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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perio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hospitals and the
nurses. In this regard, the lack of clear text in the past can
only be resolved by case law. On December 16, 2015,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was added Article 15-1 to regulate
this situ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ummary judgment of
HsinChu District Court 107 year zhú-láo-jiǎn-zì No. 10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added regulation.

壹、回顧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竹勞簡字第10號
民事判決
一、事實概要
本件原告醫院M僱用被告H於加護病房擔任護理人員，
先後簽訂工作合約、留任合約（留任獎勵方案）及進修合約
（受訓進修期間104小時），約定被告H必須至少為原告M提
供勞務若干期間；若有違反，須返還原告M過往按月領取的簽
約津貼與年終獎金，並支付懲罰性違約金。今原告M起訴主張
被告H違約提前離職，應返還上述簽約津貼與年終獎金，並支
付懲罰性違約金（如表1所示）。

二、理由
（一）法院見解概覽
本件審理法院首先認定最低服務年限約款具勞動契約定期
約定的性質，並認為對系爭約款合法性的審查標準，在2015年
12月16日之前，已有勞動基準法第9條、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1396號民事判決等可作依據，因此新增的勞動基準法第15
條之1不過是將當時既有的法律狀態明文化，該規定對於先前
既已成立的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亦得適用。本件相關約款雇方
所「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非勞方的權利，反而是被告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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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件時序發展

時序

事實經過

2014年8月11日

被告H受僱於原告M，雙方約定自2014年11
月11日起至護理師考試為止，未於法定期限
前取得護理師證書，無法續任實習護士者，
須辦理離職；順利考取護理師證書者，視同
繼續聘任，合約自生效日起算至2016年11月
10日止。並約定被告H願依誠信原則工作至
約滿，未依約服務至上開期限，即屬違約，
須賠償1個月全薪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2014年12月26日

原告M又與被告H簽立留任合約，約定自
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服務兩
年。未依約服務至約定期限，即屬違約，應
返還合約期間按月領取（簽約津貼）之總額
（含年終獎金）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2015年7月20日

被告H與原告M簽立進修合約，約定被告H受
訓進修期間共104小時，於進修期滿後，隔
日返回服務，違約者應以受訓期間支領公假
（或薪資）及公費之兩倍金額賠償原告M

2015年12月16日

勞動基準法增訂第15條之1

2018年2月3日

由於上述合約均設有前後約之義務年限相
加約款，從而被告H應在原告M服務至2019
年11月10日止，惟被告H於2018年2月3日離
職，原告M遂依約請求被告H返還其於工作
合約期間按月領取（簽約津貼）之總額（含
年終獎金），並給付依進修合約於受訓進修
期間所支領公假（或薪資）及公費之兩倍計
算之懲罰性違約金

務，且相關工作津貼亦非合理補償，因此相關最低服務年限約
定無效；至於系爭留任合約部分，因有雇主提供留任津貼，核
屬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合理補償，而得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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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理由（部分節錄）
「……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固係於2015年12月16日增
訂修正，惟法爾如是，此觀同法第9條第1項本已明定勞動契
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
特定性工作始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則應為不定期契
約。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明定……是上開勞動基準
法第15條之1雖係於2015年12月16日始增訂修正，然此規定顯
係就定期勞動契約之限制予以明文具體化，並非屬創設性之規
範，故於上開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增訂修正前成立之勞動契
約，就上開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增訂之規定，自應仍予以適
用，始符勞動基準法係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之立法本旨。」
「查眾所周知，原告係新竹地區知名醫院，設有加護病
房，該加護病房係原告之常設單位，而該加護病房護理師則係
當然所需配置具有持續性工作需要之人員，顯然原告醫院加護
病房之護理師工作並非係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
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核非屬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指之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或特定性之工作，而確係屬『繼續性工作』，故原告自不得
與所聘僱之護理師為定期契約之約定，縱然原告以定型化契約
書面形式為定期契約之約定，亦屬無效，而應逕認為係屬不定
期契約。……故兩造間所簽訂之工作合約雖約定合約期間兩
年，而為定期契約之約定，然既與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之規定不合，該定期契約之約定，自
屬無效，應逕認為係屬不定期契約。」
「再者，兩造間所簽訂之工作合約第3條雖有專業訓練
之約定，而載明原告依工作業務需要提供在職及專科護理訓
練，被告依安排並接受訓練，不得拒絕。顯然此專業訓練之約
定係基於原告之工作業務需要而提供，且被告不得拒絕，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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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給予勞工即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權利，反係屬被告
之義務，……另兩造間所簽訂之工作合約第4條雖亦有原告給
予被告特殊單位（按：即加護病房）工作加給，然此既係屬特
殊單位即加護病房之「工作」加給，亦非屬約定最低服務年
限之合理補償。故兩造間所簽訂之工作合約雖約定合約期間
兩年，然亦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雇主即原告不得與勞工
即被告為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規定，核屬違反強制規定，該最
低服務年限兩年之約定，亦屬無效，應逕認為係屬不定期契
約。」
「（三）揆諸前開認定，兩造間所簽訂之工作合約應認為
係屬不定期契約，嗣兩造再於2014年12月26日簽訂合約期間自
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之留任合約（由原告提供
留任津貼，核屬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合理補償，而得為最低服
務年限之約定），並於2015年7月20日簽訂進修合約約定於上
開留任合約期滿接續服務1年，則兩造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即應
於2017年12月31日屆滿，屆滿之後即回復為不定期契約。因
此，被告迄至2018年2月3日始離職，自無違約。從而，原告
依兩造間簽訂之工作合約、留任合約及進修合約主張被告違
約，而請求被告賠償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即屬無據。」

貳、評析
本件應無爭論的是：醫院與護理師間所定的勞動契約應當
是不定期契約，蓋正如審理法院所示，雇主醫院對於護理師的
勞務有常態持續的需求，原則上應簽定不定期勞動契約。至於
當事人間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依2015年12月16日勞動基準法新
增的第15條之1明定如下：「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
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
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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