額負擔。 

另外，中華職棒球團目前到全台各地比賽，主要交通方式是球團之

大巴士，若至花東比賽則乘台鐵96，而較長程之南北移動，有部分球團

亦會選擇搭乘高鐵97。然而，關於選手移動至外地比賽之交通方式系爭

選手契約並無細部之限制或規定，然事實上至外地比賽之交通方式，倘

若為搭乘巴士，可能造成選手長時間維持坐姿易使身體肌肉緊繃，對於

                                                                                                                                                        
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94

 歐建智，中華職棒／興農榮登球衣貼布王 本季廣告贊助高達 3 千萬，201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0/03/21/750399，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95

 Al Yellon,“Bud Selig: No Rush To Ads On 

MLB Uniforms”http://www.sbnation.com/2012/7/20/3172776/bud-selig-comments-ads-mlb-uniforms, 

Browse date: 2014.12.2.；Business Insider,“San Francisco Giants CEO on MLB uniform ads: 'I think it 

is 

coming'”http://www.digitaljournal.com/sports/sf-giants-ceo-on-mlb-uniform-ads-i-think-it-is-coming/a

rticle/405082, Browse date: 2014.12.2. 
96

 陳志祥，林泓育暈車 照轟紅不讓，2014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18000676-260111，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97

 中信兄弟球團則區分一軍主力及非主力球員；歐建智，中職／中信一軍待遇大不同 先發球

員坐高鐵北上，2014 年 4 月 25 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425/350496.htm，最後瀏覽

日：2014 年 12 月 2 日；義大犀牛職棒隊 EDA Rhinos，義大球團全隊搭高鐵北上比賽，2013 年

6 月 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EDARhinosbaseball/photos/a.269376693188783.65455.269358846523901/

344403862352732/?type=1，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0/03/21/750399
http://www.sbnation.com/2012/7/20/3172776/bud-selig-comments-ads-mlb-uniforms
http://www.digitaljournal.com/sports/sf-giants-ceo-on-mlb-uniform-ads-i-think-it-is-coming/article/405082
http://www.digitaljournal.com/sports/sf-giants-ceo-on-mlb-uniform-ads-i-think-it-is-coming/article/40508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18000676-260111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425/350496.htm
https://www.facebook.com/EDARhinosbaseball/photos/a.269376693188783.65455.269358846523901/344403862352732/?type=1
https://www.facebook.com/EDARhinosbaseball/photos/a.269376693188783.65455.269358846523901/34440386235273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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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下來比賽表現之影響甚或運動傷害之發生不無關聯98。復觀美國職

棒大聯盟(MLB)選手透過集體協商─適用於 2012~2016 球季之團體協約

Basic Agreement 第 7 條，對於選手之交通方式、差旅費有詳盡之規定，

交通方式及費用即對「選手至春訓基地」、「賽季中移動」、「賽季結束返

家」、「契約轉讓或終止」、「選手服役入伍」分別規範，甚或嚴格限制球

團 200 英哩內之移動才能以巴士代替飛機。至於差旅費之金額，2012

年每日伙食費(含小費)為 92.5 美元，並逐年隨協約內之物價標準調整。

就此而論，美國職棒大聯盟(MLB)之規定相較於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13

條，明顯細膩且完整許多，俾利契約雙方減少履約爭議之發生，頗值吾

人參考。 

第六項 適當分配利益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4 條第 2 項：「前項照片、影片、

表演之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益均歸球團所有，球團為宣傳之目的，得以

球團認為適當之任何方法予以利用，選手不得異議，但球團因此受取金

錢利益時，應適當分配選手。本契約終止後亦同，但發行球員卡或類似

商品部分，於本契約終止滿一年後，不得再有新重製行為。」本條是選

手依第 14 條第 1 項球團之安排接受報章雜誌、廣告、電視、電影等傳

播事業之訪問、拍照、錄影等所得之成果，球團得為了宣傳目的以任何

方式利用；倘因而受取金錢利益，應適當分配部分與選手。 

然本條項「前項照片、影片、表演之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益均歸球

團所有…」容有明顯之誤會。蓋依著作權法第 10 條，著作權於著作完

成時由著作人享有，從而選手若接受球團安排而參與訪問所得之照片、

影片等，其著作權專屬於攝影之人而非選手本人，除非選手於宣傳時「自

                                                      
98

 張定恩，疲勞：職棒球員的大敵，2010 年 6 月 12 日，

http://lauchangde.pixnet.net/blog/post/25273721，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lauchangde.pixnet.net/blog/post/2527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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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之照片，該照片之著作權方屬於選手，而有以本條項明定著作權歸

屬之實益。申言之，若本條項確實是規範著作權之歸屬，撇去自拍之情

形，原則上照片或影片之著作權原始歸屬於該攝影師，基於契約相對性，

自無得透過球團與選手之契約轉而由球團取得該照片或影片之著作權。

再者，著作權又分為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依著作權法

第 21 條不得讓與，僅著作財產權得依當事人約定讓與，球團若欲取得

照片或影片之著作財產權，應當與該攝影師或其雇用人約定讓與，方能

取得著作財產權。 

至於，本條項謂「相關權益均歸球團所有」就整體文義觀，此處之

相關權益應為選手之肖像權，蓋球團欲使用選手之照片或影片用於宣傳，

與選手之肖像權密切相關。所謂「肖像權」乃基於民法第 18 條之人格

權而來，亦即個人得決定是否及如何，將自己之肖像使用、公開之權利。

從而，球團使用選手之照片或影片用於宣傳或其他目的，基於人格權之

保障應經選手同意方得為之。是以，於本條項規定之下，選手乃事前同

意球團得基於宣傳之目的利用其肖像。惟應特別釐清者，蓋肖像權乃人

格權之一種具有一身專屬性，不得轉讓及繼承；故依此而論，系爭規定

僅係選手同意球團因宣傳目的使用其肖像，而非謂選手之肖像權歸屬於

球團，亦即球團於此範圍之使用不發生侵害選手人格權之情形而已。 

另外，關於球團因而受取金錢利益時，應適當分配選手之規定，基

於契約自由原則上如是約定並無不可，且球團於各種宣傳活動中，通常

會派宣傳推廣人員陪同選手參與99，從而支出相關行政、人事成本，亦

得透過利益分配負擔。惟分配予選手之比例或標準，系爭契約中宜具體

表明，避免另生爭議。 

                                                      
99

 黃麗華，保護資產 別讓球星跑活動落單，聯合晚報，2014 年 1 月 3 日，

http://mag.udn.com/mag/sports/storypage.jsp?f_ART_ID=492908，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mag.udn.com/mag/sports/storypage.jsp?f_ART_ID=492908


 

55 
 

第七項 擔保讓與待遇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8 條：「球團得將其因本契約所生

之權利讓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之其他球團會員，義務同時由該受讓之球

團承擔。受讓球團就受讓選手後選手相關報酬等待遇於讓渡之年度內不

得為不利選手之改變。」本條係規範受讓球團之義務，而受讓球團並非

契約之一造，故基於債之相對性，原不發生拘束受讓球團之法效，惟聯

盟透過聯盟規章中「選手交易辦法」及「選手合約讓渡辦法」作為橋樑

使規範效力及於受讓球團。此外，本條所涉為契約之讓與，包含債權讓

與及債務承擔兩部分，依一般契約轉讓之規定應符合民法第 297 條與第

301 條以下之方式，然系爭契約性質上屬於僱傭契約，基於勞務給付之

專屬性，尚應符合民法第 484 條方為適法。惟本契約第 18 條後段規定

「受讓球團就受讓選手後選手相關報酬等待遇於讓渡之年度內不得為

不利選手之改變。」且有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19 章選手交易辦法之

規定，另涉及到契約移轉變更，本文於第 5 章第 1 節第 1 項下詳述在此

不贅。 

第八項 安排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0 條：「球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選手得提前終止本契約：…二、無正當理由連續長期間未安排乙方參加

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亦即球團有安排球團參與訓練、比賽或參加

活動之義務。主要的爭議常出現在教練長期未安排選手上場比賽，也就

是運動界俗稱「冷凍」或「被冰」。對於選手而言，加入職棒球隊除了

報酬外，就是求取表現的舞台、希望被看見，所以自不希望長期坐冷板

凳；且實質上長期坐板凳，久未比賽可能影響選手球感，而使選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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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比賽之強度，或妨礙選手個人生涯紀錄之突破。更有甚者，選手若

以擊出安打、投出三振數或出賽數作為獲取激勵獎金之停止條件，教練

或球團倘刻意讓選手無法上場比賽，恐有阻礙條件成就之疑慮。 

據此，系爭契約有「無正當理由連續長期間未安排乙方(選手)參加

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得提前終止契約之明文，但以職棒 25 年─2014

年為例，每隊共進行 120 場例行賽，系爭契約所謂「長期間」未安排比

賽，究竟係多長，實則無明確之標準。以先發投手而言，以投 1 休 4

的輪值安排而論，可能休 6 天才跳過一次輪值，但對於野手來說，連續

5 天沒上場比賽，確實就是紮實地坐五天板凳。故以日本職棒 2014 年

版之統一契約書為例，統一契約書規定第 25 條第 2 款球團無正當理由

而使選手連續 6 場以上比賽未出場，選手得以之為由解除契約，可知日

本職棒統一契約書較中華職棒之選手契約更為具體。 

第九項 發給離隊同意書 

由於我國職棒實務上，球團間有潛規則謂100：離隊之選手倘未取得

原球團之離隊同意書，其他球團不得與之締約101，而確實有球團不發給

選手離隊同意書102，此一潛規則明顯侵害選手之工作權及妨礙公平交易

之虞。 

續此，發給離隊同意書之義務並非中華職棒選手契約所明文，乃透

過民法第 148 條誠實信用原則所生，蓋勞動關係終了後，雇主仍負有部

分義務，如發給服務證明書之義務103，參照勞動基準法第 19 條「勞動

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

                                                      
100

 參閱黃敏展，職業棒球選手契約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玄奘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5，2010 年 7 月。 
101

 黃照敦，蛇 就等離隊證明書，2004 年 12 月 2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ports/paper/15299/print，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17 日。 
102

 方正東，牛與施昭同解約 不發離隊同意書，民生報，2005 年 5 月 26 日，B2 版。 
103

 參閱劉士豪，勞動契約的主要義務與附隨義務之研究，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5 期，頁 114，

2005 年 12 月。 

http://news.ltn.com.tw/news/sports/paper/15299/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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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即明。當系爭契約終止時，選手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應包括服

務期間、離隊日期等，球團與其代理人依勞動基準法第 9 條之法理不得

拒絕發給；且勞動基準法第 9 條條規定之契約之終止不限於球團主動釋

出之選手，即便由選手提出離隊或退休之請求，亦應發給離隊同意書。

至於，個別選手是否適用任意引退之規定則屬二事，應分別討論。 

  

 第二節 選手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 

第一項 擔保特殊技能、身心狀態並充分發揮於比賽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 條「選手應以其身為職棒選手之

特殊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訓練暨依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

聯盟之安排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聽從球團代表、教練之指揮監督為

球團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為此目的而由球團隊選手要約締

結契約，而由選手對該要約為承諾。」故球團與選手締結本契約之目

的而論，選手之主要給付義務是在球團代表及教練指揮監督下，進行

訓練及參加比賽。復依第 9 條：「選手應表明及擔保其未帶有妨礙棒球

活動之肉體方面或精神方面之缺陷，並應依球團之要求提供健康檢查

證明，必要時並應依至球團指定醫院作健康檢查。」第 10 條「選手應

表明及擔保其具有作為一個職業棒球選手之特殊技能，選手並明瞭其

為球團之重要資產。因本契約與其特殊技能相關連，故選手無故廢棄

本契約將造成球團莫大之傷害，除球團得請求選手履約外，球團亦得

不請求選手履約，而請求選手對於球團負擔損害賠償義務，該項損害

賠償預定為簽約金之三倍。」以及第 21 條第 2 款「球團在下列情形之

一時，得提前終止本契約，選手除應退還已收取未到期之報酬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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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簽約金加二倍退還球團：…二、選手故意不充分發揮其身為球團

一員之技術能力者；…」吾人可知選手有擔保其具有足敷參與職棒比

賽技能之義務，依照民法第 485 條若無此特殊技能，球團可終止契約，

惟此一特殊技能是擔保技能，例如：打擊技巧、投球技術、跑壘能力

等，非指選手須擔保能以特殊技能達成一定成果之謂，以避免特殊技

能之擔保，反而違背僱傭契約之本旨。再者，就選手故意不發揮其技

術能力之終止事由以言，除了從客觀上之能力與身心狀況判斷外，選

手主觀上亦應符合「能為而不為」、「可以作而無意願」之情形，方具

有不發揮其球技之「故意」104。 

 此外，選手有依球團之要求提供健康檢查報告之義務，或於必要時

至球團指定的醫院作健康檢查，以此作為選手足堪訓練或比賽之佐證，

亦使雙方簽約前得以選手現實身心狀況加以評估，此亦與日本職棒統

一契約書第 12 條選手須承諾提出健康診斷書類同。另以 2014 年初李

國生選手為例，桃猿隊原以簽約金 190 萬，月薪 6 萬簽下該選手，惟

其體檢發現右肩關節唇第二級撕裂須開刀治療，桃猿隊改提供簽約金

50 萬元、每月生活津貼 3.8 萬元的新約，並預計於 2015 年復健完成並

通過體檢後，月薪 6 萬元並附帶 200 萬元之激勵獎金加入球隊105。 

 而未健檢之例子，則有林恩宇選手與兄弟球團，在球團無要求體檢

報告與接受體檢，履約過程中對於選手受傷開刀之事，產生嚴重之歧

異，球團認為林恩宇有隱匿既有傷勢之情形，而逕自將林恩宇之月薪

減半，而導致欠薪 300 萬之爭議106107。此即球團未確實要求選手提出

健檢報告或要求至特約醫院健檢所導致之糾紛，倘能確實落實健檢報

                                                      
104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8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勞上易字第 27 號判決。 
105

 王婉玲，〈CPBL〉李國生體檢未過 桃猿改簽新約，2014 年 1 月 8 日，

http://www.tsna.com.tw/index.php?q=node/48770，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106

 體育中心／綜合報導，林恩宇討 300 萬薪 洪瑞河：沒開除他就不錯了還要錢，2014 年 1 月

9 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109/314786.htm，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107

 體育中心／綜合報導，中職／林恩宇醫藥費都兄弟負擔？ 小雞反駁：我出的，2014 年 1 月

10 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110/314948.htm，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tsna.com.tw/index.php?q=node/48770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109/314786.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110/3149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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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之內容及方式，並配合特定醫院或醫師之健康檢查，即不容易

發生選手受傷究竟是在簽約前後之爭執。附帶一論，健康檢查報告之

內容屬個人之隱私，在職業球場上更是選手個人與球團間之重要磋商

籌碼，故各選手之健康情形或身體條件不得毫無限制之公開。是以，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團體協約Basic Agreement第 13條G即有明確規範，

球團獲得選手之體檢報告或球隊防護員之報告得揭露之對象及範圍均

有具體之限制，以維護其商業利益及避免過度侵害選手之隱私。此規

範為中華職棒大聯盟所無，亦值得參考。 

 至於，是否充分發揮事實上除了選手自白自己未盡力之外，實務上

非常難以藉由客觀表現或數據去衡量，以 2009 年被查獲之假球為例，

打假球之選手客觀上亦未有嚴重偏差、失常之表現，只有在關鍵時刻

才刻意放水，但外觀上可能只是控球不穩或被三振。據此，實務上認

定確有其困難，所以在系爭契約第 21 條第 2 款之適用，通常要爆發假

球事件而選手遭起訴，球團方有依約終止並求償之作為。 

第二項 聽從球團代表、教練指揮監督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 條：「選手應…聽從球團代表、

教練之指揮監督為球團提供服務，此為本契約之目的…」本條主要來

自於球賽之勝負雖與個人表現有關，但所有戰術或調度之總指揮為總

教練，為避免選手不聽從教練之指揮調度爰有本條之規定，然嚴格而

言本條並非獨立之義務，細繹其文義係指選手提供服務時，應依球團

代表及教練之指揮監督，亦即在表達完整提供服務之標準，並非一單

獨之給付義務。故倘選手之服務未依球團代表或教練指揮提供時，充

其量為是否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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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參與球團指定之活動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 條：「選手應以其身為職棒選手

之特殊技能並竭盡所能依球團之安排接受訓練暨依球團及中華職業棒

球聯盟之安排參加比賽及參與活動…」選手雖然主要是參與球團之練

習及比賽，但由於球隊上之明星選手通常具有高人氣，球團常藉此選

手參與代言或公益活動108，甚至是母企業之品牌行銷109110，由此契約

條款而言，球團原則上毋庸另行給付報酬予選手，惟參與活動之範圍

為何，若擴及到球團以外之各種產品代言或行銷，是否仍無庸另給報

酬，即為爭議之所在。從而，本文認為基於契約自由，雙方之合意固

應加以尊重，然本文認為言明參與活動之範圍對於選手之保障更為周

全，再者就欲找選手代言廠商之角度，亦比較清楚選手與球團之間之

內部關係。 

第四項 穿著指定制服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2 條：「球團應提供選手必要之棒

球制服，選手應按提供之狀態穿著，不得修改，並不得穿著或配帶任

何非球團指定之物件於制服上。上開球團提供之制服包括球鞋及所有

配在球衣上之號碼、背章、標誌等。」前半段乃球團提供選手制服之

義務已如本章第 1 節第 4 項所述。而中段以後則是選手有按球團提供

之狀態穿著之義務，否則依照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5 章第 9 條「比

                                                      
108

 中華職棒官網新聞，馮勝賢義賣助早產兒 麻吉王建民共襄盛舉，2006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cpbl.com.tw/info/newspage.aspx?a=3743，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109

 楊逸民，統一榮譽店長 武神訪老家門市，2014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40519/35839455/，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110

 體育中心／綜合報導，中華職棒／統一獅明星球員時尚秀 4 日阪急百貨相見歡，2012 年 3

月 2 日，http://news.cts.com.tw/nownews/sports/201203/201203020948532.html，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cpbl.com.tw/info/newspage.aspx?a=374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40519/35839455/
http://news.cts.com.tw/nownews/sports/201203/201203020948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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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時，為穿著規定服裝(含背號、姓名及球鞋)出賽，處該人員罰款一萬

元。」以及第 9 章第 20 條「任何人員進入比賽場中即應穿著代表球團

之服裝(如練習時可著練習服、比賽時應著球服)…球員比賽所穿之釘鞋，

顏色須一致(品牌不拘)，新註冊球員得於正式註冊日起十五天內，完成

本規定──違反者處罰款一萬元(但得上場比賽)」處 1 萬元之罰款。亦

即選手須穿著正確之制服上場比賽，包括球衣之姓名、背號、正確版

本，由於球團每年都會推出新球衣，球員必須著該年度之球衣上場比

賽，若穿錯球衣也會遭到罰款111。 

第五項 配合宣傳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選手願依球團之宣

傳安排接受報章雜誌、廣告、電視、電影等各項大眾傳播事業之訪問、

拍照，參與錄影或影片拍攝。」而日本職棒統一契約書第 16 條第 1 項

亦有相同之規定，蓋選手有其知名度透過球場比賽之表現與媒體上之

宣傳相輔相成，從而球團安排選手接受各種媒體之訪問拍照，一方面

延續選手之曝光度，另方面則是提升球團或職業棒球之人氣。故而依

系爭契約選手有配合球團宣傳活動之義務。 

第六項 限制公開活動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5 條：「非經球團事前同意，選手

不得在公共場所表演或在報章雜誌發表關於棒球運動之文章，參加廣

播、電視、錄影、錄音、電影或影片拍攝、拍照、商品服務之廣告活

動等。」本條分成兩部分，首先是非經球團事前同意，不得在公共場

                                                      
111

 王覺一，獅 9 奪季冠軍 潘威倫跨季 20 連勝，2008 年 6 月 9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080609/30634733/，最後瀏覽日：2014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080609/3063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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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演或在報章雜誌發表關於棒球運動之文章，本文認為此規定限制

範圍過於寬泛，公共場所之表演有許多不同形式及內容，例如：利用

休假期間於社區公園參與里民活動高歌一曲，殊難想像有何限制之必

要，可見本條公共場所之表演限制，應在與球團之利害相關時，方須

依契約事前取得球團之同意始得為之。而關於報章雜誌上發表棒球運

動文章須經球團同意，主要著眼於球團之經營秘密保障及聲譽之維護，

蓋勞工有不得傷害企業聲譽之義務112，故同理選手亦不得傷害球團之

聲譽，然而選手若僅係單純評論國外棒球運動或純粹技術面之討論，

有何不得發表之考量？本條款是屬對選手言論自由之限制，本文認為

應具體的表明限制之範圍及理由，而非概括地規定，反而易引起紛爭。 

 其次，後半段是「經球團事前同意方得參加廣播、電視、錄影、錄

音、電影或影片拍攝、拍照、商品服務之廣告活動等。」此部分則是

配合上開選手公開宣傳，避免選手於其他廣告過度曝光，進而排擠原

有球團之宣傳，故就此而言，選手參與其他廣告活動由球團事前同意

參加，自有其本於契約之目的。 

第七項 限制另行締約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6 條：「選手不得與球團之外任何

人或團體簽訂類似契約；除經球團同意或依球團之安排外，亦不得參

加球團以外其他任何人或團體之任何棒球比賽或其他任何體育競賽。」

本條文義非常模糊，何謂「選手不得與球團之外任何人或團體簽訂類

似契約」選手基於其自由之意思表示，本得與任何人簽訂契約，例如：

買賣契約、租賃契約等，乍看之下會誤以為對選手之各項契約之簽訂

皆須由球團同意。惟吾人可就本條後段推知，前段所謂之類似契約是

                                                      
112

 劉士豪，同註 103，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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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與職棒選手契約類似，以及選手參與棒球比賽或其他體育競賽為目

的之契約。換言之，解釋上本條應屬於選手於系爭契約有效期間之競

業禁止及兼業禁止之規定，一方面避免選手洩漏球團之秘密或利害衝

突而不得另行簽訂類似契約，另方面限制選手參與其他棒球比賽及體

育競賽，防止選手兼差之活動損害體力或累積疲勞，進而影響系爭契

約履行之表現。 

第八項 迴避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7 條：「選手表明並擔保與球團以

外之任何球團均無持股關係或其他財產上、金錢上之利害關係，選手

承諾在本契約有效期間絕不與球團以外任何球隊發生財產上、金錢上

之利害關係。(第 1 項)選手不得期約或收受他人不正利益，或與他人有

財產上、金錢上之不正往來。(第 2 項)選手之配偶或二等以內之血親或

姻親有本條禁止之行為者，以選手違反本條契約定論，但選手能證明

確與其無關者，不在此限。(第 3 項)」本條乃是避免選手因利益衝突產

生違反忠實義務之情形，就第 1 項而言，是指選手與其他球團之間無

持股或其他財產上之利害關係，以避免選手在比賽時有不盡力發揮之

動機；其次第 2 項，是針對選手與其他人間之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之

行為，但所謂期約、收受並非漫無邊際，刑法上強調之對價關係，對

職棒選手而言，應解為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以交換選手在比賽場上

不盡力發揮球技之對價，於此範圍方為本契約禁止之行為。倘如本契

約目前寬泛之文義，恐有過度限制選手個人財產權之虞。 

第九項 接受轉讓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18 條：「球團得將其因本契約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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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讓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之其他球團會員，義務同時由該受讓之

球團承擔。受讓球團就受讓選手後選手相關報酬等待遇於讓渡之年度

內不得為不利選手之改變。」本條後半段為受讓球團之擔保義務，於

前節已述。而前段關於契約承擔分成兩部分：債權讓與似依民法第 297

條通知債務人即生轉讓之效，然本契約屬於僱傭契約，故若僅通知債

務人仍不得讓與，尚需符合民法第 484 條得受僱人同意方得將債權讓

與，從而方有本約款選手接受轉讓事前同意之明文。換言之，球團通

知選手有交易之事實或要求選手向新球團報到即生契約轉讓之效乃因

本約款之緣故。另外，債務承擔由於債務人之履約能力差異，故債務

承擔應依民法第 301 條113由債權人承認方生效力，據此，就報酬受領

關係而言，球團為債務人，球團將債務轉由新球團承擔時亦應得選手

之承認方生效力。是以，本約款明文之目的有二，使選手以契約事前

允許之方式，取代民法第 301 條及 484 條。然而，系爭約款涉及契約

承擔之效力，是否適宜由契約概括事前同意頗值深究，本文於第 5 章

第 1 節第 1 項一併討論。 

第十項 遵守球團及聯盟之規定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1 條第 1 款：「球團在下列情形之

一時，得提前終止本契約，選手除應退還已收取未到期之報酬外，並

應將簽約金加二倍退還球團：一、選手違反本契約、球團規定、中華

職業棒球聯盟規定者…」亦即選手除遵照本契約履行外，尚須按球團

規定與中華職棒聯盟規定行之，然不論是球團規定或中華職棒聯盟規

章，皆非選手得參與討論或決定，蓋此部分若由選手概括事前允許，

嗣後若得由球團或聯盟片面變更，其合意範圍恐有值得討論之處，本

                                                      
113

 民法第 301 條：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者，非經債權人承認，對於債權人不生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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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第 5 章第 1 節第 2 項另論之。 

第十一項 禁止不正行為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1 條第 3 款：「球團在下列情形之

一時，得提前終止本契約，選手除應退還已收取未到期之報酬外，並

應將簽約金加二倍退還球團：…三、犯罪、重大違紀、賭博、鬥毆、

酗酒或其他影響職業棒球健康形象之不正行為者。」本條款係為避免

選手應上開不正行為影響職棒之健康形象，使球團對此有終止契約及

違約金之處罰。學理上又稱為企業外行為義務114，蓋選手在工作時間

以外之行為屬於其人格權保障之範疇，原則上球團並無干涉之權，除

非能證明選手所為之特定行為，對於球團之聲譽或職棒之形象之損害

有直接關聯，否則非屬本條款之所欲規範之行為。換言之，本條款對

於選手企業外行為義務應從嚴解釋，限縮至與損害球團聲譽或職棒形

象有直接關聯者方屬之，球團不得任意以選手所為屬影響職業棒球健

康形象之不正行為，而請求違約金或終止契約。 

    此外，細繹上開事由如重大違紀、賭博、鬥毆、酗酒等行為皆有

選手之行為故意而為，然「犯罪」包含故意犯罪及過失犯罪，若基於

故意犯罪有影響職棒之健康形象，畢竟選手為兒童、青少年之榜樣115固

可理解，然倘僅係過失觸法，例如：駕車不慎致人受傷，是否已達影

響職棒健康形象之程度不無疑義，從而本文認為關於犯罪之認定應更

為具體或限縮至故意行為較為妥適，以避免企業外行為義務無限擴

張。 

                                                      
114

 劉士豪，同註 103，頁 86。 
115

 職棒選手契約第 3 條：選手認知：就中華民國言，職業棒球比賽為最重要之家庭成員共同休

閒活動之一，職棒選手常為兒童、少年、青少年之模仿對象，因此，職業棒球運動必須是清新健

康沒有污點的正面運動。選手為履行自己所擔負之上述重大社會責任，選手除在工作崗位上勤勉

誠實，保持最良好之健康狀況，遵守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各項規定外，在個人行動上、光明

正大之比賽上及運動精神上均應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之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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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項 接受契約更新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2 條：「球團希望與選手締結下一

年度之選手契約時，得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選手更新契約之表示，

本契約即更新之。…」亦即球團契約到期前得向選手為更新之意思表

示即使契約之效力延續，而此一接受契約更新之義務，乃著眼於選手

培養之不易，若得每年由各球團出價競爭，必然使最初培養選手之球

團耗費許多成本後，仍不敵各球團間之競價而流失技術成熟之選手，

惡性循環之下，各球團即不願花費於年輕選手之訓練培養，而只欲以

高價挖腳他隊已有傑出表現之選手，對於各球團看板球星之培養及職

棒整體健全甚為不利。是以，除選手行使成為自由球員或任意引退之

外，選手有依本條接受更新之義務。 

第十三項 交還制服及財務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3 條：「本契約終止時，選手應將

其所持有球團之制服及其他財物交還球團。」本條是假設契約可不斷

更新之情形下，故僅規定終止時選手應負返還義務；然目前契約關係

之有讓與、自由球員轉隊等型態可造成原契約關係之更易，從而選手

交還制服或其他財務之義務，應擴及上開契約關係更易之樣態，方為

完整妥適。 

第十四項 保密義務 

 根據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第 26 條：「選手應保守選手加入球團

為選手所悉球團之秘密，不得洩漏；並不得有礙球團聲譽之言行，本

契約終止後亦同。」本條源自於誠實信用原則，亦即選手除參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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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之外，基於對於契約相對人之保護義務，避免球團固有權利遭受

損害，故選手有保守加入球團所悉秘密之義務。 

 至於，保密義務之範圍，學說116有提出德國法院之判準包括：(1)

與事業經營有關、(2)只有特定人得知悉、(3)非公開之事實、(4)依雇主

明示或可得而知之意思，不願意公開之事實、(5)該事實保持秘密性對

於事業之經營有經濟上之利益。據此，球團可能保有球隊營運或比賽

之秘密，然就選手層級接觸到的秘密，有球隊戰術暗號117、防守布陣、

情蒐資訊、賽前分析影帶、體能訓練之菜單及教練之人員調度等，因

為牽涉到比賽之勝負可認為具有經濟上之利益，故就此選手應有保密

義務。反之，如選手球衣尺寸、選手自己之報酬數額或球隊宿舍之內

部裝潢等，雖有其秘密性，但該事實之保密對於事業之經營並無經濟

上之利益，從而球團倘欲要求選手就各該特定事項保密，應當另行約

定。 

  

 第三節 分析與小結 

    闡述各項義務後，為便利探討各義務違反所可能產生之法律效果，

吾人應確立上開義務之性質。由於民法債之關係乃植基於給付義務而

開展，學理上區分為118：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以及附隨義務119。

所謂主給付義務係指契約上固有、必備，並用以決定契約類型之基本

義務。例如：買賣契約下，出賣人負有交付並移轉所有權之義務，而

買受人則負有支付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此即為買賣契約之主給

                                                      
116

 劉士豪，同註 103，頁 80。 
117

 黃敏展，同註 100，頁 68-72。 
118

 王澤鑑，同註 15，頁 42-44。 
119

 又有學者稱從給付義務為獨立之附隨義務，以區別不能獨立起訴之「附隨義務」，參閱黃茂榮，

債編總論(第一冊)，頁 110-111，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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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義務120。從而就勞動契約121以觀，受僱人提供勞動力及僱傭人給付

報酬，即為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一旦確立主給付義務後，其餘義

務皆在於輔助主給付義務，確保債權人之利益獲得最大之滿足或保障

其固有之人身及財產上利益，惟就是否得獨立以訴訟請求，作為判斷

標準又區分122：從給付義務與附隨義務。據此，本文分析各項義務如

下。 

第一項 球團契約上應履行義務部分 

    蓋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為一勞動契約，依據本契約第 4 條規定服務

報酬包含月薪及簽約金，即為球團之主給付義務。而主給付義務以外，

吾人當就該義務是否得獨立以訴訟請求，區分為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

務。 

    球團須給付選手之治療費、外地比賽之交通食宿費、適當宣傳利

益之分配及提供制服，性質上得以訴訟獨立請求，且使選手在系爭契

約履行下獲得最大之滿足，故屬於從給付義務。而替投保選手投保之

義務，其性質為對勞工生命、身體與健康之保護，實務上123認為不得

單獨請求僅得於違反時請求損害賠償，而屬於附隨義務。至於，安排

訓練及比賽牽涉學理上124所謂就勞請求權或稱安置職務義務之爭議，

得否以訴獨立請求，實務與學說上仍有爭議，但就中華職棒選手契約

第 20 條第 2 款125觀之，球團長期無正當理由不安排選手比賽，得作為

                                                      
120

 王澤鑑，同註 15，頁 39。 
121

 參考勞動契約法第 1 條「稱勞動契約者，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

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作為法理。 
122

 王澤鑑，同註 15，頁 44。 
123

 台灣高等法院89年度勞上字第32號判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北勞簡字第50號判決、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勞簡上字第 29 號判決。 
124

 劉士豪，同註 103，頁 104。 
125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0 條：球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選手得提前終止本契約： 

一、遲延給付選手之報酬達十四日以上者； 

二、無正當理由連續長期間未安排乙方參加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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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終止契約之事由，且職業棒球選手之職業技術水準乃憑藉著持續

之訓練及比賽方得以維持，若球團無正當理由長期讓選手無法參與比

賽，選手恐有無法負荷比賽強度之疑慮，故鑑於職業棒球之特殊性，

本文認為於系爭契約下選手在無正當理由長期未得出賽之情形下，具

有就勞請求權而得以訴獨立請求。 

第二項 選手契約上應履行義務部分 

    而選手之義務方面，依照本契約之意旨，參與訓練及比賽應為選

手之主給付義務。而主給付義務以外，其餘義務則就是否得獨立以訴

訟請求及各該性質，區分為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 

    性質上用以輔助選手訓練及比賽之義務履行及系爭契約之最大利

益者，有穿著指定制服、參與指定活動及宣傳126、技能擔保義務下配

合健檢或提供健檢報告、接受讓與或契約更新，而得以獨立之訴訟請

求，故屬於從給付義務。至於，保密義務、迴避義務、限制公開活動

及另行締約、不正行為之禁止義務，主要衍生之誠實信用原則並著眼

於球團固有權益之維護，且無法以訴單獨主張，故屬於附隨義務。 

  

                                                      
126

 配合參與指定活動及宣傳有助於比賽票房及球團之形象，間接提升本契約履行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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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職業運動生涯障礙：選手違約行為與爭議處理 

 第一節 法律效果 

第一項 給付遲延 

    第一款 概述 

    所謂給付遲延是指債務已屆清償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未為履行而仍給付可能者。若給付無確定期限者，經債權人催告而

未為給付，負遲延責任127128。給付遲延之舉證責任方面，給付有確

定期限者，債權人僅須舉證債務人屆期未清償即可，而由債務人證

明遲延不可歸責方得免責129。倘無確定期限者，債權人須證明經催

告而仍不履行。 

    至於，遲延責任規定在民法第 231 條到第 233 條，第 231 條第 1

項對於債務人之遲延負賠償加以規定：「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

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而第 232 條則是：「遲延後之給付，

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

而生之損害。」亦即倘遲延之給付對於債權人已無利益，得請求因

不履行而生之損害賠償並拒絕債務人給付；另第 233 條：「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對於利息，無須支付遲

延利息。前二項情形，債權人證明有其他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127

 參閱陳自強，契約責任歸責事由之再構成─契約法之現代化 I，頁 120，2012 年 12 月。 
128

 部分學者尚有「債務人對此遲延未履行之請求全無抗辯權」之要件，參閱黃立。民法債編總

論，頁 478-481，2006 年 11 月。 
129

 最高法院 21 年上字第 1956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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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 1 項則規定若屬金錢之債，債權人得請遲延之利息，利息以

外依本條第 3 項尚可請求其他損害賠償。 

    另外，當損害賠償之責任產生後，民法第 213 條以下規定損害

賠償之方法，而民法第 216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一般範圍，以及民法

第 216 條之 1 損益相抵於法皆有明文，應作為損害賠償之原則規定。 

    第二款 系爭契約可能違約之情形 

    第一目 球團之給付遲延 

    關於球團之給付義務遲延，本文將分成兩類討論，以金錢為給

付標的與非以金錢為給付標的。本契約以金錢為給付標的者，有選

手服務報酬、提供勞務受傷之治療費、外地比賽食宿費、參與活動

利益分配等，由於各該給付均以金錢為標的，依實務130及學說131見

解，均無給付不能之情形，是以若可歸責於債務人，逾清償期仍未

給付，債務人即應負擔給付遲延之責。就僱傭契約之報酬而言，民

法第 486 條132應約定之期限給付，若無約定依習慣，若無習慣則依

民法 486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從而如以選手之報酬為例，倘依球團

之習慣為每月五日發放報酬，則若遲於五日發放即負擔遲延責任，

選手得依民法第 233 條第 1 項請求支付遲延利息，而若報酬給付遲

延達十四日以上，選手將得依契約133行使契約終止權。惟實務上選

手並不會選擇終止契約，否則後續之薪水皆無著落，且契約終止後

亦無法與其他球團簽約134。此外，給付遲延若發生在選手之治療費

                                                      
130

 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3180 號、37 年上字第 7140 號判例。 
131

 參閱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頁 37，2014 年 2 月。 
132

 民法第 486 條：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者，依左

列之規定：一、報酬分期計算者，應於每期屆滿時給付之。二、報酬非分期計算者，應於勞務完

畢時給付之。 
133

 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0 條：「球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選手得提前終止本契約：一、遲延給

付選手之報酬達十四日以上者…」。 
134

 此部分涉及契約終止，留待第 5 章第 2 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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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地比賽費用時，除遲延利息外，若有與之相關之違約金或滯納

金亦能依民法第 233 條第 3 項請求賠償。 

    至於，非以金錢為給付標的者，則有為選手提供制服以及安排

訓練及比賽，首先要確認給付是否有確定期限以及是否陷入逾期，

以制服提供為例，球團應提供選手制服，其給付之期限應於選手參

加比賽前給付，倘無法如期給付，依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5 章第

9 條：「比賽時，為穿著規定服裝(含背號、姓名及球鞋)出賽，處該

人員罰款一萬元。」及第 9 章第 20 條：「任何人員進入比賽場中即

應穿著代表球團之服裝(如練習時可著練習服、比賽時應著球服)…球

員比賽所穿之釘鞋，顏色須一致(品牌不拘)，新註冊球員得於正式註

冊日起十五天內，完成本規定──違反者處罰款一萬元(但得上場比

賽)」選手上場比賽不受限制，然仍須遭處罰 1 萬元之罰款，雖說提

供制服並非球團之主給付義務，且無正確球衣之選手仍能上場比賽，

然球團依契約仍有協力之義務。據此，若於比賽時因可歸責於球團

之事由而未提供合於規定之制服，仍為給付可能時，球團即負遲延

之責，選手依民法第 231 條第 1 項及民法第 216 條得請求損害賠償，

賠償範圍則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該 1 萬

元之罰款應屬所受損害，從而 1萬元之罰款選手得向球團請求賠償。 

    此外，若是球團安排訓練或出賽，由於此一義務並無特定給付

之期限，是以選手在球季開始若認為球團怠於履行則可催告，倘仍

不安排，球團方陷入給付遲延，然由於選手未出賽之損害難以名狀，

充其量在附有激勵獎金之契約中，長期無法出賽的確可能妨礙激勵

獎金設定條件之達成，例如：以出賽數作為激勵獎金之條件，則未

安排出賽遲延之損害賠償，可能包含無法取得之激勵獎金。惟通常

情形下無相關約定時，損害難以具體化，故而有本契約第 20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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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球團無正當理由連續長期間未安排選手參加訓練、比賽或其他活

動，選手得提前終止本契約之規定。亦即當球團無正當理由而連續

長期未安排出賽，則此一遲延已屬重大而構成契約終止之事由。 

    第二目 選手之給付遲延 

    選手之給付義務有參加比賽訓練、於比賽中充分發揮球技、參

與球團指定活動、穿著指定制服、配合宣傳、交還制服及財物等，

然而給付遲延之責任可能發生於參加訓練比賽、參與活動及宣傳等

義務履行之過程，例如：選手練球遲到，屬於選手參與訓練之給付

遲延，仍得補正但由於已逾約定之給付期限，即負擔給付遲延之責。

而給付遲延因就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損失利益予以賠償，此為民法第

231 條第 1 項、民法第 216 條所明文。然選手訓練遲到或參與活動遲

到，其損害抽象且因果關係不易證明，故球團對此多以球隊管理規

則訂出罰款作為遲延之損害賠償。以兄弟象之球隊管理規則第 9 條

為例：「練球遲到，但趕上球隊大巴士出發者，罰款一千元；遲到但

自行趕到球場者，罰款三千元；練球未到者，罰款三日所得。」可

知參與訓練之給付義務應從上球隊大巴士前之集合起算，方為遵期

給付，其後若未趕上集合已屬遲延，未趕上大巴士則屬較嚴重之遲

延，倘未參加練球則屬於最嚴重之遲延，故處罰遞增至三日之工資。

易言之，球團利用工作規則將契約給付之遲延責任與法律效果具體

化，以避免損害證明之難。 

第二項 給付不能 

    第一款 概述 

     所謂給付不能，依實務見解135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

                                                      
135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4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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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亦即債務人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

付之意。至給付困難，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

瑕疵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如給付並非不能，僅給付之

內容不符債務本旨，則屬不完全給付，而非給付不能。如約定給付

代替物，而非特定物，依社會觀念，亦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而學

說136上給付不能則係指債務人依誠信原則或按交易習慣已為準備給

付之努力，尚不能依債務之本旨履行債務之狀態。因此，學理上給

付不能之可區分為137：物理上不能138、法律上不能139、經濟上不能140

等。 

    續此，關於給付不能之法律效果，可大別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

可歸責於債務人兩類。首先，不可歸責於債務人致給付不能者，依

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且債權人依民法第 266 條

亦無庸為對待給付；然若債務人對第三人基於該給付不能之事有損

害賠償請求權或受領賠償物，債權人得選擇依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

請求債務人讓與請求權或賠償物以代原給付，故學理上又稱為代償

請求權141。換言之，倘債權人選擇向債務人請求讓與賠償請求權，

債權人仍應如同未發生給付不能一般，負擔對待給付之履行142。 

    其次，可歸責於債務人致給付不能者，則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26

條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而系爭賠償之性質依債權人是否依民法

第 260 條解除契約而定，若未解除契約則應為履行利益之賠償，使

                                                      
136

 參閱黃茂榮，債法總論(第二冊增訂版)，頁 205，2004 年 7 月。 
137

 黃立，同註 128，頁 455-456。 
138

 應給付之物已滅失，例如：購買土地，給付前該地因洪水沖刷滅失。 
139

 給付標的受法律限制而無法給付，例如：購買建地建築，給付前遭公告禁建。 
140

 經濟上之障礙，已非憑藉可期待之資源所能負擔給付者，例如：買賣戒指，給付前戒指掉入

大海。 
141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同註 131，頁 57。 
142

 黃茂榮，同註 136，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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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回復到債務正當履行時之法律地位143；倘已解除契約則債權

人得免為對待，且可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144。另學理上145146有

認為除得請求損害賠償外，或可選擇類推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行使

代償請求權，使債務人讓與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147。 

    第二款 系爭契約之情形 

    第一目 球團之給付不能 

    關於球團之給付不能，本文仍分成兩類討論，以金錢為給付標

的與非以金錢為給付標的。本契約以金錢為給付標的者，有選手服

務報酬、提供勞務受傷之治療費、外地比賽食宿費、參與活動利益

分配等，由於各該給付均以金錢為標的，依實務見解148皆為給付可

能，縱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亦然149。是以，球團有關選手服務報酬、

提供勞務受傷之治療費、外地比賽食宿費、參與活動利益分配等，

應無給付不能之情形，至多屆給付期限未給付，有構成給付遲延之

可能。 

    至於非以金錢為給付標的者，有為選手提供制服以及安排訓練

及比賽，無論何者縱有未按時給付，仍屬給付可能，充其量僅負遲

延之責。是以就球團而言，於本契約之各給付義務原則上皆無給付

不能之情形。 

    第二目 選手之給付不能 

    而選手之給付義務有參與訓練與比賽、參與球團指定活動、穿

                                                      
143

 黃立，同註 128，頁 463。 
144

 黃茂榮，同註 136128，頁 225。 
145

 黃立，同註 128，頁 464。 
146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同註 131，頁 61。 
147

 於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情形，債權人得主張讓與請求權，從而在可歸責於債務人之

情形下，更無限於僅能請求賠償損害之理。 
148

 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3180 號、37 年上字第 7140 號判例。 
149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96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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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指定制服、配合宣傳、交還制服及財務等，而參加比賽訓練、參

與活動、穿著指定制服、配合宣傳，縱未於確定給付期限內給付仍

可補正，尚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然而契約終止後之制服及財務交

還則可能生給付不能之問題，例如：選手與球團終止契約後，制服

或球具因可歸責於選手之事由而滅失。契約既曰「返還」選手之制

服或球具，表示制服與球衣已經特定，故有給付不能之情形。從而，

若因可歸責於選手之事由導致無法返還制服或球具，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球團得請求損害賠償。而損害賠償依民法第 213 條回復原

狀為原則，但若制服或球具已滅失蓋無可能回復，從而依民法第 215

條之規定選手應當以金錢賠償球團之損害。 

第三項 不完全給付 

第一款 概述 

   所謂不完全給付150指履行在時間上正確，其給付亦為可能，而債

務人之給付並非依債務關係之內容，斟酌誠信原則所應得者，該給

付就債權人而言，價值有減損或全無價值。或有論者謂151，指債務

人雖為給付，但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未符債務本旨之意。

而不完全給付之法律效果規定在民法第 227 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

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

並得請求賠償。」本條第 1 項為瑕疵損害，即未依債之本旨履行之

損害；而本條第 2 項為瑕疵結果損害，亦即未依債之本旨履行造成

債權人固有利益之損害。 

                                                      
150

 黃立，同註 128，頁 469。 
151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同註 13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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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系爭契約之情形 

第一目 球團之不完全給付 

    根據本契約球團之給付主要為金錢給付，若有不符合債務本旨

之給付，則多為遲延給付之樣態。然而若依實務見解雇主替勞工投

保保險屬於附隨義務不得獨立訴訟請求，從而若未依約投保則屬於

附隨義務之違反而產生不完全給付之責任。換言之，球團依系爭契

約有為選手投保之義務，選手雖不得單獨以訴訟請求之，惟球團未

依約投保時，選手得依民法第 227 條之規定請求瑕疵及瑕疵結果損

害賠償。 

第二目 選手之不完全給付 

    根據本契約選手之主給付義務為參與訓練與比賽，而符合契約

本旨之給付應兼具「質」與「量」，若未達契約規定之給付質量，即

屬於不完全給付，亦即一般所稱之違約。又於契約實務上，一旦發

違約情事，契約通常以違約金之給付作為約定之法律效果。觀諸系

爭契約有關違約金之規定，首須說明違約金係指當事人於締約時，

就契約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或違反其他契約上之義務時，約定應以

一定金額之給付，作為賠償額預訂或處罰之承諾152。據此，學理上153

又將違約金分為不履行之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係指作為債

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故就此數額以外不得再請求154；

反之，後者係指依民法第 250 條第 2 項後段契約另有約定時，除得

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外，尚得依約請求違約金，故具有懲罰之性質。

惟依照民法第 250 條第 2 項之文義，可得知若契約雙方無特別之約

                                                      
152

 黃立，同註 128，頁 532。 
153

 黃立，同前註，頁 534-535。 
154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563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37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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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認定為不履行之違約金。就此，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第 956

號判決有清楚之區辨：「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

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

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

償總額」，民法 250 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

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

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發生違約情形原則上僅就約定數額賠償，後

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

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

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

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

二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據此，就選手參與比賽之「質」的方面，於系爭契約第 2 條及

第 21 條第 2 款明文應盡力發揮球技，選手若故意未盡力發揮球技，

則屬於給付品質之不全，而屬於不完全給付，應依契約第 21 條本文

將簽約金加 2 倍退還球團。承前之分類以觀，契約第 21 條之文義並

無另行約定之意思，且本條之情形發生於契約終止後選手自無再行

履約之義務，故該違約金性質上屬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金。

功能上有利於非財產上損害或雖有財產上損害但難以證明時，減輕

債權人對於損害證明之舉證責任155。故縱有未領取簽約金之選手發

生故意未全力發揮球技之不完全給付時，並非當然謂「既無受領簽

約金即無損害賠償責任」，而係課予球團舉證上之不利益，蓋球團須

進一步就其損害與不完全給付行為之因果關係負擔舉證責任。至於，

                                                      
155

 黃立，同註 128，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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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該無簽約金之選手損害賠償之數額，是否反而較高於其他有受

領簽約金之選手而有失衡平，此乃法院得酌減違約金之問題。 

    另外，關於選手給付之「量」方面，倘選手被聯盟禁賽或因與

本契約之服務無直接原因之傷病而無法參加比賽，則屬於給付「量」

之不完全給付，依本契約第 5 條規定「選手因違反本契約或中華職

業棒球聯盟之相關規定遭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為停賽處分或因與本契

約之服務無直接原因之傷病等，可歸責於選手之事由所導致之停止

棒球活動期間，球團得不予給付第四條報酬之全部或一部，如有本

契約第二十一條所示情形，並得依該條約規定處理。」亦即選手有

因上開事由而無法出賽，屬於給付「量」之不完全，依契約球團得

減少選手之報酬。惟基於契約之文義解釋，選手構成給付不完全之

要件除須有「遭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為停賽處分或因與本契約之服務

無直接原因之傷病」事由外，本文認為亦不可忽略「可歸責於選手」

此一要件，倘以選手遭聯盟禁賽為例，可能受禁賽處分之原因有：

選手受教練指示而向對手投出故意觸身球、選手受教練指示故意保

送打者製造救援之機會156。此時選手之所以遭到禁賽，乃係聽從教

練之指揮所致，故則不屬於可歸責於選手之事，而無得適用本條之

報酬減額規定。反之，倘選手受禁賽處分之原因為個人私自服用禁

藥而未通過藥檢，則屬於可歸責於選手之事由造成之禁賽，故得給

予適當之報酬減額。 

第四項 結論 

    關於本契約債務不履行配合第 3 章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及

附隨義務之區分，進而給付遲延、給付不能及不完全給付之可能情

                                                      
156

 江皇萱，中職／聯盟懲處！ 象獅教頭、球員被罰 主審也遭殃，2012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001/109286.htm，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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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本文已論述如前。唯就給付義務方有給付遲延、給付不能之討

論，附隨義務一經違反即屬不完全給付。然而，除主給付義務外，

契約解釋上關於附隨義務與從給付義務並非截然可分，主要仍應藉

由契約解釋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以區辨雙方究竟有無使特定義務得

獨立以訴訟請求之意。至於，區辨之結果也不必然導致不同的法律

效果，蓋因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因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

之規定行使其權利。」，仍回到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處理。另

外，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目前實務上157亦不以給付義務之違反為限，

如係為達成一定附從目的而擔保之效果完全實現所為之約定，該附

隨義務之違反致影響債權人契約利益及目的之完成，債權人亦非不

得解除或終止契約。從而，從給付義務與附隨義務雖區分不易，但

實際上就我國實務及法條操作下，二者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並無大別。

易言之，除主給付義務外，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之區辨，乃至於

給付遲延、給付不能或給付不完全之討論，僅涉及契約解釋之問題，

並不當然意味著有對應之法律效果。 

 第二節 紛爭解決 

第一項 聯盟之仲裁 

    第一款 概述 

    根據系爭選手契約第 24 條「就本契約之成立、終止、解釋及其

他爭議，應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交付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仲裁。

雙方當事人並應遵守仲裁判斷。」選手與球團間關於本契約之爭議，

                                                      
157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894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48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238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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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交付聯盟仲裁。而所謂中華職棒聯盟規

定係指職棒聯盟章程第 40 條、第 28 章「仲裁委員會設置要點」及

第 29 章「聯盟仲裁規則」。 

    據此，依聯盟章程第 40 條「本聯盟團體會員與團體會員間、團

體會員與其關係人間之爭議，由本聯盟仲裁；本聯盟受理仲裁事件，

由理事會指定仲裁人員三人至五人仲裁，其程序依本聯盟所訂仲裁

規則或準用商務仲裁條例之相關規定。」由理事會指定之三至五人

之仲裁人，應由聯盟仲裁委員會委員中指派。至於聯盟仲裁委員會

之委員，依第 28 章「仲裁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應符合「立場超

然客觀公正、學有專長及社會知名」之條件。並「仲裁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 4 點仲裁委員屬於無給職，僅得支領車馬費158。 

第二款 聯盟仲裁之問題 

第一目 仲裁人之選定 

    依中華職棒大聯盟章程第 40 條「…本聯盟受理仲裁事件，由理

事會指定仲裁人員三人至五人仲裁…」在選手與球團發生爭議時，

中華職棒大聯盟為未涉入爭議之第三人，由其理事會指定仲裁人似

無不妥，然中華職棒大聯盟之常務理事，除聯盟會長外均為各球團

之代表，更遑論具實質決定權之領隊會議，完全是由球團領隊組成。

縱依聯盟仲裁規則第 8 條指派無利害衝突之三人或五人為仲裁人，

然無利害衝突僅是仲裁人獨立性之最低標準，實則由理事會指派如

同依所有球團之合意指派。雖然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上依雙方約定

之選任方式即可；但即便撇去本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不論，藉由聯盟

仲裁規則由理事會指定仲裁人明顯違背仲裁之獨立公平之原則。觀

                                                      
158

 參閱江冠逸，美國大聯盟爭端解決之仲裁制度研究─兼論台灣職棒仲裁制度之建構，逢甲大

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6，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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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仲裁協議，未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者，

應由雙方當事人各選一仲裁人，再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第三仲

裁人為主任仲裁人，並由仲裁庭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甚為明顯，

若非雙方約定仲裁人或約定選定方法，應由當事人各選一仲裁人後，

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主任仲裁人。 

    就本契約之成立、終止、解釋及其他爭議，約定依中華職業棒

球聯盟規定交付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仲裁，但針對仲裁人或仲裁人選

任方法並無約定；縱有試圖將「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解為選

手與球團之約定，惟鑒於系爭仲裁人選任規定與一般仲裁人選任方

式迥異，且該選任方法可由理事會片面變更159，是系爭仲裁人選任

方法不屬於選手明知或可得而知之範疇，故無雙方約定可言，自無

從解為已有選任方法之合意。從而，本文認為目前中華職棒聯盟之

仲裁人選定方法並非妥適，應依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之方式選任之，

縱欲由雙方約定不同於仲裁法之選任方法，也應將方法載明於契約

本文，以確認雙方合意之方法，俾利仲裁人選任程序之進行。 

第二目 仍準用商務仲裁條例 

    根據聯盟仲裁規則第 17 條「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商務仲裁

條例之規定。」然商務仲裁條例於 1998 年 6 月 24 更名修正為仲裁

法，並於同年 12 月 24 日施行，與原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以完備許

多，且更正許多不合時宜之規定160。相較於商務仲裁條例，仲裁法

增加第 7 條仲裁人之消極資格，並於第 15 條 2 項要求仲裁人揭露與

當事人間之關係，對於仲裁人之獨立公正性之保障更加完備；而仲

裁程序方面，仲裁法一改過去商務仲裁條例第 17 條「當事人對於仲

裁程序不得異議」之規定，於第 29 條規定「當事人知悉或可得而知

                                                      
159

 聯盟仲裁規則第 18 條：本規則由本聯盟理監事會決議訂定，修正時亦同。 
160

 參閱楊崇森等，仲裁法新論，頁 41-50，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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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程序違反本法或仲裁協議，而仍進行仲裁程序者，不得異議…」

限於當事人有違背禁反言原則之情形，始得限制異議權，具體落實

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並兼顧程序進行之效率。此外，妨訴抗辯之法

效也由「向法院聲請駁回原告之訴」修正為「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

訴訟」，以避免倘仲裁庭無法組成、仲裁判斷無法作成或撤銷仲裁判

斷後，系爭請求權罹於時效及重複繳納裁判費之不利益。 

    是以，本仲裁規則準用商務仲裁條例，對於選手與球團間之契

約爭議已不符合時宜，且對於當事人之保障明顯不周。舉例而言聯

盟仲裁規則第 13條前段「當事人對於仲裁程序不得異議，如有異議，

仲裁人仍得進行程序，並為仲裁…」與商務仲裁條例第 17 條完全相

同，忽略正當程序救濟之有效性、即時性，以及當事人作為程序主

體意見表達之基本權利。故本文認為現行聯盟仲裁規則，應儘快修

正為準用仲裁法，方為正辦。 

第三目 非適法之仲裁機構 

    仲裁之制度以仲裁程序是否受仲裁機構之協助或管理，分為機

構式仲裁、個別式仲裁161，依系爭契約第 24 條「就本契約之成立、

終止、解釋及其他爭議，應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交付中華職業

棒球聯盟仲裁…」而中華職棒聯盟之規定乃依其下設立之仲裁委員

會協助仲裁程序，並依「仲裁委員會設置要點」、「聯盟仲裁規則」

進行，故性質上屬於機構式仲裁。 

    然而，機構式仲裁依仲裁法第 54 條授權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

之「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9 條

規定，仲裁機構指以公益為目的，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由各級團體設立或聯合設立，負責仲裁人登記、訓練、講習

                                                      
161

 參閱林俊益，仲裁法之實用權益，頁 30，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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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辦理仲裁事件，並依法完成登記之社團法人。並且各仲裁機構之

設立，應由申請設立或聯合設立仲裁機構之團體檢具申請書、各該

團體之立案證書、會員名冊、仲裁機構章程草案、發起人名冊、仲

裁人倫理規範草案及相關證明文件，報經內政部徵得法務部會商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之。 

    是以，目前我國依法許可之仲裁機構計有「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台灣營建仲裁協會」、「中華民國勞資爭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

程仲裁協會」。中華職棒大聯盟雖為社團法人，但未依法經內政部、

法務部會商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故中華職棒大聯盟並非適法

之仲裁機構，故並無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

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從而自無法裁定強制執

行。據此，中華職棒大聯盟並非適法之仲裁機構。 

第三款 實務見解  

    關於中華職棒聯盟之仲裁，最具代表性的實務見解是，張天麟162

選手與興農牛球團針對契約關係存否之爭議。該案背景是 1997 年底

張天麟以存證信函向興農牛球團為終止僱傭關係之意思表示，並轉

而與那魯灣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加入台灣職棒大聯盟，興農牛球團認

為選手並無任意終止權，故主張系爭選手契約仍有效存續，且張天

麟選手不得參加台灣職棒大聯盟之比賽。 

    兩造產生上開爭議後，1998 年 1 月 5 日興農牛球團請求中華職

棒聯盟依契約為聯盟仲裁，仲裁判斷之結果「確認僱傭關係仍存在」

且「張天麟選手不得參加興農牛球團以外任何個人或團體之棒球比

賽」，然張天麟拒絕仲裁判斷之履行。此時依球團的邏輯既然獲得有

力之仲裁判斷，應以仲裁判斷向法院為強制執行之許可，方得強制

                                                      
162

 此為職棒時期之名，後改名為卓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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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然球團反而再行向法院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訴請被告不

得參加原告以外任何個人或團體之棒球比賽，法院就此認為仲裁判

斷已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故以裁定駁回原告就此部分之請求。

故興農牛球團據此欲聲請法院許可強制執行，板橋地方法院誤以 90

年度仲裁字第 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而歷經多次抗告及廢棄發回，

最後於最高法院作成 91 年度台抗字第 634 號裁定方告確定。該裁定

所持理由略以：「按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而當事人於仲裁協議約定仲裁機構以外之法人或團體

為仲裁人者，視為未約定仲裁人。又仲裁機構得由各級團體設立或

聯合設立，負責仲裁人登記及辦理仲裁事件。仲裁法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民國

八十八年三月三日行政院會同司法院發布之『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

程序及費用規則』規定，仲裁機構，指以公益為目的，經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由各級團體設立或聯合設立，負責仲裁

人登記、訓練、講習及辦理仲裁事件，並依法完成登記之社團法人，

且各仲裁機構之設立，應由申請設立或聯合設立仲裁機構之團體檢

具申請書、各該團體之立案證書、會員名冊、仲裁機構章程草案、

發起人名冊、仲裁人倫理規範草案及相關證明文件，報經內政部徵

得法務部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之（參見該規則第三條

第一項及第九條）。是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仲裁機構仲裁判

斷，須係由報經內政部徵得法務部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

可之仲裁機構所作成者，始克當之。」本段判決即強調須依仲裁機

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之社團法人，所為之仲裁判斷方與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其後最高法院將上開結論涵攝於系爭爭議以：

「本件原法院以：再抗告人於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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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仲裁判斷，係其與相對人因職棒選手契約所生之爭議，雖經中華

職業棒球聯盟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作成仲裁判斷書，其主文第

二項命相對人不得與再抗告人以外之球團簽定任何職業棒球選手契

約，或參加再抗告人以外任何團體之棒球比賽。惟經原法院向法務

部函查結果，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係非依上開規定設立登記之仲裁機

構，有法務部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法律決字第九一○○二七二二七號

函可憑，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應不具與法院確

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再抗告人自不得依仲裁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前

段之規定，聲請法院為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等詞，因而將台灣板橋

地方法院所為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廢棄，駁回再抗告人之聲請，經

核於法並無違誤。」是以，最高法院判決認為中華職棒聯盟不屬於

適法之仲裁機構並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故無法准予強制執

行。 

第四款 小結 

    綜上所述，本契約第 24 條關於契約爭議交由聯盟仲裁之規定，

相關「仲裁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聯盟仲裁規則」未臻完備，且商

務仲裁條例修正為仲裁法至今已逾 16 年，聯盟仲裁規則仍明文準用

商務仲裁條例，種種不合時宜之規定亟待中華職棒大聯盟理事會改

進。再者，中華職棒大聯盟雖為依法設立之社團法人，惟並未經過

法務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故非適法之仲裁機構，聯盟之

仲裁判斷無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自無得以此作為強制執行之名

義。是以，既無法院之強制執行作為聯盟仲裁判斷之後盾，聯盟仲

裁即便作出判斷亦無從加以實現，對於爭議之雙方紛爭之解決毫無

助益。換言之，除中華職棒大聯盟依法經有關單位許可或委託目前

已受許可之仲裁機構外，其所為之仲裁判斷已無紛爭解決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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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訴訟 

    第一款 概述 

    一般私權紛爭是透過法院訴訟為裁判，並藉由確定判決之執行

力作為當事人權利實現之後盾，是以訴訟乃係最常見解決私權糾紛

之途徑。在中華職棒相關之訴訟而言，主要以兩種訴訟事件為大宗：

前期係 1997 年起至中華職棒聯盟與台灣職棒大聯盟合併前，台灣大

聯盟挖角中職選手而衍生之撤銷詐害行為訴訟163、請求履行契約164

及請求准予強制執行165；近期則以 2009 年假球事件即多名兄弟象、

La New 熊隊之選手遭雨刷集團收買而打放水球，故涉賭之選手或教

練遭球團請求給付違約金166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167。然而，這兩類

訴訟事件有其偶發性及特殊性，且側重於因果關係之事實認定，雖

非無探討之實益，但考量與契約法之契合程度，本文捨上開兩類訴

訟，選擇歷來論文較少討論的興農牛終止武建州契約事件(以下簡稱：

武建州事件)。 

    第二款 武建州事件 

    第一目 事件背景 

    武建州選手於 1997年甫加入中華職棒味全龍隊即經歷味全龍隊

三連霸，然味全龍隊於 1999 年因先前球團母企業易主、球團經營虧

損等因素而解散，基於戰力平均，由當年戰績最差之興農牛球團，

優先補進包括武建州、張泰山、陳金茂、葉君璋、林仲秋等多名選

手，並依當時舊版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簽下五年約，約定期限由 2000

                                                      
163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1723 號判決、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969 號判決。 
164

 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888 號判決 
165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字第 277 號裁定、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字第 634 號裁定。 
166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25 號判決。 
167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20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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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詎興農牛隊在 2000 年 6 月

間終止武建州選手之契約，並僅支付薪資至同年 6 月底。雙方就後

續 4 年半的契約效力產生爭議，武建州認為終止契約不合法契約仍

然存在，應當依約給付薪資，而興農球團則認為已合法終止契約毋

庸再給付薪資，故產生此一訴訟。 

第二目 實務見解 

    武建州選手(以下簡稱：原告)以興農職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被告)為被告，依時序總共分成三段三個訴訟請求給付薪資，

首先是請求 2000 年 7 月至 2000 年 9 月底之薪資，其次是請求 2000

年 10 月到 2003 年 2 月之薪資，最後是請求 2003 年 3 月到 2004 年

12 月之薪資。法院依序分別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後稱台中地院）

89年度中簡字第 3148號判決、台中地院 92年度勞簡字第 5號判決、

台中地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67 號判決。其中為台中地院 89 年度中簡

字第 3148 號判決球團敗訴後，因上訴未繳裁判費而被駁回確定；而

台中地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67 號判決球團敗訴後球團未再上訴，因

而確定；僅台中地院 92 年度勞簡字第 5 號判決球團敗訴後，經由簡

易程序上訴至最高法院而被裁定駁回，原判決之見解獲得最高法院

之維持。故本文以此部分為主軸，討論如下。 

細繹上開判決，爭點可分為程序及實體兩部分，程序爭點有二： 

1.兩造未先進行聯盟仲裁之程序而起訴，得否要求法院駁回原告之

訴： 

基於先程序後實體之審理原則，法院於確定有管轄權、繳納裁判費

等訴訟要件後，始得為實體之審判。本件被告抗辯，由於原告未依

契約之「仲裁協議」接受仲裁而逕行起訴，法院應經聲請為駁回之

裁定。然而，依仲裁法第 4 條之規定，法院僅得依一方之聲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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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訴訟程序不得逕行駁回，從而法院認為被告之抗辯與法未符。 

2. 系爭契約「仲裁協議」存否之爭議： 

倘被告欲抗辯原告未先進行完聯盟仲裁即行起訴，應裁定停止訴訟

甚或駁回被告之訴，應以仲裁協議有效存在為前提。故法院就從聯

盟仲裁之詢問會之會議紀錄及同意書等證據，認定原被告雙方於最

後一次詢問會即合意解除仲裁協議，從而並無仲裁法第 4 條規定，

得否裁定停止訴訟之問題。再者，第二審法院亦以中華職棒聯盟並

非適法之仲裁機構為由，認定此一仲裁約定並無妨訴之效果，故被

告抗辯原告未履行約定之仲裁程序，並非有據。 

    當解決上開程序爭點之後，法院方得進行實體之審判。而本案

既為請求給付薪資之給付訴訟，首重請求權有無，而薪資給付請求

權復來自於有效之僱傭關係，所以被告是否合法終止與原告間之僱

傭契約即是首應認定之爭點。其次，倘認被告未合法終止契約，則

契約仍存在，被告是否須給付薪資？蓋原告依契約雖有薪資報酬請

求權，但在被告得請求同時履行或時效抗辯等特殊情狀下，被告不

必然須支付薪資。最末，倘被告無任何抗辯得以成立，原告得請求

報酬給付蓋無疑義，惟確切給付數額為何，得否及如何依民法第 487

條但書扣除因未服勞務所節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

利益，及可取而不取之利益。據此，為完整呈現本件當事人間之攻

防，本文整理最後事實審─台中地院 92 年度勞簡上字第 36 號判決之

爭點及理由如下： 

1.兩造間之職棒選手契約，是否已由被告合法終止？ 

(1)為釐清是否合法終止，法院進行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定性，並確認

被告主張其契約終止權係依據民法第 489 條第 1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判決168節錄如下：「…被上訴人（即武建州）有無法勝

                                                      
168此為興農牛球團針對第一審 92 年度勞簡字第 5 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所為之判決，故上訴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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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擔任之職棒選手工作，及上訴人（及興農牛球團）營運發生虧

損，上訴人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九條及勞動

基準法第十一條規定，終止兩造間之職棒「選手契約」契約云云。

惟按，兩造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簽訂職棒「選手契約」，約定

契約期間自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被

上訴人加入上訴人所有之興農職棒隊擔任球員，依上訴人之指示住

居宿舍、參與球隊練習及出場比賽，上訴人則給付被上訴人每月一

十四萬元之報酬，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核其性質，乃係一方（被上

訴人）令為他方（上訴人）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關係，應

屬定期性之僱傭關係。」 

(2)其次，法院探究球團依民法第 489 條第 1 項終止系爭契約之適法

性：「僱傭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當事人一方

遇有重大事由，其僱傭契約，縱定有期限，仍得於期限屆滿前終止

之，民法第四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四百八十九條第一項固有明文。

然所謂之重大事由，係指不管其事由之存在，僱傭契約繼續存在，

顯有害於一方之利益，在一般交易觀念可認為甚為不當或不公之事

實者，始得謂之。…次查，上訴人公司依其所提出之財務報表暨會

計師查核報告內容觀之，固有其所稱之虧損情事，然查，經營職棒

球隊，並非著眼於球隊本身之收益，實係以經營球隊而獲致週邊效

益（如企業形象、企業知名度或用以推廣週邊產品等）為主，經營

球隊可能虧損，此觀之上訴人成立球隊前，已有數支球隊因企業無

力繼續負擔虧損而解散自明。且上訴人雖以虧損為由，而主張其得

提前終止兩造間之選手契約，但卻又同時物色新球員加入球隊，雖

有短暫之時間上落差，然足以推知上訴人實係為另行晉用其他新球

                                                                                                                                                        
興農職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訴人為武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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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始行終止兩造間之選手契約，而非緣於球隊經營虧損之故。另

上訴人為企業組織，被上訴人則為個人，被上訴人原屬『味全龍』

職棒隊之球員，因『味全龍』職棒隊解散之故，始行轉至上訴人球

隊工作，是上訴人應係立於主導之地位，且於對被上訴人之球技有

所評估後，始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選手契約，其自不得以球隊經營

虧損為由，而主張所約定支付被上訴人之薪資報酬過高，係顯有害

於一方之利益，在一般交易觀念可認為甚為不當或不公云云。是上

訴人以球隊經營虧損據為重大事由，主張提前終止兩造間之選手契

約，尚非有據。」故法院認為「重大事由」之要件單純以球隊本身

經營虧損為由尚嫌未足，且球團在終止武建州之契約後，卻仍然物

色及晉用其他選手，可見終止系爭契約並非因球隊經營之虧損，從

而認為球團依民法第 489 條第 1 項終止契約並非適法。 

(3)續此，法院審查球團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終止系爭契約之

適法性：「被上訴人有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部分：經查，上訴人雖

據被上訴人八十九年上半年球季之打擊率０點二０五及比賽過程中

曾有失誤，且不獲教練團信賴而無法上場比賽為由，而主張被上訴

人有不能勝任職棒選手工作之情事云云。然查：上訴人所屬球隊教

練團，因僅指派被上訴人出賽二十七場，致被上訴人出場之打擊數

僅四十六打次。證人王俊郎於本院審理中到院證到：『…當時我擔任

興農牛的總教練，另外球隊還有外野教練，內野教練，投手教練組

成的教練團．．．當時味全龍解散時他們球員的程度都有達到一定

的水準，所以就讓甲○○進來，剛開始球隊整體的向心力很強，練習

也都很努力．．．在我擔任教練期間，並沒有特別的感覺說甲○○有

表現不良的情形，他的表現尚可．．．在我印象中，甲○○並沒有比

賽過程中放水或不合理表現的情形．．．當初會想解僱甲○○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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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上場率比較低，但是上場的決定是由野手教練依照球員的狀況

決定的，甲○○因為不是優秀的選手，所以較不常上場，但是甲○○仍

然有職棒選手的一定水準．．．』。證人陳威成亦到院證稱：『我目

前是興農牛的總教練，被上訴人在興農牛打球期間我是他的野手教

練，在他進入興農牛前我就已經是野手教練，他離開時，我也是擔

任同一職位．．．甲○○當時在球隊的表現並沒有什麼異常的現象。

而且因為距離現在已經很久我也不太記得他當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異

常的失誤或異常的表現，在印象中甲○○當時的上場次數並不是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當時評估甲○○發展潛力空間並不是很大，其

他的新秀需要較多的磨練機會以激發潛能，因此當時就以派新秀球

員上場為考量。至於甲○○的打擊率在我印象中他並不會表現的特別

好或特別壞．．．』。本院另勘驗上訴人所提出之被上訴人比賽紀錄

影片光碟，被上訴人雖曾有二場比賽各一次傳球準度不佳之失誤情

形，然與其出場次數二十七場比較，尚不足以認定其有不能勝任職

棒選手之情事，且上訴人球隊之野手教練即證人胡長豪於本院勘驗

期日時到院證述：『．．．對於防守的標準，聯盟規定是要以出場六

十六次以上的防守次數為準．．．』，本件上訴人所屬教練團指派被

上訴人出場比賽之次數，既低於上述六十六次之標準，自不得僅據

被上訴人曾有二次傳球準度不佳情事，即為被上訴人有不能勝任職

棒選手之認定。又被上訴人上半年球季之打擊率為０點二０五，雖

低於證人王俊郎稱之０點二五標準，然其差距尚非顯著，且證人王

俊郎同時證述：『．．．有關球員打擊率表現是否正常，我認為零點

二五的表現是客觀的，但是打擊次數應該有一百到一百五十次才能

評斷出球員的打擊率』。上訴人所屬教練團僅指派被上訴人出場打擊

之次數既僅四十六打次，尚未達合理評斷標準之一百到一百五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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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自不得據被上訴人上半年球季之打擊率０點二０五為由，而認

被上訴人有不能勝任之情事。」故法院就武建州之打擊及守備表現

是否勝任，訊問當時之教練及野手教練並勘驗比賽錄影帶，確認武

建州之表現具有職棒選手之水準，至於武建州之打擊率及守備率，

法院亦經訊問教練後，認定其打席數及出賽場數未達有意義之次數。

據此，法院認為武建州之表現不符合不能勝任之要件。 

(4)綜上所述，法院認為球團主張其以依民法第 489 條第 1 項及勞動

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款規定，而主張終止兩造間之職棒選手契約，尚

非合法。 

2.契約仍有效存在已如前述，從而球團應否支付武建州自 89 年 10

月份起至 92 年 2 月份止之薪資？ 

(1)由於興農球團抗辯武建州選手並未給付勞務，縱契約有效球團也

無庸給付薪資。法院就此提出討論：「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如欲

請求上訴人給付薪資，則應證明其具有提供此項職棒球員之專業技

能，且有提供之事實云云。惟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

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仍得請求報酬。而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債務

人給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

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此項提出復不限於言詞或書面，

此觀民法第四百八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自明。

經查，上訴人前於八十九年六月間對被上訴人為終止兩造間之選手

契約之意思表示，復透過報章媒體對外發布消息，指稱已將被上訴

人由球隊『釋出』，另上訴人球隊所屬另位球員即證人謝光勇於原審

中曾到庭證實：八十九年六月底，被上訴人接到釋出通知後，都有

在宿舍等待通知，後來是因為管理員向被上訴人表示有其他球員要

搬入被上訴人原獲配住之宿舍（意即要求被上訴人離開宿舍）（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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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第二一六頁）。足見被上訴人於接獲上訴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通知後，並未立即離去宿舍，而有相當之時間仍繼續留在宿舍中，

嗣因上訴人執意要求被上訴人離開（顯有拒絕被上訴人給付之意思），

被上訴人始搬離宿舍，而被上訴人所擔任之工作為職棒球員，其勞

務之提供（如參加訓練、比賽時間、地點、比賽中所擔任之攻擊順

序、守備位置等），均需上訴人予以明確之指示，被上訴人始能依旨

提供，否則被上訴人亦無從為之給付，而上訴人既自認已合法終止

兩造間之選手契約，則其顯無可能再對被上訴人為勞務提供方式之

指示，客觀上應認被上訴人已為勞務提供之意思而上訴人有受領勞

務遲延之情事…」法院認為興農球團雖對武建州為「釋出通知」，但

武建州仍都有在宿舍等待通知，符合民法第 235 條但書之準備給付

之事通知球團以代提出，惟仍被管理員要求搬離宿舍，即可認為球

團拒絕勞務給付之意，故依民法第 234 條陷入受領遲延。 

(2)在受領遲延之狀態下，法院討論如下：「受僱人於僱用人受領勞務

遲延之情形下，雖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而仍得請求給付約定之報酬。

惟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

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四百八

十七條第一項但書定有明文。」球團依民法第 487 條仍得請求報酬，

惟須依同條但書規定扣除因不服勞務所減省、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

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 

3.武建州選手所得請求之薪資報酬數額應為若干？其所應扣除之金

額為若干？ 

(1)法院依照民法第 487 條但書，認定扣除範圍如下：「經查，被上訴

人曾於『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領有薪資收入二千元、於

『桃園縣立仁和國民中學』領有薪資收入一萬六千元、乃於『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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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院』領有薪資收入一萬四千九百六十八元，合計三萬二千九

百六十八元，有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臺北縣分局九十一年十一

月八日北區國稅北縣徵字第０九一一０四五九九二號函附於原審卷

第一０三頁內可參，此部分之金額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於

上訴人受領勞務遲延下，所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得之三萬二千九百六

十八元，自應於其所請求之薪資範圍內予以扣除。」就此三萬餘元

為受領遲延下轉向他處之勞務所得，應從雙方約定之報酬中扣除。 

(2)然而，球團認為應扣除之金額應以勞工平均薪資計算，故法院就

為何係依實際報稅資料予以扣除而非勞工平均薪資，說明如下：「除

此部分之外，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因

未服勞務而減省之費用金額若干；另依兩造間之系爭選手契約第十

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約定，被上訴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不

得任意為球團外之表演、廣告、比賽或體育競賽，亦不得與其他球

隊有財產上或金錢上之往來。而被上訴人其專長為棒球運動，此項

專長亦為其所最適宜擔任之工作，然其工作機會已因系爭選手契約

之約定而大受限制；上訴人復未具體舉證被上訴人曾有可獲得何項

工作機會而怠於獲得之事實；徒以被上訴人四肢健全、且受過高等

教育，並考取代課老師資格，並非毫無謀生能力，而主張應依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之臺灣地區勞工之平均薪資八十九年每月四萬

一千八百七十四元，九十年每月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七點五元，九十

一年一月至七月每月四萬三千二百三十元，予以扣除云云，顯非有

理。」法院認為球團並未提出選手因未服勞務而減省之費用金額，

且由於契約中明文規定「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不得任意為球團外之

表演、廣告、比賽或體育競賽，亦不得與其他球隊有財產上或金錢

上之往來。」從而直接禁止武建州以棒球活動營生之機會，故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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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據此以觀，球團徒憑勞委會統計處之臺

灣地區勞工之平均薪資作為應扣除額，自為法院所不採。 

(3)綜上，法院將武建州之月薪 14 萬元，乘上從 2000 年 10 月到 2003

年 2 月之薪資共 29 個月總計為 406 萬，復扣除這段期間中其於他處

服勞務之報酬 32,968 元。而認定球團應給付武建州 4,027,032 元及利

息；故與一審判決並無二致，故全部駁回球團之上訴。 

第三目 評釋 

針對上開法院之見解，本文提出以下之評釋： 

1.本件得否適用簡易程序？得否以應適用通常而誤會簡易程序作為

上訴之理由？ 

(1)關於得否簡易程序，有依原告起訴聲明所顯現之財產上價額為準

169，本件訴訟標的數額超過 50 萬元，故依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1

項無得依標的之數額適用簡易程序。然法院仍適用簡易程序，則係

依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認定，依原告起訴主張之法律關係符合民

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2 項第 2 款「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契約

涉訟，其僱傭期間在一年以下者」。然就本件之起訴事實顯而易見者，

系爭契約係 5 年期之僱傭契約，且原告起訴之請求為 2 年餘之薪資，

蓋無本款之適用。從而，本件適用簡易程序似有於法未合之處。 

(2)惟於 1999 年民事訴訟法修法後加入「擬制之合意」之規定「不合

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辯而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170本件雖無適用簡易

程序之餘地，惟雙方已進行本案之言詞辯論得以視為對本件以簡易

程序進行有擬制之合意。至於，在 1999 年民事訴訟法修法前，此一

                                                      
169

 參閱楊建華著，鄭傑夫增訂，民事訴訟法要論，頁 413，2009 年 10 月。 
170

 1999 年 2 月 3 日修正之條文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3 項，2013 年 5 月 8 日修正條文規

定在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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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之瑕疵得否據以上訴第二審請求廢棄原本判決，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1310 號民事判例採否定見解謂：「地方法院獨任法官

將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誤為簡易訴訟事件，適用簡易訴訟

程序者，如當事人對之表示無異議，並無異議而為本案辯論者，依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其責問權即已喪失，

當事人不得以第一審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

故若未表示異議，一旦進入本案言詞辯論瑕疵即以治癒，無得執以

作為上訴之理由。 

2.本件原告將 5年的薪資分成 3次請求歷經將近 6年的時間方獲得所

有薪資之給付，時間成本及程序上之勞費甚多，且被告也必須忍受

不斷應訴之煩，訴訟上如何主張較為妥適？ 

(1)本件由於起訴之時仍有部分薪資未屆清償期，原則上無得於未屆

期前請求。然而，兩造之主要爭點在於「契約終止之合法與否」，倘

法院認定系爭終止不合法，球團針對定期契約無一般終止權且無其

他終止事由之情況下，可合理推知一旦清償期屆至，選手之薪資債

權即因球團之否認而有起訴請求之必要，且該請求有高度實現之可

能性，故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246 條有預為請求之必要，原告即得以

將來給付訴訟予以請求 5 年之薪資。 

(2)然而，進一步值得討論的是，本件涉及到民法第 487 條但書「但

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

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扣除數額之問

題，蓋就將來給付之訴而言，「因不服勞務減省之費用」得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核算，但「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所得」有可能在言詞辯論前

尚未發生，該如何扣除即是問題所在。倘判決主文以應給付薪資加

上「未轉向他處服勞務」為條件，未來執行法院必然會碰到執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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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實體認定的問題。是以，本文認為法院仍應為給付薪資之判決，

並於判決理由中說明若原告有轉向他處服勞務應扣除。其後，強制

執行法院就主文執行後，倘選手有發生轉向他處服勞務之情形，球

團得以此另起訴請求不當得利返還，並執薪資給付判決之理由作為

「爭點效」，拘束後訴法院不得為相反之判斷，即得使選手返還向他

處服勞務之所得。 

3.本件被告除主張依民法之終止權外，亦另主張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

第 5 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對此法院訊問證人並

為實體判斷之合理性？ 

(1)首先，職棒選手依行政院勞委會 87 年 12 月 31 日台(87)勞動一字

第 059605 號公告「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其餘一切

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該法：…二、不適用之各業工作者：… (四) 

娛樂業中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無勞動基準法之

適用，故球團本無得直接引用勞基法第 11 條各款作為終止系爭契約

之事由。 

(2)其次，民法僱傭關係源自於對僱用人、受僱人地位對等之想像。

故勞動基準法作為保障勞工權益之最低標準，明顯較民法有利勞工。

據此，倘依民法都無法終止契約之客觀情狀，豈可能符合勞基法終

止之事由？換言之，民法對於終止之認定較寬泛之標準都無法通過

了，球團另行主張依勞基法終止之事由，必然不可能存在適法之終

止情狀，故而法院亦無庸就勞基法之終止事由為實體之審酌。是以

就本件法院判決先認定民法之終止不合法後，仍訊問總教練、野手

教練並實體研求「選手之勝任性」，即明顯有所違誤。倘其後錯認球

團得依勞基法第 11 條終止契約，則明顯違背論理法則，選手得以此

為由上訴救濟，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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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上所述，本判決雖有程序適用之違誤，及不應再判斷勞基法之邏

輯上瑕疵，但認定球團並未合法終止契約之論理過程，以及判斷轉

服勞務之所得應以報稅資料實際認定皆屬的論。是以，本文認為系

爭判決儘管未盡完美但仍為可採。 

第三項 其他程序 

    第一款 調解 

    所謂的調解，就是發生紛爭的雙方當事人，在調解委員的協調

下互相讓步，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勞資爭議事件下，以

調解共有 3 種，一是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九條以下向勞方當事人勞務

提供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調解聲請書，由主管機關

指派調解人或成立勞資爭議處理調解委員會踐行相關調解程序，勞

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二是依鄉鎮

市調解條例向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調解成立

作成之調解經法院核定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且鄉鎮市條

解就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64 條第 1 項亦有其

效力。三則是法院之調解民事訴訟法第 403 條以下之程序進行，由

法院選任調解委員，而依民事訴訟法第 416 條調解成立者，與訴訟

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據此，後二者具有執行力得為強制執行名義。

而就職棒選手契約發生糾紛時，一方得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或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倘欲直接進行訴訟，

法院亦會依民事訴訟法第 403 條第 1 項第 8 款先進行調解。 

    第二款 仲裁 

    仲裁乃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而設立之私法分爭自

主解決機制，當事人基於仲裁協議，將一定法律關係及其所生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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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付仲裁人所組成之仲裁庭，經由仲裁庭所主持進行之仲裁程

序，作成於當事人間有確定及拘束力之仲裁判斷171。並且仲裁判斷

於當事人間有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 

    至於，本契約第 24條約定之仲裁並非上開依仲裁法規定之仲裁，

故其縱作成仲裁判斷亦無得據以強制執行，已如前述。即便雙方就

仲裁判斷之內容達成合意，充其量僅為雙方私法上之契約關係，更

無得執以強制執行。是以，本文建議倘中華職棒大聯盟欲使球團與

選手間之糾紛透過仲裁方式解決，以避免兩造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

應於仲裁協議約定合法之仲裁人或仲裁機構；甚或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中華職棒大聯盟為適法之仲裁機構。否則，以現階段中華職棒

大聯盟之聯盟仲裁而言，既可另行起訴，且該仲裁判斷亦無法聲請

強制執行，勢必無法成為當事人解決紛爭之選項。 

  

                                                      
171

 林俊益，同註 16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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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職業運動生命變化：選手契約之變更與消滅 

 第一節 選手契約之變更 

    學理上認為債之關係構成要素不外主體與客體，主體即債權人與債務

人，客體則是債之標的，就債之關係而言，其主體或客體其一有變更，可

通稱為債之變更172。故系爭契約中與主體變更有關者為選手交易之契約讓

與，涉及客體變更者為契約內容之變更，本節分別就此討論。 

第一項 透過選手交易 

    第一款 概述 

    中華職棒之選手交易規定在聯盟規章第 19 章「選手交易辦法」，

其目的在於規範球團間交易選手之行為，其容許交易之標的得包括：

選手、金錢及前兩輪之選秀權，但不得包括：任何比賽之勝負、攻

守順序、主客權利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依「選手交易辦法」第 12

條規定：「被交易選手於交易生效時，該選手與原球團之契約關係同

時終止；獲得交易選手之球團必需在交易生效後二十四小時內與所

獲得之選手依聯盟規定訂定制式契約。」從而被交易之選手與原球

團應於交易生效日起 14 日內相互結清所有債務，該選手之最後計薪

日為交易生效當日。至於，另訂之新約依選手契約第 18 條及交易辦

法第 14 條，不得於該年度有不利於選手之改變。 

第二款 評釋 

    討論選手交易制度應回歸系爭契約第 18 條，其規定謂：「球團

                                                      
172

 參閱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955，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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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將其因本契約所生之權利讓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之其他球團會員，

義務同時由該受讓之球團承擔。受讓球團就受讓選手後選手相關報

酬等待遇於讓渡之年度內不得為不利選手之改變。」吾人就此文義

觀察，屬於契約關係主體之變更，學理上又稱為契約承擔，即由新

的當事人取代原來之一方當事人173。故於本契約中，由受讓球團取

得契約僱用人之地位取代原球團。在此前提下，選手交易辦法有以

下之問題： 

1.契約承擔之事前概括同意之疑慮：契約承擔變更契約之主體，故應

由他方同意方生效力；細究其緣故，蓋變更之一方不僅既受債權，

亦同時負擔債務，不同主體債務清償之品質及能力均有不同，參照

民法第 301 條之意旨，須經債權人承認方對其生效。而僱傭契約之

承擔更有其特殊性，民法第 484 條第 1 項前段即明確揭示勞務給付

之專屬性，縱在債權讓與之情形下，非經受僱人之同意亦不得將勞

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據此，本契約第 18 條之概括事前約定同意似

欲以雙方之約定取代，民法第 301 條及第 4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承認

與同意。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契約之約定本得肯認174，然而吾人細究

本契約之實況，選手約定同意之承擔對象並無特定何人，除原球團

以外之其他球團均可能是契約承擔對象，甚或雙方締約後若新球團

加入聯盟，簽訂契約時自無從對潛在欲加入之球團為合理之評估。

更遑論各球團由於母企業不同，清償能力即有高下，且職棒運動講

求選手與球隊之連結性與特殊性，事前「概括」同意在無可得特定

之承擔對象及清償能力之情況下，恐有害於契約之承擔。 

2.契約承擔之同意，乃針對原契約內容不變之同意，要無得針對尚待

                                                      
173

 陳自強，同註 74，頁 354。 
174

 參閱賴昱志，論職業運動者權利保護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36，

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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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之新契約為同意：依「選手交易辦法」第 12 條規定：「被交易

選手於交易生效時，該選手與原球團之契約關係同時終止；獲得交

易選手之球團必需在交易生效後二十四小時內與所獲得之選手依聯

盟規定訂定制式契約。」原契約竟隨交易之生效而終止，並且限定

雙方於 24 小時內應訂定新契約。依此本契約之概括同意不僅係針對

承受對象之同意，更擴及對於選手與承擔球團締結新約之同意；惟

契約之締結須雙方意思表示合致，事前對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交易，

如何能針對月薪、獎金、契約期限等為事前同意？更何況 24 小時內

締約之「事前同意」。 

3.聯盟規定之「選手交易辦法」違背選手契約第 18 條：選手契約第

18 條前段規定「球團得將其因本契約所生之權利讓與中華職業棒球

聯盟之其他球團會員，義務同時由該受讓之球團承擔。」既為權利

之讓與及義務之承擔，何來依「選手交易辦法」有 24 小時內應訂定

新契約之理，既於雙方合意之文本─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約定契

約承擔，選手交易辦法自無得違背契約之文義，而另規定應於時限

內訂定新約。縱有所謂「受讓球團就受讓選手後選手相關報酬等待

遇於讓渡之年度內不得為不利選手之改變」相較於選手原合約可能

享有之激勵獎金175與複數年合約，顯得為德不卒。 

    綜觀以上 3 點，本契約之文義既有契約承擔之明文，要不得使

選手對締結新約為事前概括之同意，故在此契約明文與契約要求遵

守聯盟規章衝突之情況下，應優先適用雙方合意之內容，亦即契約

之本文方為正辦。再者，聯盟規章既透過契約之規定引入適用，吾

人自可藉由民法第 247 之 1 條規定檢驗系爭「選手交易辦法」之有

效性，就承擔球團本應負擔原球團之債務，而交易辦法卻規定原契

                                                      
175

 原則上激勵獎金應為選手相關報酬等待遇所含括，惟兄弟象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透過交易獲

得當時 Lamigo 桃猿隊李居冠，但其後對於激勵獎金應由何球團負責，即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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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止，即有「免除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責任」；而基於私法自治，

當事人本有自主決定締約時間、方式等，然交易辦法卻規定 24 小時

內選手與承擔球團應簽訂新約，即屬「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情

形；至於選手基於原契約對原球團之薪資請求權，因交易辦法而遭

終止選手後續無得請求，自屬「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從而系爭

交易辦法明顯會造成選手之責任加重、原球團之責任減免而顯失公

平之情形，故依附合契約之控制亦不得適用選手交易辦法，而片面

規定原契約終止，而選手與新球團應於時限內另訂新約。 

第三款 美國職棒大聯盟之交易規定 

    美國職棒大聯盟之交易規定在制式選手契約 Major League 

Uniform Player’s Contract 第 6 條規定交易者，即契約依大聯盟規定

由讓與球團轉讓給受讓球團之謂。其中最重要者是 6(c)規定176不減

薪條款明文「在選手按時向受讓球團報到之情形下，選手獲有依原

約定薪資及服務期限不得縮減之保障」作為交易之前提，且在 6(e)

本文177規定所有讓與球團之權利義務皆隨著交易成為受讓球團之權

利義務。甚至，在進一步在 6(e)但書詳細說明新舊球團之薪資給付

以契約轉讓日為準，發生在前者由讓與球團負擔，發生在後者由受

讓球團負擔；倘有約定個人表現178、個人獎項179獎金交易前已達成

者由讓與球團負擔；而個人表現獎金在交易前未達成者則由兩球團

依契約轉讓日之完成比例分擔，至於個人獎項獎金常會到球季結束

才確定，故規定由選手例行賽結束時所服務之球團負擔。 

                                                      
176

 6(c): The amount stated in paragraph 2 and in special covenants hereof which is payable to the 

Player for the period stated in paragraph 1 hereof shall not be diminished by any such assignment, 

except for failure to report as provided in the next subparagraph (d). 
177

 6(e): Upon and after such assignment, al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assignor Club hereunder 

shall becom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assignee Club; 
178

 如：投手勝場數、打者安打數或盜壘數。 
179

 如：勝投王、三振王、全壘打王、例行賽最有價值球員、季後賽最有價值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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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小結 

    是以，美國職棒大聯盟之交易規定明顯有別於中華職棒大聯盟

之選手交易辦法，其最重要者有二：其一美國之規定有不減薪條款

保障選手之薪資及服務期限，並確實規定受讓球團繼受讓與球團之

一切權利義務；其二是美國之規定就個人表現獎金及個人獎項獎金

有何球團負擔及如何負擔，有完整詳實之規定。反觀中華職棒大聯

盟之交易辦法，不僅只保障交易年度之待遇，就本應由受讓球團承

擔之權利義務，竟即告終止而應另訂新約。試想原契約既已終止，

且又限於 24小時內完成締約，選手較之新球團處於絕對之不利地位，

除了受交易年度之待遇受保障外，形同任新球團宰割。再者，讓與

球團與受讓球團之給付義務各自應如何負擔，月薪與激勵獎金應由

何人負擔及負擔多少在交易辦法內付之闕如，只能在球團間互相推

諉之必然現象下，祈求新舊球團會有人「好意」支付了。 

第二項 契約內容變更 

    本項討論客體之變更，亦即針對契約內容於簽約後所為之變更。

惟此處「契約內容」係指廣義契約內容變更，凡足以影響當事人履

約或違約責任之變更均屬。故一般契約關係下，為契約本身之變更；

在勞動關係下，工作規則之變更亦屬之；甚而在中華職棒大聯盟選

手契約中，由於球團及選手有遵守聯盟規章之義務，因此聯盟規章

之變更若影響履約或違約責任，亦為廣義內容之變更。 

    第一款 契約本身之變更 

    契約本身之變更，經由雙方合意即得以契約變更原契約之內容，

基於契約內容自由原則，契約關係成立後，當事人間欲以契約─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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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方式變更原契約，自為法律所許180。此外，法院亦得依法律之

規定以裁判變更契約之內容181，例如：民法第 74 條第 1 項之暴利行

為之給付減輕、民法第 227 之 2 條情事變更、民法第 252 條之違約

金酌減、民法第 318 條第 1 項之緩期清償或分期給付、民法第 442

條當事人之租金增減等，皆為法院透過裁判變更契約內容之適例。 

    第二款 工作規則之變更 

    第一目 概述 

    所謂工作規則182係指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雇主為提高人事

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

方式等應注意事項，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

作條件，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使所有受僱人一體遵循之規範。從

而在勞動關係下工資給付之方式額度、工時等勞動條件，本應由勞

雇雙方個別約定，然而卻時常藉由雇主單方統一制訂之工作規則所

決定183。而工作規則之法律性質學說上仍有歧異184，包括：法規說、

契約說、定型化契約說以及立法建議上的集體合意說等，但無論何

說學理上均已注意到雇主常基於優越之地位而對工作規則為不利之

變更，從而當工作規則有不利益之變更時，學說及司法實務上即發

展出不同理論185186加以控制。而學說187上有導入日本之「合理性變

                                                      
180

 陳自強，同註 74，頁 372。 
181

 陳自強，同前註，頁 371。 
182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012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360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465 號判決。 
183

 參閱王能君，工作規則不利益變更的合理性判斷—台北地院八十七年度勞訴字第三十號民事

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勞上字第四二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七號

民事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 期，頁 195，2005 年 10 月。 
184

 王能君執筆，焦興鎧等，同註 77，頁 405-407。 
185

 參閱林佳和，社會保護、契約自由與經營權－司法對勞動契約的衡平性控制，臺灣勞動法學

會學報，第 6 期，頁 79，2007 年 6 月。 
186

 王能君執筆，焦興鎧等，同註 77，頁 416。 
187

 王能君執筆，焦興鎧等，同前註，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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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法理」並配合台灣勞動關係之實況修正，合理性判斷應以「變更

之必要性」、「勞工所受不利益之程度」輔以「補償措施之有無及程

度」、「其他同業之狀況」、「與勞工協商之過程」等綜合判斷，惟值

得強調者應以「不拘束反對變更之勞工」為原則，倘符合「合理性

判斷」之例外方得拘束之188。此外，學說189上另有認為工作規則原

則上拘束勞工，但得藉由衡平性之控制加以檢視工作規則之合理性，

就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與法律適用上，亦頗值參考。 

第二目 下放二軍減薪 

    2014 年中華職棒大聯盟義大犀牛球團在其內規「一、二軍升降

辦法」中另訂下放二軍之選手減薪之規定，最高減幅可達月薪之 30%，

該隊選手林英傑與林其緯今年最高被減薪 20%，林英傑最多 1 個月

被減薪 4 萬多元。依義大球團之規定若一軍球員下二軍 1 個月減薪

10%，下二軍 2 個月減薪 20%，下二軍 3 個月減 30%，並適用於全

隊選手。而此一減薪規定之目的在於降低人事經營之成本，統一設

定關於工資給付之標準，屬於工作規則不利益變更之範疇。而就報

載190之事實以觀，球團在 5 月191時曾希望選手簽署此一規則卻沒人

願意簽署，就此顯見於締約之初雖有上開升降辦法存在但並無扣薪

規定，亦無保留得以工作規則核算報酬之約定，故球團在升降辦法

中加入扣減報酬之規則時，方有徵求選手簽署之舉措，故本文在此

討論球團在締約後增訂或變更升降辦法規定「下放二軍減薪」之適

法性。 

    由於球團在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4 條服務報酬，即規定於特定

服務期限之選手之薪資數額，故依工作規則之目的僅得用以補充勞

                                                      
188

 陳建文執筆，焦興鎧等，同前註，頁 417。 
189

 林佳和，同註 185，頁 78-79。 
190

 王翊亘，同註 79。 
191

 中職球季通常在 3 月開始，故 5 月為上半球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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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契約所未規範部分以觀，在系爭契約無授權或保留特定範圍予工

作規則補充之前提下，自不得以增訂工作規則之方式扣減選手之報

酬，否則形同使球團得以片面制訂的工作規則架空雙方合意之約定

報酬，進而脫免或減輕約定之報酬給付義務；就此而言倘若球團欲

增訂工作規則直接更動契約約定之報酬，應經選手之同意並通過定

型化契約之審查，方得拘束選手。退步言之，倘謂「一、二軍升降

辦法」內本有制訂降至二軍仍維持原薪之工作規則，惟球團其後變

更為「下放二軍 1 個月減薪 10%，下放 2 個月減薪 20%，下放 3 個

月減 30%」則屬於工作規則之不利益變更，本文即就上述之判斷標

準討論其合理性，首先，由於選手皆不願簽署該變更後之辦法顯見

有反對之意思，原則上不應受此工作規則之拘束；其次，合理性判

斷應以「變更之必要性」、「勞工所受不利益之程度」輔以「補償措

施之有無及程度」、「其他同業之狀況」、「與勞工協商之過程」綜合

判斷，此一變更雖得降低球團之人事成本，但使個別選手受到減少

10~30%之報酬之不利益且無任何補償；另比較其他球團有已廢止降

二軍扣薪之規定者，亦有請選手依其個別意願另行簽約者，皆無若

義大球團片面變更扣薪規則者。第次，球團針對選手之報酬於締約

時即應有適當之評估，在無嚴重虧損192之情況下，豈有球季進行中

另對工作規則為不利益之變更而扣減薪資之理。是以，本文認為關

於下放二軍扣薪之工作規則變更即與合理性變更有悖，選手應不受

其拘束。 

    第三款 聯盟規章之變更 

    第一目 概述 

                                                      
192

 王覺一、王翊亘，球員喊加薪 每年分 8500 萬 象犀有望轉虧為盈，2014 年 1 月 23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ports/20140123/35598062/，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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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直接效力僅及於中華職棒大聯盟之團體會

員及個人會員，而選手並非聯盟之會員，本並不受聯盟規章所拘束。

惟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 2 條規定選手應依聯盟之安排進行比賽及參

與活動，第 3條規定選手應遵守球團及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各項規定，

以及第 21 條第 1 款倘違反中華職棒聯盟規定應將簽約金加 2 倍返還

球團之違約責任，故聯盟規章透過選手契約之明文及違約責任設計，

使選手仍有遵守聯盟規章之義務。 

    再者，聯盟規章形式上雖非由個別球團直接片面制訂，但在由

領隊會議及常務理事會主導的規章訂定或修改過程中，其決議均是

由各球團之領隊或母企業之高層代表所作成，並且透過上開契約條

文納入契約中，而使選手僅得被動的受到拘束。且聯盟規章的制訂

變更不限於統一勞動條件或提升人事效率之目的，有限制契約終止

後的締約自由的任意引退制度，有要求選手簽約金比例信託的強制

信託規範，聯盟規章對於選手權益之影響相較於工作規則，可說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尤有甚者，蓋一球團制訂工作規則影響一球隊之

選手，而聯盟規章則是影響全聯盟各球隊之選手。據此，鑒於聯盟

規章適用面向與影響層面之鉅，以及契約一方片面制訂變更逕自拘

束另一方之相似性193，本文認為應比照對工作規則之審查流程，從

廣義定型化契約之脈絡下檢驗其制訂之公平性，以及變更規章之合

理性。  

第二目 簽約金之信託 

    2009 年 12 月 23 日聯盟常務理事會增訂「各球團得於球員簽約

金總數三分之一強制進行信託，該款項由聯盟代為規畫及保管」並

於 2010 年即開始實施，凡獲得簽約金之新人選手皆一律提出三分之

                                                      
193

 楊長芳，職業運動員法律地位與法律關係之研究─以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為中心，國立東華大

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32，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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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託，於選手退役後倘未涉及不法案件方得領回。換言之，此一

聯盟規章將原本得全額由選手自由處分之簽約金，變更為僅三分之

二得自由處分，且倘選手有違約之情形，信託部分即得移作違約金

賠償。是以此聯盟規章之變更限制選手對於簽約金之自由處分權，

而屬於不利益之變更。 

    首先，就變更之必要性而論，由於選手並非勞基法上之勞工，

退休制度並不完備且職業生涯普遍短暫，須有一筆金錢可供退役後

創業或維持基本生活，於此而言自有其必要性。其次，就選手所受

之不利益以言，是加入職棒到退役前這段期間部分處分自由遭到限

制，然相關之利息仍持續累積，且倘有緊急之資金需求194，例如：

支付家人手術費用，尚得經信託監察人同意部分動支，故雖無補償

然而選手信託部分簽約金之不利益非可謂鉅。第次，此一規定參考

職棒選手職業工會於前一球季提出 10%月薪信託防制簽賭之基金，

故亦與職業工會有相關之協調與共識。是以，本文認為此一簽約金

部分信託之變更，符合合理性變更之法理，選手應受拘束。 

第四款 契約、聯盟規定及工作規則制訂之衝突 

    本款討論之重點主要是，因契約、聯盟規定或工作規則變更導

致適用上之衝突，以下以禁止酗酒之規定為例。在 2010 年前選手依

契約第 21 條及聯盟第 25 章「懲罰規定」第 5 條即不得酗酒，否則

球團得依契約第 21 條終止契約並要求三倍之簽約金，而聯盟方面則

可依懲罰規定第 5 條處罰選手 1~10 萬元罰款及 1~10 場之禁賽。就

此而言，酗酒行為分別係違約、違規，且由球團及聯盟分別認定處

罰，尚難謂有衝突。然而，於 2010 年初兄弟象球團因前季發生假球

案為整飭球隊紀律，重新修改球隊管理規則而制訂了共 13 條規定並

                                                      
194

 彭禎伶，國泰世華銀 職棒防賭信託基金累積額近 1 億，2014 年 03 月 21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1000266-260208，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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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應之處罰，其中「球隊管理規則」第 11 條係「教練、球員及行

政人員嚴禁酗酒，練球或比賽前，被發現有酒味者，輕者罰三萬元，

重者罰十萬元，屢犯者開除隊籍。」球團又以工作規則之形式規定

酗酒罰 3 萬至 10 萬，屢犯則開除隊籍。詳言之，同樣是球團針對酗

酒一事之處罰，在契約第 21 條與工作規則第 11 條即有歧異，則應

當如何適用呢？ 

    按實務見解工作規則經制訂即成為契約之一部分，故亦成為意

定法源之一。從而，當工作規則與契約本文相衝突時，即為數個意

定法源之衝突，故本於契約解釋及適用原則，應以該事實經函攝於

各規範後最有利於受僱人者為準。是以，以選手酗酒為例，在球隊

管理規則中賠付之數額較低195且有輕重情節之別，且適用契約第 21

條球團得終止契約。是以，在酗酒之情形下應適用對選手較有利之

「球隊管理規則」第 11 條依其情節懲處。 

  

 第二節 選手契約之消滅 

    談論契約消滅前吾人應先釐清選契約一個古老而沸揚的爭議─系

爭契約是否為定有不確定期限之定期契約？在 1997 年台灣大聯盟成立

後，就不斷透過高薪挖角中華職棒聯盟之球星，而契約之終止就成了

雙方爭論之所在，蓋未定期之僱傭關係有一般終止權得隨時終止，而

定有期限之僱傭關係則限制一般終止權之行使，除了遇有重大事由之

外，當事人應受契約期限之拘束不得終止契約196。因此，為了避免台

灣大聯盟之挖角，中華職棒球團將契約解為不確定期限之定期契約，

一方面限制一般終止權，另一方面以選手之職業生涯作為契約之期限。

                                                      
195

 一般選手之 3 倍簽約金大約是 150 萬至 1000 萬不等。 
196

 參閱劉春堂，債編各論(中)，頁 17，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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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產生定期契約之期限由球團片面決定的畸形現象，明顯侵害選

手之終止權及妨害公平交易，從而學說上197有認為當時之職棒選手契

約就勞務之性質與目的無法預期亦非得預見契約實際消滅時點，故應

解為不定期契約而得任意終止，實屬的論。 

    續此，在選手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 1997

年 6 月 20 日以函令促請中華職棒聯盟修正選手契約書，並在隔年即採

用現行以 1 年或複數年為期之定期契約至今。據此，本文即以系爭契

約屬有確定期限之定期契約之基礎為以下討論。 

第一項 屆期未更新 

    依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第22條於契約期限屆滿198僱傭關係消滅前，

球團得向選手為契約更新之意思表示，則契約之期限即依雙方之合意

延長 1 年或複數年。反之，球團倘於契約屆期前未為更新契約之意思

表示，則依民法第 488 條第 1 項「僱傭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係，於

期限屆滿時消滅。」選手契約即告消滅199。 

  第二項 契約終止 

    第一款 球員讓渡 

    第一目 概述 

    有別於前項屆其未更新而契約消滅，球團另得依契約200之終止

事由在球季中201終止契約，惟須遵守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18章「選

                                                      
197

 參閱黃程貫，職棒球員契約之定期問題──台北地院八十六年度勞訴字第二七號及三八號判決

評釋，頁 71-72，勞動法裁判選輯(三)，2001 年 1 月。 
198

 通常為該年度之 12 月 31 日。 
199

 解旻輯，同註 85，頁 117-118。 
200

 依選手合約讓渡辦法尚得依第 2 條第 1 項終止契約，惟本文認為不妥，詳於本款第二目敘述。 
201

 從例行賽第 1 日起至總冠軍賽結束後 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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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合約讓渡辦法」先向聯盟提出讓渡申請並由聯盟通知各球團，讓

各球團在 5 個工作天內決定是否承接該選手之契約，倘有球團承接

後則新球團與選手得繼續未走完之合約202，反之若 5 日經過後無球

團願意承接，則該選手依讓渡辦法第 6 條取得自由契約球員身分，

得與任何球團締約。 

第二目 評釋 

1.終止事由不應由讓渡辦法增訂，且應限於重大事由方得終止：首先，

選手合約讓渡辦法屬於聯盟規章之一部份，關於其效力應受民法第

247 之 1 條之控制，該辦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各款終止契約之事由是增

加契約所無對於契約之終止權，而就第 1 款「漠視運動家精神、良

好公民…」、第 2 款「以球團的標準其無法表現其足夠的技術、競爭

的能力…」、第 3 款「無法達成、拒絕或漠視其應執行任務…」均極

為抽象而難免淪為球團恣意之詮釋，故增訂上開各款終止事由屬於

民法第 247 之 1 條第 4 款「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且造成球團於無契約約定之事由發生之情形下，仍得以抽象之事由

終止實與任意終止無異，故屬顯失公平，是以依民法第 247 之 1 條

上開各款終止事由應屬無效。退步言之，縱解為球團以合約讓渡辦

法補充契約第 21 條之終止事由，惟本契約為定期契約已如前述，定

期契約並無任意終止權，僅得於符合民法第 489 條第 1 項遇有「重

大事由」時，方得予以終止。而實務上認定重大事由係「應斟酌僱

傭契約之性質或內涵審認之。倘其事由已喪失勞務目的之信賴，如

使僱傭關係繼續，對當事人之一方，已屬不可期待，而有害於當事

人之利益，並顯失公平時，固非不得認為重大。」是以，仍不得逸

脫契約文義且必須符合定期契約「重大事由」之本旨，方得終止。 

                                                      
202

 黃敏展，同註 100，頁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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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倘新球團透過讓渡承接合約，契約承擔者應將原合約履行完畢：蓋

選手合約透過讓渡制度後由新球團取得，性質上屬於契約承擔，應

由新球團承接原球團之一切權利及義務，包括：契約所剩餘之期限

及約定之獎金或獎勵，此與選手交易之理相同。然而，選手合約讓

渡辦法第 8 條第 2 項卻規定僅保障承接年度內之薪資且相關獎金可

依新球團之規定變更，此違反契約承擔之基本精神，並嚴重損害選

手預期之利益致顯失公平，故依民法第 247 之 1 條亦為無效。否則

「讓渡辦法」不啻成為球團擺脫契約義務之終南捷徑，一旦想要把

選手複數年合約或激勵獎金「洗掉」，就可利用球團與球團之契約讓

與，將契約期限縮短為 1 年並將激勵獎金之規定「歸零」。是以，本

文認為除非選手同意另與新球團締結新約廢止舊約外，原則上契約

承擔皆應為無保留全面之承擔，使為合理妥適。 

    第二款 任意引退 

    至於選手方面，若非因契約第 20 條之事由而欲提前終止選手契

約，為避免該終止乃肇因其他球團之挖角，中華職棒大聯盟規章第

20 章即設計「任意引退及申請復籍規定」，規定選手得球團同意後方

得由中華職棒大聯盟公告為「任意引退球員」完成引退程序，故性

質上屬於雙方合意方能終止。其後任意引退球員凡欲繼續參加比賽

需先向聯盟申請復籍，而復籍之選手必須與引退時之球團締約方得

於聯盟中出賽，且此一限制並無期限，亦即選手之職業生涯就永遠

無法在他隊復出。是以，任意引退制度對於選手工作權之限制至為

重大，本文建議應參考日本野球協約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 3 年之保留

期限，3 年以後選手即成為自由契約選手得與其他球團簽訂新約，方

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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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第一項 契約成立與生效部分 

    第一款 契約成立 

    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成立於各球團與個別選手之間，其文

本係由中華職棒大聯盟提供制式契約要求雙方使用，故性質上屬於

民法第 247 之 1 條附合契約。續此，蓋僱傭乃典型勞務契約，係以

受僱人供給勞務換取僱用人給付報酬為契約之目的，且僱傭契約之

報酬與勞務給付互為對價。而系爭契約以選手提供專業球技於訓練、

比賽，而球團所支付之月薪則為選手參加訓練、比賽之對價；是以

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屬於民法上僱傭契約。 

    而依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斷標準203：「(一)人格從屬性，即受雇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

(二)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三)經濟上從屬性，即受雇人非為

自己之營業勞動，而係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勞動。(四)納入雇方生

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本契約符合上開標

準，亦屬於勞動契約。 

    第二款 契約生效 

    至於契約之效力，蓋因系爭契約乃經中華職棒大聯盟常務理事

會會議決定，雖非直接由球團直接擬定，然本質上僅為球團透過，

                                                      
203

 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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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球團高層組成之常務理事會決議擬定，而交由各球團與不特定多

數選手締結之契約，解釋上符合民法第 247 之 1 條「依照當事人一

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是以，系爭契約應受民

法第 247 之 1 條關於附合契約之規定控制。 

    而勞動契約本應受勞動基準法之拘束，然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於 1998 年 12 月 31 日作成台勞動一字第 059605 號公告，將職業運

動之選手排除勞基法適用之列，故無得直接適用勞基法。惟面對職

棒選手契約之各種問題，從給付義務、違約責任及工作規則之訂定

變更，僅憑民法僱傭節之規定無法完整解決；從而，本文認為得依

民法第 1 條：「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將勞動基準法相關原理原則作為法理，於球團與選手針對契約內容

有爭議而無法律或習慣時，藉由民法第 1 條引入作為規範之依據。

儘管勞委會公告不直接適用，惟究其本質，職棒選手契約仍是勞動

契約，若不許參考勞動法相關原理原則，僅依賴僱傭節共 10 條之規

定，顯然會使選手權益保障及爭議解決之目的落空。是以，為促進

職業棒球之發展、保障職棒選手之權益，應得將勞基法相關原理原

則作為爭議解決之法理，方能適當控制契約條款、填補法規範之闕

漏。 

  第二項 義務履行與責任部分 

    第一款 球團之履約責任 

    主給付義務方面，由於中華職棒選手契約為一勞動契約，依據

本職棒選手契約第 4 條規定服務報酬包含月薪及簽約金，故月薪與

簽約金即為球團之主給付義務。另外，球團應給付選手之治療費、

外地比賽之交通食宿費、適當宣傳利益之分配及提供制服，性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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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以訴訟獨立請求，且有輔助選手契約履行之目的，故屬於從給

付義務。而球團替投保選手投保之義務，其性質為對勞工生命、身

體與健康之照料保護應無得單獨請求，僅得於違反時請求球團負擔

損害賠償之責，故屬於附隨義務。 

    第二款 選手之履約責任 

    而選手之主給付義務方面，依照本契約及民法僱傭契約之規定，

參與訓練及比賽應為選手之主給付義務。此外，性質上用以輔助選

手訓練及比賽之義務履行及系爭契約之最大利益者，有穿著指定制

服、參與指定活動及宣傳、技能擔保義務下配合健檢或提供健檢報

告、接受讓與或契約更新，均屬得以獨立之訴訟請求，故為從給付

義務。至於，保密義務、迴避義務、限制公開活動、限制另行締約、

不正行為之禁止義務，主要衍生之誠實信用原則並著眼於球團固有

權益之維護及保障，且違反時僅得請求損害賠償，無法以訴單獨主

張，故屬於附隨義務。 

  第三項 違約行為與處理部分 

    第一款 違約責任 

    球團之給付義務主要金錢之債及種類之債，違約時原則上均得

補正，故僅為給付遲延，以選手之薪資屆清償期未給付為例，由於

屬於金錢之債不生給付不能之問題，選手得依民法第 233 條第 1 項

請求支付遲延利息。然球團倘為未替選手投保勞保而違反附隨義務

雖不得獨立訴訟請求，未針對此一不完全給付之責任，選手得依民

法第 227 條之規定請求球團就瑕疵及瑕疵結果損害負賠償之責。 

    反之，選手之給付義務主要爭議出現在不完全給付，關於參與

比賽「量」與「質」之不完全。就給付之「量」而言，選手倘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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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而受傷或遭聯盟禁賽處分，導致有一段時間不得上場則屬於「量」

之不完全，在可歸責於選手之前提下，可依本契約第 5 條扣減部分

薪資。至於選手參與比賽「質」的方面，於系爭契約第 2 條及第 21

條第 2 款明文應盡力發揮球技，選手若故意未盡力發揮球技，則屬

於給付品質之不完全，而屬於不完全給付，應依契約第 21 條本文將

簽約金加 2 倍退還球團。就契約之文義以觀，該違約金性質上屬於

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金，原則上不得另行請求預定額以外之賠

償，惟訴訟上有助於非財產上損害或雖有財產上損害但難以證明之

情形下，減輕債權人對於損害及其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另應注意

者是，縱有未領取簽約金之選手發生故意未全力發揮球技之不完全

給付時，並非可當然解為「既無受領簽約金即無損害賠償責任」，而

係課予球團舉證責任上之不利益，蓋球團須進一步就其損害數額與

不完全給付行為之因果關係負擔舉證責任。至於，就各該零簽約金

之選手損害賠償之數額，是否反而高於其他有受領簽約金之選手而

有失衡平，此乃法院應斟酌違約金酌減之問題。 

    第二款 紛爭解決 

    紛爭解決有包含訴訟與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常見的訴訟外紛

爭解決機制有調解與仲裁。而本契約中最特殊之規定為聯盟仲裁，

聯盟仲裁依選手契約第 24 條就本契約之成立、終止、解釋及其他爭

議，應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規定交付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仲裁，而中

華職業棒球聯盟並非經主管機關登記許可之適法仲裁機構204，從而

聯盟之並無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不得強制執行。因此，在聯盟

仲裁未具體修正或改善前，向法院提起訴訟雖相對耗時但由於具有

既判力及執行力，仍為較妥適之紛爭解決機制。 

                                                      
204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抗字第 143 號裁定、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字第 63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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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契約變更與消滅部分 

    第一款 契約變更 

    契約變更分為主體變更及客體變更，主體變更在本契約中即是

依契約第 18 條將選手以交易方式轉讓給新球團。然而，選手交易之

進行依照聯盟規章第 19 章「選手交易辦法」卻成了終止原契約，而

應於 24 小時內與新球團締約之不合理方式。蓋選手交易本即有事前

概括同意「不確定契約承擔對象」之適法性疑慮，復依選手交易辦

法須另締新約，此同意似乎包括新契約締結之合意。換言之，在選

手交易制度設計上，球團是要求選手針對不特定之對象及不特定之

契約內容為事前概括之同意，且違背系爭契約第 18 條之文義，本文

援引民法第 247 之 1 條認定顯失公平而無效。 

    至於，客體變更則涉及契約、工作規則及聯盟規章三種類型之

變更，契約變更必須經雙方就變更部分有合意，始生效力。而工作

規則及聯盟規章，皆係由球團、聯盟理事會單方片面制定而成，故

吾人得援引民法第 247 之 1 條檢視其有效性，以及利用「合理性變

更」之法理判斷是否得拘束受僱人。 

    第二款 契約消滅 

    契約之消滅分成屆期未更新及期前終止兩部分，屆期未更新乃

係指球團屆期後未向選手為契約更新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定期契約

依民法第 488 條於契約期限屆滿後消滅。 

    而期前終止又分為選手、球團方兩種不同之終止，選手方面之

終止應遵照任意引退制度，經球團報請聯盟將選手登錄於聯盟任意

引退名單中，凡日後選手重新復出比賽皆必須先與原球團締約，以

避免選手藉由引退方式終止原契約而隨即加入其他球團，破壞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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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戰力衡平。惟此處應注意者是，無限期之任意引退名單是否過

度限制選手締約對象之選擇自由。 

    至於球團方面之期間終止，應依選手合約讓渡辦法向聯盟提出

讓渡，於 5 個工作天內其他球團皆可承接該選手之合約，倘 5 日經

過後無球團承接合約，則被釋出之選手則成為自由契約球員，得與

任一球團簽訂選手契約。倘有球團願意承接，則由該球團繼續承接

原合約之權利義務。然較為人詬病者，該承接僅限於讓渡年度不得

為不利益之變更，除此之外，讓渡年以外之年限以及所有獎金新球

團得不受合約之拘束。 

  

 第二節 建議 

  第一項 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之介入 

    關於中華職棒大聯盟之選手與球團之僱傭關係，本文已經第二

章從屬性之討論後，認定其為勞動契約，故應適用勞動基準法。然

因 1998年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作成台(87)勞動一字第 059605號公告

曰：「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

即日起適用該法：一、不適用之各業：(一) 藝文業。(二) 其他社會

服務業。(三) 人民團體。(四) 國際機構及外國駐在機構。二、不適

用之各業工作者：(一) 餐飲業中未分類其他餐飲業之工作者。(二) 

公立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事業、職業訓

練事業等 (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 之工作者；私立之各級學校、

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事業、職業訓練事業、已完成財團法人登

記之私立幼稚園等之教師、職員。(三) 公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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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友、駕駛人除外) 之工作者；私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之研究

人員。(四) 娛樂業中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五) 公

務機構 (技工、工友、駕駛人、清潔隊員及國會助理除外) 之工作者。

(六) 國防事業 (非軍職人員除外) 之工作者。(七) 醫療保健服務業

之醫師、法律及會計服務業之律師及會計師。」從而導致多年來職

業運動之球員無法適用勞基法。 

    然而 2008 年起 2015 年間，上開公告遭大幅度刪修，例如：私

立幼稚園之教職員、自由職業團體、傳教機構之受僱人、私立學術

研究及服務業之研究人員、藝文業、特教職訓教職員，甚或會計師

及受雇律師，均已適用勞基法；原本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或工

作，大部分均已適用勞基法，可見本號公告似有詳細檢討是否有援

用之必要。細究職業運動之球員為何排除勞基法之適用，勞委會之

理由不外「採簽約金模式」、「工作時間不固定且認定不易」及「基

於經營型態、管理制度有其特殊性」；但有這些情狀即使得勞動關係

無法適用勞基法？ 

    首先，關於「簽約金」之意義已如前所述為報酬之一部份，且

僅新人選手多受領一筆簽約金，所有選手仍依靠月薪度日，並無與

其他行業之報酬有任何不同。再者，適用勞基法之工作也不乏有附

簽約金者，例如：電子業之研發工程師，亦未曾聽聞有任何質疑研

發工程師適用勞基法適當性之討論。其次，選手之訓練、比賽時間

固然不固定，但勞基法有第 84 之 1 條主管機關得例外核定工時，不

受部分限制之規定，何以「工作時間不固定且認定不易」即得排除

適用勞基法。果真以此為由，則受雇律師在任何時間皆可能需要陪

同刑事被告偵訊，工作時間更不固定且認定困難，自無得適用勞基

法，惟受雇律師仍然在 2014 年納入勞基法之適用。至於關於「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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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管理制度之特殊性」，本文認為各行各業均有其經營型態、管

理制度，會計師、律師、傳教機構之受僱人、私立幼稚園教職員皆

迥不相謀，吾人應當就各行業之本質是否符合從屬性而屬勞動契約，

進而適用勞基法，非得倒果為因稱職業運動業之球員有其特殊性而

不適用勞基法。畢竟勞基法是以保障勞工為其目的，既然是勞動契

約關係，難道能單純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不同，而拒職棒選手於

勞工權益保障之大門外？ 

    是以，本文建議勞動部應檢討台(87)勞動一字第059605號公告，

研究娛樂業中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及裁判人員，納入勞動基準

法範疇之可行性。畢竟，勞動基準法基於保障勞工權益之立場，應

力求勞動關係下各行業符合勞基法之規範，而非反因行業之特殊性

而畫地自限。本文立於保障職棒選手之權益、衡平球團與選手雙方

地位之角度，建議勞動部詳細討論職業運動業球員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具體問題，並檢討有關選手納入勞基法後，工時計算或契約終止

事由可能產生之扞格。俾利選手享有工資、工時、勞動契約終止預

告及事由、職業災害補償、工作規則等權益，同時能兼容職業棒球

之特殊性。否則單憑民法附合契約之控制，既無法直接適用消費者

保護法綿密之規範保障，亦僅能消極排除顯失公平之定型化約款效

力而已，對於職業棒球選手之權益及整體職棒環境發展似無積極之

助益。 

  第二項 中華職棒聯盟與球團責任 

    第一款 聯盟應修正制式選手契約 

    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係由聯盟理事會決議後強制所有球團

使用之制式契約，故本文建議聯盟理事會應儘速為以下之修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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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制式契約趨於正確與完備。 

    首先，系爭契約第 14 條第 2 項「前項照片、影片、表演之著作

權及其他相關權益均歸球團所有…」，應將「著作權」刪除改成「肖

像權」。蓋依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著作權於著作完成時由著作人

享有，從而選手若接受球團安排而參與訪問所得之照片、影片等，

其著作權專屬於攝影之人而非選手本人，除選手於宣傳時「自拍」

之照片外，所有照片、影片之著作權屬於攝影師或攝影師所屬之公

司。申言之，基於契約相對性，球團自無法透過球團與選手之契約

轉而由球團取得該照片或影片之「著作權」，故就本條項文義之本旨，

應係欲取得選手之肖像權，以便日後相關周邊商品之使用或展演。

是以，為明確化該權利之內容，本文建議聯盟應將第 14 條第 2 項之

「著作權」改為「肖像權」以避免混淆。 

    其次，選手契約第 9 條規定：「選手應表明及擔保其未帶有妨礙

棒球活動之肉體方面或精神方面之缺陷，並應依球團之要求提供健

康檢查證明，必要時並應依至球團指定醫院作健康檢查。」亦即係

於球團認為必要時，方須至球團指定醫院作健康檢查。然而，實務

上球團常忽略健康檢查之必要性，匆匆締約之情況下，才會在 2010

年林恩宇選手例行賽出賽 2 場後出現「肩關節唇破裂且脊上肌關節

囊側破損」嚴重肩傷時，球團指責選手隱瞞舊傷，而選手認為係履

約期間才受到之新傷，陷入相互推脫指責之窘境。與此迥異之例於

2014 年 Lamigo 桃猿隊與李國生選手，球季前之健檢發現李國生右

肩關節唇第二級撕裂須開刀治療，復原時程約 9 至 12 個月，雙方便

改簽訂新約「改提供簽約金 50 萬元，每月支付生活津貼 3.8 萬元，

2015 年復健完成並通過體檢之後，每月月薪為 6 萬元並附帶 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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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激勵獎金；且由球團協助安排開刀及其後之復建事宜」205即為

健康檢查必要性之適例。蓋職業棒球比賽中如此高強度且複雜的身

體運用上，絕非球團口頭詢問健康與否就可作準，更何況選手並非

專業醫師如何確定自己是疲勞還是有傷，故仍有賴專業且全面之健

檢，方得加以確認釐清。 

    是以，本文建議選手契約第 9 條應修正為新加入球團之選手於

締約前，皆應至球團指定之醫院進行全身健康檢查，俾利球團與選

手於完整對等之資訊下締結契約，以杜絕日後之爭議。至於，透過

球團更新契約之選手，由於球團防護員至少已觀察、照護選手 1 年

以上，選手之健康狀態普遍較能掌握，此時復由球團個別判斷是否

有健檢之必要即可。 

    第二款 聯盟應修正聯盟規章 

    中華職棒大聯盟選手契約係由聯盟理事會決議後強制所有球團

使用之制式契約，故本文建議聯盟理事會應儘速為以下之修改，方

使制式契約趨於正確與完備。 

第一目 選拔會議同意書之修正 

    首先，參與新人選拔之選手應繳交「中華職棒大聯盟新人選拔

會議選手參選同意書」以確保選手獲球團指名後，願意與球團進行

合約締結之事宜。然而，聯盟所提供之同意書在法定代理人欄後註

明「未滿 18 歲者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亦即未滿 18 歲之選手方應

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惟民法規定滿 20 歲之人始為成年而有完全行為

能力，從而依聯盟現行之新人選拔會議選手參選同意書，18、19 歲

之選手未具完全行為能力卻無庸法定代理人之簽名同意，此時同意

                                                      
205

 卓君澤，中華職棒／李國生體檢未過 與猿重新議約，2014 年 1 月 8 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4/01/08/1082543，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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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依民法第 79 條未得法定代理人承認效力未定，導致選手之法定代

理人得否決同意書之效力，甚或可能造成被指名之選手得以法定代

理人事後承認與否，逆選擇球團之怪異現象。據此，中華職棒聯盟

應更正中華職棒大聯盟新人選拔會議選手參選同意書，要求未滿 20

歲之選手皆須由法定代理人簽名，方為正辦。 

第二目 仲裁規則之修正 

    其次，由於中華職棒聯盟並非適法之仲裁機構，就其仲裁判斷

法院亦無法以其具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而准予強制執行，因而

透過目前聯盟仲裁無法解決契約爭議。是以，本文建議最簡便之方

式係聯盟得與現有已許可登記之仲裁機構合作，契約約定由該機構

仲裁，以適法之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即得聲請法院准予強

制執行。至於，長遠之目標中華職棒大聯盟可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成為適法之仲裁機構；惟仲裁機構之設立營運必須一定之成本，倘

中華職棒大聯盟有意成為常設性之仲裁機構，應當積極拓展案源，

以利仲裁收入與設置成本之衡平。 

第三目 選手交易辦法暨合約讓渡之修正 

    第次，關於選手交易及合約讓渡，本質上皆是新球團承擔原球

團之契約，此觀選手契約第 18 條之文義即明。現行選手交易辦法及

合約讓渡辦法，皆僅擔保選手受轉讓年度之待遇，其餘相關複數年

契約及約定之獎金均無保障，此即明顯與契約承擔之意旨有違，蓋

選手與球團間之契約並不以制式契約所載之文本為限，即便額外以

附約締結或口頭合意者仍屬契約之部分，故而新球團有完整承擔之

義務。至於，目前選手交易辦法及合約讓渡辦法，「僅擔保選手受讓

年度待遇」不得為不利變更之規定，此條文在民法 247 之 1 條檢驗

下顯失公平而不得適用。據此，本文認為聯盟應修改選手交易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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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約讓渡辦法，刪除僅擔保選手受讓年度待遇，改為完整承擔選

手與原球團之契約，以避免選手交易或讓渡成為球團「合法」破壞

契約合意、脫免複數年合約或激勵獎金義務之捷徑。 

第四目 限制選手締約自由之年限與自由球員補償之檢討 

    最末，關於選手締約自由之限制，應有合理之年限。以目前聯

盟之任意引退制度而言，任意引退選手終其職業生涯僅得與引退當

時之球團締結契約方能復出，永久限制選手選擇其他球團作為締約

對象之自由，本文認為可參考日本職棒有 3 年之限制，3 年後選手即

得與任何球團締約，蓋得避免原球團藉由任意引退制拒絕與選手締

約而永久扼殺選手復出之路。至於，中華職棒之選手應在多少球季

後取得自由球員資格較為合理妥適，本文認為應參考中華職棒選手

平均職業生涯為 4.6 年，若規定 9 個球季方得取得自由球員資格，則

絕大多數之選手職業生涯根本無法延續到彼時，自無從享有締約自

由及自由競價下合理之薪資。故本文參考美、日職棒之年限與選手

平均職業生涯之比例，建議中職之自由球員資格應縮短為 5 個球季

即可取得。 

    附帶一提者，聯盟應一併檢討自由球員原球團補償之數額是否

過高，選手 2.5 倍之年薪總額作為補償，壓縮了其他球團競價締約之

意願亦當然壓縮到行使自由球員之選手潛在新約之薪資數額，故依

目前自由球員之行使率及行使後之轉隊率以觀，中華職棒大聯盟之

自由球員制度僅徒具形式。本文建議聯盟應檢討補償數額過高、取

得自由球員資格年限過長之問題，或可參考日本職棒將選手分級，

依表現選手表限分級，屬於 A 級之球星補償該選手年薪之 80%，次

一級之 B 級球星則補償選手年薪之 60%，使得即便非頂級之球星亦

能受惠於較低廉的補償，而獲得競價締約後之薪資，實質促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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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制度之利用率及轉隊率。 

第三款 球團之變更工作規則宜取得選手同意 

    球團於增訂工作規則受民法第 247 之 1 條附合契約之控制，固

不待言。而球團倘對工作規則為不利益之變更，學說上有不同之控

制途徑，有採原則上不拘束反對意見勞工，而例外符合合理性變更

之法理時方得拘束；亦有謂變更原則應拘束勞工，惟得以衡平性之

控制加以檢驗。然而，本於球團經營管理之效率，本文建議球團於

工作規則變更時宜取得選手之書面同意，以杜絕日後爭議。 

  第三項 職棒選手工會之團結保障 

    一般所熟知之中華職棒球員工會，實為「臺北市職業棒球員職

業工會」之概稱，雖為職業工會但由於工會會員來源單純─僅受雇於

四球團之一，且透過中華職棒大聯盟及其規章為平台，提供選手相

同或類似之勞動條件及勞動環境，從而工會之凝聚力、談判能力應

有別於其他職業工會，應更能團結提供各隊選手妥善之幫助，然而

目前球員工會之態度仍嫌保守，並未積極透過協商爭取合理之勞動

條件206。是以，吾人期待工會作為選手與球團溝通協商之橋樑，藉

由工會之協商爭取勞資雙方之最大利益，而為具體改善選手工資、

工作時間、工作條件207之作為，本文建議工會得依團體協約法之規

定與各球團締結團體協約，以協約改善勞動條件、獎懲、安全衛生、

申訴制度等。惟應注意者，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3 款，超

過協商他方所雇之同類職業技能之勞工過半數為工會會員，職業工

                                                      
206

 參閱黎子庭，從法律觀點探討職業棒球防賭措施及球員權益之保障，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1，2011 年 7 月。 
207

 參閱林錫波，中華職棒大聯盟勞資關係之研究，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頁 123，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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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方具有協商之資格，目前除中信兄弟球團全體教練、選手加入208外，

工會之選手於其他球團尚未過半，故工會尚不具與其他球團為團體

協商之資格。 

    由於目前常見之爭議，常發生於球團以工作規則方式，對選手

之勞動條件、權益為不利益變更或削減，故本文建議球員工會應定

時去函向各球團請求完整工作規則之影本，包括但不限於：一二軍

升降規則、球隊管理規則、獎金發放辦法；以便利日後選手與球團

發生爭議時，有可供討論之依據。 

    續此以言，球員工會在關於工作規則之爭議發生時，本文建議

應依附合契約控制體系之審查脈絡209，先就該工作規則或聯盟規章

之訂立、變更之本質及成立生效與否依序檢討，例如：工作規則或

聯盟規章是否訂入契約成為契約內容、工作規則是否直接牴觸契約

本文而不得拘束選手、各文本解釋上是否發生歧異或衝突而應如何

適用等，毋庸一步就退守民法第 247 之 1 條之顯失公平與否之爭議，

畢竟顯失公平之標準較為抽象、個案預測困難，不宜退守到最後取

決於是否無效之判斷。 

    至於，選手由於平時訓練及比賽忙碌，相關契約及法律之認識

理解尚有未足，面臨工作規則變更或球團要求簽訂任何約定、文本，

均不宜立即同意或簽名。本文建議應當將書面文本影印或拍照後，

詢問球員工會或專業人士意見，再為同意與否之表示。畢竟，依目

前學說上之討論，有關工作規則之不利變更，以「不拘束反對之受

僱人」為原則，從而只要選手不輕言同意，球團除非符合合理變更

之法理，否則自無從拘束選手。 

  

                                                      
208

 林以君，加入工會 振總：薪水信託也可，2010 年 3 月 20 日，聯合報，B4 版。 
209

 參閱洪瑩蓉，定型化勞動契約之司法控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2，20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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