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歐盟一般均等待遇架構指令通過後英德二國之立法狀

況 

 

第一節 英國 

 

一 概說 

 

目前英國雖仍無針對年齡歧視之立法，但英國政府係於1998年導入一自願性質

之職場年齡多樣化（age diversity in employment）實施規則（Code of Practice），但其

並無法律上之強制力。政府之目標係為鼓勵雇主保證年齡並非為職業與就業機會之

障礙。該實施規則著重雇主不實施年齡歧視措施之利益。以下即先敘述歐盟一般均

等架構指令批准之前，英國有關年齡問題之立法或政策，其後再針對目前英國對於

職場年齡歧視法之立法狀況及相關對應措施。 

 

二 英國勞動法中與年齡有關之規定1

 

（一）契約自由原則 

於英國的僱用關係中，基本上在不違反制定法之情況下，如有當事人的合意，

則有關勞動者之選擇、契約內容、解除契約等皆可自由進行。由此點觀之，因目前

於成文法上仍無有關年齡歧視之規定，故仍處於契約自由之狀態。 

 

（二）1996年職場權利法（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誠如前述，英國雖與美國相同，皆處於契約自由之勞資關係下，但針對超過退

休年齡之高齡勞動者的權利，亦有相關法律保障。在職場權利法中，賦予勞動者不

被雇主不當解雇之權利，但於解雇之時點如該勞動者以達到一般男女退休年齡，或

                                                 
1 岩田克彦・牧野利香，前揭，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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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達65歲者，則不適用該不當解雇制度。且雇主進行企業裁員解雇時，一般而言

雖須負擔支付資遣費用，但對於高齡者係與前述不當解雇制度相同，如為一般退休

年齡或65歲以上者，則不具該資遣費用之請求權。又，於不當解雇之情形所應支付

之基本補償金（basic award）以及資遣費用金額，必須以對高齡者有利之計算方式

為之。 

 

（三）『職場年齡多樣性之實施規則』以及『積極年齡活動計畫』（age positive 

campaign） 

於2000年所實施之普查中，有關英國企業中年齡歧視之實際狀況如下2： 

1. 求才廣告：在求才廣告中，設置年齡限制或表示所希望之年齡的企業係有13％。 

2. 任用考試：在對應徵者進行選任時，會考慮年齡的企業亦有13％。 

3. 升遷：於升遷時會考慮勞動者之年齡的企業有13％。 

4. 訓練：決定應皆受訓練之員工時，會考慮年齡因素的企業有2％。 

5. 裁員：不具書面裁員標準的企業係有全體之51％，使用年齡作為裁員標準的企

業幾乎為0％。但，最多的書面裁員標準係為持續工作期間（佔調查對象企業之

13％）。 

6. 退休：具有提早退休制度的企業係有37％。又，41％的企業中，勞動者如超過

退休年齡仍可繼續工作；而21％的企業則可讓勞動者自由選擇退休年齡。 

而在2003年的另一項調查中，有關任用、退休的勞動者狀態與其意識方面，於

調查時點已退休者，有75％係為未滿65歲即已退休。而仍在職者中的70％表示如果

可能，則欲在未滿60歲時退休。 

又，因考量伴隨著退休而來的財務問題，在職者中之44％欲於目前之企業持續

工作至超過退休年齡。又回答本調查者之59％表示希望廢除強制退休制度。全體受

訪者之20％選擇放棄應徵求才廣告中具有年齡限制者之企業，如該廣告係限制50歲

以上者，仍有21％之受訪者不願應徵。又，於應徵面試中，感覺遭受年齡歧視者的

比率係有全體之16％。 

『職場年齡多樣性實施規則』（Code of Practice for Age Diversity in Employment）
                                                 
2 Evalation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Age Diversity in Employment : Final Repor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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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英國政府於1999年6月所策劃之指導原則，雖不具有法律上之強制拘束力，但顯

示出英國政府對應年齡歧視問題之政策取向。該實施規則係於2002年12月進行修

正，加入所謂『工作中年齡多樣性：企業實施指南』（Age Diversity at Work : a practical 

guide for business），並發佈至全國企業，並可於特設網站取得3。該實施規則係規

定有關企業任用以及升遷中，必須基於員工之技術或能力進行判斷，且退休制度亦

應考慮對勞動者個人與企業之必要性等規範。 

有關該實施規則之效果，係由民間的調查公司進行政策評價。如由該報告4，則

可知於英國有採行年齡歧視行動之企業雖非多數，但對於該實施規則之認知度，於

2000年10～11月的調查中顯示，不過調查對象企業的37％，於其中依據實施規則考

量改變企業政策者係有8％，不考慮改變者則佔63％；由該調查可知，實施規範之效

果顯然有限，無法對社會產生觀念上之影響。 

而由該實施規則為基礎，目前英國政府展開名為『積極年齡』（Age Positive）

之導正年齡歧視之活動。該活動係於網站上提供相關政府政策以及禁絕年齡歧視之

良好企業範例，並授與所謂『企業僱用年齡多樣性之優秀獎』；於新聞媒體或相關

業界刊物上刊載其事蹟，將贊同或協助政府導正年齡歧視政策之積極進行年齡多樣

化之企業認定為所謂『積極年齡優秀企業』（Age Positive Champion），並廣泛報

導其企業政策，且持續進行以說服或對雇主提供相關資訊為重點之活動。又，隨著

實施規則之公開，英國政府並禁止於1998以來，於公共職業介紹機構之求才廣告中

設定年齡上限之規定5。 

 

三 年齡歧視禁止立法之政策開展 

 

（一）政府之回應6

於英國，在2000年11月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批准後，已

確認於指令上之期限2006年12月前進行年齡歧視禁止立法的政策方針。又，由消減

                                                 
3 http://www.agepositive.gov.uk/。 
4 Evalation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Age Diversity in Employment : Final Report, 2001. 
5 岩田克彦・牧野利香，前揭，頁 39。 
6 Kirton Gill, “Thematic feature －inplementation of the EU framework equal treatment Directive－U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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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之社會保險福利之政府支出的觀點，亦認同年齡歧視禁止立法在擴大高齡者

之就業機會上，佔有極重要的政策地位。因此，目前為對應該指令，英國即進行針

對年齡歧視禁止規則之制訂的公眾政策諮詢（Consultaion）。 

在有關整體平等問題之第一次政策諮詢中係於2001年12月至2002年3月進行。以

該諮詢之結果為基礎，在2002年10月提出針對年齡以外，亦即種族、宗教及信仰、

性取向、性別以及身心障礙的法律修正之規則或草案。 

其後，於2003年7月，開始針對年齡歧視問題之立法進行政策諮詢。針對年齡之

公共協商係於2003年10月結束，且相關之立法將於2004年國會會期結束時提出。在

協議文書中將宣示針對勞動者或求職者之直接與間接歧視為違法。政府較贊同雇主

具有對於不同年齡者有差別待遇之權利，但該差別待遇行為必須具有真實職業資格

（genuine occupational requirement；GDR）方可正當化。且亦有提出設定強制退休年

齡將構成違法行為，除非其目的係為正當，且一般退休年齡亦考慮延長至70歲。政

府警告針對年資上之報酬差別待遇可能將構成間接歧視。 

英國政府亦經由公眾政策諮詢過程針對歐盟該指令之實施進行一連串之社會對

話（social dialogue）。且公布針對性取向、宗教與信仰及身心殘障之『整體規制影

響評估』（Full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以及針對年齡部分之『部分規制影響

評估』，該評估報告係衡量導入該指令之規範後，針對雇主、勞動者以及總體經濟

所產生之影響以及其成本與利益。 

政府亦實行一針對公共均等機構之改革政策選擇的協商行動，因現行處理性

別、種族與身心殘障者之委員會並無法擴及歐盟指令所涵蓋之範圍。一個單獨之均

等委員會係為三個政策選項之一，而政府較為贊同。其他之選項係為，提供資訊與

建議之聯繫管道的『單一途徑』（single gateway），而由現行之委員會進行支援；

另一項則為『支配型委員會』（overarching commission），其可決定政策方向與優先

性，且其之組成單位皆可參加政策之執行。 

 

（二）勞資團體之回應 

由上述協商之回應可知，勞資雙方較為贊同進行新的立法。且其認為英國政府

針對年齡、性取向以及宗教方面之歧視行為的政策對應顯然過慢且過時。雇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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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亦歡迎新的立法，但於年齡歧視之立法上顯然引發一些爭議。例如，英國工業

聯盟（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認為，雇主應打擊不公正之年齡歧視，

但其反對針對年齡歧視之立法，因立法後將產生法制上不確定性以及增加訟源之疑

慮，且對於就業率之助益似乎不大。CBI代理會長John Crifland認為，雇主瞭解年齡

歧視是不可接受的，但亦警告其在如成為法律上限制，可能難以處理，且可能造成

相關勞動爭議與訴訟之『爆炸性成長』（explosion）。且其亦強調：『與之前各種

歧視立法不同，年齡歧視特別難以定義。且雇主必須瞭解，他們可能作成相當一般

之決策，但卻違反法律之規定。』，然而，擁有160個組織成員之有關年齡之雇主論

壇（the Employer Forum on Age）卻支持將年齡歧視立法限制，且認為相關之立法將

產生對於英國人民針對年齡看法之巨大衝擊且將使就業措施做出明顯之變革。雇主

將被鼓勵實行年齡審計（age audit）與檢視其可能違反法律之職場措施與程序。人力

與發展特設機構（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亦支持年齡歧

視禁止立法，且對於成員發送相關措施之建議與指導原則。 

工會亦支持將年齡歧視禁止措施明文規定。在貿易與工業部一有關終結年齡歧

視協商之發言中，工會協會（the Trade Union Congress；TUC）總幹事Brendan Barber

認為，『研究顯示年齡主義係為產生職場歧視中最重要之原因，所有年齡層的勞動

者皆受其影響，不管其正在受僱階段掙扎或在就職後遭受不公平之待遇。老年勞動

者必須與其年輕之同僚擁有相同之權利』，但其亦提及，『但所提出之法規必須不

能被用來作為延遲給付或降低年金給付水準之藉口，或是迫使勞動者必須工作更方

可獲得年金給付』。 

TUC亦要求政府針對平等之促進必須具有積極之義務，而非只是經由消極之禁

止歧視措施來打擊歧視行為。再者，TUC認為應將該保障措施擴大至公部門，如同

其他歧視法律一般，以免造成一充滿不平等之統治集團。且TUC較為贊同新的立法

具有預防而非鼓勵法律行動之效果，且該目標係可由當局之法規指導方針清楚規範

所有團體之權利與責任來達成。而有關對於違法雇主之法律及財政上之制裁，TUC

希望該制裁手段可達到『勸誡性』（dissuasive），且使法院可根據該制裁措施以消

除各種歧視行為。而在指令通過後，並無較為顯著之相關團體協商出現。 

有關指令所造成之衝擊方面，前述之評估報告認為必須與雇主溝通該指令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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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其變革之幅度。在2003年2月由就業研究組織之勞資關係部門（Industrial Relations 

Services）所做的一次針對大型企業雇主之調查（IRS Employment Review 769）中發

現，絕大部分之企業計畫進行監督制度（monitor）之變革以因應該項指令。且雖然

許多企業以針對性別歧視設有監督機制，但對於年齡歧視之監督卻為少數，且對於

性取向或宗教等則更為稀少。但一些所謂『尖端』（leading-edge）企業之雇主卻已

針對這些歧視型態發展出相關政策以為對應，例如：B＆Q、JPMorgan Chase、HSBC 

Bank、British Telecom以及Shell等。 

 

（三）年齡歧視禁止立法協商案7

於進行有關年齡歧視之規則草案之諮詢後，於2004年底向國會提出規則草案，

並預定於2006年10月1日施行。 

年齡歧視禁止規定之政策諮詢文書『平等與多樣性：年齡問題（Equality and 

Diversity : Age Matters）』中，英國年齡歧視禁止立法之方向係如下所示。且年齡歧

視有關之規定，係以1972年歐洲共同體加盟法（European Community Act, 1972）第

2(2)條中『規則』（regulation）之形式為之。 

 

1、適用範圍：年齡歧視之保護對象係如下所示，但無償之義工則不在保障對象內。 

 直接受僱之勞動者、以及基於其他型態之契約之工作者（如派遣勞動者及一部

份之自營工作者）。 

 求職者。 

 英國王室指定之公務員（office holder）以及由王室支付工資之部分公務員（公

司董事、獨立行政法人之職員）。 

 接受就業訓練或高等教育機構訓練課程者，或志願者。 

於一定之情形，離開工作或訓練者。 

 工會、雇主組織之會員或希望加入者。 

另一方面，負擔禁止歧視義務者則有： 

                                                 
7 該協商全文可由英國Age Positive網站取得，網址：http://www.agepositiv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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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 

 職業訓練提供者（包含高等教育機構與民間訓練公司）。 

 工會、職業團體、雇主團體（除了雇主之角色外，另有團體之參加資格）。 

 

2、規範內容：以下所揭示之行為，皆為年齡歧視而禁止。 

 直接歧視：以個人之時序年齡為判斷標準所產生者。又，以認知年齡為判斷基

準之狀況亦為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對全體適用之特定方針或例行措施，如對特定之團體（年輕者或高

齡者等）產生不利之影響，且該不利之事實可由個人證明者，係為間接歧視。 

 騷擾：勞動者如可證明遭傷害尊嚴、或被置於威壓的、攻擊性的、卑劣的、屈

辱的、不快的環境中，則該行為或環境即為騷擾。 

 受害（victimization）：欺騙之行為係為，對於遭受歧視之申訴者所進行之不公

平待遇。 

 僱用、訓練後之歧視：先前之雇主以歧視之理由，發給歧視性的工作證明或拒

絕給予工作證明之事實，如成為勞動者於求職上之阻害要因，則該行為係為違

法。該形式之歧視行為多於勞動者離職後數月發生，故僅止於與先前之僱用關

係有密切關係者方為違法。 

 

3、差別待遇之正當化事由： 

（1）一般正當化事由： 

在建立就業與職業中均等待遇之一般架構指令中，如具特定目的，且其手段係

為適當且必要者，即可客觀正當化，進而認可該基於年齡之差別待遇行為。因此，

於英國係規定於以下之『特定之目的』，於該當下述之目的，且雇主可證明係為適

當且必要之行為，則該基於年齡之差別待遇行為即可正當化。 

 健康、福利、安全。例如：對年輕勞動者之保護 

 人事管理之彈性化。例如：接近退休年齡之勞動者同時多數離職。 

 該當職務具有特殊訓練之必要性。例如：航空管制官。 

 提高對企業之忠誠度所進行之獎勵措施。 

 76



 退休前所存留之合理僱用期間之必要性。例如：於例外65歲為退休年齡之企業，

針對數月後即滿65歲之勞動者，由訓練之必要性以及訓練之成本或期間，在就

業期間中無法提升充分之生產力時，則拒絕其僱用。 

除了上述規定外，為遵守法律而以年齡為基準之差別待遇措施係為合法，例如，

大型卡車之司機的僱用年齡下限必須符合大型車輛駕駛執照之最低年齡者。 

（2）退休年齡： 

目前多數之企業雖有強制退休年齡（mandatory retirement age）之設定，但歐盟

指令規定如無正當化事由，設定強制退休年齡即為直接歧視。因此，即有以下之提

案。 

 強制退休年齡之設定係為違法。 

 但，如該當規則所示之特定目的，則因應個別之狀況，強制退休年齡之設定係

為可能。 

針對可否導入勞動者於年滿70歲後，無須正當化事由即可強制退休之『標準退

休年齡』，仍持續尋求相關意見。 

有關標準退休年齡（default retirement age，雇主無須舉證強制退休年齡之必要

性，只要達到該年齡則強制退休之國家規定），在考量其他歐盟加盟國之法國或荷

蘭的立法動向（適用除外年齡為65歲）、第一次政策諮詢結果（43％之受訪者回答：

『雇主應可於勞動者到達一定年齡後，令其退休』）、第一次政策諮商後與勞資對

話之狀況（顯示出針對完全撤除強制退休年齡之憂慮或不安）等，故以『大多數勞

動者擁有公共年金或職業年金之替代性收入』之70歲為強制退休年齡。 

又，於美國職場年齡歧視法中，雖然全面禁止強制退休年齡，但可給予高齡者

退休之財務動機，而在英國，該當誘因係將成立對年輕者之歧視行為，故不可行。 

（3）年資待遇 

基於持續工作期間或工作經驗年數之不同待遇，在EU指令上雖可能成立間接歧

視，但於本規則則針對『獲得任用與就業有關之一定利益之機會』，設置年齡或工

作經驗年數之最低基準者，係為差別待遇之正當化事由。因此，在英國如該當規則

所規範之正當化事由（尤其是（1）的第四項），則年資制度亦可正當化。 

因這些基於年資之待遇係為瞭解對於企業忠誠度之手段，且可提升員工之士氣，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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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於年資之薪資制度係對於員工工作經驗之報酬，故雇主、勞動者、工會等，多

數皆支持該企業措施之維持。 

（4）職業資格 

在少數案例中，年齡係可認為是真正職業資格。例如：演藝人員或服裝模特兒。 

（5）積極行動方案（positive action） 

對於在職場中處於不利地位之團體，促進其升遷或使其接受專門之訓練者，可

為正當化事由。但，在面試或任用考試時，進行差別待遇者則不在此限。 

 

（四）與其他歧視形式之一致性處理方案 

於英國，以往雖有針對性別、身心障礙或種族之歧視禁止立法，在歐盟指令批

准後，即預定將這些既有之法律重新整理為一部法典，並導入年齡、性取向與宗教

之歧視禁止規定之提案。在採用之作業中，盡量使該法規可運用於各種差別形式，

具體而言，有關適用範圍、傷害行為、積極行動方案、間接歧視、騷擾、真正職業

資格、僱用、訓練後之歧視等，於年齡或其他歧視類型皆可為一致性之運用。而針

對救濟途徑，因既有之歧視禁止立法皆規定3個月內須向就業審判所提出訴訟，於新

的歧視禁止立法亦將採相同之措施。 

又，均等法制之實施機關方面，亦有將統合目前之種族平等委員會、平等機會

委員會及身心障礙者委員會，再加入新的歧視禁止對象為其掌管範圍，並設置單一

之執行機關的提案。有關執行機關，係於2002年10月起至2003年2月止進行另外之政

策諮詢，其結果亦支持建立一單一執行機關。有關該單一執行機關之詳細狀況，在

2004年5月出版之『全民之公正：新均等、人權委員會』白皮書中，提出政府之構想，

並於8月底前尋求國民之意見。具體而言，1970年均等工資法、1975年性別歧視法、

1976年種族關係法、1995年身心障礙者歧視法、2003年職場均等法、今後實施之年

齡歧視規定皆為其執行對象，且除了促進上述之平等外，人權之促進亦為該新設機

關之責任。 

 

（五）既有法律之修正 

1、不當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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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年就業權利法中，一定年齡以上者無法尋求針對不當解雇之救濟，但該

規定顯然與EU指令有所抵觸，故刪除年齡之限制規定。但，未滿70歲而正當化之一

般退休年齡或超過70歲之退休，雇主可主張係為正當之解雇。又，現行制度中，認

定為不當解雇時之基本賠償額度計算係以年齡為基準，越高齡者之裁定額度顯然較

高，但64～65歲之間遭解雇者之裁定額卻漸漸減少，甚至為0，因此亦將該規定修正

為與年齡無關之計算方法，具體而言，亦有提案認為工作一年則給予一週之工資的

計算方式。再者，現行制度中之基本賠償額度係以持續工作20年為上限，如將該上

限取消，則年輕者之解雇風險將提高（因高齡者之裁定額較高），故仍維持現行制

度。 

 

2、資遣費 

與不當解雇相同，權利行使之上限年齡以及金額計算中之年齡基準亦將修正。

而費用之上限亦與不當解雇相同，維持現行制度。 

 

3、其他法律之修正 

於最低工資制度中，1998年全國最低工資法（National Minimum Wage Act, 1998）

對於一部份之年輕者並無給予全國最低工資之權利，而係適用較低之工資率，但由

年輕者之職業統合觀點，工資額度之不同亦為EU指令上所允許，今後亦仍繼續維持。 

又，1998年工作時間規則（Working Time Regulation, 1998）對於年輕者設置特別之

工作時間，因對應歐洲共同體對於年輕者之健康與安全之要求，故仍繼續維持。 

 

（六）年齡歧視禁止成本、利益之計算 

在前述貿易產業部之評估文件中，對於伴隨著新制導入之成本以及利益進行詳

細之計算。依該報告，在年齡歧視之禁止下，高齡者之勞動參與率將提高，經濟狀

況之反應仍不明朗，但保守估計，因數萬名之勞動者將持續於勞動市場提供勞務，

對於稅金、社會保險金等收入或長期經濟活力之提升顯然有相當之利益。依該試算

表，年齡歧視禁止之利益將在立法後20內達到高頂點，而該法所周知之成本係為一

時性且集中於立法後最初數年。立法後20年內之淨利如以目前之幣值換算則有1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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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如於最初10年則有6億英鎊之利益。但由年齡歧視禁止所帶來的就業率上生、

個人之工作或訓練、升遷等媒合率之提高等之利益則難以量化。又，前述政策諮詢

之結果，如立法結果禁止設置強制退休年齡，則企業對於勞動者之業績評價等監督

費用將提高，但針對該點之數量化亦為困難。 

 

第二節 德國 

 

一 概說 

 

於EU指令正式通過之時點，對於免於遭受數個歧視行為之保障已由德國相關法

律所涵蓋。但主要係由德國基本法之一般條款以及一般市民法典（Civil Law Code；

BGB）所處理。然而，亦有數個特殊法律處理進入公部門就業或工作場所歧視以及

禁止種族與宗教歧視之問題。 

德國基本法係規定法律之前人人平等，且規定許多歧視類型係為違法，包括種

族、國籍、種族出身、身心殘障、宗教或信仰等。第3.3條規定：個人不應以性別、

出身、種族、語言、祖國與出身、信仰或政治意見而受優遇或不利，且個人不應因

身心殘障之理由而遭受不利益待遇。第3.1條則規定平等原則：法律之前，人人平等。

該憲法原則係在法律不可能在相同之狀況作不同之適用的觀念上，保證法律之前的

平等。其禁止國家之專斷行為，故個人皆不應受到國家機關之行為所產生之偏見的

影響，但如有重要之理由可適當且充分地正當化該待遇則不在此限。而認為其基本

權利遭受國家機關之侵害的公民，可向聯邦憲法法院提起訴訟。公部門機關於法律

上必須遵守聯邦憲法法院所作成之判決。 

 

二 勞動法中與年齡有關之法規 

目前德國現行各法係以年齡歧視禁止以外之方法來促進高齡者之就業促進與維

持8。而於『年金改革法』中，係可設定65歲以上之強制退休制度。其他有相關之立

                                                 
8 岩田克彦・牧野利香，前揭，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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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所示： 

1、不當解雇禁止法（KSCHG）：針對50歲以上、55歲以上進行解雇時，必需支付

相當之退休金，故解雇高齡者顯較解雇年輕勞動者困難。 

2、社會法典（SGB）：提供僱用55歲以上之勞動者的津貼與職業訓練措施。 

3、企業組織法（BETRVG）：有關高齡者之規定如下。 

（1） 雇主以及勞資協議會必須致力於使一定年齡以上之勞動者免遭不當解雇。 

（2） 勞資協議會必須致力於促進企業內之高齡者僱用。 

（3） 雇主以及勞資協議會於實施職業訓練時，必須考量高齡者之利益。 

（4） 聯邦職員代表法（BPERSVG）：勞資協議會具有致力於保障身心障礙者、

高齡者之職業統合與發展之義務。 

（5） 又，許多產業別團體協約中，設有55歲以上，或一定之工作年數（5年或10

年）後，不可對其解雇之規定。 

因此，雖然德國並無一規範歧視行為之特別且全面的法律，但基本法之平等原

則於一般司法中亦具相當之重要性，雖然該原則係與基本法第2.1條所保障之個人與

契約自由處於競爭關係。於勞動法中，平等原則因禁止雇主排除特定個人或團體之

勞動者，且禁止雇主對特定勞動者進行不利益待遇，故扮演即為重要之角色。有關

公部門，基本法要求僱用與升遷之決定必須只能以績效、資格與才能為決定之標準。

因此，聯邦公務人員法（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s Code）禁止以各種理由之差別待遇

行為。 

再者，企業組織法（BetrVG）規範在具有員工參議會之私部門企業中之勞動者。

於這些企業提供勞務之個人皆不應遭受歧視。如員工認為其遭受歧視行為而向雇主

提出申訴後，雇主即有調查之義務。如雇主認為該申訴係為正當，其必須採取適當

行動以補救之。然而，依照基本法原則，企業組織法不適用於與政治、慈善、教育、

研究或藝術、新聞或言論表達有關之企業或組織。又，該法不適用於宗教社團或屬

於該社團之慈善與教育機構。最後，該法亦不適用於招募時之歧視行為，其僅只適

用於針對現有員工之差別待遇。 

且在不當解雇禁止法（KSChG）下，具有較長之工作期間的高齡勞動者較年輕

勞動者可獲得更多的保障。而在社會法典（SGB）中之許多措施被認為是優惠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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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正面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例如，SGB對於僱用55歲以上之失業勞

動者的企業予以獎勵津貼，或提供更進一步的訓練措施等。根據企業組織法，員工

參議會具有促進該企業內高齡勞動者之就業的義務。雇主必須提供廣泛之資訊給員

工參議會，使其可有效地履行該義務。 

又，有關勞動市場政策方面，德國之高齡者係為以下積極或被動之就業政策的

對象。 

1、55歲以上者，係為就業促進計畫之優先對象。 

2、失業給付之金額隨著給付對象之年齡而提高。如具5年之投保期間，一名57歲之

失業者較另一名44歲的失業者，可多領20個月的失業給付。 

3、1996年部分退休法中，55歲以上之勞動者由1年至5年的部分退休時期，可減少工

作時間至原本之50％。雇主必須支付其原本工資的70％以及年金保險費用的90％。 

4、Hartz委員會報告所提出在2003年1月的勞動市場改革中，係有以下之政策。 

（1） 失業者或有失業之虞的50歲以上的高齡者於低工資職務就業時，必須對其填

補一定之工資：失業前工資與失業後工資差額的50％；年金保險費之填補 

（2） 僱用55歲以上之失業者的雇主可免除雇主負擔之失業保險費用（3.25％） 

（3） 定期契約勞動者之僱用年齡下限由58歲降低至52歲，至2006年底進行階段性

之擴張。 

而德國現現行有關年齡歧視禁止或導正之政策係有以下數端： 

 

1、德國勞動生活中之年齡歧視相當根深蒂固，其理由如下所示： 

（1） 以年齡為理由之選擇性人事政策。 

（2） 過勞、錯誤的職務分配與不適當的工作輪調，進而使勞動者之業務遂行能力

於年輕時即開始減損。 

（3） 年齡別之工作分配。 

（4） 企業內部之提升員工技能訓練、教育機會或企業升遷制度中，對於高齡者之

歧視。 

（5） 對於經由經驗而學習知識以及員工間知識世代傳承的必要性之輕視 

（6） 人事評價之項目通常為短期間內進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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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歲以上，也可以做』活動 

為了改變排除高齡者之人事管理策略，在2000年德國聯邦雇用部開始一項長期

政策宣傳活動『50歲以上，也可以做』。為了促進具有技能之50歲以上高齡失業者

的再就業，實施： 

（1） 以高齡求職者為對象，設置求才資訊網站； 

（2） 經由個人面談之方式，實施職業性向分析； 

（3） 以促進高齡者在就業為目的之職業介紹、工資補貼、職業訓練； 

（4） 雇用廳與雇主間以高齡者就業問題為主題之協議； 

（5） 高齡者與雇主媒合場所之設置（就業博覽會job fair）； 

（6） 將企業雇用高齡者之優點等發表於媒體、或作成宣傳小冊（pamphlet）而廣

為發佈等。該宣傳活動係多參考英國之政策：1993年開始的『持續就業』

（getting on campaign）、1997年工黨政權以降之年齡多樣性活動（2001年改

名為age positive campaign）。 

 

3、調查優良實踐範例之調查研究計畫 

德國聯邦教育研究省（BMBF）於1996年至2000年針對『德國人口變動與就業

之未來』有關之五項學術研究計畫網絡（project network）進行資資援助。19991年

起，亦開始一項以啟發國民意識為重心之計畫。2002年起，聯邦教育研究省又開始

另一項稱為『人口主導』（Demography-initiative）之計畫。該計畫係有三個職業團

體（工程、電機、手工業）參加，而以開發優良實踐範例為目的，對127個企業進行

資金補助。該計畫之主題係為，創造年齡均衡性之職場或符合高齡化社會之工作、

人事政策，而經由該計畫所獲得之事例進行分析，進而提供可在其他企業實施之形

式。 

 

4、職場中年齡多樣性（age diversity workplaces）之強調 

於德國係以多國籍企業為中心，推展職場年齡多樣性之概念。由政府所推動之

『50歲以上，也可以做』的活動，以及開發優良實踐事例之調查研究計畫亦對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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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之推展有所影響。例如，學者Annegret Kochling主張，企業必須同時考量中高年

與年輕勞動者之狀況，對於年輕勞動者於企業內之持續就業的獎勵，以及員工至退

休前之就業能力的維持相當重要。且在制訂企業內之人事政策時，並無一單純的解

決對策，且因謀求員工間之年齡均衡相當重要，其提出四項策略以供參考：1、注意

年齡、世代間的差異；2、撤除以年齡為理由之所有的排除性措施；3、創造地位平

等與相互尊重的職場文化；4、調和高齡者與年輕者之優點及缺點。 

 

三 針對歐盟一般均等指令之回應9

在對EU指令之對應方面，年齡關係顯然是德國首先必須考量之問題。因許多研

究將認為德國係為極難進行解雇之國家，故德國在許多法律、團體協約中皆有基於

年齡之差異之解雇、報酬、福利規定，這些規定究竟應做何種程度之改變，於勞資

政三方之意見協調顯然仍須依段時間。因此德國政府即針對年齡問題，向EU執行委

員會申請指令之適用延長。 

 

（一）政府之回應 

在德國現行法律上，產生歧視之各種理由甚少成為一詳盡規定之主題。為了對

應這些疏漏，一特殊反歧視法係在2001年提出，其包含所有在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3

條下歧視類型。而在2001年10月由聯邦司法部提出針對私部門歧視問題之法案。該

立法提案係採納EU指令中之綜合途徑，且同時實施2000/43/EC有關種族與族群出身

之平等待遇之指令。然而，與指令不同的是，勞動法之領域一開始即被排除於該草

案之適用範疇之外。顯然後續之立法發展係將採分別之規範。於目前草案中之立法

目的中，立法者顯示了一藉由將該當歧視行為之法規上的統一，視為一種對於人民

之教育方式，而將『無歧視』之概念深植於公眾心中之意圖。 

原本之目標係在2002年夏天頒佈該法案，但該草案於春天結束時即被撤回。因

此，該意圖凌駕於EU指令所規範內容之上的反歧視法案無法通過國會之審查，而採

納種族平等指令之2003年7月最後期限亦已錯過。然而，根據歐盟部長理事會之發言

者：『該草案並無法預見一全面性的反歧視法律，且無法將指令內容完全轉換至法

                                                 
9 Gerhard Bosch, “Thematic feature on older workers－Germany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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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內容，因其幾乎僅只與聯邦內政部所管轄之事務有關。且其並無包含任何勞動法

領域之規定，或任何公法領域之規定，且亦無任何針對進行歧視行為之政府機構的

相關規範』。到目前為止，並無新的草案被提出。然而，該立法計畫將在2003年秋

天繼續進行，以趕上RU指令所規定之立法期限。 

聯邦政府係在2001年7月實施一項新的企業組織法規定，包含打擊就業與職業中

的歧視行為之規範。尤其，該法案本質上擴大了員工參議會的責任。例如，修正之

企業組織法包含許多有關於法律上支持打擊種族歧視之規定。再者，該新法規定『平

等配額』（equality quota），規定工作場所中少數民族之女性於員工參議會中必須有

一定人數之代表。 

2006年12月係為EU一般平等待遇指令有關年齡歧視立法之最後期限，然而，即

使德國選擇指令中針對年齡與身心殘障立法之延期選項，最大的問題仍在於消滅以

年齡為理由之差別待遇。許多法規與團體協約中之架構皆以年齡為差別待遇之理由

（工資、額外福利等）。因此，這些制度在EU指令通過後，是否產生變化，或其變

化幅度究竟多大，仍不明朗。 

 

（二）勞資雙方之回應 

雇主組織對EU平等待遇一般架構指令表示出不滿的態度。其認為勞動市場問題

之處理，諸如年齡歧視，應該屬於內國層級之權限。尤其，德國雇主協會聯合會（BDA）

認為，專斷之歧視行為將帶來傷害雖無庸置疑，但在德國，這並不是相當嚴重的問

題。BDA會長，Dieter Hundt認為：『目前規劃中之德國反歧視法案係為一種不切實

際的（unrealistic）、傳教且意識型態的官僚主義者（missionary and ideological 

bureaucrats）...且乍看之下似無害者，係為更多的繁文縟節與對德國經濟秩序的潛在

危險性』。再者，其特別強調，反歧視法草案如通過成為法律，將宣告締結契約與

某些領域中私法自治之無效，且將不僅對其他基本權利有害，亦將危及德國經濟。 

德國工會聯合會（DGB）係將反歧視法視為達成無歧視社會之手段。因此，DGB認

為該法應包括以下之規定：對歧視行為之一般禁止規定、舉證責任反轉以減輕遭受

歧視者之舉證負擔、對於結社賦予特殊權力以打擊歧視行為以及對歧視受害者之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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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制度架構與支援網絡10。 

在EU指令下，雇主必須更致力於確保其可創造出符合平等原則之工作環境。這

不僅關係到勞動者間之互動，更與工資以及求職者之選任有關。然而，特定之反歧

視手段於德國之團體協約中並非一相當重要的討論議題。有關工資與其他勞動條件

之部門別團體協約所包含之內容一般而言係為一體適用，但有關宗教、性取向與性

別者則獨立規定。另一項例外則為年齡：一些部門別團體協約，例如：公務人員、

金屬製造與電子產業以及化學工業，係將年資制度適用於解雇保護與工資

（payment）。 

事實上，歐盟該指令及附隨之內國立法義務無疑地具有象徵性之意義。德國輿

論爭議之焦點主要在於種族指令以及一般架構指令之上。在2003年6月及7月，歐盟

反歧視之措施與計畫獲得相當之關注，且吸引許多媒體之注意，部分原因係為德國

錯過了種族指令規定之立法期限，而部分則因為歐盟執委會內部有關討論未來針對

進一步打擊性別歧視之報告；且來自教會之反抗，因其可能在目前計畫中之反歧視

法律中失去作為除外適用之地位，可能使德國於落實EU指令之路途更為艱新。 

又，德國總理施洛德說明，有關未來之反歧視法律，他希望避免因立法而創造出一

成為經濟阻礙之『官僚怪物』（bureaucratic monster）。 

故，德國因較晚開始針對年齡歧視進行政策對應主要係因其重視社會連帶甚於

個人自由、與歐盟其他國家相較具有較強力的就業保障之經濟社會。故在這種社會

脈絡下的德國，其如何因應歐盟一般均等待遇架構指令顯將成為注目之焦點，而現

在德國係針對家庭、高齡者、女性、年輕者組織一計畫團隊，並對各種歧視行為是

否建立單一法制規範之方向進行檢討。 

 

第三節 小結 

 

由前述可知，於歐盟針對歧視之一般均等待遇架構指令批准前，英國與德國政

府因應年齡歧視之政策展現了兩種不同的面貌。與美國同為英美法系的英國，並不

                                                 
10 Lothar Funk, “Thematic feature－implementation of the EU Framework equal treatment Directiv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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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立法限制年齡歧視之方式，而是以各種宣傳活動、補貼政策來改變企業的人力僱

用政策；其政策之主要實施對象顯然只針對企業，由前述之實施成效報告可知，效

果並非相當良好，除了該類活動以及職場多樣性實施規則並非強制規定之原因外，

僅僅針對雇主以及企業實施，而無法使整體社會廣泛瞭解其政策之目的顯然亦為另

一項無法彰顯該立意良善之政策目標的原因，但其不啻為因應年齡歧視之另一種政

策思考，值得我國參考，且如可將該類宣傳活動之層級向上提升，使全體社會之行

動者皆可瞭解或收到該類訊息，應可提高該政策之實施成效。再者，為大陸法系國

家代表之德國具有相當嚴格的勞動法制，且其國內之工會勢力亦相當龐大，勞資雙

方進行團體協商亦為常態，故較少有關年齡歧視之特別立法。但在近年來勞動者處

境更為艱困之情況下，工會是否還能如以往握有強而有力的談判籌碼與雇主組織進

行對話，值得深思。 

雖然英德兩國採取不同的途徑以對應日趨嚴重的職場年齡歧視行為，但在歐盟

一般均等待遇架構指令通過後，顯然目前歐盟各國因應社會中各種歧視之主流聲音

係為立法強行限制，英國亦已從善如流，提出年齡歧視之相關立法草案，而德國則

是申請延展立法期限至2006年底，因此，未來德國究竟將如何立法以回應歐盟指令，

而歐洲各國針對就業歧視之立法趨勢更值得吾人持續觀察，政府亦應深入瞭解目前

歐盟打擊歧視之目的以及思考我國未來如何因應少子高齡化社會中可能出現的世代

間思想分歧等各種可能引發社會分化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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