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先針對本論文之研究背景加以說明，讓讀者先對於本論文探討之課題所

處之時空背景、社會經濟環境有最基本的認識。接者則敘述本論文之研究動機與

目的，讓讀者能夠充分明白研究者撰寫此論文之動機與目的，以便讀者能夠對於

本研究進行之動機與目的有所掌握。其次則分述本論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和論文

架構，讓讀者能充分了解研究者在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及本論文之格式架

構，進而能夠很快地掌握本論文所有之內容。再其次則簡單地闡明本論文之研究

發現，讓讀者能夠對於本論文之研究成果有個初步之概括印象，以便與閱讀後續

討論時能夠加以印證。最後則清楚地交代本論文之研究限制，讓讀者能後明白本

研究之限制，方便後續研究者可以進行後續研究。 
 
 
第一節 研究背景說明 

 
以美國來說，人口組成的改變，使其社會中的各種組織和企業，必須重視其

勞動力已日趨多元化的態勢。而聯邦的公平就業法規（Fair Employment law，也

常被稱為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或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w）與各

級法院對就業歧視案件之判決，更使得「平等就業機會」已經成為社會中最具挑

戰性與最複雜的議題之一。
1平等就業機會的意義，乃是指一種概念，表現在整

個人力資源管理程序與措施上，旨在確保任何人不會因為其種族、性別、年齡、

身心障礙等與工作表現無關的違法理由，而在就業機會上受到不利的阻礙和限

制。
2
若是基於前述的違法理由而有限制個人就業與發展機會之措施，或是不平

等的待遇，無論其動機是否屬於蓄意，都算是就業歧視。
3

 
而美國法律禁止歧視弱勢團體（minority group）一事並非新聞。例如，美國

憲法第五修正案（於一七九一年通過）中說明「沒有經過法律程序，不可剝奪一

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於一八六五年通過）

則特別聲明禁止種族歧視。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於一八六八年通過）則限制

各州「制定任何剝奪美國公民基本權利的法律」，且美國的各級法院均視本修正

案正式宣示了禁止基於性別、原始國籍及種族的歧視。而一八六六年通過的民權

法案（Civil Right Act）則給予任何人在美國司法上完全相同的權利，更被視為

禁止歧視的一個主要依據。因此，若從其他許多法律和法院的判例來看，歧視弱

                                                 
1 Byars ＆ Ru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3 rd ed. 27,(1991). 
2 Shafritz, The fact on File Dictionary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2rd ed. 
P.124,(1985). 
3 Shafritz, supra note 2, at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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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團體早在本世紀之前就已經是違法的。4

 
    然而，事實上美國國會和歷任的總統都不願對於公平就業的議案採取貿然激

烈的措施。直到一九六０年代，社會和工作場所的歧視，造成少數民族和婦女的

不安，因而激起了民權運動，使歧視問題轉變成為一項政治的訴求後，才迫使國

會制定新的法律來保護少數團體和婦女成員。至於身心障礙者的權利保護則是受

到一九六０年代民權運動的影響，身心障礙者開始去質疑傳統上所有限制性的選

擇、排斥和依賴，以及種種非人性化的政策與實務作法，乃是否定了其在憲法上

所賦予之公民權及人權。5另外，身心障礙者也從反越戰運動、女權運動中汲取

經驗，學習組織與團體運作的方式，使其日益壯大其實力。 
 
    進而針對傳統上的一些方案、政策，以及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刻版印象，在各
級法院及立法機關中，依據憲法上的權利與自由加以攻擊。同時，律師也開始運

用「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保障」和「平等保護條款」來加以挑戰：

各種訂有非人性化和隔離規定之各級機構和學校。另外，國會也開始考慮通過法

案，將身心障礙者納入成為受到民權法所保護的一個階級。6

 
  在這段期間中，身心障礙者權利保護的立法工作上有許多創新的作為，其中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九六八年通過之建築障礙法(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 of 
1968)、一九七三年通過之復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中的第五０一條至第
五０四條、一九七五年通過之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of 1975)，及同年通過之身心障礙者協助發展權利法(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ssistance and Bill of Rights Act of 1975)；還有一九八八年所通過之公

平住宅修正法（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of 1988）等各項重要法規範。而這
些法規範所強調的重點，已經由消極之「照護對待」與「支持」身心障礙者轉變

為強調積極地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就業、教育等方面的機會與權利。 
 
最後，在公元一九九０年七月二十六日，由美國布希（George Bush）總統

正式簽署「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簡稱
ADA）」。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乃是綜合美國所有曾經實施過關於身心障礙者保
護之民權法案，也是自從一九六四年「民權法（Civil Right Act of 1964）」以來最

重要的民權法案。這個法律將會改變整個美國社會的面貌，同時更會對於身心障

礙者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4 GARY DESSLER,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 34 (1990).    
5 Arlene Mayerson,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 An Historic Overview,7 LAB. LAW.  1 , 1 
(1990). 
6 Robert L. Burgdorf Jr. ,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 
Generation Civil Right Statute, 26 HARV. C.R.-C.L.L.REV.  414,52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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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可知，美國整個禁止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歧視制度，其實是有其一貫的

歷史發展。因此，若要對其有更深刻的瞭解的話，無可避免的必須先了解美國身

心障礙人士法之相關規定。而且，若要深刻了解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則必須先

對於該法的立法沿革作一個簡單的探討，才能夠比較有系統且清楚地理解整個美

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 
 
    而我國近年來也由於社會民主化的逐步落實，造成各種弱勢團體的權利意識

紛紛崛起，同時也引發了各項就業歧視爭議之問題，除了較為人所熟知之性別歧

視外，將來尚可能包括了宗教信仰、族群、黨派、身心障礙、語言、年齡及容貌

等因素所造成之歧視，均已儼然成為將來重要之社會問題。然而，我國社會目前

對就業歧視問題之認識程度如何？已經對此問題作出如何之處理方式？而該處

理方式是否能有效處理這些有關之問題呢？誠如前述，美國社會早已經歷了各種

就業歧視之問題，也因此發展了諸多的解決問題之方式與制度。因此，我國所面

臨之上述問題似乎可以從美國的之解決問題之方式與制度中得出一些重要之啟

示，作為我國未來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一個重要之思考方向。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在我國，有關就業歧視所引起的爭議，已經因各弱勢團體權利意識之

覺醒，而有逐漸受到社會的重視，除了一般較為熟知之性別歧視外，尚有其他有

關宗教信仰、族群、黨派、身心障礙、語言、年齡及容貌等因素所造成的工作機

會或待遇的不平等之現象，也曾引起廣泛的討論，究竟這些現象在我國之嚴重程

度如何？我國現行法規制度是否能夠有效因應？有沒必要參酌其他先進國家法

制，作禁止歧視之統一性立法？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雖然工作權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然而，台灣地區所有身心障礙者的就
業情況並不理想，甚至可以說是就業率普遍偏低，因為根據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

的就業狀況調查，可以發現大約僅有半數（大約有 51％）的身心障礙者擁有工
作。雖然目前國內關於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調查研究並不多，而且依研究目的、調

查時間、調查對象與研究方法之不同，雖然在數字呈現可能有所差異，如依年代

上的比較可以發現：如根據內政部在民國七十一年之調查，國內之身心障礙者約

為 62％未就業；而根據學者陳榮華在民國七十二年所進行之研究則為 36％之身
心障礙者未就業7。再者，若根據內政部在民國八十二年所出版之台灣地區身心

障礙者生活狀況調查報告中分析則可發現：我國身心障礙人口中沒有工作的高達

58.5%，如果扣除重度身心障礙及重病必須長期療養者外，其失業率仍高達 8%，

                                                 
7陳榮華，台灣地區殘障福利措施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83）。 

 3



似乎已遠高於我國的平均失業率。8而這種就業率偏低之情形似乎並沒有隨著時

間經過而有所好轉多少，因為根據民國八十九年內政部所作之台閩地區身心障礙

者生活需求調查之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十五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共有 612,942
人，而其中非勞動力佔了 75.9%，失業者佔 5%，就業比例只有 19.1%。 
 
而且學者王國羽等依據內政部統計處八十二年身心障礙生活狀況調查資料

在民國八十四年之所作之研究中則提到：身心障礙者家庭的生活費用最主要的經

濟來源，以本人為主的只占身心障礙者家庭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9。而內政部統

計處在民國八十三年之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調查資料亦有類似的結果，最主要之

經濟來源以本人為主之身心障礙者家庭占全部身心障礙者家庭的百分之十八左

右，其重要度為二十八仍是所有來源中最高的。但若扣除約三分之一的十八歲以

下及六十五歲以上的身心障礙人口來計算其百分比，則約百分之三十左右10。 
  

   然而如果與一般人相較，成年國民多是以其本身工作之收入為其家庭主要經

濟收入來源而言，百分之三十自是偏低許多。這自然代表身心障礙者的就業狀況

不好，所以沒有工作收入有關。 
 
    至於如果透過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性質來看，內政部統計處（民國八十四年）

之報告，身心障礙者以從事工礦業者為多（25.7％）、次為商業（21.4％）社會服
務與個人服務（分佔 20.5％及 20.4％），少部分為公共行政業與農林漁牧業（8.4
％與 4.5％）。可見身心障礙者就業職業種類也受到限制，幾乎都集中在生產性事

務工作、服務業、製造業及非技術體力工為主之困境。 
 
    綜合上述可知，台灣地區的身心障礙者目前至少面臨了兩項就業歧視之問

題，也就是因為身心障礙所造成的就業率偏低以及職業種類受到限制。 
 
再加上近年來，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的人數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根據內政部

報表和省、市政府社會處、局及台灣省政府電子資料處理中心身心障礙手冊發放

資料，截至 92 年底止已超過 86萬人；平均每百人中有 3.8人為身心障礙者11。

自 80 年以來，每年至少增加六萬二千多人，至多增加七萬多人。成長率一直維

持在 11％以上，直至 89 年底才降至 9.59％（詳細資料可以參見如下附表）12。 

 

                                                 
8此項最新之研究報告為民國八十九年所出版，15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之失業者仍佔 5.0％。 
9王國羽，溫建仁，殘障福利供給面之分析期末報告(1995)。 
10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台閩地區殘障者生活狀況調查(1996)。 
11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二月二十六日發佈之九十三年第九週統計通報。 
12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台閩地區殘障者生活狀況調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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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身心障礙手

冊數 

成長率（％）佔總人口數

百分比 

民 87 571,125 14.19 2.4 

民 88 648,852 13.61 2.9 

民 89 711,064 9.59 3.2 

民 90 754,084 6.05 3.4 

民 91 831,266 10.24 3.7 

民 92 861,030 3.58 3.8 

附表：台灣地區八十七年以來領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口數及成長率 

 

因此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儼然已經發展成為台灣現今重大的社會問題，雖然

政府似乎也意識到此問題的嚴重性，而於民國八十六年四月十八日立法院三讀通

過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全文，並於同年四月二十五日修正通過第六十五條條文，而

且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也曾根據就業服務法規定，頒佈了一系列促進身心障礙者就

業之相關就業促進措施，以鼓勵公私立企業聘用身心障礙者，然而根據內政部在

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底所發佈的資料顯示，公立相關就業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之

人數總計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二人，僅達法定進用人數之七成而已。我們不禁要問

連一向守法的公立機構情形尚且如此，那私立機構的情形豈不更加打折。13

 
不過若從機關(構)數來看，則可明顯看出不論公私立機關(構)需義務進用者

情形仍未臻理想，以民國 87 年為例，義務進用機關(構)有 7749所，應進用而進
用不足機關(構)數有 1,681所，未達成率 21.69%，未達成率高達二成。可見目前

所採取「定額進用」之就業促進措施，其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和加強。14

 
總而言之，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已十分嚴重，而且現行制度與

規範似乎又不足以因應，故而本文擬針對實施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最為完備的

美國制度與規範，作一個分析探討與比較。希冀能藉由美國經驗提供我國作為檢

視現行制度的基點，以期能夠達成之下列較為具體之研究成果，茲分述如下： 
                                                 
13 但是實際情形似乎有跟我們的想像有所出入，因為以民國 87 年私立機構的實際進用人數總數

為 18,561人，達到法定進用人數(15,083人)的 123.26%，較公家單位進用情形更理想。 
14 根據民國九十年一月七日自由時報第八版記者羅添斌之報導指出，國防部在九十年度的預算

中，對於未依法規標準進用身心障礙者，共編列了一千三百一十二萬元的罰款，其中光中科院一

個單位，就編列了九百九十六萬元的罰款，這是否意味了政府部門「寧編罰款，不願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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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助我國對於就業歧視問題中，有關因身心障礙所造成的工作機會或待遇

不平等能夠有更進一步的理解。 
 
（二）突顯我國現今存在的身心障礙者所遭受之就業歧視問題的嚴重，喚起社會

正視此一問題的存在與重要。 
 
（三）檢視我國目前處理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的制度與規範，作為將來建構

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與規範的基礎。 
 
（四）分析美國實際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題之實際經驗，並找出其可供

我國借鏡參考之處，作為我國將來建構禁止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制度與規

範的思考方向。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論文之重點在於探討我國現行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以及目前

所採取之禁止就業歧視相關制度與規範，並且對於現行就業歧視評議運作機能與

制度之運作狀況及所面臨之困難作一個全面性的檢視，而主要採用之研究方法，

大概有下列五種： 
 
（一）文獻分析法：所謂之文獻研究法乃是指針對某一問題自過去的有關研究中

蒐集其文獻，並加以分析而形成一研究內容。15而本文主要收集美國各專

業法律期刊在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上的各種專論、國內有關身心障礙

者就業歧視之相關研究論文與期刊、以及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各項相關統

計和我國現行身心障礙者保護相關法令、書籍、期刊，作一個敘述性

（descriptive）的說明。在收集方式上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

政大中正圖書館、社會科學資料中心與全球網際網路（Internet）上所有
相關網站作為出發點，期盼能對身心障礙這就業歧視問題上作一個全盤深

入有系統的認識，並對所收集的資料作一分析。 
 
（二）歷史研究法：就業歧視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不管係基於宗教信仰、

族群、黨派、身心障礙、語言、性別、年齡及容貌等因素所造成的就業歧

視；也不管是在台灣、美國或是其他有就業歧視問題的國家。因此，身心

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係有其歷史背景存在，故本文擬針對禁止就業歧視法

規範訂立的歷史背景做一了解，將能對於法規範訂立的精神能有更深一層

                                                 
15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論文實戰手冊，頁 5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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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解，發現其因果關係，了解現在、預測未來。 
 
（三）比較研究法：相對於歷史研究法的縱向分析，而比較研究法所著重的是橫

向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將比較我國和美國在處理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

的制度與規範不同之處，瞭解其間的差異性，和差異之因何在，而讓我國

在未來重新考量處理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問題之制度與規範，能夠有一個

較為明確與具體之方向。 
 
（四）調查訪問法：本文兼採「結構性訪問法」（即「問卷調查」的方式）與「非

結構性訪問法」的「深度訪談」兩種不同之方式，其中問卷之設計及問卷

調查工作之部分並非由筆者直接實施，而是由筆者論文指導教授焦興鎧先

生與中正大學法律系鄭津津副教授兩人所共同實施，筆者僅參與回收問卷

後關於資料統計分析之工作。至於，深度訪談部分則由筆者親自直接執

行，希望能夠藉由訪談的方式，直接了解我國身心障礙者所受到的目前就

業歧視實際情況，以及實際上行政主管機關是如何處理就業歧視案件，以

作為本論文的實證基礎。 
 
（五）案例研究法：針對美國聯邦各級法院對於實際已經發生之美國身心障礙人

士法就業歧視訴訟相關案例中判決所採取之見解與理由構成，以便歸納分

析出目前美國法院在處理此類問題所採取之處理方式與思考方向，進而比

較若該個案之問題情況或類似情形在我國是否實際上已經有發生過，藉此

來思考我國將來在處理此類問題時所應採取之方向。 
 
至於，本論文之研究架構係將本論文分成六個章節部分，首先，論文之第一

章緒論主要是在說明本次論文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

究發現及研究限制，也就是對於本文之相關背景事項作一個簡單交代。 
 
其次，第二章到第四章則對於美國整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概況與

制度之發展，作一個詳盡之探討。其中，在第二章之部分主要是針對美國禁止身

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早期發展沿革，包括了禁止身心障礙之概念與理論之簡介

以及美國在一九六四年所通過之民權法第七章、一九七三年通過之復健法之重要

規定及對於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題之影響。而在第三章則是主要針對美國在

一九九０年所通過之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作說明。因為，這個法案乃是目前美國

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核心規範；因而，本論文就針對該法之立法背景、

重要條款規定內容以及該國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頒佈之相關指導原則作一

個詳盡之論述，同時再針對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重要規定作一個綜合之評析，

討論其優缺點及是否有值得我國學習效法之處。至於，在第四章乃是針對前述美

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引發之重大爭議及相關法院判決作一個討論，而本論文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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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美國最高法院在最近所作出之最具代表性之六個判決，作為討論之題材，當

然最後也對這些判決作一個綜合之評析，以明瞭其利弊得失之所在及我國可資借

鏡參考之處。 
 
再其次關於第五章的部分則討論我國目前建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

之現狀及所遭遇之困境，主要是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就業困境及遭受就業歧視之情

形、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相關規範與制度、身心障礙之就業歧視評議制度運

作情形及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所引發之爭議等幾個議題作分析，以期能夠

對於我國目前建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現狀及其所遭遇之困境有所瞭

解。最後，在第六章結論部分則主要是以美國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題之

經驗來幫助我國建立一個正確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建構方向，以及關

於目前我國在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題之一些具體建議。 
 
而本研究論文之詳細研究架構與章節分配則如下：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說明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限制 

 
第二章  美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早期發展沿革 
 
第一節 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相關概念及理論之緣起與發展 
第二節 一九六四年民權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 Act of 1964） 
第三節 一九七三年復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第三章  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之制定 
 
第一節 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制定背景及立法經過 
第二節 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重要條款規定 
第三節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頒佈之相關指導原則 
第四節 對於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綜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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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九九０年美國殘障人士法所引發之重大爭議及相關法院判決 
 
第一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Sutton v. United Air Lines, Inc.一案之判決 
第二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Murphy v.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一案之判決 
第三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Albertson`s, Inc.v. Hallie Kirkingburg.一案之判決 
第四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Toyota v. Williams.一案之判決 
第五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U.S. Airway v. Barnet.t一案之判決 
第六節 聯邦最高法院在 Chevron USA, Inc.v. Echazabal.一案之判決 
第七節 對於聯邦最高法院相關判決之綜合評析 

 
第五章 我國建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現狀及所遭遇之困境 
 
第一節 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之就業困境及遭受就業歧視之情形 
第二節 我國目前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相關規範與制度 
第三節 我國目前身心障礙之就業歧視評議制度運作情形 
第四節 我國目前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所引發之爭議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第二節 建議 

 
 
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限制 
 
根據本論文之研究目的，再透過上述之文獻研究法、歷史研究法、比較研究

法、調查訪問法及個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後，共有下列十項研究發現： 
 
一、就美國處理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題之經驗而言，美國不論在立法、行政

及司法等各部門，都可以看到其為了解決此項問題而有相關因應之措施或制

度加以配合，絕不是只偏重任何一個方面，這一點十分值得我們加以深思，

因為目前我國對於身心障礙就業之保護，幾乎只是流於空洞化之立法保障，

而其他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等並沒有配合加以實際落實執行。 
 
二、美國在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保障對象的範圍這項議題有深入之討論，尤

其對於比較特殊型態之身心障礙者，例如：過胖者、使用聽力輔助器材者、

有不良背景者、AIDS患者、暫時性身心障礙者、使用禁藥者、酒精濫用者、

有特定精神或性方面疾病者、同性戀者等等許多特殊類型之疑似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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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甚至當事人本身並非身心障礙者但卻因與身心障礙者交往或有特定關係

而遭受不公平之就業歧視時，是否均要列入禁止身心障礙歧視法規範之保障

範圍中，均有詳細的討論。而這點也十分值得我國參考借鏡，因為我國目前

之禁止身心障礙歧視之法規範，從來就沒有針對這部分議題加以討論。 
 
三、美國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乃是一個根據一九六四年民權法第七章所創設獨

立之聯邦機構（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y），負責剷除在招募、雇用、升遷、
解雇、薪資福利、教育訓練及其他有關之就業條件上，任何基於種族、膚色、

宗教信仰、性別、原始國籍、身心障礙情況及年齡等因素所產生之歧視情形，

是目前在美國負責執行規範就業歧視（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等相關事
項的最重要之聯邦立法機構之一，專門處理有關本類事件之申訴、調解及訴

訟事宜，也就是說以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作為整個禁止就業歧視制度的行政

主導單位，以配合其國會所制定之相關禁止就業歧視規範之施行，讓整個禁

止就業歧視制度能夠順利之運作。所以，關於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相關權

責、功能等，就十分值得我國參考借鏡，因為現階段在我國並無一個類似之

專責行政機關，來配合落實相關之禁止就業歧視法規之執行。 
 
四、美國目前使用「合理對待措施」和「過度妨礙」這兩個概念來調和身心障

礙者與雇主之利益，乃是一個十分進步之想法，因為一方面可以保障身心障

礙者公平就業之機會，另一方面又可以兼顧雇主經營自由權利之保護。同

時，也讓此一難題（身心障礙就業保護及雇主經營自由如何兼顧）能夠有一

個比較客觀且較為大眾所接受之解決方式。因此，這部分在我國將來修改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規時，正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確實可行之方向。 
 
五、美國對於個別之歧視項目，均採個別立法處理之方式，以兼顧每個特殊事件

之不同需求，這點我國目前似乎也是採取這個方向，但是美國在各法律間之

整合部分十分非常良好。絕對不會有重複立法，或是規範不一致的怪異現象，

這點也十分值得我國參考借鏡。因為，目前我國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問

題，就面臨了重複立法（就業服務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規範不一致（同

一違反身心障礙之就業歧視保護事件，如依就業服務法或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就會有不同程度之處罰）的問題16。 
 
六、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就業狀況十分不理想，其目前之失業率遠高於我國的平

均失業率，而且身心障礙者就業幾乎集中在特定某幾項工作類型。因此，顯

然遭受到不公平之就業對待及嚴重之職業區隔等等就業歧視之情形。而且，

隨者社會民主化的逐步落實及各種弱勢團體的權利意識紛紛崛起，各項就業

                                                 
16 這個問題在性別歧視上也同樣會發生，雇主一個性別歧視之行為同時違反兩性工作平等法及

就業服務法，但是依就業服務法或兩性工作平等法卻會有不同程度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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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爭議之問題也陸續將浮出檯面，除了目前較為人們所熟知之性別歧視

外，將來尚可能包括了宗教信仰、族群、黨派、身心障礙、語言、年齡及容

貌等因素所造成之歧視。所以，可預見的是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問題在將來

會成為十分重要之社會問題。 
 
七、我國在處理身心障礙就業問題時，並無對於「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概

念，幾乎都將重點放在加強「定額進用」制度之落實、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之

實施及辦理各項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上面。然而，所謂「禁止身心障礙就業

歧視」與「定額進用」及就業促進措施乃是不同層次之問題，應該分別加以

處理並不可以偏廢，方能達成保護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利之目標。 
 
八、目前國內對於身心障礙就業問題之研究幾乎都是：針對「定額進用」政策對

企業產生之影響、公部門中身心障礙者就業狀況、促進身心障礙就業整體政

策面、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之實施等各方面，卻沒有一份完全針對「禁止身

心障礙就業歧視」方面之研究。而且，所有之研究也幾乎都是政治學及社會

學研究取向，並沒有一份真正法學取向之研究。因此，未來我國應努力之方

向乃是：增加對於「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方面之研究方向，以及在關於

身心障礙就業問題中之採取法學研究取向之研究。 
 
九、我國目前關於所有有關就業歧視之法律規範體系，仍然處於十分紊亂之狀

態，例如：雇主對於身心障礙之求職者為不公平之對待時，就同時違反了就

業服務法第五條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條之規定，那行政機關究竟應依就

業服務法還是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處罰雇主？可是，偏偏這兩個法律之罰則非

但有輕重之分，且對於公部門而言另有可否將違法之公務員移送懲戒之差別

（這個問題在性別歧視問題之處理上，也會碰到兩性工作平等法和就業服務

法，兩者立法重複規範但卻規範不一致）。因此，未來我國必須就整體法規

範加以修正，讓整個法律體系適用上能夠協調一致，避免不必要之爭議的發

生。 
 
十、我國目前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功能僅限於關於就業歧視之認定而已，對

於剷除就業歧視之幫助而言，所能發揮之功能實在十分有限，實應參考美國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功能，除了可以在事實的認定上發揮功能外，更應採

取積極之行動，例如：設法找出兩造均能接受之和解方案促使爭議之兩造和

解，或者是幫助受歧視之一造進行訴訟程序等，如此較能確實發揮剷除就業

歧視之功能。而且，目前該會所作成之評議結果並未具有任何法律拘束力，

至多只是行政機關在作成行政處分時一個參考依據，甚至根本只是所謂之道

德勸說。因此，若要讓我國禁止就業歧視制度能夠確實運行，且能夠實際上

發揮剷除就業歧視的功能的話，則必須對於現行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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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功能作一個檢討與修正。 
 
在整個研究進行中，筆者發現在本研究中遭遇到下列四項無法解決之困境，

而這也就是本論文之研究限制： 
 
一、關於美國之禁止身心障礙就業歧視制度之研究而言，本應就一九六四年民權

法第七章、一九七三年復健法以及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等三個主

要法律規範之立法沿革、重要條款規定、重要相關指導原則以及法院相關判

決等重要資料作一個分析與檢討。然限於時間上之限制，本論文僅就上述發

展最為成熟之一九九０年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作一詳盡之分析與檢討，而略

過一九六四年民權法第七章、一九七三年復健法部分，這點只有如有機會留

待日後再行從事。 
 
二、關於我國身心障礙者之就業困境及遭受就業歧視之情形之研究而言，此研究

或可採行直接訪談身心障礙者或是以問卷對於身心障礙者進行調查，唯限於

本研究之時間與經費之限制，最後筆者決定採用內政部之調查結果作為本論

文之實證依據而不實際由筆者以訪談或問卷進行調查，此舉或雖有美中不足

之處，但此亦為不得不採之舉。 
 
三、關於我國就業歧視評議制度之運作之研究部分，本研究也限於時間與經費之

限制，而採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焦興鎧副研究員及中正大學法律系鄭津

津副教授兩位學者所進行之「我國就業歧視評議運作機能與制度建立之研

究」之研究計畫，所得之問卷資料為藍本重新進行統計與分析，並輔以筆者

親自與目前負責就業歧視評議業務之台北市勞工局第二科王金蓉小姐所進

行之電話深入訪談結果，作本研究之這部分之實證依據。 
 
四、限於本國目前缺乏對於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研究之緣故，本論文所採取之文

獻探討部分，不得不全部引用國外之相關文獻，並非筆者不參酌本國之研

究，實因調查搜尋之結果發現，並無適當之本國文獻可供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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