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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年終獎金太少，工會抗爭

有理？ 

近日由於（舊曆）年終將近，依照

我國社會一般企業經營傳統，有關事業

單位之年終獎金發放自然成為受雇員工

相當關心之議題，不但是勞資關係互動

處於十分微妙的時刻，對勞工而言，更

是「既期待又怕傷害」。 

然而，根據相關媒體報導，自 1 月

中旬過後以來，我國知名航空事業單位

（中華航空）接連發生該公司之企業工

會（第三分會）因不滿該公司今年之年

終獎金將大幅縮水而上街表達不滿，以

及爾後有部分工會幹部因此受到公司打

壓而更進一步表示強烈抗議等相關爭議

事件。據聞，抗爭當日（1/22），包括華

航員工與勞工團體等數千人至華航台北

分公司前抗議「營收破天荒，獲利創新

低；高層不負責，苦果基層吞」，指華航

「去年度華航營收近 1,500 億元創歷史

紀錄，但華航獲利卻不如預期，1 月 13

日年終獎金協商時，華航公司獲利僅

300 萬，最後僅發放 2 萬元年終獎金」；

對此，華航則表示「春節獎金及激勵

金，是與工會三度協商達成共識，包括

春節獎金台幣 4 萬 5000 元、一個月月

薪，另外 4 月也將發放 1 個月薪資為激

勵獎金，平均約多發 2、3 個月，國內員

工元旦也平均調薪 2.5％，7 月也將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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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獎金，待遇調整優於去年，並承諾

7 月檢視加薪的可能性與幅度」。 

爾後，根據相關事件之後續新聞報

導，由於上述工會之抗爭行動，「結果 4

名身兼工會幹部的空服員與 1 名機師因

此遭到（華航公司）無限期暫停空勤任

務，回到地面加強教育，要求學習冷

靜」。然此舉又引發空勤員工不滿，因此

有空勤人員發起佩戴黃絲帶行動，表達

其無聲抗議，但隨之又「發生主管和座

艙長強奪黃絲帶事件，在機場大廳發生

男座艙長強奪空姐胸前黃絲帶，還咆哮

和粗暴拉傷手」。 

根據上述新聞報導，顯然此一年終

獎金所引發之抗爭事件已經造成勞資雙

方相當緊張之關係，甚而產生有所謂雇

主是否「秋後算帳」之疑慮。對此，本

文以下分別從「年終獎金給與的雇主義

務」以及「工會抗爭行動的合法性」的

角度說明此一勞資爭議（尤其是工會行

動）的適法性。 

二、年終獎金之給與是否為雇主義務？ 

首先，就我國相關勞動法令觀之，

現行勞基法第 29 條規定：「事業單位於

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

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

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

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就上述之規

範，雖然根據我國司法行政與法院判決

實務相關見解指出，前揭條文「既僅稱

為獎金，則尚難專指年終獎金，且該法

條將『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二者並

列，由雇主即事業單位選擇其一，亦與

一般俗稱之年終獎金有異（司法院第 14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究意見參照）。準此

可知，年終獎金既為雇主恩惠性之給

與，則勞工對於該年終獎金即無請求雇

主發給之權利」（台高院 92 勞上 64 判

決）。 

但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另一方面根

據法院相關判決指出，「事業單位依勞動

基準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發給年終獎金，

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時

在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

取年終獎金之要件，對符合上述條件之

勞工，事業單位即不可藉詞不予發給年

終獎金，此有內政部…… 台內勞字第

290597 號函文意旨可稽」（台高院 93 勞

上 97 判決；類似見解：士林地院 92 勞

簡 14 判決）。 

換言之，「年終獎金」雖非屬勞基

法上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10②參

照），其發放之目的乃在於雇主用以獎

勵、慰勉員工終年工作之辛勞，原則上

自難認雇主有發給年終獎金予員工之義

務。然勞基法第 29 條則屬上述原則之例

外規定，亦即如認有該當於條文所定之

要件，亦即：「（事業單位）如有盈餘」，

且「勞工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情形

者，而雇主亦未有「分配紅利」時，則

其勞工自有權向雇主請求發給年終獎

金。甚且，就該年終獎終獎金之發放，

法院明確指出，「……應兼顧勞工利益及

雇主經營獲利，視事業單位該年度營運

情況及盈餘多寡，衡酌員工工作績效、

辦事勤惰等事涉勞工對事業單位之貢獻

等項之考核，以作為是否發放年終獎金

及發放數額多寡之參考標準，即是否發

放、發放數額及對象，悉由雇主依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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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及考核結果決定，倘事業單位營運

狀況及獲利盈餘不佳，或經雇主考核後

有正當理由認員工績效不應受發給年終

獎金，則該員工對雇主即不具有年終獎

金之給付請求權。倘若，雇主決定發放

該年度年終獎金並以通函或公告揭示年

終獎金之發放標準，則該年終獎金之發

放標準已成為勞動契約之一部，當然發

生拘束勞資雙方之效力。」（基隆地院

98 基勞簡 19 判決） 

承上，去年度華航公司營收近

1,500 億元，但獲利卻僅有 300 萬元之情

形，此一顯非屬常態且雇主未能提出有

力的說服理由之前提下，當然嚴重影響

到符合勞基法第 29 條所定要件而得要求

發放年終獎金之華航員工權益，因而在

雇主未有充分且適當向勞工說明的情況

下，工會（或勞工）以抗爭行動向雇主

要求調整年終獎金之額度自屬合法、合

理之行為，同時也是一種工會為其會員

爭取合理權益之負責任表現。 

三、工會活動的合法範圍與雇主不當

勞動行為 

然而，令人非常遺憾的是，華航公

司對於上述工會之抗爭行動並未以適當

的方式向工會（或其員工）溝通、說

明，反而直接地以透過對部分工會幹部

施予不利益對待之方式試圖壓制工會的

相關行動。舉例而言，華航公司暫停部

分工會幹部的空勤任務，要求「加強教

育，學習冷靜」之行為，顯然已經違反

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其他

不利益待遇」之雇主不當勞動行為的禁

止規範；即「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

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

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

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

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再

者，對於空勤人員發起佩戴黃絲帶之行

動所受到「主管和座艙長強奪黃絲帶」

之情形，若是經由雇主授意，或者實施

強奪黃絲帶行為之主管或座艙長乃具有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限之人者，則有違

反前述同條同項第 5 款所謂「支配介

入」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規範；即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

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事實上，華航工會與雇主進行三度

團體協商破裂後而決定展開抗爭行動，

乃屬國際社會相當普遍之勞資現象；此

種工會行動同時有政治與法律兩個不同

面向之意義。就政治意義的面向而言，

基於勞動團結意識的實踐，工會一方面

透過抗爭行動尋求其內部會員之支持，

強化內部之團結與共識，另一方面則是

尋求一般外部社會（尤其是市民）對其

行動之認同。再者，就法律意義的面向

而言，基於勞動基本權保障之目的，一

方面是於合法範圍內行使其工會活動

權，藉以向雇主展示其工會團結自主的

意志與行動力量，另一方面則是向雇主

提出雙方必須再度進行團體協商的要

求，期待日後以和平、合意之方式締結

團體協約。總的來說，華航工會此次之

抗爭行動，可以認為是一種屬於「協商

預備階段之工會活動性質」的工會行

為，雖不同於正式的「爭議（或罷工）

行為」，但於合法的範圍內同樣受到民刑

事之免責與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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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此等之工會活動自負有一定程

度之容忍義務。 

根據相關報導，華航公司要求部分

參與抗爭行動的工會幹部「……轉派地

勤的客艙組員，全程參與 3 天『空服員

初步課程』，包括客艙組員派遣規範、員

工行為準則等，表現『尚能符合』訓練

期間之規範，同時研讀『航空器飛航作

業管理規則』等相關空勤法規後，經考

試合格」則預定最快下週起可執行空服

任務。就此，根據我國法院判決與行政

裁決實務見解，上述華航公司之相關言

論顯然已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圖」，

縱使尚未實施上述管理作為，但也構成

對特定工會會員於「精神上」之不利益

待遇，具有影響與妨礙工會日後之行動

或組織運作之企圖，造成對正常勞資關

係的不當影響乃至信賴關係的破壞（參

照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2 年度判字第

413 號；以及裁決委員會勞裁 100 字第

19 號）。 

另外，對於配戴黃絲帶之工會行

動，就日本一般工會實務與法院見解而

言，此一所謂「緞帶行動」（リボン鬪

爭）雖與爭議行為有所不同但具有一定

抗議性質，即使是在工作的時間中進

行，若未違反「職務專念義務」與「服

裝規定」（惟此一規定於勞動契約上必須

具有合理性），則仍屬於正當的工會活動

權之行使範圍（吉田美喜夫，〈就業時間

中の組合活動〉，村中孝史、荒木尚志編

《労働判例百選》第八版參照。）就此，

華航雖表示「公司原本就訂有服儀規

範，同仁服勤時均要依規範執行」，但就

一般社會通念，公司員工配戴黃絲帶並

未當然因此喪失其「職務專念」之勞動

契約附隨義務（尤其是在機場大廳之空

間範圍），甚至根據報導有搭乘華航之旅

客亦響應此一黃絲帶行動，難謂有「阻

礙業務進行」之事實，故尚難認定該黃

絲帶行動即屬違法之行為。是以，華航

若以黃絲帶行動為由而對特定工會會員

施予懲戒，加諸前述不利益待遇之行為

等綜合判斷，則有構成支配介入之不當

勞動行為認定的可能（參照裁決委員會

101 年勞裁字第 1 號裁決決定）。 

四、結論：團體協商機制的建立與相

關政策檢討 

自 2011 年以來，由於我國新勞動

三法之修正實施，有關各種工會活動乃

至團體協商似有從原本長期沉寂狀態而

朝向建立獨立自主的正常勞資關係之趨

勢；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規範的工會保

護，以及具有行政救濟性質的裁決制度

利用，我國工會發展似可期待逐漸走出

雇主霸凌或御用的陰影。但無疑的，工

會真正的實力必須是展現在與雇主之間

的團體協商，否則仍然難以維護會員的

勞動權益以及對工會的信賴基礎。 

不容諱言，我國社會長期以來的政

治與法律環境皆相當不利於各種工會活

動的展開乃至與雇主之間團體協商的進

行，特別是有關工會之團體協商保護規

範；縱然新團體協約法使雇主負有誠信

協商之義務，但有關工會協商之程序要

件仍有相當之限制。例如，根據現行團

體協約法，有關規範勞方得進行團體協

商之資格（地位）顯過於嚴格，就立法

政策上，為使團體協商具有一定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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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格（亦提供勞工加入不同工會或

選擇不同協商途徑之利益），應再大幅度

放寬其資格要件之限制以促進各種團體

協商的行動得以更積極、多元展開。 

具體而言，為了促進勞資之間得以

建構更直接且有效對話的團體協商，應

逐步開放現行團體協商規範之各種限

制，其中，尤其是擴大集體勞動關係中

「勞工」的概念。 

例如，就企業層級的勞方協商資格

之規範，應不限於「企業工會」，尤其是

在我國現行工會法規定「單一、強制入

會」的工會結構下，應使具有一定比例

之企業受雇人數或特定部門的勞工代表

經授權協商後亦取得與雇主進行協商之

地位；以及，就產業或職業層級的協商

資格規範，尤其是屬於單一產業協商之

領域，應大幅降低該產業或職業工會會

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比例；甚至，

就不同企業、產業與職業的協商層級，

應允許複數、多元的協商體制。當然，

同時也是更重要的，也應使上述所有參

與協商的「工會或勞工（組織）」皆受有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與不當勞動行為制  

度之保護，而使雇主負有誠信協商之  

義務。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    10046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 1-2號 5樓    Tel: 886-2-2331-2128   Fax:886-2-2331-2138 

http://www.taiwanlaw.com.tw/   E-mail: marketing@taiwanlaw.com.tw 

定價：320元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 

理論與實務 

作者：林繼恆 博士 

本書為作者整合處理卡債及連動債等金融消費爭議

問題之經驗，及受金管會委託研究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法

制之心得，所推出之力作，深入分析「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此部劃時代之金融法制，由理論及實務等面向，提

供讀者對本法全觀之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