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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合约的终止类型  TYPES OF TERMINATION 

雇佣合约的终止情况 解释 

放弃合约 
 

Abandonment of Contract 

这发生在： 

~ 员工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 突然停止上班 
 
雇员将被视为主动放弃合约 
 
雇主可以通过民事法院作出法律诉讼；又或者可以到

劳工部*根据劳工法寻求通知替代的薪金赔偿 [salary in 

lieu of notice of termination]。 
 
* 1955 年劳工法令第 69(2)(iii) 条文 

* 沙巴劳工法 [LO Sabah] 第 7A(2)(c) 条文 

* 砂拉越劳工法 [LO Sarawak] 第 8A(2)(c) 条文 
 
如果涉及的雇员不在这三个劳工法的范围内，只要工

资不超过 5,000 令吉，雇主依然可以采取相同的措施 
 
* 1955 年劳工法令第 69C (1) 条文 

* 沙巴劳工法第 7D (1) 条文 

* 砂拉越劳工法第 8D (1) 条文 

违反 
 

1955 年劳工法令第 15 条

文、 
 

沙巴劳工法第 13A 条文 
 
 

砂拉越劳工法第 14A 条文 
 
 
 
 
 
 
 
 

在相关条文下，如果一名雇员未经许可： 
 
~ 连续缺勤超过两个工作日 

~ 除非他有合理的原因并已通知或试图通知雇主 

~ 否则该雇员被视为违反了雇佣合约的条款。  
 
然而这只被认为是推定规定 [deeming provision]，这

意味着该雇员不会自动被解雇 
 
但如果雇主发现该雇员没有可被接受的原因及没有试

图通知雇主： 
 
 
~ 就可以根据 1955 年劳工法令第 13 条文*终止与雇

员的雇佣合约 [Employment Contract] 
 



27/2020 [CCS INSIGHTS: COVID-19 TYPES OF TERMINATION] 

 

  2 | CCS & CO [Chartered Accountants] 

 

Breach of Contract Under s. 
15 of the Employment Act 

* 沙巴劳工法第 12 条文 

* 砂拉越劳工法第 13 条文 

对于不在劳工法涵盖范围内的员工，这种缺勤可被视

为不当行为。 
 
因此，在经过警告及适当调查 [due inquiry] 后，可根

据这些理由将其解雇。 

业务关闭 
 

Closure of Business 

当业务完全停止时，所有员工的服务将被终止 
 
由于每个员工都必须被遣散，所以不会出现根据后进

者先裁[Last In, First Out, LIFO] 原则选择终止谁的问题

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是否需要遵循 1980 年就业（裁

员和遣散福利）条规 [Employment (Termination and 

Lay-Off Benefits) Regulations 1980] 所规定的，向在这

三个劳工法涵盖范围内的雇员支付裁员福利呢？ 
 
在 Hotel Jaya Puri Bhd v National Union of Hotel, Bar & 

Restaurant Workers & Anor [1980] 这个案件，高庭 

[High Court] 认同公司裁员与公司关闭是不一样的。 
 
 
在 Frankie (M) Sdn Bhd v Construction Workers’ Union 

[1986] 、Progress Castings Sdn Bhd v Metal Industries 

Employees’ Union [1983] 以及 Industrial Concrete 
Products Bhd v 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Union [2000] 这三个案件： 
 
~ 工业法庭上采取同样的看法， 
 
~ 认为在公司关闭的情况下，员工是无法享有裁员福

利 
 
然而，在 Chemetics-Mega Sdn Bhd v National Union of 

Petroleum & Chemical Industry Workers [1983] 这个案

件： 
 
~ 工业法庭拒绝采取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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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认因公司关闭而被遣散的员工，实际上就是员工

冗余 [redundancy] 所造成。 
 
即使公司关闭，也要作出裁员福利给员工 
 
由此可见，如果有雇主在这段时间选择把公司关闭: 
 
~ 以避免支付裁员福利 [Retrenchment Benefits] 的

话， 
 
~ 万一雇员到工业关系部门 [Industr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举报， 
 
~ 而案件最终去到工业法庭 [Industrial Court] ，胜负

难定。 
 
~ 雇主们被奉劝三思而后行 

 

无论是 1955 年劳工法令，还是沙巴劳工法，又或者

是砂拉越劳工法，都包含一个条文： 
 

~ 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给予适当的通知给对方 
 
~ 来终止雇用合约 
 
即使是那些没有在这三个劳工法涵盖范围的员工，他

们的雇用合约中，也会有类似的条款。 
 
尽管这些条款，使雇主有权通过给予所指定的通知书

来终止员工的雇佣合约： 
 
~ 但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 
 
~ 如：裁员、结束营业或合同落空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 雇主还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 
 
如果雇主这样做，员工在还没有向工业法庭 

[Industrial Court] 提起诉讼时，是可以向临近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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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部门 [Industr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作出投

诉。  

推定解雇 
 

Constructive Dismissal 

指雇员认为自己的雇主违反了他在雇佣合约的条款而

辞职 
 
雇佣合约的终止，是由雇员作出 

解雇 
 

Dismissal 

雇员有不当行为或表现没有达到雇主所要求的标准，

雇主选择终止雇佣合约 
 
雇佣合约的终止，是由雇主作出 

定期合约的结束 
 

Ending of a Fixed-term 
Contract 

固定期限的雇用合约，在期限到期时结束 
 

合同落空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因为一些不在雇主和雇员控制范围内的外在因素，导

致雇员无法工作 
 
最显著的例子是：雇员因涉嫌犯罪，被警察拘留而没

有保释；又或者他患了严重疾病，长时间无法上班 
 
由于雇员无力履行合约的条款，因而导致雇用合约终

止 

试用期结束时，没有被确认

为正式员工 
 
 

Non-confirmation of a 
Probationer 

在试用期结束后，雇主必须对新员工进行评估，并就

其职位的适合性做出决定 
 
如果他不适合，他的雇佣合约可能会终止 
 

在 Khaliah Abbas v Pesaka Capital Corp Sdn Bhd [1997] 

这个案件，工业法庭主席这么说： 
 
~ 虽然尚在试用期 
 
~ 雇员同样受到 1967 年劳资关系法令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67] 的保护 
 
~ 就是说，如果雇主在试用者的试用期届满后，要终

止雇佣合约，依然需要有合情合理的原因 [just cause 
and ex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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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工业法庭在不同的案件多次重申： 
 
~ 如果雇主想以表现不佳 
 
~ 终止跟试用者所签署的雇佣合约 
 
~ 必需要确保已经遵循了公平的程序 

退休 
 

Retirement 

雇员在达到 2012 年最低退休年龄法令[Minimum 

Retirement Age Act 2012] 所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就必

须离开工作岗位 
 
在最低退休年龄 60 岁之前或在可选择的退休年龄之前，

如果被逼提前退休的雇员，可以向劳工局投诉 

裁员 
 

Retrenchment 

指的是，员工的服务变成冗余而被终止。 

 

也就是说，他现有的岗位，在公司已经变成没有用了。 

自愿离职计划 
 

Voluntary separation 
Scheme (VSS) 

自愿离职计划是雇主邀请其雇员： 
 

~ 申请自愿离职 
 

~ 以换取某种形式的补偿 

 

当公司作出发布时，有兴趣参加自愿离职计划的雇员，

都可以向公司作出申请。 
 

但是，公司没有义务接受所有的申请，并有权拒绝某些

雇员的申请，尤其是对公司至关重要的雇员。 
 

[当然啦，否则能干的雇员都跑了，公司达不到瘦身的成

效] 

 

如果公司接受了雇员的申请，该雇员就得接受自愿离职

计划的方案，同时提出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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