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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是你的员工，身为雇主，除了帮他缴付雇员公积金 [EPF]、社会保险 

[SOCSO]、就业保险计划[EIS，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也别忘了还

有所得税。 

 

雇主需要扣员工的部分薪金缴付 PCB，同时也需要准备 EA Form 给员工报税，

同时把员工资料填写在 CP8D，连同 Form E 一起申报给税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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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1 ～ 60 岁老保安控诉被公司把“员工”身份偷龙转凤变成 

Contractor [Contract for Service]，再解雇 

 

 

1. 这起案件，涉及一位 60岁的老保安与一家 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 

 

2. 在加入 JMB 之前，保安叔叔于 2016 年开始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安

全官 [Security Officer]，月薪为 RM4,460。 

 

3. 在房地产公司任职期间，JMB 的代表多次接触他，并游说他离职以加

入 JMB。 

 

4. 2019年 2月，JMB向保安叔叔发出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委任他

担任 JMB的保安官。 

 

5. 保安叔叔接受了这项献仪，在 2019年 2月 17日于 JMB 代表一起签署

聘请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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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工作上的条款与条件，都在这份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17 日雇佣协

议 [Contract of Service] 里面注明到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

试用期 [Probation Period] 的事项 

 

7. 在 2 月 17 日接受聘请通知书时，保安叔叔还在房地产公司工作，因

此他告知 JMB（包括主席和理事）他无法即刻开始上班，因为他需要

时间辞职。 

 

8. JMB同意保安叔叔的请求。 

 

9. 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到 JMB 报到工作，担任保安经理，月

薪为 RM6,000，并享有每月 RM600的固定汽车津贴。 

 

10. 2019 年 6 月，JMB 坚持要求保安叔叔签署一份新的 “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才可以拿到他 2019年 5月的薪水。 

 

11. 这份新的服务合约没有遵循较早前 [2019年 2月 17日] 所签署的

招聘通知书里面所列出的条款与条件 

 

12. 这份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是在保安叔叔上班一个多

月后，于 2019年 6月 4日被 JMB 坚持下签署，但是日期却放 2019年

5月 24日。 

 

13. 不要忘记保安叔叔曾在 2019年 2月 17日签署过一份雇佣合约 

 

14. 在此期间，JMB的新成员当选，更换了旧的理事 

 

15. 2019年 7月 30日，保安叔叔接到 JMB 新任主席的秘书的电话，

要求见面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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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虽然当天是公共假期，保安叔叔还是同意去见他们。在上述会议

上，他被告知被解雇了，同时是立即生效 

 

17. 保安叔叔抗议，并询问他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但是 JMB 坚

决的告诉他，他不得不马上离开。 

 

18. 保安叔叔回复说：这样做，是非常不公平的。 

 

19. 对此，JMB答应延长多 2星期，但是保安叔叔没有必要上班。 

 

20. 保安叔叔通过WhatsApp收到 JMB 日期为 2019年 7月 31日的解

雇信，即日生效。并告知，将获得两个星期的替代通知期的薪金 

[Salary in lieu of Notice Period] 

 

21. 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8 月 2 日交上一封抗议信给 JMB，表明他会

接受 JMB 所开出的支票，但是保留追究的权利 

 

22. 2019年 8月 3日，他接受公司的支票 

 

23. 保安叔叔争辩说他当时已经 60 岁了，如果他意识到 JMB 是无法

履行雇佣合约的话，自己是不会离开 [辞职] 房地产公司的 

 

24. 保安叔叔认为 JMB 的解雇，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同时违反

自然公正的原则，这构成不公平的劳工惯例。因此起诉 JMB 

 

25. 到底雇主可不可以随意把签署了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的

员工偷龙转发，通过签署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变成 

Contractor 或 Sub Con? 

 

26. 请留守接下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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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2 ～试用期到了  可以叫员工不用再来上班了吗? [Can 

employer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at the end of the Probation Period?] 

 

1. 这起案件，涉及一位 60 岁的老保安与一家 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你一定要先看上一篇，才能够了解来龙去脉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1-60-contractor-

contract-for-service.html 

 

2. 上一篇，我们看了 60岁保安叔叔的说辞，今天来看 JMB 的故事 

 

3. 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2 月 17 日所签署的聘请通知书[Offer Letter]，是

由 JMB 2018-2019任期的主席，即：G 先生和安全委员会成员，即：J 

先生所批准的。 

 

4. 这份聘请通知书[Offer Letter] 里面没有注明到试用期 [Prob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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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6 月 4 日所签署的“服务合约 -任命安全官” 

[Contract For Service - Appointment of Security Officer]，也是同样由

JMB 2018-2019任期的主席，即：G 先生所批准 

 

6. 在这份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里面注明了试用期 

[Probation Period]是 3个月 

 

7. 注意，来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 

 

虽然保安叔叔之前已经签了 Offer Letter，但是 JMB 过后再要求保安叔

叔签署一份新的合约，而这份新的合约却变成了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8. 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跟之前的 Offer Letter 明显的不同: 

 

o 之前的 Offer Letter 说他的薪水是 RM6,000，并会扣除 EPF, SOCSO, 

PCB 

 

o Contract For Service 却说他每个月的 fee 是 RM6,000，但是对于 

EPF, SOCSO, PCB只字不提 

 

o Contract For Service加了 3个月试用期 [Probation Period] 这个条

款 

 

9. 上一篇提到，保安叔叔说，他做了一个月后，JMB 才拿了这份新合约，

坚持要他签后，才会出 5月的薪水给他 

 

10. JMB 在 2019年 7月 30日，根据这份 Contract For Service里面的

3个月试用期到了，选择不 confirm，因此才 Terminate保安叔叔，并

给予两个星期的薪水替代通知 [payment in lieu of 2 weeks’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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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MB 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通过 WhatsApp 发送了终止通知给保安

叔叔 

 

12. 2019年 8月 2日，保安叔叔在抗议中接受离职 

 

13. 2019 年 8 月 3 日保安叔叔领取了他的薪水，也包括替代通知的

薪水 [accepted the cheque, which includes payment for fees in lieu of 

notice period, under protest]，并清楚写下不排除会向 JMB 追讨赔偿的

权利 

 

14. JMB 的说辞是，在 3 个月试用期结束后，他们要终止保安叔叔作

为安全经理的服务，也因此向他支付了 2星期的替代通知的薪水 

 

15. 到底雇主可不可以： 

� 随意把签署了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的员工偷龙转发，通过

签署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变成 Contractor 或 Sub Con？ 

 

� 以 Probation Period 结束了的理由，终止雇佣合约？ 

 

� 以没有缴付 EPF, SOCSO, PCB 为理由，把员工当成 Sub Con，把薪水

写成 Fee ？ 

 

16. 请留守接下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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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3 ～雇主过后提供新合约给员工 可以的吗? [Can a fresh 

Employment Contract being offered] 

 

 

1. 这起案件，涉及一位 60 岁的老保安与一家 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你一定要先看上一篇，才能够了解来龙去脉: 

 

a. 保安叔叔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1-60-contractor-

contract-for-service.html 

 

b. JMB 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2-can-employer-

terminate-employment.html 

 

2. 今天开始，就让我们看工业法庭如何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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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安叔叔在 2019年 2月 17日所签署的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是

由 JMB 2018-2019任期的主席，即：G 先生和安全委员会成员，即：J 

先生所批准的。 

 

o 对于 2019 年 2 月 17 日的那一份由 JMB 主席及代表所执行的聘

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雇主及员工双方都没有争议 

 

4. 然而，JMB 力辩说上述的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已经被在 2019年 5

月 24日所签署的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取代 

 

5. 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中的条款明显与要聘请通知书不一

样： 

a. 与公积金，社会公积金和所得税的支付有关的已经被删除 

b. 添加了 3个月的试用期 

 

6. 尽管服务合约的日期定在 2019 年 5 月 24 日，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在

2019 年 6 月 4 日才签署，而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5 月 2 日就已经开始

在 JMB工作了 

 

7. 服务合约是在保安叔叔工作了一个月才准备的。 

 

8. 居然之前已经签了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为什么还需要再准备多

一份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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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MB的证人- COW1如此解释： 

 

a. 我相信前 JMB 主席原本就打算保安叔叔以个人专业身份提供服

务给 JMB，也就是说他只是一名提供服务的承包商。 

b. 此外，保安叔叔也达到退休年龄，因此 JMB 无意雇用为雇员。 

c. 服务合同的措词也明确指出，JMB 是希望任命保安叔叔为保安经

理，同时在合约内，保安叔叔也进一步被称为“服务提供商”。 

d. 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也未提及任何有关任何法定付款。 

 

10. 保安叔叔坚称他是受聘于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而不是服务

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是 JMB单方面改变了他的雇用条款，当中

包括加入了 3个月的试用期条款 

 

11. 但是，JMB 反对有关论点，并指出保安叔叔是在无条件下，签订

有关服务约 [Contract for Service]的 

 

12. 在被盘问时，保安叔叔也承认，他当时没有向 JMB 提出抗议，

也没有以书面形式通知 JMB 抗议上述服务合约。 

 

13. 工业法庭参考 Affin Bank Bhd【以下简称“Affin Bank”】在联邦法院

起诉Mohd Kasim @ Kamal【以下简称“MK”】的这起案件 

 

14. 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合拼的关系，合拼后 Affin Bank Bhd 和 MK

双方签署新的雇佣合约 [fresh contract of employment] 

 

15. 尽管对于新条款提出抗议，MK 还是接受 Affin Bank 所提供的新

的就业机会，并开始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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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K继续工作直到 55岁退休年龄，虽然双方没有针对退休年龄事

项交涉过 

 

17. 法庭考虑到 MK 在前雇主，即：Affin-ACF的劝说下，接受了这项

新工作安排 

 

18. Affin-ACF 在 2005年 3月 29日的信，告知 MK 说 Affin Bank会以

同样优惠的条件让他继续工作。 

 

19. 但是，这封信是在 MK 于 2005 年 3 月 26 日签署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后才到的。 

 

20. 因此，法庭认为当 MK 收到 Affin-ACF 的来信时，他是充分意识

到所提供给他的新的雇佣合约，因此里面也提供了新的条款，这包括

新的退休年龄是 55岁。 

 

21. 法庭无法判断MK 在接受新的雇佣合约时： 

 

a. 是否有被误导；或 

 

b. 被不当影响 

 

22. 然而，根据与 Affin-ACF所签署的最初那份合约 [original contract]，

MK可以通过给予足够的通知给雇主，以辞职。 

 

23. 但是在新的合约，他放弃了给予通知以终止合约的权利。 

 

 

 



Contract of Service v Contract for Service  ����

 

CCS 与你同在 【CCS & Co - https://www.ccs-co.com】 Page 12 

 

24. 虽然，在新的雇佣合约，双方在退休年龄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法

庭认为 

 

a. 有证据显示合法退休年龄是 55岁， 

 

b. 而 MK 在签署时，也已经接受根据新条款被雇用 

 

25. 法庭裁决，双方现在受新的雇用合约所约束。因为一旦员工接受

了新合约的新条款，他将被视为已认同有关合同内的全部利益 

 

26. 换句话说，他现在不能只取其有利部分而拒绝其不利部分。[in 

other words he cannot now be seen to approbate and reprobate from the 

contract he has agreed to.] 

 

27. 到底雇主可不可以： 

 

o 把签署了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的员工偷龙转发，通过签

署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变成 Contractor 或 Sub 

Con？ 

 

o 以 Probation Period 结束了的理由，终止雇佣合约？ 

 

o 以没有缴付 EPF, SOCSO, PCB 为理由，把员工当成 Sub Con，把薪

水写成 F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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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今天我们看到工业法庭在审理过程中，援引高庭【High Court】

的案件难发参考： 

 

o 一旦员工接受了新合约的新条款，他将被视为已认同有关合同内

的全部利益； 

 

o 他现在不能只取其有利部分而拒绝其不利部分。 

 

29. 然而，大家可别马上下结论，因为才开庭审理呢。后续会怎样？

请留守接下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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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4 ～Contractor 被终止合约 工业法庭会处理吗? [Can a fresh 

Employment Contract being offered] 

 

 

1. 这起案件，涉及一位 60 岁的老保安与一家 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你一定要先看上一篇，才能够了解来龙去脉: 

 

a. 保安叔叔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1-60-contractor-

contract-for-service.html 

 

b. JMB 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2-can-employer-

terminate-employ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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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业法庭审理 - 雇主过后提供新合约给员工可以的吗？员工如果

签了，是不是一定要遵守？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1/01/103-can-fresh-

employment-contract-being.html 

 

2. 相信大家目前都大概知道来龙去脉了： 

 

o JMB 先与保安叔叔签署聘请通知书[Offer Letter]，这也算是雇佣

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o 一个月后，JMB 准备了一份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 

Appointment of Security Officer，把保安叔叔从“员工”的身份，转

换成服务承包商 [Contractor]  

 

3. 接下来，工业法庭要审理的就是，究竟保安叔叔的身份是“雇员”还是

“Contractor”？ 

 

4. 一个人是否是“雇员”，是一个工业法庭需要从法律和事实中去作出鉴

定的事项。 

 

5. “事实”是从双方在合约下的行为作出鉴定，并从合同中提取适当的推

论以确定它究竟是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又或者是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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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Arun Kumar Bag v. Hospital Pantai Indah Sdn Bhd [2015] 这个案件，工

业法庭如此裁决： 

 

o 为了让工业法庭具有最基本的管辖权，在裁定解雇案件时，大前

提是索赔人必须是 1967 年工业关系法令第 2 条文下所定义的“雇

员”。 

 

o 意思就是说，尽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形形色色不同类型的就业劳

动合同，工业法庭就只是对一种类型的合同，那就是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具有管辖权。 

 

o 简而言之，那些没有建立“雇员雇主”关系的合同，比如：自由企

业者 [Freelancer]、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承包商 

[Sub-Contractor] 等，是不能到工业关系部寻求协助的。 

 

7. 在 Nova Charm Sdn Bhd v. Ooi Hock Huat [2002] 这个案件，工业法庭主

席如此作出裁决： 

 

o 很显然，并非所有为他人执行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人，都在 1967

年工业关系法令第 2条文下，被视为“雇员”。 

 

o 工业法庭的法定权利，只是提供保障给“雇员”，而不是任何其他

以某种方式提供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人‘ ✳ 

 

【✳注释：这个人，指的是自由企业者 [Freelancer]、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承包商 [Sub-Contracto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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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这个课题，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受雇于“服务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的人，符合在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第 2条文

下“雇员”的定义，从而享有此法令所赋予的“保障”Ⓜ 

 

【Ⓜ注释：这里的保障，指的是：协助、审理，对于不合理解雇

或裁员，给予适当的赔偿】 

 

o 工业法庭主席裁定，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与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必

须根据“事实”而不是其外观进行分类。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must be classified not by 

appearance but by reality. 

 

o 工业法庭有责任审视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以鉴定合同标签是真实

的描述，还是错误的描述。 

 

It is the duty of the court to see whether the label given to a contract 

is a true description or a false description by looking beneath it to 

the reality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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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底雇主可不可以： 

 

� 把签署了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的员工偷龙转发，通过签署

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变成 Contractor 或 Sub Con？ 

 

� 以 Probation Period 结束了的理由，终止雇佣合约？ 

 

� 以没有缴付 EPF, SOCSO, PCB 为理由，把员工当成 Sub Con，把薪水

写成 Fee ？ 

 

9. 如果工业法庭裁决： 

 

o 保安叔叔不在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第 2条文下的员工 

 

o 那么上述（9）就没有什么好争辩了 

 

o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通过工业法庭，争取任何的赔偿 

 

o 因为，工业法庭是不会审理的  

 

10. 后续会怎样？他到底是不是 JMB的“雇员”？请留守接下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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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5 ～如何测试一个人的身份究竟是不是“雇员”? [What is the 

correct test to be applie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claimant is a workman?] 

 

1. 这起案件，涉及一位 60 岁的老保安与一家 JMB [Joint Management 

Body]，你一定要先看上一篇，才能够了解来龙去脉: 

 

o 保安叔叔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1-60-contractor-

contract-for-service.html 

 

o JMB 的故事：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0/12/102-can-employer-

terminate-employ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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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工业法庭审理 - 雇主过后提供新合约给员工可以的吗？员工如果

签了，是不是一定要遵守？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1/01/103-can-fresh-

employment-contract-being.html 

 

o 今日一案：10.4 ～Contractor 被终止合约 工业法庭会处理吗? 

[Can a fresh Employment Contract being offered] 

� https://ccsyourauditor.blogspot.com/2021/01/104-contractor-can-

fresh-employment.html 

 

2. 我们都知道： 

 

o ⭕保安叔叔在签署聘请通知书[Offer Letter] 的一个月后，又签了一

份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 Appointment of Security Officer]。 

 

3. 上一篇，我们看到，工业法庭明确的说 -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只是保

障“雇员”而已。 

 

� 自由企业者 [Freelancer]、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承

包商 [Sub-Contractor] 都不在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所 Cover 的范围呢。 

 

� 因此，上述这一群人士，如果合约被终止，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寻求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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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么保安叔叔的“员工”的身份，会不会真的变成服务承包商 

[Contractor]  

 

✳�✳�接下来，工业法庭继续审理✳�✳� 

 

5. 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保安叔叔所签署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下，他究竟算不算是一名“雇员”。 

 

6. 在 1967 工业关系法令第 2 条文下，“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Employment] 的定义是： 

 

o 任何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协议，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当

一个人同意雇用另一人作为工人，而另一方同意以员工身份为雇

主提供服务。 

 

any agreement, whether oral or in writing and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 whereby one person agrees to employ another as a 

workman and that other agrees to serve his employer as a workman. 

 

o 而“工人”是此法令第 2 条文下，指的是“任何人，包括学徒，由雇

主根据雇佣协议下聘请并给予酬劳。也包括因商业纠纷而被解雇、

解除或裁员的相关人士。 

 

o “any person, including an apprentice, employed by an employer 

under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to work for hire or reward and for 

the purpose of any proceedings in relation to a trade dispute 

includes any such person who has been dismissed, discharged or 

retrenched in connection with or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dispute or 

whose dismissal, discharge or retrenchment has led to that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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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个案件，保安叔叔是否是 JMB 的“雇员”，从本质上来讲，取决于他

是否根据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被聘用或根据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被委任。 

 

8. Ashgar Ali Ali Mohamed 在他的著作《解雇与补救措施》第 2版第 19

页指出了这两个合约之间的区别： 

 

o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如果根据雇佣合约被聘请，那么他就是一

名“雇员”。 

 

o 但是如果他所签订的是被聘用或根据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他属于是一名独立承包商，因此他就不是一名 “雇员” 。 

 

o 顾名思义，“雇佣合约”一词表示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起劳资关系

所订立的合同。 

 

o 而“服务合约”是指两个单位，既不是雇主也不是雇员的身份，双

方之间为某项安排所签订的合同。在这种关系中，独立承包商承

诺将提供特定的服务，只有在当合同中所列明的条件得到满足时

才会获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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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Hoh Kiang Ngan 起诉工业法庭一案中，联邦法庭大法官 Sri Gopal 

Ram 作出以下的判决： 

 

� 根据我们的判断，在鉴定索赔人是否是一名“雇员”时，最正确的测

试，是由 Chang Min Tat 法官在 A Dutt起诉 Assunta医院 [1981] 一案中

所阐明的。  

 

� ……. 雇主对索赔人行使的控制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

这可能不是唯一标准。 

 

�因此，首先必需确定合约内的条款，以鉴定双方之间的关系。 

 

� 如果合约是书面形式，那就好办多了，首要任务就是解读当中的条

款，以便确定索赔人 [雇员] 的职责和职能的性质。 

 

� 倘若并非如此 [意思就是说，没有 black and white in writing] ，就必

须确立和解释其背后真正的含义。 

 

�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浮出来的事实，表明控制的性质，程

度和范围。 

 

� 这包括但并非唯一 ： 各方在所有相关时间的内的行为。 

 

[These include, but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at all 

releva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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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里，对于“确定”，有着争议的事实。 

 

11. 当合约的所有特征都已经确定后，就有必要鉴定合同属于那一种

类别。 

 

o 换句话说，到底它属于是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还是服务

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12. 相关的参考案件： 

 

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Ltd v. Dato’ Lam Peng Chong & 

Ors [1999] - Court of Appeal 

 

o Hoh Kiang Ngan v. Mahkamah Perusahaan Malaysia & Anor [1996] -

Federal Court 

 

13. 在 JMB 及保安叔叔的这个情况，工业法庭采用上述段落所说的测

试方式： 

 

� 在检查了全部证据之后，和 

 

� 考虑了几个【保安】代理商们的合约所有特征之后， 

 

14. 工业法庭得出的结论是： 

 

� 有关的合约属于雇佣合约，保安叔叔的身份是“雇员“。 

 

15. 后续会怎样？请留守接下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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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6 ～ 没有给 EPF SOCSO 不代表就不是 “员工” 

 

 

1. 要注意的是，最初的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规定了保安叔叔的工资

是每月 RM6,000，并会从中扣除一定金额以缴付 EPF，SOCSO 和所得

税。 

 

2. 在随后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中， “薪金”一词已被重新定义

为“费用” [Fee]，而相应需要扣除的 EPF，SOCSO和所得税却 失踪了。 

 

3. 虽然 JMB 第一证人 COW1 试图解释说 JMB从来没有发出任何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 

 

4. 但是，他承认在准备这些文件时他并没有参与，实际上对于 JMB 究竟

是发出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还是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并

不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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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正的负责人其实是  JMB 的主席 G 先生和安全委员会成员，即：J 先

生。 

 

6. 然而，JMB却没有传召这两位负责人出庭解释。 

 

7. 因此 COW1 所提出的证据或论点，需要谨慎看待。 

 

8. 把有关合约称为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并不表示它就真的是

“服务合约”。 

 

9. 同样的，没有从收入中扣除 EPF，SOCSO 和所得税，也不能证明它就

是一份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10. 我们需要看合约的真实性质。 

 

11. 在英国的 Ready Mixed Concrete (South East) Ltd 起诉Minister of 

Pensions and National Insurance [1968] 这起案件，法官 Mackenna Ĵ 针

对“控制”作出解释： 

 

12. “控制”，在这里的含义，包括有能力决定： 

 

a. 所要做的事情； 

 

b. 所要采用的方式； 

 

c. 所采取的手段； 

 

d. 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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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鉴定一方是雇主，而另一方成为他的雇员时，所有上述这些因

素都必须考虑在内。 

 

14. 要找到“控制”真正的程度，谁才是真正掌握“控制”权的一方，首

先必须看一下合约内所有明确的条款。 

 

15. 如果合约中没有明确规定哪一方应该有这样的权利，这个问题必

须以普通方式 - 通过其含义回答。 

 

16. 在鉴定时，当然除了控制权，法官也可能会考虑到其他的事项。 

 

17. 在 Bata Shoe Company (Malaya) Ltd 起诉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Board [1966] 这起案件，法官裁决： 

 

18. 一份合同，究竟是不是属于服务合约，是一个有争议的事实  [a 

question of fact]，主要还是取决于聘用条款、薪酬以及对工人的控制

和解雇权力的解读，尽管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单一作出结论。 

 

19. 在 Park 起诉. Wilsons and Clyde Coal Co Ltd, [1928] 这个案件，对

于“控制”，大法官 Clerk 认为它有着四个标志： 

 

a. 雇主有“选择”雇员的权利；  

 

b. 需要“支付工资”或其他报酬； 

 

c. 雇主“有权指示”工作的进行；和 

 

d. 雇主有着“冻结或解雇的权利”。 

 



Contract of Service v Contract for Service  ����

 

CCS 与你同在 【CCS & Co - https://www.ccs-co.com】 Page 28 

 

20. Clerk 大法官继续说，如果上述某些因素完全不存在，又或者是

以一种不寻常的形式出现，只要有关的合约给予雇主在特定的形式上，

“控制”做事的方法与“监督”的权利，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1. 为了区分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和雇员，通常公认

的测试是雇主是否具有权力，不仅仅只是在指示工作，同时也要有能

力控制完成工作的方式。 

 

22. 在 Stevenson Jordan & Harrison, Ltd 起诉MacDonald and Evans 

[1952] 这个案件，大法官 Denning 裁决： 

 

a. 其中一个明显的实例就是，在雇佣合约下，雇员被录用为企业的

一部分，而他的工作是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 man is employed 

as part of the business, and his work is don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usiness]。 

 

b. 然而，根据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一个独立承包商或

自由企业者 [independent contractor or freelancer] 虽然也是提供

工作给企业，但是有关的工作与企业的业务却没有形成一体，它

只是业务的辅助。 

 

23. 保安叔叔在 2019 年 2 月 17 日第一次签署的聘请通知书  [Offer 

Letter] 时，很显然，合约内的条款和条件表明了 JMB 对他的控制，因

此他的身份是一名“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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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即使保安叔叔过后“又再”签署了新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但是里面的条款和条件，也同样表明了 JMB保留了对保安叔

叔的“控制权”，特别是针对： 

 

a. 他的工作时间； 

 

b. 每月的“固定费用”为 RM6,250（这意味着确实每月支付薪水，尽

管被标签为“费用”[Fee]）； 

 

c. 更重要的是，有着试用期  [Probation Period] 的条款。 

 

25. JMB 规定了试用期（一个针对服务合同/雇用合同而保留的期

限），清楚地显示了 JMB对保安叔叔有着“控制权”。 

 

26. 一个人如果是被委任为独立承包商或自由企业者 [independent 

contractor or freelancer]，是不应该会出现“试用期”这个条款的。 

 

27. 同时，在审视 JMB 所开出去的支付凭单 [Payment Voucher]，里

面清楚写着所支付的是“薪水与工资” [Salary & Wages]。 

 

28. 另一个使这份后来签署的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 倾向雇

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因为保安叔叔是必须向之前的雇主 EW 公

司提呈辞职，才能够加入 JMB 工作。 

 

29. 如果保安叔叔的身份被确认为独立承包商，那么他应该享有继续

留在 EW 公司工作的权利，而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做的。【如

果我是 Freelancer，我接了你的账来做，没有理由我会放弃完之前接

下来的账目处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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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如果保安叔叔需要向 EW 公司 [之前工作的公司] 辞职，才能够加

入 JMB 工作，这表明他加入 JMB 所做的工作是全职性质 [full time 

employment]。 

 

31. 有鉴于此，虽然第二份签署的合同被命名为服务合约 [Contract 

for Service]，但是工业法庭发现，实际上它的性质属于雇佣合约

[Contract of Service]。 

 

32. 因此保安叔叔的身份被鉴定为 JMB 的“员工”。 

 

33. 在保安叔叔的身份被鉴定为“员工”后，下一个要审理的问题是 – 

JMB 解雇他，是否合情合理? 

 

34. 如果不合情合理，那么 JMB 就需要作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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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案：10.7 ～ JMB 把保安叔叔变成 Contractor 再解雇 工业法庭裁决 - 

不合理 赔 RM28,125 

 

 

1. 在鉴定了保安叔叔的身份是员工后，工业法庭接下来要鉴定的是， 

 

JMB是否有着合情合理的理由解雇他。如果没有，就需要做出赔偿。 

在 Allen Jude Pio Stanley v. Velosi (M) Sdn Bhd [2019] 2 LNS 1086 (Award 

No. 1086 of 2019) 这起案件，工业法庭如此裁决： 

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是提供劳工，以合约的方式提供劳工给有需要的

企业。 

 

由于砂拉越及沙巴 Shell 壳牌石油需要一名岸外健康、安全、保障和环

境管工 [Health,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H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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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诉状中指出，第一份雇佣合约，属于定期合同  [Fixed Term 

Contract]，即固定期聘用，这段时间是从 2017年 3月 15日到 2019年

3月 14日的。 

 

后来由于砂拉越及沙巴 Shell 壳牌石油取消合约，这家公司只好解除与

员工的这份定期合同。 

 

2. 雇主不能随意把在试用期期间工作的员工解雇，除非他行为不当。这

条原则在普通法国家是一个公认的原则（trite law，即不需要法律支持

的公认原则） 

 

3. 高庭在审理 Sulnayah Mohd Isa起诉 Sekolah Kanak-Kanak Pekak Selangor

＆Anor [1999] 6 CLJ 234这起案件时，大法官 Azmel Maamor作出上述

的裁决。 

 

4. 这意味着，在试用期 [probationary period]，除非是员工触犯了行为不

当的罪行，又或者是有着其他即使是全职员工也会被解雇的合理理由，

否则雇主是不能随意把他解雇。 

 

5. 很显然，JMB 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保安叔叔的表现欠佳，甚至触

犯不当行为。 

 

6. 有关终止合约的通知书 [Notice of Termination] 也没有指出具体的理由。 

 

7. 虽然服务合约第 9 条文注明，双方可以在给予两个星期通知的情况下，

终止合约，然而，即使 JMB 依据服务合约第 9 条文行使其权利，他们

还是有责任去证明有关的终止，是合情合理的。 

 

8. 在这个案件，JMB 并没有给予任何的理由，去说明为何他们要终止保

安叔叔的雇佣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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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鉴于此，工业法庭裁决，JMB 终止保安叔叔的雇佣合约，是不合情

合理的。 

 

 

10. 接下来，工业法庭需要为保安叔叔裁决所应有的补偿 [Remedy] 

 

11. 即使只是试用人员 [probationer]，在 1967 年工业关系法令下，

保安叔叔和其他“确认员工”（Confirmed Employee）享有同等的保障。 

 

12. 上诉庭在 Khaliah Abbas 起诉 Pesaka Capital Corp Sdn Bhd [1997] 3 

CLJ 827 这起案件，法官作出上述的裁决。 

 

13. 虽然如此，工业法庭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复职 [Reinstatement] 

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Contract of Service v Contract for Service  ����

 

CCS 与你同在 【CCS & Co - https://www.ccs-co.com】 Page 34 

 

14. 在 RO Marketing Sdn Bhd 起诉 Abdul Halim Ibrahim [1998] 3 ILR 

1037 (Award No. 655 of 1998) 这起案件，负责此案将的工业法庭主席如

此裁决: 

 

15. 对于试用人员 [probationer] 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补偿，实际上给工

业法庭带来了一些困难，因为如果让他复职的话，是没有任何法律授

权法庭在员工复职后，让他成为确认员工（Confirmed Employee）。 

 

16. 法庭根本无法确定，申索人在复职后，最终会不会成为确认员工

（Confirmed Employee），还是经过几次试用期延长后，最终还是被

终止服务合约。 

 

17. 有鉴于这种不确定性，工业法庭决定不给予复职的补偿，而是以

赔偿作为代替。 

 

18. 联邦法庭在 Dr A Dutt 起诉 Assunta Hospital [1981] 1 LNS 5 这起案

件，大法官作出这样的裁决：如果复职并非最好的选择，工业法庭有

权利要求雇主作出金钱上的赔偿。 

 

19. 因此，保安叔叔所享有的赔偿选项，就只剩下： 

 

• 薪金追溯 [Backwages] 

 

• 复职替代赔偿金 [compensation in lieu of rein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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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但是，由于保安叔叔才在 JMB 服务了 3个月，他并没有服务届满

1 年，因此，他无法享有复职替代赔偿金 [compensation in lieu of 

reinstatement] 

 

21. [备注：在这项赔偿下，每服务届满 1 年，将享有最后 1 个月薪

金的赔偿] 

 

22. 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第 30 (6A) 条文阐明，即使已经有了第 30 (6) 

条文，工业法庭依据第 20 (3) 条文所作出的裁决，必须要把第二附表 

[Second Schedule] 内的因素考虑在内。 

 

Section 30(6A) of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67 provides: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6), the court in making an award in relation 

to a reference to it under sub-s. 20(3)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ors specified in the Second Schedule. 

 

23. 第二附表的第 2段阐明： 

 

• 在试用人员 [probationer] 的解雇是不合情合理的情况下， 

 

• 以最后 1个月的薪金为基础， 

 

• 薪金的追溯不能超过 12 个月  [确认员工（ Confirmed 

Employee），则享有 24个月]。 

 

24. 保安叔叔最后一个月的薪金为 RM6,250，在被解雇时，他正值 60

岁。 

 

25. 被解雇后，保安叔叔老当益壮，4个半月后，即 2019年 12月 16

日，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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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鉴于此，工业法庭裁决保安叔叔可以享有的薪金追溯为： 

 

27. =RM 6,250 * 4.5 [4个半月，从解雇算起，直到找到新工作，最高

限制于 12个月] 

 

28. 保安叔叔总共所获得的赔偿 = RM28,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