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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憲法所宣示的平等原則，在私人間之交易活動中亦有其間接

適用，在我國已成通說。一般私法關係中，交易當事人因為

相對人的國籍、種族、年齡、性別而拒絕締約或予以差別待

遇者，並非罕見；在商業保險契約關係中，保險人也常以某

些特定年齡或性別身心障礙者之被保險人係屬高風險族群為

由，實施不同之加重保險費率或承保條件，嚴重者甚至拒絕

承保。對於此等情況，契約當事人常主張契約自由，或成

本、風險之差異，作為其差別處理的理由。但契約自由能否

使得所有的差別待遇正當化，牽涉到其與平等原則及人格權

保障之間的衝突問題。為了轉化數個以禁止歧視為目的的歐

盟指令，德國在 2006 年底制訂「一般平等待遇法」，明文禁

止某些類型之私法關係以及保險關係中的不利差別待遇，賦

予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侵害及損害賠償之權利，並設有若干例

外事由。此等新法之背景、內容與實施成效，甚有研究價

值，並可作為我國將來處理類似問題之借鏡。 

中文關鍵詞： 平等待遇原則、反歧視、契約自由、人格權、保險、性別、

障礙、對價平衡原則 

英 文 摘 要 ：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declared by Constitution 

Law，which also apply indirectly in private trading 

activities，had become the recognized law theory in 

our country．In the general private law 

relationship，it was not unusual that the 

counterparty would be refused contracting or treated 

discriminately because of nationality、race、age and 

gender，and in the insurance commercial contract，the 

insurer would implement different  premium rates or 

underwriting conditions，even refuse underwriting， 

because some insured which were at certain age or 

disability belonging to high risk group．About this 

kind of situation，the counterparty often advocated 

freedom of contract, or cost, risk differences as the 

reason for the reason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However，if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would legalize 

differential treat，it involves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In order to apply some 

discrimination prohibiting EU directives，German had 

enacted ’General Equal Treatment Act’in 2006，

prohibiting som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exsiting in 

private law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relationship，given the injured party the right to 

request removing the infringement and to reques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and also having some 

exceptions‧Therefore，this new bill would be a 

valuable sample for our country when face similar 

questions‧ 

英文關鍵詞：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Anti-

discrimination、freedom of contract、insurance、

gender、obstacle、balance of consideration、

personali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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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憲法所宣示的平等原則，在私人間之交易活動中亦有其間接適用，在我國已

成通說。一般私法關係中，交易當事人因為相對人的國籍、種族、年齡、性別而

拒絕締約或予以差別待遇者，並非罕見；在商業保險契約關係中，保險人也常以

某些特定年齡或性別身心障礙者之被保險人係屬高風險族群為由，實施不同之加

重保險費率或承保條件，嚴重者甚至拒絕承保。對於此等情況，契約當事人常主

張契約自由，或成本、風險之差異，作為其差別處理的理由。但契約自由能否使

得所有的差別待遇正當化，牽涉到其與平等原則及人格權保障之間的衝突問題。

為了轉化數個以禁止歧視為目的的歐盟指令，德國在 2006 年底制訂「一般平等

待遇法」，明文禁止某些類型之私法關係以及保險關係中的不利差別待遇，賦予

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侵害及損害賠償之權利，並設有若干例外事由。此等新法之背

景、內容與實施成效，甚有研究價值，並可作為我國將來處理類似問題之借鏡。 

關鍵詞 

平等待遇原則、反歧視、契約自由、人格權、保險、性別、障礙、對價平衡

原則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declared by Constitution Law，which also apply 

indirectly in private trading activities，had become the recognized law theory in our 

country．In the general private law relationship，it was not unusual that the 

counterparty would be refused contracting or treated discriminately because of 

nationality、race、age and gender，and in the insurance commercial contract，the 

insurer would implement different  premium rates or underwriting conditions，even 

refuse underwriting， because some insured which were at certain age or disability 

belonging to high risk group〃About this kind of situation，the counterparty often 

advocated freedom of contract, or cost, risk differences as the reason for the reason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However，if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would legalize differential 

treat，it involves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In order to apply some discrimination prohibiting EU 

directives，German had enacted “General Equal Treatment Act”in 2006，prohibiting 

som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exsiting in private law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relationship，given the injured party the right to request removing the infringement 

and to reques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and also having some 

exceptions‧Therefore，this new bill would be a valuable sample for our country 

when face simila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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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Anti-discrimination、freedo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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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前言與研究目的 

 

    契約自由原則原本尌容許當事人對於相對人以及契約內容進行選擇以及差

別待遇，但是私法關係中的歧視，是否可以因為契約自由原則而容許其存在，或

者是應該基於人性尊嚴、平等原則或其他原因而予以禁止或限制？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權，乃透過民法第 72條之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間接適用於私人

間的交易活動。然而，在商業保險的對價平衡原則之下，保險公司對於危險較高

者收取較高的保險費，甚或對於危險極高者加以拒保，似無可厚非。而且，若對

於不同危險者均以相同條件承保，無異以低危險之要保人所繳交之保險費補貼高

危險之要保人，實與自由投保之商業保險的性質及對價平衡原則有違。但事實上

保險人對於不同之被保險人所為之差別待遇，是否確實均有其精算統計上的基礎，

則甚有疑問。若被保險人在欠缺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受到保險人的不當差別待遇，

其在私法上所能主張之救濟管道，亦不甚明確。而德國於 2006 年制訂一般平等

待遇法（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對於反歧視原則在私法關係

中的實踐，影響甚大，並且直接影響保險實務上的費率與承保條件，促進平等原

則在私法關係（含保險關係）上的落實。因此，本文先論述該法之立法目的與其

對一般私法關係及保險關係之主要規範內容，並探究此一立法之法理爭議及可供

我國參酌之處，最後提出對此等問題在我國法上的初步建議。 

 

貳、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取文獻探討的方式，首先整理探討德國一般平等法的立法背景、規

定的形式與內容，而後探討新法的實施，影響德國保險市場商品產生何種的變化。

最後回歸我國法制進行研擬分析，討論德國法對於我國法制之啟發，從合憲性基

礎、私法自治與其他憲法權利之調和，探討我國增設私法關係中平等待遇規範之

必要性。因此，主要是以研究德國法以及所生之市場變化當作研究基礎，期能強

化本研究之研究成果。 

 

參、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透過德國立法以及學說之討論成果，作為我國將來發展上的借鏡。尌

此，本文提出以下幾個我國私法體制可以檢討、發展的方向，作為賡續研究的基

礎。 

一、增設私法關係中平等待遇規範之必要性 

 

（一）合憲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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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之規定，雖然未如德國基本法明定對於行政、立

法及司法均有直接之拘束力，但民法學說上亦與德國學界及實務相同，採取所謂

的間接適用說，亦即基本法的規定，並不直接適用於私人間的交易，而係透過誠

信原則及公序良俗等概括條款，間接適用於私法關係。間接適用說有保留各種具

體民事關係所需要之利益衡量的目的，有其正當性，宜予維持。 

 

（二）私法自治與其他憲法權利之調和 

 

    本文以為，從台灣現行法制上現有之民事反歧視立法即可知，私法關係不能

以契約自由為藉口，自外於憲法確立的平等原則。不過，契約自由也確實是憲法

第 22條所保障的自由權利之一，而且是現行私法制度的基石，與個人人格的發

展與保障息息相關。因此，契約自由與平等保護二者之間應取得適當的協調。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576號解釋表示：「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

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礎，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

保障外，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惟國家基於維護公益

之必要，尚非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依此，在何種情況下，平等原則

應優先於契約自由？反之，何種情況下則應優先尊重契約自由？此等判斷牽涉到

人性尊嚴以及人格權的保護、不同契約類型的特性、該交易所提供之商品、服務

或勞務對於雙方當事人的重要性等諸多因素，尚難一概而論。可以確認的是，前

述有限的特別法以及現有的誠信原則、公序良俗等抽象概念及規定，尚不足以協

助我們對於此等問題提供適當且明確的處理方法。在憲法第 23 條的法律保留原

則以及比例原則之下，透過立法來決定契約自由應受限制的範圍，才是達成私法

上平等的適當方法。 

 

二、平等待遇原則適用範圍的界定 

 

    商業保險關係，雖然有對價平衡及個別危險評估此等其他契約類型所無之特

性，致使保險人對於不同被保險人的差別待遇成為保險實務上的常態。但現代社

會中，每個國民均面對各種不同的生活風險，在此種風險社會下，透過保險來分

散個人危險，已經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某些險種，例如承擔醫療、老年照護

及死亡風險的保險保障，甚至可認為已經形同一種特別的生活必需品。在國家現

實上無法廣泛建制社會保險或社會福利來滿足每一個國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生

活風險的情況下，保障人民透過投保商業保險以自行分散風險，可以說是國家在

現代社會中一項新任務。這也是台灣在相關領域中已開辦多種社會保險及政策性

保險（例如全民健康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微型保險及研擬中的長期照護保

險等）的主要原因。而我國的社會保險及政策性保險原本尌僅能在特定領域提供

國民基本的風險保障，基於財務因素、尊重市場經濟的競爭功能及避免過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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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投保自由等諸多因素的限制，社會保險與政策性保險的種類與範圍原本尌不

可能無限制地擴張。因此，商業保險無疑地承擔了許多人民基本生活風險保障的

功能，而有其一定的社會功能 。缺乏、不足或過於昂貴的健康保險、死亡保險

或責任保險，將使國民及其家屬暴露在疾病與死亡的風險威脅或立即的經濟危機

之下。若此等保險保障的缺乏、不足或過於昂貴之現象，又係出於保險人無正當

理由的差別待遇時，則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以及其他諸如生存權等權利保障，對於

受歧視者而言不過是空中閣樓而已。正因為商業保險具有彌補社會保險及政策性

保險不足之處的社會功能，從而在歐美諸國的商業保險法制亦有逐漸社會化的趨

勢。前述歐盟指令及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及保險業監督法上基於平等原則而限制

契約自由的相關規定，亦可視為係商業保險社會化的現象之一。綜上考量，本文

對於將商業保險關係納入平等待遇原則的適用範圍，亦持肯定立場。 

 

三、不法歧視表徵的界定與權利救濟方式 

 

    不法歧視表徵的選擇，是一個立法政策上的問題。在社會現實狀態中，不同

的私法上交易類型，各種歧視表徵的影響程度並不相同。如何界定不法歧視表徵

的範圍，也涉及反歧視法制的規範方式，基於憲法價值的貫徹以及考量普世人權

觀念與比較法發展的趨勢，基於種族、性別、身心障礙、年齡等表徵所為的歧視，

應優先納入反歧視法制的考量，適用於大眾交易以及保險關係。至於其他的歧視

表徵，本文以為可視其受憲法保障之強度以及在交易實務上的重要性與影響，個

別評估納入規範的必要性。 

 

    在保險關係方面，考歐盟指令及德國法制的發展經驗，立法上可考慮從性別、

年齡及身心障礙三項重要歧視表徵開始，禁止保險人在保險關係的上為欠缺精算

統計基礎的差別待遇。如此不但得使憲法所保障的平等原則得以進一步地在保險

關係中落實，亦可使得傳統保險法中所強調的最大誠信原則以及對價平衡原則具

有更堅強的理論基礎。 

 

    在私法體系中納入平等待遇原則規範的重要實益之一，為受歧視的被害人得

以在私法上尋求救濟，而非僅生公法上的罰則而已。相較於目前國內現行法令上

的反歧視保護規範而言，此一差異對於被害人具有相當實質的保護作用。也唯有

被害人得以在私法上獲得救濟，平等待遇原則才能真正的落實。民法上對於人格

權侵害之損害賠償的保護模式，或可作為將來平等待遇規範之救濟方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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