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美國職場年齡歧視禁止法 

 

第一節 概說 

 

美國聯邦政府對於年齡歧視禁止措施之努力始於1967年之職場年齡歧視法

1。該法係禁止對於超過40歲者以年齡為理由之歧視行為。其主要規定係以公民

權法第七編為範本，因此，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該法亦適用於任用、職務分

配、升遷、報酬、工作環境乃至於解雇等職場中所有之歧視狀況。該法雖援用許

多公民權法之規定，但亦特別設置了針對年齡歧視可予援用之抗辯、除外事由以

及免責狀況；而其執行機關與救濟方式則又與公民權法第七編有所不同
2。 

美國於聯邦法律層級進行對職場年齡歧視議題之探討可追溯至1950年代早

期；但當時雖已進入成為國會之討論議題，之後並無任何立法動作。於1956年，

美國公務人員委員會（the U.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廢止了進入聯邦政府就

業之最高年齡限制。而在1964年總統命令第11141號，則建立對抗與聯邦政府成

立契約之承包商對於勞動者基於年齡的歧視行為，但並無建立一套處理申訴之行

政程序機制。又，1965年全美老人法（Older Americans Act）係被設計以鼓勵幫助

老年者之研究與計畫，但其亦確認『賦予一個沒有年齡歧視之就業機會』為其一

般目標。 

雖然大部分職場年齡歧視法立法之前的聯邦立法或政策終歸於失敗或徒

勞，但在1930年代許多州法相繼通過，且在1960年，美國有八個州擁有具強制機

制之年齡歧視法令 3。這些州法令是州的公正就業措施法案（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Act）中之一部分，且該法案建立了州層級的禁止年齡歧視委員會。這些

委員會當收到有關年齡歧視之控訴時，首先將尋求調解。但其亦具有召開公聽

                                                 
1 29 U.S.C.A.§621以下。 
2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アメリカ雇用差別禁止法，1997，頁 28～29，125～126。 
3 David Neumark, 2003, ” Age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21, No. 3, pp. 29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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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要求法院發佈令雇主停止歧視行為之強制命令之權力。而當聯邦政府進行立

法後，這些州政府禁止歧視委員會之角色係被認可，且被委託實施禁止歧視之法

規。 

而聯邦立法方面，於西元1964年，當美國國會議員為公民權法之立法於國會

進行辯論時，曾有議員提案要將『年齡』（age）納入該法的規範範圍，因當時對

於究竟要以公民權法第七篇或是以公正勞工基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提供規範之模型爭論甚多，故此項提案之後遭到否決4。因此1964年公民

權法中並無將年齡列入其保障對象。雖然當時國會並無將年齡歧視納入一九六四

年民權法的規範，但國會隨即指示當時的勞工部長（the Secretary of Labor）針對

年齡歧視之單獨立法為相關研究，並提出報告。勞工部長之後所提出之報告即為

『1965年美國高齡勞動者－就業中之年齡歧視』（the Older American Workers －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1965）；該項報告對於職場中之年齡歧視有相當

完整之論述，亦因此成為制訂職場年齡歧視法的重要參考。其後，即於1967年通

過職場年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ADEA）。 

事實上，對於在1964年公民權法立法議程中沒有列入年齡歧視尚有另外兩個

理由；第一，國會議員係將種族歧視等歧視類型視為一意圖性（intentional）行為，

而年齡歧視當時則被認為係由謬誤之信念（falsw beliefs）與刻版印象（stereotypes）

所產生之結果。第二，國會議長要求年齡歧視對老年勞動者以及經濟所產生之衝

擊的事實證明。故，1965年勞動部長針對年齡歧視之報告中的發現遂為該法提供

了四項立法動機5： 

（1）面對高生產力與經濟之富裕，老年勞動者發現其本身在維持就業上之不利

狀況；尤其是遭解雇後，欲再就業時所遭遇之困難。 

（2）與工作績效無關之任意且獨斷的年齡限制之設置成為一種企業間普遍之措

施。 

                                                 
4 Arthur Gutman, ibid, pp195. 
5 Arthur Gutman, ibid, pp195.或見 29 U.S.C.A. §621, Congressional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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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業之影響，特別是長期失業所造成之技能、道德感與雇主接受程度（可

受僱性）之退化，對老年勞動者而言尤其嚴重（相對於較年輕之勞動者而言）。

老年勞動者之失業人數直線上升，且其就業問題相當嚴重。 

（4）以年齡為理由之就業歧視的存在將影響商業活動並加重商品流通之負擔。 

 

職場年齡歧視法之重要修正年表 

1974 擴大適用範圍至州、下級政府與聯邦政府機構。 

1978 將本法之執行權限由勞動部移轉至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

1984 擴大保障對象至美國企業之海外分公司 

1986 保障超過 65歲且持續工作者參加年金計畫之權利。 

1987 刪除本法規定保障對象之年齡上限。 

1990 老年勞動者利益保障法（OWBPA）針對對老年勞動者利益、自願

提早退休計畫與職場年齡歧視法相關權利拋棄等特殊規定。 

1991 1991 年公民權法（CRA 91）延長訴訟提出期間。 

 

職場年齡歧視法於 1967 年制訂通過後，歷經六次的修正，如上表所示。

1974、1978 以及 1991 年的修正案中係加入公民權法第七編中的相關規定。1974

年之修正係將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範圍擴張至州、地方與聯邦機構。1978 年

之修正則是由卡特總統之 1978年政府再造計畫（Reorganization Plan）中，將 ADEA

之行政執行權限由勞動部（the Department of Labor；DOL）移轉至平等就業機會

委員會。1991年之修正則是將訴訟提出期間由 30 天延長至 90 天。其他之修正則

有，1984年，將該法保障範圍擴大至海外勞工；1986年之修正係為 65 歲以上之

勞動者繼續工作之年金計畫參加保障；1987 年之修正則是刪除保障對象之年齡

上限。而於 1990年之老年勞動者利益保障法（OWBPA）則是包含了對老年勞動

者利益、自願提早退休計畫與放棄ADEA 上之權利等特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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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年齡歧視法之立法目的在於：『促進中高齡者基於其能力而非其年齡的

就業狀況，禁止獨斷之職場中年齡歧視行為，以及協助雇主與勞動者解決其所面

對之勞動者年齡在職場上所引起之衝擊。6』，如由該條文進行文義解釋，則可知

該法係為促進一個與年齡無涉，而考量個人能力，進而保障老年勞動者就業之勞

動市場環境，以及禁止職場中年齡歧視行為之濫用；幫助雇主與勞工在就業中年

齡歧視衝擊之問題中尋找出路。 

但亦有學者提出，職場年齡歧視法其所欲保護之法益何在？日學者森戸英幸

認為7，該法雖然名為職場年齡歧視法，但針對未滿40歲者之年齡歧視行為並無

違反該法之規定。與禁止雇用中之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之公民權法第七編比較，

不構成年齡歧視之例外亦有多數被認可，且無法利用差別影響（disparate impact）

法理，集體訴訟或懲罰性損害賠償，效力顯然較弱。因此，森戶氏認為，高齡者

雇用之促進較之人權保障而言，方為該法所欲達成之實益
8。 

但EEOC卻認為ADEA法係為由人權保護之觀點所成立之法律。而只將40以上

視為保護對象之原因係為，未滿40歲者，現實上較無遭受歧視。而『中高齡者』

的人權保護政策即為年齡歧視之禁止。又，目前之年齡歧視規定顯較立法當時強

化亦為事實。也許，該法係由以高齡者雇用促進為目標之法律，慢慢轉向成為高

齡者人權保護之法律。 

立法當初議會之意圖亦與前述報告書相同；高齡者失業率雖然不比年輕者

高，但由失業期間觀之，其長期化傾向相當明顯。而其原因係為，雇用時基於年

齡所產生之歧視行為。易言之，解決長期失業之問題與禁絕雇用時之年齡歧視，

這就是職場年齡歧視法最初之立法意旨。 

 

第二節 保障對象 

                                                 
6 29 U.S.C.A. §621, Congressional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purpose. 
7 森戸 英幸，2001，「雇用における年齢差別禁止法ー米国法から何を学ぶか？」，日本労働研

究雑誌４８７号，頁 57。 
8 森戸 英幸，前揭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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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下，其所保障者係為 40歲以上之勞動者9，故

遭受歧視行為之勞動者如欲依本法提出告訴，則於該歧視行為發生之時點，該名

勞動者必須年滿 40歲10。於立法之初，職場年齡歧視法係設有保障之年齡上限，

但於 1987 年之修正中將保障對象擴大至所有 40歲以上之勞動者。由 29 U.S.C.A.

§631(a)該條文進行反面解釋可知，雇主對於 40 歲以下之勞動者在就業上基於其

年齡而給予差別待遇並不會違反職場年齡歧視法。例如，受僱於同一雇主的兩名

40 歲以下的受僱人，就業條件相似，但雇主基於兩名受僱人年齡的差異，給予

較年輕的受僱人較高的工資，雇主此種行為並不會違法職場年齡歧視法。同理，

雇主若在徵才時，設定低於 40 歲的最低年齡限制條件（如求職者必須年齡 30

歲），因此種限制不會對 40歲以上的求職者造成負面影響，故亦不構成對職場年

齡歧視法之違反11。 

然而，如果雇主對年滿 40 歲的個人在就業上因其年齡而給予差別待遇時，

則將違反職場年齡歧視法。例如，受僱於同一雇主的 2名 40歲以上的受僱人，

就業條件相當，但雇主因其年齡不同，給與較年輕的受僱者較佳的勞動條件，雇

主此種行為即構成年齡歧視，而違反職場年齡歧視法。另一點須注意者係為，如

雇主以一名 45歲之勞動者取代一名 60歲之勞動者，且解雇之理由係為年齡之偏

見，則雇主亦將構成對本法之違反，因為兩者間具有相當之年齡差距（age 

difference），且遭排除者並非因能力不足，而是基於年齡之因素12。 

 

第三節 適用對象與措施 

 

                                                 
9 29 U.S.C.A. §631, Age limits(a). 
10 Harold S. Lewis, Jr. & Elizabeth J. Norman, 2004, “Employment Discriminaiton Law And Practice 
2ed”, pp427. 
11 鄭津津，「建立年齡歧視法制以保障中高齡者就業權利之研究」，政大勞動學報第 12期，民 91
年，頁 403。 
12 Arthur Gutman, ibid, p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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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年齡歧視法的規範內容包括13：『雇主的雇用與解雇決定』、『雇主在有

關薪資、其他勞動條件以及就業權利上所做的決定』、『勞工組織排除特定年齡的

勞動者參加該組織』、『具年齡歧視意味的徵才廣告』、『就業機構介紹工作』以及

『對支持職場年齡歧視法實施的受僱人所進行的報復行動』等。 

職場年齡歧視法禁止雇主因求職者或受僱者的年齡而拒絕雇用、解雇或在薪

資、其他勞動條件以及就業權利上予以歧視。該法並進一步地禁止雇主以求職者

或受僱人的年齡做區隔，因而對求職者或受僱人的就業機會造成損害或有損害之

虞者。此外，該法亦禁止雇主為遵守職場年齡歧視法的規定而降低受僱人的薪資。 

在職場年齡歧視法的規範下，勞工組織不得以個人的年齡作為加入該組織的條

件；或限制、隔離、區分任何個人以限制其就業機會；或促使雇主因個人的年齡

而予以差別待遇。該法亦禁止就業機構因個人的年齡拒絕為其介紹工作；或在工

作介紹上予以歧視；或以年齡區分求職者作為介紹工作的標準。 

職場年齡歧視法的規範範圍甚廣，包括了所有的雇用關係，但該法不規範學

校與學生間的關係、或承攬商的選任或酬勞、軍方人員或政府高層決策者14。但

該法亦容許一些特殊例外15： 

1、警官與消防員 

州或其以下之行政機關，滿足下述之條件，則認可對於警官或消防員之職務

之任用及解雇。（1）該個人超過最高任用年齡或到達固定強制退休年齡；（2）這

些年齡限制係於1983年3月3日所規定者；（3）其制度並非為職場年齡歧視法§623

條所規定之脫法行為者。 

2、終身職教授（tenured professors） 

職場年齡歧視法至1993年12月31日認可在高等教育機關中，對於依沒有規定

在職期間之契約提供勞務者設置70歲強制退休制度。該項條款如經議會延長，則

1994年後終身職教授依然適用該項強制退休條款。 

                                                 
13 鄭津津，前揭，頁 403～404。並見 29 U.S.C.A. §623(a)~(c)。 
14 同上註，頁 404。中窪裕也，前揭，頁 227。 
15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頁 128～130。 

 51



3、經營幹部（executives） 

職場年齡歧視法係容許滿足以下條件之被用者的強制退休制度。（1）年齡係

為65歲以上，（2）過去2年間，受雇為真正（bona fide）經營幹部或高層業務決定

者，（3）由現在之雇主給予每年至少確實給付4萬4千美元之退休金16。 

4、政府政策決定者 

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職場年齡歧視法在雇主之定義中，將由人民選舉之

人員以及『任命為政策決定層級之人員』排除17。因對於民選人員以及政策決定

人員之相關決定，並非一般之『有關雇用』之決定，因此排除於職場年齡歧視法

適用範圍之外。因此，如州法官等高級官員之義務性強制退休制度並不違反職場

年齡歧視法之規範。 

5、學徒制（apprenticeships） 

職場年齡歧視法所規定之禁止規定並不適用於與勞動部所規定之基準合致

之真正學徒制（bona fide apprenticeship programs）。因一般認為作為學徒之期間係

為教育過程之延長
18。 

6、其他聯邦法 

其他聯邦法規亦有年齡要件之規定，一般認為此係國會欲對於職場年齡歧視

法之適用範圍有所限制之意圖。例如，聯邦法官於年資上之地位，聯邦警官以及

航空管制官之義務性強制退休制，由聯邦規定之商業航空機飛行員之年齡限制

等。 

 

第四節 年齡歧視之證明：公民權法第七篇之架構 

 

一 公民權法第七編之歧視認定架構 

                                                 
16 29 U.S.C.A. §631(c) 
17 29 U.S.C.A. §630(f) 
18 29CFR§16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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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場年齡歧視法下，有關歧視意思之認定、兩造之舉證責任等，係與公民

權法第七編使用相同之法理架構。因此，本文於以下即先說明公民權法第七編之

歧視行為認定架構，再以此為基礎，敘述職場年齡歧視法之法理結構。首先，公

民權法第七編於第703條（a）規範兩種歧視行為。第一種係為差別待遇（disparate 

treatment），係指基於種族、性別等被禁止之原因，雇主所實施之故意的（willful）

歧視行為。換句話說，此為典型之歧視類型，其中又分為個別歧視行為與系統性

之歧視行為。第二，有關種族或性別等要素但外觀上係為中立之制度，而達到不

當之歧視效果者，係為所謂之『差別效果』（disparate impact）。於該情形，雇

主雖無歧視之意思，但仍成立違法之效果。以下分就個別以及系統性歧視行為、

差別效果法理分別敘述之。 

 

（一）個別之差別待遇 

 

1. 經由直接證據證明歧視意思 

「差別待遇」係為基於種族或性別等之故意的歧視行為，因此必須進行雇主

之歧視意思（discriminatory intent）之認定。該種歧視類型中，最為明顯者係為，

求才廣告上直接表明『限男性』，也就是由其外觀直接表示歧視意思者。而『有

未就學之小孩的女性不可』雖非排除全部之女性，但因在相同條件之男女中設置

差異，因此亦該當基於性別之歧視行為。而儘管表面尚無法發現歧視之證據，例

如，拒絕僱用少數民族之雇主在同夥之間提及『非白人不僱用』之情形，如具雇

主基於種族或性別而為該當行為之直接證據（即為所謂之『smoking gun』），亦

成立差別待遇之行為19。 

在1989年之Price Waterhouse事件20中，會計事務所之女性被拒絕晉升成為合夥

人。在晉升之審查中，該當女性之職務遂行能力獲得極高之評價，但其人際關係

                                                 
19 中窪裕也，前揭，頁 185。 
20 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 490 U.S. 228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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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評為攻擊性且不合作的。但審查員之發言中，『男人婆』『最好去一下美容

儀態學校』等，顯示出了對於該當女性之身為女性之否定評價，且某合夥人亦給

予該女如果要晉升的話，最好走路、說話方式、穿著要像女性一點之忠告。這些

發言顯示出其基於性別刻板印象之歧視評價，亦屬歧視意思之直接證據。 

 

2. 動機之競合 

在上述事件中，歧視意思之存在甚為明顯。但雇主如主張，儘管沒有性別歧

視，但以其他正當理由亦會產生相同結果，則該雇主之行為即成為問題之爭點。

而這也就是動機競合之問題。聯邦最高法院認可該相關之主張為積極抗辯

（affirmative defence），雇主如可成功舉證，則不構成對於703(a)之違反21。 

但在1991年之修正中，為推翻Price Waterhouse之判決，新設立第703條（m）。

於該條明示，只要可證明行為中之一決定因素係為基於人種或性別之考量，儘管

其他要素亦為決定因素，亦構成對於703條（a）之違反。但，雇主證明如無歧視

行為之存在，亦有相同之結果者，則救濟之內容將被限制，法院不可發出損害賠

償、任用、復職、晉升、積欠工資返還等命令。 

 

3. 經由間接證據之歧視意思認定—Mcdonnell Douglas／Burdine法則 

事實上，存有表示歧視意思之直接證據的情形甚為稀少，大多數的案例皆須

經由各種間接證據進行『推認』歧視意思之程序。而該情形之舉證方式，係由1973

年之Mcdonnell Douglas事件22以及1981年之Burdine事件23（Texas Dept. of Community 

Affairs v. Burdine, 450 U.S. 248），確立以下之三階段舉證法則。 

（1）原告須建立一歧視行為之『表面證據案件』（prima facie case）。 

（2）被告須提出『適法且非歧視之理由』（articulate a legitimate, non-discrimination 

reason）以為反證。 

                                                 
21 中窪裕也，前揭，頁 186。 
22 Mcdonnell Douglas Corp. v. Green, 411 U.S. 792 (1973) 
23 Texas Dept. of Community Affairs v. Burdine, 450 U.S. 248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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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所提出之理由係為『藉口』（pretext）。 

該法則係為認定難以捉摸之歧視意思，經由兩造之舉證機會與責任之分配，

進而階段性地集中審理之重點。 

 

4. 表面證據案件 

在第一階段之『表面證據案件』，究竟需要證明何種事實，必須視案件內容

而論。在Mcdonnell Douglas事件係為遭裁員之黑人勞動者被拒絕再僱用之案例，

則需證明： 

（1）原告係為少數種族； 

（2）原告應徵該空缺之職位，且具備該職位所需之必要資格； 

（3）儘管具備必要之資格，仍被雇主拒絕錄用； 

（4）其後該職位繼續空缺，雇主仍然依同樣之資格進行招募工作。 

由（1）以及（3），即可認定對於具有保護對象屬性者之不利益待遇，又，

經由（2）與（4），可確認不予錄用之理由並非本人不具應徵之意思、欠缺該職

務所需之資格要件、或是該空缺職務之消滅等因素；經由該四項舉證，即可產生

歧視行為之推定（presumption）。在提出表面證據該階段，原告所需負擔之舉證

責任顯然並不甚重。 

 

5. 雇主之反證 

第二階段之雇主反證必須提出該雇主之行為係為基於歧視外的理由所為之

行為的證據。由此，即可阻卻表面證據所產生之歧視推定效果，且將焦點轉向至

事實之調查。在Burdine事件中，法院認為歧視意思之證明責任係應由原告負擔，

前述三階段舉證法則之（1）與（3）須為證據優越基準之『說服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但在（2）雇主之非歧視理由之提出僅只為證據之『提出責任』（burden 

of production）即可。當然，雇主無法提出非歧視之理由時，單只進行主張卻無

法立證，即無法成立反證，不能阻卻表面證據之歧視推定效果，故於此階段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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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原告針對差別待遇之主張。 

 

6. 藉口之證明 

雇主如完整提出非歧視之理由時，即進入第三階段，原告必須證明雇主所提

出之理由僅為藉口（pretext），方可成立差別待遇之主張。如依Burdine事件，此

處係與原告之證明責任合併，必須提出（1）經由各種事證，直接證明雇主之歧

視意思方才是行為之真正理由，或（2）間接地證明雇主所提出之理由不可採信。

因此，訴訟到達第三階段後，方才對表面證據之成立與否進行爭執已無作用，總

而言之，本階段主要目的在於判斷雇主歧視意思之有無。 

根據上述之（2），以往如可證明雇主所提出之理由無法採信，則原告所主

張者當然成立。但，聯邦最高法院在1993年之St. Mary's Honor Center事件中，法

院提出，於該種情形，雖可直接認為歧視行為成立，但其並非必然之見解
24。 

該事件中，對於勞動者因種族歧視而遭降職、解雇之處分的表面證據，雇主提出

該當勞動者之違規行為重大且累積多次之兩個理由，但原告證明與過去之處分例

相較，雇主所持之說法並非其行為之真正理由。但，聯邦最高法院認為，由此雖

可成立歧視行為，但亦保留此為個人之敵意而非種族歧視之判斷餘地。 

 

（二）系統性差別待遇 

 

1. 系統性歧視 

雇主之差別待遇行為，如越過針對個別勞動者之歧視行為，而係以一種標準

或措施對於多數之勞動者、求職者實施繼續性的差別待遇行為時，即該當所謂之

『系統性差別待遇』（systemic disparate treatment）類型。 

於該種情形因其亦為差別待遇，故與個別之情況相同，必須進行歧視意思之

證明。但於證明時，係超出與該當個人有關之事項範疇，而將重心移至全體之狀

                                                 
24 中窪裕也，前揭，頁 188。 

 56



況。具體而言，此處之舉證必須使用統計資料（statistics）。例如，1977年之Teamsters

事件25，經由顯示在貨運公司中，黑人以及拉丁美裔勞動者之低比例的統計資料，

以及顯示對於少數種族之差別待遇的40個個別事例，成立與種族歧視有關之表面

證據。 

在利用相關統計資料時，如無發現系統性之歧視現象，可能係因個別之誤差

在長時間之樣本中平均化，故母集團之勞動市場中之勞動者構成即無法顯示出差

異。通常，如Teamsters事件，經由統計資料與個別事例一併進行表面證據之提出

者雖多，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如果統計資料相當具證據力，則可單以統計資料進

行表面證據提出之程序。同年之Hazelwood事件26即明示確認最高法院之見解。 

於系統性歧視中，表面證據如成功成立，歧視意思之推定係將以總括之形式發

生，雇主已經無法以『通常皆任用最適合該職務者』之一般否定其具有歧視意思

的主張與之對抗。不但如此，儘管於個別事例中提出合理之理由，只要無法達到

可以撼動前述總括的形式之表面證據的程度，皆無法否認對其他勞動者歧視行為

之存在。 

 

2. 統計資料之利用 

如同上述，在系統性差別待遇之事件中，表面證據之成立與否，重點在於統計資

料獲得之評價如何。在統計中，單單以誤差顯然無法進行說明，必須顯示具有相

當程度之偏差。一般通常要求標準偏差之2到3倍以上。更重要者在於，誰和誰進

行比較。例如任用中種族歧視之情形，進行求職者與被採用者之人種構成之比較

係為一般之方式。但，求職者之人種資料一般無法取得，因此，通常都進行與該

當地區中勞動市場人種構成之比較，而如何劃定其地區之範圍，或具有合適資格

者之範圍，屢屢成為極大之爭點。又，工資歧視等之情形，為推測什麼要素對結

果產生影響，通常使用重回歸分析。於此時，只需考量最重要之要素，不需考慮

                                                 
25 Teamsters v. United States, 431 U.S. 324 (1977) 
26 Hazelwood School Dsitrict v. United States, 433 U.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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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驗所有之影響因素27。 

 

（三）差別效果法理（disparate impact）28

差別效果法理係指，於本質上不具歧視意味之中立的制度或基準，對於人種

或性別產生差別效果（disparate impact）者，係為違法之差別待遇行為29。因此，

於差別效果法理中，差別的『結果』係為其判斷重點，而雇主是否具有歧視行為

之意圖則在所不問。 

確立差別影響法理之1971年Griggs事件30係為，雇主要求發電廠之作業員的資

格要件中，必須具備高中以上學歷，且經一般之知識、理解力測驗合格者。聯邦

最高法院認為這些要件係將因過去教育上之差別待遇，而帶給黑人差別之效果，

且不認為其具有業務上必要性或職務關連性，因，即使雇主沒有歧視之意思，亦

成立對公民權法第七編之違反。該判決係強調，公民權法第七編之目的並非僅限

於禁止明顯的歧視行為，亦包含消除僱用中對於少數族群具有差別的排除效果之

『人為、恣意且不必要的障壁（artificial, arbitrary, and unnecessary barrier）』，故

差別影響法理即成為實現上述目的不可或缺之手段。另一個差別影響法理之代表

係為1977年之Dothard事件
31。法院認為，監獄看守員體重必須120磅以上、身高5

英尺2吋以上之條件，對於女性具有差別之效果，且不認為該要件具有職務關連

性，因此亦為違反公民權法第七編之行為。 

而Dothard事件中係提出有關差別影響事件之三階段舉證架構： 

（1）原告必須成立表面證據案件，亦即必須證明雇主外觀上中立之行為，係具

有相當程度之差別效果（disparate impact）。 

（2）被告針對其行為，必須提出『業務上必要性』（business necessity）與『職

                                                 
27 中窪裕也，前揭，頁 190。 
28 中窪裕也，前揭，頁 196。 
29 國內學者譯為『差別影響』，詳見焦興鎧，「勞工法制之最新發展趨勢－美國勞工法論文集

（二）」，民 86 年，頁 184。 
30 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 
31 Dothard v. Rawlinson, 433 U.S. 321(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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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關連性』（job-relatedness）之存在以為反證。 

（3）原告必須證明被告之利益即使以『差別效果較少之其他方法』亦可充分達

成。 

該三階段舉證架構之核心在於第一階段之差別效果的表面證據之提出。雖然

有些狀況該差別效果係極為明顯，但一般通常利用統計資料，經由人種或性別之

團體間的相互比較，進而證明系爭行為確實因某些特質而產生不均等之效果。在

差別影響法理中，發生差別效果之事實甚為重要，雖可利用統計資料以間接證

明，但如系統性差別待遇一般，利用統計資料以證明雇主之歧視意圖仍非相當有

效。 

 

二 職場年齡歧視法之歧視認定 

在職場年齡歧視法下，有關依據直接證據之歧視意思認定、Mcdonnell Douglas

／Burdine法則之狀況證據推定，利用統計資料進行系統性歧視行為之認定等，係

與前述之公民權法第七編架構相同。而其中較有問題者即在於差別效果法理之適

用上。在1993年Hazen Paper事件
32中，以『工作年數』為歧視之基礎雖與年齡具

有高度之相關性，但法院確認為其並無違反職場年齡歧視法。其主要立論根據係

在於職場年齡歧視法第四條(f)(1)33規定，基於『年齡以外之合理要素』的差別待

遇行為並無違法；但因該條規定中係有『合理』之用語，因此或許有與差別效果

法理中『業務上之必要性』結合之餘地34。但無論如何，職場年齡歧視法中是否

適用公民權法第七編所發展出之差別效果法理，仍係未知數。 

 

第五節 法律上之抗辯事由 

 

                                                 
32 Hazren Paper Co v. Biggins, 113 S. Ct. 1701 (1993) 
33 29 U.S.C.A. §623(f)(1) 
34 中窪裕也，前揭，頁 229。 

 59



在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下，雇主並非絕對地被禁止以求職者或受僱者的年

齡作為相關僱用決定或措施之基礎。只要雇主能提出年齡歧視之正當化抗辯，即

得因求職者或受僱者之年齡而給予差別待遇。以下為雇主可資主張之抗辯態樣

35： 

（一）真正職業資格36

所謂真正職業資格係指，年齡該當事業正常營運所不能欠缺之『真正職業上

之資格（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BFOQ）』。一般而言，本項抗辯必

須從嚴限定解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並訂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指導原則』

（the EEOC Guidelines），規定當雇主在徵才時若要對求職者的年齡設限，並要

主張『真正職業需求』時，必須滿足下列之舉證責任37： 

1. 雇主對求職者的年齡設限，對於雇主事業的本質（the essence of the business）

是合理必須的（reasonably necessary）； 

2. 所有或幾乎所有被排除於系爭工作之外的求職者都是事實上不合格的，或對

於某些被排除於系爭工作之外的求職者，其無法勝任該項工作的原因只能由

年齡推斷得知。 

該項指導原則並要求雇主在主張上述抗辯時，必須證明特定年齡的確會負面

地影響該項工作執行的安全性，且沒有其他取代方案可兼顧安全與無年齡歧視的

僱用措施。在Western Air Lines, Inc. v. Cridwell一案38中，雇主如欲主張『真正職

業資格』時，必須滿足下列舉證責任： 

（1） 雇主必須先說明其事業主要營運內容或其本質（ the essence or 

essential operation of its business）； 

（2） 雇主所做的年齡區隔對雇主事業的主要營運是合理需要的

（reasonably necessary）； 

                                                 
35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頁 130～134。 
36 29 U.S.C.A. §623(f)(1) 
37 鄭津津，前揭，頁 411～413。 
38 Western Air Lines, Inc. v. Cridwell, S. Ct.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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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透過下列兩種方式來滿足第二項舉證責任： 

（1） 雇主有合理的原因（如充分的事實基礎）來相信所有或幾乎所有某一年齡

以上的勞動者皆不能勝任該項工作，因此無須針對某一年齡以上的個別勞

動者進行工作能力之測試； 

（2） 要針對某一年齡以上的個別勞動者進行工作能力測試是不可能或是不切

實際的。 

 

（二）年齡以外之合理理由39

於差別待遇中，存在『年齡以外之合理理由（reasonable factors other than age 

exception；RFOA））』之情形。嚴格而言，這本來即非屬年齡歧視之範疇。但

該合理理由必須與雇主決策之目的具有關連性，且必須不具有迴避職場年齡歧視

法之規定之考量。舉例而言，對於所有之受雇者一律適用相同之職務遂行基準，

無法滿足該基準者即行解雇，即可視為基於年齡以外之合理理由，而不違反職場

年齡歧視法之規定。 

 

（三）真正年資制度
40

以『真正年資制度（bona fide seniority system）』之規定為基礎之行為。但儘

管在真正年資制度下，以到達一定年齡為理由之強制退休亦不被容許。一般真正

年資制度對於高齡勞動者較為有利，故該抗辯於訴訟上較無產生問題。而年資之

定義係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係指隨著僱用期間之增加，勞動者在該職場中之

權利亦隨之擴大之制度。 

 

（四）真正員工福利制度41

以『真正員工福利制度（bona fide employee benefit plan）』為基礎之行為的

                                                 
39 29 U.S.C.A. §623(f)(1) 
40 29 U.S.C.A. §623(f)(2) 
41 29 U.S.C.A. §623(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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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例如：人壽保險之保險金係當被保險人的年齡越高而增加。因此，雇主於

相同1000美金的支出上，30歲的雇員可買入10萬美金的保險，但60歲的勞動者只

能購買7萬5千美金的保險。此時，對於各勞動者而言，雇主皆負擔1000美金，因

此雖然高齡者的保障額度較低，亦不構成違法的年齡歧視。換句話說，在各種的

給付制度中，只要對高齡者與年少者皆負擔相同之成本，即不構成年齡歧視之問

題。 

 

第六節 執行程序與救濟途徑 

 

一 執行程序 

 

職場年齡歧視法之執行部分，係準用公正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42。該法係

任可由私人或由行政機關所進行之訴訟。再者，本法亦設置有訴訟提出期間，一

般基於本法之訴訟，不論是私人或公部門所提出，除了違法行為係為故意者外，

必須於訴訟原因產生後兩年內開始訴訟程序43。而本法除了該基本的兩年提出訴

訟期間限制外，亦有許多由公民權法第七編所導入之訴訟要件、以及對於平等就

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之要件。現分別以被告係為聯邦機構雇主以外之情形以及

被告係為聯邦機構雇主之狀況進行本法執行程序之討論。 

 

（一）被告係為聯邦政府機構以外之情形 

被告係為聯邦政府機構以外之情形又可分為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提出

之訴訟以及由私人所提出之訴訟。 

 

                                                 
42 29 U.S.C.A. §626(b), §626(e) 
43 29 U.S.C.A. §255(a) 

 62



1.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進行訴訟之程序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係行使由公平勞動基準法所賦予之權限44，但該法並無

規定由行政機關提起訴訟所應踐行之行政或任何程序上之相關要件，因此平等就

業機會委員會可於沒有民眾向該會或其地區分支機構提出申訴之狀況下，執行職

場年齡歧視法45。而其唯一之要件係為，必須於違法行為產生後2年（違法行為係

屬故意時，則為3年）以內進行訴訟程序。 

但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於提起訴訟之前，必須致力於除去歧視行為、經由非

正式（informal）之調解（consiliation）、協商（conference）、勸服（persuasion）等

方式達成雙方自發性之合意（voluntary compliance）46。又，一旦平等就業機會委

員會開始其訴訟行動，則本法中有關個人提起訴訟之權利即因此而消滅47。 

 

2. 由私人所提起之訴訟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接受人民之申訴，但其並未提起訴訟時，公正勞動基準法賦

予個人由私人提起訴訟之權限48。由私人所進行之訴訟，亦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

會所提出者相同，具有兩年之提起訴訟期間限制，亦由違法行為發生之日起算。

但職場年齡歧視法另對私人之原告課以行政上申訴程序之義務：向平等就業機會

委員會提出申訴起60日內，不能進行個人之訴訟行為。 

而該申訴必須於下列兩種狀況進行49： 

（1）、 系爭違法行為發生後180日內； 

（2）、 於州之地方機關具有職場年齡歧視法執行權限之情形，系爭違法行為產

生後300日以內，或州法上程序終了並對提出申訴者進行通知後30日以內，

上述兩期間較早完成者。 

                                                 
44 29 U.S.C.A. §216(c), §217 
45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書，頁 226～227。 
46 29 U.S.C.A. §626(b) 
47 29 U.S.C.A. §626(c)(1) 
48 29 U.S.C.A. §216(b) 
49 29 U.S.C.A. §626(d), 6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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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要求之申訴內容，係與公民權法第七編所規定者相同。易言之，該申訴必

須為詳載申訴者姓名之書面，且明示進行歧視行為之個人或法人之名稱、系爭歧

視行為之概要、理由以及系爭行為發生之時間、場所等50。而1991年公民權法之

修訂中規定，於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申訴程序終了時，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必須

通知該申訴人；由收到通知起90日以內，申訴人即可提起訴訟51。 

如同上述，在缺乏執行職場年齡歧視法之分支機關的州，申訴人必須於歧視

行為發生起180日內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起申訴。該期間之遵守與否雖不能

成為法院判決之依據，但如在期間內沒有提出申訴，可能因不被衡平法上之禁反

言或提出訴訟期限停止法理所認可，而無法提起訴訟52。 

如該州具有執行職場年齡歧視法之機關，則於私人提出訴訟方面，最高法院

係將前述州法上之程序開始60日內禁止提出訴訟之規定解釋為，原告對於州之歧

視監督機關提出申訴後之義務。但判例認為，即使無法遵守州法上之提出訴訟期

間限制亦不妨礙其對於聯邦政府之主張，且認為並無將對州之申訴前置之必要性

53。易言之，向州所提出之申訴何時提出皆可，於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

訴之前、同時或之後皆可；而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之狀況，該申訴須

於向州提出之申訴程序終了後獲得通知30日以內，或是歧視行為發生後300日以

內，以兩期間中較早完成者為提出申訴之期限。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提出之

申訴在上述30日或300日之限制內，亦可在向州提出之申訴之前、同時或之後提

出。 

又，申訴人必須等待兩個各為60日的等待期間，易言之，即為州政府之程序

開始後的60日以及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後的60日54，且該二等待期間

係可並行或重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雖具有通出被申訴人，經由調停解決該當

申訴之任務，但當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無法達成該目標時，由1991年公民權法之

                                                 
50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書，頁 208。 
51 Section 115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91  
52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書，頁 228。 
53 Oscar Mayer & Co. v. Evans, S.Ct.1979 
54 29 U.S.C.A. §626(d), 6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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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可知，該申訴人亦可另行提出訴訟以維護職場年齡歧視法所保障之權利。 

再者，有關訴訟提起之方面，申訴人於踐行申訴與等待期間之程序後，即可

於系爭行為發生後2年內，違法行為係為故意者3年內提起訴訟。所謂『故意』係

指明知其行為違法，但不加注意且使其發生55。且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由申訴人獲

得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通知該日為提出訴訟期間之起算日不同，職場年齡歧視

法係以歧視行為之發生日開始起算。除了由歧視行為發生時起算之2年期間外，

由1991年公民權法之規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於程序終了後通知申訴人起90日

內亦可提起訴訟，因此，即使於歧視行為發生起2年之期間完成時，方收到平等

就業機會委員會程序終了之通知，則於90日內仍可提出適法之訴訟。 

又有關訴訟程序方面，依職場年齡歧視法所提出之訴訟，不論於聯邦或州政府，

皆可向具有同一管轄權之任何法院提起。且法院審理係為『重新審查』（de novo 

review），並不受任何州或聯邦政府行政上決定之限制。且於1991年公民權法之

修正中，加入兩造可要求陪審裁判之權利
56。 

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定中，並不存在有真正的集體訴訟（class action）。因

本法所準用之公正勞動基準法係規定：『勞動者除了將其合意作成書面，並向該

當受訴法院提出外，不得成為共同訴訟人（party plaintiff）』57。 

 

（二）被告係為聯邦政府之情形 

針對聯邦政府雇主之違法行為請求救濟之程序係與前述針對私部門者不

同，且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並無針對聯邦政府雇主提出基於職場年齡歧視法訴訟

之權限。聯邦政府機關係將有關年齡歧視之請求視為一般行政程序。原告係可自

由利用該機關內部之行政程序，但於職場年齡歧視法下，並無規定必須完成該行

政程序方可提起訴訟之訴訟前置義務。訴訟提起之唯一前提要件係為，須於期間

                                                 
55 McLaughlin v. Richard Shoe Co., S.Ct.1988 
56 29 U.S.C.A. §626(c)(2) 
57 29 U.S.C.A. §2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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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行訴訟提起之意思通知58。 

 

1. 申訴 

如依職場年齡歧視法與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規則，可針對違反本法之聯邦

機關提起申訴，且可請求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進行再審查（administrative appeal）

59。 但職場年齡歧視法規定，個人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進行訴訟提起之意思

通知後，即可開始針對聯邦機構之訴訟程序，而該當通知必須於系爭違法行為產

生後180日內進行；又，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進行訴訟意思通知起，經過30日

方可提起訴訟60。 因此，如上所述，針對聯邦政府違法之歧視行為，個人可先

向該政府機構提出申訴，嗣後如對該機構作成之決定不滿，則可在向平等就業機

會委員會提出再審查，亦可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訴訟意思通知後，針對聯

邦政府提起訴訟。 

 

2. 訴訟之提起 

申訴人於雖可在聯邦機關之程序進行範圍內進行其主張，但仍具有兩項訴訟

提起之前提要件： 

（1） 由歧視行為發生起180日以內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進行提起行政訴訟

之意思通知； 

（2） 進行通知後，須有30日的等待期間。 

但提起訴訟之期間限制則不明確；如前所述，針對聯邦政府以外之雇主提出

訴訟係有2年的期間限制，但卻無可適用於針對聯邦政府雇主之規定。雖可類推

適用該2年之期間限制規定，但於其他法律上亦存有可資適用的規定，例如：有

                                                 
58 Stevens v. Department of Treasury., 500 U.S. 1, 111. S.Ct. 1562, 114 L.Ed2d 1 (1991) 
59 29 C.F.R. Section 1614.110(a), 110(b), 401(a), 401(d), 402(a), 504(b)，有關向聯邦機構雇主提出之申

訴，係向該機構內之平等就業機會顧問提出，詳見 29 C.F.R. Section 1614.105。 
60 詳見 29 U.S.C.A. §63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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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針對聯邦政府之訴訟之一般的6年限制61；且於Stevens v. Department of Treasury

一案中可知職場年齡歧視法中針對聯邦機構雇員之訴訟，並無強制設置訴訟提出

期間，故該案原告係於向聯邦機關提出申訴之日起1年又6日後提出該訴訟，法院

即認為仍屬期間內所提起之訴訟：『…is well within whatever statute of limitations 

might apply to the action』。因此，於現階段針對聯邦政府提出之訴訟，其提出訴

訟期間限制顯然甚不明確，不論是2年、3年或6年，似皆可適用。 

 

二 救濟途徑                                                                          

 

職場年齡歧視法有關救濟途徑之規定亦準用公正勞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

62。且依 29 U.S.C.A. §626(b)之規定，法院對於達成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目的，

具有賦予各種法定（legal）與衡平性（equitable）救濟之權限，其中包含僱用、

復職與升遷之命令、支付未給付之工資之責任履行等項目。事實上，本法於衡平

性救濟之項目與公民權法第七編相同；因此，有關積欠工資、復職等期日計算問

題，法院亦採公民權法第七編之基準63。故在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下，受到年

齡歧視之求職者或受雇者得請求的救濟係有：法院強制令（injunction）、積欠工

資（back wages）、與積欠工資等值之法定附加賠償金（ statutory liqidated 

damages）、律師費用（attorney’s fees）與成本（costs）64。 

 

1. 積欠工資（back wages） 

在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下，受雇者得請求雇主給付其因年齡歧視而損失的

工資或其他相關利益。為尋求此種救濟，受雇者必須提出其所主張積欠工資數額

的計算方式。一般而言，積欠工資的計算須先決定可請求的日數，通常係以受雇

                                                 
61 28 U.S.C.A. §2401(a) 
62 29 U.S.C.A. §626(b) 
63 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書，頁 198。 
64 詳見鄭津津，前揭，頁 4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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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其年齡受到歧視待遇（如被雇主不法解雇）之日為始日，受雇者在獲得相同

或相當的工作為末日，之後再以此日數乘上受雇者遭到年齡歧視期間內的工資率

（wage rate）。然而，在計算積欠工資時，雇主亦可主張將受雇者在受到年齡歧

視失去工作之所後應盡合理之努力（reasonable diligence）尋找並獲得之『實質

上相當之工作』（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employment）而獲取的工資及其他相關

利益予以抵充，但雇主必須證明：（1）就業市場上有許多適合受雇者且與受雇者

所失去之工作係為實質上相當以及（2）受雇者未盡合理的努力來獲得該項工作。

受雇者因雇主的年齡歧視行為而被解雇所領取的離職金（severance pay）以及年

金福利亦可由積欠工資的計算中扣除。又，積欠工資之給付責任，於向平等就業

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 2 年後即告消滅65。 

 

2. 法定附加賠償金（statutory liqidated damages） 

根據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定，受雇者只有在雇主故意（willful）違反職場年

齡歧視法時方可請求法定附加賠償金66。由於法定附加賠償金的效果已足以嚇阻

雇主不法的年齡歧視，再加上『間接損害賠償』（consequential damages）的計算

困難，因此受雇者在就業年齡歧視的案件中，不得請求補償性及懲罰性的損害賠

償（compensatory and punitive damages）67。 

 

3. 年資（seniority） 

在公民權法第七編的規定下，遭受就業歧視之受雇者可以請求雇主將其遭到

非法解雇的其間計入受雇者的年資。職場年齡歧視法對此雖無明文規定，但法院

一般皆適用公民權法第七編之規定68。 

 

                                                 
65 42 U.S.C.A. §2000e-5(g) 
66 中窪裕也，前揭，頁 230。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頁 199。 
67 鄭津津，前揭，頁 415；又見マック・A・プレイヤー，前揭，頁 200。 
68 Dickerson v. Deluxe Check Printers, 8th Cir.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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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制令（injunctive relief） 

法院在處理就業年齡歧視案件時，皆主張職場年齡歧視法授權予法院頒佈禁

止令以禁止雇主繼續執行具有年齡歧視效果的雇用措施以及回復受雇者之地

位；因此種禁止令的頒佈而受惠的往往不只是訴訟當事人的受雇者本身，還包括

了非訴訟當事人的求職者或受雇者。舉例而言，法院頒佈禁止令禁止雇主對求職

人的年齡設限（如未滿 40歲者方有資格應徵系爭工作），此時受惠的不僅是訴訟

當事人之求職者本身，還包括了其他 40歲以上的求職者69。 

5. 律師費及訴訟費用（attorney’s fees and costs） 

在職場年齡歧視法之規範下，勝訴的求職者或受雇者可以向雇主請求給付合理的

律師費用以及訴訟相關費用70。 

                                                 
69 鄭津津，前揭，頁 416。 
70 29 U.S.C.A. §6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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