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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陸政府為了健全勞動法制，在 1995 年 1 月施行《勞動法》，用以確立勞動合同制為企
業用工方式，並同時推行社會保險制度。但在《勞動法》實施的 12 年期間，勞動合同的簽訂
率卻很低，大陸政府基於保護勞動者合法權益為出發點，於 2007 年 6 月 29 日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並從 2008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以下簡稱《勞動合同法》
）。但根
據調查顯示，
《勞動合同法》實施後，卻有七成投資於中國的企業對其政策並不感到認同。故
本研究欲瞭解《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之內涵與差異外，並進一步探討《勞動合同法》
之實施對人力資源管理之利弊影響與衝擊。
關鍵字：勞動法、勞動合同法、勞動合同

一、 研究動機
經濟成長使台灣企業在 1990 年代初期面臨土地價格上漲、勞工成本上升及勞力短缺等投
資因素之轉變，又恰逢政府開放兩岸經貿政策之施行，國內廠商紛紛外移，並以中國大陸為
主要投資目的地，近幾年來，中國大陸已成為台商對外投資之首位。
然而，大陸政府為了健全勞動法制，在 1995 年 1 月施行《勞動法》，用以確立勞動合同
制為企業用工方式，同時推行社會保險制度。《勞動法》實施 12 年期間，勞動合同的簽訂率
卻很低，大陸政府基於保護勞動者合法權益為出發點，於 2007 年 6 月 29 日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並從 2008 年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對台商而言，最大的衝擊在改善大陸勞工基本權利的同時，將減少勞動力的機動性，增
加台商的經營與勞動管理成本。對中小規模台商企業的衝擊將更甚於集團或大型企業，也就
是說，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將面臨從內部制度建設到外部法律規範的轉變(蕭新永，2008)。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勞動合同法》中涉及到台商勞工管理之相關規定予以介紹，並提
供在大陸經營之台商相關的因應對策與建議。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之內涵與差異。
2.分析《勞動合同法》實施對台商有何利弊之影響。
3.對於《勞動合同法》實施所帶給台商的衝擊，給予因應措施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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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2.1《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之內涵
《勞動法》是大陸第一部完整且位階最高之規範勞動關係的法律，明訂企業應實施勞動
合同制，且充分表現出大陸法律對勞動者的權利與義務，要求企業在勞動管理作業需遵循此
法，以建立內部管理規章(蕭新永，2007)。
《勞動合同法》除了維持《勞動法》確立勞動合同制度的基本框架，更進一步在《勞動
法》不足的地方，做出補強與調整，包含：企業規章制度的制定、書面勞動合同的訂立、各
類勞動合同的具體要求、試用期的期限與報酬、違約金的約定等(史貴生、傅智文，2007)。
簡言之，《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皆屬於傾斜性立法，傾向於保障員工的利益，給
予員工大量的權利(蕭新永，2007)。以法律位階而言，《勞動法》是普通法，《勞動合同法》
是特別法，兩者在位階上是一致的；而就立法時間而言，《勞動法》是舊法，《勞動合同法》
是新法，新法優於舊法，且適用「不溯既往」之原則。

2.2《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之差異性
《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同樣為確立勞動關係、保障員工利益之法律，但兩者光是
在字面上之比較就令人感到混淆不清，故本研究將兩者之重大差異比較說明如下：
2.2.1 勞動合同必備條款之差異
《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兩者均規定，勞動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訂立，而在相較之
下，兩者必備條款規定變化如下表 1 所示，並說明如下：
1.增加部分必備條款：
(1)基於誠實信用之原則，增加了用人單位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以及
勞動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分證或者其他有效身分證件號碼。
(2)增加了列出工作地點之規定。原因是勞動者的工作地點可能與用人單位住所地不一致，故
應在勞動合同中明確列出。
(3)為保障勞動者權益，規定用人單位需在勞動合同上訂立具體之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
(4)增加了社會保險條款，增加此項條款之目的，就是為了強化用人單位與勞動者之社會保險
權利義務意識。
(5)增加職業危害防護條款，為了加速《職業病防制法》的落實，在《勞動合同法》裡增加了
職業危害防護必備條款，使該法的施行能夠更有銜接性與關聯性(蕭新永，2007)。
2.取消部分必備條款：
(1)取消勞動紀律條款。攸關勞動者切身利益之規章或重大事項，應與工會或職工代表進行平
等協商，故沒有必要在勞動合同中由用人單位與勞動者在個別約定。
(2)取消勞動合同終止條款。其用意是為了防止用人單位隨意終止勞動合同。
(3)取消違反勞動合同責任條款。其用意是為了防止用人單位濫用違約責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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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勞動法》與《勞動合同法》勞動合同必備條款之比較
《勞動法》

《勞動合同法》

規定的勞動合同之必備條款

規定的勞動合同之必備條款

1.勞動合同期限；

1.用人單位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2.工作內容；

或者主要負責人；

3.勞動保護和勞動條件；

2.勞動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分證或

4.勞動報酬；

者其他有效身分證件號碼；

5.勞動紀律；

3.勞動合同期限；

6.勞動合同終止的條件；

4.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

7.違反勞動合同的責任；

5.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
6.勞動報酬；
7.社會保險；
8.勞動保護、勞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
9.法律、法規規定應當納入勞動合同的
其他事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2 勞動合同簽訂過程之差異
史貴生與傅智文(2007)指出，《勞動合同法》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大量的修改和調整，
分別為：企業規章制度的制定、書面勞動合同的訂立、各類勞動合同的具體要求、試用期的
期限與報酬、違約金的約定等，本研究則依此五大構面來做探討與解說：
1.企業規章制度的制定：
(1)規章制度由「單方制定」轉為「平等協商確定」：
當用人單位制定或修改企業規章制度時，需與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做討論，而非企業
單方制定。若損及勞動者權益，勞動者可隨時解除勞動合同，且要求用人單位負損害賠償
責任(曾文雄、王永元，2007)。
(2)用人單位不得要求勞動者提供擔保：
意謂企業在招工或辭退員工時，要求提供擔保或收押金、扣證件都屬於違法行為，用人單
位若違反規定將面臨每單位勞動者 5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罰款，甚至面臨民事賠償。
2.書面勞動合同的訂立：
(1)企業不簽訂勞動合同，就要支付兩倍工資：
《勞動合同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了解決勞動合同簽訂率過低的問題(張世誠，2007)。
政府單位為督促用人單位不拖延與勞勞動者訂立書面勞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需於一個月
內與勞動者簽訂勞動合同，否則將賠償雙倍工資。
(2)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年，仍未與勞動者簽訂書面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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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除必須在不足一年之違法期間支付兩倍工資外，還應當視為已與勞動者簽訂無固
定期限勞動合同。若在上述情況下，用人單位不與勞動者訂立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的，則
「自應當訂立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之日起向勞動者每月支付兩倍工資」。
3.各類勞動合同的具體要求：
(1)應與勞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之情況：
一、勞動者在該用人單位連續工作滿 10 年的；二、用人單位初次實行勞動合同制度，或
者國有企業改制重新訂立勞動合同時，勞動者在該用人單位連續工作滿 10 年，且距法定
退休年齡不足 10 年的，這就是所謂的「雙十」條件；三、連續訂立兩次固定期限勞動合
同，在續訂第三次時就必須簽訂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四、若企業所招聘之員工是初次就
業的復員、轉業軍人，如該員工提出訂立無固定期限的勞動合同，無論用人單位是否願意，
都有義務與其訂立無固定期限的勞動合同；五、企業自用工之日起滿一年，不與勞動者訂
立書面合同的，視用人單位與勞動者已訂立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六、當用人單位與勞動
者雙方協商一致，即可簽訂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
4.試用期的期限與報酬：
(1)試用期的期限：
同一用人單位與同一勞動者只能約定一次試用期。勞動合同期限不滿一年，試用期不得超
過一個月；勞動合同期限一年以上三年以下，試用期不得超過二個月；三年以上固定期勞
動合同和無固定期勞動合同，試用期不得超過六個月，故試用期的長短與勞動合同工作期
限之約定息息相關。
(2)試用期的報酬：
勞動者在試用期工資不得低於同單位相同崗位最低工資，或不得低於勞動合同約定工資之
80%。在試用期中，除有證據證明勞動者不符合錄用條件外，用人單位不得解除勞動合同。
5.違約金的約定：
可以與勞動者約定違約金，但限於培訓服務期與競業限制條款兩種，說明如下：
(1)關於培訓服務期之違約金：
當勞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金，且違約金之數額不得超
過用人單位之培訓費用。
(2)關於競業限制條款之違約金：
競業限制人員限於高級管理人員、高級技術人員以及其他負有保密義務之人員，競業限制
最高期限為兩年，用人單位需在競業期限內，按月給予勞動者經濟補償。
2.2.3 經濟補償之差異
過去勞動合同期滿時，用人單位不需支付經濟補償金，但在《勞動合同法》則規定，勞
動合同期滿後，用人單位不與勞動者續簽勞動合同，或與勞動者續簽勞動合同時，用人單位
提供的條件較原勞動合同低時，進而導致勞動者不願意續簽勞動合同者，則用人單位需支付
經濟補償金(曾文雄、王永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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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是固定或無固定期限合同，大多數在面臨終止勞動合同的情形下，企業對員工都要
承擔一筆給付「經濟補償金」的開銷。只要符合《勞動合同法》第 36 條【企業主動提出協商】、
第 38 條【企業過失，員工自請離職】、第 40 條【員工無過失，企業主動解除】、第 41 條【經
濟性裁員，企業主動解除】、第 44 條之第 1 項【合同到期、企業不續約】及第 4、5 項【企
業破產與被吊銷執照】之規定，勞動者即可支領新法規定的經濟補償金(蕭新永，2008)。
2.2.4 限制解雇員工條件之差異
在傾斜保護勞工的大勢所趨下，《勞動合同法》限制企業解雇員工的條件也較《勞動法》
多（李永然，2008）。以《勞動法》而言，企業在下列幾種情況是不能解雇員工的，說明如
下：
一、勞動者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並被確認喪失或部分喪失勞動能力的；二、勞動者
患病或者負傷，在規定之「醫療期」內的；三、女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四、法律
或行政法規規定之其他情形的。
而《勞動合同法》則較《勞動法》新增兩個情況，分別為：一、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
業的勞動者未進行離崗前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人在診斷或者醫療觀察期間；二、勞動
者在用人單位連續工作滿 15 年，且距法定退休年齡不足 5 年的。
限制解雇員工條款的變化，顯示《勞動合同法》對於年長員工與受勞動環境損傷之員工
的保護與照顧，進而使台商在大陸的經營優勢已逐漸減低。

2.3 分析《勞動合同法》實施對台商之利弊影響
大陸「中國企業家」雜誌針對製造業與服務業進行調查，超過半數的企業對《勞動合同
法》的某些條款持不同看法，有七成企業希望修改於 2008 年 1 月初才上路的「新勞動合同法」
（李文，2008）。
而該調查也顯示，面對《勞動合同法》，有 53.66％的企業表示「對其中的一些條款有不
同看法」，有 2.44%的企業明確表示「反對」，有 17.07%的企業表示「持保留態度」，另外
有 7.32%的企業表示「無所謂」，最後 19.51%則表示「完全認同該法」，由此可見大部份的
企業對新上路的《勞動合同法》政策感到不滿意，足見該法對資方衝擊之大。故本研究將從
台商企業的角度，分析《勞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台商有何利、弊之影響。
2.3.1《勞動合同法》實施對台商所產生之優勢
以下說明《勞動合同法》實施後，可能對用人單位產生哪些有利的影響：
1.促進產業升級：
隨著中國大陸經濟起飛，中國政府為了改善人民生活水準，已不歡迎低技術門檻、高
汙染的產業（吳曜儼，2008）。因此，為了不讓先前投資在大陸的心血付諸流水，有能力
的台商勢必帶動一波產業升級的趨勢。
2.明確規範政府部門、用人單位與勞動者之責任歸屬：
勞動合同以書面契約訂定方式有助於明確規範政府部門、用人單位及勞動者三方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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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歸屬，亦即用人單位的經營運作都需在合法的情況下，勞動者可依法享受其權利，但也
有義務遵守該法令，政府單位則扮演檢查與監督的角色，檢視《勞動合同法》的執行狀況。
3.勞動者有告知義務，可減少企業徵才風險：
《勞動合同法》第 8 條後半部規定：「用人單位有權瞭解勞動者與勞動合同直接相關
的基本情況，勞動者應當如實說明。」故勞動者有據實告知之義務，此項規定可降低假證
件、假學歷等事件的發生。
4.服務期之約定，有利於企業投資培訓：
《勞動合同法》第 8 條規定：「用人單位為勞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其進行專業
技術培訓，可以與該勞動者訂立協定，約定服務期。勞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應當按照約
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金。」此規定有利於企業防範出資培訓員工之投資風險，增進企業
對於培訓員工的意願。
5.試用期解約須提前通知，便於企業提前安排交接：
《勞動合同法》第 37 條後半部規定：「勞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單位，可
以解除勞動合同。」此與《勞動法》第 32 條之第 1 項規定：「在試用期內，勞動者可隨
時通知用人單位解除勞動合同。」該項規定，較有利於用人單位提前安排交接事宜。
2.3.2《勞動合同法》實施對台商所產生之劣勢
以下說明《勞動合同法》實施後，可能對用人單位產生哪些不利的影響：
1.用人不簽約，將面臨昂貴成本：
用人單位與勞動者建立勞動關係後，須於「一個月內」訂立書面勞動合同。若超過一個
月、不滿一年未訂立者，應當每月向勞動者支付 2 倍之工資；若超過一年，則視為用人單位
與勞動者已訂立「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
2.緊縮企業用人自主權：
企業建立規章制度，必須在平等協商之條件下，經由職工討論與公示程序，告知勞動者。
工會也在新法實施下，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度、勞動合同制定等方面有更深的介入，導致企
業的用人自主權受到壓迫。
3.易產生吃「大鍋飯」的現象：
「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意謂勞動者只要不出現嚴重違反內部管理規章、或不能勝任行
為的現象，用人單位就不能解除勞動合同。這對員工而言，無疑是一大保障；但對企業來說，
卻要擔憂「該如何激勵那些沒有戰鬥力的員工」。
4.全面實施社會保險，擴大企業保險費用支出：
《勞動合同法》第 38 條規定：「用人單位未依法為勞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勞動者
可以解除勞動合同」。在過去，許多企業並未依規定全員、足額的為勞動者辦理社會保險（蕭
新永，2007）。《勞動合同法》將社會保險列為必備條款，亦即強制性地規定企業需為全員
負擔社會保險費用，提昇台商企業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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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試用期限制更多：
《勞動合同法》規定，勞動合同期限不滿一年，試用期不得超過一個月；勞動合同期限
一年以上三年以下，試用期不得超過二個月；三年以上固定期勞動合同和無固定期勞動合
同，試用期不得超過六個月。而該法也規定同一用人單位只能與同一勞動者約定試用一次，
若違反試用期之約定，企業還需向勞動者支付「賠償金」。
6.不能向員工收取押金、扣押證件或要求提供保證人：
在過去，企業為了防止員工產生偷竊、違規等行為，在與勞動者簽訂勞動合同時，會
向勞動者收取押金、保證金或扣押證件，或要求提供保證人，而這些行為在《勞動合同法》
實施後都是違法的。
7.勞動者承擔的違約金範圍設限：
企業可與勞動者約定違約金，但僅限於培訓服務期與競業限制條款兩種，且《勞動合
同法》規定與競業限制最高期限為 2 年、培訓服務違約金不得超過用人單位之培訓費用，
這些舉動顯示政府保護員工色彩相當濃厚。
8.擴大經濟補償範圍：
經濟補償之規定對台商造成相當大之衝擊。以法律條款數而言，《勞動法》規定支付經
濟補償之條款只有 3 個條款，《勞動合同法》卻有 5 個條款，擴大企業費用的支出，新增條
款包括依法終止和解除勞動合同，企業需付予勞動者經濟補償金，造成台商勞動成本大幅提
昇。
9.勞務派遣用工，增加企業承擔之風險：
《勞動合同法》第 92 條規定：「勞務派遣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由勞動行政部門和其
他有關主管部門責令改正；情節嚴重的，以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
並由工商行政管理部門吊銷營業執照；給被派遣勞動者造成損害的，勞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
位承擔連帶賠償責任。」亦即表示，勞動者可要求勞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共同承擔責任，
致使用工單位將負擔更高的賠償風險，此亦為台商企業之一大隱憂。
10.違法解除勞動合同，違約金加倍：
若企業違法解除或終止勞動合同時，勞動者要求繼續履行，企業應當履行；勞動者不要
求繼續履行，或該合同已不能履行的，用人單位需依照經濟補償標準的 2 倍向勞動者支付賠
償金。

三、 結論與建議
大陸《勞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台商與各國赴大陸投資者而言，可說是利少、弊多，最
大的衝擊在於改善大陸勞工基本權利的同時，也相對減少企業調派勞動力的機動性，並增加
投資者的經營風險與勞動管理成本。在中國投資環境日趨嚴苛的情況下，昔日台商追求的低
成本、高毛利競爭優勢已逐漸消失殆盡，因此建議台商企業回到管理的原點，重新思考、並
檢視人力資源管理與《勞動合同法》的關係，以做好過度期管理的因應措施。而對於台商因
應措施，本研究有以下幾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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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自動化生產比率
由於低勞力成本的優勢已不再，面對人力成本日漸提高的投資環境，建議台商可汰換生
產設備，提高自動化生產比率，除可減少人工成本，也有利於提升企業工作效率與產業升級，
進而帶來企業競爭力的提昇。
（二）轉往其他地區投資設廠
建議台商可轉往其他工資成本較低廉的地區設廠，如：中國內陸地區或其他東南亞國家。
（三）用人唯才
《勞動合同法》對企業在「選、訓、育、用、留」人才方面造成壓力，企業必須思考如
何讓用人機制富有競爭力。因此台商在人力資源策略上，應當改變邏輯思維，讓台籍幹部與
大陸幹部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同時加速人才本土化的腳步，在未來的薪資策略與晉升策略
不以身分為考量因素，而應以核心職能作為用人標準。
（四）提高校園招聘比率
應屆畢業生剛步入社會，在文化等方面尚未受到干擾，故具有較高的可塑性、學習能力
與熱情，在進入公司後，能快速吸收、適應企業文化，除此之外，使用應屆畢業生還能具有
降低用工成本的好處，這些都是提高校園招聘比重能為台商企業帶來的優勢。
（五）強化人力資源價值鏈的整合
在擬定未來的人力資源策略方向前，應對現有人力進行盤點，加強人力成本控制、核心
人才的掌握與開發、提高個別員工與組織的績效、縮短員工進入公司工作的學習曲線。而人
力資源價值鏈的整合，如：建立輪調制度以培養跨部門人才、建立學習型組織以縮短新進員
工的學習曲線、產學合作以掌握核心資訊與技術、建立人才置換計畫以落實人才本土化政策。
（六）建立完善的就業認證體系
在專業技術人才與稀少性人才需求日漸提高的情勢下，長遠看來，人力資源的從業資格
必然走向行業認證、國際接軌的趨勢，易言之，未來企業人才的招聘除了考量學歷高低、工
作經驗，更會日益重視專業證照的考取，亦即公司會要求應試者提供其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
(七)建立勞動法律文件管理制度
台商除了應全盤瞭解《勞動合同法》的制度與規定，也可藉由具專業素養與充沛人脈的
律師顧問幫助下，避免勞資紛爭的發生。而在招聘、錄用員工的過程中，企業更應積極採取
書面方式「保存證據」，並要求受雇者簽字確認，以做為未來勞動爭議發生時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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