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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案之成果區分為兩篇文章呈現，第一篇以歐盟為討論對象。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3章以7條條文專門規定平等權，展現出歐盟不
但從初始國家間經濟整合已然邁入保障歐盟國民基本權利之面向
，且認定平等權保護為其重要的核心領域之一。本文觀察到歐盟權
利憲章之條文不僅包括法律前平等與禁止差別待遇的一般規定，同
時特別臚列男女平等、兒童權利、老人權利與身心障礙者融入四種
保護類型，尤其在第23條第2項肯定採取積極平權措施。因此，透過
觀察歐盟成文法（條約與指令）與歐盟法院判決承認並運用積極平
權措施之過程，分析歐盟法規範如何形塑平等權保護之概念。本文
發現，歐盟平等權保護的基本歷程從禁止差別待遇到不得恣意為無
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接著轉變到應為具備正當理由之合理差別待
遇，並進一步肯定得採取積極平權措施，以達到保護弱勢、落實公
平正義之共同目標。
第二篇則以我國與法國進行比較，以如何接受、繼受與轉化優惠性
差別待遇概念為出發點，先以我國憲法本文與憲法增修條文之相關
規定為探討中心，並進一步設定以性別作為探究的分類標準，試圖
理解以性別為分類標準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在我國社會現況與司法解
釋態度下，究竟承載如何的價值意義，以及是否仍有繼續存在的必
要。另外，為了比對不同國家對於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接受與適用情
況，本文以法國作為比較對象，探究法國如何從普通平等轉化到接
受優惠性差別待遇之過程，以及接受後如何在性別領域予以落實相
關政策。從我國與法國制度的遞嬗比較可發現，儘管優惠性差別待
遇都是以矯正過去之不平等為目的，但對於每個國家來說，過去不
平等之類別與樣態並不相同，因此具體採取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措施
自亦相異；且縱然相同以性別為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目標對象，各國
採取各種措施實行的方式與久暫亦有個別差異。足證優惠性差別待
遇雖然有其制度上之一致性，但在各國之實踐，仍與各國原本固有
之平等權概念與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息息相關。

中文關鍵詞： 平等權、積極平權措施、禁止差別待遇、性別平等、機會平等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cherche has two articles, one focus on EU, the other
one talk about Taiwan and French system.In the Chapter 3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are seven articles regulate the Equality Right. These
regulations show that the EU has shifted its role from
initia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o
protecting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 citizens, and
also recognize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Equality Right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the seven articles include not
onl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non-discrimination, but also the four types of protection,
includ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and integr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the positive
action has been adopted in article 23, paragraph 2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how to accept and transformer the
concept of discriminiation positive. We start with the
relatives’ articles of the Consitiution and also the
artilces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aiwan.
Then, we focus on the scope of the sexe (gender).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pement of the discriminiation
positive based on sexe and if this action should be
continued or not, especially by the interper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Besides, in order to comparer the
different country’s systeme, the French’s is chosen
beacause the notion of equal in Frnace is not famillier for
us and containe somes characteristics. After all
recherches, we point out that the differents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cies of the
discriminiation positive.

英文關鍵詞：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Affirmative action, sexe, equal,
different trai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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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受惠於本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已完成兩篇文章，另一文章亦已通過審查，

但仍進行排版修訂中，故將於日後再行修改一併上傳。故以下之成果報告係先呈

現已經出版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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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平等權保護中之積極平權措施	

	

(本文章已經刊載於洪德欽、陳淳文主編，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頁 255-305，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5 月)	

	

吳秦雯	

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3 章以 7 條條文專門規定平等權，展現出歐盟不但從初始國

家間經濟整合已然邁入保障歐盟國民基本權利之面向，且認定平等權保護為其重要的核

心領域之一。本文觀察到歐盟權利憲章之條文不僅包括法律前平等與禁止差別待遇的一

般規定，同時特別臚列男女平等、兒童權利、老人權利與身心障礙者融入四種保護類型，

尤其在第 23 條第 2 項肯定採取積極平權措施。因此，透過觀察歐盟成文法（條約與指

令）與歐盟法院判決承認並運用積極平權措施之過程，分析歐盟法規範如何形塑平等權

保護之概念。本文發現，歐盟平等權保護的基本歷程從禁止差別待遇到不得恣意為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接著轉變到應為具備正當理由之合理差別待遇，並進一步肯定得採

取積極平權措施，以達到保護弱勢、落實公平正義之共同目標。	

關鍵詞：平等權、積極平權措施、禁止差別待遇、男女平等、機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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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Ac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Equality	Right	 	

In	the	EU	

	

Chin-Wen	Wu	

Assistant-Professo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hapter	3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are	

seven	articles	regulate	the	Equality	Right.	These	regulations	show	that	the	EU	has	shifted	

its	role	from	initia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o	protecting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	citizens,	and	also	recognize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Equality	Right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the	seven	articles	include	not	onl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non-discrimination,	 but	 also	 the	 four	 types	 of	 protection,	

includ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and	 integr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the	 positive	 action	 has	 been	

adopted	in	article	23,	paragraph	2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through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the	recognition	and	use	of	the	positive	

ac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rights	in	the	EU.	 	

	

Keywords:	Equality	Right,	positive	action,	non-discrimination,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equal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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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歐洲整合之初，始於避免戰爭之 1951 年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透過超國家組織之架構，整合共同體會員國之煤鋼產銷政策；1955

年 3 月麥星那會議（Messina	Conferrence），煤鋼共同體會員國外長認為要建立一強大統

合之歐洲，首需建立經濟領域之合作，並以發展原子能和平用途及建立歐洲共同市場為

目標，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因而於 1957 年成立，並以建立關稅聯盟（Customs	

Union）、歐洲經濟共同體內之貨品、人員、勞務、資本自由流通、建立共同農業政策、

共同競爭政策、調合各國法制等為其目標。然而，直到 1986 年單一歐洲法案（the	Single	

European	Act）的誕生，歐洲整合才真正邁入新的里程碑，揮去數十年來僅停留在政治

宣言與藍圖框架之空泛結構，也逐步排除歐洲境內貨品、勞務、人員、資本四大流通障

礙1。1992 年 2 月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將歐

洲經濟共同體改稱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並提出新的任務與目標。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則進一步地修改歐洲聯盟主要機構的決策機

制與程序，並確定歐盟的「柱型結構」（pillar	structure）2。	

這樣漫長的演變歷程中，歐洲共同體已經由一開始以經濟目標結合之團體，逐漸轉

變為一個更具政治性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 EU，以下中文簡稱歐盟），在

經濟與政治交錯影響之下，同時也開始注意到「較具人味」的社會政策角色3，故會員

國公民之權利與利益，也開始成為歐盟相關法令中，必須規範與面對之課題。這可謂為

2000 年歐盟尼斯會議（Nice	 European	 Council）頒佈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之發展背景，用以回應歐盟長期以來欠缺自

己的一套人權規範，致使公民權利與政治、經濟權利斷裂之憾4。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總共分為 7 章，以人性尊嚴為基礎進行開展，第 3 章專門規定平

等權，共包括 7 條條文，每一條文都有不同的意涵：第 20 條與第 21 條偏向於總則性的

規定5，第 22 條著重在文化、宗教、語言的多樣性6，第 23 條到第 26 條7則特別列出男

                                                
本文感謝洪德欽教授與陳淳文教授先前舉辦之專書研討會，提供本文諸多書寫方向與意見；相同地誠摯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斧正，已盡量依據審查人意見修訂論文主題與相關內容，惟為符合專書撰寫要

求，無法擴張篇幅而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尚祈見諒。 
1相關歷程請參閱：黃偉峰（2001），〈歐盟整合模式與兩岸主權爭議之解析〉，《歐美研究》，31 卷 1
期，頁 131、137、142、150。 
2 藍玉春（2011），〈歐洲聯盟成立後的發展（1990-2000）〉，收錄於：蘇宏達主編《歐洲聯盟歷史發

展與理論辯論》，頁 161。 
3焦興鎧（2001），〈歐洲聯盟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研究〉，《歐美研究》，31 卷 4 期，頁 766。 
4儘管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歷經波折後，最終以 2007 年 10 月 19 日通過「里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並於歐盟各會員國簽署後，迄 2009 年 1 月方生效。陳顯武、連雋偉（2008），〈從「歐盟憲法」至「里

斯本條約」的歐盟人權保障初探---以「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為重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 卷 1
期，頁 26-27；孫迺翊（2008），〈歐洲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

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38 卷 4 期，頁 580-581；歐盟網站

http://ec.europa.eu/justice/fundamental-rights/charter/index_en.htm（最後瀏覽日：04/10/2014） 
5第 20 條法律前平等「任何人在法律之前皆平等。」；第 21 條禁止差別待遇「(1) 禁止基於任何理由之

差別待遇，諸如性別、種族、膚色、血緣由來或社會出身、基因特性、語言、宗教或世界觀、政治或其

他觀念立場、少數族群成員、財產、出生、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傾向。(2) 於適用成立歐洲共同體條約

與歐盟條約之範圍內，且不損及此等條約之特別規定之下，任何以國籍為由所為之差別待遇皆被禁止。」。 
6第 22 條文化、宗教、語言多樣性「聯盟必須尊重文化、宗教、語言之多樣性。」。 



 6 

女、兒童、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四種類型。平等的概念與平等權保障向來具有高度的不確

定性與變異性，雖有少數國家在涉及社會經濟權利之領域部分，進行較為詳盡的規定8，

但一般國家的憲法多以抽象概念進行規範。歐盟權利憲章不採取一般常見的抽象規範方

式，而是廣泛針對多項領域進行不同的保護規定。這樣的平等保護規定是否隱含「肯定」、

甚至「鼓勵」採取積極平權措施（positive	action;	action	positive）之意旨？亦即是否可

進一步推斷，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3 章關於平等權之各條規定，蘊含著透過優惠性差別

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positive）以消弭不同的歧視狀況以落實「公

平正義」，並以此目標作為形塑歐盟認同、作為整合基礎的共同價值，避免經濟自由流

通後可能造成弱勢更不公平的社會問題？倘若此命題係肯定，是否表示歐盟法架構下，

認定積極平權措施與一般的平等權保護不同？倘若此命題係否定，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對

於平等權之特殊規定方式代表如何之意義？	

基於以上之問題意識，在歐盟法之整體架構下，本文試圖從積極平權措施發展歷

程之角度，解構平等權此一大範圍議題之冰山一角。然於進入本體討論之前，必須先釐

清兩個前提：首先，本文以下所謂「歐盟法」，係指歐盟成文法9，包含兩方面的法源，

其一為主要/原生歐盟法（Droit	communautaire	primaire	 /originaire），係指構成歐盟的

所有條約；其二則為歐盟各機構，即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	le	Conseil	européen）、

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	le	Parlement	européen）與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européenne)為了落實主要歐盟法而進一步制定的相關法規範，包括：規則

（Règlement）、指令（Directive）、決定（Décision）、意見（Avis）與建議(Récommandations)

                                                                                                                                                  
7第 23 條男女平等「(1) 男性女性之平等，在所有領域必須被確保，包括就業、工作與薪資。(2) 平等原

則並不排除，維持或採取為了特別有利於代表性不足之性別之措施。」；第 24 條兒童的權利「(1) 兒童

有受保護的權利，以及受照料使其身心幸福的權利。兒童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在涉及他們的事務上，兒

童的意見應適度依其年齡及成熟度而納入考量。(2) 所有與兒童相關之措施，不論公權力機關或私人機

構，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3) 每個兒童都有權利與其父母皆保持經常的私人往來，以及直接

接觸；除非這樣的往來或接觸與其利益衝突。」；第 25 條老人的權利「歐盟承認並尊重老人有尊嚴且獨

立之生活，參與社交與文化生活。」；第 26 條身心障礙者之融入「歐盟承認並尊重身心障礙者享有確保

其獨立、社會與職業融入之措施，以及參與社群生活。」。 
8以歐盟成立之初始會員國憲法條文進行觀察，如：法國 1958 年憲法本身並未對平等權進行規範；德國

基本法以 1 條文三項進行規範（第 3 條「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二、男女平等。國家應促進男女平等

之實際貫徹，並致力消除現存之歧視。三、任何人不得因性別、出身、種族、語言、籍貫、血統、信仰、

宗教或政治觀而受歧視或享特權。任何人不得因其身心障礙而受歧視。」）；荷蘭憲法以 1 條文進行規

範（第 1 條「在荷蘭，所有人都應在平等條件下受到平等待遇，不得因宗教、信仰、政治觀點、種族、

性別的不同或其他任何理由而受歧視。」）；比利時也是以 1 條憲法條文規定平等（第 6 條「比利時國

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不過荷蘭與比利時憲法都在任公職與選舉權方面蘊含平等保護之意旨。盧

森堡憲法一開始也與比利時憲法相近，僅以單一憲法條文概括規範「盧森堡國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

但後來在 2006 年與 2007 年修訂憲法第 11 條第 2 項增加對於男女平權之保護，並於同條第 3 項肯定國家

應採取積極推動消除可能存在的男女之間平等障礙，第 5 項則規定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護。而義大利 1947
年憲法規定最為詳細，除了在第 3 條第 1 項為通則性之規定「全體公民，均有同等的社會身份，並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論其性別、種族、語言、宗教、政治信仰、個人與社會地位。」，同條第 2 項課予

國家義務「共和國的任務，在於消除經濟及社會方面之障礙，即實際上限制公民自由與平等、阻礙人格

充分發展與全體勞動者真正參加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組織之障礙。」，在第 31 條規定對於母親、兒童

與青少年之特別保護，第 35-38 條對於勞動權之規定，特別明列女性、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年長者

之保護；另外，與荷蘭、比利時相同，對於公職與選舉權部分亦宣示平等保護之原則。 
9Thierry Rambaud(2007),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et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droit européen, Studyrama, 2e  

édit., p.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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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稱為派生歐盟法（Droit	 communautaire	 dérivé）10。另外，歐盟法源尚包括不成文

法，又稱為補充法律（droit	subsidiaire），由國際法、一般法律原則與判決所構成，此

類不成文法主要由歐盟法院於裁判中具體適用後，逐步產生規範效力，與成文法直接產

生規範效力不同，因此將置於第三部分進行討論，以進一步理解歐盟法院如何在欠缺歐

盟法明確規範之時，適用並發展平等權與積極平權措施之概念，其後又如何在歐盟法承

認後具體涵攝於個案。不過，因為歐盟法院並不會在欠缺歐盟成文法的情況下，即拒絕

針對平等相關事宜進行詮釋，與歐盟機構並未有先立法後適用這樣的一定順序，許多概

念的形塑與深化，事實上顯示的是兩者的互動結果。	

其次，本文以 positive	action，並以積極平權措施之翻譯為主要用語，而不使用我

國大法官解釋中已然使用的優惠性差別待遇11，一方面因為此一英文詞彙為歐盟法之正

式用語，最早出現在 1984 年 12 月 13 日歐盟理事會第 84/635 號關於促進女性積極平權

措 施 建 議 （ 84/635/EEC:	 the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f	 13th	 December	 1984	 on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action	for	women）12；另方面，本文希望能突顯歐盟肯認並使用各

種合比例「措施」（action）13，不只是單純為了消滅不平等，而更進一步期待改正社會

上或經濟上弱勢團體所遭受之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14，或是為了過去或現在承受

社會差別或差別待遇之方式或結果者，以措施建立一個實踐上完整與真實的平等15。另

外，本文以積極平權措施作為分析歐盟平等保護的觀察角度，是因為積極平權措施如同

一個使每個個人、群體獲得平等權保護的推動過程，其與平等權研究相同都必須先尋找

是否具備「可比較性」（comparabilité），再進一步確定可比較性之人事物間是否存在

差別待遇16，接著方能論斷是否違反平等權保護，或是採取積極平權措施以消彌差別待

遇。因此，從歐盟是否與如何採取積極平權措施，可初步理解歐盟對於平等權保護本質

之可比較性所採取的觀點與態度為何。	

基於前述之問題意識與前提，以下將分析歐盟法對於積極平權措施概念之進展歷程

與意義，並以歐盟法院具體適用相關法規之案件為進一步之分析，最後再試圖解析歐盟

基本權利憲章對於不同保護對象分類規定之意義，嘗試釐清歐盟平等權保護之概念、採

取之策略、實踐狀況與未來的可能發展。	

                                                
10不過這些衍生歐盟法的法拘束效力並不相同，建議和意見並不具備法拘束力。王泰銓(1996)，〈歐洲共

同體法之性質〉，《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5 卷 3 期，頁 20 以下。 
11
大法官正式於解釋理由書中使用「優惠性差別待遇」係始於第 649 號解釋，然而，不但目前僅有此號解

釋使用，也不知道大法官此一名詞對應的外文詞彙為何，是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或是 positive action？

如果是前者，則與本文所使用之 positive action 不同。而第 719 號解釋關於政府採購法規定政府採購得標

廠商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案，自羅昌發大法官所出具的不同意見書可知概念上亦該當為優惠性差別待

遇，但大法官在本號解釋理由書使用「積極優惠措施」一詞。由大法官並未統一翻譯名詞與揭露對譯名

詞之現況可至少推測，大法官尚未有統一詞彙之共識，因此本文即依據歐洲的狀況選用 positive action 為

本文主要討論的主體，並從 positive 之積極意涵進行翻譯主軸。 
12 OJ [1984]L331/34. 
13Rémy Hernu(2003), Principe d’égalité et principe de non-discrimination dans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s communauté européennes, LGDJ, p.180-181. 
14在翻譯用語上採用「差別待遇」而非「歧視」，係因為 discrimination 一詞在多數探討平等權之文獻與

歐盟法院判決當中，主要指涉的意義是與一般不同的對待方式，但未必有負面評價之意味，故選擇較中

性的「差別待遇」。 
15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emploi, des affaires sociales et de l’égalité des chances de Commission européenne 
(2009),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es sur les mesures d'action positive---Etude comparative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au Canada, aux Etats-Unis et en Afrique de sud, p.27-28.	
16Delphine Tharaud (2013), Contribution à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PUAM,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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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法對積極平權措施之承認與形塑	

雖然主要歐盟法與派生歐盟法有著先後之時序進展，但為了解歐盟法規範本身對於

積極平權措施概念承認之演進狀況與後續相關措施之變化，本文以主要歐盟法為主軸，

並搭配相應的派生歐盟法進行說明。在透過里斯本條約正式承認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之前，

歐盟係漸進地透過羅馬條約與阿姆斯特丹條約，以禁止差別對待為中心，發展並擴大平

等權保護的範圍與概念，再漸進地承認積極平權措施。亦即，一開始的歐盟條約各條文

並未直接針對平等進行規範，而是透過禁止差別待遇原則要求各會員國。	

（一）最初的羅馬條約與其衍生歐盟法	

奠定歐盟法主要法制架構與基礎的 1957 年羅馬條約，為了達到共同體經濟領域合

作、自由流通之目標，除了針對貨物、資金、服務流動訂定規定禁止差別待遇外，更於

共同體政策編訂定「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篇，隱喻對於會員國積極作為的期待17。	

1.羅馬條約的禁止差別待遇與社會政策規定	

（1）禁止差別待遇規定	

規定於第一編「原則」的第 7 條揭示：「於本條約適用之範圍內，且未損害其所

包含之特殊規定，任何以國籍為考量的差別待遇應予禁止。理事會得基於執委會之建議

並徵詢議會後，透過多數決以制定禁止差別待遇之規定。」。其他條文多規定在第二編

「共同體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Community）：第 33 條第 1 項「條約生效一年後，

每個會員國應對所有其他會員國無差別待遇，將雙邊配額轉換為給其他會員國的全面配

額。」、第 36 條設定得限制或禁止進出口之物品，後段特別指出「此等限制或禁止不

得構成對於會員國間貿易之恣意差別待遇或變項限制之手段」、第 37 條第 1 項要求個

會員國終結商業性的壟斷，在過度期間結束後應達成「會員國國民在任何貨物採購與銷

售上無任何差別待遇」、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目後段「共同體組織應排除任何共同體內

生產者或消費者間之差別待遇。」、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這些協議或契約應朝向漸

進廢除共同體內不同生產商之所有差別待遇規定」、第 48 條第 2 項「自由流動應排除

以國籍為基礎的會員國工作者，有關就業，薪酬及工作和其他就業條件之差別待遇」、

第 67 條第 1 項要求會員國於緩衝期間應漸進地廢除所有彼此之間居民的資金流動限制，

以及「以國籍為基礎的差別對待」、第 79 條第 1 項在執委會同意下對於運輸得適當採

取差別對待。第三編「共同體政策」中在第 92 條第 2 項 a 款關於個別消費者的國家援

助若具有社會救助性質，「不得對產品源為任何的差別待遇」。	

從上述條約條文的簡述可知，羅馬條約特別禁止會員國於貨品交易（不論是進出

口、採購銷售、配額限定）、資金流動、設定就業條件時，以國籍為差別待遇；對於其

他一般情形可能構成以國籍為差別待遇結果之行為，亦在禁止之列。換言之，基於歐盟

整合之初係以降低自由經濟障礙為主要目的，為了達到建立共同市場之目標，必須採取

一視同仁的對待方式。禁止差別待遇的要求並未被認定為該當平等權利之保護，而偏向

是一種標準，雖得由歐洲法院援用以審查歐盟決定、會員國政策或行為是否構成差別待

遇而違反平等原則，但並未具體賦予歐盟各機構訂定積極平權措施之權力。	

（2）社會政策篇中的相關規定	

                                                
17WALTER HALLSTEIN (1972), EUROPE IN THE MAKING,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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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條約前言即已宣示，會員國決心透過共同行動以確保國家的經濟與社會進步，

消除分裂歐洲的壁壘；並肯定努力的基本目標是不斷提高人民生活與工作條件18。不過

在 248 條條文當中，社會政策篇只有 11 條條文，其中 5 條係規範歐洲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因此只有 6 條條文規範會員國之權利義務。	

第 117 條第 1 項前段宣示：「會員國同意有必要促進改善勞動者之工作條件與提高

生活標準」並認為如此發展不但將隨著共同市場的運作而來，也將由條約、法令或行政

作為之實施而確保。在第 118 條並未賦予歐盟機構積極立法或行為的權力，只劃定一定

範圍由執委會與會員國共同研究並提出建議。第 119 條為男女同工同酬之規定19。第 120

條關於帶薪休假，第 121 條規定理事會得指定執委會對於遷移的勞動者採取共同措施，

第 122 條則是製作報告的義務。但以上條文規定的方式採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論，認

為只要共同經濟市場的政策與法令實施，歐盟社會也會隨之改善20，因此並未明確賦予

歐盟機構積極立法或行為的權力21，社會政策的權力仍保留予會員國，學者多半認為條

約中的社會政策僅具附屬地位22。儘管規定最為詳盡的第 119 條，學者也批評其最多也

只是課與會員國作為義務，並不因此賦予個別勞動者請求國家積極作為之權利23。	

羅馬條約對於社會政策的關注與規定方式雖然受到相當批評，但這些規定顯示初

始會員國已經發現並承認，歐洲社會當中存在必須進一步改善的不平等現象24。像是第

119 條之所以必須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表示當時歐盟會員國各國之工作環境仍然存在著

以性別為標準而進行差別薪資對待之嚴重現象，當各會員國受羅馬條約之禁止差別對待

原則之拘束開放產品、服務、人員自由流通後，遵守男女同工同酬之國家，將可能受到

男女工資差別對待國家利用工資差異而產生之扭曲競爭25，因此必須要求所有會員國共

同改善以男女為標準所為之薪資差別待遇。衍生歐盟法將經濟整合目的而生之禁止差別

對待原則與男女同工同酬要求結合，繼續發展出更具體的義務規範，逐漸形塑積極平權

措施之溫床。	

2.	 衍生歐盟法	

1957 年羅馬條約時期內關於平等保護的指令都與性別平等相關，故其規範主體都

與男性與女性為主：前面 3 個指令源自 1972 年巴黎高峰會議決議進行，於 1974 年制定

的「社會行動方案」（the	Social	Action	Program）；後面 2 個指令則是為了進一步落實

                                                
18「RESOLVED to ensur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of their countries by commonaction to eliminate the 
barriers which divide Europe, AFFIRMING as the essential objective of their efforts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ir peoples」 
19第 1 項「各會員國在第一階段期間，應確保並嗣後維持男女同工同酬原則之適用。」第 2 項：「本條

所稱報酬，是指一般之基本或最低工資或薪資報酬，以及其他任何之酬勞，不論其係金錢或實物，凡勞

工因僱用關係而直接或間接自雇主領受者均屬之。」第 3 項：「無性別歧視之平等給付是指：(1)計件之

相同工作，應依相同之衡量單位計酬；(2)計時之相同工作，應有相同之報酬。」條文翻譯引自焦興鎧，

前揭註 3 文，頁 770。 
20 CATHERINE BARNARD, EC EMPLYMENT LAW, (3d ed., 2006),  5. 
21 CATHERINE BARNARD, supra note,  4. 
22
 楊通軒（2001），〈歐洲聯盟勞工法律之研究〉，《中原財經法律》，7 期，頁 29；孫迺翊，前揭註 4

文，頁 583。 
23 CATHERINE BARNARD, supra note, 5. 
24 Paul Henri Spaak(1956), Le rapport Spaak, Comité intergouvernemental Crée par la conférence de Messine, 
Rapport des Chefs de Délégations aux 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21 avril 1956, 60-66. 
25楊通軒（2008），〈歐洲聯盟工作平等法制之探討〉，《台灣勞工》，14 期，頁 8。 



 10 

前三則指令而續為訂定。除指令外，尚有明文使用積極平權措施名詞的歐盟理事會的建

議。	

1975 年 2 月 10 日第 75/117 號之男女同工同酬指令(equal	pay	Directive)26。第 1 條揭

示羅馬條約第 119 條規定之同工同酬原則係指對於同一個工作或達到相同價值之工作，

應排除所有考量性別而為與薪資相關之條件、所有方面的差別待遇。並且特別強調，如

果職務分類與薪資連結，必須對男女適用相同標準。第 2 條以下要求各會國國在司法救

濟、勞動關係契約、內國環境採取必要措施與立法，並廢除所有違背該原則的法令。且

以第 8 條規定指令公布後各會員國一年的落實期限。1976 年 2 月 9 日第 76/207 號之男

女平等待遇指令(equal	treatment	Directive)27。目的在於使男女平等待遇原則在受僱、受

訓、升遷、工作條件與社會安全面落實。所謂的平等對待係指不應該以性別為任何直接

或間接的歧視，尤其是基於婚姻或家庭狀態。並於第 2 條第 4 項中特別指出「不能構成

促進兩性平等機會（promote	equal	opportunity	for	men	and	women）之損害，尤其應排

除已經影響女性之機會不平等的現狀，在第 1 條第 1 項所指之領域（ existing	inequalities	

which	affect	women's	opportunities	in	the	are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	(1)）」。會員國之

落實期限為指令公布後 30 個月。1979 年 12 月 19 日第 79/7 號之社會安全平等待遇指令
28。本指令是為了進一步落實 1976 年的平等待遇指令當中的社會安全相關義務。指令前

言強調社會安全層面的平等對待首先應提供防止疾病、殘疾、年老、工傷事故、職業病、

失業風險的法定架構，以及社會救助。並表明「會員國得採取特定規定（specific	provisions）

以排除女性已經存在的不公平對待」。會員國之落實期限為指令公布後 6 年。	

1986 年 7 月 24 日第 86/378 號之職業社會安全平等待遇指令29與 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86/613 號之男女自營事業者平等待遇指令30。兩者主要都是為了補充第 76/207 指令

與第 79/7 指令，前者的重要性是由歐洲法院判決具體適用，並因而增訂第 96/97 號指令
31後而具體化32；後者則是擴張適用範圍到之前並未涵蓋到的自營事業工作者。	

儘管學者有批評指令並未發揮實際的功效33，但從指令的內容與逐年的發展可知，

歐盟法制定者已經發現若要達成條約當中規範的兩性平等目標，必須正視男女之間存在

「不平等的現狀」；然對於此等事實上的不平等，只是表示必須予以排除，並未立即導

出區別對待之義務，與一般平等權保護以不等者不等之操作原則不同，係保留給內國立

                                                
26Council Directive 75/117/EEC of 10 February 1975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OJ[1975] L45/19. 
27Council Directive 76/207/EEC of 9 February 1976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acces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J[1976]L39/40. 
28Council Directive 79/7/EEC of 19 December 1978 on the progres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in matters of social security, OJ[1979]L6/24. 
29Council Directive 86/378/EEC of 24 July 1986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in occup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OJ [1986] L 225/40. 
30Council Directive 86/613/EEC of 11 December 1986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engaged in an activity, including agriculture, in a self-employed capacity and on the 
protection of self-employed women during pregnancy and motherhood, OJ [1986] L359/56. 
31Council Directive 96/97/EC of 20 December 1996 amending Directive 86/378/EE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in occup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OJ[1996] L46/20.  
32 Case C-262/88 Barber v. Guardian Royal Exchange[1990] ECR I-1889.以下討論案件除非特殊說明，皆查

閱自歐盟法院網址 http://curia.europa.eu/；又，若係參閱英文版，案件即以英文格式註解，若為參閱法文

版，案件即以法文格式註解。 
33焦興鎧，同前揭註 3 文，頁 766。該文並詳細介紹以上論及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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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裁量空間34。再配合第 79/7 號之社會安全平等待遇指令明確授權會員國得採取「特

定規定」，正符合積極平權措施必須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予以實現之要件，可謂歐盟法承

認積極平權措施之濫觴。這同時可從 1984 年 12 月 13 日歐盟理事會第 84/635 號關於促

進女性積極平權措施建議獲得證實，該建議不但正式、首次出現積極平權措施之字眼，

理事會並具體建議會員國「採取消除女性於職場不平等現狀之積極平權措施，以促進性

別間於雇用方面較佳的平衡，包括合比例之一般特殊措施」，其認定該不平等係基於傳

統男女社會角色分工而來之態度、行為與結構所造成，因此建議會員國採取、持續或促

進於公、私領域之積極平權措施。只是仍然有學者認為，縱然指令與建議都肯定歐盟各

會員國有必要採取積極平權措施，但該措施特質並不精確，反映會員國對於究竟應採取

如何的措施內容有著嚴重的分歧，尤其像是如何透過積極平權措施使得女性獲得就業機

會與升遷35。	

男女平等以外的其他領域，與歐盟社會基本權保障之發展同步，在 1997 年的阿姆

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肯定之前，1961 年曾簽署「歐洲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特別針對兒童、少年、女性與身心障礙者進行保護；1989 年則有「歐

洲共同體勞工社會基本權共同憲章」(Community	Charter	of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of	 Workers)之提出，其中不僅包含男女平等之規定36，也包含青少年、退休老人、身心

障礙者之特別保護，但是前者規範效力非常有限，後者則一直未能生效37；1992 年的馬

斯垂克條約38在條約內加入社會政策目標，卻因欠缺相對應之權限而未能實際於平等保

護方面發揮拘束力，儘管在此之後以該社會政策目標為基礎，因而於 1995 年簽署防止

種族歧視與排外、促進職場平等對待之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xenophobia and promotion	of	equal	treatment	at	the	workplace）。

這些社會基本權保護之理念，彙整於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方正式獲得歐盟法

之承認。	

（二）關鍵的阿姆斯特丹條約與其衍生歐盟法	

1997 年 10 月 2 日通過、1999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2 條第 7 項39明確

指出「無損及本條約其他規定且於共同體授權之範圍內，基於歐盟執委會之建議，歐盟

理事會得於諮詢歐盟議會之後，得以一致決定採取適當措施，以對抗以性別、種族或人

種、信仰或宗教、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為基礎而為之差別待遇。40」，並增加第

                                                
34 Haquet Araud (2001), L’action positive, instrument de l’égalité des chances entre hommes et femmes, RTDE, 
n°2, 305. 
35Nuria Elena Ramos Martín, Positive Action Measures in European Union Equality Law, 9. 
http://aiasbase.nl/uploaded_files/publications/NuriaRamosMartin.pdf (last visit 2014/7/25) 
36第 16 條規定：「男女之平等待遇應予確保，男女之機會平等應持續予以建構。為達成上述目的，應強

化維持男女平等之必要措施，舉凡有關進入職場、工資、勞動條件、社會保障、一般與職業的訓練，以

及職業升遷之保障。另外，有助於男女兼顧工作與家庭義務之措施，應持續予以完備。」 
37兩憲章之相關歷程與內容請參孫迺翊，前揭註 4 文，頁 586-589。 
381992 年簽署的馬斯垂克條約，即「設立歐洲聯盟條約（簡稱「設立歐盟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Union ;Traité instituant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因為該條約將原來三大共同體組成的「歐

洲共同體」改稱為「歐洲聯盟」，因此歐盟條約與馬斯垂克條約係同義詞。焦興鎧（2001），〈論歐洲

聯盟勞工及勞資關係法制之建構〉，《政大法學評論》，65 期，頁 236。 
39其係增補馬斯垂克條約第 6A 條，後列為設立歐盟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Union）第 13
條，目前則為歐盟條約(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第 19 條。 
40原文為「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it upon the Community, the Council, acting unanimously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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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條41：「為確保男女在工作生活中實踐完全平等，會員國為了使低比例的性別者能夠

在職場較容易，或為了防止或彌補在職業生涯的不利益，提供特定優勢（specific	

advantages）而維持或採取之措施，不違反平等對待原則」。此二規定不但將歐盟社會

基本權保護的特殊對象與禁止差別待遇原則連結，並正式承認為使男女確實於職場達到

實質平等，會員國得採取有利措施，可謂積極平權措施之確認。之後又發佈進一步的指

令設定期限要求會員國落實條約義務42。	

首先是 2000 年 6 月 29 日第 2000/43 號歐盟不區分種族或民族平等對待原則指令43，

其次為 2000 年 11 月 27 日第 2000/78 號建構有利就業與勞動領域平等對待之基礎指令44，

此二指令並未特別區別不同的適用主體，係一體適用於所有人。根據學者 Marc	De	Vos

於歐盟理事會提出之研究報告指出，歐盟法自此二指令公告之後，關於落實平等的相關

法規開始大量產生，同時形成積極平權措施的熱烈論辯，以及強化建構明確法規範之必

要性45。第 2000/43 號指令第 5 條定義指令中的積極平權措施為：「為確保實踐中的完全

平等，會員國維持或採取特定措施，以防止或彌補因種族或人種而生之不利益，不違反

平等對待原則」。第 2000/78 號指令第 7 條之條文名稱為「優惠性差別待遇與特別措施」

（Action	positive	et	measures	spécifiques）：「為確保實踐中的完全平等，會員國維持或採取

特別措施，以防止或填補因為以第 1 條指涉動機所連結的不利益46，不違反平等對待原

則。（第 1 項）。會員國維持或採取相關規定，針對身心障礙者，保護其勞動處所之健康

與安全，建立或維持保障或鼓勵其進入勞動世界之相關規定與設施，不違反平等對待原

則。（第 2 項）」。	

緊接著於 2002 年 10	 月 5	 日歐盟理事會通過第 2002/73 號落實男女平等對待原則

指令47，係有關 1976	 年的男女平等待遇指令之修正指令，使其更符合現代的需要。前

言中宣示:「男女平等原則為歐盟條約第 2 條與第 3 條第 2 項條文與歐盟法院判例中的

基本原則。條約規定宣示男女平等構成共同體的『任務』與『目標』，並加諸歐盟積極

義務在所有活動予以『促進』。48」。2004 年 12 月 13 日第 2004/113 號落實男女接近使用

及提供物品與服務平等待遇指令49，將男女平等待遇擴充到工作與職場外。第 6 條「優

                                                                                                                                                  
consult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y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combat discrimination baled on sex, racial 
or ethnic origin, religion or belief, disability, age or sexual orientation.」 
41後整編為設立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簡稱為 EC Treaty）第 141(4)
條，現為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為 TFEU）第 157 條。 
42 EVELYN ELLIS and PHILIPPA WATSON, EU ANTI-DISCRIMINATION LAW, 420. 
43Council Directive 2000/43/EC of 29 June 2000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persons 
irrespective of racial or ethnic origin，簡稱為種族指令（The Race Directive），OJ[2000] L180/22. 
44Directive 2000/78/EC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OJ[2000] L303/16. 
45Marc De Vos(2008), Au-delà de l'égalité formelle- l'action positive au titre des directives 2000/43/CE et 
2000/78/CE, Rapport Commission européenne, p.7. 
46即「宗教或信仰、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 
47Directive  2002/73/EC of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September 2002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76/207/EE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acces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J[2002] L 269/15. 
48「Equalitybetweenwomen and men is a fundamentalprinciple, under Article 2 and Article 3(2) of the ECTreaty 
and the case-law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TheseTreaty provisions proclaimequalitybetweenwomen andmen as a 
‘task’ and an ‘aim’ of the Community andimpose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promote’ it in all itsactivities.」 
49Directive 2004/113/CE du Conseil, du 13 décembre 2004, mettant en œuvre le 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 
traitement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dansl'accès aux biens et services et la fourniture de biens e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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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性差別待遇」，採取與第 2000/43 號指令相同的規範方式，只是將種族或民族置換為性

別50。2006 年 7 月 5 日第 2006/54 號落實男女於就業與勞動領域機會平等原則與平等對

待原則指令51，第 3 條明定「優惠措施」（mesures	 positives）：「會員國得維持或採取依

據條約第 14 條第 4 項意旨而定之措施，以具體確保男女於職業領域的完全平等」。最新

一號指令為 2010 年 7 月 7 日第 2010/41 號重申 86/613 號指令之男女自營事業者平等待遇

指令52，第 5 條定義之積極平權措施重申會員國應維持或採取歐盟條約意旨下，男女於

工作生活完全平等之措施，但特別舉例「目標在促進女性的企業家精神」。	

從 1997 年之後的歐盟條約與指令可知，積極平權措施已經成為歐盟各會員國必須

遵守並予以履行之義務，並且從男女擴大到種族或人種、宗教或信仰、身心障礙、年齡

或性傾向，但依據指令而界定的適用範圍並不相同。以種族或人種作為標準所得進行之

積極平權措施適用範圍最廣，依據第 2000/43 號指令第 3 條，其不僅限於職場，尚包括

社會救助、教育、服務與產品的提供、住宅等領域，但僅限於種族與民族，不以膚色或

國籍作為標準。以男女為標準之適用範圍次之，除職場外亦包括服務、產品的提供；而

其他標準則只限於職場之受僱與訓練。此外，歐盟並不具體採取一個普遍共同的措施，

像是配額，作為積極平權措施之落實手段，這樣尊重各會員國保留各自具體手段決定權

之作法，雖無不可，但由於積極平權措施應屬跨越國家疆界的行為，理當應由歐盟層次

採取統一行動，歐盟的消極應對，儘管可依據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而正

當化53，但不免令人懷疑歐盟法落實積極平權措施之決心。也因此，究竟各國是否採取

具體手段以符合歐盟法所定義之積極平權措施，有賴進一步分析歐盟法院之相關判決。	

	

三、歐盟法院判決之承認與適用	

由歐盟法的分析可知，積極平權措施之發展，實導因於禁止差別待遇原則適用範

圍的逐步擴大，從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對待、為消除男女事實上不平等採取特殊措

施、肯定男女間之積極平權措施、到積極平權措施及於種族等領域。因此，分析歐盟法

院如何操作禁止差別待遇原則，成為理解歐盟法院判決具體適用積極平權措施之前體。	

基於歐盟整合之初係以降低自由經濟障礙為主要目的，歐洲法院一開始對於平等

權（平等原則）概念之詮釋，主要以共同體內商品自由流通與定價是否構成差別待遇為

審查對象，不但未直接對平等進行定義，也未認定平等是一種權利，而偏向將其認定為

一種審查原則。不過，在會員國數量增加、人員交流日益頻繁之後，單純針對商品貨物

                                                
50「為確保男女之間實踐中的完全平等，會員國維持或採取特定措施，以防止或彌補因性別而生之不利

益，不違反平等對待原則。」 
51Directive 2006/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July 2006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equal treatment of men and women in matters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OJ[2006] L 204/26. 
52Directive 2010/4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7 July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engaged in an activity in a self-employed capacity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86/613/EEC, OJ[2010] L180/1. 
53The Commission’s Communication of 7 June 2000, Towards a Community framework strategy on gender 
equality (2001-2005) (COM (2000) 335 final), 4.特別指出：「The Community however will not aim to pursue 
those activities that, by reason of nature and/or extent, can be better performed at national, regional or lo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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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通是否構成差別待遇，甚至歧視的討論，漸漸不敷解決各種問題之叢生，相關概念

也開始深化。	

（一）以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為主軸的平等概念	

歐洲煤鋼共同體時期，歐洲法院並不直接說明何為差別待遇，而是說明怎樣的情

況可能構成差別待遇，且因為當事人爭執者係歐洲整合組織之最高行政機關是否擁有發

佈某項決定之權限，因此在論述平等概念時，並未具體適用規範平等之法令條文，爭執

主要集中於該決定是否確實能夠促進商品的自由流通並降低流通障礙。	

例如 1958 年 Ch.	synd.	sidé.	française	/	Haute	autorité，法國鋼鐵工會主張歐洲鋼鐵

共同體執委會以決定設定的內國與進口鋼鐵差別價格條件不必要；亦即，法國鋼鐵工會

認為鋼鐵價格應可齊一。但法院認為：「經濟法令前的平等對待，並不排除依據使用者

或使用者類型之特殊情況而進行差別訂價，只要不同對待符合其所處情況之差異；在缺

乏客觀確定之基礎而為差別對待，方該當任意性與恣意之特質且係違法。不能認為引起

不同結果或使相關人遭受不公平犧牲時，即主張該經濟法令不公平，如果這樣的情況是

基於相關人情況不同所導致者」54。此一法院判決，考量的是經濟領域上訂價政策是否

符合平等原則，適用此經濟法令所欲達成之目標，並非使得適用該法令者獲得相同的結

果，而是在法令制定時，應該衡量適用法令者之個別差異，依據其差異給予不同的對待；

且結果平等並非本案中法院所承認與追情之平等。可知，早期歐洲法院對於平等，強調

的是一種避免恣意差別待遇的操作標準，同時認為應考量差別情況，並依據差別情況給

予不同的對待。	

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後，首件與禁止歧視原則相關的案件為 1963 年 Italie	 /	

Commission	de	la	CEE55，歐洲經濟共同體執委會批准法國政府在適用歐洲經濟共同體條

約第 266 條之情況下，對於義大利進口的電冰箱與零件採取保護措施，即課徵商品特別

稅，義大利政府主張該特別稅措施影響義大利的電冰箱輸入法國的數量，且只針對義大

利之電冰箱課徵特別稅，因此請求撤銷執委會批准法國該項徵稅行為之決定。歐洲法院

認為該項措施確實影響義大利的進口優勢，而法國主張適用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226

條准許適用免除條約，必須符合執委會同意之「必要嚴格的期間內採取相當手段」且優

先選擇「對於共同市場最小干擾的手段」（least	disturb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mmon	

Market）；因而審認「禁止差別待遇原則是否遭到違反之標準，不只是形式，也同時是

實質。如果不同的情況卻受到相同的對待，則可能構成差別待遇。」進行法國、其他第

三國與義大利冰箱售價之各種比較後發現，義大利冰箱雖然是唯一受到法國稅制價格影

響者，然而法院考慮到「對於不能比較的情況進行差別待遇，不能自動導致存在差別待

遇的結論。因此，形式上差別待遇的呈現，事實上可能不存在實體上差別待遇。實體上

差別待遇即對於相似情況（situations	 comparables）施以不同措施，或是不同情況施以

相同措施。」，加上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226 條第 3 項之適用，雖然義大利認為在法

國實施特別稅之後，影響其輸入法國之電冰箱產量，但其他國家電冰箱輸入法國的產量

與價格並沒有相對產生特別變化，亦即，義大利的情況與其他國家不同，故不能因為法

                                                
54 Case 9-57, Chambre syndicale de la sidérurgie française v High Authority of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1985]ECR12. 
551962 年 12 月 14 日的 Boucherie en gros contre Conseil de la CEE，雖然也提及歧視，法院判決中也提到

「禁止差別待遇的基本原則（principe fondamental de non-discrimination）」，但是並未對該原則進行實體

的闡述，僅在解釋訴訟受理要件時提及。Case C-19/62, [1963 ]ECR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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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採取不同的對待即認為該當歧視，而且法國課徵特別稅的行為該當一個對於共同市場

最小干擾的手段，故駁回義大利政府之請求56。	

在歐洲整合的組織邁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後，由於著重者仍為經濟面之整合，尤

其注重於會員國間商品的自由流通、減少障礙，對於平等概念的詮釋，一開始與前階段

之煤鋼共同體並無重大差別，一樣與經濟整合密切相關，只是減少流通障礙之標的從煤

鋼擴大到一般商品，並因應歐洲經濟共同體條文的完整性，允許會員國在保護內國產品

與開放外國產品之權衡間，在一定的調整時間內，得採取對於共同市場自由流通最小干

擾的手段，適當地保護本國產品，但該手段並非欲造成本國產品價格較不具競爭地位之

翻轉結果，只是一個賦予內國經濟產業調整的緩衝期間，且仍需考量是否存在情況的相

似性，倘若情況是相似的，即不得採取不同的對待措施。	

因此，當時對於平等的概念，基本上繼續將平等視為一種原則，並借助禁止差別

待遇的規定，分析情況係相似或不同，若相似則施以相同措施，若不同則允許差別對待，

倘違反這樣的操作方式，即構成差別待遇而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所禁止。由早期歐盟法院

判決可知，由於係涉及同一法令對於不同適用者之適用結果，法院偏向以個別適用者之

表現與特質為考量基礎，採取「形式的」（formelle）或「對稱的」（symétrique）標準，

抽離出可比較的形式標準，再透過禁止差別待遇原則之操作57，確認該形式標準並非因

為適用法規而造成不公平的對待，但不考慮該政策對於個別受影響商品的訂價與銷售結

果58，也不考慮該商品背後所代表的權利主體，是否在實質上與其他權利主體不同。	 	

這樣非以正面，而以形式與程序角度認定平等之方式，基本上一方面顯現出平等概

念的難以定義，必須借助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的操作以進行認定；另方面也緊密地與歐洲

共同體的基本經濟原則（equality	within	the	market	order）相連結，該原則之目的在於

確保市場中的自由與平等競爭，採取對於經濟與社會最小干預的方式進行調節59。因此，

法院判決不仔細說明所謂的「相近情況」究竟是採取怎樣的標準、基礎而區分出近似或

不同情況，更不探究商品價格區別的背後原因，單純以商品或服務在外觀上或市場上所

遭遇的價格差異或國籍產地，形式上進行判斷，除了對於各國社會現狀的尊重，並且採

取經濟政策成功後，將自動促進社會融合之預設。有學者因此認為，自 1963 年判決迄

今，儘管期間歐盟法已經逐漸擴張平等權保護的對象，但歐洲法院基本上對於平等概念

的詮釋都一直借助差別待遇的認定標準，概念與標準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動，即認為差別

待遇係以「對於相似的情況施以不同措施，或是不同的情況施以相同措施」作為標準60，

只是每個案件中會跟隨個案具體狀況而有若干行文上的差異61。這樣的觀點確實呈現出

                                                
56 Case 13/63,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italienne contre Commission de la Communaute economique 
europeenne, [1963]ECR 20. 
57 Marc De Vos(2008), op. cit. p.7. 
58像是 1963 年案件的 Italie / Commission de la CEE 案，形式地比較其與其他國家電冰箱的出廠時的成本

訂價，以及其他國家電冰箱最後在法國市場的價格是否因為義大利冰箱價格受影響而浮動，但並不考慮

義大利冰箱最後在市場的銷售量是否受影響。 
59 Catherine Barnard, supra note, p. 333. 
60 Marc De Vos, op. cit., p.10. 
61例如 1984 年 Racke / Hauptzollamt Mainz，法院重申「差別待遇僅僅存在於不同的規則適用於相似情況，

或在不同情況適用相同規則。」。本案係關於 Racke 酒商販賣從非會員國地區進口之酒被要求適用共同

市場定價第 1167/76 號一般規定，必須被課以不同關稅，主張該項規定牴觸歐洲經濟共同體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禁止於共同體內對產品或消費歧視」（exclude any discrimination between producers or 
consumers within the Community）之規定；執委會抗辯進口商品並不直接適用該條項之產品或消費，只有

在欠缺客觀論證之情況下為差別性的對待，方違反差別待遇之禁止。由於系爭酒品並不在一個具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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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對於平等權保護的基本態度，不過，歐盟法院也逐步開始在平等權保護領域展

現司法積極主義62。	

（二）平等權之承認與積極平權措施之演進	

儘管歐盟法院在保護歐盟人民權利時，並不自限於歐盟成文法法源，但在平等權

保護的領域，歐盟法院的判決態度，仍然與歐盟成文法法源的發展呼應，亦即以阿姆斯

特丹條約通過並實施作為時間之分水嶺63：之前，歐盟法院開始明確地承認平等權，但

卻在 1976 年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發佈後，受限於該指令規範的「機會平等」

範圍內；之後，才在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明確規範下，發展積極平權措施。	

1.平等權之承認	

歐盟法院明確認定平等權始自 1976 年 Defrenne案64，該案爭執點在於羅馬條約第

119 條的效力，該條文對於內國法產生如何之效力？法院在判決一開始就明確宣示「由

羅馬條約第 119 條設定之兩性同工同酬原則，係共同體基礎之一部分。內國法院必須予

以適用，並有義務保護此權利65。」，並強調該原則必須仰賴內國法院的保護。法院有

責任確保權利，特別是在那些差別待遇源頭直接來自立法規定或是集體勞動協定的情況

下，以及在同一私人或公共機構或服務，進行同樣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卻領取不平等工資。

國家立法機構應通過共同體法與國家規定之連結，實現同工同酬原則，在緩衝期於 1973

年元旦屆至日起，必須開始完全地適用第 119 條。	

該案件是第一次歐盟法院認定男性與女性同工同酬是一項被共同體法規範承認之

「原則」，並且認定第 119 條揭示之男女於薪資上平等之原則（le	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rémunérations ）是一種權利，一種賦予勞動者向法院主張積極作為之權利66，並具

備對第三人之直接效力。1978 年第三次的 Defrenne案，法院更進一步的說明：「尊重

個人的基本人權（fundamental	personal	human	rights）是共同體法律的一般原則之一，

                                                                                                                                                  
之情況下，因此並不適用共同體法內之禁止差別待遇規定。本案的問題在於適用不同的關稅是否係基於

不同情況。最後法院確認系爭酒品確屬不同情況，其適用不同關稅並未構成差別待遇。Case 283/83, Firma 
A. Racke v Hauptzollamt Mainz, [1984] ECR 344.又如 2003 年 Milk Marque and National Farmers’ Union 案，

法院採取相同的認定標準，只是用語略有調整，從禁止差別待遇改為「平等對待」（equal treatment）。

本案爭點為歐盟競爭委員會認定 Milk Marque Ltd 運用其市場的佔有率抬高奶品價格違反競爭，法院認定：

「關於歐盟條約第 34 條第二項，禁止所有共同農業政策內容的差別待遇，乃是對於平等對待基本原則的

特別闡釋，要求在相似情況下不能進行不同地對待，不同情況不能施以相近的對待，除非該對待獲得客

觀認證。」Case C-137/00, Milk Marque and National Farmers' Union, [2003] ECR 429. 
62歐盟法院之司法立法主要顯現於歐盟法當中人權規定缺乏下，其積極於個案中援引不成文法源。參洪

德欽（2004），〈緒論：歐洲聯盟人權保障之建構與實踐〉，《歐美研究》，34 卷 1 期，頁 2。 
63 Mark Bell,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widening and deepening, in, THE EVOLUTION OF EU LAW (Paul 
Craig & Grainne de Burca ed., 2d ed., 2011) 612-613. 
64 Affaire 43-75,  Arrêt de la Cour du 8 avril 1976 (1) Gabrielle Defrenne contre Société anonyme belge de 
navigation aérienne Sabena, ECR[1969] 445. 本案事實背景為：Defrenne 小姐是一位空服員，1951 年 12 月

10 日開始服務於 Sabena 航空公司，該公司於 1963 年修改工作契約，規定女性員工達 40 歲必須離職，

其於 1968 年 2 月 15 日離職，並於 1970 年向國內法院提出訴訟，主張依據公司工作契約條款終止服務津

貼與退休金之規定與男性員工不同。比利時勞工法院為了確定條約第 119 條之效力向歐盟法院提出前提

問題之聲請。 
65Affaire 43-75, point 1:« Le 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rémunérations entre les travailleurs masculins et les 
travailleurs féminins, fixé par l’article 119, fait partie des fondements de la Communauté ». 
66Motif de l’arrêt, poi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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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任確保其被遵守。去除以性別為基礎的差別待遇毫無疑問形成這些基本權利。67」

自此，以禁止差別待遇為中心概念的平等權，雖然沒有正式被寫入羅馬條約內文，卻因

為歐盟法院的解釋與積極適用，女性因而得援引羅馬條約第 119 條，要求行政機關、私

人企業改善以性別為基礎的差別待遇條款，主張平等權之基本權利之保護68。	

在這一段時期，除了平等權獲得歐盟法院承認，其具體適用的發展主要有兩個特

徵：首先，平等權的適用限於男女平等對待的範圍，並對於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之意義

進行具體適用與闡明69，只是歐盟法院除了以擴大條約規範效力之方式承認平等權外，

也透過條約條文連結指令內容，擴大男女平等對待之平等權規範範圍。像是 1986 年	

Roberts	v.	Tate	&	Lyle案70連結羅馬條約第 117 條71，適用 1976 年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

待遇指令，擴大指令原本預設的「就業、升遷、職業培訓與有關工作條件」範圍，認定

對於勞工的解聘與退休，也相同適用平等對待原則72。歐盟法院具體適用 1976 年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所提出的禁止直接與間接差別待遇方面，以下舉兩案例說明。1990

年 Dekker案，法院表示：「只有女人會因為懷孕的理由而被拒絕僱用，因此，這樣的

拒絕構成基於性別而為的直接差別待遇。」73。1986 年 Kaufhaus案係 Bilka 百貨公司的

勞動契約規定，兼職員工必須至少在 20 年年資中有相當於 15 年的全職工作，方得適用

額外年金計畫74。法院認為這樣的契約規定，被額外年金計畫排除者的職員，女性數量

遠高於男性，除非該契約規定具備客觀合理的因素，無關於以性別為標準，否則該當對

                                                
67Case 149/77, Defrenne v SABENA, (No 3)[1978] ECR 1365, 26-27. 
68Mark Bell, supra note , 215. 
69 1997 年第 97/80 號指令雖然主要是規範舉證責任分配，但該指令第 1 條第 1 項同時提供了間接差別待

遇之認定標準：「當一個看起來中性的規定、準則或操作規範，對於另一性別者的影響明顯在比例上較

高，若無法被證明有獨立於相關人性別之客觀因素，至少此一規定、準則或操作規範即非合目的與必要。」 
70 Case C-151/84, Roberts v. Tate & Lyl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26 February 1986, Joan Roberts v Tate & 
Lyle Industries Limited.[1986] ECR 703. 
71該條文中譯為「成員國一致認為需要促進勞動者的生活和工作勞動之改善，使他們在進步中齊一。他

們認為，這樣的發展將隨著共同市場的建構而至，這將有利於程序已由本條約所規定之社會制度，並配

合上立法、命令與行政規定加以協調統一。」 
72案件當事人在利物浦車廠工作，該車廠於 1981 年 4 月 22 日倒閉，當事人當時 53 歲，服務年資 28 年。

以往之工作契約規定 65 歲男性和 60 歲婦女強制退休並領取退休金。然而，男性和女性滿 50 歲後，得依

其自願提前退休並領取扣減的退休金。在車廠倒閉的狀況下，公司承諾降低 5 歲的退休年紀，亦即 60 歲

的男性與 55 歲的女性都得享全額退休金，並承諾介於 55-60 歲之間的男性可以降低年齡到 55 歲，以免

涉嫌差別待遇。當事人主張她被解僱違反性別歧視法並構成歐盟法所禁止之差別待遇，因為根據新的安

排，一名男員工有權在正常退休年齡 10 年之前，立即收到退休金，而女性僱員卻直到正常婦女退休年齡

5 年之前方有權領取全額退休金。法院認為，符合自願退休年齡的男人和女人之歲數差別，不能視為差

別待遇，也不意味著採取相同的年齡條件即必然構成差別待遇。在公司遭遇倒閉之情況下，採用的對待

方式是基於客觀合理的需要，以確保任何 55 歲以上員工被解僱時能領取全額退休金。 
73Case C-177/88, Dekker v StichtingVormingscentrumvoor Jong Volwassenen, [1990] ECR I-3941.本案為

1981 年 6 月 Dekker 女士向 VJV 公司籌辦的青年訓練中心應徵教練之職，6 月 15 日時 Dekker 女士向徵

才委員會表示她已經懷孕三個月，儘管徵才委員會仍將其名字列為最適合之候選人，但於 1981 年 7 月

10 日 VJV 公司通知 Dekker 女士未被錄取。VJV 說明未錄取的原因是因為保險基金無法支付 Dekker 女士

生產時之每日津貼，公司因而必須自行負擔生產時的費用加上額外聘請代班人員的費用。該段文字在判

決第 12 段。 
74任職於該百貨公司的 Weber 女士主張這樣的額外年金計畫違反羅馬條約第 119 條男女平等對待原則，

因為大部分的女性員工為了照顧家庭而選擇兼職工作，在全職員工多數為男性的情況下，要求全職工作

期間的最低期限使女性員工遭受不利益。德國勞工法院因此提起先決問題（preliminary ruling），請求法

院解釋這樣的額外年金計畫是否該當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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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間接差別待遇75。間接差別待遇概念的提出與適用使得平等對待原則在具體個案

的適用顯得更為複雜，因為不論是立法者、受僱者或法院都必須更具體地觀察，是否係

社會實況造成傳統上公平性的規定在結果上反而不平等76。也就是說，在男女平等對待

的領域，已經不再只是客觀地觀察法令規範，而開始對於現實狀況進行審視，尤其是對

社會影響的層面。	

其次，歐盟法院當時對於 1976 年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的詮釋，明顯著重

於第 2 條第 4 項「機會平等」（equal	opportunity），對於第 2 條第 3 項的「不能使保

護女性的措施遭到損害，尤其是關於懷孕與分娩。」似乎並未以積極平權措施之方式進

行詮釋。如 1988 年 Commission	v	France案77，本案為法國政府希望援引 1976 年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第 2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以維持法國勞動法院肯定的勞動契約集體

協議中規定女性特別權利的措施，像是延長產假、提早退休年齡、小孩生病時得請假、

開學日第一天休假、母親節假期等女性特別權利，但法院表示：「這些特殊權利有時旨

在保護勞工同時具備的年長者或家長的身分，然而，男性員工也相同地會立於同一情況。」

「指令第 2 條第 4 項限制授權措施的客體，儘管看起來有差別待遇，確實地指向消滅或

減少現實工作生活內存在的事實不平等（facto	inequalities）。然而，在集體協議中對於

女性特別權利的一般保留，並不符合暫時權利保護措施設定的情況。」也就是說，歐盟

法院當時不認為法國勞動契約集體協議中賦予女性的特別權利該當消滅影響女性之機

會平等。	

而 1995 年 Kalanke案78則是一個涉及女性受優先保護的案件。該案為 Bremen 公司

晉升一位員工為管理職，最後選擇 Glißmann 女士而非 Kalanke 先生，後者認為 1976 年

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設定的配額要求79使得他未能獲得晉升，此案經過數法院

之審理，為了解決爭議，德國勞工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先決問題（preliminary	ruling）。

法院在判決中援引 1984 年歐盟理事會第 84/635 號關於促進女性積極平權措施建議，但

認為此一建議與第 76/207 號第 2 條第 4 項的規定相當於一個個人權利的例外規定（as	a	

derogation	from	an	individual	right），因此應該採取嚴格解釋80。「國家法律保證對於

女性在指派或升遷上絕對且無條件的優先性，超越晉升機會平等且超出指令第 2 條 4 第

項例外的限制。」從本案可看出，當時歐盟法院詮釋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時，

儘管肯定各國得採取有利於女性措施，而蘊有積極平權措施之意味，但該措施並非是對

女性施以絕對與無條件優先性。	

                                                
75 Case 170/84 Bilka-Kaufhaus[1986] ECR 1607[31]。另可參考 Case 96/80 J.P. Jenkins v. Kingsgate [1981] 

ECR 911. 
76 Pierre Garrone, La discrimination indirecte en droit communautaire : vers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RTDE, 1994, 
p. 425. 
77Case 312/88,Commission v. France [1988] ECR 6315，本案在歐盟法院官網上係隱藏，案例資料引自 Lynn 
Roseberry(2009), Positive action in EC, 
http://www.era-comm.eu/oldoku/SNLLaw/04_Positive_action/2009-109DV59-Roseberry-EN.pdf (last visit 
26/7/2013) 
78 Case C-450/93, Kalanke v. FreieHansestadt Bremen [1995] ECR I-3051. 
79該案所涉及的配額，依據德國勞工法院的認定，並非嚴格的配額：不論女性的能力，為女性保留一定

比例的職位；而是依據候選人能力，女性只有在兩性候選人相同夠格時方具有優先性。Id.at 8.  
80Id. at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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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案件可知，歐盟法院在此一時期，對於平等概念的適用，不再止於商品或

服務的流通，而開始將關心觸角擴張到一般人民之生活面。雖然多數法院案件處理之個

案範圍仍與職場、工作緊密相關，不論是在職期間之薪資或是離職後適用之退休保險制

度，並未立即擴張到一般情況下之兩性平等原則81。但是，平等不再只是借助禁止差別

待遇原則於個案操作後的一個同等結果，而已經被承認是賦予歐盟會員國國民的基本權

利。另外，平等的權利價值不但已經獲得歐盟法院確認，檢視是否違反平等保障之適用

方式，與前述以降低流通障礙之禁止差別待遇原則操作方式，雖然並未有重大差異---

基本上通常採取「對於相似的情況施以相同措施，或是不同的情況施以差別措施，否則

需有客觀合理之理由予以論證」之標準予以論證---，但從法院開始適用第 76/207 號男女

平等待遇指令之後，因為必須於個案中說明直接差別待遇、間接差別待遇與平等待遇之

定義，並具體適用於個案，使得平等權之論證不再只是以一開始的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為

唯一操作標準，明顯地開始考量國家法律在社會中的影響；尤其，著重指令實施結果的

實質而非形式平等（substantive,	not	formal,	equality）82。	

2.積極平權措施之演進	

儘管歐盟法院於案件審理時，並不吝於援引其他的國際條約或公約，不過關於積

極平權措施概念之適用與審理，明顯地以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承認為其依據。阿姆斯特丹

條約一方面承認歐盟理事會得採取適當措施，以對抗以性別、種族或人種、信仰或宗教、

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為基礎而為之差別待遇，同時要求各會員國得「提供特定優

勢（specific	advantages）而維持或採取措施」以協助職場中的低比例性別者；相當於依

據不同的領域，在積極平權上設定了兩層次的適當措施：前者是歐盟理事會得採取的適

當措施，後者是個別會員國提供或維持特定優勢的措施。這樣的規範方式，明顯地使阿

姆斯特丹條約通過後，歐盟法院審理較多與性別積極平權相關的案件；因為國家法令或

措施如何該當條約所稱之提供特定優勢之措施，而不致違反男女平等對待原則，甚至構

成反向歧視，並繼續具體詮釋前一階段已開始建立的實質平等，容易引起爭執，而成為

歐盟法院必須解決的難題。其他領域的案件，則有待各會員國將具體指令完成轉換後，

才會逐漸產生爭議。	

首先，2000 年的 Mahlburg案，擔任心臟手術外科約聘護理師的 Mahlburg 女士申

請 轉 任 專 職 外 科 護 理 師 工 作 ， 但 因 為 申 請 轉 任 時 懷 孕 ， 依 據 德 國 保 護 母 親 法

（Mutterschutzgesetz）之相關規定，懷孕期間不得擔任具有危險性之工作，而其聲請之

職務具有受感染的風險，因此醫院人事主管未核准 Mahlburg 女士的申請。本案之爭點

在於保護母親法之規定是否合乎第 76/207 號指令之男女平等待遇之要求。歐盟法院認

為：以懷孕為理由拒絕雇用女性構成直接歧視，但此與 Dekker 案不同，因為本案不是

直接因為懷孕的事實遭受歧視，乃是因為懷孕而適用的法律規定實施結果所致。德國保

護母親法的禁止危險工作規定，係基於第 76/207 號指令第 2 條第 3 項避免損害保護懷孕

與育嬰女性之措施而來，但指令並非欲使女性就職或工作條件遭受不利對待，而是在指

                                                
81Rémy Hernu, op. cit., p.58. 
82Case C-136/95, CaisseNationaled'AssuranceVieillesse des TravailleursSalariés. (CNAVTS) v. 
EvelyneThibault[1998]ECR I-2011, at 26. 本案係關於 Thibault 女士依據法國勞動法請育嬰假後，因為當年

度工作期間不滿六個月，依據公司規定，當年度工作表現不受評比，而影響之後的升遷機會。歐盟法院

認為不能因為國家法律落實第 76/207 號指令保障女性的懷孕與育嬰，反而使女性的就職或工作條件更不

利益。該案件發生於阿姆斯特丹條約尚未生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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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實質而非形式的平等83。從此一判決可知，歐盟法院一方面肯定德國制定保護母親法

係符合歐盟法保護懷孕與育嬰女性的要求，但另方面更考量法令實施與適用的結果，強

調結果的平等才是歐盟法所要求的實質平等。歐盟法院建立的實質平等概念，在其審理

各會員國採取之積極平權措施是否符合歐盟法規範時，也相同地被檢驗。	

對女性採取保護或有利措施，縱然有助於降低女性進入職場的困難，但對於職場

當中的主流性別者，卻因而感受到不利益，並可能提出訴訟。2000 年的 Badeck84可謂適

用阿姆斯特丹條約後，如何認定內國採取積極平權措施是否合乎歐盟法要求的重要案件。

該案係適用德國黑森邦兩性平權與去除女性於公部門差別待遇法（以下簡稱 HG1G 法）

之問題，HG1G 法當中規定相當多有利於女性任職於公部門的條文，例如其中要求設置

女性晉升計畫（the	women's	advancement	plan），要求兩年內強化女性代表的比例，如

果職務內女性代表不足，則一半以上的職位必須由女性填滿。46 名員工主張上述規定

違反憲法，平等對待原則並非只是禁止對於特定族群特權的對待，同時也是給予每一個

人基本權利，一個對市民起點機會平等的保障，而非確保最後結果對特定範疇人有特別

好處。德國黑森林邦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先決問題尋求解釋。	

歐盟法院認為對於 141 條的解釋是爭執的關鍵所在。其表示：一個措施旨在使女

性於受抑制的公部門優先獲得晉升，若其該當以下要件則與歐盟法律相符：並非自動且

無條件給予女性優先；當男女性相同地夠格，而候選人都被客觀地考量所有候選人的個

人特質後，以主體身分被評價；且由國家法院以個案規定的範圍為基礎進行審查，決定

是否這些條件被滿足85。依據 HG1G 法所設定之條件，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即非以應徵

者的性別為決定性的考量；又如果不能證明女性的代表性不足，則不能論斷非以應徵者

的性別進行考量是對女性不利益的86。並進一步強調，依據女性晉升計畫，例如在受爭

執的學術領域，並未設定絕對上限，而是依據實際事實決定女性的數量87。從歐盟法院

解釋的過程中可知，縱然在女性代表不足的領域，女性並不因為阿姆斯特丹條約的規定

而能無條件地具備優先性，其仍然必須擁有相同於男性同事的能力。因此，歐盟法院在

本案當中，基本上尊重國家法令所採取，用以達到符合歐盟法要求之方式。係採取較寬

鬆的審查（liberal	approach）。其並未要求內國的積極平權措施必須有「保留條款」（saving	

clause），亦即在選擇晉升者時，如果有特殊的原因顯現男性候選人有個人的極有利條

件，女性候選人並不會保有優先權；以及客觀個人目標評量標準。法院容許並尊重各國

立法者對於積極平權措施之立法裁量空間。	

2002 年的 Lommers 案88，歐盟法院援引大量前例進行說明，並強調各內國法院審

理各國立法權或行政權採取的積極平權措施時，因為涉及限制個人權利，必須援引比例

原則以判斷是否符合歐盟法要求。本案係荷蘭政府下令要求各機關提供幼兒園，並規定

任職於機關的女性員工子女優先入校。Lommers 先生任職的農業部遵照行政命令辦理，

Lommers 先生請求准許其小孩入學，卻因為只有 Lommers 先生任職於該部，太太在其

他地方工作，農業部以只有女性員工得申請入學，除非男性員工有緊急狀況，而予以拒

                                                
83 Case C-207/98, Silke-Karin Mahlburg v. Land Mecklenburg-Vorpommern[2000] ECR I-549, at 21、22、26. 
84Case C-158/97, Badeck [2000] ECR I-1875. 
85Id. at 23. 
86Id.at  29. 
87Id. at 42. 
88 Case C-476/99, Lommers v. Minister van Landbouw [2002] ECR I-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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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農業部並表示其採取如此區別是因為任職於該部的女性代表性嚴重不足89。歐盟法

院認為，內國法院有義務檢驗限制個人權利之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歐盟法院亦然90。

就本案而言，一個推展兩性平等待遇原則的措施，目的在達到有利於職業母親，如果該

措施擴延至職業父親，相同得達到協助職業母親之目的，則此時排除職業父親有違比例

原則。但本案事實顯示，許多任職於農業部的職業母親也還在排隊等待幼兒園名額，且

男性並未完全被排除可能性，如果男性員工有緊急狀況；倘若是單親父親，則與女性員

工擁有安排子女入校之相同資格。因此歐盟法院認為農業部執行荷蘭政府的命令，對於

部會內代表性不足的女性員工，為協助其工作而提供有限的托育名額，男性僅有在緊急

狀況時該當申請資格，並未牴觸第 76/207 號指令之規定。	

另外，2004 年的 Briheche案件91，涉及性別與年齡雙重差別待遇問題。本案係獨自

撫養小孩的 48 歲鰥夫 Briheche 先生，報考 4 項公務人員考試被拒絕，因為該考試設有

45 歲的年齡上限，Briheche 先生主張該年齡限制已經因為 2001 年以第 2001-397 號法律

修改而不對其發生拘束力。該法修正為，如果符合以下資格的女性若有工作的必要則不

受限：擁有三個以上子女的母親、未再婚的寡婦、未再婚的離婚女子、法定分居的女性、

有至少一名未成年子女的未婚女性。本案由巴黎行政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歐盟法院援

引 Badeck 案對於第 141 條的解釋邏輯，並再次重申比例原則的審查，認為：對於個人

權利的排除，必須在為了達到目的所採之適合且必須之限度內，且平等對待原則應盡可

能與其追求的目的調和。平等對待原則應排除任何以性別為基礎的差別待遇，內國法令

所設之年齡限制，使得未再婚並自己撫養未成年子女的鰥夫，事實上與內國法不受年齡

限制的女性狀態相同，卻遭受差別待遇，如此規定並不符合歐盟法指令第 3 條第 1 項92。

但該年齡限制的排除規定本身，在女性通常被認定為家務與照顧子女的主要負擔者之情

況下，有助於女性進入職場，故目的在達到實質平等以減輕社會生活中承受的事實上不

平等，符合共同體法第 141 條第 4 項。	

從上述案件可見，自阿姆斯特丹條約設定積極平權措施後，越來越多與平等待遇

原則相關的歐盟法院案件係由男性提出，可見得積極平權措施當中確實隱藏著反向歧視

的疑慮。	

另外，在此期間，歐盟法院並未認為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2 條第 7 項與第 119 條該

當各會員國人民得據以主張的主觀公權利，但其透過判決一再表示國家應積極立法以使

內國法符合共同體法之規定，如 2000 年 Deutsche	Post	AG	v	Elisabeth	Sievers案肯定勞

工的退休金制度亦應適用平等原則，並認為此原則之落實必須由內國立法93。關於種族

                                                
8911251 名員工中只有 2 792 名女性，且高階女性員工更少，Id. at 15。 
90Id. at 40. 
91Case C-391/03, Serge Briheche v.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Ministre de l'ÉducationnationaleetMinistre de la 
Justice, [2004] ECR I-8807. 
92Id. at 20. 
93Case C-270/97, Deutsche Post AG v Elisabeth Sievers[2000], ECR I-929。案件當事人有兩位，Sievers 女士

自 1964 年 9 月 16 日至 1988 年 2 月 28 日於德國某郵局擔任兼職工作，因為她每週工時不超過 18 小時，

故當 1988 年 3 月 1 日，她所收到根據法定方案的退休金是不適用德國郵局的退休方案。Schrage 女士也

是兼職工作，從 1960 年 4 月 1 日到 1980 年 9 月 30 日，以及 1981 年 10 月 1 日到 1983 年 3 月 31 日，相

同地不適用德國郵局的退休方案。兩人都請求回溯適用羅馬條約第 119 條之規定，以適用退休方案俾便

獲得較佳的退休金。德國郵局主張，在適用共同體法第 119 條之情況下，只要基於合理客觀的理由，可

以進行差別待遇。法院認為：在直接適用共同體法第 119 條的有限時間內，並不排除，國家依據平等對

待原則加以規定，全部兼職工人都有權獲得職業退休金計劃的追溯，並使成員收到該計劃的退休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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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種、信仰或宗教、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為基礎而為之差別待遇部分，在第

2000/78 號建構有利就業與勞動領域平等對待之基礎指令公布後，各會員國儘管在轉換

期的最後期限（2006 年）前有完成內國法化之轉換義務，但相同地會員國國民仍不因

此具備主觀公權利，只能在內國實行積極平權措施法令產生爭議時，方可能尋求歐盟法

院之介入。歐盟儘管法院於 Mangold 案94中更強調指令限屆至後，為了達到實質平等，

內國法必須繼續採取積極平權措施，亦即負擔繼續依據指令修正內國法之義務，顯示歐

洲法院課與國家強制的積極行為義務95。不過由於個別會員國轉換速度不同96，因此與積

極平權措施相關之歐盟法院判決，仍以性別爭議事件為最大多數97。另值得注意者，縱

然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2 條第 7 項擴大採取積極平權措施之範圍，但歐盟法院於案件審查

時，仍繼續採取禁止差別待遇原則之審查模式，亦即必須判斷是否具備可比較性或相似

性，如 2013 年的 Frédéric	Hay	v	Créditagricolemutuel	de	Charente-Maritime	et	des	Deux-S

èvres 案件98。	

綜觀以上歐盟法院的案例可發現，歐盟法院對於平等權保護有著相當清楚的審理

發展脈絡。早期規律地運用禁止差別對待原則判斷個案當中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並且將

差別對待解釋為：基於一個不被接受的理由或動機，而在可比較的情況下適用不同法規，

或對不同情況適用相同法規99。接著開始透過第 119 條之男女同工同酬規定與相關指令

（尤其是第 76/207 號男女平等待遇指令）之詮釋，於判決中宣示男女於薪資上平等之

原則是一種權利，不但是一種主觀公權利，並具備對第三人之直接效力，具體形塑平等

權的保護，從形式平等擴展到機會平等，儘管只限於兩性之職場領域。近期的案例發展

主要與阿姆斯特丹條約與衍生指令肯定積極平權措施密切相關，歐盟法院越來越細膩地

在個案中處理積極平權措施可能造成的反向歧視問題，並且透過比例原則判斷，積極平

權措施所造成的基本權利之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另外，儘管該條約第 2 條第 7 項將積極

平權措施的實施領域擴大到種族或人種、信仰或宗教、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領域，

也在 2000 年通過更進一步的指令（第 2000/43 號、第 2000/78 號），要求會員國進行內

國法轉換，歐盟法院也因此開始接受相關案件的審理，但數量上仍以性別積極平權措施

的相關案例最多100；而在審查方式上，其他領域案件目前大多與早期案件相同採取可比

較性的判斷。	

                                                                                                                                                  
119 條並沒有排除國家建立制度以使兼職工溯及適用退休金之可能，儘管不同時程的適用將使先適用的

會員國蒙受經濟競爭上的不利益。 
94Case C-144/04, Werner Mangold v RüdigerHelm [2005], ECR I-9981. 
95Delphine Th., op. cit., 290. 
96因此有未完成轉換而被認定違反歐盟義務之案件，如 Case C 286/12,Commission v. Hongrie [2012], ECR 
689.  
97除性別外，以性傾向與年齡所引發之差別待遇案件最多；前者可謂從性別（sex）意義擴延而來，包括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相關討論可參 Mark Bell, supra note, at 617. 
98本案 Hay 先生與其同性伴侶申辦民事伴侶（civil solidarity pact ，PACS），卻無法與其他與異性結婚之

同事一樣，申請婚假與結婚津貼，主張遭以性傾向為理由的差別待遇。歐盟法院判於決中表示「考慮到

給予這些好處的目的與條件，當事人與其他結婚處於可比較、相似之情況（une situation comparable）」

Case C-267/12, Frédéric Hay v Créditagricolemutuel de Charente-Maritime et des Deux-Sèvres [2013] ECR 
823, at 47. 
99這樣的認定標準與態度事實上是持續存在的，可參考：Case C-137/00, Milk Marque and National 
Farmers’Union [2003]ECR I-7975, L’ affaire C-304/01, Espagne contre Commission [2004]  ECR I-7655. 
100 審稿人之一對於何以歐盟與種族相關的積極平權措施相關案例較性別為少提出疑問，自作者搜集到的

相關文獻當中，並沒有任何一份文獻特別針對此一問題提出解答，最多只有略微提及歐盟對於種族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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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歐盟法院對於平等權保護，縱然逐漸肯定積極平權措施，於處理性別積極

平權措施相關案件時，審查面向依據受審查標的而有直接歧視、間接歧視之可能，並進

一步指示內國法院應操作比例原作以為審查；但其以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為主軸的平等概

念並未曾改變。如此的判決演進，確實與歐盟成文法的發展緊密相連，接續著上述的綜

合討論與發展，進一步論斷積極平權措施與平等權保護之關連。	

四、積極平權措施與平等權保護之關連	

從上述歐盟法與歐盟法院判決之發展歷程可知，不論是平等權保護或是積極平權

措施，在一開始歐洲所建構的共同組織中都不存在。1957 年的羅馬條約雖然規定了男

女同工同酬，但並非保障男女之間的平等，而只是薪資上的平等；事實上是在經濟整合

的背景下，為了避免薪資差異引發不公平競爭與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所生之附

帶結果101。然而在歐洲整合組織持續擴大會員國版圖與實質影響力的情況下，經濟整合

已經不再只是唯一，也開始著重會員國國民其他面向的權利保護。因此，平等權保護於

1976 年受歐盟法院判決之承認，而積極平權措施於 1997 年後隨著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接

納而獲得歐盟法之肯定。由平等權與積極平權措施先後成為歐盟法承認之概念，可知二

者並非單純的同一，甚至有著階段性的關聯性，亦即，兩者雖然相同地以消滅不合理的

差別待遇為目的，但其概念、適用範圍並不相同，彼此間實則具有相互消長之關連。	

（一）差別待遇為共同核心---從禁止差別待遇到合理差別待遇	

歐盟法初始以經濟合作為其關注重心，個人的權利保障非其核心。因此一開始承

認的平等權保護，係以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為其主軸，要求各會員間不得以國籍為基礎，

而於產品、服務、資本、人員為任意的差別待遇；而所謂禁止差別待遇即為源自亞里斯

多德主張之形式平等之概念，「對於相同的情況施以相同措施，或是不同的情況施以不

同措施」。Defrenne案儘管相同地適用禁止差別待遇之概念，亦即男女執行相同工作時，

不應給予不相同之待遇，但其更進一步地認認羅馬條約第 119 條之男女同工同酬原則具

有主觀公權利之效力。因此，當禁止差別待遇原則連結男女薪資平等，禁止差別待遇原

則不再只是被認定為一個判斷是否違反條約規定的操作標準；不但會員國不得以性別為

基礎，在工作薪資上進行差別待遇，歐盟會員國國民亦得積極地以遭受差別待遇為理由，

主張以羅馬條約第 119 條為據之平等權受侵害，要求內國法院加以排除。歐盟法規範價

值下的個人平等權利，係以禁止差別待遇原則結合男女薪資平等原則的條約要求而受到

承認。	

歐盟法在 Defrenne 案肯定平等權後，隨著相關指令的公告與會員國履行內國法轉

換義務，歐盟法院判決對於平等權之檢驗，開始考慮到在社會上根深蒂固的不利益形式，

損害某些團體達到與其他團體平等的基準102。詳言之，歐盟法院發現，倘若繼續以個人

之表現為衡量標準，不考慮個人所屬團體的一致表徵性，只落實單純禁止差別待遇之形

式平等概念，反而實際上可能強化少數族群的不平等，因此轉換到以機會平等為基礎考

量的實質平等，亦即著重團體間的平等，以具體有效地消除不同群族團體平等接近職務、

                                                                                                                                                  
的關切程度不若性別，因此仍待後續另外進行研究發掘。作者個人初步淺見以為，可能與男女同工同酬

原則較早獲得歐盟正式法規範承認有關。 
101Horatia Muir Watt, Gender Equality and Socail Policy after Defrenne, 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EU 
LAW 286 (Miguel Poiares Madurond Loic Azoulai ed. 2010) . 
102 Mark Bell, Equal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nstitution, INDUSTRIAL L. J. 33, 24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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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居住與健康服務等之障礙。這樣的轉變不論是直接差別待遇或間接差別待遇的案

件都相同地顯現，如 Dekker案歐盟法院的主要判斷依據並非個案當中的 Dekker 女士個

人的情況，而是考慮到 Dekker 身為女性，只有女性會處於懷孕的生理狀態下，因此以

懷孕為基礎使當事人遭受較不利益的差別待遇，即該當以性別為基礎，對女性所為之直

接差別待遇。如 Kaufhaus 案從兼職員工的比例向來是女性多於男性，而認定額外的年

金計畫排除兼職員工構成對女性的間接差別待遇，正是因為考量到傳統上女性相較於男

性有著較重的家庭照顧責任，職場上長時間工時的要求，對於女性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女性往往需要照顧家庭而無法擔任全職工作，女性在進入職場時已經承受較大的不

利益。此時，如果認為額外年金計畫不區分性別地排除兼職員工，只是在兼職與全職員

工之間以其年資工時進行差別待遇，符合「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禁止差別待遇

原則，並未違反男女薪資平等原則之要求，則此時無疑地忽略女性在社會上根深蒂固的

不利益形式，根本地使女性極少可能成為全職員工，也因此與一般男性員工事實上非處

於相同情況，故不能以相同的年金計畫對待之。	

故而，由直接差別待遇或間接差別待遇的案件觀察歐盟法院審查標準從形式平等

到實質平等，可知其中適用的核心邏輯仍然是禁止差別待遇原則；只是對於何謂相同情

況，必須進一步考慮相互比較主體之所屬團體特性，除了該團體特性本質上的差異外，

尚需考慮是否承受社會根深蒂固的不利益刻板印象，倘若其所屬團體確實承受社會長期

以來的不利益形式，則不得逕予認定為與其他未承受不利益形式之團體處於相同情況，

並適用相同對待，而可能應判斷為係處於不同情況，因此必須差別對待；否則反而是加

深其長期以來已經承受的不利益，使得該團體仍然無法擁有相同的競爭機會，並造成實

質不平等。亦即，歐盟法進入實質平等的思維後，所考量的可比較性並非個人，而是個

人所歸屬的團體，必須進行比較者，係個人所屬團體間所呈現之共同特徵。平等權保護

於個案判斷時，一樣是透過禁止差別待遇原則進行衡量，但此時所遭遇的難題，在於比

較的選擇（the	choice	of	 	 comparator）103，而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2 條第 7 項直接

明示規定禁止差別待遇的類型，即提供了對抗差別待遇的立法指示104。	

當平等權保護從一開始對於相同比較對象一律禁止差別待遇的形式平等，轉換到

考慮比較對象所屬團體所承受的長期社會或經濟上的不利益，並判斷看似中性未差別待

遇之適用標準，是否使弱勢團體繼續處於不利益地位，而違反實質平等，禁止差別待遇

原則之內涵已經隨之轉變。亦即，歐盟法融合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兩項標準，於差別待

遇的基礎定義上採用了形式平等，但同時援引實質平等所考量的結果差異，融合的效果

係採取一個平衡的措施，亦即，對於團體與個人均採取「機會平等」之保護，以解決平

等權保護的爭議問題，這也就形塑出歐盟概念下的優惠性差別待遇。105因此，從禁止差

別待遇到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接著更進一步地應為具備正當理由之合理

差別待遇，甚至更肯定得採取提供優勢的措施，即積極平權措施。然如何進行該當正當

理由之合理差別待遇或積極平權措施，由於涉及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與相異的社會

政策保障，歐盟法因此將此權力授與由各國自行界定，而其所依據之差別待遇基礎，往

往是一開始在形式平等層面應被禁止考慮之類別，如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119 條當中揭示

的性別。換言之，積極平權措施仍以「差別待遇」為其核心，但此差別待遇必須基於正

                                                
103 Horatia Muir Watt, supra note, 289. 
104 Remy Hernu, supra note, p.64. 
105Catherine Barnard, supra note, p. 338; David Strauss, The Illusory Distinction Betwee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Equality of Result, in, REDEFINING EQUALITY 51-64 (Devins, N., et Douglas, D. 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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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並合乎比例，且為一個透過各會員國自行決定之法規範形塑，用以改善社會上或

經濟上弱勢團體弱勢地位，以達到實質平等的推動過程。故而，建構積極平權措施的法

規範必須觀察社會上或經濟上弱勢的團體，界定其範圍，依據形式、統計與個別平等的

抽象化方式，逐步採取對於結果進行調整的措施；而此等措施因為實施的結果上，有助

於對所有社會上與經濟上弱勢團體成員，或是過去或現在承受社會差別或歧視的方式或

結果者，建立一個實踐上完整與真實的平等，因此係可被接受、受到正當化的差別待遇。
106	

從歐盟法承認平等權並進一步發展積極平權措施之歷程，可知積極平權措施可謂

為達到平等權保護的一種特殊手段。	

（二） 透過積極平權措施達到實質平等	

跨國組織內的平等權保障，無疑地遠比單一國家困難，倘若只是強調大門一視同

仁地對所有人開放，事實上並非真能達成平等，因為某些團體可能因為歷史、社會刻板

印象、身體狀態等等原因，連碰觸到大門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在結果上反而是造成不平

等。在這樣的考量下，歐盟法接受實質平等的概念，亦即著重法規範或措施運作的實施

結果足以保障每個人碰觸大門的機會平等，且考慮個人所屬的團體面向；儘管追求實質

平等也存在深刻的危機，因為可能反而更強化團體間的區隔，或是重新引發個人於其所

屬背景中被形塑的不平等。因此，必須謹慎地劃定弱勢團體、受差別待遇的類型，接著

再透過實施合目的且符合比例原則的積極平權措施，以達成機會平等之目的。阿姆斯特

丹條約第 119 條「確保男女在工作生活中實踐完全平等…提供特定優勢…措施」之規定，

正是歐盟法肯定積極平權措施為達到實質平等之具體規定。也就是說，積極平權措施運

作得有如規範上不公平的措施，將中立的平等轉變為積極的平等，但實施積極平權措施

是為了達到一個最終目的，即消彌歧視，以便在人們之間達到一個「有效的」平等。107	

更進一步來說，積極平權措施的採行，必須能夠以達到下述目標為原則：第一，其

措施有助於預防或是彌補過去或現存的社會上缺陷或歧視；第二，考量到弱勢團體成員

的具體狀況，以打破同屬此一團體的社會循環，而促成有效的平等；第三，彌平代表性

的欠缺，並且促進所有團體於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生活參與之多元性。於此等概念

下，積極平權措施所得適用的領域至為廣泛，不論是就業、教育、居住、醫療等都可能

被包括在內。而且，實施積極平權措施，所得採取的形式劃分標準也可能相當多元。但

不論採取哪種措施、適用於何等領域，都必須由具有強制力之機構，進行一定並有執行

力之措施，該等積極平權措施方能產生效用108。也因此，歐盟第 2002/73 號落實男女平

等對待原則指令明確課予歐盟促進各種措施之積極義務（obligation	positive）。儘管歐

盟法院目前仍未認為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2 條第 7 項與第 119 條該當各會員國人民得據以

主張的主觀公權利，但其透過判決一再表示國家應積極立法以使內國法符合共同體法之

規定，甚至在 Mangold案表示會員國的轉換義務不因指令轉換期限屆至而消滅，必須持

續克盡實施積極平權措施之義務。依循此一邏輯，歐盟平等權保護由於希望能夠達成實

                                                
106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emploi, des affaires sociales et de l’égalité des chances de Commission européenne,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es sur les mesures d'action positive---Etude comparative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au Canada, aux Etats-Unis et en Afrique de sud, 2009, p.27.	
107 Marie-France Christophe Tchakaloff (1997), Éaglité et action positive en droit Européen, Pouvoirs n°82, 
p.100. 
108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emploi, des affaires sociales et de l’égalité des chances de Commission européenne, 
op. cit.,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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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平等的目標，因而肯定積極平權措施，甚至透過對各會員國積極義務的要求，鼓勵、

促進採取適合於各國的積極平權措施。	

	

五、結論	

原以和平共存、經濟共榮為組織與發展主軸的歐盟，因為大量跨國境的流通與移動，

使得初始僅為經濟服務之法規範，在強化社會政策面向後，透過越來越綿密的法規範網

絡，朝著明確保障每個歐盟國民實體基本權利的路途邁進。在此之中，涉及對於個人所

屬特質的不同判斷而具有高度價值評價性的平等權保護概念，也隨著歐盟成文法規範與

歐盟法院判決，單從禁止差別待遇之形式平等的強調，轉變到落實機會平等之實質平等

面向；並且從男女同工同酬原則出發，不但將男女平等原則之適用範圍從薪資受領擴大

到整個工作生活領域，更將男女薪資平等原則認定為個人基本權利，賦予主觀公權利之

權利性質，同時也為歐盟法規範之一般原則109。接著再繼續以達到男女在工作生活中的

實際完全平等為目標，要求會員國採取積極平權措施；而採取積極平權措施的範圍又接

著擴大到宗教或信仰、身心障礙、年齡或性別傾向等基準。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平等權

一章，採用少見的具體類型條文規定，將兒童、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皆納入保障範圍，正

呈現出歐盟法規範對於平等權保護概念，並不單純只是消極地禁止任意的差別待遇，而

係涵括社會權利保障，並透過積極平權措施要求會員國共同採取措施以達成歐盟共同的

公平正義目標。然而，歐盟這樣積極的成文法規範與判決要求，並不必然地就將使得歐

盟未來平等權的發展一片光明。一方面，個別會員國承擔相當重的內國法轉換義務，在

歐盟會員國彼此間之經濟條件、政治情況、社會發展與文化價值仍存在相當歧異的情況

下，各會員國究竟會如何修訂內國法以真正達成歐盟法之要求與設定之目標，必須再持

續觀察個別會員國內國立法變化與實施狀況；另方面，歐盟法院雖然肯定實質平等，但

同時為避免反向歧視，對於各國採取的積極平權措施皆要求各國法院必須透過比例原則

對於正當性與合理性審查，似乎並未採取寬鬆之審查密度。未來將會如何發展，仍待後

續繼續觀察，以累積更明確的審查密度與態度，方足以建構更完整的歐盟平等權保護體

系。	

	

	 	

                                                
109 Case C-81/05, Anacleto Cordero Alonso v Fondo de Garantía Salarial[2006], ECR I-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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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4 年 10 月 25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概略行程：前 15 天於巴黎進行相關論文資料調查，參加巴黎一大學術研討會，參訪憲法委

員會，接著前往 Lyon,	Aix-en-provence 續行相關資料、田野調查與參與歐洲論壇。	

詳細行程：2014/10/6 一早抵達巴黎，於短期租屋處安置行李後，前往鄰近的法律書店檢閱

新書與二手書，並進行初步閱讀與購買。	

2014/10/7	 前往國家圖書館辦理短期借書證，並進入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	

2014/10/8	 參加巴黎第一大學舉辦之「	 Les	villes	capitals,	miroirs	de	l’Etat」研討會。	

2014/10/9-10	 繼續於國家圖書館進行資料蒐集與閱讀。	

2014/10/11	 前往法國憲法委員會參訪並參與法律書展	

2014/10/12	 週日休息。	

2014/10/13-18	 繼續於國家圖書館與巴黎一大二大法學院聯合圖書館 Cujas 查閱相關資料。	

2014/10/19	 週日休息。	

2014/10/20	 前往 Lyon，參訪 L’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3	

2014/10/21-23	 前往 Aix-en-Provence，並於 Aix-en-Provence 進行資料蒐集、與 Jean-Marie	Pontier

等教授晤談、拜訪當地律師	

2014/10/24,25 參與歐洲圓桌論壇（Table	Ronde）	

2014/10/26	 返回巴黎	

2014/10/27	 再次前往巴黎的法律書店購買書籍	

2014/10/28	 前往法國「社會事務、健康與女性權利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sociales,	de	la	

santé	 et	des	droits	des	femmes）蒐集資料	

2014/10/29	 搭乘飛機返回台灣 

二、 研究成果 

本次的移地研究本應於計畫執行第一年時進行，但本人因當時懷孕身體出現非常多狀況，加上

後來不幸流產，因而延遲到計畫執行第二年方成行。本人就讀博士停留於法國達 6 年期間，亦曾於 2010

年暑期自費返回法國，但因為暑假期間學術機構也多半休假，故該次主要以母校之拜訪為主，所幸

2014 年拜科技部計畫之賜，方能於事隔 4 年後，於法國正常學期之時間，再度到法國進行較深入的資

料搜尋。此次所蒐集之資料，已經在計畫期末報告書中呈現，此處因而不再贅述，而只針對未能於期

末成果報告書呈現的研討會、參訪活動進行說明。	

（一） 巴黎第一大學舉辦之「	 Les	villes	capitals,	miroirs	de	l’Etat」研討會	

計畫編號 NSC－102-2410-H-004-084-MY2  
計畫名稱 優惠性差別待遇之跨國比較研究：歐洲、法國與我國 
出國人員

姓名 吳秦雯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 
2014 年 10 月 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 出國地點 法國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v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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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研討會舉辦在巴黎第一大學的 Liard 演講廳，巴黎一大校園每個出入口都有警衛檢

查證件，如果沒有會議的邀請函或是報名成功，或是沒有該校的學生證，是沒辦法進入回場

的。如此嚴格的管理縱然得以排除無關份子進入會場與校園，但對於分享高等教育資源似乎

是負面。	

這場研討會的主題是從各種不同面向探討首都城市的地位，也提及首都優越於其他

國家城市的原因與現況，報告人當中有為數不少的女性研究者，可惜並未特別從性別的角度

探討首都的相關問題。 （與 Jean-Marie	Pontier 教

授合影）	

	

（二） 憲法委員會參訪暨法律書展 
這次的參訪並非正式的拜會活動，而是利用在憲法委員會舉辦的聯合法律書展之機會，

進行參觀。儘管不是正式參訪，但現場的安排非常正式，如果要參訪審議廳與憲法委員會的

辦公室，必須在一定的時間排隊等候，否則就只能直接到書展的會場。首先參觀了憲法委員

會九名委員開會、進行審理的審議廳（比起我國大法官的審議廳，這間審議廳真的很小，而

且一點都不神祕，就在很熱鬧的大馬路旁邊的一樓。位置的安排其實和一般法院很像，有兩

方代表。），由現任憲法委員會秘書長 Marc	Guillaume 親自導覽說明（也把握機會問了審理

期間的問題，秘書長對於憲法委員會的委員能夠快速在短期內做出決定，認為主要歸功於委

員們的高度智慧）。 
接著由現任憲法委員會主席 Jean-Louis	Debré	 在二樓的委員接待廳有聲有色地解說憲法

委員會的功能（真的是唱作俱佳，不但以激昂的聲音語調進行說明，還有生動的肢體動作。

完全無法想像我國的任何一位法官或法學者可能有一樣的演員般的表現）。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在這廳堂中，沒有任何法國政治人物的肖像或是物品，因為憲法委員

會不為任何政治人物服務，他們只依據憲法，致力於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以往這廳堂是為

了皇室而存在，但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以上帝為名，為上帝服務的皇室已經不存在了，所有

的政治領導者都是為人民而存在，為人民服務。憲法委員會要考慮的，是基於憲法而實現的

人民權利，還舉了同性婚姻做例子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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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書展當中，也有許多作者親自來到現場與讀者見面，非常榮幸見到巴黎一大的

名譽退休教授	 Jean	Gicquel，與他討論了憲法委員會的功能，尤其是 QPC 的各種發展狀況。

教授認為法國有三個終審法院的觀點非常有趣。 

 
（參訪憲法委員會與書展照片）	

	

（三）歐洲圓桌論壇（Table	Ronde）	

	 	 	 	 歐洲圓桌論壇為馬賽大學行政研究中心每年 10 月的重要會議，邀請歐盟會員國重要大學教

授、法官、職業律師參與會議，為期一天半。所有參與學者提出書面或口頭主題報告，再由大家

自由交換意見，今年的主題為「音樂：國家、地方團體與法律」（Musique:	l’Etat,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et	le	droit），事實上對於文化相關產業的法律，往往涉及差別待遇，尤其是如何選擇保護

對象，也可能對於少數需要扶助之產業有優惠性差別待遇措施之使用，在歐洲各國學者的盡情討

論下，收穫豐碩。除了正式會議交換意見外，也利用茶敘、午餐與晚宴時與各國學者廣泛討論並

建立交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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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	

首先感謝科技部核准本計劃之移地研究申請，不僅令研究者有機會重返法國進行學術交

流，與法國教授、憲法委員有見面討論議題之機會，為日後更進一步的交流奠下基礎，更令研究者

在身體遭逢變故之後，擁有改變生活環境以調整心情之機會，得以重新振作順利完成本次的研究。

也因此本研究順利完成兩篇、共計 6 萬餘字之學術文章。不過，倘若科技部在移地研究上，能夠提

供正式的研究證明文件，甚至給予研究人員對應國相關的聯絡資訊，或許能夠使移地研究的過程更

加容易，而非全由研究者自己所建立之人際關係作為移地研究的基礎。	

在學術研究的建議部分，從我國與法國於優惠性差別待遇概念之適用與制度演變，可得知

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平等之實踐在各國皆有必要性，然採取如何的方式實踐卻有著相當的個別差

異，尤其與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不同而異。不過，在我國與法國，都相同地以性別作為優惠性差

別待遇之基準，可見得性別所引起的不平等或歧視狀況，有著相當的跨國一致性。未來不論是研究

人員或相關政府機關，都有必要對於性別而形成的相關差別待遇法政策，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在性別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措施中，我國與法國巧合地有兩個重大的相同之處。第一，

在選舉之當選名額中，相同地採取對於女性的保障比例規定。第二，在行政組織上都設立統籌女性

權益保障之專責機制，儘管組織架構與職權設計並不完全相同。不過在機構的設置規範上，我國偏

向為幕僚機構，欠缺直接的執行力，似有強化之必要。	

在具體參訪心得部分，首先，相較於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從未開放由大法官本身進行導覽或

說明，法國憲法委員會結合法律書展，開放一般民眾親近並真實了解憲法委員會之活動，尤其由憲

法委員會主席與秘書長親自導覽，真的是非常好的法律素養深根活動，讓人可以真實並親近體會到

憲法委員並非高高在上，也可以由說明的過程中更進一步知悉憲法委員會的職務與活動。憲法委員

會每一場次的審議庭也都有線上直播，供所有人直接觀賞。司法機構事實上沒有必要把自己蒙上司

法神祕主義的面紗，越是公開透明，其實越容易讓人理解司法運作的真實面，也更有助於建立人民

對於司法的信賴。建議我國司法院不論是大法官或是法院，都可以適度地開放，甚至舉辦類似的交

流導覽活動。	

其次，法國的學術活動與主題較具新穎性，不論是首都地位或是音樂與公權力機構的關係，

都是我國法學界少有的討論研究方向。參與人員的國際性方面，我國多數法學「國際」會議都只有

一兩個國家的參與者，一次多國參與者的法學國際會議幾乎也很少由大學一個獨立的學院或系所主

辦，規模相差很大，對於學生建立國際視野較不利益。若我國真的以全球化法學為研究對象，在相

關學術活動的舉辦上，應該能夠更有開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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