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遭違法解僱後如何回復工作權
☆許淵智/就業安全科

案例
賈先生在民國97年2月進入

一家連鎖便當店擔任廚工，負責

炸台及清潔工作。98年3月間，

因為廚房地板潮濕，滑倒受傷

無法工作，公司給予公傷假至

98年12月26日。當賈先生銷假

後，於99年2月欲再次請公傷假

時，卻遭公司以99年2月之請假

不是公傷假，並以無故曠職為由

革職。賈先生不服，提起民事訴

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公

司給付自違法解僱後至復職前１

日之薪資。

解析
職業災害之認定

賈先生是在上班時間，在

工作場所－廚房滑倒受傷，當天

向友人表示人不舒服，由友人

陪同看醫生，並打電話向店長

請假，此事由電信公司所提供

的通聯紀錄可做為證明。而醫

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也載明病

因是「下背肌膜炎、右肩旋轉肌

損傷」。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的定

義：「…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

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

原料…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

殘廢或死亡。」由此可認定賈先

生本次之受傷與職務有關，屬於

職業災害。

公傷病假銷假後，再次請公傷病

假是否合法

依 勞 工 請 假 規 則 第 6 條 規

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

曠職1日扣3日薪水?-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之釋疑

☆徐德軒/勞動條件科

【案例】

小陳高職畢業後在一家餐廳
裡擔任廚師工作，某日料

理一時未加注意，起火燒毀廚房
排油煙管及燻黑天花板，事後餐
廳老闆拿了一張維修單要求小陳
賠償，小陳認為估價偏高有灌水
嫌疑，且全要他賠不合理，雙方
起了爭執，小陳隨即口說不幹了
掉頭便走出餐廳大門，老闆生氣
撂下狠話說無故曠職還要扣薪，
隔月小陳領薪時果然發現薪資短
少，薪資袋被老闆寫了「曠職1
天扣3天薪水」、「賠償扣款」
幾個大字，小陳致電老闆理論，
老闆回說公司規章有懲處、曠職
要扣薪的規定，沒到法院告你損
害賠償就不錯了，小陳覺得權益
受損遂向勞工局檢舉……。

【解析】

勞工曠工當日工資得不發給，惟

應以扣發當日工資為限

坊間公司行號總自以為是
地訂定一套工作規章，琳瑯滿目
地規定諸如：遲到罰錢、曠職扣
薪、違規罰款等，本案例經勞工
局派員對小陳老闆餐廳實施勞動
檢查，發現老闆曠職扣薪、賠償
扣款屬實。檢查紀錄中老闆亦自
述：「員工無故曠職造成雇主作
業困擾實為大忌，曠職1日扣薪
2或3日，俱為一般工作規則所
認可…。」按內政部74年5月17
日（74）台內字第313275號函
釋：「勞工曠工當日工資得不發
給，惟應以扣發當日工資為限。
有關規定並應明定於工作規則，
報准主管機關後公開揭示。」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
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
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小陳老闆此舉不僅
係其主觀錯誤見解，且已違反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

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雖然，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規定也有但書，只要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因此，老
闆常拿出人事規章表示，各項扣
薪罰款規定都是在勞工同意下實
施，縱然沒有書面同意，至少也都
是事後默示同意，何來違法之舉。

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
11月16日台（82）台勞動二字
第62018 號函略以：「…查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
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如勞
工因違約或侵權行為造成雇主損
害，在責任歸屬、金額多寡等未
確定前，其賠償非雇主單方面所
能認定而有爭議時，得請求當地
主管機關協調處理或循司法途徑
解決，但不得逕自扣發工資。」
所謂另有約定，限於勞雇雙方
均無爭議，且勞工同意由其工資
中扣取一定金額而言，如勞雇雙
方對於約定之內容仍有爭執，自
非雇主單方面所能認定，即應循
司法途徑解決，不得逕自扣發
工資，否則即難謂未違反勞動基
準法第22條第2項所欲規範之意
旨，復有上開函釋可稽。

本案例廚房火災損害要求
小陳賠償罰款之情事，老闆雖說
員工都知道餐廳的懲處規定，以
前這樣罰薪勞工都沒事，為何這
一次小陳檢舉就要受罰，顯見在
職員工表示意見之時，乃迫於現

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

期 間 ， 給 予 公 傷 病 假 。 因 為

賈先生確實是因職業災害而受

傷，在治療期間，雇主並無不

准給予公傷病假之權，公司終

止勞動契約也不合法，其僱傭

關係仍然存在。

公傷病假期間是否可以請求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59條明文規

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

亡、殘廢、傷害或疾病，在醫療

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

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

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

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

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

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

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

因為賈先生和雇主間的僱傭

關係仍然繼續存在，因此職業災

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期間，公司

應自違法解僱日起至賈先生復職

前一日，依原領工資數額給付工

資。

實，為了不失去該份薪資，而做
出單純不作為之意見表示，坊間
多數勞工面對老闆包山包海的罰
薪規定，為求一份工作而敢怒不
敢言，即為不得已而為之。今日
本案例小陳即對老闆的賠償扣薪
存有爭執，且也有向勞工局檢舉
老闆不當扣薪，若小陳對老闆有
同意扣薪之表示，何來還向勞工
局檢舉之理，且老闆也提不出小
陳同意賠償金額之證明，是以，
老闆係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規定事證明確。

事後改善行為，不生阻卻違法
之效果

按工資係勞工提供勞務之對
價，故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工資
予勞工，此為勞動基準法第22
條第2項所明定，同法第79條第
1項第1款訂有處罰之規定，其
性質屬強制規定，一經違反，不
需通知限期改善即得逕予以處
罰。雖然小陳老闆事後喊冤非故
意違反規定，拒不付薪，且事後
已返還工資作為抗辯，惟此亦屬
事後改善行為，尚難執為免責之
依據。因此，做生意的老闆不可
不知，一經查證違反勞基法屬
實，除限期改善外，還要依勞
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罰鍰新
台幣6,000元~60,000元不等金
額，可是沒有因事後改善而免罰
之規定呢！

▲餐飲業也常有違法解僱的行為

墜落災害預防(一)─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洪悅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一、國內墜落災害狀況

歷年來國內重大職業災害以

墜落災害為首位，96-98年

墜落災害件數佔重大職業災害總

件數達48%(表1)，其中營造業

更佔總墜落件數65%(表2)，究

其原因，未有適當之防墜設施及

安全管理不良常是造成墜落災害

主因，因此加強墜落災害預防一

直是國內職場防災之重點項目，

更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二、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國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對

於墜落災害防止之規範主要列於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中，尤其是營造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已規範相當完

備，事業單位如能確實依法採取

適當之防墜措施，當可以消弭災
害於無形。在許多防墜條款中最
為基本且重要的為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17 條之訂定墜落災
害防止計畫，惟亦是最令大家忽
視或敷衍，致許多有墜落危險之
工作場所未設置防墜設施或所設
置防墜設施不符實際需求，主要
原因為未確實依法令規範來訂定
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一般常見墜
落災害防止計畫之缺失如下：
1. 計畫內容只列法規條文，無明

確之防墜作為與措施。
2. 將工作守則部分內容複製當

作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3. 彙編防墜設備製造廠商廣告

資料及政府機關文宣、海報
等資料作成計畫，不合實際
現況。

4. 引用他人文件計畫作替代，部
份甚至連公司名稱或工程名
稱都襲用。

5. 計畫流於型式套件，未針對各
工作場所之墜落風險特性擬
製計畫，致同一公司之各工
作場所墜落災害防止計畫皆
相同。

6. 防墜設備型式、材質、強度之
計畫內容與實際狀況不合，
常因陋就簡。

因此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
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

表1  96-98年墜落災害件數

   業別

年度

營造業 其他行業 全產業

墜落件數 職災總件數 百分比 墜落件數 職災總件數 百分比 墜落件數 職災總件數 百分比

96 94 127 74% 50 151 33% 144 278 51%

97 111 167 66% 49 164 29% 160 331 48%

98 51 105 48% 37 89 41% 88 194 45%

總計 256 399 64% 136 404 33% 392 803 48%

者，應依循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7 條規定與參照下表順序訂定
墜落災害防止計畫，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應由階段1開始考量，防墜設施無法於
該階段設置時或需下一階段配合時，方可進入下一階段，階段3基
本上應為防墜的底限，如必須逾越此底限而進入階段4或甚至階段
5時，則更需妥善規劃並增加其他必要之保護措施。墜落災害防止
計畫完成後應公告並實施，於實施過程中仍應不斷地進行稽核及評
估，以確保防墜設施之效能，落實工作場所安全。

三、結語
墜落災害之發生常在於未有適當之防護設備、設置不當或失效

及安全訓練不足情形下，因此在設置防墜設施之前實有必要訂定墜
落災害防止計畫來據以施行，避免職場不幸事件之發生，希望透過
本文能喚起大家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7 條訂定墜落災害防止
計畫之重視，並結合相關防墜技術之運用，提升整體職場安全。

參考文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98年重大職災實例摘要。

表2  產業重大職災墜落災害概況

階段1

1、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
作業以減少高處作業項目。

2、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
下昇降設備或防墜設施。

階段2
3、設置護欄、護蓋。

4、張掛安全網。

階段3 5、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階段4
6、設置警示線系統。

7、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階段5
8、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
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

▲多數勞工面對老闆罰薪規定敢怒不

敢言

▲坊間公司行號常自訂一套包山包海

的罰款規定

▲高度2公尺以上屋頂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妥善規劃防墜設施。▲吊籠作業需做好防墜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