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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雇理由的司法规制

①

———来自法国最高司法法院判例的启示
张

平

（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法学院，加拿大 蒙特利尔 H3TIJ4）
要：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地位揭穿了解雇和辞职之间的表面上的对等关系。 现代
劳动法要求保证雇员的辞职自由，限制雇主的解雇行为。因此，解雇必须证明其理由。 在这个问题上，
摘

我国法主要是采取了列举式立法，而法官的司法创造功能则受到限制。与之相反，法国法则采取了概括
式立法与法官个案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了一系列的判例，从而逐步地确定了解雇理由的类型。法国
法的模式可以使得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能够不断地通过司法判例而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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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是雇主单方地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行为 ，和劳动者的辞职相对应。 解雇和辞职均属于职业自
由，这是法国大革命为打破行会的职业垄断而倡导的基本自由之一 ②。 这项职业自由表面上同等地赋
予了雇主与雇员解除合同的自由权利 ，而实际上，雇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相对于雇员而
言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且雇员对雇主具有经济性依赖； 解雇对雇主而言只不过是生产条件的变更，但
对雇员而言却是生存手段的剥夺 。因此，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地位揭穿了解雇和辞职之间
的表面上的对等关系。现代劳动法因此逐渐地纠正了这种实质不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 ，其总体演变趋
势是： 保证雇员的辞职自由，限制雇主的解雇行为。法律对辞职的规制底线是： 雇员只要不滥用权利即
可，而不论其辞职理由； 但法律对雇主解雇行为的限制则更进一步了 ： 雇主必须证明其解雇理由，即使雇
主并未滥用权利。因此，解雇必须证明其理由，而辞职则不需要证明。解雇成了一项“必须证明其理由
的行为”（ Droit causé） ③。
这在法国劳动法和中国劳动法中均得到了体现 ，尽管两国的立法和司法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法国
劳动法典第 L． 1231 － 1 条规定： “所有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都必须符合本章节所规定的条件。 解雇必
须符合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也即，雇主在解雇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去证明其
解雇理由是正当的。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以及《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四十、四
十一条均采取了列举式立法模式 ，规定了过失性解雇、非过失性解雇以及经济性裁员及其各自理由 。
问题是： 法官如何在实践中去判断解雇理由是否合法 ？ 也即，如何从司法上规制雇主的解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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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时期制定的阿拉德法令（ Décret d’Allarde） ，又称“1791 年 3 月 2 日和 17 日法”（ loi des 2 et 17 mars 1791） 。该项法
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 7 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
①

②

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
Alain Supiot，Antoine Jeammaud，“ Droit du travail”，DALLOZ précis，
24é，
2008，p． 581．
③ Jean Pélis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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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法国劳动法典的概括式立法还是我国劳动法中的列举式立法 ，都不能完全地消除法官在适用法
律时的困难。而且，事实上，任何法律的适用均需要解释，这与立法是否存在漏洞无关①。 本文旨在整
理法国最高司法法院（ Cour de cassation，也即法国最高民事及刑事审判机构 ） 社会庭就基于个人原因的
解雇（ Licenciement pour motif personnel） ②而发布的判例，并试图将解雇理由类型化，从而勾勒出解雇理
由的界限。在解雇理由的认定这个问题上，法国的司法判例给我国法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
一、解雇法的模糊性
法国劳动法对解雇问题的根本性转变 ，要追溯到 1973 年 7 月 13 日关于解雇法改革的法律 （ la loi
du 13 juillet 1973 portant réforme du droit du licenciement） ，该法涉及了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 正是该法
律要求解雇必须在实体上具有“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且在程序上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规定③。 从
而，雇主的解雇行为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该法律标志着解雇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在此法
律颁布之前，解雇问题被理解成一个一般合同法的问题 ，因而适用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及相对性原则。
雇主既不需要证明其解雇理由，也不需要遵守解雇程序； 解雇便是一项与辞职自由几乎完全相对应的自
由。而这项法律的颁布，标志着解雇行为开始受到强制性法律的极大干预 。
然而，什么才构成“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 立法者们既没有给出一个定义，也没有在法典中列
举具体情形，导致留下了这么一个巨大无边的立法漏洞 ，让法官们自己去判断、填补。 立法者的这种措
辞，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将判断解雇理由的合法性的责任完全抛给了法官 ，由法官去个案判断。 在学术
界带来了很大的争议，导致了两方面的极端评价。不好的一方面就是： 该条款过于模糊，具有不确定性，
这致使法官仍旧有很大的解释余地 ； 好的评价是： 虽然不确定，但是，这导致雇主也不敢肆意妄为。不管
如何，雇主在行使其解雇权时，必须要给出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否则，将支付给被解雇者至少 6
个月工资以上的赔偿。
不过，即使是在最高司法法院迄今所给出的所有判决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
的定义。这种情形至少有三个不良的后果 ： 首先，立法者给法官留下了过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可能导
致法官的肆意、专断。而这恰巧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最忌讳的 ，因为，大陆法系的传统最担心的就是法官
曲解了立法者的意志。正如 G． Lyon-Caen 教授所担心的那样： “如果立法者们所使用的概念在第二天
就变成了猴子的钱币（ 也即，空话） 的话，也就是说由事实审法官们任意操纵事实数据而已的话，那么，
任何立法进步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④其次，这将导致司法审级制度的消失。 按照法国的劳动司法制度，
所有涉及个体劳动关系争议的案件 ，实行两审终审，一审由劳动法庭进行，二审由上诉法院受理； 这两级
法官都是事实审法官，负责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定性，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最高司法机关 （ 也即
最高司法法院） 只负责进行法律审，也即对事实审法官的法律适用是否正确进行裁决 ，不得就事实问题
进行审查。而问题在于： 自从 1973 年后，就解雇理由是否合法的问题，最高司法法院法官总是对解雇的
理由进行定性，进行个案式的判断，挑战下级法官的权威，导致事实上树立了第三审。 这得到了很多实
1985 年 12 月，最高司法法院宣布不再就解雇理由的事实部分进行定性。
务界和理论界的批评。因此，
①

Michel TROPER，《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PUF，
2005，p． 101．

②

法国劳动法中，解雇可以分成两种： 基于雇员个人原因的解雇和基于经济原因的解雇。这两种解雇制度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均完

全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条文（ 两种解雇的理由、程序和后果在法国劳动法典中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章节； 有关基于个人原因的解
雇之规定位于劳动法典第 1 部分的第三分章节中的第 2 章； 而经济性原因的解雇则位于第三分章节中的第 3 章）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
篇幅，本研究只对基于雇员个人原因的解雇理由进行分析。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法国劳动法在处理劳动合同的解除问题时，除了严格区分了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和经济性
③ 当然，
原因的解雇外，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CDI） 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CDD） 之间做了严格区分。解雇只针对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而言，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仍然是可以由雇主和雇员双方自由地、随时地解除的，不受解雇理由、程序、预告期限等法律规定的
规制，但雇主还是要依法支付相应的（ 约定的或者集体协议的） 补偿。也就是说，在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场合，雇主的解雇权完全不
受 1973 年法的规制，雇员所受到的保护远远低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场合。这也是 1973 年法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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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最高司法法院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则 ，甚至屡屡破戒。最后，法律的模糊或者不清晰，导致当事人
的权利和义务也就不确定了。在解雇时，雇主不知道其解雇权是否处于合理范围 ，而雇员也不知道其权
利是否被侵犯，更不知道其若诉诸司法将面临何种结果 。
如何理解立法者的（ 抑或明智的） 疏忽呢？ 立法的模糊性给了法官以极大的解释空间 ，通过判例而
填补了立法者的疏忽。正如法条本身所揭示的那样，解雇理由必须同时具有真实性 （ réalité） 和严肃性
（ sérieux） ，法官们在实践中严格地依据这两个标准去判定各种理由 ，从而塑造了极具法国特色的判例体
系。下面将依次从这两个维度来阐述法国最高司法法院的立场 。
二、解雇理由的真实性
这是针对解雇理由本身的真、假性。也即，雇主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理由或者以一个表面的理由去
掩盖其内心真实的理由，去解雇雇员。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首先是需要了解的。 在 1973 年立法时，
立法者在国会就解雇的理由进行了辩论。“理由是真实的，当且仅当该理由具有客观性特征，这就排除
了偏见和私人礼仪； 真实的理由可以是： 比如，过错、工作能力不够或者企业改制。”① 因而，立法者们认
为，真实的理由就首先要是客观的理由，“不受雇主的性情脾气好坏影响 ”②。 其次，该理由还需要是存
在的、准确的理由。正如当时的国民议会的文化、家庭与社会事务委员会的立法报告人所写的那样，该
理由必须“同时是一个存在的、且准确的理由”③。
解雇理由的真实性因此在最高司法法院法官们的判决书中得到了检验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
。
读 首先，就客观性而言，解雇理由必须是雇主表露出来的 、且可以验证的。相反，若雇主在解雇时不提
出任何客观事实时，那么，他的理由就是主观的。因此，如果雇主明确地列举出了某雇员与其他所有同
事关系不和睦（ mésentente） 的事实，且其行为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企业的运转时，那么，雇主就可以解
雇该雇员； 而如果仅仅是感觉而非具体事实时 ，那么，该雇主就不得解雇该雇员。事实上，就解雇理由的
客观性这条标准而言，最高司法法院的立场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 ，也是经历了一个判例的转变。
例如，就“失去信任”是否可以构成雇主解雇雇员的合法理由而言 ，最高司法法院在最初的时候认为，若
雇主对雇员已经感觉失去信任，即使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两者不存在信任 ，雇主也具有解雇权④。 尽管这
个判决遭到了学术界的猛烈批评⑤，最高司法法院还是坚持该判决，直到 1990 年的“Mme Fertray”案。
该案宣告了最高司法法院的判例发生了转变 ，失去信任不再是合法的解雇理由。该判决确认，“解雇必
须基于客观的证据； 雇主所主张的失去信任，不构成解雇的理由”⑥。自该案后，最高司法法院确定了如
下原则： 解雇权的行使不得仅仅根据怀疑 。
其次，解雇的理由必须是真实存在的。 法官是真实性标准的最终判断者。 例如，就“职业能力不
足”的判断而言，最高司法法院曾经做出了多个判决，涉及了解雇理由的真实存在性问题。“雇主不能
仅仅满足于主张理由而不给出雇员究竟是如何不具有职业能力的事实 。倘若雇主不给出这些具体事实
的话，那么，该解雇就是非法的。”⑦
最后，解雇理由的真实性还涉及该理由的准确性 。准确性就是指雇主所提出的理由和实际上内心
的理由是否一致； 如果所提出的理由和内心真正的理由不一致的话 ，那么，雇主的解雇理由也是非法的。
①

JO débats AN 23 mai 1973，p． 1445，col． 2．

②

JO débats AN 23 mai 1973，p． 1619，col． 2．

③

Rapport Ass． Nat． ，n° 352，p． 46．

最高司法法院曾经在一个涉及一名女雇员的解雇的案件中认为，“相互信任的失去导致了本案中维持劳动关系已经不再可
能”。然而，事实上，本案中雇主所谓的“失去信任”的理由是： 该女雇员的丈夫之前已经被这个雇主解雇了，其丈夫与雇主之间的关系非
④

常紧张。因此，雇主担心该女雇员站在她丈夫一边。尽管雇主没有提出任何失去信任的事实，最高司法法院还是认为雇主解雇理由成
立。关于该案参见： Soc． 26 juin 1980，Voisin，Bull． Civ． V，p． 431，n° 573．
⑤

A． Chirez： la perte de confiance par l’employeur constitue-t-elle une cause réelle et sérieuse de licenciement ？，D． 1981，chron． ，p． 193．

⑥

Soc． 29 nov． 1990，D． 1991，P． 190，note J． Pélissier．

⑦

Soc． 22 avr． 1964，JCP 1964． II． 13732； Soc． 13 mars 1963，bull． Civ． IV，P． 198．

17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5 期

例如，最高司法法院曾经处理过一个这样的案件 ： 一个旅店的女服务员被雇主解雇，雇主给出的理由是
她经常把客人早餐时扔下的果酱和黄油占为私有 。法官经过认真调查后发现： 真正的理由并不是该女
服务员捡回丢弃的果酱和黄油，而是因为，该女服务员曾经在其雇主自己的离婚案中参与了出庭作证，
且做出了对雇主不利的证据。因此，该雇主在行使其解雇权时所主张的理由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最高司
法法院据此判决雇主非法解雇①。
三、解雇理由的严肃性： 雇员的过错
解雇理由不仅要具有真实性，而且要能够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具有严肃性，因而导致非解雇不可。
正如 1973 年法立法时，法国劳动部的立法说明报告所说的那样： “一个严肃的理由，就是指该理由具有
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因而不可能在不给企业带来损害的情况下继续劳动 ，因此便使得解雇成为必需
的。”②
什么样的解雇理由是具有严肃性的呢 ？ 我们知道，法国法并没有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 ，而仅仅是
在劳动法典第 L． 1231 － 1 条规定，“解雇必须符合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 纵观法国最高司法法院的
历年来的判例，我们可以将解雇理由首先大致地分成两个部分 ： 首先，雇员有过错； 其次，雇员无过错。
在这两种场合下，又存在着不少具体情形，而最高司法法院对解雇理由的严肃性的态度也因具体情况不
同而不同。这里首先将要分析的是雇员存在过错时的解雇理由 。
( 一) 劳动法中的过错概念
劳动法中的过错，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同时涉及了民法意义上的过错 、刑法意义上
的过错以及违反企业内部纪律而导致的过错 。因此，我们大体可以将本文的过错概括为 ： 基于劳动合同
（ 违反合同义务） 或者劳动关系（ 违反企业内部劳动纪律） 所产生的过错。
法国劳动法在其判例总结的基础上 ，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民法思维的劳动法意义上过
错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关于过错分类。法国民法理论一般将过错分为轻过错、重过错以
及故意过错（ 或欺诈） 。但是，在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过错可以分为： 严肃过错、重过错以及重大过错。
可见，轻过错在劳动法中不构成过错，不构成解雇理由③； 而只有至少达到严肃过错时，才构成劳动者的
过错。其次，两种过错的后果极为不同。最明显的是，在民法的过错中，只要构成了轻过错，侵权人就要
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然而，在劳动法的过错中，只有构成了重过错时，雇员才需要承担责
任，因而雇员的经济补偿权利才会被剥夺④。 如果雇员的过错只是严肃过错的话，那么，雇员即使被解
雇，也不会被剥夺经济性补偿权利。
为什么劳动法中的过错会如此地不同于民法中的过错制度呢 ？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首
先，这和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的性质有关 。我们知道，在“雇主—雇员 ”这个关系中，这两个主体并非平
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是事实上不平等的关系，也即，雇主对雇员的行为具有管理权力，雇员服从于雇
主。因此，雇员的过错是在受到雇主的指令下发生的 ，雇主本身就有一定的过错。 其次，法官在裁判中
运用了衡平原则。正是由于雇主和雇员在经济等实力上的严重不平衡以及雇员的受支配性地位 ，因而，
在过错的场合，对雇员的保护显得更为重要。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国劳动法中，雇员的过错一般仅仅是指职业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合同义务、内
部纪律的行为，比如说，偷盗公司财产、操作失误导致公司或者他人损失等等 。一般而言，个人私生活行

bull． Civ． V n° 836； Grands arrêts，
4e éd． N° 102． 还有类似的案子，雇主声称雇员干事不力，借此将其解雇； 而
① Soc． 28 oct． 1981，
实际上，法官发现雇主解雇的真实理由是雇员曾经要求加薪。参见： Soc． 23，févr． 1977，D． 1977，IR 161．
P． 1699，col． 2．
② JO débats AN 30 mai 1973，
③

Soc． 5 avril，
1978，Jurisp． UIMM，n° 388； Soc． 8 oct． 1981，Dr． ouvr． 1982，p． 191．

④

Soc． 19 mai 1958，Bull． Civ． IV，n° 612； Cass． soc． 27 novembre 1958，bull． Civ． IV，n°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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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包括工作时间以外的违法、犯罪行为） 不构成过错①。雇主不能以雇员违法犯罪为由解雇雇员 ，而这
点恰好和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相反 。正如我们之前所发现的那样，我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六款
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雇员可以解雇，不管该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内。 其实，在法国法上，
这个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倘若雇员在工作时间以外的行为“已经扰乱了企业内部的秩序 ”，或者与雇员
本身的职位和企业本身的追求相违背 ，也可以构成过错。例如，法国第戎劳动法庭曾经判决了如下这样
的一个案件： 某保安公司员工在休息日里去超市购物时 ，偷窃了超市的商品而被发现，结果他后来也被
该保安公司解雇了。法官认定其解雇理由成立，理由在于保安的偷窃行为与其工作性质不相符②。 最
高司法法院也曾支持另一判决： 某企业雇员在工作时间以外袭击了一个他的下属 。 这虽然属于私人生
活，但是，最高司法法院支持认为该雇员行为将影响其职业 ，故对其解雇具有一个真实且严肃的理由 ③。
( 二) 其他构成过错的情形
雇员可否批评雇主？ 这是否构成过错？ 雇主可否因为雇员举报其非法行为而被解雇 ？ 这里涉及的
是两个宪法性权利之间的问题： 一个是雇员的言论自由权，但是，该权利不得滥用，不得借此诋毁他人、
泄露商业机密等等④； 另一个是雇主的经营自由权。 雇主的解雇权就是从经营自由权中演化而来的。
对此，法国最高司法法院最近就几个案件发表了观点 。其中一个案件涉及雇员举报雇主 ，但最后经查该
举报事实根本不成立，雇主据此解雇了雇员。该案件打到了最高司法法院，最高司法法院认为，即使举
报事实没有得到验证，只要没有恶意，就不构成严重过错； 不能仅仅因为所举报的内容不是事实 ，就认定
其构成恶意而据此解雇雇员⑤。因此，雇员言论自由要受到保护： 劳动者的言论自由只受到其职业性质
的限制。这在最高司法法院最近刚判决的一个案件中得到了体现 ： 某议员的私人顾问由于向检察官举
报其雇主涉嫌虚报工作而遭到解雇 ； 法官认为，任何人都具有言论自由，这是人权宣言所保护的。 雇员
的行为只受到其工作性质本身的限制 （ 比如商业机密 ） ，雇主不得以此理由解雇劳动者⑥。 另一个案例
也例证了这一点。在一个解雇案件中⑦，雇主在解雇动机信中提及雇员曾经控诉他精神骚扰 、举报他贪
污等行为； 法官认为，由于雇主在解雇动机信中提及了雇员举报雇主的行为 ，因此，仅仅就雇主的这个行
为而言、且不论雇员的举报是否属实，只要雇员没有恶意的话，那么该解雇理由就不成立，构成非法解
雇。因为，雇主的解雇动机侵犯了雇员的言论自由 ，这导致了他的解雇动机是非法的。 进一步而言，只
要雇主的解雇动机侵犯了雇员的基本权利、且雇员的行为没有恶意的话，那么，该解雇就是非法的⑧。
但是，若雇员的言论是恶意的，那么，此时雇员就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⑨。
还有另一个经常被雇主援引的解雇理由 ： 雇员违反诚信原则。 这个原则是合同法理论在劳动合同
中的延伸。法国劳动法典第 L． 1222 － 1 条规定“劳动合同必须依照诚信原则而履行 ”。 诚信原则还衍

①

Soc． 26 septembre，
2011，RJS 12 /01，n° 1413： Soc． 16 Decembre 1997，RJS 2 /98，n°141，Bull． Civ． V． n° 441： soc． 14 mai 1997，RJS

6 /97，n°758．
②

Dijion，
9 sept． 2004 RJS 4 /05 n° 355．

Soc． 6 février 2002，RJS 4 /02，n° 410． 其他类似案例，参见： soc． 25 février 2003，Dr． Soc． 2003，． 625，note Savatier： soc． 19 mars
2008，Dr． Soc． 2008，p． 822，note Ch． Vigneau，p． 816 et s．
③

④

Cass． soc． ，
25 janv． 2000，n° 97 － 44． 676： RJS 2000，n° 259． － Cass． soc． ，2 mai 2001，n° 98 － 45． 532： JurisData n° 2001 －

009845； Bull． civ． 2001，V，n° 142； Dr． soc． 2001，p． 1003，obs． B． Gauriau； RJS 2001，n° 832； JSL 2001，n° 82，
5． － Cass． soc． ，
30 oct．
2002，n° 00 － 40． 868： JurisData n° 2002 － 016283： Dr． soc． 2003，p． 136，obs． F． Duquesne． － Lire，O． de Tissot，Pour une meilleure
définition du régime juridiqu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individuelle du salarié： Dr． soc． 1992，p． 952 et s．
⑤

Cass． soc． ，
29 sept． 2010，n° 09 － 42． 057，F － D，Mme M． c / SA Spring technologies： JurisData n° 2010 － 017087．

⑥

Cass． soc． ，
29 sept． 2010，n° 09 － 41． 544，F － D，M． J． c / Mme K． ： JurisData n° 2010 － 017090．

⑦

Cass． soc． ，
13 juill． 2010，n° 09 － 41． 528，F － D，Mr S． c / Louis et a． ： JurisData n° 2010 － 012193．

⑧

La Semaine Juridique Social n° 1，
11 Janvier 2011，
1004．

⑨

例如，某雇员多次在公共场合批评其上司无能，最终被解雇。该雇员上诉至上诉法庭，被驳回。上诉法官认为，该雇员的行为构

成诽谤，不属于言论自由，因此认定解雇合法。该雇员继续上诉至最高司法法院，也被驳回。该法院法官认为： 雇员多次在很多人面前
23 juin 2010，n° 09 － 40． 825，F － D，Ballieu c / SARL
批评他的上司无能，因此这些言论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参见： Cass． soc． ，
Ace JB： JurisData n° 2010 － 01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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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竞业禁止原则、忠诚原则或者谨慎原则，被最高司法法院的判例所承认①。 最近，法国最高司法法
院发布了一个案例： 某雇主所雇佣的电力工人在节假日期间为他曾经服务过的顾客安装过电灯 ，并私下
收取了服务费； 事后，雇主发现了该行为，以违反竞业禁止为由解雇了该电力工人。 该工人收到解雇信
后，将该笔服务费交给了雇主。该工人上诉至上诉法庭，上诉法庭认为，该笔服务费既然已经上交给了
雇主，那么，就不对雇主造成任何损失，故解雇非法。雇主不服，又上诉到最高司法法院。该法院法官认
为： （ 1） 不能因没有给雇主造成损失而认定违反诚信的行为就合法 ； （ 2） 虽然该工人在收到解雇信后上
交了服务费，但是，事实审法官在判断时，应以解雇行为作出时的状态为准 ②。
四、无过错情形下的解雇理由
然而，在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中，即使在雇员没有过错的情形下，他也可能会被解雇。因为，雇员的
个人行为或者状况，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因而雇主不得不行使其解雇权。劳动合同是以
完成劳动给付为目的的合同，如果雇员不能保证质量地完成劳动的话 ，那么，雇主有权行使解雇权。 最
常见的无过错理由是： 个人工作能力不足、健康原因、个人私生活等。当然，只有当这些原因非常严重地
危害了企业的运转时，才构成解雇理由。我们将分别考察针对这些问题法国最高司法法院的判例是如
何发展的。
( 一) 个人工作能力不足③
工作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形下： 第一种是，也就是我们传统一般所认为的那样 ，雇员在客观
上确实不能正常地、准确地完成一般人都能完成的劳动任务 。这里，所谓“客观地”、“正常地 ”的判断标
准必须以普通人的能力为衡量标准 。也就是相较于这个普通人的标准而言，雇员达不到这个中等程度
的工作能力。第二种是，雇员不能应对其职业的更新进步 。比如说，某生产技术从手工操作进步到机械
操作或者数字化操作，但是该雇员由于学习能力有限，跟不上进步、不能胜任工作。 这两种情况都属于
工作能力不足。
根据学者最近的研究，在主要的欧盟国家的劳动立法中，雇主均有权解雇工作能力不足的雇员④。
而且，国际劳工组织也在一个涉及解雇的公约中规定，“劳动者不得被解雇，除非存在工作能力不足或
者本身行为等有效理由”⑤。也就是说，国际劳工组织也承认工作能力不足是一个有效的解雇理由 。 在
法国劳动法中，虽然劳动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劳动能力不足是否构成合法解雇理由 ，但是，我们可以从最
高司法法院的判例中研究这个问题 。
在 1973 年立法之前，民法思维主导了解雇权的行使问题 。个人工作能力不足一直是雇主解雇雇员
的合法理由，这是合同自由。1973 年后，最高司法法院逐渐改变立场，增加雇主的职业培训和尽力安置
义务，限制其解雇权的实施，倾斜地保护雇员； 而劳动立法也受到判例风向转变的影响 ，将判例转化成了
立法内容。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给雇主设定新的义务，也即“雇主有保证其雇员适应职业发展的义务 ”。 这个义务是最高司
法法院在 1992 年 2 月 25 日发布的一个判例中提出来的⑥。后来，立法者们又将这个义务写入了劳动法
典。这样的话，雇主在行使解雇权时就首先要考虑到其是否已经履行了“保证其雇员适应职业发展的
义务”，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制了雇主的解雇权 。
5 mai 1971： Bull． civ． 1971，V，n° 327． － Cass． soc． ，
10 nov． 1998，n° 96 － 41．
可以参见判例： Cass． soc． ，
① 关于竞业禁止原则，
308 et n° 96 － 45． 857： JurisData n° 1998 － 004271； RJS 1999，n° 198，关于谨慎原则，请参见： Cass． soc． ，
28 juin 1972 et Cass． soc． ，
11 oct．
1972： Dr． soc． 1973，p． 304，obs． J． Savatier。
②

Cass． soc． ，
21 sept． 2010，n° 09 － 41． 440，F － D，Mr． T． c / Mr． A． ： JurisData n° 2010 － 016605．

③

注意： 此处的“个人工作能力不足”只是雇员个人的工作能力不足，不包括因为健康原因（ 疾病、事故等） 而导致的能力不足，我

们将在下一个章节中研究健康原因是否构成正当解雇理由。
Droit et protection sociale，ao？ t-septembre 2004，p． 8 et s．
④ L． Laurent-Merle，
⑤

C 158，convention sur le licenciement，
1982，reproduction au Dr． Ouv． 1990 p． 478．

⑥

Bull． n°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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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经济性裁员的情形下，雇主有事前安置的义务。如果雇主没有进行事先的安置就直接解雇
雇员，其构成非法解雇。法国宪法委员会曾经在一个判决中认定，雇主要“尽力培训、尽力使雇员适应
其工作”①。
最后，法国国会于 2004 年 5 月 4 日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更加明确地说明了雇主的义务。“雇主有
保证雇员适应他们的劳动岗位的义务 。他要保证雇员们维持其工作能力 ，尤其是要面对职业、技术和结
构的变化。”②这部法律实际上扩大了雇主的义务，要求雇主尽力做到防止雇员出现职业能力不足。 这
就意味着，雇主只有在证明其已经尽了这些义务的前提下 ，才能主张雇员工作能力的不足，进而行使解
雇权。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个人工作能力不足越来越不被当做雇主行使解雇权的严肃的理由 。
( 二) 健康原因
从广义上说，健康原因也属于工作能力不足，只不过其根源于劳动事故、职业性疾病或者非劳动事
故、疾病。我国《劳动法》规定了雇主可以因雇员的非职业性健康原因而行使解雇权，如第二十六条规
定： “（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的工作的……”但是，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雇主不得解雇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的雇员 。 问题
在于，我国劳动法中并没有规定在解雇情形下疾病或者职业能力判断的机构及标准 ，这实际上给雇主的
任意解雇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法国劳动法典第 L． 1226 － 1 条至 L． 1226 － 24 条专门就因健康原因而导致的工作能力不足或者旷
工做了规定。原则上讲，不论雇员所遭受的是职业性疾病、因工负伤，还是非职业性疾病、非因工负伤，
雇主均不得解雇③； 雇主不得因健康理由而歧视雇员 。这是劳动法总则的禁止歧视原则的规定 。 但是，
由于健康原因（ 例如，经常请假、旷工等 ） 而导致的企业运转不良，而非健康原因本身，可以构成行使解
雇权的理由。这里必须符合三个前提： （ 1） 该健康原因必须经过劳动医生的鉴定 ，出具医疗证明； （ 2） 该
雇员的健康原因必须严重到导致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以至于雇主不得不解雇； （ 3） 雇主必须在解雇前
尝试努力安置该雇员到该企业的其他岗位 ，若不尽安置义务而直接解雇该雇员的 ，该解雇非法。
关于第一个前提条件，最高司法法院曾经认为，只有劳动医生才有资格去判断患病或者受伤的雇员
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普通医生、社会机构、雇主和法官都不得取代劳动医生去判断 ④。 而且，劳动医生必
须经过两次检查（ 且两次检查之间必须间隔至少两周 ） 后，方可做出其医疗证明。
关于第二个条件，最高司法法院在多个判例中强调了因健康原因导致的能力不足必须要客观上确
实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最高司法法院曾经就此认为，“虽然劳动法典第 L． 1132 － 1 条禁止雇主
基于雇员个人健康、残疾的原因去解雇雇员，如果劳动医生认为该雇员不具有劳动能力时除外 ； 但是，这
并不妨碍雇主基于其他理由，比如由于该雇员长期不在岗而导致企业运行困难这个客观情况 ，去解雇雇
员。雇员只有在确实不得不解雇的情形时方可解雇雇员 。”⑤
第三，关于解雇前的安置义务，这极大地限制了雇主的解雇权行使 。 法国劳动法典第 L． 1226 －
2 条规定： “如果雇员被劳动医生判断为不能重新从事原先的岗位的话 ， 雇主要给其提供另一个适合
其能力的岗位……” 最高司法法院甚至认为， 即使雇员不满意或者拒绝所提供的岗位， 也不构成违
反合同义务，不构成雇主解雇的合法理由⑥； 但是，如果雇主在一个月内不提供岗位的话 ， 必须支付
相应的工资⑦。
①

Décision n°2001 － 455 du 12 janvier 2002，considérant 21．

②

Jean － Yves FROUIN，Inaptitude et perte d’emploi，Dr． Ouvrier，
2006，p． 105．

③

Soc． 2 févr． 1999： RJS 3 /99，n° 407． 另外，最高司法法院最近的一个判决： 某雇员曾被精神骚扰，因而劳动医生给出了无劳动能

力的证明； 雇主在进行重新安置而不成功后，将其解雇。雇员起诉雇主非法解雇，要求补偿。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由于受到精神骚
12 mai 2010，n° 09 － 40． 910，F － D，SA Société européenne de tra扰而被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因此而被解雇的，属于非法解雇。Cass． soc． ，
vaux ferroviaires （ ETF） c / Barats： JurisData n° 2010 － 006032．

⑥

例如，soc． 15 sept． 2009： RJS 11 /09，n° 847； cass． Soc． 9 octobre 2001，bull． n° 33．
Soc． 13 mars 2001： RJS 5 /01，n° 592． Adde，Soc． 13 juill． 2005： JCP S 2005，
1175，note P． – Y． Verkindt．
Soc． 9 avr． 2002： RJS 7 /02，n°807，1er esp．

⑦

Soc． 6 févr． 2008： RJS 4 /08，n° 413．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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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个人私生活
原则上，个人私生活中的行为不得构成合法解雇理由 ，这是禁止歧视原则的要求。私生活所导致的
不良后果，才可能构成解雇理由，例如，当雇员的私人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或者不符合雇员的职
业性质时①。个人私生活通常包括与工作内容无关的行为 （ 普通违法被治安处罚、因醉酒或违反交通规
则而被吊销或暂停汽车执照、涉嫌犯罪进入调查程序、拘留、犯罪等 ） 、事件 （ 离婚、通奸、偷情等 ） 、个人
信仰（ 宗教、政治倾向） 或者生活喜好（ 同性恋、奇怪癖好等 ） 等。 最高司法法院曾经就这些问题做出了
很多判决。
就因违反治安法律或者刑法而导致的拘禁甚至入监而言 ，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构成雇主解雇的
合法理由； 相反，该行为只导致劳动合同的暂时中止 。法国劳动法从原则上禁止了在此情形下的解雇。
但是，若是雇员被长期拘押（ 比如说一个月以上、甚至数年 ） ，那么这可能导致企业运行受到很大影响，
雇主可以据此理由解雇雇员②。还有，若因自己的行为导致驾照被吊销或者被暂停驾驶的 ，且影响雇员
执行其工作任务的，雇主可以行使解雇权③。
同样，结婚、离婚、同居、偷情、嫖娼、看黄片等均属于私人生活，雇主一般不得据此解雇雇员。但是，
最高司法法院在上世纪 70 年代曾经认为，对于一个天主教教会中学教师而言 ，离婚后若再结婚的话，就
可以构成解雇的理由④。
最后，个人生活的喜好也一般不构成解雇的理由 。例如，某雷诺汽车销售店员工买了一辆标致牌的
私家车，结果被雇主解雇。最高司法法院认为，这属于雇员的私人生活，他可以自由地购买其自己喜欢
的物品，雇主的解雇理由不构成严肃的理由⑤。 还有另一个判例，涉及解雇一名同性恋的教会工作人
员。最高司法法院认为性别取向不得构成解雇理由 ⑥。
五、对中国法的启示
法国法在解雇理由问题上的特色是 ： 一方面，立法者采取了概括式立法，只就解雇理由做原则性规
定； 另一方面，法官充分发挥了司法裁量的角色 ，在个案判断中逐渐地勾勒出了解雇理由的界限 ，极大地
限制了雇主滥用解雇的行为。由此可见，虽然法国法和我国法均为大陆法系，但是，法官在法律塑造中
的角色截然不同，法国法尊重并充分地保证了法官的司法创造职能 ，这既能保证法律的合理适用，保护
了劳动者的工作权利； 又能保证法律始终适应不断变幻的社会现实 ，缓解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这
种相对的司法能动主义在解雇理由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为法国法已经就解雇理由形成了一系
列判例。
事实上，我国劳动法的立法也强调了解雇理由的严肃性 ，但采取的是有限列举的立法模式，同时法
官的司法创造功能也就得到了掣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 （ “过失性辞退 ”） 和第二十
六条（ “非过失性辞退”） 分别做了规定。2007 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 》又对解雇理由进行了补充，其中
最显眼的是该法第三十九条“过失性辞退”中增加了两条理由： 一是第三十九条第四款的“劳动者同时
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
正的”； 二是第三十九条第六款“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综合归纳下中国劳动法的规定，基于个人原
因的解雇理由可以是： （ 1） 劳动者存在过错。比如，《劳动法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违反劳动纪律、
第三款规定的严重失职且造成严重损失、《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四款的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第三十九
条第六款的违反刑法。（ 2） 劳动者无能力胜任工作岗位。 比如，《劳动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①

Cass． soc． 20 novembre 1991： Bull． Civ． N°512，RJS 1 /92 n° 3．

②

Cass． Soc． 16 Juillet 1998： bull． Civ． n° 394； Bull． Civ． N° 485，RJS 12 /98 n° 1468．

③

Cass． 19 nov． 1980： JCP 81，éd． CI，I，
9632，p． 131，n° 9，obs． B． Teyssié； Soc． 12 mars 1991： cah． Soc． 1991，A25．

④

Ass． Plé． ，
19 mai 1978： D． 1978，
541，concl． R． Schmelk，note Ph． Ardant．

⑤

Soc． 22 Janv． 1992，Dr． Soc． 1992，P． 268．

⑥

Soc． 17 avr． 1991，CSBP 1991，A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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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录用条件、《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非因工导致的健康问题、第二款规定的个人能力不
足。然而，由于缺乏判例制度的支持，这些法律规定在适用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 ，从而为雇
主的肆意解雇提供了可能性。
另外，就我国劳动法关于解雇理由的规定 ，还有两点值得反思：
第一，不符合录用条件是否构成过错？ 依照《劳动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不符合录用
条件也构成过错，并且劳动者无权获得经济补偿金 。然而，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是属于工作能力不足
的问题，并不是过错。
第二，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该都构成解雇理由 。我国劳动法不区分该违法行为是否与工作有关 ，同
时也不区分该刑事处罚是否限制了劳动者的人身自由 。我国劳动法将受到刑事处罚作为解雇的理由，
而且缓刑也被解释为受到刑事处罚 ，因而构成解雇理由。例如，我国劳动部 1995 年发布的《劳动部关于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作出了一个严格的解释： “29． 劳动者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解除劳动合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
指： 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二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
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即使是行政处
罚，都有可能构成解雇的理由。例如，劳动部 1995 年发布的《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一条： “劳动者被劳动教养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被劳教的事实解除与该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国法的经验是，仅仅与工作有关的刑事违法才可能构成解雇理由 ，并且，还要依
照个案判断该刑事处罚是否限制了劳动者的人身自由 ，是否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On the Reasons of Dismissal
———Enlightenment from Cases by the French Supreme Judicial Court
Zhang Ping
（ Law School，University De Montreal，Montreal Canada H3TIJ4）
Abstract： The virtual inequalit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 demands that it must
guarantee the employee’s liberty of resignation and restrict the dismissal． So the dismissal ought to have a reason． On this issue，the Chinese law takes an approach of listing the reasons in the statute，but the competence
of the judges is otherwise limited． Contrary to this method，the French law incorporates the general statut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judges，in which they develop a series of jurisprudence in order to classify the reasons．
This French mode can reduc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aw and the society by means of the judgments．
Key words： liberty of profession； reason of dismissal； judicial activism； French labor law

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