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職場年齡歧視禁止法制之開展 

 

於上一章，本文將年齡歧視以及職場中年齡歧視之定義與內涵作了概略之說

明，本章即進入針對職場中之年齡歧視，國家法制以及國際社會、國際組織如何

回應該等社會現象。有關國家法制方面，美國可謂在打擊就業歧視（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上不遺餘力之國家。在私法自治及自由放任的勞資關係模式下，

完善的就業歧視禁止立法顯然成為美國勞動者於遭受基於各種理由的就業歧視

上之最終防線；不但如此，美國之就業歧視禁止法制不僅具有了保障人權之地

位，更於積極就業政策上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其中職場年齡歧視法（Age 

Dsi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ADEA）更是對美國促進中高齡者就業而言，

相當重要之法律。而在國際組織方面，消除工作中之歧視一直是國際勞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之重點工作，於其所制訂之核心勞動基

準（core labor standard）中，消除就業與職業中之歧視亦為其中之一項，顯示出

工作中歧視問題之嚴重性，且亦揭示消除職場中之各種歧視行為，賦予勞動者一

個公平公正之工作場域，已成為一種普世之勞動者人權。且近年來，國際勞工組

織積極推動所謂『尊嚴工作』（decent work）之概念，希冀於全球化下競爭劇烈

之市場經濟中，為勞動者維持作為一個人類所應具有的基本尊嚴，當然，其中之

一項重點即在於消除歧視，追求均等之就業與職業機會；這顯示出國際勞動組織

以預見並正視未來就業型態非典型化、勞動彈性化、企業積極尋求降低人事成本

下，勞動者所可能遭遇之處境。其次，本章另一重點即在於歐盟（Europe Union：

EU）於西元 2000 年所通過之『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

（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該指令案除了揭示歐體反對就

業歧視之政策，亦要求各國必須制訂內國法制以因應各類之就業歧視，對歐洲國

家之勞資關係亦有極大之影響。於本章最後，則提出一些個人對於上述各法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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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指令之看法及檢討，俾能在其中獲得一些共同之規範與價值。 

 

第一節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法制與年齡歧視禁止立法 

 

一、概說 

 

平等就業機會法制（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w）代表平等就業機會之

保障，且亦代表了一種對於任意僱用（employment at will）原則之法令限制：該

法規類屬禁止基於勞動者之種族、膚色、性別、宗教信仰或國籍等因素終止僱用

關係或其他形式之就業歧視行為
1。該法制係為美國勞動法中之分支，其焦點主

要在於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國籍、年齡與身心障礙之職場中的歧視行

為。其中，1964年之公民權法第七編（Titke Ⅶ of th 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係

為最重要之平等就業機會法制，保護範圍廣及種族、膚色、宗教、性別與國籍2。

其他相關之法規則在第七編之外另增或與第七編重複或者直接引用第七編之原

則來保障其他遭受歧視之類屬：年齡與身心障礙。 

最重要的平等就業機會法制行政機關有三：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

契約適用計畫局（the Office of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s；OFCCP）與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3。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係為公民權法第七編下所授

權之獨立行政機構，其執行許多平等就業機會法令，諸如：第七編、1963年平等

工資法（Equal Pay Act）、1967年職場年齡歧視法、部分1973年復健法案

（Rehabilitation Act）以及1990年美國身心障礙者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y 

Act）。上述諸法皆允許個人所提出之相關賠償，而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則嘗試

                                                 
1 Patrick J. Clion & James Ottavo Castanera, “Employent and labor law 3rd ed.”, 1999, pp55~56. 
2 Patrick J. Clion & James Ottavo Castanera, ibid, p85. 中窪裕也，「アメリカ労働法」，1995，頁 28
～30。 
3 Arthur Gutman, “EEO law and personnel practices 2nd ed.”, 2000,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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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經爭訟程序下解決這些賠償問題。但只有法院方可對這些賠償或補償措施進

行強制執行。 

契約適用計畫局係為美國勞動部之一分支機構，其主要執行者係為總統命令

第11246號。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執行之法律不同，歧視行為之受害者於該

命令下並無任何權利可供主張。契約適用計畫局之主要目的係為由聯邦承包商處

獲得自主承諾（voluntary compliance）。契約適用計畫局亦將嘗試解決爭議，但

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不同，其可先於訴訟行動前對承包商強制要求賠償或補

償。司法部係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契約適用計畫局及其他機構相互聯繫。但

自從卡特總統之全面性組織重整計畫（Reorganization Plan）後，其於平等就業機

會法上之重要性不如以往。司法部主要功能係對公部門與私部門平等就業機會委

員會案件到達最高法院者進行訴訟。司法部再與其他機構之合作上有需要時，其

將編撰相關之規則（regulation）；且其可對提供虛假或誤導之資訊予其他機關之

雇主進行告發或起訴之行動。 

 

二 1964年公民權法第七編概述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法律複雜之原因有二。第一，這些法律在某些範圍或規

定上重疊，但在其他地方則又相異。第二，即使在重疊或重複規範之處，法所規

範之範疇卻又各自不同。基本上，公民權法第七編係為平等就業機會法制中各法之參

考對象及範本，因此，以下即對公民權法第七編之各項規範進行說明，並於其後簡要

整理各重要平等就業機會法規，以對該美國重要法律分支有一較為完整之瞭解4： 

（一）保障對象 

公民權法第七編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國籍之歧視行為。於現

今社會之觀點，種族與膚色似乎指涉相同之意義，但最初制訂該法時之社會，係

將膚色限定於黑人與白人之分別，而種族則為種族淵源（ethnicity，例如：阿拉

                                                 
4 Arthur Gutman, pp4~9. 中窪裕也，前揭，頁 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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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人、猶太人）或國家出身（例如：瑞典、德國）。因此，基於當時社會之基準，

種族與膚色亦與宗教、國籍等混同。嚴格而言，第七編所係保障各類屬之所有成

員，例如：『性別』不單只是保障女性，亦保護男性；種族亦同時保障少數族群

及白人。 

（二）適用對象與範圍 

於1964年公民權法制訂之初，第七編僅適用於私部門僱用25名以上勞動者之

雇主，而高等教育、宗教機構以及原住民保護區則不在適用範圍之內。於1972

年之修正，第七編之適用範圍擴展至州、地方與聯邦政府，且將僱用人數之條件

降低至15人；並刪除教育機構之除外規定，但強化了宗教機構除外規定之範圍。

在1991年公民權法（CRA 91）將海外美人企業子公司列入適用範圍，且將國會亦

納入該法適用對象之列。因此，除了僅存的除外規定，公民權法第七編涵蓋了絕

大部分之私部門、州、地方與聯邦機構僱用15名以上勞動者之雇主。 

（三）適用措施 

公民權法第七編主要規範者係為歧視行為，其所禁止之歧視行為係有三項重

點：（1）工作中之用語（term）、狀況（condition）與權益（privileges）、（2）

隔離（segregation）與分類（classification）、（3）報復（retaliation）。工作中之

用語、狀況與權益係指企業中之人事管理措施，例如：任用、報酬、訓練、升遷、

解雇與利益分配等。隔離則為受僱者之生理性分離（physical separation），而分

類係為將職務內容相異之工作標籤化為相似或相同之工作。而針對報復之規定係

為保障受僱者之參與（例如：提起依據第七編之申訴）以及反對（對雇主之決策

提出誠懇（good faith）之質疑）。 

（四）行政程序 

一些平等就業機會法律缺少行政程序之規定，因此遭受歧視行為者只能直接

進入聯邦司法程序。但公民權法第七編具有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執行，並由

司法部獲得支援的大量行政程序。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係處理所有公民權法第七編所保障對象提出之申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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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較低層級之聯邦法庭對私部門雇主提出訴訟。司法部則可在州、地方與聯邦

層級提出訴訟。司法部亦可針對所有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提出針對私部門雇主

之訴訟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在大部分的申訴案件中，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角

色係為調查事實、並嘗試進行調解等非正式管道以獲致令兩造滿意之結果。嚴格

而言，除了聯邦機構受僱者所提出之申訴案件外，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裁決並

無約束力。當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調查完成時，主張者具有獲得通知以及於聯

邦法院中重新審查（de navo trial）之權利。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有180日之期間

完成調查工作，而提出申訴者則有90天之期限以提出司法訴訟。而在具有或缺乏

EEO法律之各州間則有一重要分別。 在本身具有平等就業機會法律的州，申訴

者有300日之期間以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但前60天係屬於州政府之

行政程序執行期間。對於具有公民權法第七編所賦予之權利者，儘管於下級政府

法院已提出申訴且敗訴，其權利仍繼續存在。在不具平等就業機會法之州，則向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之期限縮短為180天
5。 

（五）救濟方式 

在1991公民權法通過之前，公民權法第七編僅允許衡平性救濟（equitable 

relief）且所有的案件皆由法官單獨審查，而1991公民權法之修正下，原告可針對

意圖性歧視行為請求陪審團以及法定救濟（legal relief）。衡平性救濟包括復職、

宣告（declarative）與命令性（injunctive）救濟、2年積欠工資補償、損失利益與

律師與專家出庭費用之補償。如果復職係為不可能，法院則可能令被告支付front 

pay以為原告尋找工作期間所損失之工資。衡平性救濟亦可能包含積極性救濟方

案（affirmative relief），例如：由法院命令之積極行動方案（affirmation action），

但該救濟方案一般係保留予極為嚴重之違法行為，例如，雇主針對整體受僱者之

系統性歧視措施。一般而言，衡平性救濟方案之目的在於回復原狀以及支付回復

原狀所需之費用。 

法定救濟則包括補償性（compensatory）與懲罰性賠償金（punitive damages）。

                                                 
5 Patrick J. Clion & James Ottavo Castanera, 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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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性賠償金係為補償所遭受之痛苦，而懲罰性賠償金則係為處罰惡意且輕率冷

漠（reckless indifference）而違法之雇主。一般而言，懲罰性賠償金係針對極為嚴

重（egregous）之歧視行為，例如：職場中之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值得

注意的是，所有適用範圍內者皆可能負擔補償性賠償金之責任，但懲罰性賠償金

則限於私部門之案件。進一步言之，補償性或懲罰性賠償金之金額係根據企業所

僱用勞動者之多寡，亦即，企業之規模而定，範圍則可能由100人以下之企業的

50000美金至500人以上之企業的300000美金。 

（六）審判架構（judicial scenarios） 

針對意圖性歧視行為之司法審判，主要係有三個面向，其中兩個係適用於差

別待遇的個別申訴（McDonnell-Burdine and mixed motive），另一則適用於集體訴

訟（class action；針對雇主之系統性歧視措施或模式）。此外，當歧視行為係為

外觀上明顯者，例如於求才廣告上指明該工作只能由男性或女性應徵，或該行為

外觀上係呈中立之狀態，但卻對特定受僱者或團體進行排除時，雇主可以真實職

業資格（BFOQ）對上述之行為進行抗辯。除了該項抗辯理由外，真實年資制度

（BFSS）抗辯亦可適用於任何本法所禁止之行為，而過度困難（undue hardship）

之抗辯則僅適用於宗教方面之措施。 

一般而言，平等就業機會法律之審判過程可由舉證責任之轉換呈現出三個步

驟。第一道步驟係為對系爭歧視行為建立表面證據案件。如原告成功提出該表面

證據，則進入第二道步驟，也就是被告須為其行為提出抗辯。如果被告所提出之

抗辯係有理由，則原告必須於第三階段證明被告所提出者係為藉口。與一般刑事

審判被告所需背負之重大舉證責任不同，在平等就業機會法爭訟中，原告所需背

負之最大的舉證責任就是以證據之優勢證明所爭執之行為係為違法。故，原告所

提出者僅僅須比被告所提出之說明較具說服力即可。通常，在第一階段中之舉證

責任與第二階段係呈平衡狀態。易言之，第一階段中原告所負擔之表面證據提出

責任較輕，因此被告於第二階段之抗辯亦同。但較種的表面證據提出責任，亦意

味著被告抗辯責任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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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架構之設計係具有相當重要的實際考量。例如，在1991年公民權法修正之前，

法官係於每一階段後即做出判斷，這意味著該當審判可能在任一階段中即告終

結。該種情況亦發生在沒有陪審團的審判中。然而，在一個具有陪審團的審判，

證據來來回回地被提出，而法官則須對陪審團指示說明各階段中之舉證責任。 

近來，於平等就業機會法爭訟上出現一種趨勢，意即被告向法庭請求簡易裁決

（summary judgment）。於該請求中，被告企圖說服法官：一個理智的（reasonable）

陪審團不能為了原告而做出判決，即使原告所提出之主張皆被推訂為真實。的

確，許多訴訟最終結果係為簡易裁決，且大部分的巡迴法庭之上訴案件目的即是

為了推翻簡易裁決之決定。事實上，陪審團較法官更傾向於『贊同』（favor）原

告，且他們亦不吝於讓雇主負更多的錢。因此，由實際面來看，在簡易裁決之請

求容易失敗或可能遭上訴法院推翻之情況下，被告即更可能與原告達成和解以解

決爭端。 

 

三 就業年齡歧視法與其他重要平等就業機會法制
6

 

（一）1967年職場年齡歧視法 

本法所保障者亦只有年齡一項。且本法與公民權法第七編之關係極為密切。

職場年齡歧視法適用範圍係針對僱用20人以上之勞動者之雇主違反第七編之三

項歧視行為者。職場年齡歧視法之執行亦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進行，救濟方

式則有衡平性救濟與預定損害賠償金。且職場年齡歧視法具有公民權法第七編之

兩項審判架構，亦即差別待遇與真正職業資格。而該法主要之議題在於歧視性解

雇行為，員工利益分配上之歧視行為以及強制退休7。 

（二）憲法 

第1981條（重要的第13號修正案）與第1983條（14號修正案）。這些法律並不具

                                                 
6 Arthur Gutman, pp10～14.Patrick J. Clion & James Ottavo Castanera, pp193~219. 
7 櫻庭涼子，「雇用における年齢差別 アメリカおよびEUの状況」，ジュリスト 1282 号，2005，

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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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措施（故可直接進行司法程序），亦無雇主僱用人數之限制；這些規定係於

公民權法第七編無法適用或與第七編結合以獲取更多救濟方式上特別有用。第

1981條係保障除了性別以外之公民權法保障對象，所針對之歧視措施亦與第七編

相同，但僅只保障私部門遭受歧視行為者。其提供較公民權法第七編優渥之金錢

救濟，但有關差別影響歧視行為並不在可請求救濟之範圍內。第1983條係與公民

權法規定州政府與自治體公共政策之部分重疊。雖然該規定亦有處理廢除種族隔

離、墮胎等議題，但主要依據該條進行訴訟者仍以逆歧視訴訟居多，例如：對於

少數族群之企業進行補貼之政策。且與公民權法第七編不同，第1983條可被使用

來針對政府公務員之個人身份（personal capacities）進行訴訟。然而，另一項兩

者之差異在於，公民權法第七編推翻州所享有之絕對豁免權以及自治區所享有之

部分豁免權。 

（三）1963均等工資法（The Equal Pay Act；EPA） 

均等工資法係與公正勞工基準法（FLSA）結合且為最精確的平等就業機會

法律。其保障之權利係為男女同工同酬，且適用於所有公私部門之機關或企業。

而在公正勞工基準法之下，本法具有三種型態之訴訟形式，且各具有不同之救濟

方案。衡平性救濟係包括法院強制令以及2年積欠工資，而針對故意違法行為之

法定救濟則有3年積欠工資與預定損害賠償金（liquidated damages，係指積欠工資

裁定額之加倍賠償金）。審判架構方面亦與公正勞工基準法之規定相同。 

（四）積極行動方案 

積極行動方案可說是所有平等就業機會議題中最容易遭致誤解者。為釐清該

方案，必須先區分其規範之措施與作為一種救濟方式之積極行動方案的差異。 

總統命令第11246號定義積極行動方案之措施。其保障少數族群與女性，且所涵

蓋之範圍係為聯邦契約承包商與聯邦政府機構。而該方案實施之規定係為，以僱

用與訓練等措施來矯正勞動力的低度利用（underutilization）。如同前述，契約適

用計畫局係執行針對承包商之總統命令第11246號且可於法院行動前強制其進行

補償或賠償之動作。而有關審判架構則與其他平等就業機會法律不同，因此時雇

 31



主係為原告。且，雇主必須先用盡機構之申訴程序且方可進行聯邦司法程序。 

積極行動方案於第1983條（州與下級政府）、憲法第五修正案（聯邦機構）、公

民權法第七編（州、地方聯邦機構與私部門）之規定下亦可依法庭之命令而為一

種補償方式。但該種救濟方式僅只針對即為嚴重之違反行為。且當政府發現私部

門企業之歧視行為的證據，其將以契約款項對少數族群或女性進行補貼

（set-aside）。嚴格而言，任何形式之積極行動方案可能因產生逆歧視而遭受挑

戰。 

（五）1990年美國身心殘障者法 

1990年美國身心殘障者法係在1973年復健法案之基礎之上，增列與修正保障

項目。ADA法將適用範圍擴張至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也就是增加了私部門與

州及地方政府機構（原本復健法案係對聯邦層級機構之規定）。美國身心殘障者

法法案較特殊者在於其保障對象。與其他平等就業機會法律不同，美國身心殘障

者法法中之原告必須證明其滿足『身心障礙』之定義且其可於有或無合理便宜措

施（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之狀況下，執行必要工作機能（essential job 

function）。因此，該法主要規範措施係為合理便宜措施。該法之行政程序與救

濟方式係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而在司法訴訟上，幾乎所有的抗辯皆集中在雇

主是否針對身心殘障者設置合理的照應措施。 

 

第二節  國際勞工組織－就業與職業歧視公約 

 

一 概說 

 

國際勞工組織係於考量全球化浪潮下，勞動者基本權利及一般福祉恐被削弱

之虞，開始利用各國談判籌組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之機會，推展所謂核心勞動基準（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希冀在跨國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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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繁盛之際，得以兼顧對勞動者基本人權之保障。 

且自一九八九年蘇聯解體後，冷戰時期之東西軍事抗衡局面不再，取而代之的是

南北間經濟狀況不平衡，而如何在貿易活動中推展人權，即成為90年代之重要議

題。8國際勞工組織亦因此扮演更為積極之角色，藉以擺脫在過去推動國際勞動

基準時面臨之困境而將有限之資源投入在核心勞動基準之建立上9。 

而強力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美國在WTO成立之時，主張對不遵守國際勞動基準的

國家施以貿易制裁，但旋即遭發展中國家所反對。且在1994年國際勞工組織第81

回大會上，亞洲五國提出『憂心將產生因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之經濟摩擦所

導致之失業現象』。同時，在該年大會，檢討國際勞工組織於雇用領域之角色，

認為應確立失業保險制度、解決勞動者轉業時所可能產生之經濟風險，且成立針

對全球化所產生之不平等擴大現象之社會政策
10。 

同年，國際勞工組織理事長韓森（Michel Hensenne）曾特別提出一項報告，

列出七項所謂核心公約（core conventions），包括
11
：（1）第29號強迫勞動公約；

（2）第87號結社自由及組織保障公約；（3）第98號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

應用公約；（4）第100號男女勞工同工同酬公約；（5）第105號廢止強迫勞動公

約；（6）第111號歧視（就業與職業）公約；及（7）第138號最低年齡公約，認

為這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所必須要保障之勞動基本人權。次年，世界各國領袖在丹

麥哥本哈根舉行『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World Summit of Social Development），

提出結社以及協商自由、童工以及強制勞動之禁止、男女同工同酬、就業歧視之

禁止之勞動者基本權，並對ILO課以其在雇用領域之重要任務。又，1996年WTO

的部長會議亦確認，在貿易自由化中，該勞動基本權之特別意義，達成『遵守國

際所認可的基本勞動基準』之共識，而國際勞工組織即為設定基準，且具有處理

權限之組織。該年雖未能將這些核心公約納入全球貿易活動之規範中，但卻也重

                                                 
8 焦興鎧，「全球化與基本勞動人權之保障」，理論與政策，第十七卷第三期，頁 79，民國 93 年。 
9 焦興鎧，「國際勞動基準之最新發展趨勢－兼論對我國之影響」，勞工法論叢（二），頁 99，2001。 
10 ILO条約の批准を進める会，1998 年，「国際労働基準で日本を変えるーILO活用ガイドブック」，
頁 192～195。 
11 同上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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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全力支持國際勞工組織推展這些公約之努力
12
。 

又，在1998年6月，國際勞工組織召開第86屆國際勞工大會時，又特別通過

『工作基本原則與權利宣言』（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及附則。根據此一宣言，前述七項核心公約內所列舉之四類基本權利，

包括： （1）結社之自由及有效承認集體協商之權利；（2）剷除所有形式之強

迫性或強制性勞動；（3）有效廢除童工；及（4）剷除就業與職業上之歧視等，

都應受到各會員國之尊重、推展及實現，不論它們是否已正式批准這些公約與否

。同時，此宣言還特別強調該組織將透過技術合作及諮詢服務之方式，來推廣批

准及執行這些基本公約，藉以協助會員國營造一經濟及社會發展之氣候。再者，

該宣言還強調這些勞動基準不得用來作為貿易保護主義之措施。最後，根據此一

宣言之附則，未正式批准這些公約之會員國，應在每年提出報告予國際勞工局，

並由理事會所聘請之專家加以審查，此外，將由理事長負責提出一全球性報告

（global report），在每年針對前述四類基本原則及權利，依序提出一項報告，藉

以對所有會員國之情況，做一全面性之審查
13
。 

在1999年國際勞工組織召開第87屆國際勞工大會時，又特別通過第182號「最

惡劣形態童工公約」（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1999 ( No. 182 )）。

該公約將最惡劣形態之童工區分為四大類： ( a ) 一般童奴、買賣童奴及強迫勞

動之童工，包括在戰爭期間徵用兒童從軍之情形； (b) 童妓及利用兒童從事春宮

猥褻活動； (c) 利用兒童從事非法活動，尤其是毒品之製造及走私；及 ( d ) 驅

使兒童從事有損其健康、安全及道德之工作等。自2000年起，此一重要公約也被

該組織指定為核心國際勞動基準之一，而成為所有會員國所必須恪遵者，並自該

年11月19日該公約生效日起正式列入
14
。 

 

                                                 
12 焦興鎧，民國九十年，「國際勞動基準之最新發展趨勢及我國因應之道」，勞資關係月刊，第

二十卷八期，頁 12～14。 
13 同上註，頁 15。 
14 焦興鎧，民國九十三年，「全球化與基本勞動人權之保障」，理論與政策，第十七卷第三期，

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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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基本原則與權利宣言與就業及職業歧視公約 

1998年大會中所採納之工作基本原則與權利宣言係屬於大會決議，嚴格言之

其並非國際勞動基準。事實上，國際勞工組織之大會決議，在國際法上應屬於無

拘束力之建議文書。廣義而言，其並非有國際勞動基準之效力，亦無法課加盟國

以任何之法律上之義務，於國際勞工組織憲章上亦無規定任何之監督程序，因此

其並非嚴格意義上之國際勞動基準。但，通常如附有所謂『後續義務』（follow 

up），該後續義務之作用將可使該大會決議更具實益。且因國際勞工組織大會賦

予該宣言相當之重要性，以及援用國際勞工組織憲章第19條，亦可知該宣言較一

般之大會決議更向前一步而成為正式之國際勞動基準15。 

且宣言中之中八個公約係屬例示之選擇。各原則類別中除了基本公約外，仍

有許多所屬之公約與建議書。尤其是與歧視禁止有關之類屬中，其所屬之公約與

建議書甚多，而國際勞工組織該宣言中所舉出之第100號與第111號公約兩者，係

在處理歧視問題中最具一般性者，因此以該二公約為例示。又，這些類屬並非相

互排斥，例如，強制勞動公約之亦有處理罷工權者，如第105號公約，第一條；

與結社自由有關之公約亦有與歧視禁止有關者，例如：第87號公約，第二條。 

易言之，宣言中四項基準所處理之事項係含有憲法用語上基本人權所包含之內

容，由此可知，其係不被國際勞動基準所處理之所有其他之領域，或被不同之勞

動者對象所影響，而具普遍適用之意義16。且並不限於勞動者，雇主、沒有進入

生產過程者、失業者或兒童、領取年金以維持生活者皆在保護範圍之內。又，宣

言中所例示之基準公約以外之公約並非不重要，而是國際勞工組織站在一般性之

立場上，因其他針對特定經濟活動或特定勞動者之公約的重要性皆限定於某特定

範圍，但宣言中之八項公約係適用於任何情況，不論何種經濟活動或勞動者之類

屬。 

於歧視禁止之公約中，規定一般化基準係為第100號同一報酬公約與第111號

                                                 
15日本ILO協会，1999，「講座ILO（国際労働機関）ー社会正義の現実を目指して（上）」，頁 164。  
16日本ILO協会，1999，「講座ILO（国際労働機関）ー社会正義の現実を目指して（下）」，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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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職業中歧視禁止公約。第100號公約男女同一報酬公約係為國際勞工組織

最早針對平等問題所採納之一般化公約，而其內容主要是禁止工資上之性別歧

視。在1958年，通過之第111號有關就業與職業中歧視公約則禁止全部形式之歧

視行為，可說是相當具一般性之國際人權公約。 

本公約第一條第(1)(a) 項明確宣示『歧視』一詞包括：（a）基於種族、膚色、

性別、宗教、政治主張、血統或社會門閥等因素，所做足以損害或取消就業與職

業方面機會與待遇平等之任何區分、排斥或優惠；及 （b）經會員國與具代表性

之雇主、勞工及其他團體所能決定其他足以損害或取消就業與職業方面機會與待

遇平等之任何區分、排斥或優惠等。然而，本公約也列有多項例外條款，而認為

下列情形不得視為歧視：（a）某一特定工作之區分、排斥或優惠是基於固有必

要條件而來者；（b）對證明涉嫌從事或已從事危及國家安全活動個人有影響之

任何措施，但以該個人有權向主管機關申訴者為限；（c）國際勞工大會通過之

公約及建議書所規定之特別保護或協助辦法等；及（d）其他基於所謂「積極行

動方案」（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所推動之特別保護或協助措施等
17
。以下則

分項敘述公約之內容18： 

（1）定義 

公約第一條係為詳細之定義。如條文所示，本公約中之歧視樣態並非限定之

列舉。人種中亦包含少數民族，性別中亦包含已婚、未婚。且性騷擾（sex 

harassment）亦在保護範圍內。但在例示中，國籍係不在其內。國民出身（national 

extraction）並非意味國籍，這是因為公務員或一部份之職業需要以國籍為就職要

件，如禁止基於國籍之歧視，則批准本公約之加盟國可能變得更少。 

且各種歧視行為不論是在就業職業面向上皆被禁止。這意味著任用時之歧視

與任用後之歧視兩者皆在保護範圍內。且如同第一條第三項所言，職業訓練亦包

含在內，在就業階段之前，接受職業訓練時發生之歧視行為亦為其禁止對象。因

                                                 
17 焦興鎧，前揭，頁 86。 
18 有關公約本文之詳細內容，參見國際勞工組織網站：www.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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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學校教育具有職業訓練效果該意義上，亦可言本公約亦保障教育機會之均

等。 

但如同第一條第二項所示，由職業種類之內在性質所產生之特殊區別、優

惠、保護所造成之歧視，係可被認為合理，而不該當差別待遇。同樣地，其他ILO

公約或建議書所規定針對特定人群之保護措施，或是採納各國勞資代表所提出之

意見而實施之保障措施，皆不構成本公約所言之差別待遇（第五條）。又，本公

約第四條規定與『威脅國家安全之行為』有關者之除外規定，專家委員會認為該

條應做嚴格限定解釋19。而第四條後段亦言，不適用平等原則者可向適當之機關

提出訴訟。而於該公約，如內國法令與第一條所定義之歧視行為有所抵觸，則構

成對公約之違反。 

（2）平等促進原則 

在第二條中，對於公約批准國，課以為實施公約所規定之各種平等原則，必

須作成符合國情之政策並實施之義務。第三條則提示政策之方向。但因各國國情

不同，必須考慮多樣化之對應方式，因此本公約於此處較具彈性。加盟國可經由

包含罰則之立法規定進行禁止歧視規範之具體化，亦可由地區性之條約進行歧視

禁止規範之實質化工作。且，依國家之不同，亦可進行為消除歧視之積極行動政

策（affiemative action）。 

（3）公約之涵蓋範圍 

就業以及職業佔據了人類社會生活之主要部分，且如前述，在廣義職業訓練

中包含學校教育之前提下，則本公約所涵蓋之平等待遇顯然具備相當一般化之傾

向。且本公約本質上所欲追究者係為形成各種就業限制之基礎的歧視行為，易言

之，超越了禁止就業與職業中歧視之公約原本保護法益之範疇，而令一般平等原

則進入本公約之射程範圍20。顯然，國際勞工組織之核心勞動基準公約雖著眼在

                                                 
19 日本ILO協会，前揭書（下），頁 53。 
20 日本ILO協会，前揭書（下），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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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事務，但另一層意義上其更具一般人權保障公約之性質21。而111號建議書則

針對政府所應促進之政策做了詳細之規定。 

 

二 尊嚴工作與工作中平等的時代
22

 

國際勞工組織除了提出核心勞動基準外，近年來則致力於推廣所謂尊嚴工作

（decent work）。具體而言，尊嚴工作策略首先係為全面落實 1998年的國際勞工

組織宣言中，有關工作的基本原則與權利。這體現了所謂尊嚴（decent）的根本

和物質基礎。但是，尊嚴工作策略在實現核心勞動基準標準的前提下，力圖在任

何實際情況中尋求更良好的工作狀況。總括而言，可以歸納出國際勞工組織針對

尊嚴工作之四項策略性目標： 

1. 促進和監察 1998 年國際勞工組織宣言中對於工作規範化以及基本原則和權

利的實現； 

2. 增加男女獲取良好工作的機會； 

3. 擴展全民社會保障的福利以及其實現的有效性； 

4. 強化三方架構與社會對話。 

藉著尊嚴工作方案，國際勞工組織完全肩負起國際上維護人類基本尊嚴的重

擔。與此同時，通過認可地方團體的權利和義務，國際勞工組織也維護了輔助原

則，並且幫助各地方團體完善責任，徹底實現良好工作的四項目標。 又，國際

勞工組織在 2003 年 6 月，曾根據前述工作基本原則與權利宣言之相關規定，公

布第四份之全球報告，根據該被定名為《工作中平等時代之來臨》（Time for 

                                                 
21 詳見國際勞工組織有關該宣言所特別設立之網站：

http://www.ilo.org/dyn/declaris/DECLARATIONWEB.INDEXPAGE。 
22 該報告可由國際勞工組織網站取得。

http://www.ilo.org/dyn/declaris/DECLARATIONWEB.GLOBALREPORTSLIST?var_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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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y at Work）之報告，其內容共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說明就業平等已經逐

漸由原則轉變為現實之情形，並特別提出就業上種族、宗教、愛滋病帶原者、身

心障礙、年齡及多重歧視之成因後果。第二部分則是特別以就業上性別歧視為主

題，探討在兩性薪資報酬不對等之情況，並提出因應政策及監督執行手段。第三

部分則是強調國際勞工組織及其他社會夥伴在對抗就業歧視上所扮演之角色，尤

其是在剷除種族及性別歧視方面之各項努力，以及對特別弱勢群體成員提供各種

協助等，並針對雇主及勞工團體所應從事之努力加以指示。第四部分則是指出該

組織未來剷除就業歧視之行動方案，並以知識、鼓吹及服務等三項策略為動力。

23根據此一報告之附錄，截至二○○二年一月止，共有一百六十個會員國批准可

第一○○號公約，另有一百五十八個會員國批准認可第一一一號公約。  

第三節  歐盟－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
24
 

 

一 制訂背景 

 

歐盟近年來積極處理年齡歧視問題之背景主要有三25，（1）1993年歐洲高齡

者暨世代間連帶年（European Year of Older People and solidarity between the 

Generations）中，由EU委員會對各加盟國進行之調查顯示，雇主對高齡者之偏見

之事實甚為明確。（2）由社會保障財政之惡化而出現將公共年金給付年齡提高

之動作，但不問年齡歧視之問題而逕將給付年齡提高，將排除高齡勞動者，且可

能使低所得之家庭之數目增加。（3）雖然有與高齡者就業相關之good practice之

開發或對企業之啟發，以及教育訓練之強化，但這些措施顯然無法消除年齡歧

視，因此出現歐洲應與美國相同將年齡歧視禁止法制明文化之聲音。換句話說，

                                                 
23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91st Session 2003, “Time for equality at work : global report”,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4 岩田克彦・牧野利香，「欧州における高齢者雇用対策と日本ー年齢障壁是正に向けた取り組

みを中心としてー」，労働政策研究報告書 No.13，頁 21～29，2004。 
25 濱口桂一郎「ＥＵの『年齢・障碍等差別禁止指令』の成立と、そのインパクト」世界の労

働 51 巻 2号，頁 3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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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歧視漸廣被認為是妨害活力高齡化（active ageing）之一大因素，因此，於歐

盟諸國開始積極進行年齡歧視禁止規範之措施。 

為了推進作為一種人權之歧視禁止，在 1997 年由阿姆斯特丹條約修正羅馬

條約時，增設新的第 13 條。該 13 條係由歐洲理事會基於歐洲委員會之提案，最

終達成『為了與基於性別、人種或民族出身、宗教或信仰、身心障礙、年齡、性

取向之歧視對抗，必須採取適當之行動』。基於該規定，歐盟理事會在 2000 年

11 月採納『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該指令係為建立針對宗教或信仰、身心障礙、年齡、

性取向之僱用歧視禁止規定的整體架構26。且要求在 2003 年 12 月止各加盟國必

須達成建立內國法制以及締結全國層級之團體協約。但，年齡及身心障礙方面可

延後 3年。於該指令加入年齡係因各非政府組織（NGO）進行所謂『Eurolink Age』

之積極運動，且年齡歧視固然為人權問題，但在歐陸各國憂慮社會保障財政惡化

之情況下，其在促進高齡者就業上所扮演之角色顯然更為重要。因此，其本身雖

為一種人權問題，但亦具有防止高齡者遭受勞動市場排斥之色彩27。 

 

（一）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之內容 

 

以下即分項介紹該指令之內容28。 

1. 歧視理由 

 宗教以及信仰 

 身心障礙 

                                                 
26 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另有指令規範。 
27 櫻庭涼子，「諸外国における年齢差別への取組み」，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521号，頁 36，2003。
家田愛子，「ＥＵにおける新たな雇用差別禁止指令および人種差別禁止指令の提案」労働法律

旬報 1492号，頁 25，2000。 
28 有關該指令全文詳見歐盟就業暨社會總署網站：

http://europa.eu.int/comm/dgs/employment_social/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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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齡 

 性取向 

2. 適用範圍（第3條第1項） 

 包含選任基準、任用條件、任何階段中之晉升，就業、自營作業以及獲得職

業之機會 

 包含就勞經驗之獲得所有型態、水準之職業指導、職業訓練及再訓練之機會 

 包含解雇、工資之雇用、就業條件 

 加入所有之勞工組織、雇主或職業團體以及與該當團體之關連（involvement） 

3. 所禁止之歧視種類（第2條） 

（1）直接歧視 

 某個人對另一個人之不利益待遇。 

（2）間接歧視 

 外觀上雖為中立之規定、基準或措施但經常產生不利益效果者；該當規定、

基準或措施如具合法之目的而可客觀地正當化，或達成該目的之手段係為適

當且必要者，即不構成間接歧視。 

（3）騷擾 

 以創造出具脅迫性的、敵對的、冒瀆的、屈辱的環境為目的或具有同等效果

之對於個人之騷擾行為，視為歧視。但，有關騷擾之正確定義，則依各國之

法制及措施而定之。 

（4）其他 

 歧視之教唆行為亦視為歧視行為。 

4. 例外與差別待遇之正當化 

 與間接歧視有關之規定、基準或措施，可由具合法之目的而客觀正當化或為

達成該目的之手段係為適當且必要者進行辯護。（第2條第2項（b）） 

 本指令不妨礙民主社會中，保護公共安全、維持公共秩序、預防犯罪、健康

之保護以及保護其他個人權利與自由所需要之基於國內法所進行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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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第5項） 

 本指令不適用於包含社會保障或社會保護制度而由國家所進行之給付行

為。（第3條第3項） 

 加盟國對於有關基於年齡或身心障礙之歧視規定，可不對軍隊加以適用。（第

3條第4項） 

 因國籍之不同所產生之差別待遇非為本指令所規範之對象。（第3條第2項） 

 以相關之特定職業活動性質或遂行上述活動為由，將宗教、信仰、身心障礙、

年齡、性取向等特徵構成純粹且決定性之職業必要條件之情形，以其目的係

為合法且與該當條件相當為條件，可規定基於這些特徵而構成之差別待遇不

構成歧視。（第4條第1項） 

 有關積極行動方案（positive action），本指令不妨礙維持或採用以防止或補

償不利益為目的之措施之加盟國權利。（第7條第1項） 

 本指令並無要求對於不具備完成相關職務之基本作用之力量、能力或無益之

個人，賦予其任用、晉升、維持就業以及職業訓練之機會。但，不妨礙對於

身心障礙者所提供之合理照應措施（accommodation）。（前文第17項） 

 本指令並無要求於軍隊、警察、監獄、緊急服務等業務，任用、持續雇用不

具備必要能力之個人。（前文第18項） 

5. 以年齡為理由之差別待遇之正當化（第6條） 

 加盟國於其國內法之範疇中，對於基於年齡之差別待遇，可規定包含依合法

之雇用政策、勞動市場以及職業訓練目的者，可依其合法目的進而客觀地正

當化，及為達成該目的之手段係為適當且必要者，不構成歧視。上述之差別

待遇係包含以下列舉者： 

（1）對於年輕者、高齡勞動者以及具有照護責任者，為促進其職業整合與確保

其保障，可對獲得雇用及職業訓練之機會、就業及職業條件（包含解雇及

工資）設定特殊條件。 

（2）對於有關獲得就業機會或與就業連結之特定利益，設定年齡、工作經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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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之最低條件。 

（3）針對該當職務所要求之訓練或就職前所必要之合理工作期間為根據，設定

任用之最高年齡。（以上第6條第1項） 

 於職業社會安全制度中，對於退休給付或殘障給付之加入要件或受領給付資

格設定特定年齡者，只要該特定資格不構成基於性別之歧視之結果，加盟國

可規定其不構成基於年齡之歧視行為。而上述者係包括以勞動者、團體或勞

動者類屬設定不同之年齡，或是在年金計算上使用年齡基準者。（第6條第2

項） 

6. 年齡限制以及強制退休 

 不可附加任何之年齡限制。第六條第一項與前文第十四項可解釋為強制退休

制度係為例外而被本指令所容許。 

7. 救濟與執行 

 加盟國必須確保不適用均等待遇原則而其權利遭受侵害者（個人或團體），

儘管雇用關係終了後，仍可利用所有之司法或行政程序。（第9條） 

 權利遭受侵害者以可推定為直接或間接歧視之事實舉證時，應使被告證明其

並無構成侵害均等待遇原則之行為。但，該規定並不適用於刑事程序。且，

事件之事實調查由法院或具權限之機關進行時，舉證責任不需轉換。（第10

條） 

8. 指令遵守 

 與均等待遇原則相違之所有法律、規則以及行政命令皆應廢止。任何團體協

約、個別雇用契約、各組織之規則中所包含違反均等待遇原則之規定皆應被

宣告為無效，且進行修正。（第16條） 

9. 施行 

 加盟國於2003年12月2日止前，應採納符合本指令之法律、規則以及行政規

定。有關年齡以及身心障礙歧視之規定的施行，加盟國可由2003年12月2日

起展延三年。選擇展延之國家，必須於每年EU委員會進行實施進度狀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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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第18條） 

 

（二）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之特徵 

1. 適用範圍 

EU指令之一大特徵即為對象範圍甚廣。包含自營作業、義工，且適用對象

之企業規模亦無限制。而獲得雇用之機會、職業訓練、雇用條件、加入組織之資

格亦在規範範圍之內。相對而言，美國職場年齡歧視法之對象顯然較為狹窄，其

係以未滿40歲且雇用20人以上之企業為對象，而職業介紹機構、自營作業者亦不

在適用範圍內。 

2. 例外規定 

與基於其他理由之歧視禁止法規相較，年齡歧視禁止法制通常具有較多之例

外規定。這是因為對於特定職務而言，年齡與職務之遂行具有密切之關連。首先，

於年齡係為事業正常營運所不可或缺之『真正職業資格』（genuine and determining 

occupational requirement；美國職場年齡歧視法則稱為『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之情形，則不該當年齡歧視。但有關真正職業資格之解釋，法院

一般認為應嚴格限定解釋。於該指令前文第23條，亦認為『真正職業資格』應做

極狹隘之解釋29。但，有關『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維持、預防犯罪、健康之保

護以及保護其他個人權利與自由所必要之措施』（第2條第2項），美國係將其與

『真正職業資格』一併規範，EU指令則直接將其列為例外規定。 

又，於指令中係承認所謂之積極行動方案（positive action）。有關間接歧視，

亦將『外觀上雖為中立之規定、基準或措施但經常產生不利益效果者；該當規定、

基準或措施如具合法之目的而可客觀地正當化，或達成該目的之手段係為適當且

必要者，即不構成間接歧視』直接以例外規定明文化。而指令中有關職業年金中

使用年齡基準者，於美國職場年齡歧視法中亦有相關規定。又，第3條第3項之『社

會保障或社會保護制度而由國家所進行之給付行為』係為該指令特有之規定。 
                                                 
29 指令前文第 23條「in very limited circumstances, a difference of treatment may be jus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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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可知歐盟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幾乎收集所

有現行年齡歧視禁止法制之例外規定、正當化措施，且再加上許多嶄新之規定。

而因為設置了廣泛之例外規定，各國政府，尤其是雇主團體方始同意在本指令中

加入年齡歧視該項目。該指令之規範可說是極為廣泛，所規範者亦不僅止於年齡

歧視，幾乎所有以往較無被各國所規範之歧視類型皆包含在內，且該指令最為重

要且個人以為我國政府以及學者必須加以注意者在於，指令課歐盟各國以立法之

義務，因此，於2007年後，歐盟各國之立法以及後續實施狀況，對於研究年齡歧

視者以及考慮年齡歧視立法政策之國家而言，皆必須嚴加注意且對其進行評估，

以確認並分析該指令對於歐洲年齡歧視以及其他歧視之對應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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