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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疫情屬特別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顯然
難以預見、避免及克服，法律上應認定為
「不可抗力」事件。因疫情對於企業的生
產經營及產品的銷售等均產生重大影響，
若因疫情導致企業無法依約按期履行交付
貨物等合同義務，企業可依大陸「合同法」
第 117條規定，根據不可抗力影響程度，
主張部分或全部免責。但根據該法第 118
條規定，企業應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
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並應收集疫情影響
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證明及其他憑證，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層面深廣，幾乎各行
各業都受波及，對於在大陸的台商及台籍員工除
了應注意自身健康安危外，在復工復產的過程中
也應該關心因疫情引起的相關法律問題。本文謹
就民事、刑事、行政及勞動關係四個層面來探討
相關法律風險。

一、民事法律風險

( 一 ) 疫情影響到合同的履行，當事人可援引合同

法的「不可抗力」條款主張部分或全部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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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期限內提供對方當事人。

對於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合同履行
障礙問題，要如何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
（不可一概而論），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
2020年 4月 16號公告「關於依法妥善審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
導意見（一）」，有比較明確的說明，即：
「…應當綜合考量疫情對不同地區、不同
行業、不同案件的影響，準確把握疫情或
者疫情防控措施與合同不能履行之間的因
果關係和原因力大小」分別處理，也可作
為合同雙方主張權利義務的參考方向。

2.針對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屬於境
內交易性質時，台商可提供中國大陸政府
所採取防疫措施的相關政策文件，以此證
明不可抗力的存在。在屬於外貿交易性
質時，大陸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
會」（網址：http://www.rzccpit.com）於
2020年 1月 30日發布通告，大陸公司法
人與境外間的國際貿易合同交易，可向其
申請出具「不可抗力證明」。

3.法律效果： 

（1）若不可抗力發生，造成了合同不能履
行（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根本性違
約），則在合同效力方面適用「合同
法」第 94條第 1項的規定，當事人一
方可行使解除權將合同解除，在違約
責任方面，當事人可援用「合同法」
第 117條第 1款的規定，主張免除責
任。

（2）若不可抗力發生，沒有導致合同不能
履行，但繼續履行合同顯失公平的，
基於情勢變更原則，變更或解除合同
（例：降租或延長交期等）。

（3）若不可抗力發生，沒有導致合同不能
履行，且繼續履行合同未顯失公平，
應繼續履行合同。 

由以上說明可知「不可抗力」是中性名詞，
因台商可能是貨物（勞務）的買或賣方（提供或
接受方），必須站在自己的角色上去合理的維護
利益（如主張免責或反對免責）。

4.因應建議： 

（1）詳細檢視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及早
判斷自身享有的權利和面臨的法律風
險，有利於及早擬定應對疫情影響的
方案措施，從而贏得主動地位。

（2）及時通知對方當事人並進行溝通協商，
合理分擔風險與損失。

（3）採取適當減損措施，防止損失擴大（如
變更交付方式、延長交付期限、及時
處理易損易耗標的物等）。

（4）注意證據（如往來函件、郵件、聊天
記錄等）保全，為潛在官司做好證據
準備。

（5）新簽訂合同應注意評估疫情影響並作
出約定。

( 二 ) 根據法律與實務規定，不可主張「不可抗力」

免責的有以下三種情形：

1.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訂立的合同；

2.金錢給付義務；

3.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在合同遲延履行之後。

( 三 ) 企業在疫情防控期間有關訴訟案件期間問題

的處理 :

訴訟案件的期間包括法定期間和人民法院指
定的期間（即台灣訴訟法的法定期間與裁定期
間），根據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83條「當事
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期限
的，在障礙消除後的 10日內，可以申請順延期
限，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決定」的規定，企業
在訴訟案件中因疫情影響期間的，應及時向人民
法院說明理由並申請順延期限。但是否准許，最
終由人民法院決定。一般建議，對於法定期間特
別屬於不變期間如上訴期、復議期等臨近屆滿
的，建議採取向法院郵寄法律文書的方式規避可
能超過法定期間的法律風險。 

( 四 ) 企業在疫情防控期間訴訟案件的案件審理問題

2020年 2月，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
於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精神切實做好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期間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其中在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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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方面，強調了疫情防控期間該延期審理
的案件原則上延期審理，對於符合訴訟中止條
件的案件，依法中止審理或執行，對於申請訴
訟期間順延的，要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充分保障
當事人合法權益。

( 五 ) 疫情防控期間，若企業行使請求權的訴訟時

效臨近屆滿，訴訟時效 ( 即台灣的消滅時效 )
期間的中止問題：

因實務上普遍認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屬於不
可抗力，如企業行使請求權是在訴訟時效期間（3
年）的最後 6個月內，根據「民法總則」第 194
條「在訴訟時效期間的最後 6個月內，因不可抗
力不能行使請求權的，訴訟時效中止」之規定， 
訴訟時效期間能中止。企業需留意的是，該中止
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滿 6個月，訴訟時效期間
屆滿。

二、刑事法律風險

本次疫情與 2003年「非典」疫情類似，都
屬於乙類傳染病，但按甲類傳染病來進行預防和
控制。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大陸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緊急出台司法解釋（某
種程度是構成要件該當性的擴張），即「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
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
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
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8號），
嚴厲打擊妨礙預防、控制疫情的相
關刑事犯罪。現結合該司法解釋，
將本次疫情期間可能涉及的刑事罪
名梳理如下：

(一 )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
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 )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
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
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
病傳播的「過失以危險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三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
生產、銷售偽劣的防治、防護產品、物資，
或者生產、銷售用於防治傳染病的假藥、劣
藥，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生產、銷售偽劣
產品、假藥及劣藥罪」定罪；

(四 )違反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
期間有關市場經營、價格管理等規定，哄
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
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依照刑法第 225條第（4）項的規定，以「非
法經營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五 )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有關的恐怖
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
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以「編造、
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

三、行政法律風險

( 一 ) 關於外籍（台籍參照適用）新冠肺炎患者醫

療費用支付問題：

1.外籍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患者未參加大
陸基本醫保的，醫療機構應當先救治後收
費，確保應收盡收；醫療費用由患者個人
負擔。

2.外籍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患者參加大陸基

大陸工廠陸續復工，一名保安人員在廣東省深圳市
工廠入口處檢查員工體溫並消毒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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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醫保的，基本醫保、大病保險應按規定
支付，其餘費用由患者個人負擔。

3.參加大陸基本醫保的外籍人員，留院觀
察期間發生的醫療費用，基本醫保按規
定支付。未參加大陸基本醫保的，由個
人負擔。

4.外籍人員集中隔離產生的費用，原則上由
個人負擔。

( 二 ) 企業違反規定復工，可能存在法律風險：

可能存在行政責任、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
的相關法律風險。行政責任部分，可依「治安管
理處罰法」處罰，也可依相關法律要求停工停業。
民事責任部分，單位和個人違反規定，導致傳染
病傳播、流行，給他人人身、財產造成損害的，
應當依法承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刑事責任部
分，有可能構成前述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或者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四、 勞動法律風險

根據大陸人社部公告的「關於妥善處理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
的通知」，有關疫情期間的勞動關係處理原則如
下（官方態度鼓勵彈性協商）：

(一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病人的
職工在隔離期治療期、觀察期不能正常上班
的，應正常發放工資。

(二 )勞動者因疫情原因無法按時返工或者用人單
位決定推遲復工期間，企業與職工協商一
致，可以優先考慮安排職工帶薪年休假。企
業因受疫情影響導致生產經營困難的，可以
通過與職工協商一致採取調整薪酬、輪崗輪
休、縮短工時、待崗等方式穩定工作崗位。

(三 )儘量不裁員或少裁員（針對不裁員或少裁員
之企業有退還就業保險費之補助政策）。

(四 )企業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週期內的，應
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職工工資。超過
一個工資支付週期的，若職工提供了正常
勞動，企業支付給職工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
最低工資標準。職工沒有提供正常勞動的，
企業應當發放生活費，生活費標準一般不得
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各地不同）。

(五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
的職工被治療期間、隔離期間、觀察期間
勞動合同到期的，用人單位不得終止勞動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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