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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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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主要係在探討職業棒球選手契約、幾個與職業棒球選手契約之

簽訂、移轉、更新有關之職業棒球制度。以及實務上職業終身契約之問

題。 於第二章中，對於美、日及我國兩個職業棒球聯盟之發展加以介



紹，祈能使吾人了解美、日職棒發展早期，也曾發生過選手挖角及跳槽事

件或其他聯盟間嚴重之商業競爭，惟彼等日後均能互相妥協，達成一定之

默契，訂出共同遵循的規章，並有一最高之決策及仲裁機關存在，使職業

棒球在美、日生根後，繼續茁壯。以警惕並期勉我國現有之職棒兩聯盟能

夠朝合作之方向發展，否則恐亦可能會有如同曾經在美國及日本出現過的

幾個職棒聯盟一樣，僅是曇花一現。 第三章中則以我國現存之兩個職業

棒球聯盟為與選手締結契約或者方便並統一的使其會員與選手締結契約，

所擬訂之職業棒球選手契約書為研究客體，就其性質與內容，加以研究。

於相關條項，輔以美、日職業棒球先進國家制式選手契約書之內容，一並

探討，以為參考。 第四章中則對於所謂職業棒球之特殊性以及因應此些

特殊性，職棒界所擬定之選秀制度、球員交易制度、保留制度等問題加以

檢討。試圖對於基本權相互衝突之選手與球團找出利益之平衡點，以為制

度之設計。而從合憲性方式檢討所得結果。本文認為 （一）在選秀制度

中，有必要導入如同日本所採取之逆指名制度，使選手於適度範圍內，有

表達自己想加盟球隊之機會，而於同時有數支球團指名該選手時，則由該

選手希望加盟之球團取得與該選手締結契約之交涉權。另外，如同美、日

職棒選秀制度中設有球團若未能與選秀會中所獲得契約締結交涉權之選手

順利締結契約之場合中，球團除有特殊之情況外（一般是獲得該選手之書

面同意），不得於翌年之選秀會中，再度指名該選手之制度。為求對於選

手之保護，緩和選秀制度對於選擇雇主權利之侵害，在我國選秀制度中，

亦有加入類似條款之必要。 （二）於球員交易制度中，必須獲得選手之

事後具體同意，方得將選手契約轉讓與其他球團。 （三）關於保留制

度，吾人則建議，自由球員制度，應儘速導入我國，球團僅得保留選手一

段合理之年限，不得無限期的保留選手。另外，中華聯盟契約書第二十二

條所規定之球團有片面更新選手契約之權利，且契約因球團之表示而更新

之規定，亦應修改成球團僅有權利於幾月幾日以前保有優先與選手續約之

權利，片面的更新契約制度，不應被允許。 （四）另外，目前兩個職棒

聯盟解決爭議問題所適用之仲裁機構，均未依仲裁法規之規定設置，仲裁

庭之組成亦未讓雙方當事人有選擇仲裁人之機會，致使其所作之仲裁判

斷，於法律上不生任何拘束力，無法發揮解決紛爭之功能，亦有加以改進

之必要。 於第五章中，本文則對於實務上選手終身契約問題各級法院前

後所為不同認定加以檢討，並提出本文之看法。第六章則對本文所論述之

各問題作一總結。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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