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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服務年限之契約獨立性初探 

──從華航機師最低服務年限之保證性質談起 

蔡瑞麟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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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證契約從屬者是否為勞動契約？ 

一、前言 

略觀中華航空公司於勞動訴訟司法

實務中比例最多者，為機師違反最低服

務年限、華航要求機師及其保證人賠償

損害之案件。機師或因自己之生涯規

劃，或公司違反勞動法規或契約，而依

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終止契約等因素，於

未達約定之最低服務年限前離開公司。 

航空公司之機師係具有專門職業技

術人員，因培訓機師通過民航局檢定取

得執照，續經在職訓練至可獨當一面執

行飛航任務，培訓費用甚鉅需時甚久，

且各型飛機操作技術差異大，無法於短

期內另行聘任特定機種駕駛之飛航機

師，為維持飛航安全、避免影響機隊調

度，航空公司多要求機師於受訓前承諾

最低服務年限。該最低服務年限之約

定，或有其經營上必要，尚難認違反公

序良俗。 

華航早年規定之最低服務年限多為

20 年、晚近則改為 15 年，無論何者，

皆不能以「低」形容之。一輩子能有多

少個 15 年？對勞工來說，決定受訓，即

等同於將自己束縛 15 年。從航空公司的

立場來看，每個機師要花費數百萬始得

獨當一面，若不能保障投資可能回本，

亦可說是強人所難。 

受訓的是機師，薪資也為機師本人

領取。能使航空公司提供數百萬讓自己

受訓取得執照，且獲 15 年的工作保障，

花費 15 年的青春，也不能認為是白費。

然而，若除要求機師本人承諾最低服務

年限外，尚要求他人負保證責任 15 年，

除機師之友情或親情外，保證人能有什

麼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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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保證契約，若應解為人事保證，

則依民法第 765 條之 3 規定，有效期間

最長為 3 年，逾 3 年者，縮短為 3 年。

若無償負擔 3 年保證責任，尚可忍受。

若解釋為一般（非人事）保證，則保證

責任則至少須負擔 15 年以上。 

是以，航空公司要求機師尋覓 2 名

保人，保證最少服務 15 年，該保證契約

應適用一般保證或人事保證之規定？以

華航於司法實務上相關案件結果而論，

可說機率各半。 

二、最高法院見解矛盾 

目前最高法院有關華航機師違反最

低服務年限，要求保證人連帶負賠償責

任者，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止，共有 4

件判決。除當事人姓名不同外，因係定

型化契約，所有契約文字大略皆相同。

認為應屬一般保證者，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93 號民事判決、及同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427 號民事判決；認

為應屬人事保證者，為最高法院 104 年

度台上字第 183 號民事判決、及同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039 號民事判決。所

約定之最低服務年限皆為 15 或 20 年，

勞方皆服務超過 3 年。若法院認為應屬

一般保證者，則保證人將勝訴，認為係

人事保證者，保證人則將敗訴。 

日期較新的判決，可能相對能代表

最高法院之見解變更。然而，從 4 件判

決的時間觀察來看，有 2 件於 2015 年所

判：，分別是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

第 93 號民事判決認為應解為一般保證；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83 號民事

判決，卻認為應屬人事保證。故也不能

以判決時間來判斷最高法院之見解為

何。 

其他案件，即使為同一類型，若有

見解矛盾者，或因其內容並非全然相

同。然而，這 4 件判決所涉之契約內容

大略皆相同，且最高法院所表示者皆為

對法律適用之見解而非事實之差異，當

事人一方皆為中華航空公司，幾乎難以

為最高法院的見解矛盾找出下台階。 

三、認為應屬一般保證者之主張 

最高法院，及包括台灣高等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桃園地方法院在內之下

級審，認為應為一般保證者，何以主張

不應適用民法有關人事保證之規定？理

由多類如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93

號民事判決要旨，認「稱人事保證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受僱人將

來『因職務上之行為』而應對他方為損

害賠償時，由其代負賠償責任之契約。

是人事保證人乃係依契約以第三人之資

格為受僱人代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如當

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時，此

應屬民法第 739 條所規定之一般金錢債

務保證。系爭聘僱契約第 1 條約定：『甲

方（即華航公司）聘僱乙方擔任機師職

務，初敘試用副機師，依甲方薪資規

定，按月支薪。嗣後服勤、考核、升

遷、調職、獎懲、休假、醫療、撫卹、

資遣、退職、退休等，乙方願恪守甲方

所定之有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第

5 條：『乙方保證人保證乙方遵守約定履

行承諾並就乙方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負

連帶清償之責。』，陳○信等 9 人似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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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等 5 人不履行債務即未滿服務年限

而離職時，由其代負賠償履行責任，核

其性質應為一般保證。」 

或如台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勞上

字第 51 號民事判決所言：「違反保證服

務期間 20 年內絕不自請離職之承諾，即

『離職』（終止系爭聘僱契約）時，就系

爭聘僱契約中最低服務年限 20 年之『特

定事項』，為應支付違約金，以及就被上

訴人為『締結本件聘僱契約』所支付之

訓練費用，及『可得確定』之離職前正

常工作 6 個月薪資總額為負擔損害賠償

義務之保證，非係就徐○豪因『職務上

（系爭聘僱契約）』之行為，應對被上訴

人所負『不確定』之損害賠償債務。」 

四、認為應屬人事保證者之主張 

主張應屬人事保證者，多認為離職

之終止權行使為職務上之行為。如最高

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83 號民事判決

要旨略為：「按稱人事保證者，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受僱人將來因職務

上之行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償時，由

其代負賠償責任之契約。又人事保證約

定之期間，不得逾 3 年。逾 3 年者，縮

短為 3 年；人事保證未定期間者，自成

立之日起有效期間為 3 年。民法第 756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756 條之 3 第 1 項、

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受僱人將來

因職務上之行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

償。」 

或如台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勞上更

字第 9 號所言：「被上訴人就白○宏於

聘僱期間對上訴人應負之一切賠償責

任，均應負連帶清償之責，其責任範圍

為白○宏將來因職務行為可能發生之一

切損害賠償責任，保證之賠償事項於締

約時尚未發生，且無從於事前估算其數

額，揆諸前揭說明，系爭聘僱契約第 5

條約定被上訴人就白○宏對上訴人應負

一切賠償責任均應負連帶清償義務，其

性質應屬人事保證。」 

五、保證契約從屬者是否為勞動契約？ 

依上述所引判決要旨可知，實務上

判斷該保證是否為人事保證，係以其終

止契約之行為是否應解為職務上之行

為，或賠償金額是否確定而斷。然而，

無論是人事保證或一般保證，皆為從契

約，事實上上開兩種見解之關鍵並非是

否為職務上之行為或數額可否確定，其

背後意涵，實為保證從屬之契約為何。 

若認為保證應屬人事保證、而將終

止契約解為職務上之行為者，心中所認

定被從屬者即為勞動契約。無論行為是

否導致契約終止，人事保證所保證者即

為勞動契約，所有與勞動契約相關者，

皆為職務上之行為。 

反之，若認該保證應屬一般保證

者，或許適用法律者並未能意識到，然

究其實際，等於認為最低服務年限所相

對者，並非勞動契約，而係資方使機師

受訓所投資之時間金錢等。保證人所保

證者，並非勞動契約，而係勞動契約外

的另一契約。 

上開見解，尚可從提前終止定有最

低服務年限之勞動契約，仍然被認為有

效作為驗證。 

一般訂有最低服務年限之勞動契

約，被認為仍屬不定期契約，例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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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103 年度勞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

決要旨認為：「按不定期勞動契約，依勞

基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勞工雖得隨時

預告終止，惟該項規定乃任意規定，並

不排除當事人以合意限制勞工終止權之

行使，若該合意限制內容未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定，亦未悖於違背公序良俗

或有顯失公平之處，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應認該項約定為有效。」 

若為不定期勞動契約，則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為強行規定，其終止依法只須

提前預告即生效力，依上開判決意旨，

最低服務年限係當事人以合意限制勞工

終止權之行為。換言之，在最低服務年

限到期前，勞工之提前終止契約，應不

能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然而，大部分的見解卻認為勞工之

提前終止仍有終止契約之效力。真正的

理由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為勞動

契約外、另一從屬於勞動契約之約定。

如此，才不致於如上開判決所言，既認

為當事人得以合意限制勞工終止權行

使，卻又認為勞工提前終止契約，仍可

發生終止之效果。 

以上係自最低服務年限的保證契約

之性質，簡略提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

定，可能為勞動契約外之另一契約」之

假說，詳細論證，則容另為文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