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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雇主在招募過程中，為了提高企業的生產力或行政組織的效率，防免契約、

侵權責任的發生，必須謹慎挑選人才，因此通常會以詢問或檢測（如人格測驗）

盡量蒐集與求職者相關的資訊，來遴選合適員工。但是，雇主得要求應徵者揭露

多少資訊？求職者在雇主的要求下，為了提高獲聘的機會，是否只能拋棄個人的

隱私利益？這些疑惑均值得思考，從中也顯現出了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衝突的問

題。 

關於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保障，我國目前的基本規範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簡

稱個資法）」及「就業服務法（簡稱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雇主如欲蒐

集求職者的個資，除必須符合個資法的特定條款外，假若涉及隱私資訊，尚須通

過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的檢驗。 

在這看似簡明的基本架構中，事實上存有許多令人困惑的地方，以個資法特

定條款的蒐集事由為例，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的意涵具體所指為何；

「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是否包含雇主可請求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如：

前雇主）協助為履歷調查；以及「經當事人同意」在勞動關係不對等時其有效性

的爭議等。而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最讓人頭痛之處則為應如何詮釋「就業

所需」。是以，我們須要更多的實務及學說見解來填充個資法與就服法勾勒出的

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權衡框架。 

本文將先探討雇主通常是基於什麼考量而對求職者為哪些詢問及檢測；而應

徵者面對這些詢問及檢測往往會有什麼憂慮。接著借鏡美國法制，剖析我國針對

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判準，並關注在個資法修正與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增訂後，過往的實務見解是否依舊恰當或有所革新。最後比較美國與我國法制

的異同，提出檢討與建議，期望能在保障求職者個資的同時，也兼顧到雇主的利

益。 

 

關鍵字：求職者、隱私權、資訊隱私權、就業所需、個資法、反歧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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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ring process, employers need to select workers cautious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ir enterprises, and to avoid the potential 

liability caused by reckless employees. To screen out the best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particular job, employers usually wish to gather a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job 

applicants as possible by making oral or written inquiries, or conducting different 

kinds of employment tests (such as personality tests). 

However,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can employers legally require job applicants 

to disclose? Do job applicants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linquish their personal privacy 

if they want to be employ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need to carefully balance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between employers and job applicants. 

In Taiwa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PIPA)” and “Employment 

Service Act (ESA) §5II②” form the basic framework of protecting job applicants’ 

informational privacy. Employers need to obey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PIPA before 

they can collect job applicants’ information; and if private information is to be 

collected, employers should further confirm their collecting actions meet the 

“job-related” requirement specified by §5II② of the ESA. 

This legal framework seems simple and clear, but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remain to be answered.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exact scope of the term “within the 

scope of job functions provid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IPA? Does the 

condition “quasi-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pecified in PIPA allow 

employers to contact third parties (such as job applicants’ former employers) and 

conduct a reference check? Further, since there is a serious power-imbalanced 

problem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can we truly expect the job applicants to 

offer a free and valid consent when they are requested to provid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hat is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e term 

“job-related” of §5II② of the ESA? More studies and court judgments are needed to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hat employers are entitled to know and what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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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s should be able to keep private.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analyzing why employers need/hop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job applicants and what screening tools they prefer to use. It then 

discusses job applicants’ concerns when they face employers’ inquiries or 

employment tests. By comparing relevant U.S.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job applicants’ informational privacy,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standards used in Taiwan’s case-law when balancing employers’ and job 

applicants’ interests. Special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issue whether these standards 

are still appropriate or should be updated in light of the latest amendments to the PIPA 

and ESA. Finally, through concrete cases, this thesis trie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on how we can better protect job applicants’ privacy while 

respecting employers’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knowing their future employees. 

 

Keywords: job applicant, privacy, informational privacy, job-relat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nti-discrimin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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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雇主在招募過程中，為了提高行政組織的效率或企業的生產力，或是防免契

約、侵權責任的發生，必須謹慎挑選人才，因此通常會針對求職者的相關資訊加

以詢問或讓應徵者進行相關檢測，以遴選合適員工，但雇主得要求應徵者揭露多

少資訊？求職者在雇主要求下為獲得聘用，是否只能拋棄個人的隱私利益？這些

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台灣就業歧視監督聯盟曾在 2014年隨機蒐集民間各大企業履歷表，發現履

歷內容經常要求應徵者回答與工作能力無關的個人隱私問題，甚至還有主管在面

試時詢問求職者：「上次生理期是何時？」；1相對地，2015年德國之翼 9525班機

副機師盧比茲則隱匿其憂鬱症病史，故意引發墜機，造成機上 150人全部罹難，

引起社會大眾的震撼。2
 

從這兩則新聞可知，雇主基於組織經營的目的，雖然可對求職者的個人資訊

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然而應避免過度地挖掘，以免侵害求職者的隱私；且尚應注

意是否了解不足，致使企業的利益、甚或公益，發生無法挽回的損害。簡單來說，

雇主對求職者個資的蒐集，過與不及均非妥適，因此在分析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

障議題時，我們應關注的焦點即為：哪些資訊的蒐集始屬「必要」，而這勢必會

牽涉到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衝突的權衡。 

 「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應如何與雇主的利益相互權衡，我國相關的基本

規範有二，一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另為「就業服務法（簡稱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個資法是我國為了貫徹對個人資料的保護，自 2012

年 10月 1日起分階段施行的法律，目前已於 2016年 3月 15 日全面實施。3
 

                                                       
1 參就業歧視監督聯盟，「就業歧視監督聯盟」揭露問題履歷表 要求勞動部開罰！，苦勞網，

2014 年 6 月 7 日，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985，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2 參宇寧，德國之翼航災事件：駕駛員心理疾病導致撞機，希望之聲，2016 年 3 月 14 日，網址：

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697464，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3 個資法的前身是在 1995 年 8 月公布施行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電資法）」。隨著

時代演進，電資法在個人資料的保障上已有諸多不足，遂有了在 2010 年 5 月公布的個資法，而

為避免衝擊過大，個資法經過 2 年多的緩衝準備期後，才在 2012 年 10 月開始施行，且因第 6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985
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69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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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如欲蒐集求職者的個人資訊，首應注意的是個資法的規範，若是公領域

的雇主，依個資法第 15條，必須基於「招募聘僱」的「特定目的」，在「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或「經當事人同意」下，才得蒐集求職者的「一般個資」；4

若是私領域的雇主，依個資法第 19條，同樣必須基於「招募聘僱」，在「與當事

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或「經當事人同意」等情形，

才可蒐集。5
 

前述規範僅是針對「一般個資」的蒐集，若是「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特種個資」，個資法原則上禁止雇主蒐集之，除非符

合「法律明文規定」、「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

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例外。

6
 

 又，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人資訊後，通常會進行「履歷調查」，以核實應徵

者所供資料是否為真，常見作法為雇主會聯繫求職者的前雇主，詢問前雇主對應

徵者（前員工）的評價。雖然「履歷調查」相當普遍，但在個資法施行後，因其

涉及（潛在）雇主、求職者與第三人（通常為前雇主）的三方關係，須釐清的問

                                                                                                                                                           
條（特種個人資料的規範）及第 54 條（個資法修正施行前間接蒐集個人資料的告知義務）尚存

爭議，所以當時僅先施行「第 6 條與第 54 條以外」的條文。 
4 個資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同意。三、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本文之所以排除第 15 條第 3 款的事由，原因為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資

時，勢必會對應徵者的資訊隱私權有所干涉，難謂無權益的侵害，詳細介紹請見第四章。 
5 個資法第 19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

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學術

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經當事人同意。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七、個人資料

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

不在此限。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本文認為第 19 條第 4 款及第 8 款，顯不可能作為私領

域雇主探查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事由，因雇主明顯不是「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而蒐集資訊；且蒐羅資訊時，同公領域雇主，也不太可能對求職者的權益毫無干涉。至於

其他款項，則均有適用的餘地，詳細介紹請見第四章。 
6 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

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

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

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

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

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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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即有：（潛在）雇主可否要求應徵者提供第三人的資訊；可否向求職者以外

的第三人，蒐集有關應徵者的資訊；第三人（通常為前雇主）是否以及能夠提供

多少資訊。 

第一個與第二個問題，關聯到個資法第 15條或第 19條雇主蒐集應徵者一般

個資時，可主張哪些事由的詮釋。第三個問題，在第三人是前雇主，其因契約關

係（通常為僱傭）握有勞工的相關資訊，為協助（潛在）雇主確認求職者的履歷

而透露時，應屬個資法第 16條或第 20條的「特定目的外利用」，7則在諸多允許

款項中，雇主可主張的依據有哪些；得為何種程度的揭露；還有，雇主在勞工離

職後，當初因契約關係持有的勞工資訊，可保留多久，均須進一步解析。另外，

求職者未獲錄用時，可否要求雇主「刪除」與其相關的個人資訊，亦須討論。 

    至於就服法的部分，立法者為使求職者的工作權利及個人隱私獲得更妥適的

保障，在 2012年 11月 28日修正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增訂雇主不得要

求應徵者提供「與工作內容無關」的「隱私資料」；並在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項將隱私資料分為「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

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及「個人

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依據個資法及就服法可知，雇主針對求職者的個資蒐集，除須符合個資法的

特定條款外，如涉及隱私資訊，尚必須是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要求的「就

業所需」。在這看似簡明的基本架構，本文認為其中有許多令人困惑之處，先以

個資法為例，如：只列舉 6種「特種個資」妥適與否；「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與「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必要」、「國家安全」和「公

共利益」具體意涵為何；「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是否包括雇主可請求應

徵者的前雇主（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協助為履歷調查；「經當事人同意」在勞

動關係不對等時的有效性；以及「法律明文規定」下到底有多少特別規定等。而

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最讓人頭痛的地方則為應如何解釋「就業所需」。8
 

 前述問題事實上就是「哪些資訊的蒐集對雇主而言，始屬必要」的具體化，

                                                       
7 屬「特定目的外利用」的原因為，前雇主當初因契約關係取得的勞工資訊，應與「協助他人為

履歷調查」的目的無關。 
8 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比較次要的問題則是其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針對隱私資料的例

示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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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及就服法已先為我們勾勒出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權衡時的基本框架，但具

體內涵則有待填充。鑒於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施行至今尚未滿 4

年，在實務案件累積到可以提供明確的指引前，本文嘗試探討應如何衡酌雇主與

求職者間個人資訊保障的利益衝突問題，分析哪一方的權益在什麼情況應優先受

到保障，希望能提出一套較具體的衡量標準，避免雇主的權益受到過度拘束，同

時對求職者的隱私利益提供相對完善的保護。 

最後，雖然「資訊」與「資料」存有不同的定義，9可是考量到兩者在內涵

上具有高度的重疊性，若從宏觀的角度並思及本文欲探討的重點，即雇主可探查

求職者的哪些情形來看，「資訊」與「資料」在本文應無區分的實益，所以本文

在分析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時，不會特別區分資訊與資料的差別，兩者在文中

是相互替代的概念，應予留意。 

第二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文是以「文獻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 

求職者什麼樣的個人資訊在什麼情況下較值得受到保障，是個看似無邊無際

的大問號，因此本文會以「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的文獻進行彙整與分析，描摹

出「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在實務及學界的發展現況，進而整理有哪些問題較受

到關注，以及面對這些問題時，實務及學界已有哪些衡量標準或應參酌因素，並

思考尚有哪些不足。 

除了文獻分析法，本文也會採取「比較研究法」，並以「美國法」作為主要

的比較對象。原因是美國法制在憲法位階處理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議題時，與

我國同樣有隱私利益保障範疇的討論；10在聯邦法律層次，雖然未如我國有個資

                                                       
9 有認為「資料（Data）」是未經處理的文字或數值；而「資訊（Information）」則是經處理而有

意義的資料，因此兩者並不相同。參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三民，2001 年，頁 18-22。 
10 即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隱私權保障條款（right to privacy clause）。但應注意的是，事實上隱私

權在美國的憲法上保障，是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個人有其隱私領域（zone of privacy）後，透過暈

影理論（penumbra approach），說明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結合自由）、第 3 條（軍人平時不得

侵入民宅）、第 4 條（對搜索及扣押的限制）、第 5 條（不得自證己罪）及第 9 條（人民自由權利

概括條款）等規定中，都藏有對隱私權的保護（詳可參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

士論文，1998 年）。因此，美國的隱私權保障條款並不單指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在此將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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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作為基本規範，但是透過 1964 年民權法案第 7

章（Title VII）的就業歧視禁止規定，已累積了大量的實務判決，使雇主在蒐集

求職者的特定資訊前，可了解應如何思考這些資訊是否符合 Title VII要求的「與

工作相關（job-related）」，而這就是我國在權衡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衝突時的核

心問題。11
 

此外，美國尚有針對特定資訊蒐集的直接規定，如 1970 年公平信用報告法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of 1970）及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of 1988）等。在有相關特別法的規範下，配上聯邦法院

對 Title VII的詮釋，本文認為美國法制對我國而言具有借鑑的價值，可作為豐富

我國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血肉時的參考。 

第二項  研究範圍與限制 

 完整的職場上個人資訊保障，應可分成 3個階段討論，即求職時、在職中及

離職後，而本文的研究範圍僅聚焦在「求職時」，原因為「在職中」常被檢討的

是雇主可對員工為什麼程度的網路活動監視或電子郵件監督；「離職後」較須關

注的則有雇主針對員工留存的相關資料應如何處理，思及這些都是「求職者」暫

時無須煩惱的問題，所以並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本文在分析應如何進行雇主與求職者間的利益衡量時，包含對「公領域」及

「私領域」的探討；且應注意的是，應徵者求職失敗後，通常不會立即針對雇主

的資訊蒐集行為提起爭訟，而是會趕緊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所以這部分的實務見

解可能較為有限。因此，本文尚會參考雇主對「在職中」員工資訊蒐集行為的法

律糾紛，觀察這些案例得否作為求職階段的警惕，亦即看能否以「在職中」的案

例解釋出，當雇主與員工間有較為緊密的關係下，雇主都不可以向員工蒐集特定

資訊時，則「求職中」更不應為之。另外，雇主對求職者作「履歷調查」時，常

會向該名應徵者的前雇主諮詢意見，因而本文亦會特別解析前雇主可否或如何利

用「離職後」員工所留資訊的問題。 

                                                                                                                                                           
提出，是因為其為本文欲分析的「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主要會牽涉到的規定。 
11 可能會有人疑惑，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亦有「就業歧視禁止」的規定，那本文怎麼

不將其與美國的 1964 年民權法案第 7 章（Title VII）相對應，這是因為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雇主不得要求應徵者提供與工作內容無關的隱私資訊）在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中，才是

最直接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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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本文的研究重心是放在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權衡的討論，所以文中將

不會對學理上不同的隱私權（保障）理論，有過多的著墨，僅會大致整理出實務

目前的看法；且本文主要是從「個人資訊保障」的觀點出發，勞動法相關學理的

論述，也較為有限。另外，考量到個人資訊種類龐雜且繁複，因此在可否蒐集的

研析上，焦點將置於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已例示的隱私項目，併此敘

明。 

第三節  研究架構 

繼第一章「緒論」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採取什麼樣的研究方法

及研究範圍為何後，第二章「雇主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引發的爭議」先撰寫雇主

通常是基於什麼目的而對求職者為詢問及檢測；雇主的行為是否有可據以主張的

基礎；以及常見的詢問和檢測項目有哪些。接著論述求職者面對雇主的資訊蒐集

行為，往往會有什麼憂慮與質疑、得主張哪些權利保障。最後，點出雇主與求職

者間的利益或基本權衝突問題。 

第三章介紹美國法制，探討美國對人民隱私利益的維護，在憲法位階有哪些

條文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最為密切以及有什麼樣的爭議；並概述相關的聯邦法

規。然後按第二章對雇主詢問及檢測項目的分類（即生理資訊、心理資訊和個人

生活資訊），整理相關的判決，藉此觀察美國的法規及實務已踏出什麼樣的足跡

可供我們反省或依循。 

第四章回歸我國法制的評釋，簡介相關的基本法律規範與特別法規後，會蒐

集、彙整有關的裁判，剖析我國目前針對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已有什麼樣的判

準，並關注在個資法與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修正後，過往的實務見解是否

依舊適宜，而近日的見解是否已有革新。 

第五章為結論，會先比較美國與我國在保障求職者個人資訊議題上，相關法

規及實務見解的異同，再依比較結果，參照第三章介紹的美國法制，尋求其中對

我國疑義與困境的啟發，然後提出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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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雇主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引發的爭議 

第一節  雇主的考量 

第一項  雇主蒐集求職者個資的目的 

公領域雇主為了執行職務的效率與私領域雇主基於企業經營的利益，經常會

對求職者作各式各樣的詢問或檢測，以衡酌應徵者的適任性。雇主考量的「效率」

或「經營利益」，其具體內涵為何，本文認為可參考就業服務法（簡稱就服法）

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立法理由中針對「就業所需」的解釋，即雇主是「基於

經濟上的需求，如：提高生產力、降低保險成本、避免侵權責任以及維護公共利

益等」，希望求職者揭露相關的個人資訊。 

「生產力的提升」是公領域及私領域雇主均相當關切的問題，假如能僱用到

優秀的員工，無疑能對行政組織的效率和企業經營的利益有良好的貢獻。為提升

組織或企業的產能，雇主可能會以健康檢查了解求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或依心

理測驗評判應徵者的抗壓能力；亦或是透過履歷調查確認求職者過往的工作表

現。 

而「保險成本的降低」，在未強制全民納保的國家，雇主或許會將為員工投

保，作為組織或企業的福利政策，此時雇主自然希望能錄用身體健康狀況佳的員

工，降低保險公司對其保險費用的估算。1但在有強制全民納保的國家，如我國，

                                                       
1 未強制全民納保的國家，像是推行「歐記健保（Obamacare）」前的美國。歐記健保－全名為「病

患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是歐巴馬在 2010 年 3 月簽

署通過的法律，立法目的為削減健保的支出，並提供所有美國人能負擔的健康保險照顧。可是，

美國雖已強制全民納保，但因歐記健保尚規定擁有 50 名以上全職員工的雇主，有義務為員工提

供「符合歐記健保標準」的保險，否則必須支付每人每年 2 千美元的罰金；且歐記健保原本預計

從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將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強制納入健保中，然而一直到了 2016 年 1 月，仍有

1050 萬名符合應投保規定之人拒絕購買保險，其中有很多人是因為嫌棄保費過高，寧可向國稅

局（IRS）繳納罰款，也不願意投保，所以「保險成本的降低」對美國雇主而言，本文認為應依

舊存有一定的重要性。參國際中心，「歐巴馬健保」是啥？共和黨為什麼要擋？，ETtoday 國際

焦點，2013 年 10 月 1 日，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最後瀏覽日

期：2016 年 5 月 31 日；劉屏，歐記健保 今上路，中時電子報，2013 年 10 月 2 日，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宋凌蘭，

歐記健保太貴 寧繳罰款也不納保，聯合新聞網，2016 年 1 月 6 日，網址： 

http://udn.com/news/story/6813/1422370-%E6%AD%90%E8%A8%98%E5%81%A5%E4%BF%9D%

E5%A4%AA%E8%B2%B4-%E5%AF%A7%E7%B9%B3%E7%BD%B0%E6%AC%BE%E4%B9%9

F%E4%B8%8D%E7%B4%8D%E4%BF%9D，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
http://udn.com/news/story/6813/1422370-%E6%AD%90%E8%A8%98%E5%81%A5%E4%BF%9D%E5%A4%AA%E8%B2%B4-%E5%AF%A7%E7%B9%B3%E7%BD%B0%E6%AC%BE%E4%B9%9F%E4%B8%8D%E7%B4%8D%E4%BF%9D
http://udn.com/news/story/6813/1422370-%E6%AD%90%E8%A8%98%E5%81%A5%E4%BF%9D%E5%A4%AA%E8%B2%B4-%E5%AF%A7%E7%B9%B3%E7%BD%B0%E6%AC%BE%E4%B9%9F%E4%B8%8D%E7%B4%8D%E4%BF%9D
http://udn.com/news/story/6813/1422370-%E6%AD%90%E8%A8%98%E5%81%A5%E4%BF%9D%E5%A4%AA%E8%B2%B4-%E5%AF%A7%E7%B9%B3%E7%BD%B0%E6%AC%BE%E4%B9%9F%E4%B8%8D%E7%B4%8D%E4%BF%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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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民平時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倘有工作，雇主還須為員工負擔部分的全民健保

及勞工保險，且應負擔的保費是依雇主給付勞工多少薪資而定，與員工的健康情

況並不相關，所以保險成本的降低應非我國雇主為種種詢問或檢測的主要目的，

2似無在就服法施行細則立法理由中，特別例示的必要。 

至於「公共利益的維護」，公領域雇主命員工執行法定職務時，通常即屬組

織法上所列公益目標的實現，因此在甄選求職者時，大多包含這是否有利公益維

護或公任務達成的思考；私領域雇主亦可能出於公益的考量進行遴選，如雇主在

有科學驗證的前提，命求職者接受基因檢測，避免具特定基因者獲聘可能危害其

生命的工作；再如某些與公眾安全相關的工作，雇主常會命求職者接受藥物測試，

以防其對社會大眾造成傷害。 

最後「侵權責任的避免」，公領域因有國家賠償法第 2條3公務員個人責任替

代的規範，使國家須為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的侵權行為負起代位責任，

4且國家只有在公務員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人民權益的損害時，才可向這名公務

員求償；在私領域，民法第 188 條第 1項規定，雇主在選任受僱人時，如未盡到

應有的注意義務，則雇主須就該員工執行職務中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負起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5因此，不論是公領域還是私領域的雇主，皆有慎選人才的

必要，以免擔上員工的侵權責任。6
 

第二項  雇主的利益基礎 

                                                       
2 參傅煒程，求職勞工個人資訊揭露合法性與範圍之研究－以隱私權理論實踐為中心，政治大學

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2009 年，頁 20。 
3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第 2 項）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第 3 項）前項情形，公務員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4 參葉百修，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元照，2011 年 3 月，頁 35-36、100-101 。 
5 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

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第 2 項）…。（第 3 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

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有趣的是，在美國亦有類似的規範，稱為雇主的「僱用過

失責任（negligent hiring）」，當雇主疏於注意，僱用了不適任的員工，即必須在該員工侵害他人

的利益時，負起損害賠償責任。See Sandra J. Mullings, Employment of Ex-Offenders: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True Antidiscrimination Statute, 64 SYRACUSE L. REV. 261, 273-275 (2014). 
6 又，在我國，雇主尚應注意民法第 224 條，其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

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所以當員工是作為雇主的代理人或使用人，為雇主履行「契約責任」而有所疏失，會等同是雇主

的疏失，雇主必須自己負起責任。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傅煒程%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求職勞工個人資訊揭露合法性與範圍之研究-以隱私權理論實踐為中心%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JMrC7/search?q=dp=%22%E6%B3%95%E5%AD%B8%E9%99%A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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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雇主有提高組織或企業的生產力、避免侵權責任以及維護公共利

益等經濟上的需求，會盡可能地蒐集與求職者相關的個人資訊，而雇主的「經濟

上需求」是否有其利益基礎，說明如下。 

 公領域雇主（公務機關）為實現「國家任務」，須賴員工（公務員）確實履

行法定職務。所謂的「國家任務」，是指在合憲秩序下，透過「實定法規範」賦

予國家執行權限的公共任務；7而公務機關應如何達成，須觀察其組織法及相關

作用法的規定，分析遴選什麼樣的人才，始得有效執行法定職務。因此，公務機

關可向求職者為詢問或檢測的利益基礎，應來自於其對己身組織法及相關作用法

的詮釋與適用。 

私領域雇主基於「企業經營的利益」，向求職者蒐集就業所需的資訊時，因

其是憲法的基本權保障主體，所以得主張「營業自由」的保障。「營業自由」主

要是保障各種型態的商業經營活動與無特定雇主的自由業的選擇、創立與經營自

由。8在我國並無明文的憲法依據，但大法官釋字第 514號解釋已指明其為複合

性的權利，可由憲法第 15條的工作權及財產權保障共同推導而出。依該號解釋，

營業自由在工作權的保障面向是指「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

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在財產權

的保障面向則是指「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

分均得自由為之」。 

 因此，雇主為經濟上的目的而創辦企業，在營業自由的保障下，原則上應享

有自由操縱其公司命運的權利，可按自己的意思決定錄取哪些求職者，並依其設

定的選才標準為相關的詢問或檢測，以提高企業的生產力、降低侵權責任的風險，

或藉此維護公共利益。9
 

第三項  常見的詢問或檢測項目 

 既然求職者的個人資訊對雇主而言非常重要，則在實務上雇主經常使用的甄

                                                       
7 詹鎮榮，國家任務，月旦法學教室，3 期，2003 年 1 月，頁 34。  
8 蔡宗珍，營業自由之保障及其限制－最高行政法院 2005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評釋，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35 卷 3 期，2006 年 5 月，頁 289。 
9 須補充說明的是，在美國，私領域雇主依私法自治或契約自由（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原則

上也享有僱用哪些人的決定權。而我國，依釋字第 576 號解釋，雖然也肯認了契約自由是憲法第

22 條保障的權利，但雇主既可主張更直接的營業自由，自無須另行適用契約自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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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工具到底有哪些，即有了解的必要。我國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10把

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分成三類－生理資訊、心理資訊及個人生活資訊，且有

各自得例示項目。姑且不論例示內容的妥適性，11本文發現其與美國雇主經常關

注的詢問或檢測項目大致相同。12
 

是故，本文會先依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的分類，同時參考美國相

關論述，簡介各個常見的甄選工具，分析其是否真能達成雇主希望達到的甄選目

的。至於與這些工具相關的法律規範，則會在第三章（美國法制）與第四章（我

國法制）詳細介紹。 

第一款  生理資訊 

生理資訊是指一個人的生命現象所透露出的訊息，也包含個人對周遭環境變

化的具體反應，13雇主感興趣的資訊如下： 

第一目  基因檢測 

因人類基因組解碼及遺傳學和醫學領域的發展，研究人員辨識與基因有關特

定疾病的能力已大幅提升。有科學報告顯示某些疾病的肇因很可能與特定基因的

突變有關，而基因突變的過程，則可能是因為工作場所的某些物質所造成；亦有

研究認為某些族群可能特別容易感染某類疾病；受僱者的某些惡習，如對酒精或

                                                       
10 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二、…要求提供非

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本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隱

私資料，包括下列類別：一、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

驗或指紋等。二、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三、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

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11 如：背景調查難道不包含信用紀錄或犯罪紀錄等資訊的查探？假若是為顯示特定資訊的重要

性，則在我國移民（指未歸化、來我國工作的外國人）日漸增多的情況下，是否亦應將「移民身

分」列為個人生活資訊的例示？心理測驗與誠實測試的差別為何？心理測驗與測謊涉及個人的背

景調查時，仍僅歸類在心理資訊？以及醫療測試為何不規定為比較常見的體檢或健康檢查等。其

中有個問題可先作回答，即生理資訊中例示的「醫療測試」，本文閱覽相關文獻後，認為其在求

職階段就是指「體檢或健康檢查」，因後者的稱呼較為具體，所以之後只會以「體檢或健康檢查」

代稱。不過，須補充說明的是，依我國的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等

規定，「體檢（體格檢查）」是針對「求職者」實施，「健康檢查」則是針對「在職勞工」所為。

考量到兩者在法規已明列的檢測項目上僅有一項差異，即健康檢查比體檢多包含一項「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檢測，是以本文後續分析求職者的醫療測試問題時，並不會特別就體檢或健康檢查

有所區分。 
12 主要差別在於「指紋」及「移民身分」的部分。關於指紋，美國的相關文獻並未特別解析之；

而移民身分，我國雖已有越來越多的移民，但其並不在「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的例示中。 
13 傅煒程，同前註 2，頁 6。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傅煒程%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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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的依賴，也可能與遺傳有關。基於這些因素，雇主遂希望對求職者進行基因

檢測（genetic screening），14冀求不會僱用到「有罹患代價高昂疾病可能」的員

工，15以確保組織或企業的產能、降低保險成本，並保護不特定員工的健康（維

護公共利益）。 

 然而，基因資訊作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資訊，16雇主是否可以任意地蒐集；

基因檢測在評判受測者的基因對（職業）傷害的發生機率或特定疾病的罹患風險

時，如何處理經常發生的種族或性別歧視爭議；17且基因檢測終歸只是一種風險

評估，或許 99%與 1%的發病率真的有所差別，但若是 45%和 51%呢？18這些都

是須慎重思考的問題。 

第二目  藥物測試 

一直以來，各國對藥物濫用的問題都非常重視。「藥物濫用」是指服用毒品，

或非以醫療為目的，在不經醫師處方、指示下，過量或經常使用某種藥物（不含

煙、酒、非麻醉性止痛劑），且服用程度已達足以損害個人健康，影響其社會與

職業適應，或危害社會秩序的情況。19
 

 因藥物濫用會影響人的健康，倘員工有濫用藥物的情形，即可能會影響其工

作上的表現。根據加拿大職業健康及安全中心的研究，受僱人工作中濫用藥物造

成的直接或間接代價，主要包括：病假╱缺勤、員工流失率上升、生產效率下降、

工傷意外發生率提高、同事間及上司與下屬的關係變得緊張、員工士氣低落、培

訓新員工的費用上升、醫療支出增加、浪費警察或其他執法單位的資源，以及訂

立紀律程序的額外開支。20
 

                                                       
14 參焦興鎧，工作場所基因檢測在美國所引起之勞動法爭議，經社法制論叢，40 期，2007 年 7

月，頁 2。 
15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人力資

源管理：全球經驗本土實踐（5 版），華泰文化，2014 年 5 月，頁 71。 
16 有學者指出基因資訊至少帶有識別性、預測性、遺傳性、持久性、標籤性及敏感性等 6 種特

色，使其成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資訊。詳見林維信，基因資訊保護之研究，科技法學評論，4 卷

1 期，2007 年 4 月，頁 170-174。 
17 參焦興鎧，同前註 14，頁 3。 
18 參林維信，同前註 16，頁 169。 
19 參藥物濫用與成癮，高危險群學生輔導，網址：http://highrisk.heart.net.tw/drug.htm，最後瀏覽

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20 轉引自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預防工作場所濫藥，綠十字，2014 年 3 月、4 月，網址：

http://www.oshc.org.hk/download/publishings/1/2586/08.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highrisk.heart.net.tw/drug.htm
http://www.oshc.org.hk/download/publishings/1/2586/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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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防免員工濫用藥物所造成的損失，通常會主動採取各項預防或改善措

施，如命求職者接受藥物測試（drug testing）。經調查，有許多雇主表示為藥物

測試後，確實可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如降低翹班機率），減少侵權責任的發生（如

降低工作意外機率），21甚或是維護了公共利益（如駕駛公眾運輸者不可有藥癮）。

雖然藥物測試看似對雇主有許多助益，但測試結果顯屬敏感性個資，雇主應注意

是否有侵害求職者隱私的問題。 

第三目  體檢或健康檢查 

職場上的體檢或健康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s），由來已久，雇主通常會

檢測求職者是否患有某種疾病，是否具備應有的力量、體力、視力、聽力及其他

身體特質。22對求職者身體狀況的知悉，除可幫助雇主排除生理或心理23上無法

勝任工作之人，亦有助於雇主決定錄用後工作的分配，可確保員工的生產力並降

低保險成本。惟體檢報告無疑是敏感性個資，雇主須小心有無隱私的侵害。 

又，體檢除針對「現階段」身體狀況的檢測，亦可包涵對「未來」身體狀況

的預測，如基因檢測。24另外，體檢應與藥物測試作區別，雖兩者均可能蒐集受

測者的尿液或血液，但前者的目的在於知悉受測者的身體健康狀況，而後者則是

為了解受測者是否有使用非法藥物或毒品。25
 

第四目  HIV檢測 

愛滋病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

的簡稱，是透過愛滋病毒（即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使病患因自身抵抗力降低，導致各種原本不會使人

                                                       
21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15，頁 179 及 David A. DeCenzo 及 Stephen P. Robbins 著， 許世雨、楊雪倫、李長晏、蔡秀涓、

張瓊玲及范宜芳譯，人力資源管理（9 版），五南，2009 年 2 月，頁 105。 
22 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47 (2015). 
23 這邊的「心理」問題指的是精神疾病，非如後述作為評判人格特質之用的心理資訊。 
24 特別強調此點的原因為，在美國，實務本不認同基因檢測屬於 1990 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簡稱 ADA）所定的體檢，使求職者無法主張 ADA 的保

障，如此將有什麼不利，請見第三章（美國法制）的介紹。 
25 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197 (2015).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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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病菌變得有機會感染人類，並在嚴重時讓病患死亡的疾病。26
 

 愛滋病毒是經由體液（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母乳等）的交換而傳染，

傳染途徑有：(1)性行為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口腔、肛門、陰道接觸的

性行為，就有受感染的可能；(2)血液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針頭、

針筒、稀釋液或輸入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產品等；及(3)母子垂直感染：

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懷孕生產，可能會在她懷孕、生產或哺乳時，將病毒傳染給

她的嬰兒。27
 

迄今，感染愛滋病毒者仍無藥物可以治癒，患者必須持續地服藥（通常為雞

尾酒式混合療法藥物）才能控制病情，如不規則服藥則會導致愛滋病毒產生抗藥

性，造成日後治療上的困難。28
 

雇主希望求職者接受 HIV檢測（HIV testing），或許是意圖降低保險成本，

還有維護公共利益（如防免不特定員工或顧客遭到傳染），但更可能的動機應是

出於單純地恐懼有人會受到感染，即使求職者應徵的工作絕大部分難以出現符合

愛滋病傳染方式的情況。29雇主若只因單純的恐懼，而要求應徵者揭露有無罹患

愛滋的敏感性個資，無疑是對求職者隱私的極大干涉。 

第五目  智力測驗 

智力測驗（intelligence tests），或稱認知能力測驗（cognitive ability tests），

是用來測量一個人抽象的思考能力，包含知覺、記憶、邏輯、語言及數學等。30

目前廣被使用的是「魏氏成人智力測驗（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簡稱

WAIS）」，內涵 11個主題，分別為常識、數字記憶廣度、詞彙、算數、理解、類

                                                       
26 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址：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

d=0D62EE0F6D4EBF8C，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27 同前註。 
28 尚應注意的是，感染愛滋病毒者，從感染到發病的時間通常會有一段「潛伏期」，快者半年至

5 年，慢者 7 年至 10 年或更久，如果感染者有及早使用藥物控制治療，則可延長潛伏期時間，

延緩發病。又，感染愛滋病毒者尚有一個「空窗期」問題，空窗期是指「感染愛滋病毒後，到可

以被檢查出來的時間」，病患在感染愛滋病的初期，可能檢驗不出已罹患愛滋病。另外，病患感

染愛滋病毒後，人體並不會立即產生抗體，因此以一般的抗體檢測，大約要 6-12 週後才能被檢

驗出來。同前註。 
29 See LANCE GABLE, et al., LEGAL ASPECTS OF HIV/AIDS: A GUIDE FOR POLICY AND LAW REFORM 51 

(2007). 
30 黃敦群、羅玉娟，任用管理的研究與實務落差：文獻觀點、人資工作者認知與台灣企業實務

三者之比較，人力資源管理學報，14 卷 3 期，2014 年 9 月，頁 43。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d=0D62EE0F6D4EBF8C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d=0D62EE0F6D4EBF8C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author/Gable%2C+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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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圖畫完成、圖畫排列、積木圖型、物形拼合及數字符號替代的文字及非文字

智力測驗，31因測驗內容的多樣，可較細緻地評估一個人的思考能力。 

其他常被使用的還有「瑞文標準推理測驗（Raven’s Standard Progress Matrice，

簡稱SPM）」以及「華-葛氏批判思考量表（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簡稱 WGCTA）」等，前者是由一系列漸趨複雜的矩陣構圖所組成的非文字智力

測驗，被用來測量一個人的觀察力及推理能力；32後者則是包含推論、辨認假設、

推演結論、解釋及評價論點 5 個主題的文字智力測驗，被用來衡量一個人的批判

性思考能力。33
 

鑒於智力測驗可預測一個人的思維能力，有助於雇主遴選出優秀員工，拉高

組織或企業的產能。但是，因智力測驗的種類相當多樣，評估重點各有不同，所

以雇主無法也不應隨意挑選一種智力測驗後，就用來甄選所有的職缺。34換言之，

雇主必須斟酌「是否」及「應使用什麼類別」的智力測驗，否則就可能因測驗的

「信度與效度」，遭質疑是否有揭露求職者「智商」的必要，而被認定不當干涉

了應徵者的隱私利益。35另外，智力測驗雖是看似中立的甄選工具，但因測驗結

果可能對某些族群特別不利，而有引發「種族」差別影響歧視的風險。36
 

第六目  指紋 

                                                       
31 參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心理測驗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應用，研習論壇月刊，16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 
32 參徐光華、暴麗艷，張曄林、趙蕾編著，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交通大

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134。。 
33 參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同前註 31。 
34 學者認為智力測驗對較耗腦力的工作（如工程師、會計師等）才具有高度的應用價值（參徐

光華、暴麗艷，張曄林、趙蕾編著，同前註 32）；亦有研究顯示智力測驗對於低複雜度的工作，

其預測效度不及高複雜度的工作（參黃敦群、羅玉娟，同前註 30）。 
35 什麼是「測驗」的「信度與效度」？簡單來說，當雇主使用到評量結果易受隨機誤差影響的

智力測驗時，該測驗即欠缺「信度」；若是無法測出希望測量的能力或特質，則是「效度」的不

備。更詳細的介紹，將於本章第二節「求職者的憂慮」中說明。 
36 在美國，智力測驗的結果，弱勢族群（如非裔美人）的成績經常會輸給白人，雇主為避免引

起種族歧視的爭議，或自己也無法說清楚所採取的智力測驗與工作間有什麼確切的關聯性時，過

去常以建立「種族常模（race norming）」後，錄取各個族群前幾名的方式，來平衡錄用員工的族

群。但這個方法使弱勢族群得以較低的分數獲聘，亦遭受諸多抨擊，因此民權法案在 1991 年修

法時，已明文禁止這種錄取方式。目前雇主使用的另一種衡平方式為「得分區間（banding）」，

這個方法是讓得分在同一區間裡的求職者（如：91 分至 99 分之人都被評價為 A）均在雇主的選

材範圍中，然而在相同區間裡的弱勢族群仍可能是真實分數較低者，雇主錄用該人時，依舊會面

臨許多非議。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

同前註 15，頁 176。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9%BA%E5%8A%9B%E6%B5%8B%E9%AA%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9%BA%E5%8A%9B%E6%B5%8B%E9%AA%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9%BA%E5%8A%9B%E6%B5%8B%E9%A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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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紋（fingerprint）是個人身體的生物特徵，具獨一無二的特性。在美國，

雇主蒐集求職者的指紋，通常是為了確認應徵者有無犯罪紀錄或藉此遏止職務上

的犯罪行為，37以降低侵權責任風險。在我國，雇主通常是為了確實管理員工的

出缺勤狀況，才會蒐集「員工」的指紋，要求員工以捺指紋的方式打卡，防止有

人作弊；38而有的雇主則是考量到場所進出的安全問題，要求應徵者在「獲聘後

入職時」，提供指紋作為門禁管理之用。 

慮及美國的相關文獻並未特別解析雇主可否蒐集求職者的指紋，頂多在提到

雇主有調查求職者是否具備特定犯罪紀錄的義務時，建議雇主以應徵者的指紋向

有關機關（如 FBI）請求確認，以免出現誤會，所以第三章（美國法制）不會再

有關於指紋的介紹；而在我國，似乎少有雇主於甄選時，就蒐集求職者的指紋，

因此第四章（我國法制）只會略為介紹實務對雇主蒐集「在職中」員工指紋的看

法。 

第二款  心理資訊 

心理資訊為個人內在精神或心理層面投射出的訊息，39雇主常會藉由下列工

具，分析求職者的人格或偏好： 

第一目  測謊 

雇主通常期待員工具備「誠信（honesty）」的美德，希望在鑑別求職者時

採用相關測試，了解應徵者是否可靠、值得信任。40「測謊（polygraph test）」

即為雇主經常用來評價求職者誠信與否的測驗方式。41
 

 所謂測謊，是指由測試員對受測者作一系列詢問時，以儀器記錄下該人的生

理反應，如血壓、脈搏與呼吸，之後再由專人進行分析，評估受測者是否說謊。

受測試者可能會因測謊結果的分析報告顯示其有重大欺騙（significant deception）

而被拒絕僱用；或雖無欺瞞行為，但卻因真實的陳述為雇主所不喜，遭拒絕僱用。

                                                       
37 參傅煒程，同前註 2，頁 12。 
38 參曾更瑩，企業因應個資法面臨的難題，全國律師，17 卷 4 期，2013 年 4 月，頁 14。 
39 傅煒程，同前註 2，頁 12。 
40 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203 (2015). 
41 I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0%E5%A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8%E6%9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_(%E7%94%9F%E7%90%86%E5%AD%B8)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傅煒程%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傅煒程%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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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測謊除有雇主可能指示測試員對求職者為「不當詢問」的問題外，43還有一

個受到更多人質疑的地方，即測謊本身與依此所得陳述通常會受到諸多因素影響，

而使事後分析結果偏離事實，如測謊員暗中對受測者施加壓力或受測者本身過於

緊張，都將使受測者的生理反應有別於平時狀態；且縱使儀器紀錄的是該人的真

實反應，分析報告亦可能因測謊員專業素養的不同而有差異或錯誤。44
 

第二目  誠實測試 

誠實測試（honesty tests）是以紙筆或線上評量的方式評估求職者的誠信及

道德特質，45測驗內容可分成兩種形式，一為公然的誠實測驗（overt 

integrity/honesty test），其在題目設計上會直接詢問求職者對於不誠實行為（尤其

是竊盜）的態度，以及過去是否曾有不誠實的行為，46舉例來說，題目可能會問

「你是否經常誠實？」、「你做了不該做的事，是否會有罪惡感？」及「你是否認

為把工作場所中的小物品帶回家是竊盜？」等。47
 

另一種為隱晦的誠實測驗（veiled integrity/honesty test），其在題目設計上通

常不會直接詢問求職者對於竊盜或其他不當行為的態度，而是會以一系列的題目

來綜合評價一個人的人格特質，48舉例來說，題目可能為「我通常對自己有信心：

是或否？」、「我喜歡挑戰：是或否？」、「你是否經常臉紅？」以及「你多久整理

一次床鋪？」49
 

有認為「誠信」本即是一種人格特質，且誠實測試中被歸類為「隱晦型」的

誠實測驗，其所評價的人格特質通常已不侷限在誠信，是故應將誠實測驗歸類在

                                                       
42 Id. at 204. 
43 雇主指示測試員對求職者為不當的詢問，常出現的情況為雇主命測試員深入挖掘求職者的個

人生活資訊，以驗證求職者是否真誠。 
44 See David Barnhorn and Joey E. Pegram, Speak the Truth and Tell No Lies: An Update for the 

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29 HOFLELJ 141, 147 (2011). 
45 黃敦群、羅玉娟，同前註 30，頁 43。 
46 See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he Use of Integrity Tests for 

Pre-Employment Screening, OTA-SET-44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 (1990), 

available at https://www.princeton.edu/~ota/disk2/1990/9042/9042.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47 Susan Hansen, Study questions accuracy of worker 'honesty tests', Washington Bureau of The Sun, 

Sep 27, 1990,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0-09-27/news/1990270049_1_employment-testing-honesty-tests-w

ritten-tests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48 See U.S. Congress, supra note 46, at 2. 
49 Hansen, supra note 47. 

https://www.princeton.edu/~ota/disk2/1990/9042/9042.PDF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0-09-27/news/1990270049_1_employment-testing-honesty-tests-written-tests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1990-09-27/news/1990270049_1_employment-testing-honesty-tests-written-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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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之下，無須自成一個類別。50本文贊同這個看法，因誠實測驗的本質就

是在評估一個人的特定品德（即：誠信），所以應無須將其獨立於種類繁多的心

理測驗之外。 

 不過，無論有無將公然或隱晦的誠實測驗，自成一項的必要，雇主使用誠實

測驗的目的，都是希望能降低求職者未來在職場上竊盜及從事不當行為的機率，

且與同是關注誠信度的測謊相比，因其較為簡易、便宜，獲得了許多雇主的青睞。

話雖如此，誠實測試一樣有試題可能是「不當詢問」的問題，51且其「信度與效

度」也頗受質疑。52
 

第三目  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s）是透過對一個人內心的解析，以預

測該人未來可能的表現，常見的題型有：一連串的是非題，如「有時我會無法抑

制地大哭或大笑：是或否」及「有時我會感到靈魂脫離身體：是或否」等；或是

要求受測者對數個圖形或圖畫為描述，以評估受測者的心理狀況。53
 

若是依心理測驗測量的特質作區分，可粗略分為性向測驗、成就測驗、人格

測驗、興趣和態度測驗等幾大類。54其中雇主喜歡選擇可以分析一個人具備什麼

人格特質的人格測驗，來評估求職者是否適任。55不過，人格測驗是在五大人格

特質的概念被提出後，才被視為是一項有效的甄選工具，56因研究發現五大人格

特質可用來預測不同類型工作的績效，57雖然其預測效度相對於其他甄選工具並

                                                       
50 See U.S. Congress, supra note 46, at 2. 
51 題目設計者巧妙地安排詢問事項，以檢驗受測者有無自相矛盾的答案時，也可能會設計出過

於深入探索受測者個人資訊的試題。 
52 如受測者為取得較好的評價，可能會在測驗中虛偽陳述；也可能是雇主自己針對測驗結果有

錯誤的解讀。See Elizabeth D. De Armond, To cloak the within: protecting employees from personality 

testing, 61 DEPAUL L. REV. 1129, 1139-1140 (2012). 縱使受測者是真實回答並交由專家分析，測驗

的信度與效度仍有一定的誤差空間。Id. at 1144-1145. 
53 See Armond, supra note 52, at 1140-1141. 
54 參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同前註 31。 
55 See Armond, supra note 52, at 1141. 
56 五大人格特質分別為外向性（extraversion）、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親和性（agreeableness）、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及情緒穩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又五大人格測驗被提出後，

學者、專家除針對五大人格繼續設計新的題目外，尚有有其他學者、專家將五大人格細化，開發

新的題型。詳可參鄭夙珍，心理測驗應用在企業徵選之實務探討，研習論壇月刊，168 期，2014

年 12 月，頁 21-22。 
57 目前一般認為嚴謹自律、情緒穩定之人，可有較好的工作表現；性格外向、具親和力之人，

能有較佳的團隊合作；聰穎開放之人，則較具有想像力及探求新知的能力。因此雇主基於不同工

作類型的需求，常會透過心理測驗來評估求職者身上的人格特質是否適任應聘工作，以提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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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突出，58但以紙筆方式施測的人格測驗有時間短、可運用於不同類型職缺以及

可和其他甄選工具搭配使用等的優點，因此常被雇主選作甄選工具之一。59然而，

心理測驗受人詬病之處與先前的誠實測驗相同，可能出現「不當詢問」的試題以

及有「信度與效度」的爭議。60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有學者考量心理測驗是從心理治療發展而來，且只是療

程中的一項輔助判斷工具後，認心理測驗並不適合作為雇主的甄選工具。61對此，

本文認為若雇主選用的心理測驗可用來評估一個人有無心理上的疾病，應歸屬生

理資訊的體檢或健康檢查。62
 

第三款  個人生活資訊 

除去前述符合生理及心理資訊定義的資訊後，剩餘有關求職者個人五花八門

的日常生活資訊，均可劃歸在這個分類，其中雇主較為留意的資訊有： 

第一目  背景調查 

雇主可詢問或調查求職者什麼樣的個人生活資訊，為一相當籠統且概括的問

題，雖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項有將「背景調查（background checks）」

特別列出，但難謂其他項目，如對犯罪紀錄或信用紀錄的調查，即非背景調查。

因此，本文在背景調查的簡介中，僅先介紹常見的「調查方式」：履歷調查

（reference check）與網路搜尋調查（on-line searches）。之後再介紹其他就服法

特別列出的「調查標的」，即犯罪紀錄、信用紀錄與懷孕計畫等個人生活資訊。 

1. 履歷調查 

 雇主甄選優秀員工時，除可能蒐集、利用求職者前述生理或心理資訊外，在

                                                                                                                                                           
的生產力。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周瑛琪、顏如

妙編譯，人力資源管理（7 版），東華書局，2011 年 1 月，頁 142。 
58 舉例來說，有調查顯示在心理測驗中「情緒穩定性」得分較高的求職者，通常可以有較優越

的工作表現；但也有調查顯示，最佳績效的員工在當初的心理測驗情緒穩定性評分中，通常是得

分中等之人。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

同前註 15，頁 177。 
59 參黃敦群、羅玉娟，同前註 30，頁 40。 
60 相同內容不再贅述，詳見註 52。 
61 See Armond, supra note 52, at 1141. 
62 美國實務即採這種見解，詳見第三章（美國法制）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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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活資訊的取得最常見的方式為履歷調查。履歷調查是指雇主收到求職者寄

送的履歷後所進行的確認行動，常見作法為雇主會向求職者的前雇主聯繫，請求

前雇主提供該名應徵者過往的工作表現情況。63倘履歷調查的資訊為真，因可確

認並預測該名求職者的生產力，同時減少錄用後的侵權責任風險，將是一種能有

效判別應徵者是否適任的工具。64
 

又，有的雇主為履歷調查時，不僅會調查求職者過去的工作表現，且會調查

其工作外的表現，如了解求職者是否在工作外服用非法藥物或酗酒、是否有犯罪

紀錄（含各式犯罪、假釋或逮捕紀錄）及信用狀況如何（是否借貸或破產）等，

藉此作適任與否的整體評估。簡言之，廣義的背景調查主要是指以求職者過去的

行為表現，來預測其未來在工作上的可能表現。65
 

在美國，履歷調查是一種合法行為，但前雇主為避免誹謗或侵害名譽的訴訟

纏身，在履歷調查的回覆中，通常僅為「中性評價」。66而我國因已有個人資料

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規範，無法如同美國的雇

主，可自由地向第三人聯繫，請求第三人協助確認求職者的履歷。 

我國雇主可否作履歷調查，有幾個問題必須釐清，即：（潛在）雇主可否要

求應徵者提供第三人的資訊；可否向求職者以外的第三人，蒐集有關應徵者的資

訊；第三人（通常為前雇主）是否以及能夠提供多少資訊；第三人掌有的求職者

資訊可保留多久；還有，求職者落選後，可否要求雇主「刪除」與其相關的個人

資訊等。67
  

2. 網路搜尋調查 

在網路時代，雇主除會對求職者進行履歷調查，更會對求職者為網路搜尋調

查。根據微軟 2010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有 75%的雇主會在網路上搜尋求職者的

                                                       
63 See PEGGIE SMITH, et al., PRINCIPLES OF EMPLOYMENT LAW 86 (2009). 
64 David A. DeCenzo 及 Stephen P. Robbins 著， 許世雨、楊雪倫、李長晏、蔡秀涓、張瓊玲及范

宜芳譯，同前註 21，頁 198。 
65 See Armond, supra note 52, at 1134-1137. 
66 See PEGGIE SMITH, et al., PRINCIPLES OF EMPLOYMENT LAW 87 (2009). 應補充說明者，在美國，前

雇主於協助履歷調查時，僅在「故意不實陳述或有揭露特定資訊的義務但未揭露，導致潛在雇主

誤判求職者的工作能力而僱用，並因此受有損害」的情形，才須負起賠償責任，而單純的中性評

價並不會衍生出法律上的責任。詳可參 Kadlec Medical Center v. Lakeview Anesthesia Associates, 

527 F.3d 412 (5th Cir. 2008)。 
67 這些疑問牽涉到我們應如何詮釋與適用「相關的個資法規定」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

詳細分析請見第四章（我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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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表現，且 70%會依此決定是否僱用。68
 

所謂的「網路搜尋調查」是指，雇主會在搜尋引擎（如 Google）輸入求職

者的姓名，搜索該人在網路上的相關資訊，倘若求職者有使用社交網站（如

Facebook、Myspace 或 Twitter），更會是雇主的關注重點。 

雇主不再滿足於履歷調查的原因為，他們相信網路搜尋的結果，更能詳盡地

揭露求職者較真實的一面，這是已流於表面或形式的履歷調查所做不到的。然而，

以網路搜尋作為甄選工具的合法性與妥適性，並非沒有爭議，尤其考量到網路資

訊的可信性與其對工作表現的效度評價時，愈須慎重，69例如： 

某位求職者應徵營地輔導員時，因雇主發現其在 FB上貼文誇耀和一群未成

年朋友喝到爛醉，而被拒絕僱用；某位應徵者因雇主誤其為網路上另一名同名同

姓入監服刑之人，而遭拒絕僱用；某位求職者因雇主發覺其甚少使用社交網站，

認為其欠缺社交能力，而不予僱用。70
 

由前述例子可知，網路搜尋調查「或許」真能提供雇主有關求職者較真實的

資訊，但在可信性及效度的評價上則必須有所保留，且雇主也可能蒐集到諸多與

工作表現無關的資訊，如求職者的政治立場、性傾向及宗教信仰等。姑且不論這

些資訊的真實性，因為它們是較具敏感性的個資，一般都被禁止詢問。71
 

第二目  犯罪紀錄 

在分析雇主為何喜歡打探求職者有無犯罪紀錄（criminal records）前，可以

先看以下兩則新聞： 

 一名男子年輕時遭法院判決應入監服刑 13年，當時的承審法官曾當眾表達

其對這名男子出獄後可否再度融入社會深感憂慮。然而這位男子出獄後，不但取

                                                       
68 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29 (2015). 
69 See H. Kristl Davison, Catherine C. Maraist, R. H. Hamilton, and Mark N. Bing, To screen or not to 

screen? Using the internet for selection decisions,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1 

(2012), available at 

https://e-hrinnovations.com/Davison%20et%20al_ERRJ_2012_Web-based%20Screening.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70 Id. at 2. 
71 此部分可參第三章（美國法制）第二節「相關立法」中，關於 Title VII 和州法目前立法趨勢

的介紹，以及第四章（我國法制）有關就服法第 5 條的說明。 

https://e-hrinnovations.com/Davison%20et%20al_ERRJ_2012_Web-based%20Screen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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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士學位、成為律師助手，尚申請到就讀法學院的全額獎學金，未來將成為聯

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助理。72另個例子則是某位受刑人出獄後，獲某提供上門修理

服務的公司錄用，卻在進入顧客家中修理壁爐時，企圖性騷擾並殺害屋中小孩。

73
 

 前述 2個例子反應出社會民眾對「有前科之人」可能會有如同光譜兩端般的

矛盾心理，一端堅信出獄者有再社會化的可能，應給予其機會；另端則認為出獄

者很可能再對他人造成傷害，因此仍應警惕之。74
 

是故，雇主欲知悉求職者有無犯罪紀錄，經常是考慮到具前科者的再犯機率，

為維護工作場所安全及降低侵權責任風險而問；75但有的則是因工作性質涉及公

眾安全或須較高的公眾信賴（即為了公共利益的維護）而查，76使更生人有就業

上的困難。 

有研究將受刑人出獄後再社會化時面臨的種種難處稱為「附帶後果效應

（collateral consequences）」，即受刑人出獄後遭受的生活障礙，並非司法裁判本

身所致，而是因為大眾普遍對犯罪者的抵制心理，77使其不易找到合適的住所、

教育或工作，甚至無法維繫原有家庭。78在這些困境中，最重要的應該是無法找

到工作，因失業將使生活難以維持，從而令再犯率大幅提升，79讓社會須負擔累

犯造成的額外成本。80又，經調查雇主除不喜歡僱用有前科者外，也不太願意僱

                                                       
72 See Adam Liptak, The Robber, the Judge, and the Case for Leniency, N.Y. Times, Aug 26, 2013, at 

A12,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8/27/us/taking-a-second-chance-and-running-with-it.html?_r=1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73 See Jeff Rossen and Josh Davis, Today News: Violent felons sent into homes as service workers, 

TODAY News, Aug 20,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oday.com/news/violent-felons-sent-homes-service-workers-6C10935682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74 See Mullings, supra note 5, at 262. 
75 See Carrie Valdez, Hands-Tied Hiring: How the EEOC's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is Taking 

Discretion Away From Employers' U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63 CLEV. ST. L. REV. 541, 542 

(2015). 
76 這類工作法律通常也會直接規範雇主有調查義務，如執法人員或保全。 
77 See Mullings, supra note 5, at 262. 
78 See Debbie A. Mukamal & Paul N. Samuels, Statutory Limitations on Civil Rights of People with 

Criminal Records, 30 FORD. URBAN L.J. 1501, 1511-1512 (2013). 
79 See Rose M. Burt, More than a Second Chance: An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pproach to Reduce 

Recidivism Among Criminal Offenders, 6 TENN. J.L. & POL'Y 9, 16-17 (2014), available at 

http://trace.tennesse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89&context=tjlp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80 See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Collateral Costs: Incarceration's Effect on Economic Mobility, 2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pewtrusts.org/~/media/legacy/uploadedfiles/pcs_assets/2010/CollateralCosts1pdf.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3/08/27/us/taking-a-second-chance-and-running-with-it.html?_r=1
http://www.today.com/news/violent-felons-sent-homes-service-workers-6C10935682
http://trace.tennesse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89&context=tjlp
http://www.pewtrusts.org/~/media/legacy/uploadedfiles/pcs_assets/2010/CollateralCosts1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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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逮捕、拘留或雖被判刑但未入監服刑紀錄者。81
 

    因此，在美國，犯罪紀錄雖為雇主可自行查探的公共紀錄，82但為幫助更生

人再度融入社會，減少因公眾的抗拒心態而生的額外成本，已有不少人呼籲國家

正視有前科者在社會上面臨的「歧視」問題。83在我國，雇主通常會直接要求應

徵者出具良民證，免去自己調查的麻煩，84所以更生人也有就業上的困境須待解

決。85
 

第三目  信用紀錄 

倘求職者的信用狀況一團糟，除有信用危機外，更可能面臨就業上的障礙，

因為有的雇主認為信用良好之人，才會是較為誠實、可靠或負責任的員工，所以

會調查應徵者的財務狀況（financial status），86確保組織或企業的生產力。但是

財務狀況不佳之人如因雇主的信用調查而無法找到工作，將使其信用狀況更加惡

化，進而成為社會的負擔。87究竟是否應允許雇主對求職者為信用調查，有以下

幾點必須釐清： 

                                                       
81 See Mullings, supra note 5, at 266.  
82 美國雇主通常是使用「法庭、新聞報導機構或以盈利為目的的資訊蒐集服務公司」保留的公

開資訊，調查求職者有無犯罪紀錄。 
83 這裡的「歧視」非指傳統上針對某些弱勢族群帶有的非理性、惡意及貶低意味的對待，單純

是指雇主排斥僱用有前科者。See DEVAH PAGER, MARKED: RACE, CRIME AND FINDING WORK IN AN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8 (2007). 不過，在美國，有前科者

一大部分都是非裔及西班牙裔美人，因此有時也可能是傳統上的「種族」歧視問題。See Michael 

Pinard,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Confronting Issues of Race and Dignity, 85 

N.Y.U. L. REV. 457, 465 (2010). 
84 「良民證」是「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的俗稱，只有「本人」才可以向警察局申請，其上只會

登載經法院判決確定的罪刑（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 3 條）。我國雇主雖也可透過司法院

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在當事人的身分尚未被去識別化之前）、新聞報導或徵信社等管道調查求職

者有無前科，但雇主偏愛的還是直接請求職者去申請良民證，因這是最便宜的方式。參黃文鍠、

洪素卿，想找工作嗎？ 請附良民證，自由時報電子報 生活，2009 年 12 月 18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59437，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黃文鍠、洪素

卿，一張良民證 逼退更生人，自由時報電子報 生活，2009 年 12 月 18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59438，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鄭閔聲，立院

通過放寬良民證條例，中時電子報 生活，2012 年 12 月 29 日，網址：

https://tw.news.yahoo.com/%E7%AB%8B%E9%99%A2%E9%80%9A%E9%81%8E%E6%94%BE%

E5%AF%AC%E8%89%AF%E6%B0%91%E8%AD%89%E6%A2%9D%E4%BE%8B-213000068.ht

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85 不過 2016 年 3 月 15 日開始，個資法第 6 條已原則上禁止犯罪前科的蒐集，其能否實際改善

更生人的就業障礙、對雇主的選才有無過分的限制，本文將於第四章（我國法制）討論。 
86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15，頁 174。 
87 See Beverley Earle, Gerald Madek and David Missirian, The Legality of Pre-Employment Credit 

Checks: A Proposed Model Statute to Remedy an Inequity, 20 VA. J. SOC. POL'Y & L. 159, 159 (2012).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59437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59438
https://tw.news.yahoo.com/%E7%AB%8B%E9%99%A2%E9%80%9A%E9%81%8E%E6%94%BE%E5%AF%AC%E8%89%AF%E6%B0%91%E8%AD%89%E6%A2%9D%E4%BE%8B-21300006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B%8B%E9%99%A2%E9%80%9A%E9%81%8E%E6%94%BE%E5%AF%AC%E8%89%AF%E6%B0%91%E8%AD%89%E6%A2%9D%E4%BE%8B-21300006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B%8B%E9%99%A2%E9%80%9A%E9%81%8E%E6%94%BE%E5%AF%AC%E8%89%AF%E6%B0%91%E8%AD%89%E6%A2%9D%E4%BE%8B-213000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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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差（bad credit）者，是否即無法有良好的工作表現？是否更容易在工作

上有違法行為？應徵不同職位者，是否均須接受信用調查（如可持有公司一定消

費額度信用卡的員工與公司的大門守衛）？雇主可享有多大的資訊蒐集權限，以

防止或降低僱用過失責任，但同時又能兼顧到信用不好者的生活困境？88
 

依據一份 2012年的研究，89發現有 13%的雇主會針對所有求職者進行信用

調查，有 47%的雇主則會針對某些職位的應徵者為之。SHRM 的調查尚顯示有

54%的雇主是為了防止竊盜、盜用公款及其他犯罪行為的發生；有 27%的雇主是

為了降低或防免僱用過失責任；有 12%的雇主是為了評估求職者整體的可信賴度；

剩下 7%的雇主則表示是為了遵守法律的規定。 

但是 2003年時就有報告指出，信用狀況與求職者的工作表現並無必然的關

聯，90其後亦有多份研究報告持相同的看法。91換言之，信用調查的「效度」，早

已受到多人的質疑，所以雇主選擇信用調查作為甄選工具前，實應仔細思考其在

求職階段的必要。 

第四目  移民身分 

 交通的便捷、通訊的即時以及全球分工體系的形成，帶來了全球化的現象，

使國與國間的人力流動變得更加頻繁且便利，勞工跨國從事勞動因此成為一種普

遍的現象。92在美國，為防止非法移民的湧入，1986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of 1986，簡稱 IRCA）規定，雇主有義務確認

「員工」是否可合法地在當地工作，所以能夠、也必須要求「員工」出具相關證

                                                       
88 Id. at 160. 應注意者，這裡也有類似排斥僱用有前科者的「非傳統上歧視」問題，即雇主並未

針對某些弱勢族群為非理性、惡意及貶低意味的對待，只是單純不喜歡僱用信用紀錄不好之人。 
89 See Earle, Madek and Missirian, supra note 87, at 167-168. 
90 See Jerry K. Palmer and Laura L. Kopp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Credit History as a Predictor of 

Employee Turnove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2003), available at 

https://legislature.mi.gov/documents/2009-2010/CommitteeDocuments/House/Labor/Testimony/Comm

ittee15-3-17-2010-7.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但作者亦有說明如果求職者應徵的是會接觸

到雇主或顧客錢財的工作，則雇主對求職者為信用調查是合適的。 
91 這些報告進一步指出，在美國，雇主的信用調查行為尚可能構成「種族」歧視，因信用較差

者通常為非裔及西班牙裔美人。轉引自 Earle, Madek and Missirian, supra note 87, at 165. 
92 參鄭津津，外籍勞工之政策及人權保障之檢視，監察院第 4 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2010 年，

頁 2，網址：

file:///C:/Users/owner/Downloads/4%252E4%252E2%252E11%E9%84%AD_09282010%E5%A4%96

%E7%B1%8D%E5%8B%9E%E5%B7%A5.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s://legislature.mi.gov/documents/2009-2010/CommitteeDocuments/House/Labor/Testimony/Committee15-3-17-2010-7.pdf
https://legislature.mi.gov/documents/2009-2010/CommitteeDocuments/House/Labor/Testimony/Committee15-3-17-2010-7.pdf
file:///C:/Users/owner/Downloads/4%252E4%252E2%252E11é�_09282010å¤�ç±�å��å·¥.pdf
file:///C:/Users/owner/Downloads/4%252E4%252E2%252E11é�_09282010å¤�ç±�å��å·¥.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明文件，如護照、駕照及出生證明（birth certificate）等。93
 

在我國，同樣為了防止非法打工，外籍人士於雇主「檢具相關申請文件，經

主管機關許可」後，才得在我國從事「特定」工作。94若是「外國專業人士」及

「東南亞以外地區的外籍勞工」，工作前應先向當地的移民署服務站辦理外僑居

留證；95如為「東南亞的外籍勞工」，過往必須先在居留地的移民署服務站製作

指紋卡，才可辦理外僑居留證，96但自 2015年 4月起，因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1

條97第一項的修正及「外來人口個人生物特徵辨識系統」的全面啟用，「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及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進出我國時，均須進行

「臉部及指紋」的錄存作業，用以辨識入、出境的旅客是否為同一人，避免冒名

頂替的情況，並嚇阻潛在犯罪者，提升台灣的安全，98移民署為解決部分服務站

因外勞人數眾多，常使外勞無法如期前往工作地點報到，遂順勢讓外勞的按捺指

紋流程，提前到一入境就在國際機場辦理。99
 

                                                       
93 依 IRCA，雇主必須在僱用求職者後，才可要求「員工」提出可合法工作的證明文件，假若該

員工無法或拒絕提出，雇主就可以終止雙方的契約關係。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82 (2015). 
94 我國的立法者為了保障國民的工作機會，在就業服務法第 46條規定，雇主經主管機關許可後，

才可僱用外國人從事特定工作。 
95 參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外國人在台灣，2013 年 9 月 2 日，網址：

http://iff.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17125&ctNode=34204&mp=iff_ch，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5 月 31 日。 
96 我國只命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須製作指紋卡，理由是這些人在我國行蹤不明者不斷增加，

且時常發生他們從事的活動與申請簽證的目的並不相符的情形，因而被特別要求必須按捺指紋，

以利查核有無違規情事。參政治中心／綜合報導，被批歧視外交部急轉彎 僅外勞須按指紋外配

免，ETtoday 新聞雲，2011 年 12 月 30 日，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30/15884.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曾依璇，東南亞外勞 3 月起外館捺指紋，奇摩新聞，2012

年 2 月 5 日，網址：

https://tw.news.yahoo.com/%E6%9D%B1%E5%8D%97%E4%BA%9E%E5%A4%96%E5%8B%9E-3

%E6%9C%88%E8%B5%B7%E5%A4%96%E9%A4%A8%E6%8D%BA%E6%8C%87%E7%B4%8

B-05001704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97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1 條：「（第 1 項）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

澳門居民於入『出』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運用生

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人識別資料後錄存。（第 2 項）前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之：一、未滿十四歲。二、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免申請外僑居留證。三、其他經入出國及移

民署專案同意。未依第一項規定接受生物特徵辨識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其入國（境）、

居留或永久居留。（第 3 項）有關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之對象、內容、方式、管理、運用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98 參今年 3 月 實施 移民人士 也受影響 外籍旅客抵台 需拍照打指紋，星島日報，2015 年 4 月

21 日，網址：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5-04-21/city1429602819d5540864.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6 年 5 月 31 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1 條的立法理由。 
99 參外籍勞工通訊社，外勞入境按指紋 4/1 起改在機場辦理，高鼎團隊，2015 年 4 月 1 日，網

址：http://kdmanpower.com.tw/page.asp?pageid=7&psubid=1106，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iff.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17125&ctNode=34204&mp=iff_ch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30/15884.htm
https://tw.news.yahoo.com/%E6%9D%B1%E5%8D%97%E4%BA%9E%E5%A4%96%E5%8B%9E-3%E6%9C%88%E8%B5%B7%E5%A4%96%E9%A4%A8%E6%8D%BA%E6%8C%87%E7%B4%8B-05001704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B1%E5%8D%97%E4%BA%9E%E5%A4%96%E5%8B%9E-3%E6%9C%88%E8%B5%B7%E5%A4%96%E9%A4%A8%E6%8D%BA%E6%8C%87%E7%B4%8B-05001704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B1%E5%8D%97%E4%BA%9E%E5%A4%96%E5%8B%9E-3%E6%9C%88%E8%B5%B7%E5%A4%96%E9%A4%A8%E6%8D%BA%E6%8C%87%E7%B4%8B-050017042.html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5-04-21/city1429602819d5540864.html
http://kdmanpower.com.tw/page.asp?pageid=7&psubid=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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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外國人如欲在我國工作，必須先揭露其移民身分；若是東南亞的外籍

勞工，辦理居留證前，尚須製作指紋卡。可是，這樣的區分是否仍有實益，本文

心存疑惑，因目前「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及中華民國無戶籍

國民」進出我國時，均須留存指紋，則在我國「合法」工作的外國人，原則上都

是處在移民身分已經揭露，且須按捺指紋的情況。100
 

在美國，依據統計，非法移民已占其勞動力的百分之五，所以移民身分被關

注的重點是，如何使雇主確實執行 IRCA的規定，改善非法移民在美國打黑工的

情況，101
 因此，本文在第三章（美國法制）會針對 IRCA 作進一步的說明；而

在我國，無論是移民身分的揭露，還是指紋的蒐集，因主導者並非「雇主」，而

是「國家」，102是以本章略作介紹後，在第四章（我國法制）就不會有關於我國

「移民政策」的更深入探討。103
 

第五目  懷孕計畫 

 世代的變遷、社會結構的改變，已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職場，但過去傳統

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定位及評價，常讓女性員工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如同工不同酬。

104若是女性求職者，雇主為了確保員工的生產力，可能會詢問其懷孕計畫，藉此

做出較不利的安排或直接拒絕僱用。 

雇主無正當理由差別對待「懷孕者或預計懷孕之人」，是否會構成「性別歧

視」？雖然並不是每位女性都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目前只有女性會有懷

孕的問題下，「懷孕歧視」應屬「性別歧視」無疑。105因此，雇主原則上應避免

探查女性求職者的懷孕計畫，除非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維護，如防止女性獲聘會影

                                                       
100 應注意者，雖然國家為管理移民，得有不同的措施，我國針對跨國工作者所採取的事前許可

制，或許還具備正當性；但能否僅蒐集「外國人」的「指紋」，恐怕還是存有隱私與平等權保障

的爭議。詳可參許義寶，外國人個人資料保護與國家蒐集利用之法律問題研究－以入國與居留為

例，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19 期，2010 年 10 月。 
101 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82 (2015). 
102 由此可知，「移民身分」並無列入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個人生活資訊」例示中

的必要。 
103 應注意的是，就算移民政策是由國家主導，但若雇主希望僱用的求職者看起來不像是本國人，

解釋上雇主當然得向應徵者確認其有無移民身分，以了解是否須先向國家提出申請，才可合法地

僱用之。 
104 參李堯樺，我國懷孕婦女保障之研究－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美國相關制度為探

討中心，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1。 
105 同前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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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生育的工作，始得為相關的詢問。106
 

第二節  求職者的憂慮 

第一項  求職者揭露個資後可能產生的問題 

第一款  資訊隱私權的侵害 

第一目  隱私權與資訊隱私權的源起 

    隱私權作為一個獨立的概念，是源於 1890年由美國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D. Brandeis 合著，發表在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隱私

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107這篇文章主要將隱私權界定為「獨處權（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認為人民享有不受外界干擾的權利。108到了 1960年，學

者William L. Prosser依當時累積的隱私權侵害案例，整理出4種隱私權侵害態樣，

分別為「私生活領域的侵入」、「不欲人知的私事公開」、「可能使一般人誤會形象

的事實公開」以及「姓名或肖像權的盜用」。109至今這 4種型態已廣為美國實務

採納，是人民提起「普通法上隱私侵害」爭訟的主要類型。110
 

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資訊時代的來臨，隱私權的侵害態樣早已不止於這 4

種。1967年時，學者 Alan F. Westin 在「隱私與自由（Privacy and Freedom）」一

書中就提到須賦予隱私權新的定義，認為隱私權的內涵應包括個人對其資訊得自

己決定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向他人傳達至什麼程度的「資訊自我控制權」。

111在這個定義下，我們了解到隱私權的保障範圍，應擴及至個人對其資訊蒐集、

                                                       
106 這類工作雇主通常也有法定的詢問義務，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9 條第 2 項及第 30 條第 4 項

規定訂定的「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107 See NEIL RICHARDS, INTELLECTUAL PRIVACY: RETHINKING CIVIL LIBERTIES IN THE DIGITAL AGE 17 

(2015). 
108 See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 L. REV. 193 (1890). 
109 原文為： 

1. Intrusion upon the plaintiff's seclusion or solitude, or into his private affairs. 

2. Public disclosure of embarrassing private facts about the plaintiff.  

3. Publicity which places the plaintiff in a 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 

4. Appropri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advantage, of the plaintiff's name or likeness.  

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383, 389 (1960). 
110 張國清，隱私權保護概念的比較探討，全國律師，5卷6期，2001年 6月，頁 8；See NEIL RICHARDS, 

INTELLECTUAL PRIVACY: RETHINKING CIVIL LIBERTIES IN THE DIGITAL AGE 24-25 (2015). 
111 See 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7 (1967).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Neil+Richards&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Neil+Richards&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Neil+Richards&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Neil+Richards&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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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利用的積極控制權利，而不再局限於防免私生活受到侵害的消極防禦權。

112
 

隱私權的保障發軔於「美國」的普通法後，其憲法層次對隱私利益的維護，

雖然無明文的憲法依據，但聯邦最高法院藉由「暈影理論（penumbra approach）」，

詮釋出立憲者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結合自由）、第 3條（軍人平時不得侵入

民宅）、第 4條（對搜索及扣押的限制）、第 5條（不得自證己罪）及第 9條（人

民自由權利概括條款）等規定中，均藏有保障人民隱私權的意涵。113
 

 其中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對搜索及扣押的限制），與本文欲探討的「求職

者個人資訊保障」更是密切相關，因公領域的雇主若希望求職者接受「檢測」，

即可能被解釋為是對應徵者身體的「搜索」，而有是否應適用增修條文第 4條的

爭議，詳盡的介紹見第三章（美國法制）。 

 至於資訊隱私權的保障，同樣也無憲法文本作依據，但聯邦最高法院在相關

判決中曾指出這個權利至少涉及兩種不同的利益，一為「避免私人事務被揭露的

利益」；另為「不受政府干涉，作成特定重要決定的利益」。因此，倘雇主欲對應

徵者為相關的「詢問」，雖然未對求職者的身體有搜索行為，而無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適用，不過人民尚有主張「資訊隱私權」保障的可能。 

但有一點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有關資訊隱私權的存否，在美國實務上並非毫

無爭議，聯邦最高法院在相關案件中迄今仍採取「假設其存在」的立場，114所以

                                                       
112 參劉靜怡，資訊科技與隱私權焦慮－誰有權塑造我的網路形象？，當代雜誌，124 期，1997

年 12 月，頁 80。 
113 詳可參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1998 年。 
114 聯邦最高法院目前在 3 個案件中提到「假設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的概念，分別為 Whalen v. 

Roe, 429 U.S. 589 (1977)、Nixon v. Administrator of General Services, 433 U.S. 425 (1977)與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 v. Nelson, 562 U.S. 134 (2011)。Whalen 案是聯邦最高法院

「第一個」假設憲法有保障資訊隱私權的案件，該案是在處理紐約蒐集所有持有危險處方藥物者

姓名及地址，不論持有者是供合法或非法之用的規定，是否合憲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表示：「那

些被歸類為保護隱私的案件」實際上涉及「至少兩項不同的利益」：其一，「避免私人事務被揭露

的利益」；其二，不受政府干涉，「作成特定重要決定」的利益。提起該案的病患主張紐約的法律

同時損害上述避免揭露私人事務及獨立作成保健決定的利益。判決中法院雖承認向州政府揭露私

人資訊構成令人不悅的隱私侵害，但因紐約的法律包含一個禁止向公眾揭露病患資訊的「安全條

款（security provision）」，依法院的見解，類似這種「避免累積的私人資料未經授權揭露的法定

義務」，足以保護可能具有憲法基礎的隱私利益（a privacy interest that arguably had its roots in the 

Constitution），因此系爭法律為紐約「合理行使警察權」的展現，並未違憲。Whalen 案作成後甫

經四個月，聯邦最高法院再一次提及避免揭露（私人資訊）的憲法利益，此即 Nixon 案。該案為

前總統尼克森（Nixon）針對「總統錄音與資料保存法（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要求其移交總統文書與錄音，以便進行檔案審核與篩選的規定，提起訴訟。

判決中一個以「隱私」為標題的小節內，聯邦最高法院討論了前述檔案審查的要求，是否違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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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下級法院大多已肯認這個權利的存在，但資訊隱私權的主張在美國求職者個

人資訊保障議題中，是否會有適用上的困難或瓶頸，詳見第三章（美國法制）論

述。 

第二目  隱私權與資訊隱私權在我國的憲法上基礎 

我國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並無明文規定，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釋字第

293號解釋，認為國家應「維護人民之隱私權」，但得因「公益」的理由加以限

制；115之後釋字第 535號解釋亦提到「臨檢...影響...隱私權」。116這兩號解釋雖均

有提及「隱私權」一詞，但並未指出其意義與內涵以及是否為憲法上的權利。 

直到釋字第 585號解釋，大法官對隱私權的概念才有了進一步的說明，認為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

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件解釋確立

了隱私權的憲法上基礎（第 22 條），並點出其內涵包括人民對己身資訊的自主控

制權利，但「資訊自主控制」的具體內容為何，仍有待釋明。 

到了釋字第 603號解釋，大法官認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

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

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

                                                                                                                                                           
總統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及第 5 條所享有權利的主張。在認定系爭法律如同 Whalen 案中所

涉及的法律一樣，含有禁止不當散佈私人資料的規定後，法院拒絕了前述違憲的主張。事實上，

法院認為前總統的主張比 Whalen 案中被駁回的主張更不具說服力，因為依據總統錄音與資料保

存法，一旦檔案管理人員發現純粹私人文書或錄音，政府應立即發回。法院同時援引憲法增修條

文第 4 條的判決先例指出，保存總統文書的公共利益超過任何前總統所可能享有的合理隱私期待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而 NASA 案，因其背景事實與本文欲分析的主題（求職者之

個人資訊保障）相同，將於第三章第四節相關判決中詳細介紹。 
115 釋字第 293 號解釋：「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銀行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

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旨在保障銀行之一般客戶財產

上之秘密及防止客戶與銀行往來資料之任意公開，以維護人民之隱私權。惟公營銀行之預算、決

算依法應受議會之審議，議會因審議上之必要，就公營銀行依規定已屬逾期放款中，除收回無望

或已報呆帳部分，仍依現行規定處理外，其餘部分，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放款顯有不當者，經議會

之決議，在銀行不透露個別客戶姓名及議會不公開有關資料之條件下，要求銀行提供該項資料時，

為兼顧議會對公營銀行之監督，仍應予以提供。」 
116 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採

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

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

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

執勤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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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

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

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

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

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

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

限制。」此一解釋具體說明了人民享有什麼樣的個人資料自主控制權利（資訊隱

私權），且依解釋的脈絡應可得出，我國隱私權的內涵尚包括「資訊隱私權」。117

換言之，我們可以從「隱私權」中導出「資訊隱私權」的概念。118
 

之後另一個與隱私權保障相關的重要解釋為釋字第 689號解釋，119
 雖然其

中是以「資料自主權」稱呼「人民對己身資訊的自主控制權利」，但其與釋字第

603號解釋的「資訊隱私權（自決權）」在內涵上並無不同，應屬可替換之詞，

無須過度區分。120本文亦贊同這個看法，但為閱讀上的便利，其後在我國法的部

分將僅使用「資訊隱私權」一詞討論。 

綜上可知，隱私權在我國的憲法上基礎為第 22條，得在法律保留原則及比

例原則等相關原則的約束下予以限制；且依大法官解釋意旨，隱私權的內涵尚包

括「資訊隱私權」，因此在分析求職者是否須揭露特定個人資訊給雇主時，其在

憲法上可主張的基本權利，粗略來說是「隱私權」，但更精確言，應是指受隱私

權保障涵蓋的「資訊隱私權」，121具體緣由闡述於下一目。 

                                                       
117 參李惠宗，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帝王條款－目的拘束原則，法令月刊，64 卷 1 期，2013 年 1

月，頁 44。 
118 有學者指出這種解釋方式就如同美國法體系中將「資訊隱私權」認定為「隱私權」內涵之一

的概念。參王澤鑑，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三）－人格權的具體化及保護範圍(6)－隱私權

（中），台灣本土法學，97 期，2007 年 8 月，頁 36。 
119 大法官在該號解釋中指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

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於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權，而

處罰無正當理由，且經勸阻後仍繼續跟追之行為，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新聞採訪者於有

事實足認特定事件屬大眾所關切並具一定公益性之事務，而具有新聞價值，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

採訪，其跟追倘依社會通念認非不能容忍者，即具正當理由，而不在首開規定處罰之列。」 
120 參李惠宗，同前註 117，頁 45。又，林子儀大法官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註腳 1

中，亦有相同的看法。應補充的是，若為大陸法體系（如德國），則是認為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

分屬兩個基本權利，但時而平行、時而交錯，詳可參邱文聰，從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概念區分

－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的結構性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68 期，2009 年 5

月，頁 174 以下；陳鋕雄、劉庭妤，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看病患資訊自主權與資訊隱私權之保

護，月旦民商法雜誌，34 期，2011 年 12 月，頁 28-29；范姜真媺，個人資料自主權之保護與個

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法學叢刊，57 卷 1 期，2012 年 1 月，頁 76。 
121 當然求職者尚有主張其他基本權利的可能，如平等權或工作權。 

http://www.lawdata.com.tw/anglekmc/lawkm?@33%5e2056640918%5e107%5e%5e%5e7%5e1@@33703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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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雇主對求職者資訊隱私權的妨礙 

本章第一節說明雇主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的目的與利益基礎後，接著介紹雇

主經常使用哪些甄選工具蒐羅資訊，此等舉措明顯會妨礙應徵者個人獨處權的行

使；縱使有的雇主會先「徵求同意」，但求職者如欲爭取該工作機會，往往無拒

絕的勇氣，因此自然無法完全享有「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的資訊隱私權，而有權利受到侵害的憂慮。 

 另外，求職者尚可能不放心雇主對這些資訊的保存或利用，常見的擔憂諸如：

這些資訊會被如何保存；誰有查閱權限；是否會被再為利用；以及若經錄取，離

職時雇主會如何處理這些資訊等。 

第二款  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是指雇主因其個人的偏見或偏好，對特定族群的就業機會或待遇給

予較一般群體不利的對待。所謂的「特定族群」，是指某些懷有被立法保障的「與

生俱來」或「非與生俱來卻難以改變」特質之人，前者如性別、種族，後者像是

語言、宗教等等。122
 

求職者向雇主揭露其個人資訊時，除有資訊隱私權會受到侵害的憂慮外，依

其透露的資訊，更可能面臨「就業歧視」的風險；因有的雇主會基於求職者的種

族、宗教、性傾向或年齡等因素，對應徵者為欠缺正當理由的差別對待，甚或直

接不予錄用。 

應補充說明的是，關於「資訊隱私權」的保障與「就業歧視」的問題，表面

上來看似分屬二事，但本文認為如欲達成防止歧視的目的或促進就業機會的平等，

求職者的資訊隱私保障是一種可加以利用的手段，即藉由抑制雇主對特定資訊的

蒐集，使其無從對求職者有所歧視。 

第三款  甄選工具的信度與效度 

                                                       
122 參鄭津津，職場與法律，新學林，2010 年 9 月，頁 335。又，我國就服法第 5 條第 1 項即有

規定，為保障國民的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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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節介紹雇主常見的詢問或檢測時，一再提到許多甄選工具都有「信

度與效度」的問題。 

關於「信度（reliability）」，是指評量的一致性或不受隨機誤差影響的程度。

123信度好的指標，在同樣或類似的條件下重複操作，可以得到一致或穩定的結果。

舉例來說，假定人的智力不會因時地的不同而有大幅變動，因此若同一個人重複

參加某項智力測驗，該人所測出的智商應不會有太大的差距，此時這項智力測驗

即具有信度。124
 

而「效度（validity）」則是指評量是否有測出想要測量的能力或潛在特質。125

更具體言，是指受測者的表現（如測驗成績）與預設評估成果（如工作績效）間

的相關程度，126因此一個指標是否具有效度，必須在特定目的下作判斷。舉例來

說，打字測驗每分鐘 60字以上水準的人，通常在資料輸入的工作中會有良好的

表現，此時即可認定在測試資料輸入人員的工作績效時，打字測驗是一項具效度

的評量方式。127
 

雇主為甄選優秀員工，可能會出於越多越好的心態，甚至在不太了解某項評

量的情況下，即對求職者為「欠缺應有信度與效度」的詢問或檢測，此時雇主不

但無法達成選材的目的，也可能會對應徵者造成前述資訊隱私權的侵害或引發就

業歧視的問題。 

                                                       
123 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同前註 31，頁 8 及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15，頁 163。 
124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15，

頁 163。又，評量（雇主的詢問或檢測）的信度為何，檢驗方法有：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複本信度（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內部一致性係數（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及評分者

間信度（scorer reliability）。這些檢驗方法的細部介紹，可參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同前註

31，頁 8-9。 
125 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同前註 31，頁 9。 
126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15，

頁 164。 
127 同前註。又，評量（雇主的詢問或檢測）的效度為何，美國聯邦政府認可的檢驗方法包括：

效標關聯效度（creterion-related validity）、內容效度（creterion-related validity）與建構效度

（creterion-related validity），其「員工甄選標準作業流程（Uniform Guidelines on Employee Selection 

Procedures of 1978）」有對這些檢驗方法為細部的解說。又，在美國，尚可參考美國工業及組織

心理學會（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發布的「人員甄選程序效度與使

用指南（Principles for the Validation and. Use of Personnel Selection Procedures）」和美國心理學協

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發布的「教育與心理測驗標準（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對各式測驗的效度介紹。本文礙於篇幅，不會特別解釋這些「技術性」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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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求職者的權利依據 

求職者面對前項可能發生的憂慮，如欲主張憲法上權利的保障，能主張的應

有資訊隱私權、平等權及工作權。 

 關於資訊隱私權，承前所述，其憲法基礎是從第 22條隱私權保障推導而出，

核心內涵為權利主體是否享有「對其資訊得自己決定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

向他人傳達至什麼程度」的自主控制權。求職者為爭得工作機會，無論雇主是否

得到同意才為相關個資的蒐集，其自主決定個資揭露的隱私利益，勢必會遭受壓

縮，因此求職者面對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應有機會主張資訊隱私權的保障。又，

求職者對個資揭露後雇主將如何保存或利用的憂慮，亦屬個資的自主控制問題，

也應有主張資訊隱私權保障的機會。 

 提起平等權，憲法第 7條有明文的保障。依據大法官歷來解釋：「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立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立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

而為合理之差別待遇。」128因此，雇主向求職者為詢問或檢測後，僅因知悉求職

者身懷其不喜歡的某些特質（如為原住民族或有特殊宗教信仰），就作出不予聘

用等差別對待（即有就業歧視的行為），求職者即有機會主張平等權的保障。 

 而工作權的保障，憲法第 15 條亦有明文規定。依大法官解釋，其內涵包括

人民選擇職業的自由。129倘雇主藉由種種詢問或檢測，打擊或排斥應徵者從事某

種工作的信心或機會，求職者有機會主張工作權捍衛的職業選擇自由。130另外，

雇主如未盡到應盡的注意義務，選擇了信度或效度有瑕疵的甄選工具，使求職者

無法獲聘某工作時，也可能會妨害到應徵者的職業選擇自由。當然，應再次強調

者，就算甄選工具未欠缺該有的信度與效度，雇主仍應注意其資訊蒐集行為是否

不當侵害求職者的隱私利益或造成就業上的歧視。 

第三節  雇主與求職者間的利益調和？ 

                                                       
128 此段論述在釋字第 485 號、第 666 號及第 727 號解釋中，均有出現。 
129 如釋字第 510 號解釋。 
130 相關論述可參照釋字第 584 號解釋針對「有特定前科者不得擔任計程車司機」的合憲分析；

以及第 626 號解釋對於「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的違憲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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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本於法定職務的履行或營業自由的行使，可為了組織或企業的產能、公

益的維護及侵權責任風險的迴避等經濟上目的，蒐羅求職者的個人資訊；而應徵

者面對雇主的舉措，則有機會主張資訊隱私權、平等權與工作權的保障，反擊雇

主對其個人資訊自主控制的干預，防止就業歧視的產生，進而保住工作機會。 

雇主與求職者都有己身的思慮，且各自擁有不同的利益基礎或權利依據下，

如欲為雙方利益的兼顧或調和，就必須解決兩者的利益衝突問題。究竟應參酌哪

些因素，才能使天平的兩端不至於發生過分的傾斜，即為本文的關注重點。 

在我國，憲法上的權利主張，如是「公領域」的求職者，可以直接探討「作

為雇主的國家」是否有不法侵害應徵者的基本權利（資訊隱私權、平等權或工作

權）；倘為「私領域」應徵者，則必須透過「基本權對第三人效力理論」，使自已

亦有機會間接主張憲法上基本權利的保障。131
 

 然而，憲法作為最上位階的規範，如法律層次以下的法規已有相關的保護規

定，自應先按下位階規範處理。關於人民對其資訊的自主控制權利，我國在 1995

年時即已訂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電資法）」，但這個法律在適用上

卻有諸多的局限，如僅針對「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為規範，且多不適用於「非

公務機關」的應徵者。為貫徹我國對個人資料的保護，行政院自 2004年開始提

出電資法的修正草案，歷經曲折，終於有了在 2012年 10月 1日開始施行的新法，

即「個資法」。雖然當時仍有部分的條文因尚存疑義，暫緩施行，132但經修法後，

已自 2016 年 3月 15日起已全面實施。 

除了個資法，我國針對「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還有一個更直接的保護規範，

即立法院在 2012年 11月 28日修訂的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雇主僅

能要求應徵者提供「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 

 依新的「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雇主必須是為了「招

                                                       
131 基本權對第三人效力理論是指，在處理私領域的基本權保障問題時，因雙方均是憲法上的基

本權利保障主體，通說考量到基本權的發展史是為了防止國家對人民權益的侵害，以及私人間若

可直接主張憲法上的基本權將過度干涉私法自治，認為主張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僅能透過私法

規範中的開放性概念（如法律中對公序良俗的維護），間接適用憲法的基本權利保障。參李惠宗，

禁譜辦公室戀曲－「基本權第三人效力」或「基本權衝突」，79 期，2001 年 12 月，頁 9。又，

美國並未採「基本權對第三人效力理論」的概念，在「私領域」如遇有基本權利保障的衝突，是

直接依相關法規範解決，此點必須注意。 
132 指的是第 6 條（特種個人資料的規範）與第 54 條（個資法修正施行前間接蒐集個人資料的告

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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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聘僱」的「特定目的」，在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與當事人有類

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或「經當事人同意」等特定款項的情

況下，始得蒐集求職者的「一般個資」；133若欲蒐集的資訊是「病歷、醫療、基

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特種個資」，則只有在具備「法律明文

規定」、「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

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例外時，始得為之。

134且不論是一般個資或特種個資，如是隱私資料，尚必須是「就業所需」。 

 另外，雇主希望就「一般個資」作特定目的外的利用時，尚須滿足「法律明

文規定」、「為維護國家安全所必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或「經當事人同

意」等情形。135
 

 這些規範雖然基本，但卻有許多讓人困惑之處，像是個資法為何只列舉「6

種特種個資」；條文中的「必要」、「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具體意涵為何；

勞動關係不對等下，「經當事人同意」是否足以維護求職者的資訊自主控制權利；

以及應如何詮釋就服法的「就業所需」等。136
 

 事實上，前述問題就是雇主與求職者間進行「利益權衡」的戰場，也是「哪

些資訊的蒐集對雇主而言，始屬必要」的具體展現。鑒於美國在憲法層次的求職

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已有諸多「衡量雇主利益與應徵者隱私利益」的相關案例；

而其法律位階（聯邦法），則有大量針對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Title VII）就業

歧視禁止中「與工作相關（job-related）」解釋的判決；且尚有直接就特定甄選

工具所作的規範，如 1970年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of 1970）

及 1988 年員工測謊保護法（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of 1988）等，對

於我國琢磨應如何解決雇主與求職者間的利益衝突時，具參考的價值，以下就先

介紹美國法制。 

 

                                                       
133 個資法第 15 條與第 19 條。 
134 個資法第 16 條與第 20 條。 
135 個資法第 16 條。 
136 其他尚須思量的問題還有：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與個資法間的關聯為何，與就服法第

5 條第 1 項的就業歧視禁止規定又有什麼樣的競合關係，以及是否仍有其他特別的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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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 

第一節  概說 

承第二章所述，雇主基於提升產能、降低保險成本、避免侵權責任及維護公

共利益等經濟上目的，在招聘時會慎選人才，以免日後有無限困擾。於是雇主總

企圖盡可能地從求職者身上搜括所有資訊，以幫助判斷是否僱用，然而這些資訊

可能與工作相關，但也可能與工作無關，致使求職者有隱私利益被侵害、遭受就

業歧視或工作機會不保等憂慮。 

在美國，雇主如何從求職者身上蒐集所需資訊，或者說雇主得對求職者為何

種詢問或檢測，常被討論的項目（甄選工具）多達十幾種，且分類方式不盡相同，

但問題的核心是明確的，那就是如何在「雇主取得資訊的正當利益」與「求職者

個人資訊保障」間進行衡量。 

鑒於美國法制在憲法位階分析「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時，如同我國一樣

有「隱私利益保障範疇」的討論；而在法律位階（聯邦法），則有不少案例都在

詮釋雇主怎樣的行為才「與工作相關（job-related）」；同時還有直接針對某些甄

選工具所為的特別規範，均是我國可借鑑之處。 

因此本章介紹美國法制時，會先點出「公領域」的求職者在憲法層次的隱私

利益保障，會牽涉到什麼樣的爭議；接著說明「公領域及私領域」的雇主有哪些

共同應注意的法規範（以聯邦法律為主）；再論述各個常被討論的甄選工具有什

麼背景脈絡或特殊性，並搭配相關判決互為映照；最後從中整理、歸納美國是如

何權衡雇主與求職者間的利益，作為探討我國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參考。 

第二節  憲法上爭議 

第一項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1的主旨是：禁止「國家」為不合理的搜索與扣押

                                                       
1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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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在聯邦最高法院已透過「暈影理論」闡明

其含有保障人民隱私利益的情況下，2當國家作為雇主要求應徵者接受相關「檢

測」時，即可能被解釋為是對求職者身體的「搜索」，因而引發有無增修條文第

4條適用的爭議。3
 

考量憲法上權利只能在公領域主張，聯邦最高法院為更加完善地保障人民的

權利，有時會將私領域中的雇主行為，亦解釋為國家的作為，例如當雇主如同國

家的代理人或工具時，使求職者有機會主張增修條文第 4條的保護。4至於檢測

是否為「合理的」搜索，須視有無違反人民的合理隱私期待，在個案中加以判斷。

5
 

第二項  無憲法文本作依據的資訊隱私權 

 假使作為雇主的國家只是對求職者作口頭/書面「詢問」，因未對求職者的身

體有搜索行為，無法適用增修條文第 4條的規定，但聯邦最高法院在相關案例中

曾先暫時「假設」憲法保障未明文列舉的「資訊隱私權」，6再以此為前提進行雇

主（政府）與求職者間的利益衡量。 

 聯邦最高法院這種僅先假設資訊隱私權存在的作法，導致下級法院就這個權

利存在與否的分析出現歧異。否定資訊隱私權存在的法院認為，在欠缺憲法文本

的支持下，倘由法院自行創設資訊隱私權存在，將欠缺合理性；且若肯認此權，

因政府的每一個行為幾乎都可以解釋為對資訊隱私權的干涉，如此將對行政機關

及法院造成沉重的負擔，致使國家執行法定職務的效率受到影響，並讓法院無暇

                                                       
2 詳可參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1998 年。 
3 參焦興鎧，美國之雇主對受雇者從事藥物及酒精檢驗所引起之法律爭議，美國研究，21 卷 1

期，1991 年 3 月，頁 43。當然依不同的案件背景或請求事項，求職者尚可能主張其他憲法上的

權利，如增修條文第 1 條的宗教自由或第 14 條的法律平等保護，但這些均不在本文以「隱私權

保障」為核心的討論範圍內，因此不予論述。 
4 參 Skinner v. Railway Labor Executives' Association, 489 U.S. 602 (1989)。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

認為，某一「私營」鐵路公司要求員工在事故發生後進行藥物檢驗，有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

理由為：私營事業是否應被視為政府的代理人，須依政府對該事業活動的參與程度決定，而本案

政府的參與情形相當明顯，舉例來說，管制私營鐵路公司的聯邦行政法規，明確表示對藥物及酒

精檢驗的強烈偏好，且聯邦政府尚有權接收檢驗結果。聯邦政府這種積極鼓勵、贊助及參與檢驗

的作為，使該案的私營鐵路公司無異僅是政府的代理人或工具。 
5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47-48。 
6 聯邦最高法院是透過增修條文第 5 條（不得自證己罪）推衍出「資訊隱私權」存在的「假設」！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JMrC7/search?q=dp=%22%E6%B3%95%E5%AD%B8%E9%99%A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妥善保障人民的其他權益。7
 

贊同資訊隱私權存在的法院則認為，支持資訊隱私權存在是一種直覺式的反

應，政府須有正當理由始得干涉人民的資訊隱私權，否則將會發生極其可怕或荒

謬的事，如作為敲詐被害人證據用的性愛影片可能會被隨意傳閱，或有關被害人

遭強暴的細節可能會被公開，此類可怕的想像讓資訊隱私權確實有存在的必要。

8
 

又，肯定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存在的法院之間，對於此權的保障範疇亦有歧

異，大致上可分成三種見解。9第一種見解認為人民對於資訊的蒐集與利用，必

須「具備合理隱私期待」，始得主張資訊隱私權的保障；10多數巡迴上訴法院採

取這個看法，以此為判準，肯認了幾種應受資訊隱私權保障的資訊：11醫藥資訊

（medical information）、12財務資訊（financial information）、13性資訊（sexual 

information），14以及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s）15等。 

第二種見解認為資訊的蒐集與利用，必須「與根本重要的利益相關」，始得

                                                       
7 例如：Am. Fed’n of Gov’t Emps. v. HUD, 118 F.3d 786, 788 (D.C. Cir. 1997); Borucki v. Ryan, 827 

F.2d 836, 848 (1st Cir. 1987); Alexander v. Peffer, 993 F.2d 1348, 1350 (8th Cir. 1983); J.P. v. DeSanti, 

653 F.2d 1080, 1089–90 (6th Cir. 1981) 等。整理自 Timothy Azarchs, Informational Privacy: Lesson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 16 U. PA. J. CONST. L. 805, 816-817 (2014). 
8 例如：Coffman v. Indianapolis Fire Dep’t, 578 F.3d 559, 566 (7th Cir. 2009); Donohue v. Hoey, 109 F. 

App’x 340, 360–61 (10th Cir. 2004); Tucson Women’s Clinic v. Eden, 379 F.3d 531, 551 (9th Cir. 

2004); James v. City of Douglas, 941 F.2d 1539, 1541, 1544 (11th Cir. 1991); Walls v. City of 

Petersburg, 895 F.2d 188, 192 (4th Cir. 1990); Barry v. City of New York, 712 F.2d 1554, 1560–62 (2d 

Cir. 1983); Fadjo v. Coon, 633 F.2d 1172, 1174–75 (5th Cir. 1981); United States v. Westinghouse Elec. 

Corp., 638 F.2d 570, 577–78 (3d Cir. 1980) 等。整理自 Timothy Azarchs, Informational Privacy: 

Lesson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 16 U. PA. J. CONST. L. 805, 817-818 (2014). 
9 See Sara E. Stratton, Passwords Please: Rethinking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Informational Privacy 

in the Context of of Social Media, 41 HASTINGS CONST. L.Q. 649, 673-675 (2014). 
10 See Helen L. Gilbert, Minor'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Informational Privacy, 74 U. CHI. L. REV. 

1375, 1382 (2007). See also 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 Lodge No. 5 v. City of Philadelphia, 812 F.2d 

105, at 112-113 (3d Cir. 1987) (“In determining whether information is entitled to privacy protection, 

we have looked at whether it is within an individual's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confidentiality.”). 
11 See Colin M. O'Brien, 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12,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and 

Informational Privacy Rights, 80 MISS. L.J. 299, 333-335 (2010). 
12 See United States v. Westinghouse Elec. Corp., 638 F.2d 570, at 577 (3d Cir. 1980). 
13 See Plante v. Gonzales, 575 F.2d 1119, at 1135 (5th Cir. 1978). 
14 See Bloch v. Ribar, 156 F.3d 673, at 685 (6th Cir. 1998) & Walls v. City of Petersburg, 895 F.2d 188 , 

at 193 (4th Cir. 1990). 
15 In re Crawford, 194 F.3d 954, at 958 (9th Cir. 1999) (recognizing that “the indiscriminate public 

disclosure” of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could implicate a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al privacy right, but 

ultimately conclud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in making bankruptcy document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utweighed nondisclosure). See also Kallstrom v. City of Columbus, 136 F.3d 1055, at 

1062-1063 (6th Cir. 1998) (noting that there is an interest in protecting personal security and bodily 

integrity).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0000506&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0403581896&serialnum=1998193509&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213CBC04&referenceposition=685&rs=WLIN15.0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0000506&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0403581896&serialnum=1999226486&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213CBC04&referenceposition=958&rs=WLIN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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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資訊隱私權的保障。16支持這個見解的巡迴上訴法院參酌聯邦最高法院所認

定的根本重要權利後，認為必須是與婚姻、生育、避孕、家庭關係、小孩養育及

教育有關的資訊，才屬資訊隱私權保障的範疇。17第三種見解則認為必須「與根

本重要權利或高度個人醫藥、財務資訊相關」，且「此類資訊的揭露會使人受到

令人震驚的貶低或嘲諷」時，始得主張資訊隱私權的保障。18
 

第三節  相關立法 

美國雖無專法處理「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但立法者對雇主詢問或檢測

的「資訊標的」，可能會有特別的考量而作出相關規範，因此本文以雇主常感興

趣的個人資訊項目作檢索，發現聯邦法律如依「特定資訊的蒐集與利用方式」作

觀察，大致上可分成 3種類別，一為「直接規範可否與如何」針對特定資訊為蒐

集與利用；二是從「反歧視法規」的適用，「間接解釋」雇主通常不宜蒐集哪些

資訊；最後為「法律直接課予雇主有蒐集特定資訊的義務」。 

關於類別一：直接規範可否與如何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法規，是指立法者

針對特定資訊，直接規制應如何蒐集與利用，甚或是直接禁止蒐集，只允許少數

例外的法規，諸如：1978懷孕歧視法（the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8，

簡稱 PDA）、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of 1988，

簡稱 EPPA）、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of 

2008，簡稱GINA），以及 1970年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of 1970，

簡稱 FCRA）。 

 關於類別二：可以被間接解釋為能否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反歧視法規，雖

然是立法者基於公平就業的目的，要求雇主不得在知悉求職者的特定資訊後，對

他們作出不利決定（如不予僱用）的規範，19但在討論有無反歧視法規適用的過

程中，我們可以間接了解到雇主通常不宜蒐集、利用哪些資訊，因此亦屬分析求

                                                       
16 Gilbert, supra note 10, at 1382-1383. See also Overstreet v. Lexington-Fayette Urban Cnty. Gov't, 

305 F.3d 566, at 574 (6th Cir. 2002) (noting that “this Court has not strayed from its holding, and 

continues to evaluate privacy claims based on whether the interest sought to be protected is a 

fundamental interest or an interest implicit in the concept of ordered liberty”). 
17 See Paul v. Davis, 424 U.S. 693, at 713 (1976) (noting that marriage, procreation, contraception, 

family relationships, child rearing, and education are fundamental rights). 
18 See Alexander v. Peffer, 993 F.2d 1348, at 1350-51 (8th Cir. 1993). 
19 應說明者，這個類別的法規介紹是以雇主「原則上有機會」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為前提，如

果是「原則上直接禁止」蒐集特定資訊的反歧視法，則被本文置於類別一，如反基因歧視法與懷

孕歧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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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者個人資訊保障時不應忽略的規範，甚或可以解讀為其中有藉保障資訊隱私權

的概念，達成防止就業歧視的目的，相關規定有：1964年民權法第 7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簡稱 Title VII）、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法（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簡稱 ADEA），以及 1990年美國身心

障礙者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簡稱 ADA）。 

 關於類別三：課予雇主有義務蒐集特定資訊的法規，則是立法者為了特定目

的，命雇主有義務蒐集特定資訊的規範。儘管類別三與類別一均為「直接」針對

特定資訊的蒐集、利用所設規範，但在類別三，立法者強迫雇主一定要蒐集特定

的資訊，與類別一只有雇主希望蒐集、利用特定資訊時才有適用不同，因此本文

將類別三另劃作一類，如：1986 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of 1986，簡稱 IRCA）。 

這三種類別在適用上應可劃歸為「前置保護措施」，因其讓雇主在蒐集求職

者的個資前，須先思索能否蒐集；倘雇主並未遵循，應徵者除可依這些前置保護

規範賦予的救濟方式提起爭訟外，視雇主的詢問或檢測方式，亦有機會主張普通

法上的侵權行為責任，以雇主侵害個人隱私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普

通法上的隱私侵害之訴，相對於前述三種類別，可說是「事後的一般保障」，本

文亦會對其為簡單的說明。 

第一項  直接規範可否與如何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法規 

第一款  1978年懷孕歧視法 

1978 年懷孕歧視法（PDA），原則上禁止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僱用 15人

以上員工的雇主對懷孕、分娩或有其他相關醫療情形的女性為不合理的差別對待，

如：不予僱用、解聘或取消孕婦的保險權益，其為立法者針對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中禁止「性別」歧視的補充。20
 

 依照 PDA，雇主不得打探求職者是否懷孕或有什麼懷孕計畫，若為詢問，

                                                       
20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人力資

源管理：全球經驗本土實踐（5 版），華泰文化，2014 年 5 月，頁 67。應注意的是，雖然 1978

年懷孕歧視法事實上屬 1964 年民權法第 7 章的一部分，但因其所採取的規範模式是本文認定的

「『直接規範』可否與如何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法規，而非「可以被『間接解釋』為能否蒐

集、利用特定資訊」的反歧視規範，所以本文特別將其獨立於 1964 年民權法第 7 章之外作介紹。 

http://www.google.co.uk/url?url=http://www.eeoc.gov/laws/statutes/adea.cfm&rct=j&frm=1&q=&esrc=s&sa=U&ei=TNPrVKCaK4TWmAW4qIGYDQ&ved=0CBoQFjAB&usg=AFQjCNE4zJwmzd2f_5cjLYfZhTcei7tinQ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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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自無須回答，除非求職者應聘的工作可能會對其生育能力造成傷害，雇主

始得加以查問，並因而拒絕僱用。21
 

第二款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 

1988 年員工測謊保護法（EPPA），是立法者出於對「測謊本身」與「依此所

得陳述」可靠性的不信任而制定的法規，但適用對象僅限於「私領域」的雇主，

公領域的雇主並不在規範之列。22
 

本法原則上禁止私領域雇主要求應徵者接受測謊，但有二個例外，第一個例

外是：當求職者應徵的工作是「裝甲車人員」、「防盜警報系統的設計、安裝與維

護人員」或「保安人員」，且這些職缺是在「會對公眾的健康安全或國家安全構

成顯著影響的發電廠或核電廠、自來水廠、放射物質或其他有毒廢棄物處理場及

大眾運輸」，亦或是「須對貨幣、有價證券、貴重物品或儀器或專有資訊提供保

障」時，雇主始得命求職者接受測謊；23第二個例外則是：當求職者應徵的工作，

會直接接觸須政府授權才可製造或分配的管制物質（藥物）時，雇主亦得命求職

                                                       
21 有的工作環境可能瀰漫著易使女性不孕或生出畸形兒的物質，雇主為了公共利益的維護，自

不應僱用懷孕或計畫懷孕的女性。不過，雇主必須能提出「確實的」證據，才可以加以詢問並因

此不予僱用。參鄭津津，美國就業歧視法制之研究－兼論我國相關法制應有之發展，國立臺灣大

學法學論叢，32 卷 4 期，2003 年 7 月，頁 152-154。 
22 29 U.S.C. §2006 (a). 
23 29 U.S.C. §2006 (e)： 

(e)Exemption for security services 

(1)In general 

Subject to paragraph (2) and sections 2007 and 2009 of this title, this chapter shall not prohibit the use 

of polygraph tests on prospective employees by any private employer whose primary business purpose 

consists of providing armored car personnel, personnel engaged in the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ecurity alarm systems, or other uniformed or plainclothes security personnel and 

whose function includes protection of— 

(A)facilities, materials, or operations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any State 

or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determined under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Secretary within 90 days after June 27, 1988, including— 

(i)facilitie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or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or nuclear power, 

(ii)public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iii)shipments or storage of radioactive or other toxic waste materials, and 

(iv)public transportation, or 

(B)currency, negotiable securities, precious commodities or instruments, or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2)Access 

The exemption provid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not apply if the test is administered to a 

prospective employee who would not be employed to protect facilities, materials, operations, or asse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2820&type=AC&show_name=%e9%84%ad%e6%b4%a5%e6%b4%a5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2007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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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受測謊。24
 

 又，EPPA 雖例外允許測謊，但其尚規定雇主不能僅憑測謊結果就作出對求

職者不利的決定；25測謊過程中，不得詢問有關求職者宗教、種族、政治、性行

為或工會活動的問題；26測謊結果僅能視情況揭露給特定人，如受測者、經受測

者書面同意之人、雇主，以及持有法院命令的政府機關等；27違反 EPPA的雇主

將面臨最高 1萬美金的行政罰或法院禁止其再違反 EPPA等責任。28
 

第三款  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 

為了防止職場上的基因歧視，在 1970年美國已有 3個州立法禁止對有鐮刀

型貧血者的歧視，之後各州陸續立法禁止對鐮刀型貧血、血紅蛋白 C、地中海型

貧血等特殊基因的歧視。29另外，因基因檢測經常會涉及「種族」與「性別」的

爭端，縱使州法無特別規範，求職者亦有機會主張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的保障。

30
 

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基因檢測的實施日趨便利，人民對這種檢測可能帶

來的就業歧視憂慮與日俱增，立法者遂在 2008年訂定了反基因歧視法（GINA），

原則上禁止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僱用員工達 15人以上的雇主蒐集求職者及其

血親的基因資訊或病史，僅在符合家庭及醫療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的特別允許規定31或為了監控在有毒工作場所工作的員工健康時，始得蒐集。32且

                                                       
24 29 U.S.C. §2006 (f)： 

(f)Exemption for drug security, drug theft, or drug diversion investigations 

(1)In general 

Subject to paragraph (2) and sections 2007 and 2009 of this title, this chapter shall not prohibit the use 

of a polygraph test by any employer authorized to manufacture, distribute, or dispense a controlled 

substance listed in schedule I, II, III, or IV of section 812 of title 21. 

(2)Access 

The exemption provid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apply— 

(A)if the test is administered to a prospective employee who would have direct access to the 

manufacture, storage, distribution, or sale of any such controlled substance;... 
25 29 U.S.C. §2007 (a). 
26 29 U.S.C. §2007 (b). 
27 29 U.S.C. §2008. 
28 29 U.S.C. §2005. 
29 宋佩珊，簡介美國反基因歧視法的必要性－從 2008 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的經驗談起，科技法律透析，20 卷 8 期，2008 年 8 月，頁 3。 
30 參焦興鎧，工作場所基因檢測在美國所引起之勞動法爭議，法制論叢，40 期，2007 年 7 月，

頁 8-9。 
31 如員工請假照顧生病的家人時，雇主有機會取得員工血親的基因資訊。 
32 42 U.S.C. §§2000ff-1(b), 2000ff-4.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2007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2009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1/812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author.aspx?AID=77193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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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外可蒐集的情形，該基因資訊必須被視為機密醫療紀錄，33有健康保險可攜

性與責任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中隱私規則的適

用。 

 不過有學者指出，在人民的健康紀錄已常態的包括基因資訊，且基因檢測已

相當便宜普及之時，才會體現出 GINA的實效性，現階段 GINA的主要功能應僅

有減免人民對接受基因檢測可能帶來歧視的恐懼。34
 

第四款  1970年公平信用報告法 

1970 年公平信用報告法（FCRA），主要在保護消費者免於信用報告遭到濫

用的困擾，且允許雇主調查求職者的信用資訊，無論求職者應徵什麼樣的職位。

35
  

鑒於 FCRA 對應徵者的個人資訊保障相當不利，所以立法者在 1996年修改

了上述規定，要求雇主必須先「有條件僱用（conditional offer）」36求職者並取得

其「同意」後，始得對應徵者進行信用調查。37但該規定仍受到許多批評，因求

職者幾乎不可能拒絕雇主，否則無異放棄工作機會，使得該同意門檻形同虛設。

38
 

這個問題一直到了 2009年，部分議員希望解決求職者無法拒絕調查，以及

如經調查可能會因信用狀況差而被拒絕僱用的兩難困境；也期望改善非裔與西班

牙裔求職者在信用調查上的弱勢地位（這些應徵者的信用調查結果普遍較差），

以實現就業上的公平，始獲正視，而有了修正草案（即 H.R. 3149），明定除法律

有特別規定外，僅在特定工作確實須有良好的信用始能完善執行時，雇主才可以

為信用調查，39但未獲國會通過。 

                                                       
33 42 U.S.C. §§2000ff-5. 
34 See Mark A. Rothstein, Gina's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22 GENE WATCH NO. 2, 9 (2009). 
35 See Beverley Earle, Gerald Madek and David Missirian, The Legality of Pre-Employment Credit 

Checks: A Proposed Model Statute to Remedy an Inequity, 20 VA. J. SOC. POL'Y & L. 159, 173 (2012). 
36 FCRA 的「有條件僱用」是指雇主先提供工作，但同時附上獲聘者應具備的條件，倘獲聘者無

法滿足之，雇主即可終止雙方的僱傭契約。換言之，求職者在雇主的有條件僱用下，只是暫時成

為正式員工，若無法滿足雇主的要求，就會被解聘。 
37 15 U.S.C. §1681b (b)(2)(A)(ii) (2012). 
38 See Earle, Madek and Missirian, supra note 35, at 161. 
39 H.R. 3149, 111th Cong.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3149/text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依 H.R. 3149，允許雇主可為信用調查的情況如下：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3149/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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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敦促修法，國會在 2010 年舉辦了 FCRA的修法聽證會，會中贊同雇主為

信用調查者認為：雇主欲使用何種甄選工具，是人民的權利，政府不應過分干涉；

且在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的保障下，應已足夠處理「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

問題。40反對雇主為信用調查者則認為：雇主使用該甄選工作根本是基於錯誤的

臆測，使那些想藉工作改善經濟狀況之人，因雇主的偏見陷入信用狀況越來越差

的惡性循環，進而造成社會的負擔；41另外，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簡稱 EEOC）尚提到一個人信用狀況不良，

可能是無可奈何的因素所致，如措手不及的醫療債務，而此點在信用調查報告上

雇主是無法知悉的，並不應該將此類求職者拒絕在工作機會的大門外。42
 

支持修正 FCRA的議員參酌正反兩方的意見後，2011 年時針對當初的 H.R. 

3149重新提案（此即 H.R. 321），43並預定通過後將之稱為 the Equal Employment 

for All Act，然而最終依舊不被國會所接受。 

提案者重新檢視未獲通過的修正草案後，在 2013年再度提出新的修正，其

中限縮了例外允許調查的部分，44國會仍不贊同；但提案者再接再厲，於 2015

                                                                                                                                                           
(A) When the consumer applies for, or currently holds, employment that requires national security or 

FDIC clearance. 

(B) When the consumer applies for, or currently holds, employment with a State or local government 

agency which otherwise requires use of a consumer report. 

(C) When the consumer applies for, or currently holds, a supervisory, managerial, professional, or 

executive position a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D) When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40 See Legislative Hearing on H.R. 3149, Sep 23,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1hhrg62684/html/CHRG-111hhrg62684.htm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又，何謂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簡單來說，就是當雇主使用的甄選工具雖在表面

上看似公平，但甄別的結果卻對較弱勢的種族（在美國，通常指非裔及西班牙裔美人）產生不利

影響時，即有「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本文會在類別二介紹反歧視法規的基本規範－1964

年民權法第 7 章時，為更詳細的解說。 
41 Id. 
42 See Transcript: Employer Use of Credit History as a Screening Tool, EEOC, Oct 2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eeoc.gov/eeoc/meetings/10-20-10/transcript.cfm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又，有學者

認為如果一個人是因失業或醫療債務等情形而導致信用狀況不佳，放任雇主藉由信用調查拒絕僱

用這些人，對信用差者無異是一種不公平的處罰。See Earle, Madek and Missirian, supra note 35, at 

160. 
43 H.R. 321, 112th Cong.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hr321ih/pdf/BILLS-112hr321ih.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應注意者，因 H.R. 321 為 H.R. 3149 的重新提案，是以內容並無不同。 
44 2013 年版的草案，available at 

http://www.warren.senate.gov/files/documents/Bill%20text%20-%20Equal%20Employment%20for%2

0All%20Act.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該修正草案的例外僅剩：(A) When the consumer 

applies for, or currently holds, employment that requires national security. & (B) When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1hhrg62684/html/CHRG-111hhrg62684.htm
http://www.eeoc.gov/eeoc/meetings/10-20-10/transcript.cfm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hr321ih/pdf/BILLS-112hr321ih.pdf
http://www.warren.senate.gov/files/documents/Bill%20text%20-%20Equal%20Employment%20for%20All%20Act.pdf
http://www.warren.senate.gov/files/documents/Bill%20text%20-%20Equal%20Employment%20for%20All%20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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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繼續針對 2013年版的草案重新提案（此即 H.R. 3524），45目前仍在審查中。

46
 

應注意的是，美國有數州考量到信用調查結果經常包含錯誤資訊，已先透過

州法限制雇主作信用調查，47在立法例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為：同仍在審查中

的 FCRA修正草案，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特定工作或職務」可為調查的

模式；48另一種則為：原則禁止，但若「與工作實質相關」，就可以調查。49
 

第二項  可以被間接解釋為能否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反歧視法規 

第一款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Title VII），為美國規範平等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法律，

50禁止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僱用15名以上員工的雇主，對求職者的種族（race）、

膚色（color）、宗教（religion）、性別（sex）或原始國籍（national origin）有就

業上的歧視。同時，本法特別設有具獨立性的聯邦機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45 2015 年版的草案，available at 

http://www.warren.senate.gov/files/documents/Equal_Employment_for_All_Act_of_2015.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這個版本因是 2013 年版的重新提案，所以內容相同。 
46 依據 2016 年 2 月 19 日的報導，FCRA 的修正草案仍在國會審查中。Se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McGuireWoods, Feb 19,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2/Proposed-Amendments-Fair-Credit-R

eporting-Act.aspx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47 See Rosemarie Lally, Using Workers’ Credit Information Increasingly Prohibited, SHRM, Jul 28,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shrm.org/legalissues/stateandlocalresources/pages/states-credit-history.aspx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48 如：加州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調查求職者的信用資訊，除非是「執法機構、管理階級、法律

有特別規定、會接觸到個人或機密資訊、就雇主的財務帳目有簽署權限、獲雇主授權可為其轉移

資金或代其訂立金融合約（enter into financial contracts）、可使用一萬美元以上現金」的工作；伊

利諾州同樣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調查求職者的信用資訊，除非是「法律有特別規定、保管 2500

美元以上現金、每次代理 100 美元以上交易、管理階級、會接觸到『個人或機密資訊、商業秘密、

財務資訊或是州或國家的安全資訊』的工作，以及「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執法機構、收債人（debt 

collectors）」的職務。 
49 這類立法例，有的州只在例外部分表示須「與工作實質相關」，如科羅拉多州與內華達州；有

的則會將「與工作實質相關」與其他例外並列，如奧勒岡州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調查求職者的信

用資訊，除非是「聯邦保險銀行或信用社（federally insured banks or credit unions）、法律有特別

規定、與公眾安全相關或與工作實質相關」的職務；而馬里蘭州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調查求職者

的信用資訊，除非是「與工作實質相關（像是會接觸到機密資訊、商業秘密或財務資訊或是持有

公司的信用卡）、法律有特別規定或金融機構」的職務。 
50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20，頁 64。 

http://www.warren.senate.gov/files/documents/Equal_Employment_for_All_Act_of_2015.pdf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2/Proposed-Amendments-Fair-Credit-Reporting-Act.aspx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2/Proposed-Amendments-Fair-Credit-Reporting-Act.aspx
http://www.shrm.org/legalissues/stateandlocalresources/pages/states-credit-history.aspx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EEOC），負責執行本法所定事項，51並頒布相關準則。52
 

Title VII 規範的「歧視」，主要有 2種類型：差別待遇歧視（disparate treatment 

discrimination）」與「差別影響歧視（disparate impact discrimination）」。當雇主直

接針對求職者具備的某些特性有不合理的差別對待（如知悉應徵者為穆斯林，即

拒絕僱用），屬差別待遇歧視（或稱「直接歧視」）；若雇主的甄選行為表面上中

立公正（facially neutral and fair），但甄選結果卻會對某一受保障的群體有不成比

例的不利影響（如犯罪紀錄的調查，在美國對非裔美人特別不利），則為差別影

響歧視（或稱「間接歧視」）。53求職者如遇有這兩種歧視，均可依 Title VII 對雇

主提起反歧視訴訟。地方法院如發現被告確實違反 Title VII 的保障，對於原告因

此而受有的損害，在命被告為合適的賠償時，享有廣泛的裁量權限，例如法院可

命被告賠償原告相當於工資的損害，甚至可命被告僱用原告。54
 

應說明者，Title VII 並未禁止雇主詢問求職者前述 5種特定資訊，而是禁止

雇主在知悉相關資訊後有歧視的行為，因原告（求職者）如欲主張 Title VII，其

必須先證明被告（雇主）對 Title VII 特別保障的族群有歧視；接著由被告證明其

歧視行為與評估原告工作表現間有明顯關連，始得作為其蒐集、利用特定資訊的

                                                       
51 焦興鎧，同前註 3，頁 54。關於 EEOC 的詳細介紹，可參焦興鎧，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機能之研究，律師雜誌，243 期，1999 年 12 月。又，EEOC 的職責不僅在於執行 Title VII，亦

負責其他反歧視法規的執行，如 1978 年懷孕歧視法。 
52 EEOC 早期曾針對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與公務員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勞工部（the Department of Labor）及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一同頒布「員工甄選標

準作業流程（Uniform Guidelines on Employee Selection Procedures of 1978）」，概括地告訴雇主甄

選員工時有哪些應注意的事項，以免構成 Title VII 之訴。其後 EEOC 有再就特定議題頒布相關

的準則，如前科紀錄的使用限制（該準則將於本章第四節第三項個人生活資訊中說明）。尚應注

意的是，過往 EEOC頒布的準則，法院通常會予以斟酌及尊重，但在 El v.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 Authority, 479 F.3d 232 (2007)一案，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卻認為 EEOC 若無法就其準則提出

具說服力的研究證明，則該準則僅具參考價值，無須遵循（El 案亦將於本章第四節第三項介紹）。 
53 參焦興鎧，美國最高法院與兩性工作平等爭議之解決，政大法學評論，80 期，2004 年 8 月，

頁 124。 
54 42 U.S.C. § 2000e–5(g)(1) 

(g) Injunctions; appropriate affirmative action; equitable relief; accrual of back pay; reduction 

of back pay; limitations on judicial orders 

(1)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intentionally engaged in or is intentionally engaging in an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charged in the complaint, the court may enjoin the respondent from 

engaging in such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and order such affirmative action as may be 

appropriate, which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instatement or hiring of employees, with 

or without back pay (payable by the employer, employment agency, or labor organiz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or any other equitable relief as 

the court deems appropriate. Back pay liability shall not accrue from a date more than two years 

prior to the filing of a charge with the Commission. Interim earnings or amounts earnable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by the person or persons discriminated against shall operate to reduce the back 

pay otherwise allow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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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基礎，55換言之，被告必須證明自己的行為具備「營業上必要（business 

necessity）」。56
 

又，雇主除可提出「營業上必要」的抗辯，尚可主張「真實職業資格（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簡稱 BFOQ）」抗辯，此為常見的就業歧視禁止之

例外，並非 Title VII的特有規定，亦可能出現在其他公平就業法規中，如 1967

年就業年齡歧視法。適用情況為當雇主的甄選行為（通常非中性）對求職者造成

歧視，如雇主能證明其行為是特定行業或企業正常營運所必要，即能主張BFOQ。

57
 

若雇主抗辯成功，求職者在 Title VII 之訴尚有最後手段可以主張，即提出其

他可行、侵害較小，但雇主卻拒絕採用的替代方案；不過，應徵者通常並不容易

找到其他合適的替換方案。 

是故，在 Title VII 的規範下，雇主並非不得蒐集求職者的種族、膚色、宗教、

性別或原始國籍等資訊，只是在實務上，雇主為避免對這類資訊的蒐集與利用產

生就業歧視的糾紛，而主動不予蒐集。 

第二款  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法 

鑒於 Title VII 的保障對象並不包括年長的員工，年紀漸長之人常擔心自己成

為就業市場上被歧視的對象，所以國會在 1967年通過了就業年齡歧視法（ADEA），

防止雇主對年過40的員工或求職者有不當的差別對待，如強迫退休或不予僱用。

58本法經過多次修正後，其適用對象除了公領域的雇主外，亦包含僱用 20名以

                                                       
55 Title VII的主張方式，目前主要是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作成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Griggs 案是第一個承認原告在主張 Title VII 時，只須證明雇主客觀上

有歧視行為，而無須證明雇主主觀上是否亦有歧視意圖的判決。但應注意的是，1989 年時聯邦

最高法院在 Wards Cove Packing Co., Inc. v. Atonio, 490 U.S. 642 (1989)，對 Title VII 的操作有了

不同的見解，不僅放寬營業上必要的判準（雇主甄選工具的選用僅須有合理目的，無須證明與待

聘職缺是否有明顯或重要關聯），亦同時加重原告的舉證責任，即原告除須證明被告有歧視行為，

亦須證明被告的行為不具營業上必要。國會不滿這個轉變，遂在 1991 年針對 Title VII 進行相關

修正，因而有了 1991 年民權法（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91），其中直接說明 Title VII「營業上

必要」的判斷應回復先前 Griggs 案的看法。 
56 事實上 Title VII 中並無「營業上必要（business necessity）」一詞，但實務通常以之指稱 Title 

VII 中的「工作關連（job-related）」。關於工作關連或營業上必要的具體內涵，本文會在第四節

整理相關判決後，於第五節綜合評析中詳述之。 
57 參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2004-2006，臺北市：中硏院歐美所，2011 年，

頁 312-313。 關於 BFOQ 的詳細介紹，可參鄭津津，同前註 21，頁 143-147。 
58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http://www.google.co.uk/url?url=http://www.eeoc.gov/laws/statutes/adea.cfm&rct=j&frm=1&q=&esrc=s&sa=U&ei=TNPrVKCaK4TWmAW4qIGYDQ&ved=0CBoQFjAB&usg=AFQjCNE4zJwmzd2f_5cjLYfZhTcei7tinQ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89082501&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2820&type=AC&show_name=%e9%84%ad%e6%b4%a5%e6%b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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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員工的私領域雇主。 

但是，考慮到雇主的經營特權（managerial prerogatives）與市場運作的實際

需求，ADEA設有諸多例外，59公領域的例外，如各州經由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

與其幕僚、60聯邦政府層級的某些受僱人（舉例：消防隊員、執法人員等），並

無本法的適用；61私領域的例外，須特別注意的是，立法者曾為增進較年輕之人

亦有擔任高階決策者的機會，規定這類職位無 ADEA 的適用。如此，使年過 40

的高階決策者仍可能受到公司的不當對待，因而存有反對之聲，所以國會在 1986

年修法時便將該例外刪除，62讓私領域中所有年過 40之人均可受到 ADEA的保

障。63須留意的是，本法亦有規範雇主可提出 BFOQ抗辯，就此請參 Title VII中

的說明。 

第三款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1990 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ADA）是美國在 1973年制定康復法（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64後，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完善的保障而再制定的法

規，其規範對象除政府機構外，亦包括私營企業，但必須是僱用員工達 15人以

上的雇主才有適用。 

ADA對身心障礙者的定義，原本與 1973年康復法相同，但 2008年時有了

修正（即 ADA Amendment Act of 2008），65立法者擴張聯邦最高法院適用 ADA

時，依康復法對身心障礙者定義的解釋，不再局限於「必須是該個人生理或心理

                                                                                                                                                           
20，頁 65。 
59 焦興鎧，美國最高法院與就業上年齡歧視之禁止，歐美研究，41 卷 3 期，2011 年 9 月，頁 690。 
60 29 U.S.C. §630 (f) (2006). 
61 5 U.S.C. §8335 (a)-(c) (2006) & 22 U.S.C. §4052 (2006). 
62 參焦興鎧，同前註 59，頁 691。 
63 參焦興鎧，同前註 59，頁 688。 
64 1973 年康復法是美國保護身心障礙者運動中的一項重要里程碑，禁止聯邦政府、聯邦承包商

以及接受聯邦政府財務補助者，對身心障礙者在就業上予以歧視。本法對身心障礙者的定義為：

「任何人(i)具有肢體或精神損害的情況，而在相當程度上限制其一項或多項主要生活活動；(ii)

具有此種損害一項紀錄的情況；或(iii)被認為具有此種損害的情況。」其中的「主要生活活動」，

依根據本法頒布的行政規則，係指：「照顧本身生活、從事體力任務、行走、視覺、聽覺、語能、

呼吸、學習及工作的機能。」中文翻譯依焦興鎧，同前註 30，頁 11。假若身心障礙者有能力承

擔某一特定工作的基本職務，或在雇主提供合理設備、安排後，有能力適當執行某工作，且該個

人的工作表現，並不會對身心障礙者本身或他人造成直接的威脅時，雇主即不得單以求職者係身

心障礙者為由，而拒絕僱用之。至於雇主應提供何等設備或安排，應以雇主能負擔（忍受）的範

圍為限，須以個案為斷。焦興鎧，同前註 3，頁 58。 
65 簡介可參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402-404 (2015). 

http://www.google.co.uk/url?url=http://www.eeoc.gov/laws/statutes/adea.cfm&rct=j&frm=1&q=&esrc=s&sa=U&ei=TNPrVKCaK4TWmAW4qIGYDQ&ved=0CBoQFjAB&usg=AFQjCNE4zJwmzd2f_5cjLYfZhTcei7tinQ
http://www.google.co.uk/url?url=http://www.eeoc.gov/laws/statutes/adea.cfm&rct=j&frm=1&q=&esrc=s&sa=U&ei=TNPrVKCaK4TWmAW4qIGYDQ&ved=0CBoQFjAB&usg=AFQjCNE4zJwmzd2f_5cjLYfZhTcei7tinQ
http://www.google.co.uk/url?url=http://www.eeoc.gov/laws/statutes/adea.cfm&rct=j&frm=1&q=&esrc=s&sa=U&ei=TNPrVKCaK4TWmAW4qIGYDQ&ved=0CBoQFjAB&usg=AFQjCNE4zJwmzd2f_5cjLYfZhTcei7tinQ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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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陷，現階段已對其主要生活產生影響」，若「該缺陷在『未來』可能對此

人有影響」，也可被定義為身心障礙者，因此使更多人能受到 ADA 的保障。66
 

ADA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關聯為，雇主通常會命求職者接受「體檢或

健康檢查」，以獲取相關的生理資訊評估是否應予僱用，立法者為保障身心障礙

者的工作權益，在 ADA中規範：雇主僱用求職者前，不得命其檢測有無身心障

礙情況，除非雇主先有條件僱用求職者，始得命其接受體檢或健康檢查。67又這

個階段的體檢，檢測項目上並無限制，ADA 僅要求雇主必須命當時「所有」附

條件僱用者接受相同檢測。68
 

ADA的「有條件僱用」是指求職者先暫時獲得雇主的聘用並接受體檢後，

如果體檢結果顯示其為 ADA 的身心障礙者，在雇主提供「合理的設備或安排」

仍無法執行應聘工作的主要內容69或「將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70時，

該名求職者才屬未通過取得這份工作的條件，雇主此時始得拒絕繼續僱用。71
 

 從 ADA對體檢的規定可知，ADA的終極目標雖是在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公平

就業機會，但其實 ADA也規範了雇主應如何蒐集、利用求職者的生理資訊。 

第四款  州法目前針對「公平就業」的立法趨勢 

                                                       
66 ADA Amendment Act of 2008 放寬身心障礙者的定義後，使「基因檢測」因而有了 ADA 的適

用，亦即當求職者例外符合 GINA 允許雇主蒐集、利用其基因資訊時，雇主仍須受到 ADA 的規

範。 
67 應注意的是，若某項檢測直接與工作表現的判斷相關，雇主仍有機會不用先為「有條件僱用」。

參 42 U.S.C. § 12112(d)(2)(B)：A covered entity may make pre-employment inquiries into the ability 

of an applicant to perform job-related functions. 
68 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198 (2015). 
69 雇主應提供身心障礙者什麼樣的設備或安排始屬合理，ADA 規定雇主應採的合理措施為「(i)

將現有供受僱者使用的設施，得以讓身心障礙者順利操作；(ii)將身心障礙者的工作重新組合、

採用部分工時或調整工作時間、重新安排至新空缺、取得或修改設備或工具、對考試、訓練教材

或政策為合理調整或修改、提供適格的朗讀者或翻譯者、或提供其它相同的設施。」（42 U.S.C. 

§12111 (9) (2000). 中文翻譯依焦興鎧，同前註 30，頁 14。）而雇主須負擔或忍受的界限為何，

ADA 則規定不得要求雇主為「有相當明顯困難的行動或費用等情形」。（42 U.S.C. §12111 (10)(A) 

(2000). 中文翻譯依焦興鎧，同前註 30，頁 14。又 42 U.S.C. §12111 (10)(B) (2000)有更進一步規

範可參酌的判斷因素，EEOC 對此亦有頒布相關準則，即 29 C.F.R. §1630.2 (o)(2) (2003) & App. 

1630.2 (p)。） 

70 雇主如果欲以這個理由拒絕繼續僱用附條件錄用的求職者，ADA 規定雇主必須先由專家進行

個人化評估，確認該求職者的身心障礙情況確實將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始得為

之。 
71 如果是現任員工，雇主僅得命其檢驗與工作相關且符合營業上必要的項目；如該名員工為 ADA

的身心障礙者，雇主亦僅能在提供合理設備或安排後，發現這位員工仍無法完成工作的主要部份

時，才可終止僱用。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19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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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許多州為防止就業歧視，亦立法訂定自己的公平就業法規，且大部分都

超出 Title VII 等聯邦反歧視法的要求，包含了更多的規範項目；且就項目本身，

尚明確指出哪些事項「可以或不可以」在求職過程中詢問。以華盛頓州的規定

（Wash. Admin. Code §162-12-140）為例：72
 

項目73
 合法（公平）詢問 違法（不公平）詢問 

年齡 可詢問出生日期及其證明。 詢問中不可帶有對某年齡層的

偏好。 

＊犯罪紀錄 

（逮捕及定

罪） 

僅可詢問可能對工作表現有不

利影響的 10年內犯罪紀錄。惟

求職者若是應徵執法機構、州

政府機關、學校的工作或是其

他對兒童、身心障礙者等較脆

弱（vulnerable）族群負有監督、

照護責任的職務，則可為更廣

泛的詢問。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公民身分 可詢問得否合法受僱及其證

明。 

不可詢問是否為美國公民；亦

不可於聘用前，即要求應徵者

提供會揭露其原始國籍、族裔

或出生地的證明文件。 

＊家庭 可詢問是否會因家庭因素而無

法按雇主要求的時間工作。 

不可詢問配偶是誰、做什麼工

作、薪水有多少；亦不可詢問

有多少小孩、對小孩的照顧計

畫或其他家屬的個人情況。 

                                                       
72 以下表格是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一書所整理。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07-110 

(2015). 
73 表格中將州法特別規定的項目，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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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 可詢問在有或無合理幫助時，

能否完成工作內容的必要部

份。 

不可詢問身心障礙的種類、嚴

重程度、曾否申請或取得勞工

賠償。 

＊身高、體重 僅與工作相關，具營業上必要

時，才可詢問。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婚姻狀況 不可詢問。 

＊服役情形 可詢問在美國軍隊中的教育、

訓練或工作狀況。 

不可詢問退伍原因或曾在哪些

美國以外的軍隊服役。 

＊姓名 可詢問過去是否有以其他名字

應聘或工作。 

不可詢問是否曾被法院變更姓

名或因婚姻而有變更；亦不可

詢問會透露求職者婚姻狀況、

家系、血統、國籍或族裔的名

字。 

國籍 僅可詢問是否具備與工作相關

的語言能力。 

不可詢問家系、族裔、國籍、

出生地或母語。 

＊組織 僅可詢問有無參加不會揭露求職者種族、膚色、宗教、原始性

別、婚姻狀況、國籍或族裔的組織。 

＊相片 聘用前不得要求提供。 

懷孕 如是女性，可詢問如懷孕，預

計請多久的假；如是男性，亦

可詢問倘配偶懷孕，希望請多

久的假。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種族與膚色 不可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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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 可詢問是否有親屬在該公司或

競爭公司工作。 

不可詢問左列親屬的婚姻狀

況、配偶身分或配偶的職業。 

宗教信仰 不可詢問。 

＊住所 可詢問聯繫地址。 不可詢與哪些人同住、與同居

者是什麼關係以及住所為自宅

否。 

性別 不可詢問。 

第三項  課予雇主有義務蒐集特定資訊的法規 

－1986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 

1986 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IRCA），是立法者為了配合美國的移民政策而

制定。美國的移民政策重點為禁止非法移民遷入，其中一項手段即為禁止雇主僱

用非法移民，否則雇主將受到處罰。有的雇主為降低遭受處罰的風險，可能直接

拒絕僱用外國人，雖然 Title VII 已有禁止歧視原始國籍的規定，但為了更妥善地

保障合法移民的公平就業機會，立法者遂在 1986年訂定了 IRCA，74其規範對象

是僱用 4名以上員工的雇主。 

依 IRCA，雇主有義務了解求職者是否可合法地在美國工作，得要求應徵者

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如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駕照、出生證明（birth 

certificate）、護照或居民登記證（resident alien registration card）等，但前提是必

須先提供「有條件僱用」。75倘暫時獲聘的員工確實具有合法的工作資格，雇主

即不得因員工的原始國籍或其是否為美國公民，而予以差別對待。76
 

                                                       
74 參鄭津津，同前註 21，頁 171。 
75 為符合 IRCA 的要求，雇主會要求員工填寫「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表格（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Form I-9）」，暫時受聘的員工也應同時出具身分及合法工作資格的證明文件。

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174 (2015). 
76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20，頁 170。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2820&type=AC&show_name=%e9%84%ad%e6%b4%a5%e6%b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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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普通法上的隱私侵害 

普通法上的侵權行為責任，在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下，有機會主張的情

況，應有兩種：一為「私生活領域的侵入」，構成要件是：行為人有故意侵害他

人獨處權的行為，且就一般具有理性者來看，均會認為這是高度的冒犯；77另為

「不欲人知的私事公開」，構成要件是：個人資訊被揭露於眾，該資訊與個人私

生活有關，一般具有理性者均會認為此種揭露有高度的冒犯，大眾並無取得該資

訊的合法性。78
 

然而，這兩種情況在求職階段，均有適用上的困難，前者如「高度冒犯」的

要件，以心理測驗為例，因其為美國雇主經常使用的甄選工具，法院可能會否定

該要件的構成；後者如「揭露於眾」的要件，鑒於雇主通常僅會將甄選結果告知

幾位相關主管，法院多會認為此情形並未達揭露「於眾」的地步。79
 

第四節  相關判決 

依前述簡介可知，美國對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保障，在相關立法部分，雖然未

如我國有可作為基本規範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就業服務法（簡稱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但已有諸多特別法規可以作為規範基礎。又，美國聯邦各級法

院的判決對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演進，也有著無可或缺的地位，以下再介紹一些

重要的判決，以了解相關條文在實際案例中，究竟如何適用。 

為便於分析，本文將以我國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 項，何謂「非屬就

業所需之隱私資料」的分類，即：生理資訊、心理資訊與個人生活資訊，80先將

上述聯邦法規置入與之相應資訊類別中，再分別就相關的判決為細部介紹。 

第一項  生理資訊 

                                                       
77 See the Second Restatement of Torts §652B (1977). 
78 See the Second Restatement of Torts §652D (1977). 
79 See Elizabeth D. De Armond, To cloak the within: protecting employees from personality testing, 61 

DEPAUL L. REV. 1129,2012, at 1175-1176. 其他更細緻的介紹可參 NEIL RICHARDS, INTELLECTUAL 

PRIVACY: RETHINKING CIVIL LIBERTIES IN THE DIGITAL AGE 41-72 (2015)。 
80 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本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隱私資料，包括下列類別： 

一、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 

二、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三、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Neil+Richards&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Neil+Richards&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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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規範 相關判決 

基因檢測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

（Title VII）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ADA） 

2008 年反基因歧視法

（GINA） 

Norman-Bloodsaw v.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 135 F.3d 

1260 (9th Cir. 1998) 

藥物測試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

（Title VII）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ADA） 

National Treasury 

Employees Union v. Von 

Raab, 489 U.S. 656 

(1989) 

體檢或健康檢查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ADA） 

Harrison v. Benchmark 

Electronics Huntsville, 

Inc., 593 F.3d 1206 (11th 

Cir. 2010) 

HIV 檢測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ADA） 

Anonymous Fireman v. 

City of Willoughby, 779 

F.Supp. 402 (N.D. Ohio 

1991)  

Glover v. Eastern Neb. 

Com. Office of 

Retardation, 686 F. Supp. 

243 (D. Neb. 1988) 

智力測驗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 Griggs v. Duke Power 

Co., 135 F.3d 1260 (9th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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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VII） Cir. 1998) 

Albemarle Paper Co. v. 

Moody, 422 U.S. 405 

(1975) 

第一款  基因檢測 

鑒於基因資訊具有識別性、預測性、遺傳性、持久性、標籤性及敏感性等特

色，81受到美國立法者的高度關注，求職者早先除有機會因基因檢測結果容易涉

及種族與性別的歧視，而有主張 Title VII 的可能外，在 2008年的 GINA訂定後，

雇主原則上已被禁止蒐集求職者及其血親的基因資訊或病史；且 ADA 

Amendment Act of 2008亦將基因檢測認定為ADA的體檢，使雇主縱然符合GINA

例外允許蒐集、利用基因資訊的情況，仍受 ADA有條件僱用的規範。 

雖然美國目前針對基因檢測有看似嚴密的 Title VII、ADA 及 GINA三法的

保障，但在ADA Amendment Act of 2008與GINA還屬相對較新的聯邦法規範下，

本文認為仍有必要就 ADA及 GINA適用前的判決作簡單介紹，觀察美國實務過

往對基因資訊保障的見解，以利推測未來可能的發展。82
 

Norman-Bloodsaw v.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案83
 

本案被告為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其為了員工的健康，讓附條件僱

用的員工接受體檢時，在未受事前告知、亦未取得同意的情形下，擅將他們提供

                                                       
81 詳見林維信，基因資訊保護之研究，科技法學評論，4 卷 1 期，2007 年 4 月，頁 170-174。 
82 不特別介紹有關 GINA 的判決是因為目前的實務見解，多在處理雇主蒐集特定生理資訊時，

該資訊是否屬 GINA 規範的基因資訊，與「可否蒐集」的重點有別。以 Poore v. Peterbilt of Bristol, 

L.L.C., 852 F.Supp.2d 727 (W.D. Va., 2012)為例，原告受僱於 Peterbilt of Bristol, L.L.C.，2009 年時

被公司要求填寫一份有關家族健康狀況的健康保險單（a health insurance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his family's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s and medications），原告填寫時，揭露了其太太罹患多發性硬

化症。公司知悉後，派人詢問原告其太太的病況，不久，就將原告解僱。原告認為自己的工作表

現良好，對解聘結果感到不服，遂對公司提起爭訟，其中關於 GINA 的主張為：被告向其確認配

偶所患多發性硬化症的病況，違反 GINA 禁止基因歧視的保障。法院判決原告此部份主張敗訴，

理由為原告就其配偶健康資訊的揭露以及被告對這個病症的關切，並不會使被告將該資訊作為原

告是否亦可能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推測基礎，是以本案所涉資訊，並非GINA定義的「基因資訊」，

而無 GINA 的適用。 
83 135 F.3d 1260 (9th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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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體（血液及尿液），送驗有無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血。部分通過體檢、正

式獲得職位的文書及行政人員知悉此事後相當不滿，遂對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提起爭訟，主張被告查探他們是否有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血的資訊

蒐集行為，在無事前告知、亦未徵得原告同意的情況下，有違聯邦憲法與加州憲

法保障的隱私利益。84
 

地方法院認為被告調查暫時獲聘者有無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血，僅是了解

員工整體健康狀況的一環；且體檢時亦有請員工填寫一張共有 61題的身體健康

狀況詢問表，其中即有問到填表者是否有鐮刀型貧血與性病，以及若是女性，有

無月經失調的問題，85倘員工都已願意填寫這張涉及高度個人資訊揭露的問卷，

則員工應可預見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會將血液及尿液送驗以作確認，因

此儘管被告的調查目的並不精確（為了員工的健康），但被告的行為對員工隱私

的干涉既屬輕微，即無侵害到憲法所保障的隱私利益。86
 

第 9巡迴上訴法院反對地院的看法，先指出驗血與驗尿是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索，雇主得否為之（是否為「合理的」搜索），應權衡其與原告間的利益

哪一方較值得保障，此時除應考量雇主知悉的目的及對求職者隱私利益的侵害程

度外，尚應斟酌雇主所採手段對目的達成的實效性。87
 

接著上訴法院闡明地院不應以被告的詢問表中有針對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

血為相關的調查，即認定被告擅將血液及尿液送驗的行為，僅是對員工隱私的輕

微干預，而是必須依資訊的性質或類別，具體分析被告的蒐集行為是否妥適。88
 

鑒於了解一個人是否罹有梅毒，可能會透露該人的性史，並招致社會汙名

（social stigma）；探查女性有無懷孕，同樣可能揭露該人的性關係情況，並帶來

                                                       
84 Id. at 1265-1266. 須補充說明的是，提起爭訟者也主張，被告查探他們有無梅毒、懷孕及鐮刀

型貧血，與文書或行政職務並無工作關聯性，違反 ADA 的保障；以及只查驗女性有無懷孕與非

裔美人有無鐮刀型貧血，亦牴觸了 Title VII 禁止的性別與種族歧視。關於 Title VII 的主張，地方

法院認為被告雖僅檢驗女性有無懷孕，以及特別調查非裔美人有無鐮刀型貧血，但並不因送驗結

果而對女性或非裔員工作出較不利的對待，是以並不構成 Title VII 的違反；但第 9 巡迴上訴法院

否定這個看法，認為被告未獲授權、只蒐集「女性與非裔美人」敏感性醫療資訊的行為，本身就

是一種較不利的對待，有違 Title VII 的保障。有關 ADA 的主張，第 9 巡迴上訴法院雖認為地院

判定原告主張已罹於時效的見解並不正確，但依舊否定被告違反了 ADA，因依 ADA 的規定，

雇主在甄選時，提供有條件僱用後，對暫時獲聘者所為的體檢，無須有工作關聯性。 
85 Norman-Bloodsaw, 135 F.3d at 1265. 
86 Id. at 1266. 
87 Id. at 1269. 
8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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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且深遠的社會影響；而知悉一個人有無鐮刀型貧血，則可能顯露該人與其家

族的基因資訊和健康情形，這些都是相當私密且敏感的個人資訊，上訴法院強調

雇主僅能在有工作關聯性時，始得蒐集，否則即屬對他人隱私利益的侵害。89
 

關於本案雇主的行為到底是否合法，上訴法院認為被告「以身體健康狀況詢

問表調查」與「擅將檢體另外送驗」，完全是兩回事，後者明顯是更高的隱私干

預，縱使問卷中出現相關的詢問，但假若欠缺事前的通知、亦無同意的取得，則

絕不代表填表者已默許被告可為了核實將血液與尿液送驗；90而被告宣稱其是為

了員工的健康著想，並不足以支持雇主探查員工有無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血的

行為與應聘工作間具備關聯性，所以應認定本案原告享有最高程度的合理隱私期

待。91
 

第二款  藥物測試 

受僱者濫用禁藥，為美國工作場所的勞工問題之一。為改善這個問題，美國

聯邦及各州政府紛紛採取各種對策，舉例而言，某些較敏感的聯邦行政機關，如

國防部、交通部及原能會等，制定了各項行政規則，不僅要求雇主設立禁用藥物

方案，更命其應對受僱人及求職者為各項藥物檢測；92而私領域的雇主為防免受

僱人濫用藥物造成的損失，通常無待政府介入，也會主動採取各項預防或改善措

施。 

因藥物測試須將受測者的尿液、血液、唾液或頭髮等交由實驗室進行檢驗，

以確認受測者是否有使用非法藥物或毒品，是故若考量到求職者的「隱私利益」，

對於雇主的藥物檢測措施，有以下兩點應為注意：93
 

(1)公領域雇主採用的檢驗方式，是否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不合理的

搜索及扣押？對此，美國實務均認為藥物檢驗行為屬搜索；94至於該搜索行為是

                                                       
89 Id. at 1269-1270. 
90 Id. at 1270. 
91 Id. 
92 詳細介紹見焦興鎧，同前註 3，頁 36-42。另外，各州及地方政府也有制定類似的法規，但多

數僅針對「私領域」雇主作規範。應注意的是，美國國會在 1988 年時，有制定工作場所免於禁

藥法（Drug-Free Workplace Act ），規定承包聯邦政府工程及接受聯邦政府專款補助的雇主，均

應設立各項禁止受僱者在工作場所使用禁藥的方案，但該法並未直接要求雇主須對受僱者進行藥

物檢測。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30。 
93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31。 
94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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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理，則視有無違反人民的合理隱私期待，由法院個案判斷，95通常對容易因

操作不當導致職災的工作類別或較具安全敏感性的工作（如卡車司機或電工）進

行藥物測試，較具正當性，96稍後將以 National Treasury Employees Union v. Von 

Raab
97為例。 

(2)雇主採用的檢驗方式，是否牴觸反歧視法規？針對這個問題，求職者有

機會主張的法規範保障為 Title VII及 ADA。就前者而言，實際案例並不多見；98

若是後者，ADA規定僅有「合法」服用藥物成癮者，始為該法定義的身心障礙

者，雇主須先提供合理的設備或安排，不得逕行拒絕僱用。99
  

National Treasury Employees Union v. Von Raab 案100
 

 隸屬美國財政部的海關總署（The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為一聯邦

機構，有一項重要的任務是阻止及扣押走私品（含非法毒品），因此執法人員須

攜帶槍械以保障生命安全。101
 

1986 年 5月，海關總署的署長（the Commissioner of Customs）主張為消除

使用毒品帶來的危害，在緝毒已成為海關主要任務的情況下，更不應允許有員工

持有或使用非法毒品，因此應建立一個檢驗方案，使總署中欲轉職或升遷，且符

合以下 3種情況之一者，必須接受藥物檢測：102
 

(1)親自參與海關緝毒的執法人員，原因為他們將面臨直接的生命威脅；(2)

配有槍械者，理由是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持有致命武器者不應染有毒癮；或(3)

管控總署中的機密文件者，目的是在防免他們與走私者間可能的賄賂或非法交

易。 

                                                       
95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48。 
96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20，

頁 179。 
97 489 U.S. 656 (1989). 
98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55。目前唯一的案件是 New York City Transit Authority v. Beazer, 440 

U.S. 568 (1978)。該案中原告認為被告的僱用政策，使已戒除海洛因毒癮但必須持續服用鎮痛劑

治療者仍不受聘用，將對美裔及西班牙裔的求職者產生差別影響歧視，有違 Title VII 的保障。法

院認為依原告所舉的證據雖可證明雇主的行為有差別影響歧視，但雇主是基於合法業務上的必要

及公共安全的理由，已足以反駁原告所提的控訴。 
99 參焦興鎧，同前註 3，頁 62。 
100 489 U.S. 656 (1989). 
101 Id. at 659. 
102 Id. at 66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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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海關總署要求的檢測方式是，應接受尿液檢測者須於牆後或廁所裡自行蒐

集尿液，期間將由一名相同性別之人於牆外監聽尿液排放聲音是否正常。該政策

引發的爭議是公部門有無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蒐集員工的尿液進行藥物檢

測，以及是否須在事前取得令狀（warrant）或具備個別懷疑（individualized 

suspicion），始不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隱私保障。103
 

聯邦最高法院先引述 Skinner 案104的看法，指出透過尿液為藥物檢驗，雖然

是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的搜索，但只要政府有重要的目的，此時無須有相當理由、

令狀或個別懷疑，即可命員工接受藥物檢測。在本案，法院亦認為基於海關總署

藥物檢測目的的重要性，同 Skinner 案，無須事先取得令狀或具備個別懷疑，亦

無須有相當理由，始符合增修條文第 4條的「合理」搜索。105
 

 接著，法院開始進行公、私益衡量，原告（受測者）並不否認本案藥物檢測

的重要性，但提出 2點質疑，一為海關總署僅是懷疑有人使用非法毒品，而最終

結果並無人被檢驗出；二為檢驗程序容易產生瑕疵，如有人故意缺席或在樣本中

摻假，將使檢驗結果欠缺真實，因此應認無實施的必要。106
 

 法院認為原告的質疑均不具說服力，因原告並未否認社會確實有毒品氾濫的

問題，所以即使本案政策的檢驗結果只有極少數人不通過，也不可因此質疑其實

施的必要；至於檢驗結果的真實性，應只是原告自己的過度妄想。107
 

 最後，法院認為本案針對親自參與海關緝毒的執法人員或配有槍械者進行藥

物檢測，公益大於私益的情況下，並無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違反；然而對於管

控該部門機密文件者施測的部分，則因指涉範圍不明確，判決這個部分應發回重

審。108
 

第三款  體檢或健康檢查 

                                                       
103 Id. at 661. 
104 489 U.S. 602 (1989). 
105 National Treasury Employees Unio , 489 U.S. at 666. 
106 Id. at 673. 
107 Id. at 674-676. 
108 Id. at 677. 重審結果，見 756 F.Supp. 947 (1991)：On remand the District Court, Charles Schwartz, 

Jr., J., held that requiring applicants for Customs Service positions with top secret,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security clearances to submit to drug screening test was reasonable under Fourth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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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體檢的相關事項，主要是由 ADA規範。ADA為了公平就業的目的，規

定雇主必須先有條件僱用求職者，始得命暫時獲聘之人接受體檢或健康檢查。雖

然這個階段的體檢檢驗項目並無限制，但求職者如是 ADA 定義的身心障礙者，

雇主必須在提供合理協助後發現該人仍無法執行應聘工作的主要職務時，才得不

予僱用。有關 ADA的適用，可參見以下案例。 

Harrison v. Benchmark Electronics Huntsville, Inc.案109
 

 原告受聘於 Benchmark Electronics Huntsville, Inc.（簡稱 BEHI），原本是個

臨時工，上司向其建議可依該公司的規定申請成為正式的員工，但必須接受體檢

及背景調查。原告申請後在體檢的部分，被驗出體內的巴比妥（barbiturate）成

份為陽性反應，BEHI 的人力資源部獲悉後，告知原告不會將這個結果揭露。110
 

但是原告的上司不知為何亦得知該結果，要求原告應採取補救措施，並代原

告打電話給公司的醫療審查官（Medical Review Officer），電話接通後，上司將

話筒轉交給原告，但未離去，留在現場聆聽醫療審查官詢問原告為何服用巴比妥，

原告說明他是為了治療癲癇而按醫囑服用，且已長達 2年。111
 

因原告是合法地服用巴比妥，BEHI 決定接受其長期留任的申請，但上司卻

攔下這個決定，向公司回報其認為原告尚不具備長期留任的能力，BEHI 遂駁回

原告的申請。原告不服，對 BEHI 提起爭訟，認為 BEHI 就體檢結果的進一步詢

問並不適當，主張 BEHI 應是知悉其患有癲癇才不予僱用，有違 ADA的保障。112

地方法院認為原告的主張並無理由，因被告是基於原告的體檢結果才有進一步的

詢問，而這是適當的詢問。113
 

第 11巡迴上訴法院則推翻地院的見解，認為被告雖得因原告的體檢結果有

陽性反應為進一步的詢問，以確保原告是否合法地使用藥物，但詢問過程中的詳

細內容應只有相關人士才可以知悉，原告的上司當時不應在場，因此法院認為可

合理懷疑上司及被告最終駁回原告申請長期留任的決定，是對原告患有癲癇的歧

                                                       
109 593 F.3d 1206 (11th Cir. 2010). 
110 Id. at 1209. 
111 Id. at 1210. 
112 Id. at 1210-1211. 
113 Id. at 12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視，有違 ADA的保障；114且亦贊同原告已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其因此受有損害，

而得以提起本件訴訟。115
 

第四款  HIV檢測 

 在美國，雇主得否命求職者進行 HIV檢測，原則上必須依循 ADA 的規範，

116因愛滋病患者（傳染性疾病）亦被認定是 ADA的身心障礙者，所以雇主必須

先提供有條件僱用，才能要求全部的暫時受聘者接受 HIV檢測，如發現有人感

染愛滋，也必須先嘗試為合理的安排，117不可逕為解聘。118但若是公領域的雇主，

因 HIV檢測的結果，相較於其他體檢或健康檢查，是更加敏感的資訊，所以尚

須注意有無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違反。 

所謂的「感染愛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經診斷確定感染者「縱尚未發病」，

但因顯然會對個人的主要生活活動（生育能力）造成根本的限制，因而亦應認定

該人符合 ADA定義的身心障礙者，受 ADA 的保障，119立法者也已經在 ADA 

Amendments Act of 2008將這個見解予以明文規定。120
 

 雖然依據 ADA的規範，雇主在甄選時，得命暫時獲聘的應徵者，接受廣泛

的體檢或健康檢查（包含 HIV檢測），但因我國就 HIV檢測並無類似 ADA 的

規範，是故還是有必要了解雇主可在什麼情況要求應者進行 HIV檢測，而此即

工作關聯性的判斷，以下選擇兩個案例介紹。 

                                                       
114 Id. at 1216. 
115 Id. at 1217. 
116 若州有自己的特別規定，當然依州的規定，像是威斯康辛州就禁止雇主命求職者為 HIV 檢測

（Win .Stat. Ann. §103.15(2)）。 
117 合理的安排，如適當的調職。參 David A. DeCenzo 及 Stephen P. Robbins 著， 許世雨、楊雪

倫、李長晏、蔡秀涓、張瓊玲及范宜芳譯，人力資源管理（9 版），五南，2009 年 2 月，頁 72。

具體案例，舉例如下：在 Chalk v. U.S. District Court,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840 F.2d 701 (9th 

Cir. 1988)一案，法院指出學校因某位老師患有愛滋，就禁止其到教室上課，命其僅能擔任行政

職，為不合理的安排，因一般的授課行為，基本上不易構成愛滋病的傳染方式；在 Croy v. Blue 

Ridge Bread, Inc., d/b/a/ Panera Bread, 2013 WL 3776802 (W.D. Va. 2013)一案，原告本為被告的咖

啡廳工作人員，因工作表現良好，升遷至被告的營銷部門工作。後來原告通知被告其因身體不適

就醫後發現已感染愛滋，希望能減少工作時間，被告不允，認為原告只能以請假的方式減少工作

時數，不久被告即以原告工作表現差而將之解僱。法院認為被告顯未提供原告合理的協助或安排，

違反 ADA 的保障。 
118 若是針對「在職員工」，雇主必須在有工作關聯性下，才可命受僱人接受 HIV 檢測；發現員

工患有愛滋時，同樣應先提供合理的協助或安排，不可直接將之解聘。 
119 See Bragdon v. Abbott, 524 U.S. 624 (1989). 
120 See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Final Rule Implementing the ADA Amendments Act of 2008, 

EEOC, available at https://www.eeoc.gov/laws/regulations/ada_qa_final_rule.cfm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https://www.eeoc.gov/laws/regulations/ada_qa_final_rul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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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Anonymous Fireman v. City of Willoughby 案121
 

本案被告 the City of Willoughby 考量到消防人員的工作具有高度危險性，為

防止罹患愛滋病的消防隊員出任務時，透過流血傷口的接觸或口對口的人工呼吸，

將愛滋病傳染給市民或同事，122遂要求所有現任全職的消防人員每年均須接受包

含 HIV檢測的體檢，如發現罹患愛滋，將予以解僱。123有消防隊員不服，提起

爭訟，主張被告的 HIV檢測政策，欠缺相當理由、並無令狀、亦無個別懷疑，

是不合理的搜索，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隱私保障，應予禁止。124
 

法院認為 HIV檢測須以驗血的方式為之，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無

疑，但依 Skinner 案125及 Von Raab 案126可知，只要政府有重要的目的，無須有相

當理由、令狀或個別懷疑，亦可命員工進行 HIV檢測。不過，被告的搜索行為

（HIV檢測）是否合理，尚須為公、私益的衡量。127
 

 鑒於消防人員在救助市民時，相當容易產生撕裂傷或穿刺傷，同時還有高度

的可能性會接觸到流血的災民，使己身經常暴露在有血液、身體分泌物及體液的

工作環境中，這些情況讓消防隊員成為傳染或被傳染愛滋病的高危險族群，128法

院認為被告基於「保障市民健康及維護消防人員工作環境安全」的公益目的，強

制消防人員定期接受 HIV檢測，確實是必要的政策，雖會干涉到原告的隱私利

益，但與公益相比，僅屬微乎其微，判決原告敗訴。129
 

第二目  Glover v. Eastern Neb. Com. Office of Retardation 案130
 

 本案被告Eastern Nebraska Community Office of Retardation（簡稱ENCOR），

是個為智能障礙者提供居住、就業或其他個人化服務的公家機構。1978年 7月

時，ENCOR 得知有二位轉由他們照顧的智能障礙者可能罹患愛滋；同年 9 月，

ENCOR 有位員工，因感染愛滋而亡，雖然事後已證實被懷疑可能罹患愛滋的智

                                                       
121 779 F.Supp. 402 (N.D.Ohio 1991). 
122 Id. at 406. 
123 Id. at 408. 
124 Id. at 404. 
125 489 U.S. 602 (1989). 
126 489 U.S. 656 (1989). 
127 Anonymous Fireman, 779 F.Supp. at 415. 
128 Id. at 412. 
129 Id. at 416. 
130 686 F. Supp. 243 (D. Neb.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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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礙者並未感染愛滋，但 ENCOR 依舊決定命機構內擔任「教師、起居夥伴、

起居助理、就業計畫經理、協助就業經理、註冊護士以及有執照的護士」131工作

的員工，必須定期接受 HIV檢測，且這些員工尚有通報他人或揭露自己罹患愛

滋的義務，知情不報者會被處罰，甚或解聘。132
 

 ENCOR 的理由是這些職位會與智能障礙者有廣泛的接觸，在智能障礙者可

能以咬、抓、擰等方式弄傷提供照顧者的情況下，為了智能障礙者的健康及員工

工作環境安全的維護，即有命這些人接受HIV檢測的必要。133有員工反對ENCOR

的政策，主張 HIV檢測會侵害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保障的隱私利益，提起爭

訟，請求法院禁止之。 

 考量到本案有證據證明被告未要求接受 HIV檢測的工作，與智能障礙者的

接觸程度並無明顯不同；被告亦未特別追蹤曾與當初因愛滋而亡的員工有接觸的

智能障礙者，是否感染愛滋；且被告曾強調該機構的員工均受過良好的訓練，並

有證據顯示絕大部分員工都不會輕易地被智能障礙者所傷；134以及在一般的健康

照護環境中，雖然醫護人員理論上是比較容易傳染或被傳染愛滋的危險族群，但

經統計發現，有作正常防護者（如工作時戴口罩與手套，視情況再穿上整套防護

衣），鮮少有醫護人員因平日與病患的接觸而感染愛滋，135法院指出其不得因社

                                                       
131 原文為 home teacher, residential associate, residential assistant, vocational program manager, 

vocational production manager, registered nurse, and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判決中的註腳有介紹各

個工作的具體內容：A home teacher provides a home environment to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or 

adult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care and instruction to the client living in their home. A 

residential associat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 care and instruction of individuals receiving 

residential services and the monitoring and assisting in the care and upkeep of the residential facility. A 

residential assista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 care and instruction of individuals receiving 

residential services. This job includes providing services to clients and giving them the instruction 

necessary to be as independent as possible for activities which occur in their own lives. A vocational 

program manager is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mentally retarded citizens for competitive employment 

and instructs clients in socialization, academics, communication skills, community access, 

self-management and work skills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A vocational production manager is 

responsible for production duties to insure realization of contract deadlines, quality control, efficient 

work flow, proper utilization of clients, training clients in work skills and shop maintenance and safety. 

A registered nurse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consultation, training and monitoring of health 

related services to clients. A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direct care to 

medically involved individuals receiving home based services. The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attends to 

the health care needs of the clients and trains parents to meet these needs in the client's home. 
132 Id. at 245-247. 
133 Id. 
134 Id. 
135 Id. at 249. 應注意者，雖然本案法院有參酌針對一般健康照護環境所作的愛滋感染調查，但是

醫護人員是否應為 HIV 檢測，還是要看「具體個案」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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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對愛滋的恐懼，即輕易地允許人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136雖然 ENCOR

的 HIV檢測政策目的確實正當，但 ENCOR 既能證明其員工均訓練有素，慮及

人與人間一般的接觸基本上不會構成愛滋的傳染，137
 ENCOR即不可出於「為

免遺憾，寧可小心謹慎」的心態，以 HIV檢測去侵擾原告受憲法保障的隱私利

益，判決 ENCOR 的行為是不合理的搜索，應禁止之。138
 

第五款  智力測驗 

 雇主為聘僱心智能力優越的員工，提升組織或企業的產能，常會以智力測驗

評估求職者的語文說寫、數字運算與問題思考解答能力。139但是誠如第二章所言，

智力測驗的種類相當多樣，雇主必須仔細思考是否以及應選擇什麼類別的智力測

驗，才能使該項測驗具備應有的信度與效度；且在美國，弱勢族群（如非裔美人）

的智力測驗成績往往不如白人，所以雇主還要注意智力測驗的使用是否會構成

「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而違反 Title VII。 

第一目  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140
 

本案被告是一家發電廠，要求應徵者必須有高中學歷或通過標準化的一般智

力測驗（a standardized general intelligence test），始可獲聘。141原告（非裔求職

者）認為被告的甄選方式有「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違反 Title VII的保障，對

雇主提起爭訟，希望法院命雇主取消該項政策。142
 

法院認為雇主的要求確實構成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在雇主無法證明其甄選

方式與非裔求職者應聘的職位有何明顯關聯下，即欠缺營業上必要，違反 Title 

VII，判決原告勝訴。143
 

                                                       
136 Id. at 250. 
137 Id. at 251. 
138 Id.. 
139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20，

頁 176。 
140 401 U.S. 424 (1971). 
141 Id. at 428. 
142 Id. at 425. 
143 Id. at 431 (On the record before us, neither the high school completion requirement nor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test is shown to bear a demonstrable relationship to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the jobs 

for which it was used. Both were adopted, as the Court of Appeals noted, without meaningful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job-performance ability.) & at 432 (More than that, Congress has plac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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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Albemarle Paper Co. v. Moody 案144
 

    本案被告是一家造紙廠，要求應徵者須通過 2項測驗，一為 the Revised Beta 

Examination（Beta），另為 the Wonderlic Tests。前者是非文字測試，用來衡量文

盲及母語非英文者的智力；後者則是評估求職者心理狀況的文字測試。被告宣稱

選擇這 2種測驗作為甄選工具的理由是為了因應機械操作技術的不斷升級與機

械操作說明書的日漸繁複，因此應篩選出具有一定水平語言能力（a certain level 

of verbal facility）之人。145原告（非裔求職者）認為被告的甄選方式有「種族」

的差別影響歧視，違反 Title VII的保障，遂提起爭訟，請求法院命雇主取消該項

政策。146
 

法院肯認雇主的要求構成種族差別影響歧視後，指出雇主如欲對求職者進行

會帶有歧視的測試，必須該測試對求職者的工作表現有預測性或與工作的主要元

素有重要關聯，147而本案被告的測試在信度與效度均有重大缺陷下，法院認為被

告的甄選方式即不具備營業上必要，判決原告勝訴。148
 

第二項  心理資訊 

項目 相關規範 相關判決 

測謊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 －有 EPPA 適用的情況： 

                                                                                                                                                           
employer the burden of showing that any given requirement must have a manifest relationship to the 

employment in question.). 
144 422 U.S. 405 (1975). 
145 Id. at 427. 
146 Id. at 408-409. 
147 Id. at 431 (…discriminatory tests are impermissible unless shown, by professionally acceptable 

methods, to be ‘predictive of or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mportant elements of work behavior 

which comprise or are relevant to the job or jobs for which candidates are being evaluated’). 
148 Id. at 406 (Albemarle's validation study is materially defective in that (1) it would not, because of 

the odd patchwork of results from its application have ‘validated’ the two general ability tests used by 

Albemarle for all the skilled lines of progression for which the two tests are, apparently, now required; 

(2) it compared test scores with subjective supervisorial rankings, affording no means of knowing what 

job-performance criteria the supervisors were considering; (3) it focused mostly on job groups near the 

top of various lines of progression, but the fact that the best of those employees working near the top of 

a line of progression score well on a tes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test permissibly measures 

the qualifications of new workers entering lower level jobs; and (4) it dealt only with job-experienced, 

white workers, but the tests themselves are given to new job applicants, who are younger, largely 

inexperienced, and in many instances nonwhite.). 此為上訴法院的見解，聯邦最高法院分析後，亦

表示贊同（Id. at 43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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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A） 例如 Watson v. Drummond 

Co., 436 F.3d 1310 (11th Cir. 

2006)、Worden v. Suntrust 

Banks, Inc., 549 F.3d 334 

(4th Cir. 2008)、Harmon v. 

CB Squared Servs. Inc., 624 

F. Supp. 2d 459 (E.D. Va. 

2009)及Worden v. Suntrust 

Banks, 549 F.3d 334 (4th Cir. 

2008)等 

－無 EPPA 適用的情況： 

Hester v. City of 

Milledgeville, 777 F.2d 1492 

(11th Cir. 1985) 

Texas State Employees Union 

v. Texas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Relation, 746 S.W. 2d 203 

(Tex. 1987) 

誠實測試 無專法 見心理測驗中介紹的判決 

心理測驗 無專法 

應注意與心理評估（體檢）

的區別 

Soroka v. Dayton Hudson 

Corp., 1 Cal.Rptr.2d 77 

(1993) 

Greenawalt v. Indiana Dept. 

of Corrections, 397 F.3d 587 

(7th Cir. 2005) 

第一款  測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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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PPA訂定前，雇主經常用「測謊」來評價求職者是否具備「誠信」的特

質，149但因測謊的信度不斷地受到懷疑，150所以國會在 1988年制定了 EPPA，原

則上禁止「私領域」雇主命求職者接受測謊。慮及目前已有學者在討論「公領域」

雇主是否也須有類似的規範或依舊為直接的利益權衡即可，151以下將選擇有

EPPA適用（私領域）與無 EPPA 適用（公領域）的判決進行介紹，檢驗 EPPA

在私領域對求職者心理資訊保障的成效，同時作為之後第五章探求公領域是否也

須有類似立法的依憑。 

首先，在有 EPPA適用的案例中，雇主原則上不得詢問（含直接、間接或暗

示）152應徵者是否願意接受測謊；縱使求職者同意，亦不得為之。153但應注意的

是，有法院認為雇主若是基於違法的測謊結果及其他的合法理由，對員工作出不

利決定，若其他的合法理由單獨足以作為不利決定的基礎時，則雇主無須受到

EPPA制裁。154然而，有學者認為這樣的法規適用或詮釋，已背離 EPPA的法條

文意。155
 

若是在無 EPPA適用的情況： 

第一目  Hester v. City of Milledgeville 案156
 

本案被告 the City of Milledgeville 擔心消防局牽涉毒品交易，在市議會的授

權下，命消防局員工均須接受測謊。157有消防隊員不服，認為測謊中關於「受測

者是否曾作出可能導致解職或不受信任行為」的詢問，侵害了員工的隱私利益，

有違憲法對資訊隱私權的保障，遂提起爭訟，請求法院禁止雇主測謊。158
 

第 11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有無隱私侵害，應為公、私益衡量。考量本案

                                                       
149 See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203 (2015). 
150 See PEGGIE SMITH, et al., PRINCIPLES OF EMPLOYMENT LAW 106 (2009). See also DAVID J. WALSH, 

EMPLOYMENT LAW FOR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204 (2015). 
151 See David Barnhorn and Joey E. Pegram, Speak the Truth and Tell No Lies: An Update for the 

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29 HOFLELJ 141, 177 (2011). 
152 See Watson v. Drummond Co., 436 F.3d 1310, 1313 n.4 (11th Cir. 2006). See also Worden v. 

Suntrust Banks, Inc., 549 F.3d 334, 347 n11 (4th Cir. 2008) (defining "refer to" as alluding or directing 

attention to) (citation omitted). 
153 See Watson v. Drummond Co., 436 F.3d 1310, 1313 n.4 (11th Cir. 2006). See also Harmon v. CB 

Squared Servs. Inc., 624 F. Supp. 2d 459, 473 (E.D. Va. 2009). 
154 See Worden v. Suntrust Banks, 549 F.3d 334, 342 (4th Cir. 2008) 
155 See Barnhorn and Pegram, supra note 151, at 157. 
156 777 F.2d 1492 (11th Cir. 1985). 
157 Id. at 1494. 
158 Id. at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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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謊的目的是在探查原告有無牽涉毒品交易的不法行為，如特定的測謊問題有助

於目的的達成，在未涉及屬高度個人事項，如婚姻、家庭及性關係的詢問時，縱

使詢問內容可能讓人尷尬，仍應認定並無隱私的侵害。159
 

第二目  Texas State Employees Union v. Texas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Relation 案160
 

 本案被告為德州心理健康與精神發育遲緩部（the Texas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Retardation），定有強制測謊政策，其中規定拒絕接受測謊的員

工將受不利處分，該部員工及德州公務員工會（Texas State Employees Union）認

為測謊過程中，有的問題深入探查與測謊目的無關的員工個人生活情況，161已違

反德州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遂提起爭訟，請求法院廢棄該測謊政策。162
 

 德州最高法院認為被告測謊時，有無侵害員工受德州憲法保障的隱私利益，

應作公、私益衡量，並指出被告必須證明其測謊政策的目的具有特別重大的政府

利益，且無其他侵害較小的手段時，始可認定未侵害原告的隱私。163
 

 被告宣稱其測謊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病人，提供病人一個安全的休養、療

癒環境，因此定有強制測謊政策，希望透過測謊防止員工有虐待、忽視等損害及

病人安全或健康的行為，並避免員工行竊或有其他不法行為，以及希望員工無藥

癮或酗酒。164
 

 法院認為被告主張的測謊目的（保護病人）雖很重要，但尚未達如同警察及

消防隊員保護公眾安全職責的重要性，165並不具備特別重大的政府利益，因此國

家在手段合宜時可能得對警察及消防隊員為測謊，但本案在欠缺特別重大政府利

                                                       
159 Id. ( The questions were general in nature, were asked for a specific, limited purpose, and, although 

potentially embarrassing, avoided the issues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marriage, family and sexual 

relation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personal.). 
160 746 S.W. 2d 203 (Tex. 1987). 
161 如：你的家庭成員是否有吸毒？你這輩子曾否竊盜？你是否毆打過你的小孩？等。 
162 Id. 
163 Id. at 205 (This right to privacy should yield only when the government can demonstrate that an 

intrusion is reasonably warrante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objective that can 

be achieved by no less intrusive, more reasonable means.). 
164 Id. at 206 (In its effort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Department must minimize incidents of employee 

misconduct. The polygraph testing was initiated to assist administrators in investigations of four types 

of situations: patient abuse or neglect; conduct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patients or other 

employees; theft or other criminal activity; use of drugs or alcohol.). 
165 Id. at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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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況下，同時考量到有的詢問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已具有高度的冒犯，以及

測謊本身的可靠性問題，166法院認為該測謊政策已侵害原告的隱私，應予廢棄。 

第二款  誠實測驗 

由於 EPPA 原則上已禁止私領域雇主對求職者進行測謊，因而雇主如仍想評

估應徵者的誠信度，通常會變相採取不受 EPPA規範，且較為簡易、便宜的「誠

實測驗」。可是誠實測驗的「信度與效度」亦頗受質疑，167儘管聯邦法律並未就

誠實測驗加以規範，但美國已有部分的州已立法限制雇主使用誠實測驗，如羅德

島州雖允許雇主命求職者為誠實測驗，但禁止雇主以測驗結果作為不予僱用的主

要原因；168而麻薩諸塞州則直接禁止雇主以誠實測試作為甄選工具。169
 

經本文檢索，目前尚未發現單獨針對誠實測驗提起爭訟的案件，相關的判決

都是涉及順帶評估「誠信」的心理測驗；且本文在第二章中已說明誠實測驗亦是

為了了解受測者特定品格（即：誠信）的一種測試，並無將其獨立於種類繁多的

心理測驗外的必要，因此請參照下一款有關心理測驗的判決介紹。 

第三款  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是美國雇主經常使用的甄選工具，但經調查顯示，求職者並不常針

對心理測驗提起爭訟，以 EEOC 在 2011年接獲將近 10萬宗的投訴為例，其中僅

有 164件是與心理測驗有關，部分原因為應徵者通常不清楚哪些因素是導致其落

選的關鍵，170縱使有所爭執，往往並非質疑常見的心理測驗。 

但求職者若懷疑是不當的心理測驗導致其落選，應注意的是，美國實務認為

當雇主選用的心理測驗可用來評估一個人有無心理上的疾病，即應被認定是「體

                                                       
166 Id. at 206 (The polygraph policy itself undoubtedly implicates the privacy rights of the employees. 

The trial court found that “[The Department's] polygraph's intrusion is highly offensive to a regular 

person.” Further, the trial court found that in light of its unreliability, a polygraph test was not a 

reasonable means of identifying miscreant employees.). 
167 See PEGGIE SMITH, et al., PRINCIPLES OF EMPLOYMENT LAW 108 (2009). 
168 R.I. Stat. §§28-6.1-1, 28-6.1-4. 
169 Mass. Gen. Laws Ch. 149, §19B. 
170 參王明編譯，美職前人格測驗篩選新人 恐觸法，大紀元，2012 年 10 月 3 日，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0/3/n3697518.htm%E7%BE%8E%E8%81%B7%E5%89%8D%E4

%BA%BA%E6%A0%BC%E6%B8%AC%E9%A9%97%E7%AF%A9%E9%81%B8%E6%96%B0%

E4%BA%BA-%E6%81%90%E8%A7%B8%E6%B3%9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0/3/n3697518.htm%E7%BE%8E%E8%81%B7%E5%89%8D%E4%BA%BA%E6%A0%BC%E6%B8%AC%E9%A9%97%E7%AF%A9%E9%81%B8%E6%96%B0%E4%BA%BA-%E6%81%90%E8%A7%B8%E6%B3%95.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0/3/n3697518.htm%E7%BE%8E%E8%81%B7%E5%89%8D%E4%BA%BA%E6%A0%BC%E6%B8%AC%E9%A9%97%E7%AF%A9%E9%81%B8%E6%96%B0%E4%BA%BA-%E6%81%90%E8%A7%B8%E6%B3%95.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0/3/n3697518.htm%E7%BE%8E%E8%81%B7%E5%89%8D%E4%BA%BA%E6%A0%BC%E6%B8%AC%E9%A9%97%E7%AF%A9%E9%81%B8%E6%96%B0%E4%BA%BA-%E6%81%90%E8%A7%B8%E6%B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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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而有 ADA的適用。171因此，我們在討論雇主得否命求職者進行心理測驗

時，應先將被評價為體檢的心理評估排除在外。剔除屬於體檢的心理測驗後，以

下討論的判決將聚焦於實務對雇主用來評估求職者具備何等「人格特質」的心理

測驗，有什麼樣的看法。 

第一目  Soroka v. Dayton Hudson Corp.案172
 

 本案原告 Soroka 前往被告 Dayton Hudson Corp.經營的百貨公司，應徵保安

人員（store security officer），被告要求應徵者經有條件僱用後，尚須通過公司的

心理測驗（共 704道是非題），始得正式獲聘。該百貨公司保安人員的主要工作

為觀察並逮捕商店內有竊盜嫌疑之人，被告認為擔任該職者應具有良好的判斷力

及情緒管理能力，希望藉由心理測驗淘汰情緒不穩定之人，以免使顧客或其他員

工陷入危險，或不服從公司的指示。173
 

 原告 Soroka 認為被告 Dayton Hudson Corp.採用的心理測驗，涉及個人宗教

信仰及性傾向的揭露，如：我相信只有一個真正的宗教（問題 67）；我的靈魂有

時會離開我的身體（問題 477）；我幾乎每週上教堂（問題 505）；我從來沒有因

為我的性行為遇到麻煩（問題 466）；我對我的性生活感到滿足（問題 290）；我

對自己的性別沒有認同障礙（問題 496）等，174侵害了加州憲法所保障的隱私，

對被告提起爭訟，希望法院禁止被告使用該測驗。175
 

法院認為因被告承認干涉了原告的隱私利益，所以分析的重點即在於被告是

否具備重大急迫利益，以及為達成目的所選用的手段與目的間是否具備嚴密剪裁

                                                       
171 在 Karraker v. Rent-A-Center, Inc., 411 F.3d 831 (7th Cir. 2005)，法院即認為心理測驗中常用的

MMPI 測試，因可用來評估一個人有無心理上的疾病，屬於體檢，有 ADA 的適用（即雇主應附

條件僱用求職者，才得對應徵者為心理評估；且雇主視情況尚可能須提供合理的協助）。在 Kroll 

v. White Lake Ambulance Authority, 763 F.3d 619 (6th Cir. 2014)，法院亦認為如心理測驗的結果可

用來鑑定一個人有無心理障礙或損傷，即屬應受 ADA 規範的體檢；但若只能用來評估一個人有

什麼樣的人格特質，則是無聯邦專法規範的心理測驗。 
172 1 Cal.Rptr.2d 77 (1993). 
173 Id. at 79. 
174 其他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還有：我對於相信世上只有一種真正宗教的人並無耐性（問題 201）；

牧師可透過祈禱及將手置於病人的額上治癒疾病（問題 483）；世事將如聖經上的預言發展（問

題 486）；我相信耶穌會二次降臨（問題 506）；我相信我的原罪是不可饒恕的（問題 580）；我相

信惡魔與地獄的存在（問題 688）等。而與性傾向相關的詢問，尚有：我曾因自己的性行為遇到

麻煩（問題 339）；我相當容易被同性吸引（問題 492）；我未曾有不尋常的性行為（問題 525）；

我喜歡談論性（問題 592）；我常作與性事相關的夢（問題 640）等。Id. at 79-80. 
175 Soroka, 1 Cal.Rptr.2d at 80. 須留意者，加州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於公、私領域均可直接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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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性。176首先，法院贊同被告命求職者為心理測驗的目的；但指明雇主既然

無法具體說明如何以心理測驗中與個人宗教信仰、性傾向相關的問題，來協助判

定求職者是否有良好的判斷力及情緒管理能力，177則本案的心理測驗即與被告主

張的目的間不具備嚴密剪裁的關聯性，判決原告勝訴。178
 

第二目  Greenawalt v. Indiana Dept. of Corrections 案179
 

 本案原告 Greenawalt在印第安那州的矯正署擔任研究分析師，在無任何緣

由的情況下，被通知如欲繼續工作，就必須接受長達 2個小時的心理測驗，否則

將予以解僱。Greenawalt 接受了心理測驗後，隨即主張被告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搜

索，有違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保障，理由為測驗的目的雖是在分析受測者

的人格特質以及了解其健康狀況，但其內容涉及個人生活細節的詢問，並以原告

如不同意即予以解僱為前提，使原告不得不接受該項測驗；且原告進一步主張被

告的行為已對其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亦違反了印第安那州的侵權行為法，認為被

告除應將其測驗結果從人事檔案中刪除外，尚須依 42 U.S.C. §1983 負起損害賠

償責任。180
 

 地方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原因為矯正署是機關，而 42 U.S.C. §1983 的規範

對象僅限於自然人。181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贊同地院的結論，但理由並不盡相同，

應特別注意者有以下幾點： 

上訴法院認為本案的核心爭議是心理測驗是否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

索」？對此，法院採否定的見解，認為絕大部分被歸類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搜

索」者，均有身體上的接觸行為，如國家採集人民身體上血液以檢測其中的酒精

濃度，或使用會接觸到嘴唇的呼吸測醉器等，而少部分無身體上接觸亦被認為是

搜索者，則如尿液採集。182
 

                                                       
176 Id. at 84. 
177 Id. at 86 (Target made no showing that a person's religious beliefs or sexual orientation have any 

bearing on the emotional stability or on the ability to perform an SSO's job responsibilities. It did no 

more than to make generalized claims about the Psychscreen's relationship to emotional fitness and to 

assert that it has seen an overall improvement in SSO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since it implemented the 

Psychscreen.). 
178 Id. 
179 397 F.3d 587 (7th Cir. 2005). 
180 Id. at 588. 
181 Id. 
182 Id. at 5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又，法院認為心理測驗對隱私的侵害，可能比有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適用的

血液、尿液採集或呼吸測試還嚴重，但在本案，因原告當時的測驗情況具體為何，

並未在卷證資料內，因此無從判斷。183不過，法院肯認被告以原告如不同意接受

測驗即解聘的行為，並不妥適。184
 

 接著法院說明目前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適用的情況，許多並非是當初的制憲

者所想到的，如監聽亦是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雖然該情況並無身體的非

法入侵。但無論如何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應不包含對一個人為一系列問題

的詢問，即使這樣的詢問會揭露出人民高度的個人私密資訊，185否則會產生以下

幾種奇怪的現象，例如：律師欲對涉及性或其他個人私密資訊案件的證人進行交

互詰問，將必須事前聲請搜索票；警察欲對強暴案的證人為例行詢問（routine 

inquiries），亦必須事前聲請搜索票；為背景調查或信用調查者，都可能必須先聲

請搜索票後始得為之；而被廣泛使用的心理測驗，將可能因法院認為其屬不合理

的搜索，而被禁止。186
 

 法院再以測謊為例，指出聯邦最高法院於 South Dakota v. Neville
187中認為，

雖然測謊時須將感應器貼在受測者的皮膚上，但測謊的目的是在分析所得證言的

可信性，因此並無增修條文第 4條的適用，而是增修條文第 5 條不自證己罪的問

題。綜上，法院認為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並不包含針對一個人的一系列詢

問。188
 

 又，法院進一步說明雖不贊同原告可主張增修條文第 4條的保障，但不代表

原告無其他法律上的救濟機會。原告得尋求州法的救濟，如多數的州均有規定類

似原告情況者，倘與其相關的高度個人私密資訊遭矯正署散布，即得主張侵權行

為法上的隱私侵害，但這個主張迄今尚未被印第安納州接受；189或參照 Texas 

                                                       
183 Id. at 589-590. 
184 Id. at 590 (it is true that she consented to take the test, but had she not done so she would have lost 

her job, which, if she had a constitutional right not to take the test, would place a heavy burden on the 

exercise of her constitutional rights.). 
185 Id. (Nevertheless we do not think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should be interpreted to reach the 

putting of questions to a person, even when the questions are skillfully designed to elicit what most 

people would regard as highly personal private information.). 
186 Id. at 590-591. 但應注意的是，上訴法院有提到律師或警察日常對證人的詢問，與本案並不能

完全類比，因證人可以保持緘默，但原告 Greenawalt 顯然無法拒絕接受心理測驗，否則將被解

僱。 
187 459 U.S. 553 (1983). 
188 Greenawalt, 397 F.3d at 591. 
189 Id. at 591 (Felsher v. University of Evansville, 755 N.E.2d 589, 593 (In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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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Employees Union案，190主張心理測驗應同測謊，在無正當理由下即有隱私

的侵害。 

 最後，法院再舉一個原告有機會提起的主張，即本案的心理測驗可能違反從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及第 14條正當法律程序規定推導而出的隱私保障。191關於

此點，法院先以 Whalen v. Roe
192為例，說明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人民享有對其私密

資訊不揭露的利益，但最終以原告並未提出這個主張為由，未對此問題作出判決。

193
 

第三項  個人生活資訊 

項目 相關規範 相關判決 

背景調查 無專法 －綜合性詢問 

U.S. v. City of Chicago, 549 

F.2d 415 (7th Cir. 1977) 

Thorne v. City of El Segundo, 

726 F.2d 459 (9th Cir. 1983) 

Walls v. City of Petersburg, 

895 F.2d 188 (4th Cir. 1990)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 v. Nelson, 562 

U.S. 134 (2011) 

－網路搜尋調查 

無直接相關的判決，但有幾則

                                                       
190 746 S.W.2d 203, 206 (Tex.1987). 
191 Greenawalt, 397 F.3d at 592 (Perhaps it could even be argu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y public 

officers of a particularly intrusive, and gratuitously humiliating, psychological test is a deprivation,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of an interest in privacy that is an aspect of the liberty protected by the due 

process clauses of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192 429 U.S. 589 (1977). 
193 Greenawalt, 397 F.3d at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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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考、推論的案例，例如

J.S. ex rel. H.S. v. Bethlehem 

Area School Dist., 757 A.2d 

412 (Pa.Cmwlth. ,2000)、

Mullines v.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44 Fed.Appx. 322 

(Fed.Cir., 2007)、Spanierman v. 

Hughes, 576 F.Supp.2d 292 

(D.Conn.,2008)及 Pietrylo v. 

Hillstone,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D.N.J. 2008)等 

犯罪紀錄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

（Title VII） 

El v.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 

Authority, 479 F.3d 232 (3d 

Cir.2007) 

信用紀錄 1970 年公平信用報告

法（FCRA） 

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FL-CIO v. Department of 

Housing & Urban 

Development, 118 F.3d 786 

(C.A.D.C. 1997) 

懷孕計畫 1978 懷孕歧視法

（PDA） 

Barbano v. Madison County, 

922 F.2d 139 (2d Cir.1990) 

Bruno v. City of Crown Point, 

Ind. , 950 f.2d 355 (7th Cir. 

1991) 

Lysak v. Seiler Corp.,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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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625 (1993) 

第一款  背景調查 

求職者通常會藉由履歷的寄送吸引雇主的目光，因而往往只會在履歷中展現

其美好的一面，甚或造假，所以雇主必須加以核實。雇主查證的方式除向求職者

直接詢問外，常見的還有履歷調查，即向求職者的前雇主（或其他相關第三人）

聯繫，194抑或是自己透過網路搜尋調查。 

在美國，雇主的這些調查行為，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仍應注意對求職者個

人（生活）資訊的挖掘程度，以免有隱私利益的侵害。以下會介紹幾則雇主進行

「綜合性詢問」的判決，其中以聯邦最高法院在 2011年作出的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 v. Nelson
195最為重要。另外，關於雇主的「網路搜

尋調查」因尚無直接相關的判決，所以這部分會以學說的看法為主。 

第一目  綜合性詢問 

1. U.S. v. City of Chicago 案196
 

芝加哥的警察部門（the 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要求欲當警察（patrolman）

者，須先通過警局的筆試、體能測驗及體檢，接著會以通過者的筆試成績高低，

依序列在備選名單上，當警局有員額空缺時，將依求職者在名單上的順位作背景

調查，如優先順位的求職者背景並無問題，即可獲聘為警察。197
 

原告為非裔警官及其他反對芝加哥警察部門僱用政策之人，主張芝加哥警察

部門甄選方式中的筆試及背景調查，構成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有違 Title VII

的保障，應禁止之。地方法院肯認原告的看法，認為被告的筆試及背景調查確實

有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在被告無法舉證證明該甄選方式（筆試及背景調查）具

                                                       
194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20，頁 171。 
195 562 U.S. 134 (2011). 
196 549 F.2d 415 (7th Cir. 1977). 
197 Id. at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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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關聯性下，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198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贊同地院的看法，其亦認為被告的甄選行為欠缺「工作關

聯性或營業上必要」，以下僅針對本款關注的「背景調查」說明法院的判決理由：

199
 

被告宣稱為了聘用合適的員工（警察），警局應了解求職者有無「不良的性

格、放蕩的生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200因此必須調查應徵者的社會地位、財

務狀況、逮捕與駕駛紀錄、軍事背景、就業與教育背景，以及家人的逮捕紀錄。

201
 

法院先肯認雇主對求職者為背景調查，確實有助於評判該人適任否，但亦強

調背景調查事項應與雇主的目的有確實的關聯，不可為泛泛的調查。接著，法院

認為本案被告的調查目的相當抽象且模糊，既未在事前提出清晰的判準指引求職

者了解此份工作的需求，亦無法在事後證明其所蒐集的資訊是否與求職者有「不

良的性格、放蕩的生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相關，被告篩選適格員工的手段（背

景調查的項目），即無法認定具備工作關聯性。202法院同時指出在私領域的工作

關聯性或營業上必要的判斷，亦應採取如同前述的看法。203
 

2. Thorne v. City of El Segundo 案204
 

                                                       
198 Id. at 428. 
199 關於筆試（智力測驗）的部分，求職者必須在 2 個小時內完成用來測試一個人詞彙、文法、

選詞、算術以及語言和數學推理能力的 120 道選擇題。被告主張筆試的分數是用來衡量求職者未

來的執勤效率、獲獎能力、受紀律罰及升遷的可能性，且亦有請專家來驗證筆試的效度。對此，

法院先說明 Griggs 案及 Albemarle Paper Co.案中「工作關聯性」的判準，即雇主的甄選工具須

與求職者應聘職位有明顯關聯，信度與效度部分亦不可有重大缺陷（詳細內容請參本節第一項第

五款智力測驗「相關判決」的介紹），然後指出若 EEOC 有發布相關的指令，且該指令無特別令

人質疑之處時，則雇主甄選工具「工作關聯性」的判斷，應按 EEOC 發布的指令為評價。本案

筆試受爭議之處在於其是否具備應有的「效度」，雖然被告有請專家來驗證，但法院認為這位專

家的證明方式並不符合 EEOC 發布的 1978 年 Guidelines on Employment Selection Procedures 中，

針對「測驗」要求的效度評價方式，因此認定該筆試欠缺工作關聯性。 
200 Id. at 432 (The Department's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required disqualification of 

applicants who evidenced “bad character, dissolute habits or immoral conduct.”). 
201 Id. at 432. 
202 Id. ( Job-relatedness can only be determined where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on are clearly identified. 

Here, the vagueness of the governing criteria and the defendants' failure to offer any articulable 

standards to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criteria make it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actually served to select applicants according to real differences in 

job-related qualifications.). 
203 Id. 
204 726 F.2d 459 (9th Cir. 1983). 本案雖涉及「測謊」，但因法院關注的重點是，雇主在測謊中所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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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 Thorne是 City of El Segundo警察部門的打字員（clerk-typist）。1978

年 1月，City of El Segundo 舉辦內部人員升任警察考試，Thorne 報名後，以第 2

名的成績通過口試及筆試，並通過體能測驗及心理測驗。205
 

然而進行測謊前，因 City of El Segundo 的人事主任得知 Thorne 向另一間警

局投的求職書（application）有表明曾接受刮除術（即人工流產），但向本市所投

的求職書卻僅記載曾因女性問題住院治療，遂指示測謊員 John Hampton 須就此

部份作調查。又，Thorne 在測謊前填寫的問卷中有提及曾為人工流產。206
 

John Hampton 遵照指示，在測謊時詢問了 Thorne 的墮胎事件及胎兒的生父

身分，Thorne 不願詳述，僅回答胎兒的生父是 City of El Segundo 的已婚員警，

並要求 John Hampton 保密。John Hampton 進一步詢問 Thorne 是否仍有與該市警

察部門的其他人員有風流韻事（possibl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department 

personnel），然後警告 Thorne 可能無法通過考試，建議 Thorne 謹慎思考是否辭

去現在的工作。207
 

John Hampton 將測謊結果全部交給警局局長 James Johnson（即包含 Thorne

要求保密的部分），並加註自己的個人看法，認為 Thorne 欠缺足夠的攻擊性與

自信，且體能上似乎也無法勝任警察的工作。警局局長 James Johnson 隨後約談

Thorne，又將包含 Thorne 要求保密部分的測謊結果，轉交給負責背景調查的警

局隊長 J.C. Devilbiss。208
 

J.C. Devilbiss向警局局長報告時，再次提起 Thorne的私人性事及墮胎事件，

並表示贊同測謊員 John Hampton 對 Thorne 的看法，建議警局局長不要錄取

Thorne，局長從之。Thorne 不服，依 42 U.S.C. §1983 對測謊員 John Hampton、

警局局長 James Johnson 及警局隊長 J.C. Devilbiss，提起隱私侵害訴訟。209
 

地方法院認為求職者如於準軍事機構的警局內與其他同事發生性關係，在道

德、任務分配及服從度上可能有不利的影響，因此被告對原告性關係的詢問，可

                                                                                                                                                           
為的詢問是否恰當，所以本文將這一則判決特別置於此處，突顯測謊並不僅僅是「心理資訊」的

問題，也會牽涉到「個人生活資訊」。 
205 Id. at 462. 
206 Id. 
207 Id. 
208 Id. at 462-463. 
209 Id. at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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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與警察工作相關，並未侵害原告的隱私利益。210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推翻地院的見解，先援引 Whalen 案，211說明憲法所保障

的隱私包含兩個層面，一為避免私人事務被揭露的利益；另為不受政府干涉作成

特定重要決定的利益，進而指出本案原告已證明有被迫揭露與私人性事相關的資

訊，且未受僱用的原因顯與此有關，這個情況符合 Whalen 案對隱私利益的描述；

212並認為有關原告私人性事的資訊，如同避孕、墮胎、婚姻及家庭生活等消息，

213均受憲法隱私權保障。 

接著，法院說明公領域的求職者，不應為獲得工作而犧牲憲法保障的權利；

倘國家侵害人民越基本的權利，就必須有更正當的理由，而本案被告對 Thorne

私人性事的詢問，因與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姻相關，屬隱私權保障的核心，

被告的詢問合憲與否，應受嚴格審查。214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肯認原告有隱私利益後，認為地院贊同的詢問目的或許正

確，但並不因此即可正當化與工作表現無關的詢問，此於墮胎事件上的詢問尤為

明顯。215又，法院認為被告另一個可能的正當詢問目的是探詢原告有無「偏差行

為」，216可是被告對 Thorne 的詢問：將來是否可能懷孕或墮胎、現在的性伴侶是

誰，顯未與偏差行為直接相關，因此仍不具備正當性。同時，法院尚說明被告非

完全不得就求職者的性道德觀作考量，但應有事前的合理規範或政策，並闡明其

與工作表現間的關連，而本案的被告顯無相關作為。217
 

最後法院總結 Thorne 的墮胎事件與私人性事，是受到憲法隱私權核心領域

保障的私人、工作外、個人的行為，被告未能證明此等事件對 Thorne 的工作表

現有何影響，亦無事前合理的限制規範時，該詢問即侵害了 Thorne 的隱私利益。

218
 

                                                       
210 Id. (…a plaintiff has failed to show a right to relief.). 
211 429 U.S. 589 (1977). 
212 Thorne, 726 F.2d at 468. 
213 相關判決：避孕 425 U.S. 238 (1970)、墮胎 410 U.S. 113 (1973)、婚姻 405 U.S. 438 (1972)以及

家庭生活 381 U.S. 479 (1965)。 
214 Thorne, 726 F.2d at 469. 
215 Id. at 469-470 (a matter totally irrelevant to “on-the-job sex“). 被告根本無法證明原告「過去的」

墮胎，曾對或將對工作表現有何影響。 
216 Id. at 470 (The only other alleged justification for inquiry into an applicant's sexual activities was a 

concern for discovering “deviancies.”). 
217 Id. 
218 Id. at 471 (In the absence of any showing that private, off-duty, personal activities of th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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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lls v. City of Petersburg 案219
 

1985 年 12月，原告 Walls（非裔美人）獲聘為 City of Petersburg 行政部門社

區導正激勵計畫（Community Diversion Incentive Program）的行政人員，這個計

畫為非暴力犯罪者提供替代處罰方案，而Walls的工作為負責該計畫的財政事務、

監督賠償金的發放、定期與已受判刑的犯人聯繫，以及提供量刑上的建議。220
 

1986 年 7月，因社區導正激勵計畫改由 City of Petersburg 的警察部門負責，

該部門要求原在這個計畫工作的員工，均須接受與警局員工相同的背景調查，原

告 Walls 拒絕，並質疑該調查中 4個問題的合法性：221
 

問題 12：你有直系親屬曾被逮捕和/或定罪嗎？ 

問題 30：列出你所有的婚姻狀況，如果有離婚、婚姻無效或分居，須寫出

日期、原因，並註明何方應負法律上責任…列出所有你生的小孩。 

問題 40：你曾與同性發生性關係嗎？ 

問題 43：列出針對你、你的配偶或同居者所有未償還債務或法院判決應償

還債務。 

Walls 因拒絕接受背景調查，1988年 3月時被解職，遂對 City of Petersburg

依 42 U.S.C. §1983 提起隱私侵害訴訟。地方法院認為原告 Walls 並無隱私利益受

到侵害。222第四巡迴上訴法院贊同地院的看法，理由如下： 

首先，法院援引 Whalen 案，223說明憲法所保障的隱私利益包含：為避免私

人事務被揭露的利益及不受政府干涉作成特定重要決定的利益，並進一步表示某

資訊是否在隱私權的保障範圍內，應視人民對該資訊有無合理的隱私期待，如果

是個人、私密的資訊，人民對之即應有合理隱私期待，應受隱私權保障。224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privacy and free association have an impact upon an 

applicant's on-the-job performance, and of specific policies with narrow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we 

hold that reliance on these private non-job-related considerations by the state in rejecting an applicant 

for employment violates the applicant's protected constitutional interests and cannot be upheld under 

any level of scrutiny.) 
219 895 F.2d 188 (4th Cir. 1990). 
220 Id. at 190. 
221 Id. 
222 Id. at 191. 
223 429 U.S. 589 (1977). 
224 Walls, 895 F.2d at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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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法院同時提到隱私權並非絕對權，國家仍可干涉，225但應通過嚴格審

查，以 Thorne 案226為例，公領域雇主（City of El Segundo的警察部門）如向求

職者（內部行政人員申請升任警員）詢問工作外時間的私人性事及墮胎紀錄，因

與工作表現無涉，縱有通過目的審查，仍無法將詢問行為正當化。227
 

法院接著再以 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 Lodge No. 5 v. v. City of 

Philadelphia
228為例，該案法院認為公領域雇主（市警局）可蒐集求職者（員警

申請進入警局的特別調查單位）應受隱私權保障的生理狀況、心理狀況、財務情

形、行為與習慣以及家庭成員是否有被逮捕的資訊，原因為這類資訊與衡酌求職

者是否適任有關，可通過目的與手段的審查。229
 

然後回到本案原告爭執的 4個問題，法院逐一分析： 

－問題 40：你曾與同性發生性關係嗎？ 

法院援引 Bowers v. Hardwick, 478 U.S. 186 (1986)，230指出聯邦最高法院並

不認為任何經成年雙方同意的性行為均受隱私權保障，而同性間的性關係即不在

保障之列，故問題 40並未侵害 Walls 的隱私利益。231
 

－問題 30：列出你有所有的婚姻狀況，如果有離婚、婚姻無效或分居，須

寫出日期、原因，並註明何方應負法律上責任…列出所有你生的小孩。 

法院認為個人生活資訊是否受隱私權保障，必須該個人對此資訊有合理的隱

私期待，Walls 的婚姻狀況及生了哪些小孩既屬可自由取得的公共紀錄，被告自

可詢問，232當然如非公共紀錄記載的細節事項，警察部門即不得詢問，而問題

                                                       
225 Id. 
226 726 F.2d 459 (9th Cir. 1983). 
227 Id. at 469-470 (Even the government's heightened interest in the context of police officers did not 

justify questions concerning an applicant's off-duty sexu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of abortion and/or 

miscarriage.). 
228 812 F.2d 105 (3d Cir.1987). 
229 Id. at 117 (although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requested ... is entitled to privacy protection, the 

questions are specific, relevant, and permissible because the City's need for the information overrides 

the applicants' rights not to disclose it.). 
230 應注意者，聯邦最高法院在Lawrence v. Texas, 539 U.S. 558 (2003)中推翻了Bowers案的見解，

認定成年人間雙方同意的性行為，是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的「自由與隱

私」的關鍵利益，判決處罰雞姦的州法違憲。 
231 Walls, 895 F.2d at 193.  
232 Id. (Therefore,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freely available in public records, the police 

should be able to require Walls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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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解釋上應僅指有公共紀錄的調查，因此並未侵害 Walls 的隱私利益。233
 

－問題 12：你有直系親屬曾被逮捕和/或定罪嗎？ 

法院認為這個問題的分析與問題 30相同，逮捕與定罪紀錄屬公共紀錄下，

對此的調查即未侵害 Walls 的隱私利益。234
 

－問題 43：列出針對你、你的配偶或同居者所有未償還債務或法院判決應

償還債務。 

法院認為個人的財務資訊，原則上應受隱私權保障，但審酌原告的工作內容，

以及被告主張的此調查是為了遏止該職位可能發生的賄賂問題，應認被告對原告

財務資訊的蒐集，符合重大急迫的政府利益，不因原告宣稱的其工作所需安全性

較低受有影響；且另參照 Nixon v. Administrator of General Services，235被告蒐集

該資訊後，設有保全措施，只有經授權的特定人士始得閱覽，原告的隱私利益已

被弱化，基於前述理由可認問題 40並未侵害Walls 的隱私利益。236
 

4.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 v. Nelson案237
 

    本案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為一聯邦獨立機關，在加州的 Pasadena市設有噴射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簡稱 JPL）。該實驗室是負責外太空機器人與通訊研究的

主要中心，成員雖全部由政府承包商（government contractor）直接僱用，然而這

些員工的職責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僅無須如同聯邦公務員接受政府的背景調

查。 

近來國家為消除前述公務員與承包商雇員是否進行背景調查的不一致，規定

有長期進出聯邦設施權限的工作人員，均須接受背景調查，NASA遂要求 JPL的

員工亦須進行背景調查，否則將終止僱用。238
 

    然而 28位 JPL的員工（原告）控告 NASA，主張他們在 JPL僅擔非敏感性

                                                       
233 Id. 
234 Id. at 194. 
235 433 U.S. 425 (1977). 
236 Walls, 895 F.2d at 194. 
237 562 U.S. 134 (2011).  
238 Id. at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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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縱有長期進出聯邦設施的權限，並無須接受調查；且原告更指出背景調查

中的 2個部分，侵害其隱私利益。其一為原告爭執調查表（SF-85）中，詢問受

僱人近來因使用非法藥物而進行治療或諮商部分的合憲性；其二為原告反對一份

寄給受僱人指定推薦人表格（Form 42）中的一些開放式問題。239
 

    調查表 SF-85中大部分的問題是在詢問受僱人的基本個人履歷資料，如姓名、

地址、過去的住居所、教育、職業經歷，以及個人及職業上的推薦人（references）

等。又表中亦有詢問受僱人的國籍、徵兵登記及服役資訊。240
 

    原告爭執的是 SF-85中的最後一項問題，其詢問受僱人最近一年內是否曾使

用、持有、供給或製造非法藥物；如答案為肯定，受僱人必須提供詳情，包括接

受任何治療或諮商的資訊。此外，填表人尚應擔保表格內所有的回答均為真實，

並簽署同意書授權政府得在調查期間內，向學校、僱用人及其他人取得所需的個

人資料。又表格中另有註記，如實的回答，不會作為受僱人在刑事程序中不利的

證據。241
 

    當政府收到完整的 SF-85 後，會將受僱人提供的資訊與聯邦調查局及其他聯

邦機關資料庫的資訊進行比對；政府同時會向 SF-85上所列的前雇主、學校、房

東及推薦人寄發問卷表格。在本案中引發爭議的是寄給受僱人前房東及推薦人的

表格 Form 42。242
 

    Form 42 是一份須花費約五分鐘填寫的兩頁文件。該表格向填寫人說明：「你

的姓名是由特定的受僱人或申請人提供，以協助政府決定其是否適合僱用或賦予

一定的安全層級（security clearance）」。Form 42 最初的幾個問題是關於推薦人與

受僱人的交往程度，之後即詢問推薦人是否有任何理由質疑受僱人的誠實或可信

賴度。243
 

    同時 Form 42也詢問推薦人是否知悉任何關於受僱人違反法律、財務情況、

酗酒及/或濫用藥物、精神或情緒狀況、一般行為舉止或其他不利事項的資訊，

如答案為肯定，應於表格下方空白處加以說明。該空白處也讓推薦人進一步提供

                                                       
239 Id. at 138. 
240 Id. at 141. 
241 Id. 
242 Id. 
24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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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受僱人是否適任或賦予一定安全層級有利或不利的資訊。244
 

    地院否認原告的隱私利益遭受侵害，而駁回其訴。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則肯認

原告有其資訊隱私利益，並認為 SF-85最後一項關於非法藥物的問題，雖然是為

達成政府打擊使用非法藥物的合法利益所必要，但要求揭露治療及諮商資訊的部

分，並不能達成任何合法的政府利益。245而 Form 42中的開放式問題，因具有高

度的私密性，上訴法院認為此等詢問並非達成辨識承包商身分及確保 JPL安全等

政府利益的適當手段，因此這些開放式的問題，連同 SF-85中有關濫用藥物治療

的問題，均侵害了原告的資訊隱私權。246
 

    可是，聯邦最高法院不贊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看法，其指出本案是繼 30

多年前的 Whalen 及 Nixon案247後，再度正面分析人民憲法上資訊隱私權保障的

案例，然如同 Whalen及 Nixon 案，最高法院僅假設但未決定聯邦憲法有保障資

訊隱私權。 

    本案是否有隱私利益的侵害，最高法院先強調政府對員工進行背景調查時，

非行使統治者的權力（sovereign power），而是基於財產主體（proprietor）及其

內部運作管理者的地位，目的在確保其設施的安全，並篩選適任者，且該利益並

不因對原告是承包商雇員或公務員有別。248特別是在 JPL，由承包商雇員所擔負

的工作對 NASA來說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很強的利益對在 JPL負責相關工作

的人，進行基本的背景調查。249
 

    關於 SF-85，唯一有爭議的問題是詢問有關「最近一年內因非法藥物使用」

接受治療或諮商的資訊。法院認為政府有權聘用值得信賴、守法，且能迅速、有

效完成其職責的人，而詢問是否使用非法藥物，為找出具有前述人格特質者的有

效方法；至於「接受治療或諮商資訊」的詢問，原告並不質疑政府以接受治療或

諮商作為有利考量因素之一的合法性，僅認為政府應修改 SF-85上強制回答的用

語，將其改成自由選擇回答的題目。250
 

    法院認為當政府進行僱用背景調查時，憲法並不要求政府的問題須為達成其

                                                       
244 Id. at 142. 
245 Id. at 143. 
246 Id. 
247 429 U.S. 589 (1977) & 433 U.S. 425 (1977). 
248 NASA, 562 U.S. at 150. 
249 Id. at 151. 
250 Id. a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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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必要（necessary）或是最小侵害的手段（least restrictive means）。尤其在

政府非居於管制者地位，而是以內部事務管理者的身分行動時，更是如此。

251
SF-85的治療或諮商問題，是為合理識別有哪些使用非法藥物者試圖克服問題，

因此如將題目改以較寬容（permissive）的詞彙表達，可能降低回答率，而無法

有效的辨別。基於此一合理立場，政府在處理受僱人的問題時，應可享有寬廣的

自由。252
 

    關於 Form 42是向申請人指定的推薦人及房東，詢問有關申請人是否適任政

府職務或安全層級的資訊。其中一系列的開放式問題，如同 SF-85的非法藥物使

用問題，目的均在鑑別適任者，為區分優秀與較差申請人的適當方法，因為如果

必須羅列出所有不適合某一工作的原因，將令雇主怯步，且推薦人也沒有時間回

答冗長的問題。253又Form 42的開放式問題，其合理性亦可由類似問題普遍被公、

私部門使用得到證明。單以 Form 42 而言，政府每年即寄出超過 180萬次，因此

政府使用類似的開放式問題不僅合理，同時可達成經營管理的效益。254
 

    最後，法院尚指出 SF-85 及 Form 42 的回覆內容，均受到聯邦隱私法（the 

Privacy Act of 1974）的保障，該法僅允許政府在法律要求達到的目的必要範圍內

保有個人資料；個人可以查閱其資料，並要求更正；除符合該法例外情形，政府

不得未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揭露其個人資料。雖然原告仍主張隱私法禁止揭露規

定的例外事由使該法產生漏洞，尤其是「例行使用（routine use[s]）」的例外。但

是法院認為依其先例（即 Whalen與 Nixon 案），法所禁止者為政府的「未經授權

揭露」及「不當傳遞」行為，而非「絕對」禁止揭露。255
 

    法院更進一步說明，因例外規定並不包括向公眾揭露相關資訊的情形，因此

不至於造成資訊被公共傳遞的不當風險；而有限度例行使用所造成的微乎其微公

眾揭露可能，更不會影響隱私法賦予的保障。256又原告亦不得僅以安全措施可能

失效，作為主張政府資訊蒐集行為違憲的適當理由。257
 

    綜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不論憲法保障的隱私利益範圍為何，均不禁止政府

                                                       
251 Id. at 153. 
252 Id. at 153-154. 
253 Id. at 154. 
254 Id. at 154-155. 
255 NASA, 562 U.S. at 157. 
256 Id. 
257 Id. at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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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受到隱私法保障，限制對公眾揭露的僱用背景調查時，詢問如 SF-85及

Form 42中所包含的合理問題。258
 

第二目  網路搜尋調查 

網路搜尋調查雖有不少讓人質疑的地方，259但美國迄今尚未對這個議題有特

別規範，不過依現有法制分析，其可能涉及 1964 年民權法案第 7 章（Title VII）

的違反及構成憲法或普通法的隱私利益侵害。關於 Title VII 的違反，可能情況為

雇主在知悉求職者的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原始國籍後，即拒絕僱用（差別

待遇歧視）；或是雇主以求職者的社交網站使用率，剔除甚少或未曾使用之人，

希望排除有社交障礙可能者，結果發現被剔除的都是非裔求職者時，即可能構成

差別影響歧視。260
 

至於隱私侵害問題，雖然在公領域，美國實務就憲法是否保障「資訊隱私權」

尚有疑義，但實務既已承認人民有「合理隱私期待」的保障，則求職者理論上應

有機會在獲悉雇主是以網路搜尋結果不予錄用時，提起隱私侵害訴訟。261話雖如

此，目前只有幾則相關的判決，且都是由在職「員工」提起的爭訟，但考量求職

者與員工對這個議題的合理隱私期待應無太大落差，仍有參考的價值，簡介如

下。 

在 J.S. ex rel. H.S. v. Bethlehem Area School Dist.
262一案中，地方法院認為個人

對其公開網站上的發言，並無合理隱私期待；在 Mullines v. Department of 

commerce，263上訴法院認為雇主有權利以 Google 搜尋某位員工曾被指控濫用政

府財產的相關資訊；在 Spanierman v. Hughes，264地方法院認為學校（雇主）有

權利以男老師（員工）在可供學生瀏覽的 Myspace 上，張貼裸男的照片及與學

生有不合宜的對話為由，將其解僱。而在 Pietrylo v. Hillstone
265案中，地方法院

                                                       
258 Id. at 159. 
259 即網路資訊的可信度及其與工作表現間的關聯性問題。 
260 See H. Kristl Davison, Catherine C. Maraist, R. H. Hamilton, and Mark N. Bing, To screen or not to 

screen? Using the internet for selection decisions,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5 

(2012), available at 

https://e-hrinnovations.com/Davison%20et%20al_ERRJ_2012_Web-based%20Screening.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61 Id. at 6. 
262 757 A.2d 412 (Pa.Cmwlth., 2000). 
263 244 Fed.Appx. 322 (Fed.Cir., 2007). 
264 576 F.Supp.2d 292 (D.Conn., 2008). 
265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D.N.J. 2008). 本案背景為被告（雇主）的員工在 Myspace 成立了一

https://e-hrinnovations.com/Davison%20et%20al_ERRJ_2012_Web-based%20Screen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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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雇主沒有權利命員工交出他們私下成立的聊天室帳號與密碼。 

 從這幾則判決可知，雇主若是在「公開」網站上獲悉員工「真實的」相關資

訊，且這些資訊確實「與工作表現有關」時，雇主並無侵害員工隱私的問題；但

若是「非公開」的情況，雇主則應尊重員工的獨處權利。而這樣的態度，若轉換

到尚未與雇主建立起緊密契約關係的求職者身上時，更應如此。事實上，公開的

要件較無疑義，網路資訊最大的問題應是在其可信性與效度。 

關於可信性，如深入分析，除雇主自己認錯人的情況外，求職者也可能會在

網路上作誇大或不實的陳述，如謊稱自己曾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或是遭到第三

人過失或故意地公開不實資訊，前者像是誤植姓名，後者則如與應徵者交惡之人

惡意散布其虛假訊息。266
 

至於效度，網路資訊的真實性自然會影響到效度的評價；且縱使資訊為真，

也並非所有資訊均能有效評估求職者未來的工作表現，如求職者甚少或未曾使用

社交網站，是否可代表其不具備完成工作的社交能力，或如求職者雖有經營社交

網站，但內容均是吃喝玩樂的照片、貼文，此是否代表其不適合較嚴謹的工作。

267
 

思及個人使用社交網站的目的，通常不會預設雇主會以此來評估其工作表現，

且社交網站的使用多是一個人工作外的心靈休憩場所，即使內容未設定瀏覽權限，

雇主至少不應單以「網路搜尋」作為唯一的甄選工具，更遑論其中資訊可能並非

真實。 

 鑒於短期內不可能勸阻雇主不要使用網路搜尋調查，268有學者建議雇主應按

網路資訊可能帶來的法律糾紛風險分成四種類別，面對風險越高者，即應更加謹

慎地斟酌是否有必要以該資訊作為僱用求職者的參考因素。四個風險類別分別是：

                                                                                                                                                           
個專門用來抱怨、批評公司主管的聊天室，且只有經創辦人邀請者才可以進入。因某位有瀏覽權

限的員工偷偷將此事透露給公司主管，主管便要求該名員工提供帳號與密碼，在數次瀏覽後，將

這個聊天室的創辦人以破壞員工道德及公司核心價值為由，予以開除。被開除的員工雖有向被告

解釋聊天室的內容只是玩笑話，但被告並不接受，遭開除者遂以被告「未獲授權」觀看他成立的

聊天室對話內容，違反 the 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及New Jersey’s parallel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statute，提起訴訟。 
266 See DANIELLE KEATS CITRON, 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 8 (2014). 作者舉了一個例子，某位

求職者因討厭她的人不斷在網路上惡意散布關於她的不實資訊，導致該名求職者最後找工作時，

都必須在履歷上特別聲明「網路搜尋結果皆為不實」。 
267 See Davison, et al., supra note 260, at 11. 
268 See DANIELLE KEATS CITRON, 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 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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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級別一（最低風險）：搜尋求職者在專門作履歷調查的網站上所填寫的資訊，

如 LinkedIn；級別二：搜尋求職者建立與工作內容相關的部落格；級別三：搜尋

求職者在社交網站上的貼文；級別四（最高風險）：搜尋求職者以外之人有關求

職者的貼文。 

級別一與級別二因是求職者有意地為與工作相關的資訊揭露，因此風險較低；

級別三的內容通常不是求職者預設給雇主瀏覽的資訊，且多與工作無涉，因此風

險較高；而級別四的內容，除可能與工作無涉外，更有高度的可信性問題，因此

風險最高。270
 

最後，關於雇主可否閱覽求職者的臉書（FB），271聯邦法律目前雖尚未特別

規範，272但立法者早在 2012年即提出了「社交網絡線上保護法（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Protection Act）」草案，希望立法禁止雇主要求應徵者提供社交網站的帳

號與密碼，並禁止雇主以其他方式獲悉其中的資訊。但是，這個草案並未得到多

數的支持，立法者雖已在 2013 年重新提出（即 H.R. 537），273但依舊未獲國會通

過。274
 

鑒於求職者臉書上的訊息，大部分是自己或朋友隨性的貼文，雇主實不應逕

以臉書的內容評估該名求職者是否適任。尤其，就「非對一般大眾公開」的內容，

除非求職者應聘的職務是須要極高保密級別、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工作，否則雇主

不應透過任何手段加以觀看，以免引發 Title VII 與隱私侵害的爭訟。275
 

                                                       
269 See H. Kristl Davison, R. H. Hamilton, and Mark N. Bing, Big Brother Wants to “Friend” You on 

Facebook,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siop.org/tip/oct12/05davison.aspx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70 Id. 
271 雇主觀看的方式可能有：命求職者在面試時打開臉書頁面，或命加為好友，甚或命交出帳號

與密碼。 
272 但有認為此種情形或許有 the 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簡稱 SCA）的適用。然而，有學者

主張 1986 年制定的 SCA 雖禁止未獲授權者觀看他人的電子郵件或線上對話紀錄，但並未包含觀

看 FB的問題（因無法認定 FB是 SCA定義的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ECS”) and remote 

computing services (“RCS”)）。詳細介紹可參 Lindsay S. Feuer, Who is Poking Around Your Facebook 

Profile?: The Need to Reform the 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 to Reflect a Lack of Privacy on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40 HOFSTRA L. REV. 473, 497-511 (2011)。 
273 H.R. 537, 113th Cong.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3hr537ih/pdf/BILLS-113hr537ih.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74 應注意的是，聯邦法律雖尚無特別規範，但已有州立法禁止，如 Maryland、Illinois 及 California

等，不過適用範圍卻有所不同，因此學者認為還是有待其他更加全面的規範提供保障。See Stratton, 

supra note 9, at 662. 
275 See Davison, Hamilton, and Bing, supra note 269. 又，有學者認為在聯邦專法為相關規範前，

目前最佳的保障方式是先由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承認憲法有保障「資訊隱私權」，並以中度審查標

http://www.siop.org/tip/oct12/05davison.aspx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3hr537ih/pdf/BILLS-113hr537i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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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犯罪紀錄 

受刑人出獄後再社會化時，經常會受到一般人的排斥，而有諸多生活上的障

礙，如不易找到合適的工作。經調查，雇主並不喜歡僱用有前科之人，也不希望

僱用到有逮捕、拘留或雖被判刑但未入監服刑紀錄者。276倘求職者因有犯罪紀錄

謀生不易再度犯罪，即枉費了刑罰教化的目的，同時又給社會添上新的負擔。 

    因此，處理可否調查求職者有無犯罪紀錄時，資訊隱私權的堅守或退讓程度，

即須與如何解決有前科之人在社會上面臨的「歧視」一同思考。277在美國，限制

雇主任意蒐集、利用屬於「公共紀錄」的犯罪資訊的規範主要有兩種，一為前述

的 Title VII，另一為根本禁止詢問（ban the box）的立法例，簡單說明如下： 

1. 1964 年民權法案第 7章（Title VII） 

 Title VII 為美國主要的聯邦反歧視法律，但其中並未禁止因「犯罪紀錄」而

生的差別對待，除非有前科者能將雇主的拒絕僱用，與 Title VII 的禁止歧視項目

（即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及原始國籍）作連結，才能主張 Title VII 的保護。

278然而，此對有前科者通常相當不易，原因為不論是雇主直接以求職者有某項犯

罪紀錄即不予僱用的「差別待遇歧視」，還是間接透過甄選政策載明不會錄用具

某些前科者而可能產生的非裔與西班牙裔應徵者大多被剔除的「差別影響歧視」，

原告均有主張上的困難。 

 在「差別待遇歧視」的情況，求職者除不易將「犯罪紀錄」與 Title VII 的

「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原始國籍」相連外，經常也無法提出可說服法院雇

主有差別對待的證據；279即便主張「差別影響歧視」的情形，雖然在美國，有前

科者一大部分是非裔及西班牙裔美人，因而有成立「種族」歧視的可能，但從判

例觀察，原告依舊難以舉證證明雇主的中性甄選政策對 Title VII 特別保障的族群

有較不利的影響，280因有時亦難以辨明雇主的不予僱用究竟是單純地對有前科者

                                                                                                                                                           
準判斷（公領域）雇主「獲悉求職者非全然公開的社交網站資訊」行為，是否有侵害應徵者的資

訊隱私權。See Stratton, supra note 9, at 677-678. 
276 See Sandra J. Mullings, Employment of Ex-Offenders: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True 

Antidiscrimination Statute, 64 SYRACUSE L. REV. 261, 266 (2014). 
277 這裡的「歧視」非指傳統上針對某些弱勢族群帶有的非理性、惡意及貶低意味的對待，單純

是指雇主排斥僱用有前科之人。 
278 See Mullings, supra note 276, at 276. 
279 Id. at 277. 
280 See Alexandra Harwin, Title VII Challenges to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y Men 

with Criminal Records, 14 BERKELEY J. AFR.-AM. L. & POL'Y 2, 6-7&14 (2012). See also Mu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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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歧視或是暗地裡針對種族為歧視。281簡言之，Title VII 在處理「前科歧視」的

議題上，受Title VII特別保障的族群不一定可獲得保護；求職者若是一般的白人，

則更無主張 Title VII的可能。 

 鑒於前述缺陷，EEOC 為妥善執行 Title VII所賦予的保障，在 2012年頒布

了一個準則，282指出雇主什麼樣的蒐集、利用求職者犯罪紀錄行為，可能違反

Title VII。該準則要求雇主如欲對求職者為犯罪紀錄的背景調查，必須進行「個

人化評估（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以保障少數族群的公平就業機會。283事

實上 EEOC一直持續關注這個議題，過去就曾在 1987年頒布過另一準則，與 2012

年的準則相比，可看出 EEOC對雇主的要求已更加嚴格。 

 EEOC在 1987 年頒布的準則（一般稱作 the Green factors），僅要求雇主須

考量求職者「所犯之罪的本質及嚴重程度、經過時間與其應聘工作的性質」後，

才能決定是否不予僱用。284但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 2007年時認為，EEOC如不

能提出須衡量這些因素的有力研究證明，那麼這個準則只有參考的價值，並無拘

束力。285
EEOC在 2012年頒布的準則，除重申 1987年準則的重要性外，更進一

步要求雇主須進行個人化評估。 

 「個人化評估」除要求雇主須考慮 the Green factors 外，另應衡酌以下 8點：

犯罪當時的情況、曾犯過多少罪、被判刑或出獄時的年齡、出獄後曾從事與應聘

工作相類似的職業且無其他犯罪行為的證據、出獄前後的工作史、自我再社會化

的努力（如有無再接受教育或培訓）、相關推薦、以及是否有參與國家針對有前

科者辦的輔助就業計畫（The Federal Bonding Program）。286
 

                                                                                                                                                           
supra note 276, at 281. 學者 Sandra J. Mullings 舉 EEOC v. Freeman, 961 F. Supp. 2d 783, 786 (D. 

Md. 2013)為例，法院一開始就在判決中說明「雇主調查求職者犯罪紀錄與信用狀況的行為，應

係理性且合理的篩選方式」（…conducting a criminal history or credit background check on a 

potential employee is a rational and legitimate component of a reasonable hiring process），不過本案並

未實際分析到此等調查是否具備「工作關連（job-related）或營業上必要（business necessity）」

的 Title VII 第二層次主張問題，因原告請來的專家在 Title VII 的第一層次主張，即已無法舉出能

說服法官被告行為有歧視的證據，該訴訟自無法進入 Title VII 第二層次的討論。 
281 See Michael Pinard,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Confronting Issues of Race 

and Dignity, 85 N.Y.U. L. REV. 457, 465 (2010). 
282 Consideration of Arrest and Conviction Records in Employment Decisions Under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as amended, 42 U.S.C. § 2000e et seq., available at 

http://www.eeoc.gov/laws/guidance/upload/arrest_conviction.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83 Id. 
284 1987 年準則（the Green factors）的內容已被 2012 年準則涵蓋，詳細內容可直接參註 282。 
285 El v.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 Authority, 479 F.3d 232, 244 (2007).  
286 Program Background, The Federal Bonding Program, available at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0004637&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0427511435&serialnum=2031326538&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75644ECC&referenceposition=786&rs=WLIN15.0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0004637&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0427511435&serialnum=2031326538&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75644ECC&referenceposition=786&rs=WLIN15.07
http://www.eeoc.gov/laws/guidance/upload/arrest_convi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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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2012年準則，雇主是否僱用有前科者的決定，共須考量前述 11點因素，

始符合 EEOC「營業上必要」的標準，這對一般雇主顯然是難以負荷的重擔。EEOC

雖宣稱該個人化評估非強制要求，但從其 2013年對 BMW及 Dollar General 提起

的 Title VII訴訟可看出 EEOC實際上希望雇主遵守此一準則。 

 反對 2012年準則者則認為，EEOC過於強調個人化評估，模糊了雇主是否

真有歧視的焦點，這是對 Title VII適用範圍的不當擴張，且將使雇主負擔過重。

287
EEOC則回應，2012年準則是二階段審查模式的設計，雇主只有在審酌 the 

Green factors 後，欲刷掉有前科者時，才須進行個人化評估，目的在使雇主於第

一階段篩選求職者時能更為謹慎，因此雇主的主要成本仍僅在第一階段，並無特

別加重其負擔。288
 

 在支持與反對該準則者的攻防下，EEOC目前雖有依 2012年準則提起爭訟，

但均因無法證明雇主的行為有差別影響歧視，而在 Title VII 的第一層次主張即已

失敗。289目前最新兩件與犯罪紀錄有關的 Title VII 訴訟，即前面所言 2013年

EEOC對 BMW及 Dollar General提起的 Title VII 的訴訟。 

EEOC對 BMW提起 Title VII 之訴的原因是，BMW要求應徵其物流人員

（logistics workers）的求職者，不得有特定犯罪紀錄，且不論是多久以前犯下，

亦不論是輕罪或重罪，而 EEOC認為 BMW該項僱用政策對非裔美人特別不利，

已構成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訴訟中，在 EEOC說服法院本案真有種族的差別

影響歧視前，BMW已主動修改了僱用政策，最後並以賠償 160 萬美元及提供聲

稱當時受到種族歧視的求職者工作和解收場。290
 

至於 EEOC 對 Dollar General 提起的 Title VII的訴訟，背景同樣是 EEOC 質

疑 Dollar General 使用犯罪紀錄調查作為甄選工具之一的僱用政策，有種族的差

                                                                                                                                                           
http://www.bonds4jobs.com/program-background.html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87 Letter from Patrick Morrisey, West Virginia Attorney General, et al., to Jacqueline A. Berrien, 

EEOC Chair, et al. (Jul 24, 2013), available at 

https://dojmt.gov/wp-content/uploads/EEOC-Letter-Final.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88 Letter from Jacqueline A. Berrien, EEOC Chair, et al., to Patrick Morrisey, West Virginia Attorney 

General, et al. (Aug 29,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eoc.gov/eeoc/newsroom/wysk/criminal_background_checks.cfm#fn12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89 EEOC v. Peoplemark, Inc., 732 F.3d 584 (6th Cir. 2013) & EEOC v. Freeman, 778 F.3d 463 (4th 

Cir. 2015). 
290 See BMW to Pay $1.6 Million and Offer Jobs to Settle Federal Race Discrimination Lawsuit ,Press 

Releases, EEOC, Sep 8,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eeoc.gov/eeoc/newsroom/release/9-8-15.cfm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http://www.bonds4jobs.com/program-background.html
https://dojmt.gov/wp-content/uploads/EEOC-Letter-Final.pdf
http://www.eeoc.gov/eeoc/newsroom/wysk/criminal_background_checks.cfm#fn1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0000506&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0427511435&serialnum=2031723188&vr=2.0&fn=_top&sv=Split&tf=-1&pbc=75644ECC&rs=WLIN15.07
http://www.eeoc.gov/eeoc/newsroom/release/9-8-15.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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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影響歧視。訴訟中，法院認定被告的甄選政策構成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進入

了被告的行為是否具備「營業上必要」的判斷。鑒於 EEOC自己也有調查應徵

者的前科紀錄，所以被告先請求法院命 EEOC 提出其如何操作 2012年準則以供

參考，但法院駁回這個請求，理由是被告為零售商（retail operation），與 EEOC

的工作無可比性，縱使 EEOC詳述其如何「個人化評估」特定前科與職缺間的

工作關聯性，被告仍無法以之作為營業上必要解釋的參照；此外，被告也請求法

院命 EEOC 提出其贊同的符合 2012年準則的案例，法院亦駁回之，原因為個案

有個案的特色，EEOC 在 2012 年發布的準則已足供被告參考；最後並命被告須

具體說明其到底有何營業上的必要。291
 

是以，現階段我們尚無從得知實務是否採納 EEOC的 2012 年準則，認定雇

主必須進行準則中的「個人化評估」後，始符合「營業上必要」（即 Title VII 的

第二層次主張）。在等待法院深入分析前，已有學者提出看法，認為 2012年準則

共有 3大缺點，導致不值得遵循：292
 

(1)個人化評估顯對雇主負擔過重，且有的要求並不實際： 

 學者以威斯康辛州為例，該州對雇主行為符合「營業上必要」與否，曾有類

似 2012 年準則的規範，但威斯康辛州法院已認定此規範對雇主造成不合理的負

擔，無須遵守。293
 

 而不實際的部分，如雇主應參酌「相關推薦」，因推薦者（多為求職者的前

雇主）為免被訴名譽侵害，通常僅為中性評價，因此新雇主在審查時，往往只會

快速瀏覽過，僅重點確認求職者的身分、上一份工作做了多久以及是做什麼等。

如此一來特別要求雇主考量無法具體評估求職者適任性的推薦函，顯不符實際。

294
 

 又，縱使雇主可以負擔，但其能否勝任個人化評估的專業，亦令人質疑。以

ADA為例，ADA雖也有類似的規範，但法條有明確規定必須交由專家作個人化

                                                       
291 See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v. DolgenCorp, LLC, Slip Copy, 2015 WL 

2148394 N.D. Ill. 
292 See Carrie Valdez, Hands-Tied Hiring: How the EEOC's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is Taking 

Discretion Away From Employers' U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63 CLEV. ST. L. REV. 541, 555 

(2015). 
293 Id. at 556. 
294 Id. at 557.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4QFjAAahUKEwiLlIzf2JnHAhVkNqYKHXLoBGo&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zh-tw%2F%25E5%25A8%2581%25E6%2596%25AF%25E5%25BA%25B7%25E8%25BE%259B%25E5%25B7%259E&ei=uBHGVYvYFOTsmAXy0JPQBg&usg=AFQjCNGTMkKeFg6pX-8H4ZGWAqVLwujQ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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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非由雇主自己判斷。295更有認為 EEOC的 2012年準則將使雇主或其人力

資源部門（HR）努力維持的客觀中立僱用政策，或多或少的參雜了主觀因素。296
 

(2)雇主須負僱用過失責任（negligent hiring）的風險提高： 

 風險提高的原因是雇主若具體為個人化評估，將利於提起過失僱用爭訟的原

告取得被告（雇主）是否已知或應知僱用疏失的證據。297為避免過失僱用訴訟大

增，許多州有相對應的豁免立法（immunity laws），只要雇主盡到相關的注意義

務，即有機會抗辯僱用過失責任不成立，298但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 

(3)變相加重對特定族群的歧視： 

為了避免個人化評估帶來的麻煩，雇主可能因此不為求職者有無犯罪紀錄的

調查，此結果似符合 EEOC的期望，因雇主不為相關調查，即可減少差別影響

歧視的產生。然而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經實證發現有調查犯罪紀錄的雇主，事

實上較願意僱用弱勢族群，如非裔美人；299而不為調查的雇主，更可能在內心直

接認定某類人有前科，並藉其他理由不予僱用。因此 EEOC的 2012年準則反而

會使特定族群的就業機會更不平等。300
 

 鑒於 EEOC 的 2012年準則有上述問題，學者認為如欲兼顧雇主的利益及有

前科者就業不平等的問題，應直接由 EEOC為雇主進行個人化評估或認證；301並

建議 EEOC 可與矯正機構合作，先由矯正機構提供相關資訊及初步評估，再由

EEOC進一步判斷，這個方法顯然優於雇主自為判斷，但缺點為 EEOC與矯正機

構可能會應接不暇。302
  

 此外，另有學者認為應直接訂定反犯罪紀錄歧視的專法，且內容應包含或考

                                                       
295 Id. at 558. 
296 Judy Greenwald, Employers Struggle to Comply with Vague EEOC Rules, Business Ins., Aug 25,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insurance.com/article/20130825/NEWS07/308259972 (quoting 

Peter J. Gillespie, of counsel at Fisher & Phillips L.L.P. in Chicago)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297 See Valdez, supra note 292, at 560. 
298 Id. 
299 See Valdez, supra note 292, at 561-562. See also Harry J. Holzer, Steven Raphael and Michael A. 

Stoll, Perceived Criminality,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and the Racial Hiring Practices of 

Employers, 49 J.L. & ECON. 451, 451-452 (2006). 
300 Id. 
301 See Valdez, supra note 292, at 562. 
302 紐約即有類似的機制，由專責的行政單位協助雇主對求職者進行認證，目前的困境就是忙不

過來，有的案件甚至在申請後已過了 5 年，仍未得到回覆；矛盾的是，經調查尚有許多雇主不知

市政府有此項服務。Id. at 564. 

http://www.businessinsurance.com/article/20130825/NEWS07/30825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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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下幾點：303
應清楚規範公領域及私領域雇主均不得單以求職者有犯罪紀錄

為由，拒絕僱用；不應全面禁止雇主調查犯罪紀錄，但應指引雇主於蒐集此資

訊後，須如何衡酌；應使求職者得依該法向雇主請求賠償，以敦促雇主更為注

意；應規範倘雇主是在遵守第 2點的諸多考量後決定僱用有前科者，則應得以

之作為過失僱用責任的積極抗辯；州與聯邦針對這個議題的相關規定，應配合

此法一起調整；亦應限制雇主對求職者逮捕紀錄的蒐集與利用，且尚可考慮建

立一套審查機制，使通過者可永久刪除其犯罪紀錄；不建議由求職者待過的矯

正機構進行相關評估，因除有成本上的障礙，矯正機構尚無法考量到評估時應一

併觀察的受刑人出獄後情況；亦不建議由政府成立一個專責機構進行評估，因此

一方式雖能減輕雇主的負擔與責任，但同樣有經費上的困難，並不可行。 

2. 根本禁止詢問 

 「根本禁止詢問」是美國近 10年來開始流行的一種立法政策，立法模式有

二，一為全面禁止雇主詢問或調查求職者有無前科；另為僅限制雇主不可在一開

始的面試或求職申請書上詢問應徵者有無前科，但後續的甄選程序仍可以詢問或

調查。後者為多數立法者選擇的模式。304
 

 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讓有前科者仍能享有公平的就業機會，要求雇主具體

衡量有前科者除去其犯罪紀錄後，對於應聘工作是否仍適格，以改善有前科者因

就業不易而可能對社會造成的負擔。305
 

 但該政策仍有瑕疵，因多數立法僅對公領域的雇主才適用；且前述第二種立

法模式，因法規多未指引雇主於甄選的後階段，就犯罪紀錄調查結果應為如何的

裁量，使有前科者可能依舊無法享有公平的就業機會；306至於第一種立法模式更

糟糕，全面禁止詢問下，反而可能使雇主先入為主認為某類人通常有前科，而不

予僱用。307
 

 最後，尚應注意法律基於安全等考量的特別規定，如執照規範（licensing 

statutes）可能直接要求某些職業的應聘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或允許雇主得

                                                       
303 See Mullings, supra note 276, at 288-295. 
304 Id. at 281-282. 
305 Id. 
306 Id. at 282-283. 
307 See Jordan Segall, Mass Incarceration, Ex-Felon Discrimination & Black Labor Market 

Disadvantage, 14 U. PA. J.L. & SOC. CHANGE 159, 180-18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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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徵者有無特定前科來決定是否僱用。308此時雇主自可、亦應對這類求職者進

行有無前科的背景調查。另外，許多州法亦有規定某些職業，如保全、居家護理、

日托機構、學校教師及非從事教職的雇員，不得有特定前科；309聯邦法律亦針對

某些職業為類似的規範，如托兒服務、交通運輸及金融行業等。310
 

在法有特別規定下，當然例外不適用 Title VII的主張或前述根本禁止詢問的

規定。此時應關注的反而是這些規範本身是否適當，像是某法律規定有特定前科

者「終身」不能或「一段時間」不得從事某職業時，311就可能會有是否符合比例

原則的爭議。 

在美國，雇主並非被原則上禁止蒐集、利用屬「公共資訊」的犯罪紀錄，只

是其行為必須符合「營業上必要」，EEOC雖已在 2012年提出至少須為 11點考

量的準則，但實務目前少有針對此一準則表示見解的判決，以下先介紹法院未依

EEOC頒布的相關準則，而逕為營業上必要判斷的判決。 

El v.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 Authority案312
 

2000 年輔助客運公司 King（King Paratransit Services, Inc.）附條件僱用非裔

美人 El 為巴士駕駛，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接送服務。這個業務是由賓州東南地區

交通局（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簡稱 SEPTA）分包

給 King，分包契約中載明該職位不得僱用有暴力犯罪前科之人，313因此 El 暫時

獲聘後，須再通過 King的背景調查，始能完全取得該職位。 

 經調查 El在 40年前曾犯下二級謀殺罪，並入獄服刑 3年半。雖然 E l向 King

解釋其當時只是被捲入幫派械鬥的 15歲少年，非造成被害人（16歲）死亡的主

                                                       
308 See Christopher Stafford, Finding Work: How to Approach the Intersection of Prisoner Reentry, 

Employment and Recidivism, 13 GEO. J. ON POVERTY L. & POL'Y 261, 266 (2006). 
309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urvey of State Criminal History Information Systems, 10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bjs/grants/237253.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310 Consideration of Arrest and Conviction Records in Employment Decisions Under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as amended, 42 U.S.C. § 2000e et seq., supra note 282. 
311 終身不能從事某職業者，如 42 U.S.C. § 13041 (c) (2006) (child care workers)；一段時間不得從

事某職業，像是 12 U.S.C. § 1829 (2)(A) (2012) (providing for a ten-year ban from employment by an 

FDIC-insured institution for offenses involving dishonesty, fraud, or other financial crimes)。 
312 479 F.3d 232 (2007). 
313 Id. at 236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in place between King and SEPTA in 2000, King wa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anyone in SEPTA service as a driver or attendant have: e. no record of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DUI) of alcohol or drugs, and no record of any felony or misdemeanor conviction for any 

crime of moral turpitude or of violence against any person(s).).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bjs/grants/2372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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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且至今未有其他暴力犯罪紀錄，King依舊終止了與 El 間的僱傭關係。El 不

服，認 SEPTA的僱用政策對非裔及西班牙裔美人特別不利，有種族的差別影響

歧視，違反 Title VII，遂對 SEPTA提起爭訟。314
 

 訴訟中被告 SEPTA 主張其非 El 的雇主；縱使是雇主，僱用政策亦無種族歧

視；倘有歧視，也是基於營業上必要（business necessity）；如 El 無法舉出可行

的替代方案，則原告的主張顯無理由。地方法院認為被告的僱用政策並無歧視，

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315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贊同地院的看法，先舉 Griggs 案316說明 Title VII 案件的

操作模式，即原告必須先證明被告的行為對法律特別保障的族群有歧視；接著換

被告證明其帶有歧視的行為，與評估被告工作表現有「明顯關連」，也就是有營

業上必要。317
 

 接著，法院舉出一系列分析 Title VII「營業上必要」的聯邦最高法院判決，

首先是前述的 Griggs 案，318法院認為雇主命求職者接受的智力測驗，因無法證

明其與待聘職缺有何有明顯關聯，欠缺營業上必要；第二個為 Albemarle Paper Co.

案，319法院認為雇主要求應徵者進行的智力測驗，必須對工作表現有「預測性」

或與工作的主要元素有「重要關聯」，且應具備信度與效度，始有營業上必要；

第三個為 Dothard v. Rawlinson，320法院認為雇主針對工作所設的限制，須有「能

鑑別出安全高效工作表現的必要性」，321才符合營業上必要。 

                                                       
314 Id. at 235-236. 
315 Id. at 236. 
316 401 U.S. 424 (1971). 
317 El, 479 F.3d at 239 (The Court held that plaintiffs can succeed by showing that the challenged 

employment policy has a discriminatory effect that is not justified by the needs of the defendant's 

business. The Court announced that these “disparate impact” cases should proceed in two steps:  

(1) the plaintiff must prove that the challenged policy discriminates against members of a protected 

class, and then (2) the defendant can overcome the showing of disparate impact by proving a 

“manif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 and job performance. This second step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business necessity” defense, and it serves as an employer's only means of defeating a 

Title VII claim when its employment policy has a discriminatory effect.). 
318 詳細內容請參本節第一項第五款智力測驗「相關判決」的介紹。 
319 422 U.S. 405 (1975). 詳細內容，同樣參本節第一項第五款智力測驗「相關判決」的介紹。 
320 433 U.S. 321 (1977). 背景事實為：本案被告是某監獄，對應徵獄卒者設有「身高與體重」的

限制，雇主宣稱設置此限制的目的是為了藉由身高與體重的調查，評估求職者是否具備獄卒應有

的力氣。惟被告（雇主）因無法指出獄卒大概須有多少力氣，亦未能說明透過身高與體重作評估

的準確度，所以被法院認定這項限制欠缺營業上必要。 
321 Id. 433 U.S. at 331 n.14 (Thus for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employers, ‘(t)he touchstone is business 

necessity,’ Griggs, 401 U.S. at 431, 91 S.Ct. at 853; a discriminatory employment practice must be 

shown to be necessary to safe and efficient job performance to survive a Title VII challenge.).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1977118841&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A42F9837&referenceposition=853&rs=WLIN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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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從前述判決的判準可知，雇主的要求或調查是否具備

「營業上必要」，有二點必須注意：第一，雇主不得於無任何實證資料下，僅以

一般人常識上的臆測為基礎，對求職者為詢問或檢測；第二，雇主亦不得採用「越

多即越好」的模式為詢問或檢測。322
 

但是，法院指出這些判準並未就營業上必要提供準確的定義，所以進一步舉

Lanning v.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Transp. Authority
323一案針對 Griggs 案判準

的操作為例，贊同雇主的僱用政策如產生差別影響歧視，則其營業上必要的抗辯，

與工作表現間須具備「最低必要性」的關聯，否則即無理由。324
 

    法院認為 Lanning I 案體現了 Griggs、Albemarle Paper Co.及 Dothard案的精

神，即：是否為營業上必要，雇主不得以過於寬泛或單一、簡單的標準判斷，否

則只是「營業上便利（business convenience）」，而非「營業上必要」；325且雇

主並非須有完美的僱用政策，才會符合「營業上必要」， Lanning II案326中即言，

雇主不須為通過營業上必要的檢驗，而設置超低的求職者鑑別門檻。327
 因此，

法院強調「營業上必要」的核心在於，雇主的詢問或檢測必須真的「能鑑別出與

求職者工作表現相關的資訊」，否則即不應允許。328
 

    然而，法院話鋒一轉，接著說明前述案例均是在處理雇主挑選的「測試」，

是否與求職者的「工作表現」相關，329與本案的前科紀錄調查有別，因有前科者

                                                       
322 El, 479 F.3d at 240. 
323 181 F.3d 478 (3d Cir. 1999). 簡稱 Lanning I 案。原告為一位女性，主張如欲當交通警察應在 12

分鐘內跑完 1.5 英里（約 2.4 公里）的體能要求，是對女性的歧視，有違 Title VII。 
324 Lanning I, 181 F.3d at 481(We hold today that under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91, a discriminatory 

cutoff score on an entry level employment examination must be shown to measure the minimum 

qualifications necessary for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the job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survive a 

disparate impact challenge.). 
325 El, 479 F.3d at 242(This holding reflects the Griggs/Albemarle/Dothard rejection of criteria that 

are overbroad or merely general, unsophisticated measures of a legitimate job-related quality.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Congress continues to call the test “business necessity,” not 

“business convenience” or some other weaker term.). 
326 308 F.3d 286 (3d Cir. 2002). Lanning I 案的後續。 
327  Id., 308 F.3d at 292 (It would clearly be unreasonable to require SEPTA applicants to score so 

highly on the run test that their predicted rate of [job] success be 100%. It is perfectly reasonable, 

however, to demand a chance of success that is better than 5% to 20%.). Lanning II案最後的結果為法

院認為警局對女性求職者的要求，是身為警察應具備的最低體能標準，要求合法，無 Title VII

的適用。 
328 El, 479 F.3d at 242 (Putting these standards together, then, we require that employers show that a 

discriminatory hiring policy accurately—but not perfectly—ascertains an applicant's ability to 

perform successfully the job in question.). 
329 Griggs 案及 Albemarle Paper Co.案：智力測驗；Dothard 案：身高與體重限制；Lanning 案：

體能測驗。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506&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2002650674&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92363658&referenceposition=289&rs=WLIN15.0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506&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2002650674&vr=2.0&fn=_top&sv=Split&tf=-1&referencepositiontype=S&pbc=92363658&referenceposition=292&rs=WLIN15.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6 
 

仍可能通過相關測試，雇主排除有犯罪紀錄之人，目的應是在排除他們「可能對

顧客帶來的風險」，330所以似無法適用前述判準；並提到 EEOC雖在 1987 年的

準則中說明，雇主必須審慎衡酌求職者所犯之罪的本質及嚴重程度、經過時間與

其應聘工作的性質後，始得考慮是否不予僱用，但在 EEOC就其準則提出具有

說服力的研究證明前，僅具參考價值，無須遵循。331
 

是故，法院認為在無其他可類比的案件下，最終決定只能採用 Lanning I & II

案對 Griggs 案營業上必要判準的詮釋來分析本案，畢竟雇主以測試對求職者工

作表現的評估，廣義而言亦屬風險的控管。332
 

本案被告 SEPTA主張，鑑於輔助客運司機的工作，須近距離接觸與陪伴有

身體或心智障礙的顧客（乘客），而身心障礙者多是性與暴力犯罪者下手的對象，

且暴力犯罪者通常有較高的再犯率，因此雇主在無法合理、精準地擔保顧客的安

全時，拒絕僱用有特定前科之人的政策，符合營業上必要。SEPTA 並請專家為

其理由作證。333
 

    專家先說明依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調查，受刑人出獄後 3

年內確實有較高的再犯率，但什麼樣的犯罪經多少時間的再犯率為何，至今仍無

法準確預測，縱使本案被告唯一的暴力犯罪是在 40年前，也只能認為其再犯率

「可能」已大幅降低，但與無此暴力前科者相比，即使風險的差別或許已趨近於

零，但仍得作為雇主拒絕僱用有特定前科者的充分理由。334
 

    原告 El 未爭執 SEPTA請來專家的權威性，僅反覆主張法院認為只有參考價

值的 EEOC 準則，在無法舉出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下，法院認為被告主張有理

由，判決原告敗訴。335
 

第三款  信用紀錄 

依 FCRA，雇主「有條件僱用」求職者並取得其「同意」後，即可對應聘之

                                                       
330 El, 479 F.3d at 242-243. 
331 El, 479 F.3d at 244. 
332 Id. 
333 Id. at 245. 
334 Id. at 246-247. 
335 Id. at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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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信用調查。雇主如對暫時獲聘者的「信用調查結果」336感到不滿，僅須預為

「不予僱用」的通知，再附上調查結果，就可終止雙方的僱傭關係。 

雖然已有許多論者質疑信用調查的效度，並批評 FCRA以徵得求職者「同

意」為前提，對求職者信用資訊的保護，顯難有其實效，337但在 FCRA 的修正

草案取得實質進展前，目前應徵者較有機會提出的主張為，雇主的行為可能構成

「種族」的差別影響歧視，違反 Title VII 的保障。338可是，如同爭執雇主可否調

查應徵者的「犯罪紀錄」一樣，只有受到 Title VII 保障的特定族群才可能主張，

而這些人往往也無法輕易舉出雇主確實有歧視的證據。339
 

由於近期實務並無求職者成功證明雇主的信用調查構成歧視，而須進一步分

析雇主行為是否符合工作關聯性或營業上必要的判決，因此以下選擇一則雖是

「綜合性詢問」，但因對信用紀錄的問題作了詳細描述，且有闡述雇主是否有正

當理由得為調查的判決作介紹。 

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FL-CIO v. Department of 

Housing & Urban Development 案340
 

                                                       
336 「信用調查結果」依 FCRA，所指內容包含： 

15 U.S.C.A. § 1681a(d)(1)(B)： 

The term “consumer report” means any written, oral, or other communication of any information by a 

consumer reporting agency bearing on a consumer's credit worthiness, credit standing, credit capacity, 

character, general reputati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r mode of living which is used or expected to 

be used or collecte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as a factor in establishing the 

consumer's eligibility for employment purposes. 

15 U.S.C.A. § 1681a(e)： 

The term “investigative consumer report” means a consumer report or portion thereof in which 

information on a consumer's character, general reputati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r mode of living is 

obtained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neighbors, friends, or associates of the consumer reported on 

or with others with whom he is acquainted or who may have knowledge concerning any such items of 

information. However, such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specific factual information on a consumer's 

credit record obtained directly from a creditor of the consumer or from a consumer reporting agency 

when such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directly from a creditor of the consumer or from the consumer. 
337 因求職者通常不會拒絕雇主的調查。 
338 在美國，非裔與西班牙裔應徵者的信用紀錄普遍較差。又，如是公領域的求職者，尚可能主

張憲法資訊隱私權的保障。 
339 舉例而言，近期的 EEOC v. Kaplan Higher Education Corp., 748 F.3d 749 (6th Cir. 2014)以及

EEOC v. Freeman, 778 F.3d 463 (4th Cir. 2015)，原告均因無法證明雇主的信用調查行為有其宣稱

的種族差別影響歧視，而被法院判決敗訴。有趣的是，這兩個案件都是由同一位專家來證明被告

（雇主）的甄選行為有歧視。該專家在 2014 年的 Kaplan 案遭第 6 巡迴上訴法院認定其舉證方式

有重大瑕疵後，在 2015 年 Freeman 案，亦被第 4 巡迴上訴法院認定其舉證有重大瑕疵（注意：

Freeman 案同時有涉及到雇主得否為犯罪紀錄的調查）。 
340 118 F.3d 786 (D.C.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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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由兩個主要爭點相同的案件合併審理的判決。首先，第一個案件的背

景事實為，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簡稱 HUD）依據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的規定，根據不

同職位員工不法行為所可能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性，評估風險級別，且分類至不

同級別者，將對應不同程度的背景調查。341
 

 HUD在評估後，認定求職者或現任員工的職務如涉及「制訂政策、負責重

大項目、執法或其他被要求最高程度公眾信任的責任」、「對造成嚴重損害有相

對高度的風險或是與實現重要個人利益有關，而必須接觸、運作或管理機密或財

務文件者」時，342即必須填寫 Standard Form 85P（簡稱 SF 85P），HUD會依填

寫者回答的內容決定是否僱用或繼續僱用。又，如果是現任員工，必須定期接受

SF 85P的調查，倘若拒絕，則可能會被解僱。343
 

 本案原告在 HUD的職務包含可進入每年管控一百億資金的電子系統，且有

權限同意及拒絕票券、更改數據，並在一定條件下批准支付。HUD 認為這些員

工如有不端行為，可能導致聯邦基金受有損失，或使項目受益人的隱私利益遭受

侵害，應由受公眾信任之人擔任，有前述 SF 85P背景調查的適用。344
 

然而原告認為 SF 85P 中有 3個問題，侵害了他們的隱私利益，向法院提起

爭訟，主張應禁止 HUD詢問這些問題，其中與信用調查有關的是問題 22：345
 

a.你或你有一定控制權限的公司，在過去 7年裡是否曾申請破產、被宣告破

產、因欠稅導致不動產被拍賣，或經法院判決有應償還的債務？ 

b.你現在是否有貸款或應承擔的債務已拖欠超過 180天？ 

地方法院認為被告 HUD並未提出可通過嚴格審查的理由，因此肯認原告所

質疑的問題確實不當侵害了他們的隱私利益，判決原告勝訴，HUD 不服，提起

                                                       
341 Id. at 788. 
342 Id. (A public trust position is one “involving policymaking, major program responsibility, law 

enforcement duties, or other duties demanding the highest degree of public trust; and positions 

involving access to or operation or control of unclassified confidential or financial record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isk for causing grave damage or realizing a significant personal gain.” ) 
343 Id. 
344 Id. 
345 Id. 其他問題分別為：問題 21：a.你在過去 1 年裡是否曾使用非法藥物或毒品？b.你在過去 7

年裡是否曾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購買、加工、運送、生產、轉讓、運輸、接收或販賣麻醉

劑、鎮靜劑、興奮劑、致幻劑或大麻？以及最後一個問題：授權同意 HUD 依填寫者在 SF 85P

的回答，向相關人士進一步核實者，請簽名。Id. at 78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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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346
 

接著，第二個案件的背景事實為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 DOD）

基於國家安全的利益，為確保得接觸機密文件或經認定屬關鍵敏感職位的員工，

具備忠誠、可靠及可信賴的品質，規定這些員工必須接受定期的背景調查，即應

填寫 DD Form 398 以及 DD Form 398-2（簡稱 DD Forms），拒絕者可能被解僱。

347
 

 原告是 DOD認定必須定期填寫 DD Forms 的現任員工，認為 DD Forms 中

關於信用紀錄、犯罪紀錄、藥物與酒精的使用情況以及心理狀況的詢問，侵害了

他們的隱私利益，向法院提起爭訟，主張應禁止 DOD詢問這些問題，其中與信

用調查相關的題目為：348
 

a.你是否曾依破產法申請破產？ 

b.你的薪水是否曾被扣押或有任何財產被收回？ 

c.你是否曾因欠稅導致不動產被拍賣？ 

d.你是否曾遭法院判決有應償還的債務？ 

e.你現在或曾否有拖欠已超過 120天的債務？ 

地方法院認為關於信用紀錄的詢問，僅得向經授權可為政府訂定契約及負有

確認承包商履行契約責任之人為之，假若是其他情形，均應認定原告的財務隱私

                                                       
346 Id. at 789. 
347 Id. 
348 Id. at 790. 其他問題分別是：犯罪紀錄：你是否曾被國家逮捕（無論該紀錄是否已被消除）、

起訴或拘留？原告爭執者為 DOD 亦會將填寫者已被消除的逮捕紀錄列入考量。藥物及酒精的使

用情況：a.你是否曾未經醫師同意，使用或持有麻醉劑、鎮靜劑、興奮劑、致幻劑或大麻？b.你

是否曾非法購買、加工、運送、生產或販賣麻醉劑、鎮靜劑、興奮劑、致幻劑或大麻？c.你是否

曾為自己或他人濫用醫師開的藥物？d.你是否曾誤用或濫用有執照的醫生為自己或他人所開的

藥物？e.你是否曾因飲酒導致失去工作、受紀律處分、被警察逮捕，或曾因酗酒而須接受治療或

諮詢？心理狀況：你是否曾接受心理治療？你是否曾諮詢心理健康專家或曾被心理健康專家輔導？

最後一個問題：授權同意 DOD 依填寫者在 DD Forms 的回答，向相關人士為進一步核實者，請

簽名。地方法院認為關於犯罪紀錄的詢問，如果是已被消除的逮捕紀錄，則受調查者的隱私利益

大於 DOD 追尋的國家利益；關於藥物及酒精使用情況的詢問，必須是受調查者過往曾向 DOD

報告其有藥物或酒精的濫用並曾因此請假缺席時，DOD 才可以進行調查，否則 DOD 的詢問目

的與原告的職位間並無足夠的關聯性；關於心理狀況的詢問，也必須是受調查者曾有藥物或酒精

濫用的情況，DOD 才可調查；最後，關於授權同意 DOD 進一步核實的問題，因原告擔任的工

作並不會對國家安全帶來直接的危險，因此並不應允許被告按 DD Forms 中的詢問為大範圍的蒐

集行為。Id. at 78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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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勝過 DOD的蒐集利益，因而原告的隱私利益確實受到被告 DOD侵害，判

決原告勝訴，DOD不服，提起上訴。349
 

 面對這 2個案件，巡迴上訴法院一開始先對資訊隱私權是否受憲法保障提出

巨大的質疑，350法院認為雖 Whalen案351有對資訊隱私權進行定義，但其討論前

提仍是「假設」這個權利受到憲法保障，這樣的分析方式導致後續下級法院判斷

上的混亂，有的法院肯認資訊隱私權受到憲法的保障，有的則持反對的看法。本

案的巡迴上訴法院在檢視正反兩方的看法後，認為推斷憲法文本上未提到的權利

存在是不合適的，採取反對憲法有保障資訊隱私權的立場。因此，法院認為本案

原告針對個人資訊的揭露，並無隱私利益可言。352
 

不過，法院話鋒一轉，認為本案無須逕下這樣的結論，因為縱使肯定資訊隱

私權受憲法保障，政府（即被告 HUD和 DOD）在這 2個案件中，蒐集原告個人

資訊的利益（目的）均勝過原告的隱私利益。353
 

首先，法院強調被告蒐集資訊後，並不會將這些資訊散布於眾，且政府也設

有安全措施，防止資訊被無故揭露。若無證據顯示安全措施有瑕疵，原告對於資

訊可能被揭露的憂慮，並不足以作為限制政府蒐集的正當理由。354
 

接著，法院分析為何本案的公益勝於私益。針對被告 HUD 和 DOD 所為的

信用調查，法院認為考量到員工「可信賴性」的判斷是個不精確的科學，在被告

有提出證據證明信用紀錄不佳之人，比較可能在工作上出錯或有不端行為（如盜

用公款）時，應尊重被告的判斷，尤其原告所任職位須受公眾信賴或與國家安全

切身相關時，更是如此。355是故，法院指出即使原告得主張資訊隱私權的保障，

                                                       
349 Id. at 790. 
350 Id. at 791(We begin our analysis by expressing our grave doubts as to the existence of a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privacy in the nondisclo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351 429 U.S. 589 (1977). 
352 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FL-CIO, 118 F.3d at 793 (Inferring very broad 

“constitutional” rights where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does not express them is an activity not appropriate 

to the judiciary.). 
353 Id. (Whatever the precise contours of the supposed right, both agencies have presented sufficiently 

weighty interests in obtaining the information sought by the questionnaires to justify the intrusions into 

their employees' privacy.). 
354 此部份論述，巡迴法院有參考 Whalen 案及 Nixon 案。 
355 巡迴上訴法院亦完全否定地院對其他問題的看法，就藥物（及酒精）使用情況的詢問，法院

認為原告所任職位既然與公眾信賴或與國家安全切身相關，則應與可否為信用調查的判斷相同，

在被告提出證據證明使用非法藥物或濫用藥物者有較高的機率在工作上出錯時，即應尊重被告的

判斷；而被告 DOD 針對犯罪紀錄的詢問，法院認為縱使是已經消除的逮捕紀錄，因為它是公共

紀錄（of an official act），原本就無隱私利益存在；至於心理狀況的詢問，法院支持 DOD 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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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本案政府的資訊蒐集利益勝過個人的隱私利益，所以判決原告敗訴。 

第四款  懷孕計畫 

在有 PDA的規範下，雇主原則上不可詢問女性求職者的懷孕計畫，否則容

易構成性別歧視，以下介紹二則具體說明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院在什麼情況可

能允許雇主知悉女性應徵者懷孕計畫的判決。此外，第三則判決則處理女性求職

者應徵時若主動偽稱其並無懷孕計畫，雇主聘用後始發現當初的虛偽陳述，得否

據此解僱該名員工。 

第一目  Barbano v. Madison County 案356
 

 原告為一名女性，應徵「麥迪遜郡退伍軍人服務機構（the Madison County 

Veterans Service Agency）」一個負責「監督本郡退伍軍人權益計畫執行」的職

缺時，357面試小組中的一名男性面試官 Greene直接表明他不會考慮僱用女性，

並詢問原告是否會因懷孕而離職，還有原告的丈夫是否會介意她與其他男性一起

出差（該名面試官同時表態其非常介意）。原告認為這些問題均與工作無關，當

場提出抗議，但其他面試官卻不為所動，在 Greene 堅持原告必須作出回答的情

況下，原告只好回覆：就算計畫懷孕，她也只會請休必要的醫療假，以及她並不

是 Greene的妻子，然後這個面試就結束了。之後原告收到不予錄用的通知，認

為麥迪遜郡退伍軍人服務機構歧視女性，依 Title VII 提起爭訟，請求法院命被告

賠償其因此所受的損失。358
 

地方法院認為被告不錄用原告的決定，在無法證明面試時的詢問與工作有何

關聯下，有違 Title VII禁止的性別歧視，判決原告可得相當於工資的賠償。原告

                                                                                                                                                           
查，理由為此類資訊雖屬於高度個人資訊，但在國防政策的事務決定上，應秉持一貫的尊重或不

予干涉立場。最後，被告 HUD 和 DOD 的同意授權調查問題，法院認為既然被告得命原告填寫

SF 85P 與 DD Forms，自應允許被告作進一步的核實；且隱私法（the Privacy Act）中尚有規定，

政府機關僅能保存與資訊蒐集目的相關且必要的資料，因此這個問題亦無違憲疑義。 
356 922 F.2d 139 (2nd Cir.1990). 
357 The job description for that position required: Thorough knowledge of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veterans' benefits and services; thorough knowledge of form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nd records necessary for the processing of veterans' benefits claims; 

demonstrated ability in public relations; ability to express ideas clearly and concisely orally and in 

writing; good judgment;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resourcefulness; interest; tact; good 

physical condition. Id. at 141. 
358 Id. at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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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賠償的額度，且認為法院尚應命雇主在這個職位有空缺時，須立即僱用她，

因而提起上訴；被告則認本案根本不構成歧視，無須賠償原告，亦提起上訴。359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肯認地院的見解，認為被告的面試小組針對原告所為的詢

問，確實充滿歧視，被告須證明其詢問事項符合「真實職業資格（BFOQ）」的

要求，即所探查資訊應與執行工作有關，或者是即使不考慮這些帶有歧視女性的

詢問，被告依舊會選擇聘用他人時，始無 Title VII 的違反。360
 

被告雖有宣稱其聘用另外一名男性的原因是，該名員工在「對退伍軍人事務

的興趣、有參軍的經驗、機敏以及具備相關的工作經驗」的表現，均優於原告，

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參照相關證據後發現，獲聘者只在「對退伍軍人事務的興趣

及有參軍的經驗」上，比原告優異，但這兩點衡酌因素，應非擔任本案行政職缺

所必要，更遑論原告曾任麥迪遜郡的社會福利審查員（Social Welfare Examiner for 

Madison County），並有修習公眾服務（Human Services）課程。而獲聘男性雖

在空軍中任職人事主管（Air Force Personnel Supervisor）長達九年，並以上士身

分光榮退役後，但在應徵這份工作前只做過校車司機及兼職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

調酒師。兩相比較下，很難認定被告並無歧視女性。361
 

當然，上訴法院也強調其不是在介入雇主（被告）的員工選擇權，上述論證

只是為了突顯出被告的確無正當理由，就對女性為差別對待，有違 Title VII 保障

的性別就業平等。362
 

最後，關於原告不服地院判決有關的賠償部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院

就「原告因被告不予僱用而遭受到的損害」所認定的金錢賠償數額已經足夠，駁

回原告希望獲得更多金錢賠償與應命被告在這個職位有空缺時須僱用她的主張。

363
 

                                                       
359 Id. at 142. 
360 Id. at 143. 
361 Id. at 145-146. 
362 Id. at 146 (To be sure, both candidates were qualified for the Director's position, and it is not our 

job-nor was it the district court's-to decide which one was preferable. However, there is nothing to 

indicate that Judge McAvoy misconceived his function in this phase of the case, which was to decide 

whether appellants failed to prov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hired Barbano even if they had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 her. ). 
363 Id. a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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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Bruno v. City of Crown Point, Ind.案364
 

原告是一名女性，應徵印第安那州 Crown Point 城「緊急醫療服務部門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Department）」的醫護人員。365面試時，面試官 Pyle

表示為評估求職者的家庭狀況是否適合擔任「平均每週要工作 100小時、每 3

日就要輪一次全天 24小時待命」的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所以詢問原告：她有幾

個小孩、未來是否要再生小孩、小孩由誰照顧，以及她的丈夫對其從事這個工作

的看法。原告回答其已先與先生談過，才來應徵；有一個兒子，現由與他們夫妻

同住的婆婆照顧；以及目前暫無生子的計畫。366之後原告收到不予僱用的通知，

發現獲聘者是一名男性，且面試時根本未被問及與家庭狀況相關的問題，367認為

被告歧視女性，依 42 U.S.C. § 1983 及 Title VII 提起爭訟，請求損害賠償。368
 

 地方法院贊同原告的主張，判決原告勝訴，命被告賠償原告相當於工資的金

錢損失，且必須僱用原告。被告不服，提起上訴。369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否定地院的看法，其首先指出如有必要，雇主並非不可詢

問求職者的家庭狀況，但應以中性的方式，不分性別一律加以詢問。本案被告的

面試官 Pyle，僅探查身為女性的原告其家庭狀況為何，顯已不妥，且所作詢問均

非中性，因 Pyle 只在意原告的「丈夫」的看法，未詢問其他求職者的「配偶」

有何意見；只調查原告未來是否會再生子，未去了解其他求職者有無照顧小孩的

難題，這些詢問在在突顯被告對女性懷有刻板印象，認為只有女性才須照顧家人，

且是丈夫的附屬，已構成對女性的歧視。370
 

然而，被告不僱用原告的行為是否已違反 Title VII，須視這些資訊的取得是

否與執行工作有關，或即使不考慮歧視的問題，原告依舊會落選。鑒於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的工作情況，上訴法院認為被告的確應了解求職者能否在無須擔憂家庭

的情形下，專心執行任務，尤其面試官 Pyle 還知道原告的丈夫也在 Crown Point

城的消防部門擔任須輪夜班的醫護人員。371
 

                                                       
364 950 f.2d 355 (7th Cir. 1991). 
365 Id. at 357. 
366 Id. at 357-358. 
367 Id. at 359. 
368 Id. at 357. 
369 Id.  
370 Id. at 363. 
37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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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訴法院也肯認被告尚主張不僱用原告的理由，完全是基於獲聘的男性更

符合被告需要，因這名獲聘者曾在該應徵單位實習，並得一致的好評；同時也是

最資淺的醫護人員，容易按被告的要求訓練，明顯與由 Pyle 主導的緊急醫療救

護部門配合度最高，所以才決定聘用之。法院同時強調 Title VII 的立法目的，並

不是在干涉雇主的僱用決定，只是希望能確保人民就業上的平等，假若雇主能提

出合理的理由，具體說明其在工作關聯性上的判斷，不僱用受 Title VII 特別保障

的族群，亦不違法。372
 

最後，上訴法院因原告無法進一步舉證被告前述的理由，只是在掩飾自己有

歧視女性的真正意圖，廢棄了地院的判決。373
 

第三目  Lysak v. Seiler Corp.案374
 

    本案原告 Lysak 在 1987年 2月至 Seiler Corp.面試，獲聘為該公司的營銷總

監，同年 4月 Lysak 告訴當時的面試官 Zammer 其已懷孕，Zammer 非常生氣，

認為 Lysak 將無法勝任目前的工作，且感到被 Lysak 背叛，因 Lysak 面試時有主

動告知並無懷孕。隨後 Lysak 建議 Zammer終止其與 Seiler Corp.的僱傭關係，並

再締結一份新的契約，使 Lysak 成為該公司的獨立承包商，Zammer 表示同意。

然而Lysak之後卻依「麻州普通法典第 151B章第 3條（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c. 151B, §3）」對 Seiler Corp.提起性別歧視訴訟，主張被告不得終止雙方的僱傭

契約。375
 

    經調查，Zammer面試時並未詢問 Lysak 有無懷孕計畫，但 Lysak 當時卻在

明知自己已懷孕的情況下，主動告知 Zammer暫時無生育的計畫；Zammer作證

時表明，倘 Lysak 誠實陳述，並不會因 Lysak 懷孕即不予錄用，因此 Zammer 無

法接受 Lysak 主動的說謊行為，認為 Lysak 不再值得信任，但考量到公司仍有一

些須由原告盡速完成的工作，遂同意原告的提議，將之解聘後再另聘為公司的獨

立承包商。376
 

                                                       
372 Id. 
373 Id. at 365. 
374 415 Mass. 625 (1993). 
375 Lysak, 415 Mass. 626. 
376 Id. at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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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中原告 Lysak 依 Kraft 案377主張，被告既無正當理由詢問懷孕計畫，即

不得因其未誠實告知而終止雙方的僱傭契約。法院認為 Lysak 的主張無理由，因

Kraft 案的背景是原告 Kraft先被無正當理由詢問心理健康史，才虛偽陳述，而本

案原告 Lysak 則是先主動為虛偽陳述，兩者有別，被告因此有權解僱原告。378
 

第五節  綜合評析 

第一項  有關資訊蒐集規範的評析 

第一款  應設專法或基本法？ 

美國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在聯邦法層次，並無一部統一的基本規範，只有

針對特定資訊所為的零散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反歧視法」，亦即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使雇主在蒐集求職者的「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原始國籍」

等資訊前，必須思考有無必要。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法、1978 年懷孕歧視法、

以及 2008 年反基因歧視法作為 1964 年民權法第 7章的衍生規定，也使雇主開始

重視其探查應徵者的「年齡、懷孕計畫及基因資訊」等資訊是否合法。 

從這一系列反歧視法可知，「歧視」的「標的」仍主要侷限在針對某些弱勢

族群的非理性、惡意及貶低意味的對待；若是雇主單純地排斥「非傳統上」被認

為屬弱勢族群之人（像是信用紀錄不良或有犯罪紀錄者），這類應徵者即很難尋

求公平就業法規的保障。 

本文認為如欲改善這個問題，除由州法先自行努力外，或許釜底抽薪的方式

是另外訂定一部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的聯邦專法，強調雇主蒐集、利用所有

（而非特定族群）求職者的資訊時，必須具備營業上必要或工作關聯性，始得為

之，以此涵蓋更多資訊類型的保障。這時再搭配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1990

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等特別法的保障，將更有助於公平就業目標的達成。 

第二款  「同意」在求職階段的尷尬地位 

 「同意」在職場隱私議題裡，經常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我們很難認定求職

                                                       
377 410 Mass. 155 (1991). 
378 Lysak, 415 Mass. at 628.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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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意」雇主侵犯他們隱私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因為鮮有渴望獲得工作

的求職者能抵抗來自雇主的壓力。379以 FCRA為例，雇主先提供求職者有條件

僱用後，再取得暫時獲聘者的「同意」，即可為信用調查的規範，就因此飽受形

同虛設的質疑。 

 美國法律協會（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Law）2002年時已開始關注職場

的「同意有效性」問題，在當年的「僱傭關係法律整編（the Restatement of 

Employment Law）」中即有著墨；其後於 2005年的修訂版本草擬了比較全面的

規範，但最終卻未列入該年度的模範法。380一直到了 2015年，美國法律協會再

度就這個議題在模範法草案中作出更明確的規定，區分以下 4 種資訊，分別考量

員工同意的效力：381
(1)員工的身體、身體運作及個人財產資訊；(2)員工有合理

隱私期待的物理及電子位置資訊；(3)員工盡了合理努力去保持私密的資訊；(4)

員工秘密提供給雇主關於自己的資訊。 

若是情況(1)，因屬較私密、敏感的資訊，即使雇主取得員工的同意才為蒐

集，但「同意」只是法院判斷雇主有無高度冒犯行為，對員工構成不法隱私侵害

的參酌因訴。如為情況(2)，因資訊的私密或敏感度已略低於情況(1)，因而雇主

得以事前告知（notice），排除員工的合理隱私期待；不過，員工的同意依舊無法

作為雇主有無高度冒犯行為時的免責金牌。在情況(3)，倘員工主動自願提供個

人資訊、法律規定雇主可取得特定資訊，或雇主有營業上必要且為例行性蒐集時，

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並不會干涉到員工的隱私；假若無前述三種情況，則雇主同

樣無法單以取得同意，就可排除其可能存在的高度冒犯行為。在情況(4)，如員

工是主動自願提供個人資訊，或法律規定雇主可以取得特定資訊，即無員工的隱

私干涉問題；但其餘情形，因有員工主動秘密提供的前提，所以此時的員工同意，

才可作為雇主並無不法侵害隱私的依憑。382
 

依前述模範法草案的規範可知，職場上員工的「同意」，不再是雇主規避隱

                                                       
379 See Steven L. Willborn, Notice, Consent, and Non-Consent: Employee Privacy in the Restatement, 

100 CORNELL L. REV. 1423, 1423 (2015). 
380 See Steven L. Willborn, Consenting Employees: Workplace Privacy and the Role of Consent, 66 LA. 

L. REV. 975, 981 (2006). 
381 RESTATEMENT OF THE LAW, EMP’T LAW §§ 7.02-7.05 (Proposed Final Draft 2015). 

(1) The employee’s physical person, bodily functions, and personal possessions. 

(2) Physical and electronic locations in which the employee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3) Information of a personal nature which the employee has made reasonable efforts to keep private. 

(4) Information about the employee provided to the employer in confidence. 
382 RESTATEMENT OF THE LAW, EMP’T LAW §§ 7.02-7.05 (Proposed Final Draf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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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侵害的萬能擋箭牌。「僱傭關係法律整編」雖僅規定「員工」與雇主間的職場

隱私問題，但應可推知美國法律協會目前對「同意」的態度，雖然依舊允許其在

職場上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但已漸為嚴格。這個立場與 FCRA的修正草案是相

同的，希望不論暫時獲聘者是否同意，原則上均不允許為信用紀錄的調查。 

本文認為「求職者」不同意雇主的詢問或檢測，而須面臨因此不被僱用的恐

懼，完全不亞於「員工」不同意雇主的要求時，須面對的不利處置的壓力（最糟

情況如解僱），所以贊同「僱傭關係法律整編」及 FCRA 修正草案對「同意」的

立場，即應強烈質疑甚或直接排除「同意」在求職階段的地位。383
 

另外，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亦贊同「僱傭關係法律整編」限縮雇主「事前

告知」政策對合理隱私期待的影響，因雇主的行為若干涉到員工或求職者「隱私

利益的核心範圍」，384縱有事先告知，亦不應影響到人民的合理隱私期待。385
 

第二項  判決整理與分析 

美國憲法是否保障「資訊隱私權」，如同本章第二節第二項所述，是存有爭

議的。雖然聯邦最高法院至今仍僅「假設此權利存在」，使部分下級法院認定不

應踰越憲法文本承認此權存在；但多數的下級法院均已贊同資訊隱私權有存在的

必要，本文亦贊同多數法院的見解，認為人民為維護其隱私利益，理應享有自主

控制其個人資訊的「資訊隱私權」的保障。以下先統整實務對「求職者」資訊隱

私權保障範疇的看法，以及應於何時退讓的分析，然後提出總體評析。 

第一款  求職者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 

關於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依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的介紹，實務有不同的看

法，有認為必須「與根本重要的利益相關」或「與根本重要權利或高度個人醫藥、

財務資訊相關，且此類資訊的揭露會使人受到令人震驚的貶低或嘲諷」。這兩種

                                                       
383 當然也有認為「同意」作為自主權（autonomy）的展現，如可證明同意有效，即不應被剝奪

其在職場隱私議題裡的獨立抗辯地位。See Willborn, supra note 379, at 1445. 但本文不贊同這個看

法，因就是難以證明職場中同意的有效性，才須要國家的介入保護。 
384 基本權的核心範圍，通常指涉及「人性尊嚴」或會影響「人格發展」的部分，詳可參蕭淑芬，

論基本權核心概念之規範－一個比較法學的觀察，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9 期，2003 年 12 月。 
385 參劉定基，資訊時代的職場隱私權保護－以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一三九號判決為中

心，律師雜誌，307 期，2005 年 4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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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似有範圍太狹隘的缺點。而「具備合理隱私期待」的標準，則富有彈性，

可順應社會變化，較能應付複雜的職場隱私問題，所以為多數法院所採。386
 

本文亦贊同「合理隱私期待」的見解，因為其除可提供較具彈性的判斷，同

時也能提醒個人身處何處時應注意可能會有的隱私權限縮，387但不可忽略的是，

該判準的優點（判斷上具有彈性）亦為其缺點，常有人批評這個見解的標準過於

浮動；且實務與一般民眾所認知的隱私期待亦有落差；即使落差不大，合理隱私

期待的保障範疇也可能會受到社會通念或多數意見左右，甚或侵蝕。388可是，這

些缺失應是無可奈何之事，只能期待實務在運用這個判準時，須更加謹慎，避免

過度偏重社會現況的描述觀察，而忽略了隱私該有的規範意義。389
 

以求職者的「個人生活資訊」為例，其未如生理及心理資訊可輕易地被認定

為私密且敏感的資訊，因此即須面臨應如何操作「合理隱私期待」判準的問題，

以下先整理實務的見解。 

求職者的個人生活資訊是否在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圍之內，首應參酌聯邦最

高法院目前唯 3個有直接分析「資訊隱私權」概念的 Whalen 案、Nixon 案及 NASA

案。1977年的 Whalen案是聯邦最高法院第一個針對資訊隱私權概念為說明的判

決，其認為憲法所保障的隱私利益（資訊隱私權）包含兩個層面，一為避免私人

事務被揭露的利益；另為不受政府干涉作成特定重要決定的利益。隨後的（1977

年）Nixon 案及最近的（2011 年）NASA案就「資訊隱私權」的概念，均採相同

看法。 

然而，聯邦最高法院針對「資訊隱私權」概念的闡述，在界定此權的保障範

疇上，幫助仍屬有限，因細究 Whalen 案本身，該案並未具體分析資訊隱私權是

否存在，僅認為資訊蒐集後有保全措施，即無資訊隱私權的侵害；390並忽略蒐集

（及儲存）本身，也可能對資訊隱私權造成侵害。391換言之，該案根本是藉資訊

                                                       
386 See Stratton, supra note 9, at 677. 
387 See Azarchs, supra note 7, at 832. 
388 參劉定基，從美國法的觀點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隱私權的保障與衝突為中心，興大法學，11 期，2012 年 5 月，頁 216-217。又，合理隱私期待

的保障範疇遭社會通念或多數意見左右或侵蝕時，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隱私權內化效應」。

See Shaun B. Spencer,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nd the Erosion of Privacy, 39 SAN DIEGO L. REV. 843, 

864 (2002). 
389 參劉定基，同前註，頁 218。. 
390 See Azarchs, supra note 7, at 810-811. 
39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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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後有保全措施，迴避了哪些資訊不應被蒐集的討論，392因此並未對「合理隱

私期待」的判準提出實質貢獻。而 Nixon 案在援引 Whalen 案所提的資訊隱私權

概念後，雖然有具體操作「合理隱私期待」的判斷，但因本案是在分析總統的錄

音與資料保存問題，與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在背景上差異甚大，幫助同樣有

限。 

 至於 NASA 案，有學者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Whalen 案與 Nixon 案作出後，

經過了 30多年再次分析資訊隱私權時，竟仍僅先「假設」資訊隱私權存在，且

依舊未具體說明此權的保障範疇為何，或國家可以干涉到何種程度，實屬不妥。

393但關於此點，參與審理該案的 Scalia 大法官反而認為多數意見的事先假設，已

武斷地介入一個不應由聯邦最高法院來決定的問題：即安全與隱私的界線。394
 

 是故，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為何，僅能先蒐集實務肯認的項目，如 Whalen

案的「持有危險處方藥物者的姓名及地址」、Nixon 案的「總統的文書與錄音」、

NASA案的「因使用非法藥物而進行治療或諮商的資訊」及「有關個人可質疑其

誠實或可信賴度的資訊」。 

而巡迴法院的見解，Walls 案認為若是可自由取得的公共紀錄，即無隱私利

益可言，如婚姻狀況、逮捕和/或定罪。但應注意的是，基於對求職者公平就業

機會的保障，州法（如華盛頓州）有規範雇主不可詢問應徵者的婚姻狀況，並規

範雇主只有在求職者的逮捕和/或定罪紀錄可能對工作表現有不利影響時，始得

詢問。又，Thorne 案指出與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姻相關的個人生活資訊，

非公共紀錄載明的細節性事項，屬隱私權保障的核心；而 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 

Lodge No.5案則表示求職者的生理及心理狀況、財務情形、行為與習慣以及家庭

成員是否有被逮捕等資訊，應受隱私權保障。 

綜上，本文認為既然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不易劃定，在勞資雙方地位不對

等的情形下，宜放寬對「合理隱私期待」的解釋；且應特別注意雇主的「事先告

知」政策，不應影響到屬隱私權保障核心的利益，以及不應輕易認定有求職者的

「同意」後，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即無隱私侵害。簡言之，我們應將重點置於後

續雇主與求職者間的利益權衡。 

                                                       
392 See Christina P. Moniodis, Moving from Nixon to NASA: Privacy's Second Strand - A Right to 

Informational Privacy, 15 YALE J. L. & TECH. 139, 146 (2012-2013). 
393 See Azarchs, supra note 7, at 813-814. 
394 參 NASA 案中 Scalia 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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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資訊隱私權應於何時退讓？ 

界定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後，緊接著就要面對同樣令人煩惱的此一權利應

於何時退讓的問題，因涉及利益衡量的斟酌，應輔以相關案例事實整理、歸納。

以下會按生理資訊、心理資訊及個人生活資訊的類別，描述實務對「資訊隱私權

應於何時退讓」的看法，並為總體的評析。 

第一目  生理資訊 

個人的生理資訊，為私密且敏感的資訊，應受資訊隱私權的保障。雇主得否

蒐集之，須視不同資訊而定。依 GINA，原則上應排除應徵者的基因資訊；而基

因資訊以外的生理資訊，依 ADA，雇主提供有條件僱用後，即可為廣泛的詢問

或檢測，且不限於是否與工作相關，但雇主如發現暫時獲聘者有生理或心理上的

缺陷，則應先給予合理的幫助或安排。應特別注意的是，HIV檢測在有 ADA 適

用前，實務的看法是若某工作的執行，不太可能構成愛滋病的傳染，則雇主不得

命求職者接受 HIV檢測；但有 ADA適用後，重點則在於雇主知悉後有無提供「合

理的」協助或安排。又，依 Harrison案應可認為縱使雇主在甄選時，有廣泛的

資訊蒐集權限，但應限於相關人士（如雇主本身或負責體檢的部門）始得知悉。 

倘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爭議，須進行求職者與雇主的利益權衡時，Von 

Raab案強調公領域的雇主如有重要的公益目的，其蒐集行為即使未遵照增修條

文第 4條「令狀」與「相當理由」的要求，仍可能是「合理的搜索」；而生理資

訊的取得是否合理，Norman-Bloodsaw 案認為除應考量雇主知悉的目的及對求職

者隱私利益的侵害程度外，尚應斟酌雇主採用的手段對目的達成的實效性。假若

雇主無法證明獲悉求職者特定生理資訊與應聘工作的關聯，求職者即應享有最高

程度的合理隱私期待。 

 至於智力測驗，實務關切的是其是否具備「信度與效度」的問題。對此，法

院通常會參考 EEOC頒布的「員工甄選標準作業流程（Uniform Guidelines on 

Employee Selection Procedures of 1978）」，判斷雇主所舉的證據，是否真能證明智

力測驗的使用與職缺間具備明顯的關聯（Griggs 案）或是與工作的主要元素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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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聯（Albemarle Paper Co.案），而可預測求職者的工作表現。395
 

第二目  心理資訊 

 首先，關於「測謊」，除去其本身最受反對者抨擊的可信性問題後，細究其

內容，事實上與一般的背景調查無異，法院在審查上大多直奔雇主與求職者的利

益衡量問題而去，決斷被告（雇主）的測謊政策是否侵害原告（求職者）的隱私

利益，這種審查方式如是在公領域，不免有公、私益衡量時常見的爭議，像是應

採取什麼樣的審查標準及公益是否被過分放大等。關於審查標準的選擇，考量到

測謊的內容與背景調查相似，將於下一目與個人生活資訊的利益權衡一起說明。

396
 

若是透過「心理測驗（含誠實測驗）」取得的個人心理資訊，亦應具備私密

且敏感的特性，397但是與有 ADA適用的心理評估（體檢）不同，目前並無相關

的聯邦法律對此提供規範。Soroka 案雖是第一個以隱私權保障去分析私領域雇主

得否要求應徵者接受心理測驗的案例，但對於應如何衡量心理測驗中的隱私保障

問題，卻未提供任何幫助，原因如下。398首先，本案雖是以隱私權保障的角度出

發，但加州上訴法院的焦點卻直接置於顯有問題的宗教信仰及性傾向詢問，未就

本案是否有其他隱私侵害為更具體的討論，且加州最高法院之後另作的兩個判決

（Hill v.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n.
399及 Loder v. City of Glendale

400），更使

                                                       
395 應注意者，有認為 EEOC 的「員工甄選標準作業流程」主要是參酌 Griggs 案及 Albemarle Paper 

Co.案而定，在「測驗」的種類愈加繁複且多樣的今日，已有落伍的趨勢，建議雇主可參考其他

專業機構，如美國工業及組織心理學會（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所

定較新的「信度與效度」判斷標準，以防免 Title VII 的違反。See Daniel A. Biddle, Are the Uniform 

Guidelines Outdated? Federal Guideline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Validity Generalization (VG),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ist. Vol. 45, No. 4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siop.org/tip/april08/pdfs/454_017to023.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396 又，單就測謊的詢問內容觀察，既然多為個人生活資訊的挖掘，則是否應將其置於「心理資

訊」的蒐集中討論，似乎也非完全妥當。 
397 事實上，心理測驗的內容有時也會藉由對個人生活資訊的查探，來分析一個人的性格，而此

部分問題所得的資訊，似乎無法全然界定為私密且敏感的資訊。 
398 See PEGGIE SMITH, et al., PRINCIPLES OF EMPLOYMENT LAW 109-110 (2009). 
399 7 Cal.4th 1 (1994). 本案背景為：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簡稱 NCAA）要求大學運動員接受藥物測試（驗尿），以防止學生使用不法藥物作弊取得較好的

運動成績，同時保障學生的健康與安全。法院指出藥物測試雖會干涉原告（大學運動員）的隱私

利益，但被告（NCAA）是出於重大公益的考量，且手段與目的間具備實質關聯，並未侵害原告

的隱私。 
400 14 Cal.4th 846 (1997). 本案背景為：City of Glendale 命前來應徵的求職者及欲晉升的員工，均

須接受藥物測試（驗尿）。法院認為被告（City of Glendale）在甄選時，可藉由藥物測試了解求

職者或希望升遷的公務員有無藥物及酒精的濫用問題。 

http://www.siop.org/tip/april08/pdfs/454_017to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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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oka 案的參考價置大幅下降。 

 其次，在 Hill 案，加州最高法院表示本州憲法隱私權保障條款如是在私領域

主張，利益衡量上應採中度審查標準，此即有別於 Soroka案採用的嚴格審查標

準；在 Loder 案，法院亦採取中度審查標準，401並闡明應更加注重雇主的利益或

檢測目的，使求職者受加州憲法保障的隱私利益有所退讓。 

至於心理測驗有無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適用的問題，Greenawalt 案雖提到心

理測驗與血液或尿液採集相比，也許會對受測者帶來更嚴重的隱私侵害，但依舊

不承認可能揭露高度個人私密資訊的一系列問題詢問，構成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

索，以免造成許多日常事項必須事前聲請令狀（如背景調查或信用調查等）始得

為之的不合理現象。 

第三目  個人生活資訊 

1. 「資訊蒐集必要性」認定標準的選擇 

肯認特定個人生活資訊有隱私利益後，Thorne 案認為因墮胎與私人性事的

資訊，與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姻相關，屬隱私權保障的核心，應受嚴格審

查；Walls案在說明隱私權的保障並非絕對後，指出國家雖可干涉，但應通過嚴

格審查；而 NASA案，並未說明應適用何種審查標準。 

由此可知，資訊隱私權何時較值得受到保障，第一個須處理的問題即為應選

擇何種認定標準。若是參照巡迴法院的見解，目前多於中度與嚴格審查標準間徘

徊，402但這些判決的案例背景多與「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無關，而與本文議

題相關的判決，403考量到在心理資訊提到的 Soroka 案及在生理資訊提到的 Von 

Raab案，都是採取嚴格審查標準，本文認為當資訊的類別是私密且敏感的生理

或心理資訊時，宜採嚴格審查標準；404如是較難界定是否受資訊隱私權保障的個

                                                       
401 關於「審查標準」的選擇問題，請見下一目個人生活資訊中的討論。 
402 See Stratton, supra note 9, at 676-677. 
403 這些相關的判決，也只有一部分是「求職者」提起的爭訟；其他都是「員工」不滿雇主某些

資訊蒐集行為而提起的紛爭。之所以也介紹後者，是因為前者的判決有限，只好加入員工提起的

爭訟，作為推論在求職者的情況應如何處理，亦即有僱傭關係的存在下，雇主都不能蒐集勞工的

特定資訊時，則在無契約關係的甄選階段，雇主就更應克制可能不當干涉求職者隱私利益的行

為。 
404 雖然測謊的的詢問內容多為個人生活資訊的查探，但思及測謊「可信性」的爭議，本文認為

還是應選擇嚴格的審查標準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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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資訊，雖然具指標性的 NASA 案並未說明其採取什麼樣的審查標準，但若

是通常較具敏感性的資訊，如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姻等，此部分應採中度

審查標準，始較能兼顧雇主與求職者的利益；至於其他難以判斷的情形，則宜採

低度審查標準，然後把重心置於後續的利益權衡。405
 

2. 利益權衡的具體操作 

Thorne 案認為縱使雇主有正當的詢問目的，也無法將「與工作表現無關的

詢問」正當化；雇主的詢問或檢測是否與工作表現有關或有營業上的必要，在生

理資訊提到的 Norman-Bloodsaw 案指出除應考量雇主知悉的目的及對求職者隱

私利益的侵害程度外，尚應斟酌雇主所採手段對目的達成的實效性，才能判斷求

職者是否應享有合理的隱私期待。這個看似簡明的衡量方式，其實並非個人生活

資訊所獨有，在可否蒐集生理及心理資訊的問題上，亦有適用，但有一點我們必

須加以思量，即與工作表現有關（job-related）406或具營業上必要（business 

necessity）應如何解釋？  

若是「測驗」，有無工作關聯性或是否具備營業上必要，抽象的判準為雇主

的要求必須「與評估被告工作表現間有明顯關連」（Griggs 案），或是雇主的測試

須「對工作表現有預測性或與工作的主要元素有重要關聯」（Albemarle Paper Co.

案）。具體操作時應注意，雇主不得在無任何實證資料下，僅以一般人常識上的

臆想為基礎，對求職者為詢問或檢測，以及雇主不得採用「越多即越好」的模式

為詢問或檢測（El 案）；且雇主不得以過於寬泛或單一的標準篩選人才，否則只

是「營業上便利（business convenience）」，而非「營業上必要」（Lanning I 案）；

不過，雇主無須為通過營業上必要的檢驗，而設置超低的求職者鑑別門檻

（Lanning II案）。綜上，「與工作表現有關」或「營業上必要」的核心為，雇主

的檢測必須真的能夠鑑別出與求職者工作表現相關的資訊，否則即不應為之。簡

言之，雇主選用的測驗除應具備信度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該有的「效度」。 

  如是「詢問」，El 案先說明其原本認為不應以「測驗」的工作關聯性或營業

                                                       
405 有學者認為 NASA 案作為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所作的指標性判決，既

未明確指出應採取什麼樣的審查標準，則此議題下的利益衡量，均應使用「中度審查標準」較為

妥適。See Stratton, supra note 9, at 678. 但本文不贊同這個看法，因個人生活資訊與生理、心理資

訊在私密度或敏感度上顯有不同，且從個人生活資訊本身來看，其中也有一般人都認為比較敏感

的資訊，是以在審查標準的選擇上，並不宜作出一致的結論。 
406 或譯「工作關聯性」。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mt=LawSchool&db=708&stid=%7bbe810cde-c62f-4ba1-bd80-7df1f811cbbf%7d&tc=-1&rp=%2ffind%2fdefault.wl&sp=NTLCHENGUV&findtype=Y&ordoc=2011714458&serialnum=1971127025&vr=2.0&fn=_top&sv=Split&tf=-1&pbc=92363658&rs=WLIN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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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要判準為斷，因測試是用來了解求職者有什麼樣「與工作表現『直接』相關」

的能力或特色，但詢問（如犯罪紀錄的調查）則屬對求職者「未來工作表現的『間

接』風險評估」。可是在欠缺其他可供類比的案件下，El 案最終還是決定採用

Lanning I & II 案對 Griggs 案營業上必要判準的詮釋來分析，因雇主以測驗對求

職者的工作表現所作的直接評估，廣義而言亦屬風險的管控。 

有學者認為 El 案的分析方式，雖然是參酌 Griggs 案及後續幾個依循 Griggs

案判準的判決，但事實上已降低了營業上必要的判準，原因為 El 案表明雇主有

權利僱用最合適的員工，407且認為雇主對顧客安全的風險考量，亦得作為調查前

科紀錄具備「營業上必要」否的正當理由，從這些論述似可推出：雇主得以「風

險比較」作為判斷是否具備「營業上必要」的主要依據，無須考量求職者其他的

優良品質，而這樣的見解在某種層面上，無異是對雇主為信用調查的支持。408
 

 此外，要特別說明的是，有關「懷孕計畫」的「工作關聯性」判斷，鑒於已

有 PDA的規範，且實務也闡明了雇主不得任意詢問，許多雇主通常不會在甄選

階段就探查女性求職者的懷孕計畫。409現今比較常見的作法是雇主聘用女性後，

會在其懷孕時，以職務調動、公司業務減縮、員工績效不佳等「間接」方式，讓

懷孕員工產生心理或生理壓力，進而自行離職，藉此達到避免僱用懷孕女性的效

果，410所以我們真正要面對的問題應是：如何保障「在職女性懷孕後」的工作權

益。 

第三款  總體評析 

 美國實務對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多數下級法院均肯認憲法上資訊隱私權

的存在，雖然保障範疇有不易界定的困境，但可先放寬解釋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

「干涉」了求職者的隱私利益，以提供求職者一定的保護；至於是否造成「侵害」，

                                                       
407 El, 479 F.3d 232, 242 (Congress has not commanded that the less qualified be preferred over the 

better qualified simply because of minority origins.) (quoting Griggs, 401 U.S. 424, 436). 
408 因 El 案中法院贊同雇主得以有特定前科者對顧客可能帶來的風險，與無特定前科者相比，前

者較高時，縱使差距微乎其微，拒絕僱用前者，仍符合營業上必要。又，其他優良品質，以 El

案的原告為例，其當初暴力犯罪後，迄今已逾 40 年未再有任何暴力犯罪前科，但在「風險比較」

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此並非重要的衡酌因素。See Earle, Madek and Missirian, supra note 35, 

at 179-180. 
409 就算問了，女性通常會說沒有；縱使雇主事後發現該員工說謊，除非當初的詢問合法（即具

備營業上必要或真實職業資格）或該員工是「主動」說謊，才可據此解聘之。 
410 參李堯樺，我國懷孕婦女保障之研究－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美國相關制度為探

討中心，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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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進行雇主與求職者的利益衡量，此時的關鍵即雇主的行為有無「營業上必

要」。 

 雇主如欲主張其對求職者的詢問或檢測具備營業上必要或工作關聯性，必須

是出於正當的目的（如第二章提到的為了提高組織或企業的生產力、降低保險成

本、避免侵權責任以及維護公共利益等），且選擇的甄選工具應有助於目的的達

成。有法院認為雇主得以「風險比較」作為可否蒐集特定資訊的主要依據（El

案）；另有法院認為應注重雇主的利益或檢測目的（Loder 案），此不免令人憂慮

實務在作利益衡量或為營業上必要的判斷時，有無過於偏重雇主的利益，而輕忽

求職者的權益保障，這一點在「公領域或涉及公益考量」時更讓人擔心，以下即

深入剖析此一問題。 

第一目  雇主與求職者利益權量的失衡？ 

在 Norman-Bloodsaw案，法院認為公領域雇主若只是單純為了員工的職業健

康著想，就探查員工有無梅毒、懷孕及鐮刀型貧血，不足以說明雇主的行為有工

作關聯性。在 Von Raab案，法院亦指出公領域雇主不得僅以為了保護病人為由，

就命員工接受可信性仍有爭議的測謊。在 City of Chicago一案，法院雖肯定公領

域雇主得對求職者為背景調查，評判該人是否適任，但亦表示調查的目的須具體，

必須讓求職者了解此份工作的需求，因此為了解求職者有無「不良的性格、放蕩

的生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所進行的泛泛調查，顯已侵害求職者的隱私；判決

的末端尚有提及私領域雇主亦應避免如此。在 Thorne 案，公領域雇主若無法證

明欲查探的事項對求職者的工作表現有何影響時，即不可詢問應徵者的墮胎事件

與私人性事。 

從這幾則下級法院的判決可看出，當雇主的選才目的不夠重要或具體（如單

純表示為了員工的職業健康或保護病人或想知應徵者有無不良的性格、放蕩的生

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或是甄選政策過於隨性（如為泛泛的調查或探聽求職

者的風流韻事），則在利益衡量上法院顯然不會承認雇主的權益。 

是以，在 Walls 案，公領域雇主可出於「防止賄賂」的考量，調查「負責財

政事務、監督賠償金發放、定期與已受判刑的犯人聯繫，以及提供量刑上建議」

員工的財務資訊；在 Von Raab 案，公領域雇主得為「親自參與海關緝毒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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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安全、防止配有槍械者染上毒癮而危害公眾，以及避免走私者以非法藥物賄賂

管控機密文件者」，命涉及前述職務的求職者接受藥物檢測。 

在 Hester案，法院認為公領域雇主可為了防止員工牽連毒品交易，要求員

工進行測謊，只要詢問未涉隱私的核心領域（如婚姻、家庭及性關係等），縱使

問題可能令人尷尬，亦無隱私的侵害；在 El 案，公領域雇主在有專家的證明下，

得以「風險比較」作為可否蒐集求職者犯罪紀錄的主要依據；在 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FL-CIO案，法院贊同 Whalen 案提到的倘

資訊蒐集後不會散布於眾且設有安全措施，若無法證明該安全措施有瑕疵，即不

得以資訊可能被揭露為由，要求限制蒐集；並指出慮及員工「可信賴性」的判斷

是個不精確的科學，公領域雇主如有證據證明使用非法藥物或濫用藥物者以及信

用紀錄不佳之人，更可有較差的工作表現，即應尊重雇主的判斷，尤其員工的職

務涉及公眾信賴或與國家安全切身相關時，更應如此。 

觀察這幾則判決，當雇主的選才目的足夠具體並可通過目的審查時，依工作

的內容或性質，只要雇主舉得出無重大缺陷的證據或證明，並設有資訊蒐集後防

止揭露的安全措施，就隱私核心領域外的資訊，縱使詢問的問題或檢測的事項可

能令人尷尬，法院仍會允許雇主的蒐集。 

如此見解，是否可認定下級法院比較偏向維護雇主的利益？本文認為不可一

概而論，因只要雇主有仔細想過並能具體說明為何要蒐集特定資訊，甚或請來權

威性專家411幫忙證明「工作關聯性」，則隱私核心領域外可能令人尷尬的資訊，

或許容有蒐集的空間，如消防隊員的 HIV檢測或接送身心障礙者客運司機的特

定犯罪紀錄；但有無安全措施，並不適合作為可否蒐集的主要參酌因素，畢竟資

訊一旦揭露，即使未散布於眾，仍已對求職者的資訊掌控權有所干涉，更遑論尚

存有可能遭散布於眾的風險。 

上述判決的作成時間，均是在聯邦最高法院具指標性的 NASA案之前；而

NASA案作成後，目前相關的下級法院見解尚不多見，所以本文先分析 NASA案

作成前的判決後，接著除解析 NASA案外，尚會檢討第二章有簡略介紹過的

Whalen 案和 Nixon 案，儘管 Whalen 案和 Nixon案的背景事實與求職者個人資訊

保障無關，但因它們與 NASA案作為聯邦最高法院目前唯三個直接分析到資訊隱

                                                       
411 雇主請來的專家能否說服法院，是個案事實認定的問題，在 El 案，雇主共請了三位專家，但

有一位專家其研究領域顯與犯罪研究無關，法院即不參考其所提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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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保障的判決，本文認為有一同剖析的必要。 

在 Nixon 案，有學者認為法院應明確說明判決中用來認定前總統私益小於公

益的幾個理由412是否均足以單獨得出公益優於私益的結論；413但參與審理該案的

Burger 大法官卻質疑是什麼樣的公益勝過了前總統的隱私利益，尤其與 Whalen

案相比，Whalen 案的公益目的是為了防免或控制危險藥物使用者對社會可能帶

來的危害；而Nixon案的公益目的則只是一個廣義的公眾需要（a generalized need），

應不足以限制總統資訊隱私權的正當理由。414
 

而 NASA案，法院雖強調公領域雇主是基於「財產主體及其內部運作管理者

的地位」，可如同私領域雇主為了甄選適任者而進行背景調查，但在指出雇主是

出於重要的目的415蒐集資訊後，卻不要求雇主的背景調查須是侵害最小的手段。

有學者批評這樣的看法使人懷疑該案的手段與政府目的間是否具備應有的關聯，

416本文亦贊同之，認為即使公領域的雇主有重要的國家任務必須達成，但不應代

表其就可選擇對人民權益侵害較大的手段，來了解求職者或員工是否適任。 

Scalia 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中另有抨擊，本案的多數意見並未提供下級法院

任何指引，例如：多數意見認為本案承包商雇員所從事的工作相當重要，如此是

否意味若對從事低階工作的承包商雇員進行背景調查，結果可能不同；多數意見

並認為，避免未經授權而揭露的保障規定，「原則上」足以減輕隱私的顧慮，但

其並未說明可能有哪些例外。 

又，NASA 案認為開放式詢問之所以合理的其中一個理由為「普遍被公、私

部門使用」，如此是否會有我們應小心應對或避免的「隱私權內化效應」，亦即當

                                                       
412 Nixon 案認為依總統錄音與資料保存法，總統的文書或錄音是否應予保存，其審核方式對總

統的隱私利益（合理隱私期待）僅屬有限度的侵害，原因為：一旦檔案管理人員發現純粹私人文

書或錄音，即會發回；所保存者並非純粹私人文書或錄音；由專人進行審核；以及非純粹私人的

文書或錄音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因此並無資訊隱私權的侵害。 
413 See Azarchs, supra note 7, at 812-813. 
414 參 Nixon 案中 Burger 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 
415 在 NASA 案，法院認為擔任非敏感性職務，也須接受背景調查的噴射推進實驗室（JPL）員工，

是平日會接觸到「價值 5 億 6 千 8 百萬美金的克卜勒太空天文台（Kepler space observatory）、首

席問題分析師、負責測試所有 NASA 將在太空使用科技的計畫負責人，以及伽利略計畫（Galileo 

Project）與阿波羅登月計畫（Apollo Moon landings）軌道設計（trajectory designers）的共同負責

人」的人，考量到這些人所接觸的事物或對象，對於 NASA 要執行的計畫均非常重要，且各個

計畫都是由美國納稅義務人花費數十億所支持的情形下，政府即有很強的利益命這些人配合背景

調查。 
416 該學者質疑難道是因本案尚有防止資訊揭露的保全措施，即無須選擇最小侵害手段？See 

Azarchs, supra note 7, at 8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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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自覺地受到外界連續的隱私侵害影響時，最後反而會將外在規範內化為自

己行為規範的現象，417讓人憂慮。還有，NASA 案雖未如 Whalen 案，以資訊蒐

集後有保全措施，迴避到底有無資訊隱私權侵害的問題，但其對資料外洩的疑慮，

僅以儲存資訊就可能發生此風險為由帶過，應認不妥，畢竟有些資訊一經洩露（如

生理資訊的HIV檢測陽性反應報告），受害者須承受的可能是一輩子的異樣眼光、

排擠或污名，絕非抓住洩密者或對洩密者作了什麼樣的懲罰，就可以彌補已造成

的傷害，所以本文認為應掐斷問題（洩露風險）的源頭，在一開始就仔細分析有

無蒐集特定資訊的必要，並排除「雇主蒐集資訊後僅儲存之；而儲存就會有洩露

的風險」作為可蒐集特定資訊的其中一個正當化事由。 

聯邦最高法院針對資訊隱私權的分析，相較於下級法院的見解，本文認為似

乎比較維護雇主的利益。就算先撇除明顯偏重公益，但卻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

無關的 Whalen 案與 Nixon案，NASA 案本身亦存有公益被過度擴張，而蓋過營業

上必要（工作關聯性）判斷的問題，原因為 NASA案闡明政府作為僱用人與財產

主體，可以為了內部運作管理的利益，使原告的資訊隱私權作出退讓，但單單強

調政府此時就如同一般私人雇主的作為－篩選優秀員工，認定本案並無資訊隱私

權的侵害，似有推論過快之嫌，因為就算如同一般私人雇主所為，私人雇主的利

益也未必會優於求職者的隱私利益，因此應有必要更具體地分析雇主的行為是否

真的符合營業上必要；此外，「普遍被公、私部門使用」以及有相關的「保全措

施」，是否也可作為蒐集特定資訊的正當理由之一，承如前述，這些也都是本文

認為在利益權衡時須再加思量的地方，否則就可能會導致失衡，過度保障了雇主

的利益，而輕忽求職者的權益。 

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前述法院見解雖均是針對「公領域」雇主所為的判

決，但「私領域」雇主也應有相同的注意，因資訊隱私權的核心價值：個人對其

資訊應享有得自己決定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向他人傳達至什麼程度的資訊

自我控制權，不應以是在公領域或私領域而有所區別。反到是「公領域」雇主須

特別注意有無濫用「公益」的目的，不當壓迫求職者的資訊自我控制權；而「私

領域」雇主選才時如有考量到「公益」，也須謹慎斟酌。 

                                                       
417 See Spencer, supra note 388, at 864. 另應注意者，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Greenawalt案闡述的「考

量到心理測驗的一系列詢問『經常被雇主使用』，因而不應被認定是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的搜索」，

也使人產生同樣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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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利益權衡說」的再思考 

有學者認為「涉及公益」考量時，尤其是「公領域」的雇主，如欲探討資訊

隱私權是否較值得受到保障，應揚棄以公、私益權衡的方式為之，因為基於資訊

隱私權本身的特性，隱私利益可能會被弱化，使公益被過度重視，理由如下：418
 

首先，鑒於「隱私權」的複雜性及多面性，其保障範疇相對於其他權利本較

含糊；且討論「資訊」隱私權時，因資訊的非競爭性（nonrivalrous）、不可見性

（invisible）及可重組性（recombinant），419除使「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圍更加

曖昧外，人民亦不易察覺這個權利有受到侵害。 

其次，縱使人民有所發覺，法院進行利益衡量時，通常會認為人民只是基於

抽象層面上個人對這個權利可能受到侵害的憂慮而主張，而未考量到「資訊聚集

（data aggregation）」420的效果，致使無法正確衡量隱私利益的價值。421且法院

在衡酌政府利益時，容易因政府是代表公益，就對政府經常看似「廣大而崇高的

國家安全等公益」主張，予以過度評價。422
 

簡言之，進行利益權衡時，兩方利益應具備「明顯的對立性」，否則以不易

查覺權利有被侵害的一方（資訊隱私權），與貌似至高無上的「國家安全」等公

益為利益權衡，就容易得出公益較為重要的結論，使利益權衡判準難以發揮應有

的評價功能。423
 

為防止前述缺點，學者認為思考資訊隱私權保障議題時，應先區分該資訊是

否會向公眾揭露，再分析政府蒐集該資訊的背景事實及資訊的種類，才能定奪此

權利是否有受到不當的侵害，而不應單以公、私益權衡為斷。424學者認為這個看

法不須量化欠缺共同衡量標準的公益與私益，將使人民無須立於國家的對立面，

為較佳的資訊隱私權保障方式。425
 

                                                       
418 See Moniodis, supra note 392, at 163. 
419 Id. at 153. 
420 「資訊聚集」是指因資訊有可重組的特性，在資訊的不斷累積下，就會進一步揭露出更多有

關特定人的訊息。See DANIEL J. SOLOVE, UNDERSTANDING PRIVACY 70 (2008). See also DANIEL J. 

SOLOVE, NOTHING TO HIDE: THE FALSE TRADEOFF BETWEEN PRIVACY AND SECURITY (2011). 
421 See Moniodis, supra note 392, at 159.  
422 Id. at 160. 
423 Id. at 163. 
424 Id. at 165. 
425 Id. at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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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見解之下，學者重新審視 NASA案，主張 2011年的 NASA 案應僅參考

1977年的 Whalen 案，認為這兩個案件均未以「利益衡量」為判準，而是採前述

的類型化審查模式（a categorical analysis）。426此種討論方式，有別於死板的公、

私益權衡，能更全面的分析資訊隱私議題。427
 

 依類型化審查模式，對 NASA案的分析可整理為：428
1.政府蒐集的資訊並未

揭露於眾；2.背景（context）：被蒐集資訊者是聯邦承包商的雇員、政府是立於

雇主的地位為一般私人雇主多會採取的蒐集行為。此時再從這些經特別擷取出的

特色，分析人民的資訊隱私權是否較值得受到保障。 

 本文認為提出「類型化審查模式」的學者 Christina P. Moniodis 對利益衡量

說的批評，看似很有道理，但其提出的類型化區分說是以「公領域」為前提，如

在「私領域」，是否仍有改用類型化區分說的必要？又，學者並未說明為何須先

判別資訊是否會揭露於眾，亦未就如何類型化有更細緻的闡述，僅言有待法院實

務的未來動向，適用上顯有困難。 

 

                                                       
426 Christina P. Moniodis 認為 Whalen 案與明顯訴諸公、私益權衡（a balanceing test）的 Nixon 案

不同，Whalen 案是以蒐集資訊的類型、背景及規範等因素作類型化分析（a categorical analysis）。

兩個判決在分析的差異，可能是造成巡迴法院探討資訊隱私權是否應受保障時，見解上發生歧異

的主因，但因二案宣判時間過近，下級法院多不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短時間內即變更了探討此權

的判準，而嘗試融合二案對資訊隱私權的分析方式。因此可以說 Nixon 案模糊了 Whalen 案對資

訊隱私權是否應受保障的解釋。NASA 案雖未點出 Whalen 及 Nixon 案判準的差異，但應可從判

決中的蛛絲馬跡發現，審理 NASA 案的法院並未遵循 Nixon 案，因 NASA 案中並未出現 outweigh

及 balance 的字眼。更重要的是，NASA 案同 Whalen 案均有區辨蒐集的資訊是否會揭露於眾，以

及考量如對蒐集資訊有保全措施，僅向政府揭露，是否即可取代法院的審查。Id. at 163-164. 
427 See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14 (2009). 
428 See Moniodis, supra note 392, at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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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 

 我國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在憲法位階有「資訊隱私權」的庇護；在法律

位階，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與就業服務法（簡稱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作為基本規範，相關的特別規定還有職業安全衛生法及保全業法等；

且民法亦允許人民在隱私權或人格權受到侵害時，可請求財產上與非財產上的損

害賠償。 

這些規定交織成一張保護人民隱私利益的蛛網，不過，在實務的操作下，是

否足夠堅韌，還是仍有破洞，除第二章介紹過的資訊隱私權，以下將一一述說相

關法規，並蒐集有關裁判，整合、分析我國法制對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是否尚

有不足，或已對雇主形成過度的限制。 

第一節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一項  個資法簡介 

第一款  立法沿革 

鑑於電腦科技的進步及資訊時代的來臨，訊息的流通已不再受疆域所限，為

保護其中的個人隱私，我國在 1995 年 8月通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簡

稱電資法）」，提供相關的保障。1然而，因為立法當時的資訊科技尚未普及，並

考量到執法的效能，2電資法僅在「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的「八大行業」3與

主管機關公告的指定事業，4透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時，始有適用。 

可是，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及網際網路的越發便捷，如今已不僅是資訊時代，

而是資訊爆炸的年代，電資法對個人資料的隱私保障已有不足。行政院幾經研議

                                                       
1 關於電資法詳細的立法沿革可參李震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回顧與前瞻，中正法

學集刊，14 期，2003 年 12 月，頁 36-37。 
2 參范姜真媺，個人資料自主權之保護與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法學叢刊，57 卷 1 期，2012 年

1 月，頁 71。 
3 依電資法第 3 條第 7 款，非公務機關的「八大行業」是指徵信業、醫院、學校、電信業、金融

業、證券業、保險業及大眾傳播業等。 
4 如期貨業及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等，詳可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企業

利用個資進行問卷調查涉及問題之分析，2009 年 9 月，網址：https://stli.iii.org.tw/QA-Doc/QA-3.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https://stli.iii.org.tw/QA-Doc/Q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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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 2004 年 8月提出了電資法修正草案；多番波折後，在 2010年 4月獲得立

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5月由總統公布「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後又經過了 2

年多的緩衝準備期，個資法終於在 2012年 10月 1日以分階段的方式，讓尚存爭

議的第 6條（特種個人資料的規範）及第 54條（個資法修正施行前間接蒐集個

人資料的告知義務）先暫緩實施，其餘條文則正式施行。 

 到了 2015年 12月 15日，立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在個資法分階段施行後另

行提起的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包括當時暫緩實施的第 6條及第 54條等相關規定，

這部分的規定已由總統在同年 12月 30日公布，並於 2016年 3月 15日開始施行。 

 第二款  特色 

新修個資法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的修正內容：5
 

1. 適用範圍的擴大： 

個資法的規範客體已不限於經「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尚含透過其他方式

處理、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他人的資料；6但不包括「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

活動目的」使用個資的情形，亦不包含「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料」。7在規範主體部分，個資法已將「公

務機關」與「公務機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全數納入。8
 

2. 「一般個人資料」與「特種個人資料」的區別： 

個資法參考歐盟與德國的立法例，將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個資」與「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 6種「特種個資（或稱敏感性資

料）」，並予後者特別的保護，即：除非例外符合法定要件，否則原則上不可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9
  

                                                       
5 本文僅介紹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相關的重要修正。 
6 個資法第 2 條。 
7 個資法第 51 條。 
8 個資法第 2 條。 
9 個資法第 6 條。又，特種個資的具體內涵可參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本法第二條

第一款所稱病歷之個人資料，指醫療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列之各款資料。（第 2 項）本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稱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

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

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第 3 項）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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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義務的增訂： 

(1)蒐集個資時的告知義務：個資法規定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蒐集他

人個資，各有應盡的告知義務。10若為直接向當事人蒐集，原則上必須明確告知

其名稱、蒐集目的、資料類別與利用方式等，且告知的時點為蒐集當時；如是自

第三人處間接取得當事人的個資，原則上除負有與直接蒐集大致相同的告知義務

外，尚必須向當事人本人告知個資來源，告知的時點則是在處理或利用個資之前。

另應注意的是，間接蒐集比直接蒐集有更多的法定告知義務免除事項。 

(2)個資外洩時的查明及通知義務：考量到個資遭受不法侵害時，受害人通

常無法立即得知，也就無法即時因應，所以個資法規定經蒐集的資料如遭竊取、

洩漏或竄改等侵害，資料蒐集者即應趕緊查明事實，並視情況（如人數的多寡）

以電話、信函或網路公告等方式通知受害人。11
 

4. 「同意」地位的提升： 

個資法將「同意」的定義提升至法律位階，12並將「同意」與「告知義務」

作連結，確立了「告知後同意」原則，強化當事人權益的保障。13尚應留意的是，

在 2012 年 10月 1日分階段施行的個資法，就「一般個資」原本規範取得當事人

                                                                                                                                                           
之個人資料，指由人體一段去氧核醣核酸構成，為人體控制特定功能之遺傳單位訊息。（第 4 項）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生活之個人資料，指性取向或性慣行之個人資料。（第 5 項）本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稱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指非針對特定疾病進行診斷或治療之目的，而以醫療行為施

以檢查所產生之資料。（第 6 項）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指經緩起訴、職

權不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執行之紀錄。」 
10 個資法第 9 條（間接蒐集的告知義務）：「（第 1 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

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

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第 2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一、

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三、不能

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

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五、大眾傳播業者基

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第 3 項）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

併同為之。」 

個資法第 8 條（直接蒐集的告知義務）：「（第 1 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

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

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

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

其權益之影響。（第 2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三、告知將妨

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六、個人

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11 個資法第 12 條。 
12 個資法第 7 條。 
13 參劉定基，「個人資料保護法」初論，台灣法學雜誌，159 期，2010 年 9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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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同意」時，即可蒐集、處理或利用；而暫緩實施的個資法第 6條則規定，

就「特種個資」即使有當事人的「書面同意」，亦「不可」蒐集、處理或利用。

惟在 2016 年 3月 15日全面施行的個資法，為尊重當事人自主控制其個資的權利

以及區別資料的敏感性，上述規定已被修改為：如是「一般個資」，取得當事人

「同意」後，即可蒐集、處理或利用，不再有書面的要式要求；若為「特種個資」，

在有當事人「書面同意」下，亦例外可蒐集、處理或利用。 

5. 罰責的加重 ： 

個資法在民事、14刑事15及行政責任16部分，均有較電資法更嚴厲的規範。在

民事責任，電資法原本規定當事人個資受到不法侵害時，每人每一事件可請求 2

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的損害賠償，且資料蒐集者就同一事件的多數受害人僅須

負 2000 萬元的賠償上限；個資法則規定只有在當事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

害時，才須有 500元以上 2萬元以下的賠償上限與下限，且為敦促資料蒐集者謹

慎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資，就同一事件的多數受害人必須負 2億元的賠償上

限，若因此所獲利益超過 2億，則以所獲利益為上限。 

在刑事責任，電資法原本規定「意圖營利」而違反電資法有關資料的蒐集、

處理或利用等規範者，才須遭受刑事制裁（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4萬元以下罰金），且為告訴乃論之罪。2012 年 10月 1日分階段施行的個資法，

在第 41 條就前述情形17除有更嚴厲的刑責（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

以下罰金），並修改為非告訴乃論之罪外，更規定不具營利意圖者，亦構成犯罪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20萬元以下罰金），不過此部分依舊為告

訴乃論之罪。然而，在 2016年 3 月 15日全面施行的個資法，立法者就第 41條

刑事責任的成立卻有了較為緊縮的規範，必須是「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始會受到刑事處罰（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18
 

在行政責任，未依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資料者，電資法原本規範主管機關

得處行為人 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的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可

                                                       
14 個資法第 28-29 條。 
15 個資法第 41 條、第 45 條。 
16 個資法第 25 條、第 47-48 條。 
17 指有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等規定的違反。 
18 其餘情形因可非難性較低，依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或行政罰解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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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處罰；個資法則將罰鍰提升為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第 47條）。未履行

應盡的告知、通知義務或忽視當事人權利者，電資法本來規定主管機關得處行為

人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的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可按次處罰；

個資法則將罰鍰提升為 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第 48條），且個資法還新增了

罰鍰以外的必要處分，像是主管機關可公布非公務機關的違法情況及其姓名或名

稱與負責人，或是禁止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或利用特定個資等（第 25條）。 

第二項  個資法的適用 

個資法的立法目的，是為了建立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的正當程序與規範，

落實個人自主控制己身資訊的權利，防止人格權遭受不當的侵害。19個資法第 5

條即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但具體上雇主到底可否及如何蒐集、處理或利用求職者的特定資訊，本

文依個資法對資料種類的區分，也就是「一般個資」與「特種個資」，分別進行

說明，並提出適用上的疑問。 

第一款  一般個資的蒐集、處理或利用 

第一目  公領域雇主 

「公領域」雇主如欲「蒐集或處理」求職者的一般個資，須有特定目的及符

合個資法第 15條所定的情形。所謂特定目的，資料蒐集者可參考法務部依個資

法第 53 條公告的「個資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而雇主蒐集求職者個

人資訊的特定目的，可參考的項目即為「人事管理（甄選）」。 

關於個資法第 15條所定情況，共有 3款，分別為「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經當事人同意」及「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公領域雇主可主張且較無

疑義的依據應是「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有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的操作，應特別注意者，什麼是執行「法定職務」20的「必要」範圍，此須觀察

                                                       
19 參個資法第 1 條及范姜真媺，同前註 2，頁 73。 
20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及第五款、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第十條但書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所稱法定職務，指於下列法規中所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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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對其「組織法規所定職務」及相關作用法規的詮釋與適用，才有辦法釐

清公務機關蒐集、處理特定資訊的行為，是否與「任務權限與管轄等範圍中所掌

理的業務或事項」有關21且必須。 

而「經當事人同意」，依個資法第 7條，22是指當事人在蒐集者告知應告知

事項後，所為允許的意思表示；且經明確告知後，當事人如未表示拒絕，並提供

個人資料，則推定其已同意；若發生爭執，應由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的經當事人同

意事實，負舉證責任。本文認為雖個資法對同意的適用有了更審慎的規範，23但

在勞資地位通常不對等且公務機關往往具備權威性的情況下，當事人的同意是否

有效，恐怕將受質疑，24所以本款雖也有機會作為雇主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的憑

據，但本文並不建議公務機關使用之，還是應以「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

蒐集事由，始較妥適。 

至於「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因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資時，勢必會干涉到

                                                                                                                                                           
務機關之職務：一、法律、法律授權之命令。二、自治條例。三、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之自治規

則。四、法律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 
21 參李震山，同前註 1，頁 68。 
22 個資法第 7 條：「（第 1 項）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

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第 2 項）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

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第 3 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

人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如未表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人資料者，推定當事人

已依第十五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同意。（第 4 項）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

當事人同意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23 也就是將「同意」的定義提升至法律位階；把「同意」與「告知義務」作連結，以及要求由

資料蒐集者負擔「同意」的舉證責任。又，須特別留意的是，在電資法時代，同意除指明示的同

意外，尚應包含默示的同意；且當事人有無默示同意，應以「完全了解或經適當告知」為前提（參

劉定基，資訊時代的職場隱私權保護－以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一三九號民事判決為中心，

律師雜誌，307 期，2005 年 4 月，頁 59），並不含括「單純沉默」或「反面同意條款（如：若不

同意，請在此簽名）」。最高法院 29 年度上字第 762 號判例即表示：「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

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

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法務部 2009 年 1 月 8 日法

律字第 0970038035 號函亦指出當事人無表示不同意的義務，不可因其未為表示，即反面推論當

事人有同意的意思。然而，依個資法第 7 條對同意的定義可知，個資法所認定的同意僅涵蓋當事

人經相關必要告知後表示允許的「明示同意」，以及經告知後雖未明示同意，但亦未表示拒絕，

且已提供其個資的「推定同意」。是以，「默示同意」的情況，應已被個資法排除。 
24 歐盟的個資保護工作小組（Article 29 Working Party）在 2011 年，有提出一份針對「當事人同

意」的看法，說明哪些情形應限制、甚或禁止「同意」作為資料的蒐集事由，其中亦論及「當事

人的同意，必須是在沒有欺騙、畏懼、強迫或不同意時將引發顯著負面後果的情形下，始屬有效。…

舉例來說，僱傭關係中因勞方通常會懼怕若不同意雇主的要求，將會受到不利對待，如喪失工作，

所以勞方並非完全自願作出同意的意思時，該同意即應無效，建議會員國立法限制或禁止雇主使

用之。」See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15/2011 on the definition of consent, at 

12-13, Jul 23, 2011,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ndation/files/201

1/wp187_en.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ndation/files/2011/wp187_en.pdf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ndation/files/2011/wp187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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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對其己身資料的自主控制權利，難謂對當事人的權益毫無侵害，因此應無

適用可能。 

「公領域」雇主「利用」求職者的一般個資時，依個資法第 16條本文規定，

必須在「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亦即雇主

以甄選的目的蒐集或處理求職者的個資後，欲進一步利用時，也必須與當初的甄

選目相關，假若與甄選目的無涉，就必須符合第 16條但書的「目的外利用」事

由，始可為之。 

以「履歷調查」為例，雇主通常會聯繫求職者的前雇主為履歷的核實，前雇

主出於人事管理目的而掌有的員工個資，可否以及能向潛在雇主為何種程度的揭

露，即屬「目的外利用」的問題。25依第 16條但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

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同意。」其中除同樣須注意當

事人同意的有效性外，倘以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為據，更應謹

慎，以免浮濫。 

第二目  私領域雇主 

「私領域」雇主「蒐集或處理」求職者的一般個資時，亦須有特定目的，並

符合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所定情況。關於特定目的，已如前述，雇主得參考使

用法務部公告的「人事管理（甄選）」。而個資法第 19條第 1 項所定情形，雇主

得主張的、且較無爭議的憑藉為「法律明文規定」與「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

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當然除這兩款蒐集事由外，雇主亦有機會以「當

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經當事人同意」及「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及「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

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作為蒐集應徵者個資的

                                                       
25 前雇主在蒐集員工的資訊時，應未預設將來會提供他人作「履歷調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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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6以下分別介紹之。 

「法律明文規定」，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9條，是指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

權的法規命令，例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規定，雇主應於「僱用勞工時」，

27替勞工辦理體檢；其子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第 1項）進一步規範，

雇主除應依附表八的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有的工作按其作業類別，尚

應依附表十的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28
 

「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此款應是雇主

最常用來主張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依據。何謂「類似契約之關係」，依個資法

施行細則第 27條第 2項，29是指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在僱傭契約尚未成

立的甄選階段，為準備或商議訂立契約所進行的接觸或磋商行為。因此，一般公

司行號為招募人員而向「應徵者」蒐集其一般個資時，縱未得當事人同意，亦無

不可。30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是指當事人自行向「不特定人」或「特

定多數人」揭露其個人資料；而何謂「自行」，為妥善保障當事人的資訊自主權，

應限於「主動」及「有意」的情況。31但有疑義的是，該如何解釋「特定多數人」，

此應可參考大法官釋字第 145 號解釋理由書對刑法分則中特定多數人的解說，即：

應視法條的立法意旨及實際情形是否已達公然的程度而定，是以，對特定「多少

                                                       
26 至於「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因顯與雇主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的情況無關，

並無討論的必要；而「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則如先前介紹個資法第 15 條時所述，雇主要求應

徵者揭露個資時，難謂對當事人的權益（個人資料自主控制權）毫無侵害，應無適用的可能。 
27 關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的「僱用勞工時」，是指僱用前還是或僱用後？有認為該法的目

的是在課予雇主對受僱者的保護照顧義務，所以體檢的時點應是在僱用契約成立後。但本文不贊

同這個看法，認為法定體檢的目的既是使雇主可判別勞工的工作適任性，則自應允許雇主可在僱

傭契約成立前（也就是求職階段）要求應徵者接受之。同樣的見解另可參姚妤嬙，勞動領域勞工

隱私權之研究－以求職階段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115。 
28 應注意者，「體檢」事實上是個資法第 6 條「特種個資」所列的「健康檢查」。 
29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類似契約之關係，指下列

情形之一者：一、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或為交易之目的，

所進行之接觸或磋商行為。二、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止而消滅或履行完成時，非公務機

關與當事人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確保個人資料完整性之目的所為之連繫行為。」 
30 鍾文岳、汪家倩，個人資料保護法，這樣讀就對了－企業篇，萬國法律，181 期，2012 年 2

月，頁 6。 
31 參劉定基，析論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當事人同意」的概念，月旦法學雜誌，218 期，2013 年 7

月，頁 16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JMrC7/search?q=dp=%22%E6%B3%95%E5%AD%B8%E9%99%A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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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揭露並非關鍵，尚應衡酌行為人「選定的多數人」與其關係為何，如是親友

團，或許行為人只是希望向這些較親密之人分享私事，倘因分享的人數略多，就

認定其有向一般大眾公開的意思，應不符個資法保障個人資訊自主權的意旨。32

至於「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則是指，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的法規命令

所公示、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公開的個人資料。 

倘雇主欲以此款作為求職者的個資蒐集事由，須留心的是，有認為就算是已

公開的個資，雇主在蒐集前仍應檢驗該資訊當初公開的緣由為何，如與雇主的招

募聘僱目的無關，雇主仍不應蒐集之，否則將不符個資法第 5 條的保障意旨；33

但本文認為若已符合「公開」的要件，且該公開並無當事人「顯非」主動、有意

的情形時，雇主本於甄選的目的為蒐集，應無不可，不然無異要求雇主負有蒐集

公開資訊前，尚須調查資訊公開目的為何的義務，如此將對雇主造成過度的負擔，

且亦與「合理隱私期待」的解釋不相契合。 

「經當事人同意」，私領域雇主適用此款時，同先前介紹公領域的情況，須

注意個資法第 7條的規範，與斟酌同意有效性的問題。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此款為典型的不確定法律概念，有認為僅以「公

共利益」作為個資蒐集事由的唯一構成要件，在立法上顯過於寬鬆，不利於對當

事人資訊隱私權的保障，且可能遭到濫用。34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

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8條，「一般

可得之來源」是指，透過大眾傳播、網際網路、新聞、雜誌、政府公報及其他一

般人可得知悉或接觸而取得個人資料之管道。因此，「一般可得之來源」與前述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會有一定程度的重疊，但「一

般可得之來源」中的資料，未必來自於當事人有主動權的自行公開，或者是經過

合法程序揭露的公開，所以立法者強調如有「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

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的情形，資料蒐集者即無法自「一般可得之來源」

蒐集當事人的個資。雇主如果希望以此款蒐集求職者的個資，即應留意當事人是

                                                       
32 同前註，頁 165。 
33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35。 
34 參范姜真媺，同前註 2，頁 95。又，前述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第 2 款以及稍後會提到的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均將「公共利益」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的事由，也有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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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顯然更值得保護的重大利益，若有，雇主即無法自「一般可得之來源」蒐集

求職者的個資。 

鑒於「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經當事人同意」、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及「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

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在適用上各

有各的難題，是以本文建議私領域雇主還是選擇最直接的「法律明文規定」或「與

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作為應徵者個資的蒐集

事由，始較便宜、妥適。 

「私領域」雇主如欲「利用」求職者的一般個資，依個資法第 20條第 1項

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利用，除特種個資外，應在蒐集的特定目的必要

範圍內為之；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

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

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

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

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適用上應注意的是，個資法第 20條第 1項但書與公領域雇主可在「特定目

的外利用」求職者一般個資的例外規範（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相比，差別僅在

於少了「維護國家安全」。其餘問題則同先前介紹個資法第 16 條時所提，私領

域雇主亦應小心使用例外規範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並注意當事人同意的有效

性。 

第二款  特種個資的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資法第 6條原本規定「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35為

原則上禁止蒐集的特種個資（敏感性個資），從形式上觀察，該規範似符合「國

家對敏感性個人資料賦予最高度保護之個資保護趨勢」。36然而，個資法在施行

初期（2012年 10月 1日）為避免該規定對我國公務與非公務機關造成巨大的衝

                                                       
35 關於「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各自的定義，可參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的規定（見註 9）。 
36 劉定基，同前註 27，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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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將其定為暫緩實施的條文。37
 

在個資法第 6條施行以前，已有學者針對立法者「列舉」的項目提出質疑，

因個資法第 2條在例示哪些資料屬於個資法規範的個資時，舉「病歷、基因、醫

療及健康檢查」等資料為例，卻只將後三者列為特種個資，產生了病歷在解釋上

可能含有「基因、醫療及健康檢查」等資料，卻反而被排除的奇怪現象。38此外，

依個資法第 8條與第 9條的文義，在當時會得出蒐集特種個資，反而無須踐行相

關告知義務的荒謬結論，有認為這是立法的缺漏，蒐集特種個資時，仍應有個資

法第 8條與第 9條的適用。39
  

前述問題在 2016年 3月 15 日全面施行的個資法中，均獲得解決，立法者已

將「病歷」列入了敏感性個資，所以我國目前共有「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 6種特種個資；並在第 6條新增了第 2項規定，使蒐集

特種個資者，亦須準用第 8條與第 9條的規範。 

至於何時可例外蒐集這些特種個資，依個資法第 6條第 1 項但書，立法者共

定有 6種情況：「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

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事人自行

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

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

                                                       
37 尚未施行前，有關特種個資的蒐集、處理或利用，仍是依一般個資的規範處理。 
38 參劉定基，同前註 13。另有認為亦應將屬個人身體獨一無二生物特徵的「指紋」納入特種個

資；且「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及「參與工會」等資訊，與其他一般個資相比，更為敏感，亦

有須討論是否列為特種個資的必要（參鍾文岳、汪家倩，同前註 30，頁 8-9；黃荷婷，勞工資訊

隱私權與雇主經營管理權－建構就業資料保護之衡量標準與權利救濟，前瞻科技與管理，2 卷 2

期，2012 年 11 月，頁 80）。又，暫且不論「法定」特種個資的項目有無掛一漏萬，就現有項目

本身，學者認為尚有幾點疑惑，像是：關於「基因」，本其「遺傳性」而產生的「家屬權益」，似

應較其他已列舉的特種個資，有更嚴謹的規範，如以「當事人自行公開」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作為例外允許可蒐集的依據，顯然未考量到基因資訊所具備的「家族性」特色，可能會對當事人

的家屬造成困擾（參林維信，基因資訊保護之研究，科技法學評論，4 卷 1 期，2007 年 4 月，頁

194-195）；而「性生活」的範圍，除立法理由明示的性取向或性傾向，是否也包含性行為的偏好、

曾為性交易及婚外情等資訊，亦讓人疑惑（參劉定基，同前註 38）。 
39 個資法第 8 條與第 9 條是針對一般個資蒐集（個資法第 15 條與第 19 條）所作的告知義務規

範，而依個資法第 15 條與第 19 條的文義，其已先排除個資法第 6 條有關特種個資的情況。參鍾

文岳、汪家倩，同前註 30，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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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這些例外事由在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下，第 4款顯無適用的可能。而第

1款（法律明文規定）、第 2款（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

「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和第 5款（為協

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其重點均是在雇主須注意「法有無特別規定」，

40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第 1項，雇主有權

也有義務在僱用勞工時，要求勞工接受法定體檢（健康檢查）；依保全業法第

10-1條，因保全人員不得有特定前科，所以雇主同樣有權也有義務查明應徵保全

者是否有法律禁止的犯罪紀錄。 

雇主在適用第 1款、第 2 款或第 5款時，應留心的反而是，立法者或行政機

關訂定的特別法規是否恰當，舉例來說，「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隊員甄

選要點」曾規範清潔隊隊員不可有任何前科，完全未考量到犯罪紀錄與清潔工作

的完成有何關聯，即非恰當。41
 

關於第 3款（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在介紹私領

域雇主蒐集或處理一般個資時已有提到，此不再贅述。而第 6 款（經當事人書面

同意）原本並非允許蒐集特種個資的例外事由，但依先前簡介個資法的特色時所

提，在 2016 年 3月 15日全面施行的個資法中，立法者為尊重當事人的個資自主

控制權，已在例外中新添了「當事人書面同意」。不過，本文認為此時就另有了

同意是否有效的煩憂，考慮到特種個資較一般個資更具敏感性，雇主應謹慎思考

是否使用本款作為蒐集的依據。 

第二節  就業服務法 

第一項  雇主詢問權的界線（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 

就服法第 5條第2項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時，不得有不實廣告或揭示、

扣留求職者或員工財物等行為，其中的第 2款原先規定雇主不得「違反求職人或

                                                       
40 有論者指出第 1 款與第 2 款的規定，似有重複。參林維信，同前註 38，頁 194。 
41 該要點除未考慮到工作關聯性外，尚有能否僅以「要點」就限制人民資訊隱私權或工作權的

疑問。又，該要點已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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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在 2012年 11 月

28日時，進一步增訂了雇主亦不得要求應徵者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

料」。 

    上述新增規定的立法理由為：「因我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工作難尋，致使求

職者與受僱者常須配合雇主無理之對待與要求，當前雖已有相關法律命令得以保

障求職者與受雇員工之工作權利，然面對許多不肖雇主之『新型態』不合理之規

定與要求，仍略有所不足。且近年來各式詐騙案頻傳，起因往往是個人資料外洩，

為使求職者與受雇員工之工作權利及個人隱私獲得保障，爰提案修正本條條文，

明定雇主不得要求員工或求職人提供與工作內容無關之隱私資料。」雇主如有違

反，依就服法第 67條第 1項及第 75條，42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可對其處

以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的罰鍰。 

    然而，什麼是「非屬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依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項，「隱私資料」包括「一、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

HIV 檢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二、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三、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且第 1-1

條第 2項規定：「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

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再依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的立法理由，「就

業所需」是指雇主基於經濟上的需求，如：提高生產力、降低保險成本、避免侵

權責任以及維護公共利益等，希望求職者揭露相關的個人資訊。 

單從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法條文意及立法理由觀察，哪些隱私資料

屬就業所需，在某些案例中或許比較容易判斷，如：新北市某派遣公司招募「電

話客服人員」，要求錄取者報到時應提供「梅毒血清檢驗資料」，民眾不滿，向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檢舉，勞工局認定該公司命求職者檢驗有無梅毒的要求，與電

話客服業務「無正當合理的關聯，非屬就業所需隱私資料」，違反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處以新臺幣 3萬元罰鍰。43
 

                                                       
42 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十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至第十七

款、第五十七條第五款、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就服法第 75 條：「本法所定罰鍰，由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 
43 這是全國首件因違反「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而遭罰的案例。參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4 
 

鑒於感染梅毒者執行電話客服人員負責的業務時，應不會有太大的障礙，且

不太可能在工作中發生梅毒傳染的情況，所以雇主希望蒐集的梅毒血清檢驗資料

即非就業所需的生理隱私資料。 

但在另一個案例，台北市某百貨公司招募「客服人員及電話行銷人員」，要

求錄取者報到時須提供「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及「個人信用報告」，並表示已

錄取之人在繳交這些資料前，視同報到手續未完成，薪資將保留至相關文件補齊

為止，經民眾檢舉，亦遭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認定該公司有違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規定，而被處 6萬元罰鍰。44
 

個人信用報告或許與客服人員及電話行銷人員的工作表現無直接關聯，但在

電話詐騙猖獗的今日，雇主是否完全無法調查求職者可能與工作相關的特定前科，

如詐欺，本文認為仍有討論的空間，當然雇主若直接要求應徵者提出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其行為顯已逾越必要的犯罪紀錄調查範圍，而不應允

許。 

從前面兩則案例可知，關於「就業所需」的操作，如欲達成立法者保障求職

者個人資訊的美意，同時避免過度干涉雇主選才的權益，即須有更多的實務或學

說來具體填充。 

又，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增訂與個資法的關係為何，雇主遵守了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後，是否就無須再依循個資法的相關規定？對此，依個

資法的修正理由及法務部 2013年 12月 5日法律決字第 10200683890號函可知，

個資法具有「普通法」的地位，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其

他特別規定，但若無特別規定，即應回歸普通法。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資時，因

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強調的是，雇主僅得蒐集「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

所以其他有關個資的蒐集、處理或利用事項，仍應遵循個資法的規範。45
 

                                                                                                                                                           
要求員工驗梅毒 新北勞工局依就服法開罰創，2013 年 10 月 15 日，網址：

http://www.esc.ntpc.gov.tw/news/?mode=data&id=309&parent_id=10005&type_id=10005，最後瀏覽

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44 參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雇主招募員工時，不得要求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2014 年 1 月 30

日，網址：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72025057&ctNode=62824&mp=116003，最後瀏覽日

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45 電資法第 2 條原本規定：「個人資料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立法者修訂個資法時，將之刪除，理由為：「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本法之性質應為普通

法，其他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或利用之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各

http://www.esc.ntpc.gov.tw/news/?mode=data&id=309&parent_id=10005&type_id=10005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72025057&ctNode=62824&mp=11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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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雇主能否取得求職者的個資，仍應遵守個資法的相關規範，亦即雇主

必須出於「甄選」的特定目的，選擇適當的蒐集事由（個資法第 15條或第 19

條第 1項的各款），當希望蒐集的特定資訊屬「隱私資料」時，就須進一步檢視

該資料是否符合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要求的「就業所需」，若符合而可蒐

集，雇主尚應依個資法第 8條盡相關的告知義務，始為合法。46
 

舉例來說，雇主招聘保全人員時，雖然犯罪紀錄是個資法第 6條規定原則上

禁止蒐集的特種個資，但因保全業法第 10-1條規定有特定前科者不得擔任，使

雇主有義務調查求職者是否有不能擔任保全的消極條件（特定前科），符合個資

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

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例外可蒐集的情況，47雇主既

是為維護安全的目的僱用保全，則其對應徵者犯罪紀錄的蒐集，亦應符合就服法

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屬「就業所需」的個人生活隱私資料。換言之，在這個情

況雇主不但有權詢問應徵者的犯罪紀錄，也負有調查的義務。 

事實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應是個資法第 5條的具體展現，其更明

確地要求雇主須判斷特定資訊的蒐集，是否為達成甄選目的所必要，使雇主就算

有多項個資蒐集事由可以主張，但其行為是否完全合法，仍舊取決於針對「就業

所需」的評判，而這就是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權衡」的戰場，承第二章所述，

此時雙方應衡量的是：公領域雇主法定職務的履行或私領域雇主營業自由的行使，

與應徵者的資訊隱私權、平等權（就業歧視的禁止）與工作權的保障。 

鑒於求職者是處在「人格權本質上就必然受某種限制、身處於雇主或其代理

人之指揮監督下的所謂勞動生活領域」中，所以權衡雇主與求職者間利益或基本

權的衝突時，即應更加慎重，有認為此時的重點應是社會國原則內涵的探尋，須

                                                                                                                                                           
該特別規定。惟若無特別規定，當然仍應適用本法，毋庸贅述 。」法務部 2013 年 12 月 5 日法

律決字第 10200683890 號函亦表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就業服務

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參照，就業服務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規定屬個人資料保護

法特別法，應優先適用，故如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員工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載明公司得

蒐集、處理、利用及保有員工個人資料類別，應先視有無違反上述特別規定，尚不得僅據書面同

意書而予以免責。」 
46 是以，若雇主感興趣的求職者個資，並非隱私資料（如姓名或已公開的資訊），則雇主能否蒐

集、處理或利用之，依個資法的相關規定判斷即可。不過，這些資料即使不須進一步接受就服法

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的檢驗，但依個資法第 5 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不得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可知，雇主的行為適法與否，

關鍵也在於是否符合「就業所需」。 
47 這邊暫不考慮保全業法第 10-1 條的規範是否妥適。又，有關這個法條的評析可參傅美惠，

保全業法第 10 條之 1 修正評析，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22 期，2012 年 4 月。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82%85%E7%BE%8E%E6%83%A0+Fuch%2C+Meei-hu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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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兩個對立主體間（資方與勞方）透過相關法益的折衝，找出符合憲法期待

的「社會正義效果」。48
 

第二項  就業歧視的禁止（就服法第 5 條第 1項） 

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

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

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

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為我國禁止就業歧視的基本規範。 

所謂的「就業歧視」是指，雇主以求職者或員工「與執行特定工作無關的特

質」來決定是否僱用或設定勞動條件，當雇主的決定或條件並不公平、合理，且

所依憑的特質是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列舉的禁止歧視項目時，求職者或員工即有

機會主張雇主的行為構成就業歧視；49如經證實，依就服法第 65條第 1項及第

75條，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可對雇主處 30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的罰鍰。

50
 

在我國，就業上常見的歧視，依學者的觀察有：51對原住民或外籍配偶的種

族歧視；對國語不夠流利者的語言歧視；比較歡迎與雇主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宗教

歧視；特別喜愛與雇主相同政治立場的黨派歧視；喜歡或不喜歡外省人的籍貫歧

視；因出生地有特別聯想的出生地歧視；52對女性有刻板印象或母性天職（懷孕、

育兒）的性別歧視；因無知或誤解同性戀的性傾向歧視；因刻板印象（生產力低、

不易學習新知能）對中高齡求職者的年齡歧視；53偏好僱用單身者的婚姻歧視；

                                                       
48 參林佳和，憲法角度下的勞動法與隱私權－兼論基本權於私法關係上的適用，勞動與法論文

集 II－勞動與公法、全球化與勞動人權，2014 年 10 月，頁 102。 
49 參行政院勞委會 2011 年 3 月 14 日勞職業字第 1000065909 號函。 
50 就服法第 65 條第 1 項：「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第四十條第二款、第七款至第九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就服法第 75 條：「本法所定罰鍰，由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 
51 參簡建忠，HRM+勞資關係=∞，前程文化，2013 年，頁 53-54。又，作者認為我國並無明顯

的階級制度，所以階級歧視的規定並無意義；而思想歧視應是指對意識形態的歧視，通常與政治

或宗教信仰有關，直接主張思想歧視的情況並不常見。 
52 這邊的特別聯想可能是指，雇主以出生地來推定求職者為來自弱勢家庭的新移民。參焦興鎧，

臺灣就業上出生地歧視之探討--兼論美國經驗之啟示，月旦法學雜誌，182 期，2010 年 7 月，頁

192。 
53 應注意的是，年齡歧視是否只限於中高齡，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36 號判決的看法

為：依就服法第 5 條第 1 項的文義及立法目的，無從得出該條文規定的年齡歧視僅限於年滿 45

歲至 65 歲的中高齡國民。但有學者指出宜對年齡歧視作目的性限縮解釋，即應設有歲數上限，

否則將與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雇主得令年滿 65 歲者強制退休）不容。詳細介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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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聘用身心障礙者的身心障礙歧視；以及對工會成員的工會會員身分歧視等。 

 因而，雇主依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思量能否蒐集求職者的某

些資訊時，尚應斟酌其對特定資訊的蒐集，是否會構成就業歧視。有意思的是，

實務分析雇主有無構成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的就業歧視時，也會衡酌雇主針對某

種特質的差別對待，是否「與特定工作的執行有關」，則其與同條第 2項第 2款

雇主不得要求應徵者提供非「就業所需」隱私資料的規範，就有所重疊。 

或許會有人疑惑，已有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的情形下，同條第 2項第 2款是

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本文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原因除在於兩者的保護重心並不相

同外（前者是禁止就業歧視，後者則是保障求職者的個人資訊），更重要的是，

第 5條第 1項尚有以下兩大不利勞工權益保障的問題： 

首先，勞方如欲主張第 5 條第 1項，必須先負起雇主的行為有就業歧視的舉

證責任，雖然在雇主直接針對某項法定特質做不同對待的「直接歧視」下，54勞

方較無舉證上的壓力，因其僅須指出雇主有直接歧視行為的事實（亦即雇主基於

法律禁止考量的特質做出差別待遇），即改由雇主負起其具正當理由的舉證責任；

惟雇主若是以表面上中立公正的甄選方式選才，但甄選結果卻會對某一受保障的

群體有不成比例的不利影響，這種「間接歧視」對勞方來說，就不易舉證成功。

55
  

 接著，考量到社會國原則及社會正義效果的實現，就業歧視禁止的標的，似

不應僅限於「與生俱來無法改變」或「雖非與生俱來，但卻難以改變」的特質，

像是可否允許雇主因求職者有前科、信用紀錄不佳或已離職很長一段時間，就作

出差別的對待；倘若可以，這類人在求職不易的惡性循環下，勢必會對社會產生

額外的負擔，而這是目前的第 5條第 1項無法解決的困境。56但在有第 5條第 2

項第2款的規定下，即使雇主選擇差別對待的特質不是第5條第1項所列的項目，

只要該項特質與某工作的執行並無關聯，求職者仍舊有尋求救濟的機會。 

以雇主招募員工時「限役畢」為例，求職者是否可以主張第 5條第 1項的保

                                                                                                                                                           
見周兆昱，就業年齡歧視法理之研究－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36 號判決評釋，勞動法

裁判選輯（七），焦興鎧教授六秩五華誕祝壽專輯，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11 期，2015 年 8 月。 
54 如雇主知悉應徵者為回教徒後，立即拒絕僱用。 
55 如雇主命求職者參加智力測驗，測驗結果發現原住民的成績「比較」不佳，但是否已達「不

成比例」的地步，勞方可能難以證明。 
56 在美國，這幾個項目已有學者在討論是否應將之也列入禁止就業歧視（Title VII）的保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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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本身就有爭議，有認為役畢與否雖非第 5條第 1項明文列舉的項目，但因「限

役畢」會使「15歲至 18歲」接近役齡的男性受到不利影響，若僱傭關係並非合

法的「定期契約」，且應徵者中途離職亦不會對契約的履行造成「重大障礙」，則

雇主「單以」「工作可能須相當的穩定性」作為限制的理由，於工作關聯性的判

斷上，應認稍嫌牽強，而有第 5條第 1項禁止「年齡歧視」的違反。57
 

可是，假若我國年齡歧視禁止的對象，是如同美國保護年過 40的中高齡者，

則「限役畢」就無法與第 5條第 1項的年齡歧視禁止相連結，求職者將無法主張

第 5條第 1項的保障，此時即突顯出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存在意義，由於是否

役畢屬於個人生活資訊的隱私資料，雇主如無法說明役畢與否與工作的關聯，依

第 5條第 2項第 2款，雇主一開始就沒有辦法調查通常與就業所需無關的服役資

料。58從這則例子也可發現，如果能完善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法制，將有助於

就業平等的達成。 

第三節  民法 

第一項  契約責任 

 民法第 245-1條59締約上過失的規定，是基於誠信原則，將契約責任在適用

時間上作了擴張的先契約義務。60有認為雇主在甄選階段命求職者提供相關資訊

後，如僱傭契約最終並未成立，但雇主已知悉應徵者的秘密，在該求職者明示須

保密下，雇主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洩漏，導致應徵者受有損害時，這位求職者

應可依民法第 245-1條第 1項第 2款，向雇主請求締約上過失的損害賠償；倘無

                                                       
57 參焦興鎧，雇主在徵才廣告上註明「限役畢」構成就業歧視嗎？，臺灣勞工季刊，29 期，2012

年 3 月，頁 79。又，作者認為「限役畢」不會構成「性別歧視」，因男性服兵役只是一種制度，

與只有女性才會懷孕的生理現象有別，不應等同視之。 
58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亦建議雇主在印製求職者的身分證影本時，宜將正本背面的配偶姓名、父

母姓名與「役別」等個人資料先行遮住，再為影印，以免觸犯就業服務法規定。參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父母與配偶姓名為就業隱私、雇主不宜蒐集，2015 年 12 月 4 日，網址：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139082364&ctNode=62824&mp=116003，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59 民法第 245-1 條規定：「（第 1 項）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

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

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第 2 項）

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60 詳可參王澤鑑，締約上過失，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2004 年 10 月，頁 77 以下。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139082364&ctNode=62824&mp=11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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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的洩漏，落選的應徵者亦應有機會以甄選中是處於較弱勢的地位，通常無法

拒絕雇主的資訊蒐集，主張雇主的行為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使其受有資

訊隱私權的損害，得依民法第 245-1條第 1項第 3款請求損害賠償。61
 

 本文認為這個看法似有主張上的困難，因民法第 245-1條第 1項除以「契約

未成立」為前提外，還有一個要件是「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立」，但一般的甄

選情況，求職者通常無法肯定自己是否會受到錄用，難謂「無過失」信賴契約可

以成立，因而在僱傭契約能否成立仍有很大的疑問下，似無法輕易認定有民法第

245-1條的適用。62又，即使求職者對契約的成立有合理期待，但在損害賠償範

圍的主張上，其受有多少「信賴利益」的損害，恐也不易證明。63
 

第二項  侵權責任 

 民法對「隱私」的保障包括：第 18條64規定，人民得請求法院除去他人對

其隱私的侵害，如有受侵害的可能，亦得請求防止；第 184條65第 1項前段則規

定，人民的隱私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時，可請求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且第 195

                                                       
61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44。 
62 在口試時，有口試委員指出：民法第 245-1 條第 1 項的「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要件，並

非判斷締約上過失責任是否成立的關鍵；惟本文搜尋目前的實務見解，似未發現有採相同看法者。

但有學者認為善意當事人的信賴是否以無過失為要件，須視法律有無特別規定，而民法第 245-1

條的「非因過失」而信賴，即屬法律的特別規範（參劉春堂，締約上過失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

博士論文，1982 年）；且有學者指出締約上過失責任，是契約當事人在締約階段違反通知、闡明、

保護及照顧等義務，而導致他方受有損害；契約當事人是否負有前揭義務，在締約上過失理論中，

為誠實信用原則延伸的問題。不論雙方交涉是否接近成熟階段，在締約過程中，若無產生合理的

期待，自然不會有損害發生，也不會構成締約上過失責任（參林庭宇，提供不實價格資訊之民事

責任，萬國法律，200 期，2015 年 4 月，頁 87），併此敘明。 
63 補充說明者，若僱傭契約已成立，員工可否依該契約，爭執當初甄選時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

有契約責任的違反？有認為雇主在勞動關係中，基於誠信原則，對受僱者負有應盡的附隨義務，

其中包含保護義務。保護義務是指，勞工依雇主的指示提供勞務時，因將其自身置於主要由雇主

控制的環境，雇主對勞工的生命、身體、健康、人格權及財產權等利益即應有所維護，是以雇主

如「任意散播或濫用」甄選時蒐集而來的員工資訊，就違反了對勞工的保護義務，構成未依債之

本旨所為給付的「不完全給付」，員工得依民法第 227 條及第 227-1 條，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44-45。本文贊同這個看法，且員工應尚得依民法第 184 條或個資法民

事責任的規定，請求隱私侵害的損害賠償；但須留意的是，現實生活中勞工通常是在被解僱後，

提起「違法解僱」的爭訟時，才會一併指摘雇主當初的資訊蒐集行為違法。 
64 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

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第 2 項）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

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65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

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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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66更規定，人民尚可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求職者不論是「事前」請求法院防止雇主侵害其隱私（如禁止雇主繼續使用

不當的甄選工具）；還是「事後」請求法院除去雇主對其隱私的侵害（如返還或

銷毀不應蒐集的資訊），並在雇主的行為具備不法時，一併提出財產上與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的要求，能否主張成功，重點均在雇主有無侵害求職者的「合理隱私

期待」。67
 

 關於民法侵權行為對職場上勞工的隱私保障，效果為何，實務上有認為雇主

監看員工的電子郵件時，若雇主已明確宣示其監看政策，或員工簽署了同意監看

的文件，即無侵害員工的合理隱私期待。68實務這樣的見解，似會讓人得出雇主

只須為「事前告知」，就可干涉員工隱私利益的結論，如此解釋顯對勞工的隱私

保障相當不利。有學者認為雇主的「事前告知」政策，僅屬雇主片面自行宣告其

正當利益存在的行為，而客觀上是否真有此一利益，還是必須就個案進行衡量始

可得知，並不得因雇主有事前的告知，在未檢討其要求是否出於「勞動關係的目

的所必須」下，就直接排除員工的合理隱私期待。69
 

另有學者亦認為應先檢視雇主事前告知的內容是否合理，並指出如雇主的要

求會干涉到員工「隱私利益的核心範圍」，70則該政策應不影響員工的「合理隱

私期待」；若非「隱私利益的核心範圍」，為維護勞動關係中屬相對弱勢者的權益，

也應放寬認定勞工的「合理隱私期待」，而把重心置於後續的比例原則操作，即

                                                       
66 第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67 具體操作可參「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字第 1272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4 年

簡上字第 300 號民事判決」等實務見解。又，有關侵權行為隱私侵害的其他構成要件，礙於篇幅，

將不進行逐一的介紹或討論。 
68 第一個提出這樣具指標性看法的實務見解是「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勞訴字第 139 號民事

判決」；如此見解，到了 2012 年，仍為實務所採（參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勞上易字第 121 號民事

判決）；且 2014 年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法律諮詢服務網，針對雇主可否監看員工電子郵件一

事，依舊援引了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勞訴字第 139 號民事判決的看法（中小企業法律諮詢

服務專區，公司進行員工 email 監控及瀏覽，2014 年 1 月 23 日，網址：

https://law.moeasmea.gov.tw/modules.php?name=Forums&file=viewtopic&p=29894，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5 月 31 日）。 
69 參黃程貫，雇主監看員工電子郵件之合法界限－台北地院九一年度勞訴第一三九號民事判決

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3 期，2005 年 8 月，頁 208-209。 
70 基本權的核心範圍，通常指涉及「人性尊嚴」或會影響「人格發展」的部分，詳可參蕭淑芬，

論基本權核心概念之規範－一個比較法學的觀察，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9 期，2003 年 12 月。 

https://law.moeasmea.gov.tw/modules.php?name=Forums&file=viewtopic&p=2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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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與勞工間的利益或基本權發生衝突時，何者應退讓的衡量。71
 

此外，實務認為得以「同意」排除員工合理隱私期待的看法，也遭人質疑，

原因是在勞動關係中，勞方的同意並非必然有效，72因此並不適合作為可使雇主

的要求絕對合法的依據；73且該實務見解尚有對「同意」的認定太過寬泛的問題，

因法院作出「...（員工）收到上述公告監看之電子郵件後，並未表示反對，應認

原告（員工）已默示同意被告公司提供之電子郵件系統是供業務用途，且使用被

告提供之電子郵件帳號，已寓含同意被告監視使用用途，若仍執意為私人用途，

後果必須自行承擔」的結論時，並未考慮到「未表示反對」並不等同已「默示同

意」；74就算得以員工繼續使用公司提供的電子郵件，間接推論員工有同意的意

思，也不代表員工是「全然地允許」公司監看所有郵件，仍應先分析公司「事前

告知」的監看政策，其目的究竟為何，才可決定公司能監看的範圍。75
  

本文贊同前述的批評，認為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資時，縱使有「事前告知」

會蒐集哪些資訊（如在徵才手冊或廣告上載明求職者須驗尿），也不能因此認定

求職者已無合理的隱私期待，依舊須先觀察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是否合理、有無

干涉到求職者的隱私利益核心範圍，然後放寬合理隱私期待的範疇，使討論的重

心可聚焦於後續的利益或基本權衝突權衡。 

又，雇主若希望用應徵者的「同意」免去隱私侵害的侵權行為責任，保守的

作法應是先讓求職者「完全了解」向雇主揭露特定資訊的必要，之後再取得求職

者「明示」的同意。不過，考量到勞動關係中「同意有效性」的爭議，以及就服

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使雇主無法再單以徵得「同意」，就蒐集求職者隱私資料

的規範，雇主還是應將其心思放在資訊蒐集的目的與手段，是否符合「就業所

需」。 

最後，尚有一個問題必須分析，即：民法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與個資

法規定的民事責任，兩者間的競合關係為何？76
 

                                                       
71 參劉定基，同前註 23，頁 60。 
72 理由可見註 24 的說明。 
73 參黃程貫，同前註 69，頁 208。 
74 關於「默示同意」的解釋，可參註 23。 
75 參劉定基，同前註 23，頁 60。 
76 須注意者，民事責任在「私領域」，須分析的是民法與個資法的競合關係；但在「公領域」，

因「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所以須處理的是國家賠償法與個資法的競合關係，除非國家

賠償法沒有特別規定，此時才會回歸民法與個資法的競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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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說明的是，依個資法第 28條及第 29條，77當公領域雇主違反個資法的

規定，致使求職者的個人資料遭受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時，應負起「無過失」

的損害賠償責任；78如是私領域雇主，則應負起「推定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

79且被害人尚可主張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如求職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所受

的損害，可請求法院依侵害的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500元以上 2萬元以下計

算」，當然應徵者若可證明其受有多少損害，就無該賠償範圍的限制。80
 

但是，如有數求職者對雇主同一不法資訊蒐集行為，提起損害賠償，在雇主

的損害賠償責任已被加重為無過失或推定過失責任的情況下，為防止雇主無力負

擔，合計總額最高只須負起 2 億元的責任，如雇主因其不法行為獲得超過 2億元

的利益，則以此利益範圍為限，此時如總計損害超過前述應賠償的總額上限，無

法或不易證明其所受損害的求職者，只能依比例獲得低於 500元的賠償。81此外，

個資法民事責任的消滅時效為「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82
 

 鑒於個資法是在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的自主控制權限，雖然學說對於「個

人資料是否應具私密性，才會同時受到資訊隱私權的保障」有不同的看法，83但

即使認定不具私密性的個人資料，不在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其依舊得作為一

般人格權保障的標的，有民法侵權行為規定的適用，只是在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

                                                       
77 個資法第 28 條：「（第 1 項）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

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不

在此限。（第 2 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 3 項）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

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第

4 項）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其合

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

為限。（第 5 項）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第

三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第 6 項）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

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個資法第 29 條：「（第 1 項）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

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第

2 項）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 
78 劉佐國、李世德，個人資料保護法釋義與實務（第二版）－如何面臨個資保護的新時代，碁

峰，2015 年，頁 126。 
79 同前註，頁 131。 
80 同前註，頁 128。 
81 同前註，頁 128-129。 
82 個資法第 30 條。 
83 此部分討論可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針對「資訊隱私權的侵害」中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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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必須是侵害情節重大，始得請求。84所以，個資法的民事責任規定與民法

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即有重合之處，而須分析兩者間的競合關係。 

 有實務見解認為兩者間是處於「法條競合」的關係，個資法為民法的特別規

定，在個資侵害事件，被害人僅能依個資法請求損害賠償。85若考量到個資法將

請求權的消滅時效縮短，是為避免時間拖得越久，越難調查；86「每人每一事件

500元以上 2萬元以下計算」的限制，是為免去法官在判定上無所適從；87且賠

償總額的上限，如同前述，是為防止雇主無法負荷，則個資法的這些特別規定似

應優先適用。 

 但是，反對法條競合者指出，兩者間的關係應屬「請求權競合」，原因為個

資法的民事責任規定，雖然有利於被害人的部分，如雇主須負無過失或推定過失

責任，但亦有較不利的地方，像是：被害人的請求權消滅時效較為短暫；88不易

或不能證明實際所受損害時，須受「每人每一事件 500 元以上 2 萬元以下計算」

的限制；89以及加害人的賠償總額定有上限，因此為更妥善地保障人民的個人資

料自主控制權，除請求權的消滅時效依目前通說在「請求權競合」下，仍應優先

適用「短時效」外，90其餘部分則應讓被害人自由選擇是要依民法或個資法，主

張其財產及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責任，91讓人民可視情況主張對其較有利的請求

權依據。92
 

                                                       
84 參林永祥，個人資料保護法上損害賠償之探討－兼評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上字第 372 號判決，

興大法學，16 期，2014 年 11 月，頁 59-60。 
85 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上字第 372 號判決指出：「惟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28 條

係民法第 195 條、第 18 條之特別規定（原審誤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為民法之後法），自應適

用該規定，爰審酌上訴人申報錯誤身分證號碼在先，且上訴人又不能證明其所受損害高於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 條所規定之金額，況被上訴人已函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刪除上

訴人『呆帳』紀錄，認以賠償上訴人非財產損害新台幣（下同）5 萬元為適當。」 
86 參劉佐國、李世德，同前註 78，頁 136。 
87 參劉佐國、李世德，同前註 78，頁 127。 
88 個資法第 30 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如是在「私領域」，因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所以此時個資法的規定比較不利。但若是

在「公領域」，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已特別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

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因此並無較為不利的情形。 
89 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已有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並無金額的限制。 
90 參最高法院 65 年度第 5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最高法院 96 年度第 8 次民事庭會議紀

錄（節本）及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5 年 6 月，頁 89。 
91 參林永祥，同前註 84，頁 68-69。 
92 參林永祥，同前註 84，頁 76-79。學者王澤鑑也認為是否應採「法條競合」說，而使被害人可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6%B0%B8%E7%A5%A5+Lin%2C+Yung-hsia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8%88%E5%A4%A7%E6%B3%95%E5%AD%B8$&la=ch&requery=true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6%B0%B8%E7%A5%A5+Lin%2C+Yung-hsiang+$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6%B0%B8%E7%A5%A5+Lin%2C+Yung-hs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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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贊同採取「請求權競合」說的看法，認為人民就個資侵害事件，應有權

選擇依民法向雇主主張隱私侵害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雖然民法的民事責任

在構成要件上較難成立，但被害人如能舉證成功，似不須以「法條競合」排除當

事人權利救濟的機會。93
  

第四節  其他特別法 

本文主要以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例示的隱私資料」為關鍵字，

搜尋個資法與就服法以外的特別規定，觀察立法者是否有其他直接與「就業所需」

相關的規範，以下簡單介紹搜尋結果。 

第一項  生理資訊 

 關於「基因檢測」，雖然有可蒐集基因資訊的特別法，如去氧核醣核酸採樣

條例第 5條、9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9條95及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及使用

辦法第 5條第 1項、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第 5 點等規定，但都與

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無關。不過，考量到基因資訊帶有的「識別性、預測性、

                                                                                                                                                           
能受有不利，似有研究的餘地。參王澤鑑，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三）－人格權的具體化及

保護範圍(6)－隱私權（中），台灣本土法學，97 期，2007 年 8 月，頁 66。 
93 在「新」個資法施行後，目前已有 2 則實務見解採「請求權競合」說，分別為「臺灣高等法

院 104 年上字第 1383 號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上易字第 364 號民事判

決」，但是否為主流，仍有待觀察。 
94 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犯下列各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接受去氧核

醣核酸之強制採樣：一、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與第三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二、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

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之罪。三、刑法殺人罪章第二百七十一條之罪。

四、刑法傷害罪章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八條之罪。五、刑法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

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百二十六條至第三百三十四條之一之罪。六、刑法恐嚇及擄人勒贖

罪章之罪。（第 2 項）犯下列各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再犯本項各款之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

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強制採樣：一、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與第四項、第一百

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五項、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百

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五項、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九十一條之

一及故意犯第一百七十六條之罪。二、刑法妨害自由罪章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

及第三百零二條之罪。三、刑法竊盜罪章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罪。四、刑法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第

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

罪。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之罪。」 
9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9 條：「（第 1 項）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侵害加害人之檔案資料；

其內容應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相片、犯罪資料、指紋、

去氧核醣核酸紀錄等資料。（第 2 項）前項檔案資料應予保密，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提供；其內

容管理及使用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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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性、持久性、標籤性及敏感性」6大特色，以及前述立法者特別允許可蒐集

的情況，應認為在一般求職場合，除非已有相當的科學證據證明「身懷某種基因

者，不應從事特定工作」，否則依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雇主原

則上應無從蒐集求職者的基因資訊。 

 有關「藥物測試」，雖然有諸多管制藥物濫用的法規（相關規定散見於刑法、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保安處分執行法以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等

規範中），但這些規範應都只是違法者個人須面對的責任，尚不足以作為雇主得

知悉求職者有無吸毒或濫用藥物的依據。雇主能否命求職者接受藥物測試，還是

必須有法律的特別規定，如依民用航空法第 26條第 2項訂定的航空人員體格檢

查標準，其第 19條明定機師須接受藥物檢測，否則依舊只能透過就服法第 5條

第 2項第 2款的「就業所需」加以判斷。 

 關於應徵者的「體檢或健康檢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21條及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96為我國針對一般勞工所為的特別規定，依這些規範，

雇主「有權也有義務」蒐集求職者「法定健康檢查項目」的結果。97但應注意的

是，某些工作因其執業須由具特別健康體格者擔任，如飛行員、船員等，98所以

依民用航空法第 26條第 2項訂定的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以及依船員法第 8

條第 5項訂定的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均有較一般勞工更嚴格

的法定體檢要求。 

另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規定，雇主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

時，就必須按比例進用身心障礙者，因而使雇主「有權」詢問求職者是否為身心

                                                       
96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行政院勞委會勞安 3 字第 1000146248 號函指出，健康檢查雖屬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的敏感性個資，原則上禁止蒐集、利用，但於「選工、配工、職業病預防與職場健康

管理」的特定目的下，符合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雇主為「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安

全維護措施」時，則得例外為蒐集。依此函釋可知，健康檢查所得資訊，如是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0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規所定的檢查項目，雇主應有權知悉，但若是法定檢查項目

外的健檢資料，如 HIV 檢測，就必須能通過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的檢驗，雇主

始得蒐集。 
97 目前針對「一般勞工」體檢或健康檢查的缺失是，其似乎已流於形式，因為雇主為減輕財務

負擔，通常會找比較便宜的診所或醫院辦理，或直接讓求職者自行去作全民健保提供的成人健檢，

而如此「未針對工作屬性與職業暴露狀況」的檢測，似已喪失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維護勞工「職業健康」的初衷（參鍾佩樺、尤素芬、鄭雅文，我國勞工健康檢查制度之現況與

問題，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8 卷 2 期，2009 年 4 月，頁 158-161）。因此，本文認為在修法前，

雇主依這些規定可知悉的求職者生理資訊，其中與就業顯不相關的部分，如求職者的身高、體重

或腰圍等，應有「不予顯示或屏蔽」的必要，或是在一開始就剔除這些不相關的檢測，否則將使

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就業所需」的要求形同具文。 
98 參李正華，法定健康檢查之法律問題研究，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2012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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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99不過，即使雇主有權、甚或有義務探查應徵者的身體健康狀況，依精

神衛生法第 22條100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101雇主亦不得

因體檢或其他原因發現求職者為身心障礙者，就作出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應予留

意。 

有關求職者的「HIV 檢測」，傳染病防治法第 12條規定：「政府機關（構）、

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染病病人就學、工作、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

公平之待遇。但經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不在此限。」而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4條第 1項，進一步規範：「感染

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

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相關權益保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這些特別規定雖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議題

相關，但更精確言，它們是屬於就業歧視禁止的特別規定，也就是說雇主蒐集應

徵者的 HIV 檢測資料後，若勞工無法先證明雇主因而有歧視的行為，則雇主就

有機會閃避其是否具備無正當蒐集事由的說明責任，能提供求職者的資訊隱私權

及工作權保障，顯然有限。102是以，還是應回歸問題的源頭，探討雇主所要求的

HIV 檢測，是否符合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就業所需」。 

 關於應徵者的「智力測驗」，依典試法第 14條及其子法心理測驗規則可知，

國家考試應原本似有加考智力測驗的計畫，103但可能是出於對信度與效度的憂慮，

目前尚無國考包含智力測驗。有關求職者的「指紋」，並無特別規定，104但應留

                                                       
99 在必須依比例進用身心障礙者的情形，因雇主尚可選擇「繳納差額補助費」的方式，替代足

額僱用的責任（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所以本文認為雇主有調查應徵者是否為身心障

礙者的權利，而無一定要調查的義務。 
100 精神衛生法第 22 條：「病人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對病情穩定

者，不得以曾罹患精神疾病為由，拒絕就學、應考、僱用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 
10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第 1 項：「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

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102 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愛滋問題多又多 工作權益為榜首，2009 年 3 月 23 日，網址：

http://www.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80，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史倩玲，公司

裁員 找愛滋病患開刀，台灣立報，2009 年 3 月 25 日，網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146，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陳清芳，

求職難 愛滋感染者最怕員工體檢驗愛滋，台灣主流觀點，網址：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906219&lang=tc_news&cate_img=262.jpg

&cate_rss=JD,LD,TD,LG，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103 應補充者，雖然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將智力測驗歸類在生理資訊中，但事實上有

許多文獻是將智力測驗歸類在「廣義」的心理測驗中，而依典試法第 14 條訂定的心理測驗規則，

因其心理測驗的種類包含智力測驗，所以該規則的心理測驗，顯然是指廣義的心理測驗。 
104 在美國，雇主有義務調查求職者是否有特定前科時，得蒐集求職者的指紋向 FBI 申請確認；

http://www.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8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146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906219&lang=tc_news&cate_img=262.jpg&cate_rss=JD,LD,TD,LG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906219&lang=tc_news&cate_img=262.jpg&cate_rss=JD,LD,TD,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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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我國雇主似乎多在求職者成為員工後，才會蒐集勞工的指紋。105
 

而其他與生理資訊相關的特別規定，還有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9條第 1項106

訂定，針對應考公務員者「年齡、兵役及性別條件」有所限制或詢問的各種考試

規則或辦法。 

第二項  心理資訊 

關於應徵者的「測謊」，並無特別規範。在我國，測謊基本上是國防部與刑

事警察局等單位用來協助辦案的工具，然而有關測謊的證據能力，卻一直存有爭

議，雖然最高法院曾說明只要測謊的施行符合特定要件，即應肯定其證據能力，

但目前已有一些見解指出測謊的結果不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仍應具備其

他的補強證據。107
 

在測謊的可靠性依舊存有疑慮下，2014年 9月時，國內卻有了第一家民間

測謊公司（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其業務包含為雇主調查員工對企業的忠

誠度、找出內賊或是協助揪出洩密者等。至於是否會幫雇主向「求職者」進行測

謊，目前尚無實例。 

                                                                                                                                                           
不過，在我國，似乎沒有這種「允許雇主利用求職者指紋去確認有無特定前科」的機制。雇主應

只能在法有特別規定時（如有許多規定限制曾犯性侵害案件者，不得從事特定工作），向主管機

關申請查閱。又，雇主能否直接要求應徵者向警局申請良民證以作確認，因良民證上可能會有與

工作無關的犯罪紀錄，所以本文認為這個方法並不妥適，且應予禁止。 
105 關於「公務機關」可否要求員工以指紋打卡的問題，目前有明確規範的是「臺東縣稅務局實

施指紋機（或感應式刷卡）員工出勤管理要點」與「雲林縣政府實施電子刷卡（指紋機）差勤管

理措施」，均規定公領域雇主得蒐集員工的指紋作打卡之用，前者的目的是「記錄員工出勤勤惰

管理」，後者的目的為「落實員工出勤管理，提升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而「非公務機關」

可否要求員工以指紋打卡，法務部 2013 年 12 月 23 日法律決字第 10200695330 號函指出，非公

務機關基於「人事管理及場所進出安全管理」的特定目的，符合個資法第 19 條所定的特定事由

時（如有法律明文規定、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契約關係或經當事人同意等），仍應嚴守個資法第

5 條目的拘束原則的操作，注意以指紋打卡是否為達成前開目的的唯一方式或最小侵害手段，以

及當事人是否有仍其他選擇等情形，也就是說應以個案作認定。本文認為指紋作為每個人獨一無

二的生理特徵，雖然不在個資法第 6 條原則禁止蒐集的特種個資之列，但因其「一旦與個人身分

連結，即屬具備高度人別辨識功能」的資訊（參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自可能嚴重干涉到

應徵者的隱私，所以不論是在「求職時」，還是「在職中」，雇主蒐集前均應三思；若單純是為

了避免有人打卡作弊而蒐集指紋作門禁，其必要性似不及於為管理重要設施進出安全或防止洩密

的情形。 
106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9 條第 1 項：「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實

施體格檢查，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齡、兵役及性別條件。」 
107 參張瑋心，刑事訴訟法第 161-1 條之適用－以測謊之證據能力為中心，軍法專刊，58 卷 3 期，

2012 年 6 月，頁 98-99；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4388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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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求職者的「心理測驗（含誠實測驗）」，典試法第 14 條第 1項108規定，

國家考試的科目可包含心理測驗；2015年 12月時，亦有依典試法第 14條第 2

項109訂定的「心理測驗規則」。可是與智力測驗相同，心理測驗也有信度與效度

的疑慮，所以雖有數篇文章在分析加考心理測驗的可行性與必要性，110尤其是警

察，但何時才會真的加考，仍未可知。111
 

                                                       
108 典試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種考試得採筆試、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審查

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報請考試院同意之方式行之。除單採筆試者外，

其他應併採二種以上方式。」 
109 典試法第 14 條第 2 項：「口試、外語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著作發明審查

及學歷經歷證明審查等各項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110 國考是否應加考心理測驗的相關文獻有：余民寧，再議心理測驗在國家考試上之可行性，國

家菁英季刊，11 卷 4 期，2015 年 12 月；朱錦鳳，國家考選的策略與可行作法，國家菁英季刊，

8 卷 1 期，2012 年 4 月；陳皎眉、黃富源、孫旻暐、李睿杰，論心理測驗與國家考試，國家菁英

季刊，7 卷 1 期，2011 年 3 月；以及陳皎眉、胡悅倫、洪光宗，人格測驗在國家選才上之使用與

發展，國家菁英季刊，6 卷 4 期，2010 年 12 月等。 
111 因警察的工作具「危險性、辛勞性、引誘性、急迫性、機動性、主動性、服務性、強制性與

威權性、角色衝突性以及複雜性」等十大特色，有相當沉重的工作壓力（參馬傳鎮、黃富源，心

理測驗在警察人員甄選上之應用－兼論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之興革-上-，人事月刊，355 期，

2015 年 3 月，頁 14-20），在警察可合法配帶武器的情形下，為保障其個人及民眾的安全，與一

般工作相較，更有排除抗壓性不佳者擔任的必要；而如何客觀地評估一個人的心理素質是否適合

擔任警察，「具信度與效度」的心理測驗即是一個良好的甄選工具。在美國，曾有一名警察射擊

其妻子後便舉槍自盡，這名遭攻擊並受重傷的女性，對警局提起了「僱用過失」爭訟，主張警局

應就「未鑑別出其丈夫的心理素質並不適合擔任佩槍的警察」一事，為其所受的傷害與先生的死

亡負起損害賠償責任。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贊同原告的主張，判決警局應賠償這名女性 50 萬

美元（Bonsignore v. City of New York, 683 F.2d 635 (2d Cir. 1982)）。該案作出後，引起了警界廣大

的注意，為免再有類似的情形發生，越來越多的警局在甄選警察時，會要求應徵者接受心理測驗，

經調查，1990 年時，全美已有 49%的警局有使用心理測驗；到了 1997 年，該數據更已上升到

94%（See Chang-Bae Lee, Psychological Testing for Recruit Screening, TELEMASP Bulletin (Texas 

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Statistics Program), Mar/Apr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lemitonline.org/publications/telemasp/Pdf/volume%2013/vol13no2.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如此高的使用率，在今日亦無太大改變，2015 年的一篇報導顯示，全美目前依舊有

超過 90%的執法機構在遴選適任者時，會以心理測驗作為其中一項甄選工具（See Timothy Roufa, 

Psychological Exams and Screening for Police Officers, Jun 24, 2015, available at 

http://criminologycareers.about.com/od/Job_Market/a/Psychological-Screening-For-Police-Officers.ht

m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反觀我國，2009 年時考選部才明確表示，未來的警察特考將會加

考心理測驗，不過其同時提及心理測驗常模的建立，至少須二到三年的時間，才能具備應有的信

度與效度（參陳曉宜、楊久瑩、黃敦硯，開國考改革之先／警察特考 將加考心理測驗，自由時

報，2009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280492，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話雖如此，今已 2016 年，卻仍未見警察特考包含了心理測驗，或許是在效度的

檢驗上仍有疑慮，致使遲遲未能加考，但警察接受心理測驗的必要性，與其他國家考試或一般工

作相比，應該是比較沒有疑義的。又，近期關於應徵警察者是否須通過心理測驗的文獻，除前面

提到的「心理測驗在警察人員甄選上之應用－兼論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之興革-上-心理測驗在

警察人員甄選上之應用－兼論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之興革-上-」外，尚有：馬傳鎮、黃富源，

心理測驗在警察人員甄選上之應用－兼論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之興革-下-，人事月刊，356 期，

2015 年 4 月；以及伍姿蓉，論警察特考納入心理測驗施測之內容與施測之時機，國家菁英季刊，

8 卷 1 期，2012 年 4 月等文章可供參考。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3%A1%E6%82%85%E5%80%AB+Hu%2C+Yueh-luen+$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B4%AA%E5%85%89%E5%AE%97+Hung%2C+Guang-chu+$
http://www.lemitonline.org/publications/telemasp/Pdf/volume%2013/vol13no2.pdfhttp:/www.lemitonline.org/publications/telemasp/Pdf/volume%2013/vol13no2.pdf
http://criminologycareers.about.com/od/Job_Market/a/Psychological-Screening-For-Police-Officers.htm
http://criminologycareers.about.com/od/Job_Market/a/Psychological-Screening-For-Police-Officers.htm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28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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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個人生活資訊 

關於應徵者的「信用紀錄」，並無特別規定；在「背景調查」的部分，亦無

統整性的特別規範。但是，有關求職者的「犯罪紀錄」，則有大量的特別規定，

如：引水法第 13條第 5款、私立學校法第 20條第 2款、助產人員法第 7條的第

1款至第 3款、公司法第 30條的第 1款至第 3款、公證法第 26條第 3款、保全

業法第 10-1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3條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

查閱辦法第 1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0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

教師法第 14條、殯葬管理條例第 47條、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 37條、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修正規定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

辦法第 10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第 9條、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第 3 條、專科以上學校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第 2條、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法第 5條、禮

儀師管理辦法第 5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3條等。 

依這些特別規定，雇主不但有權也有義務調查應徵者是否有從事特定工作所

禁止的前科，換言之，立法者針對某些工作，已直接替雇主判斷其有知悉求職者

是否具備特定前科的必要，因此我們比較須要關切的反而是，這些法規有無不當

干涉憲法對人民資訊隱私權或工作權的保障。 

關於求職者的「懷孕計畫」，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

細則第 39條尚有特別規定，雇主不得使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的女性勞工，

從事某些危險性或有害性的工作。112因此，如是前述規定規範的危險工作，雇主

                                                       
112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第 1 項）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

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

環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砷及其 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

作。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

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

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感染

風險之工作。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第 2 項）雇主不得使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

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前項第三

款至第五款所定之工作，雇主依第三十一條採 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

在此限。（第 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4 項）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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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權也有義務探查女性應徵者是否懷孕；其餘情形，則應自己判斷是否為「就

業所需」。又，雇主若可了解求職者有無懷孕，尚應注意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條113

特別規定，雇主在招募或甄選應徵者時，除非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否則

不得因性別（含懷孕）而有差別對待。114
 

第五節  相關實務的整理與分析 

鑒於個資法與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施行後，目前僅有一則判決（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重勞訴字第 22號民事判決）是直接相關的裁判，因此以

下實務見解的整理與分析，基本上都是透過就服法第 5條第 1 項的「就業歧視禁

止」與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 11條、第 12條有關「於訂立勞動契約

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情節重大者」及「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的「違法解僱」爭訟，115

                                                                                                                                                           
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指

其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幼兒健康之下列工作：一、工作暴露於具有

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殖毒性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不

良影響之化學品者。二、勞工個人工作型態易造成妊娠或分娩後哺乳期間，產生健康危害影響之

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及工作負荷等工作型態，致產生健

康危害影響者。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113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

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其中

的「性別歧視」禁止，包含禁止歧視懷孕。 
114 目前比較需要處理的問題是，多數雇主已不會在甄選時直接詢問求職者的懷孕計畫，而是會

在僱用女性後，發現女性員工懷孕時，利用考評或調職等手段，間接逼退懷孕員工（參李堯樺，

我國懷孕婦女保障之研究－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美國相關制度為探討中心，國立臺

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6-7）。或許會有人質疑，難到雇主不能以間接手段讓「工

作表現確實不佳」的懷孕員工自行離職？對此，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1 條規定，受僱者「釋明」

差別待遇的事實後，雇主就必須舉證證明其是出於性別、性傾向以外的因素為差別對待，或是該

職缺真的只能由特定性別者完成，始不構成性別（懷孕）歧視。因而，雇主並非不得開除懷孕員

工，只是必須基於懷孕以外的理由，如已不能勝任工作。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簡上字第 34

號判決即指出，性別工作平等法「禁止雇主因性別或懷孕、分娩等因素而對受僱者在退休、資遣、

離職及解僱等之處置上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以保障兩性工作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並非予

特定性別之人或有懷孕之人，怠惰或雇主有虧損事由時仍受保障。」只是，如此一來我們即便可

先透過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的資訊隱私權維護，防止雇主歧視已懷孕但尚不明顯

或計畫懷孕的求職者；然而，雇主如果不願體諒「在職懷孕女性」的生理與心理上辛勞，反而藉

由各種間接手段的實施，期待逼退懷孕員工，雖然不一定會構成懷孕歧視，但難謂我國已貫徹兩

性間實質就業平等的保障。 
115 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

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五、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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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推論」雇主得否在求職階段蒐集應徵者的特定資訊。 

本文利用這兩類爭訟「間接推論」的理由在於，是否構成就業歧視，法院必

須剖析雇主有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對待，如雇主的行為「與特定工作的執行有關」，

即屬合法，這部分見解應能作為詮釋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就業所需」時

的參考。而是否構成違法解僱，當雇主以「員工隱瞞特定資訊」，主張其因誤信

而有受損害之虞，或是員工因而有違勞動契約、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亦或是員

工因此無法勝任工作，而將員工解僱時，法院必須分析雇主的行為是否妥當，如

有不妥，並可推斷雇主並無知悉員工所隱瞞資訊的必要，則雇主在僱傭關係存在、

可對員工施以較強控制，都不須了解員工特定資訊之時，將有機會推定在尚未有

任何契約關係的求職階段，雇主也應無法蒐集這些資訊。 

又，考量到以下討論的裁判決大部份都不是直接分析「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

的問題，本文的整理方式為：先列出與「個人資訊保障」有關的爭議，再論述或

摘錄法院對這個爭議的看法，然後簡單評論該見解是否恰當，最後藉此推論若是

在求職階段，雇主得否蒐集特定資訊。 

第一項  生理資訊 

經檢索，本文並未發現和「基因檢測」、「藥物測試」、「智力測驗」和「指

紋」相關的裁判；下列僅介紹與「健康檢查或體檢」、「HIV 檢測」、「年齡」

以及「性別、身高和體重」有關的案例。 

第一款  健康檢查或體檢 

一、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簡字第 648號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作業員）隱匿其有精神障礙的事實。 

                                                                                                                                                           
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第 2 項）

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 

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

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

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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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見解 

求職者通過面試，被雇主認定符合招募資格時，僱傭契約即應成立。雇主若

以求職者填寫人事資料表時，未誠實回答健康情形，取消錄取的通知，即有違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6條第1項及就服法第5條第1項就業歧視禁止的規定。 

（三）簡評 

法院禁止雇主因知悉員工罹有精神疾病，就直接予以開除的見解，應無不妥。

但是，我們無法據此直接推論出雇主在求職階段，亦不可詢問應徵者是否有精神

上的障礙，因一般的法定健康檢查項目，116就包含了「既往病史」的調查，所以

求職者若曾因心理疾病就醫，該紀錄應會顯現在法定健康檢查的報告上；且有的

醫院提供的一般勞工體檢，已明示包含「精神病」，117是以，雇主既可取得應徵

者的體檢報告，除非是沒有辦法經一般法定體檢項目檢驗出的身心障礙事實，否

則在「解釋上」自應有權先為詢問。 

惟考慮到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特別禁止

了雇主歧視身心障礙者；本案法院允許的「求職者針對不會影響到工作執行的生、

心裡缺陷，無主動據實告知的義務」；以及先前在介紹其他特別法時提到的更根

本問題，亦即一般的勞工法定體檢並未要求雇主須針對「工作屬性與職業暴露狀

況」作調整，本文認為雇主雖在「邏輯上」有權先詢問可從一般法定體檢項目中

得知的身心障礙情況，但這些項目所揭露的資訊既然有與就業顯不相關的部分，

如求職者的身高、體重或腰圍等，則與其迂迴地讓雇主仍可先為詢問，但允許求

職者得自行衡量是否據實回答，並於該不實陳述被發現時，若法律未特別要求從

事某工作的員工應更加具備誠實的美德，118再以求職者的不實陳述是否會妨礙工

作的執行，決斷可否因此對應徵者為不利的處置；不如一開始就以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判斷雇主到底有無事前詢問的必要，如此始能真正

地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以及維護求職者的隱私利益。 

                                                       
116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  
117 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一般勞工職業體檢項目，網址：

http://tcgwww.taipei.gov.tw/public/Attachment/4123119431747.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118 詳可參後述第三項個人生活資訊第一款背景調查中，在「學、經歷」部分提到的機師案（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勞訴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勞上字第 17 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276 號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勞上更（一）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http://tcgwww.taipei.gov.tw/public/Attachment/41231194317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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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101年度基勞簡字第 8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職業駕駛）隱匿其視能嚴重不良的事實。 

（二）法院見解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明文規定，視能不良者經矯正後依舊不良時，即不得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應徵職業駕駛的求職者如虛偽陳述其視力並無不良，雇主發現

後得終止僱傭契約。 

（三）簡評 

法院的見解並無不當。求職者的視力如何，不但是法定健康檢查項目之一，

亦是雇主判斷應徵職業駕駛者，能否安全駕駛的必要資訊，且雇主的考量尚含括

了法已明文規定的交通安全的維護。與前一則判決相比，可清楚得知求職者不能

隱匿明顯會影響到工作執行或表現的身心障礙情況。 

第二款  HIV檢測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字第 196號判決 

（一）所涉爭議 

國防大學學生於例行體檢時，被驗出罹患愛滋，校方知悉後，不久即以其「德

行考核學期未達基準」將之退學，該生主張被退學的真正原因應是學校歧視愛滋

病患者。 

（二）法院見解 

這名學生當初未就退學處分依循法定救濟程序提起救濟，致使該行政處分已

經確定，除非有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罹於法定救濟期間之違法行政處分的撤銷）

或第 128 條（罹於法定救濟期間之行政處分的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所定情況，

否則原則上不得再對之提起爭訟。 

又，即使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辦法規定，感染愛滋者遭受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4條第 1項禁止之「有關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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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的不公平待遇或歧視」情形時，得自事實發生時起 1年內提出申訴，但已確

定的退學處分，並不會因其仍在該辦法的申訴期限內，即得被申訴推翻確定的效

力，而可再次爭執該處分的違法性。 

另外，國防大學依學生的學業成績及品行考核作出的退學處分，屬其大學自

治的核心權限，主管機關是國防部。衛服部若基於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的主管機

關地位，認定國防大學違反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4條第 1項，僅能依同條例第

23條第 2項對之裁處罰鍰；並依同條第 3項，於必要時，得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衛服部不得在非屬其主管權限的範圍內，再次質疑已

確定的退學處分的合法性。 

（三）簡評 

 就讀國防大學的學生，未來通常會成為軍人，因此求學階段的愛滋檢測，就

如同能否成為軍人的其中一項甄選標準。鑒於個人是否罹患愛滋，屬相當敏感的

生理資訊，但同時考量到愛滋目前依舊是一種無法治癒的傳染性疾病，所以該甄

選標準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即須謹慎分析之。然而，本案因法院在程序爭點上，

就以遭退學的學生其退學處分已確定而劃上句點，使該判決對雇主可否要求應徵

者接受愛滋檢測的討論並無多少幫助。 

不過，協助該名遭退學學生向國防大學提出「學校歧視愛滋病患者」控訴的

衛服部，就本案提起上訴時，提到「國防大學應重視愛滋學生的就學權益，協助

學生完成學業，感染者只要有良好的治療照護，身心健康仍然可以負荷軍事操練

跟執行勤務，群體生活也並非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感染事實並不影響學生完成

其學業」，119是以如暫不考慮本案的形式問題（退學處分已確定），本文認為在愛

滋病患者基本上也可完成國防大學的學業，且不太可能發生愛滋傳染的情形下，

                                                       
119 提起上訴的衛服部，與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就本案一同提出以下三點訴求： 

訴求一：目前已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請法院重視本案在司法上的關鍵性，避免再用形式問

題來掩蓋實質問題，開啟行政包裹歧視闖關的惡例。 

訴求二：國防大學以學生退學是個人因素，而另外向學生追討就學期間的學雜費共 80 萬元，請

民事法庭考量本案歧視的實質問題，在退學處分的合理性不堪檢驗下，賦予學生更積極的保護。 

訴求三：請國防大學重視愛滋學生就學權益，協助學生完成學業，感染者只要有良好的治療照護，

身心健康仍然可以負荷軍事操練跟執行勤務，群體生活也並非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感染事實並

不影響學生完成其學業。參李秉芳，愛滋感染生遭校方歧視退學 法院關鍵判決影響人權，民報，

2016年 4月 29日，網址：http://www.peoplenews.tw/news/10c212c7-dd3a-4204-b45a-af7068c766e3，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最高行政法院日後是否會有不同於高等法院的見解，仍有待

觀察。 

http://www.peoplenews.tw/news/10c212c7-dd3a-4204-b45a-af7068c766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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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國防大學應在一開始就無權要求學生接受愛滋檢測。 

此外，國防部在 2010年 1 月公告，職業軍人除非因病傷殘廢，不適合服役

或無法隨隊活動而影響基層訓練、管理，造成部隊困擾時，才符合退伍除役標準，

如只是被驗出罹患愛滋但未發病，職業軍人仍可保有軍中的工作，不會也不能被

強制除役；121國防部亦在 2010 年 6月刪除了國軍人員（志願役）定期體格檢查

中的「愛滋病毒檢驗」。122所以，國防大學的學生有無揭露罹患愛滋的必要，應

更受質疑，而國防部作為國防大學的主管機關，若發現國防大學有利用「大學自

治」掩蓋其歧視愛滋病患者的行為時，就應有所作為。 

第三款  其他 

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簡上字第 21 號判決 

（一）所涉爭議：年齡 

雇主在其營業處所（私立就業服務機構/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的公告欄上，

張貼應徵者年齡須 42歲以下的海報。 

（二）法院見解 

雇主在報紙刊登徵才訊息時，其上雖無就業歧視的文字，但在不特定民眾前

往應徵的營業處所內，公告欄上卻貼有「限 42歲以下」的海報，該揭示行為已

足使求職者預期會因年齡而受到差別對待，考量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的目的是在

防止雇主基於某種特質就作出差別待遇，就算雇主實際上仍錄用超過42歲之人，

但該事實與雇主不當的揭示行為並不相關，依舊成立年齡的就業歧視。 

（三）簡評 

本文贊同法院闡明的「求職階段中，雇主的行為是否構成就業歧視，不以特

                                                       
120 補充說明者，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上易字第 1012 號民事判決分析一般民眾得否依公寓大廈

條例定出「拒絕愛滋病患者入住」的社區規約時，對愛滋的傳染方式早已有正確的認知：「愛滋

病毒主要傳染途徑有三種：性行為傳染、血液感染及母子垂直傳染。由於愛滋病，不會經由空氣、

飛沫傳染，亦不會經由未損傷的皮膚侵入人體，因此輕吻、蚊蟲叮咬及日常生活中如牽手、擁

抱、共餐、共用馬桶、游泳、上課等，皆不會傳染愛滋病毒。」並認為因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禁止他人對愛滋病患者有安養或居住的歧視，判決社區

居民訂定的「命愛滋病患者遷離」規約，應屬無效。 
121 公文：http://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112。 
122 公文：http://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124。 

http://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112
http://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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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有就業歧視結果的發生為必要」。不過，本文疑惑的是，法院認定雇主的行

為可能產生差別對待後，就直接導出雇主有不法的就業歧視行為，並未進一步檢

討該職業有無年齡限制的必要，似有推論過快之嫌，不知法院是否認定雇主在本

案根本難有限制求職者年齡的正當理由，所以才略過此部分的討論。 

關於求職者的年齡限制，看似可直接依就服法第 5條第 1 項的就業歧視禁止

解決，但本文認為這一則判決仍有助於我們操作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價值，這是因為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雇主並無限制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員工

年齡的必要，此時除非應徵者自行公開，否則雇主蒐集求職者年齡的行為，即非

就業所需。 

二、最高行政法院 99年裁字第 1683號裁定 

（一）所涉爭議：性別、身高、體重及年齡 

雇主在報紙上刊登「公司誠徵（非酒店）董事長祕書/特助；日薪 1萬元（現

領）；須可出國旅遊、考察；限女性，專科以上；身高：160-170 公分；體重：45-52

公斤；年齡：25-35歲」。 

（二）法院見解 

秘書、特助的工作內容在於協助首長為核心業務的事務處理，與性別是否為

女性、身高條件為何、年齡長幼等，難謂有絕對的關係。雇主所刊條件，足使不

特定求職者望之卻步，雖然其宣稱這些條件僅為參考，非實際錄取標準，但若僅

供參考，自無須載明於該廣告中。倘若上開條件與秘書、特助的工作能力或工作

內容並無直接相關，則雇主藉此剝奪求職者本應享有的面試機會，顯屬不平等的

對待。在雇主未能具體說明其所徵求秘書、特助的工作內容為何時，上開條件即

與秘書、特助的工作欠缺合理及必要的連結，違反就服法第 5 條第 1項禁止就業

歧視的保障。 

（三）簡評 

本文贊同法院的見解，其除再次闡明「求職中，若雇主的要求會影響到求職

者的應徵意願，即已構成就業上的差別對待」。與前一則判決相比，本案比較特

別的地方在於，法院有進一步檢驗雇主的差別對待是否合理，而非驟然認定雇主

的行為是不法的就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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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則判決在我們分析應如何適用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時，可提供的幫助卻較為有限，因從禁止就業歧視的角度來看，雇主雖不得在

徵才訊息上刊登如同本案的種種要求，但在實際甄選階段，關於求職者的具體年

齡、身高和體重以及真實性別，因法院似認為雇主若能清楚說明為何徵求秘書與

特助時，須考量之，就不會構成就業歧視，代表雇主仍有機會主動蒐集這些隱私

資料。 

第二項  心理資訊 

經檢索，本文並未發現與「測謊」或「心理測驗（含誠實測驗）」相關的判

決。雖然測謊在我國求職階段的普遍率尚未可知，但有關心理測驗的部分，則值

得我們繼續關注，因在公領域，國考（尤其是警察）未來有加考心理測驗的可能；

且在私領域，有一份 2012年 12 月的研究調查顯示，其依「2012 年天下雜誌公

告的 1000 大製造業、500大服務業、100大金融業，以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2010年編彙的 300家卓越中小企業名錄」裡的公司為抽樣母體，從發放 400份

問卷中有效回收的 234份問卷（回收率 59%），123發現我國在 2012年 10月 1

日開始施行個資法後，一直到當年的 12月底，被抽樣的公司關於「人格測驗」

的採用，所有職位均有施測的企業，仍占 35.9%；多數職位有施測的，占有 14.5%；

少數職位有施測的，占有 22.6%；從未施測的，則占有 25.0%。124所以，在有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的增訂後，未來應有機會出現求職者針對

心理測驗提起的隱私侵害爭訟。 

第三項  個人生活資訊 

第一款  背景調查 

第一目  履歷調查 

「履歷調查」是雇主經常運用的甄選工具。在美國，並無相關法規規範雇主

的履歷調查行為，倒是被諮詢者應防免在幫忙核實的過程中，侵害了求職者的名

                                                       
123 參黃敦群、羅玉娟，任用管理的研究與實務落差：文獻觀點、人資工作者認知與台灣企業實

務三者之比較，人力資源管理學報 ，14 卷 3 期，2014 年 9 月，頁 32。 
124 同前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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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或構成誹謗。不過，在我國，針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或利用，因有個資法

作為基本規範，所以雇主無法自由自在地請第三人協助履歷調查。 

鑒於履歷調查涉及（潛在）雇主、求職者與第三人（通常為前雇主）的三方

關係，應如何適用個資法，有幾個問題必須釐清。通常我們直接關注到的是「雇

主可否向求職者以外第三人，蒐集有關應徵者的資訊」，但同時別忘了尚有「雇

主可否要求應徵者提供第三人資訊」的前階問題，由此也帶出「第三人（通常為

前雇主）是否以及能夠提供多少資訊」的疑義。討論前必須先提醒的是，本文並

未查到相關的實務見解，因此下述分析主要是參照有關學說而得。 

本文先分析雇主可否向求職者以外第三人，蒐集有關應徵者的資訊。在公領

域，雇主或許得以個資法第 15 條第 1款的「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向當

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確認求職者的履歷。然而，私領域雇主得否以最常被使用的個

資法第 19條第 2款「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向「第三人」查證求職者提供的個資是否正確，卻有爭議。 

有認為私領域雇主請第三人（通常為前雇主）協助確認求職者的資歷時，應

為招募聘僱目的及準備行為所含，符合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項對「與當

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的解釋。125
 

本文對這個看法心存疑惑，雖然其與法務部 2013年 6月 6日法律字第

10100088140 號函的見解：「『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所稱之『當

事人』，並不僅限於契約或類似契約當事人，亦係指某契約或類似契約關係中，

所需蒐集之個人資料本人有關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皆屬之。

換言之，縱使契約或類似契約當事人雙方，皆為法人或團體等非公務機關，一方

非公務機關為履行該契約，或於契約成立前為準備或商議訂立契約所進行之接觸

或磋商行為，因該內部關係之基本行為所涉及與第三人（例如他方之受雇員工）

之接觸、磋商或聯繫行為（本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修法理由參照），於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得蒐集他方非公務機關之受雇員工個人資料，無需再取得該個

人資料本人之當事人書面同意。」似乎相同，亦即在類似契約關係存在的前提下，

資料蒐集者得直接以個資法第 19 條第 2款為據，蒐集必要第三人的資訊。 

                                                       
125 參顧振豪，公司治理中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的建立－從直接蒐集與間接蒐集樣態談起，

萬國法律，181 期，2012 年 2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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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條，其在第 1項126定義「契約關係」時，有

特別允許雇主得向「必要第三人」接觸、磋商或聯繫；但在第 2項定義「類似契

約關係」時，卻僅指「當事人間」契約成立前的接觸或磋商，文義上似有意區隔

兩者可接觸之人的範圍，應認前述函釋的見解與施行細則的規範並不相符；且亦

有認為雖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項允許雇主向「必要第三人」接觸，但前

提是雇主與被調查者間已有「契約關係」，而在招聘階段，僱傭契約既尚未成立，

雇主透過第三人驗證求職者履歷的行為，即無法有個資法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

的適用。127
  

因此，在函釋不應牴觸施行細則的情形下，應以後者，即雇主無法直接依個

資法第 19條第 2款向必要第三人接觸的見解，較為妥適，但如此將造成雇主向

第三人進行「履歷調查」的障礙，因雇主必須另外主張其他個資蒐集事由，而目

前比較保險的方式為：（潛在）雇主取得「當事人（求職者）同意」後，再向「得

求職者同意的第三人（如前雇主）」為履歷調查。128然而，這個作法就有了同意

有效性的爭議，慮及直接擴張解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條第 2項關於「類似契

約關係」的規範，可能過於冒然，或許我們只能在等待修法前，先例外的使用勞

動領域中容易被人質疑的「當事人同意」。 

而雇主可否要求應徵者提供第三人資訊的前階問題，若是在私領域，如欲以

「類似契約關係」為據，有認為雇主要求應徵者提供第三人的資訊，應難以劃歸

為一般僱傭行為所必要；129另有認為雇主此等行為，就算第三人是應徵者的前直

屬主管，亦可能被認定超過蒐集求職者個人資訊的特定目的範圍，而須另有求職

者的前直屬主管或雇主的書面同意。130
 

本文認為這些看法，似均過度限制了雇主篩選適任者的權利，但既存爭議，

我們只好另尋其他更合適的蒐集事由。參照法務部在 2015年 12月 30日公布的

關於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8 款「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的增訂說明，其指出

在特定情形下，要求當事人提供第三人的資訊，如緊急連絡人的聯絡方式，屬對

                                                       
126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契約關係，包括本約，及

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為履行該契約，所涉及必要第三人之接觸、磋商或聯繫行為及給付或向其

為給付之行為。」 
127 參曾更瑩，企業因應個資法面臨的難題，全國律師，17 卷 4 期，2013 年 4 月，頁 7。 
128 同前註。 
129 參顧振豪，同前註 125。 
130 參曾更瑩，同前註 127。 

http://www.leeandli.com.tw/dl.aspx?filecode=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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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權益無侵害之事，所以無須另得第三人的同意。是以，在必要的履歷調查

下，雇主亦應得依個資法第 19 條第 1項第 8款，要求應徵者提供「必要第三人」

的「聯絡方式」，使雇主僅可向了解求職者學、經歷之人（如前雇主、推薦人或

學校），進行與工作資歷相關的查驗；且此時求職者即無須先得必要第三人的同

意，才可揭露。 

若是在公領域，雇主的請求依據，則為個資法第 15條第 1款的「執行法定

職務必要範圍內」以及第 3款的「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應無疑義。 

至於第三人是否以及能夠提供多少資訊，倘被諮詢者為應徵者的「前雇主」，

其可否因他人的「履歷調查」揭露自己當初因契約關係（通常為僱傭）而得的勞

工資訊？若可，則得為何種程度的揭露？還有，前雇主在勞工離職後，就這些因

契約關係而得的勞工資訊，可保留多久？ 

1. 可否揭露？ 

鑒於前雇主因契約關係所得的勞工資訊，其蒐集目的應與他人的「招募聘僱」

無關，所以前雇主如欲為相關揭露，即屬個資法第 16條但書或第 20條第 1項但

書的「特定目的外利用」，可主張的款項應為「法律明文規定」與「經當事人同

意」。 

而「維護國家安全」、「增進公共利益」、「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上之危險」、「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因過於抽象，除非有具體事證，

否則本文不建議雇主使用。至於「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若雇主揭露的是前員工

工作上的優異表現，或許尚有適用的可能，但其他中性或負面評價，則難謂利於

當事人的權益。又，「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

有必要」，因不符前雇主協助履歷調查時揭露勞工資訊的情況，並無適用的餘地。 

鑒於本文目前並未發現我國是否有前雇主得用以作為向潛在雇主揭露前員

工特定資訊的法律依據，所以似乎僅能主張經當事人同意，此時是否依舊須特別

注意同意的有效性，即有疑慮。 

考量到參考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簡稱

ICO）的見解，可得出 ICO認為若「前雇主」對前員工所留的資訊沒有保密的義

務；取得可揭露前員工特定資訊的同意並不實際（如記錄在案的不良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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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易被質疑其有效與否；以及向特定第三人揭露並無不合理時，則前雇主就算未

取得前員工的同意，亦得向潛在雇主為相關資訊的揭露。131本文認為在個資法現

行的規範架構下，因雇主進行履歷調查時，前雇主與潛在雇主似乎均僅能以經當

事人同意為資料的蒐集、處理或利用事由，因此在履歷調查確實有必要時，只能

例外放寬同意在勞動領域中的使用，不特別去質疑求職者同意的有效性。 

2. 得為何種程度的揭露？ 

本文認為既然雇主只能在「招募聘僱」的目的下，向必要第三人為「就業所

需」的求職者個人資訊蒐集，則前雇主能提供的資訊，也應與雇主可探知的範疇

相同。比較特別的是，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簡稱 ICO）提到，在不一定須要得到前員工同意的情形下，前雇主揭露勞工的資

訊時，宜從「勞工的角度」決定揭露哪些資訊，始屬公平，132如僅提供較為客觀

的考評；且建議先通知前員工（即求職者）。133這些作法應值贊同，因前雇主除

可藉此降低求職者提起名譽侵害或誹謗之訴的風險外，亦尊重或維護了應徵者的

資訊隱私權。 

3. 雇主因契約關係而得勞工資訊，在勞工離職後，可保留多久？ 

 在前雇主可配合（潛在）雇主適當地揭露前員工個資的前提下，這時還有一

個問題必須思考，前雇主回覆履歷調查時，所依據的勞工資訊，可保留多久。依

個資法第 11條第 3項134本文，若勞工已離職，因雇主當初蒐集該勞工資訊的特

定目的（人事管理）已消失，所以原則上應將有關勞工的資訊予以刪除，除非有

第 11條第 3項但書的例外，即：「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

同意」。 

雇主如是依「當事人書面同意」決定保存勞工的資料，除應闡明不立刻刪除

                                                       
131 Se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Subject access code of practice - Dealing with requests 

from individual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32 (2014), available at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documents/1065/subject-access-code-of-practice.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132 Se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The employment practices code, 48 (2011), available at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documents/1064/the_employment_practices_code.pdf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133 Id. at 50. 
134 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

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不在此限。」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documents/1065/subject-access-code-of-practice.pdf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documents/1064/the_employment_practices_co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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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也須注意同意有效性的問題；若是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依個

資法施行細則第 21條，是指：「一、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二、有

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三、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由於勞動關係終結後，雇主可能須因稅務或勞動等法規，135保存離職員工的個資，

是以雇主依相關法規，在執行職務或業務的必要情形下，保留離職勞工的資訊時，

即無不可。136
 

另外，須補充說明的是，求職者未獲錄用時，可否要求雇主「刪除」與其相

關的個人資訊？ 

依個資法第 3條第 5款，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請求刪除；且依個資法第

11條第 3項本文，雇主既拒絕僱用求職者，招募聘僱的目的已然不存下，則應

無繼續保留應徵者資訊的必要。因此，落選的求職者在無隱私侵害的情況，雖然

無請求雇主「返還」履歷的權利（即使求職者於遞送履歷時特別註明「未獲錄用，

請將履歷返還」亦同，因求職者不能片面設定雇主負有返還的義務），但得要求

雇主「刪除」與其相關個人資訊；且雇主經請求時，原則上也應配合之，除非雇

主有個資法第 11條第 3項但書規定的「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因執行職務或

業務所必須」情況，而可例外不為刪除。 

如有「當事人書面同意」，考量的問題同上述前雇主得以這個事由，保留離

職員工資料多久一樣，應留意資料保留的目的及當事人同意的有效性；若依「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參照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1條，雇主有機會主張的依據應

為「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而可能的正當理由則有：為防止日後發生爭議，

在相關請求權消滅時效內，雇主應得保留必要的資訊作為保護自己的證據。 

第二目  網路搜尋調查 

「網路搜尋調查」在網際網路發達後，亦是雇主喜歡使用的甄選工具，且比

                                                       
135 如：勞動基準法第 7 條：「（第 1 項）雇主應置備勞工名卡，登記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本籍、教育程度、住址、身分證統一號碼、到職年月日、工資、勞工保險投保日期、獎懲、

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第 2 項）前項勞工名卡，應保管至勞工離職後五年。」以及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

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136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41 及蕭家捷、賴文智，個人資料保護法 Q&A，元照，2013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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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履歷調查，雇主可能更加偏愛這種查驗方式，原因在第二章時已有提及，簡單

來說，就是前雇主為了避免遭到求職者提起誹謗或妨礙名譽的爭訟，回覆履歷調

查時，內容已越趨中性，使（潛在）雇主不易從中發現有用的訊息，漸漸地就將

目光置於「看似比較真實的」網路搜尋結果。如此可能會引發什麼樣的問題，因

我國實務與學說尚未針對此議題提出看法，所以本文只能先參照學說137中相關的

一般性討論進行分析。 

 公領域雇主進行網路搜尋調查的依據應為「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私

領域雇主的依憑除最常使用、且較無疑義的「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外，尚應有主張「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

138或「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的可能。 

但是，無論雇主主張哪一款蒐集事由，均不代表其可利用網路，無邊無際地

檢索有關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依個資法第 5條，雇主搜尋的資訊仍應與「招募聘

僱」的目的緊密相扣，並「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且依個資法第 11條第 1項，139

資料蒐集者必須維護其所蒐集資訊的正確性，慮及網路資訊的可信度（如時常發

生有人故意不實散布或過失誤植有關當事人的資訊，或是當事人自己為虛假的陳

述等），雇主顯不應以網路調查結果作為是否錄用求職者的主要依據。 

因此，若應徵者在社群網站上（如 Facebook）公開個人的學、經歷以及其

他資訊（如婚姻狀態或宗教信仰等），即使未設定誰才有瀏覽的權限，雇主也只

能蒐集其上與工作相關的訊息，並適度參酌。 

第三目  學、經歷 

一、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89年度勞小上字第 2號民事裁定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升高中之文理補習班帶班導師）隱匿不具雇主所需的相關學歷。 

                                                       
137 如：劉靜怡，社群網路時代的隱私困境：Facebook 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1

卷 1 期，2012 年 3 月；以及范姜真媺，網路時代個人資料保護之強化－被遺忘權利之主張，興

大法學，19 期，2016 年 5 月。 
138 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一般可得之來源包含「網際網路」。 
139 個資法第 11 條第 1 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

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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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見解 

求職者有無與補習班課程相關的學歷，為雇主是否予以錄用的重要判斷因素。

今求職者故意隱匿其是政治系畢業，而在履歷表上虛偽記載其為數學系畢業，已

不當影響雇主對其專業能力的判斷，耽誤雇主的用人時機或業務營運，並徒增了

人事成本，雇主發現求職者的不實陳述後，自可將之解僱。 

（三）簡評 

本文贊同法院的見解，並認為雇主若得因求職者未據實陳述與工作有關的學

歷，就將之解僱，則在求職階段，相關學歷明顯屬於雇主可詢問的就業所需事項。

有疑義的是，應徵者當初若是向雇主表示「曾經修過數學系的課」，但隱瞞其棄

休或被當的事實時，雇主是否仍可主張應徵者有不實的陳述而將之開除？對此，

答案應為肯定，因雇主在調查求職者有無相關學歷時，通常的期待應該是應徵者

確實有取得相關學分。140
 

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年度勞訴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勞上字第 17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1276號民事判決及台

灣高等法院 98年度勞上更（一）字第 6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女性求職者（機師）在工作申請表上不實圈選「未婚」；在自傳中亦未提及

已離婚並育有一子，同時謊稱曾任高鐵的行政經理。 

（二）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認為求職者能否擔任機師，雇主除應衡酌其專業技術外，應徵者是

否具備誠實而足資信賴的品德，也是考量的重點。鑒於本案的女性求職者應徵時

即有不誠實的行為（未據實填寫工作申請表，並謊稱其經歷），在之後的機師培

訓過程中，除多次在受訓校區內與其他男性學員玩脫衣遊戲，紊亂受訓學員紀律

外，於雇主調查時亦有欺騙隱瞞之舉，雇主自得以培訓前與求職者簽署的行為準

                                                       
140 實務見解亦有表示「部分陳述」仍屬不實陳述，此可參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89 年度竹勞小字第

4 號民事判決，該案法院指出：求職者（合作社職員）為隱瞞上一份工作（新竹中小企銀職員）

是遭免職的事實，不提出上一份工作的「服務證明」，僅提出「在職證明」，使雇主「誤信其有完

整無瑕的工作經驗」而予以錄用，雇主發現該應徵者在其他相關的工作曾遭免職的事實後，即可

因此終止雙方的僱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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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有私德、行為不當以致影響訓練進度或本公司聲譽受損等情事，得視情

節輕重予以處分或退訓」，將其退訓，並請求賠償因而損失的訓練費等費用。 

 女性求職者不滿地院對其所作的不利判決，提起上訴。高等法院認為女性求

職者的不實陳述，並非決定可否擔任機師的重點；且應徵者在培訓前已向雇主表

明其已離婚並育有一子；而有關高鐵行政經理的陳述，因求職者確實曾在高鐵的

南部辦公室負責行政事務的處理及行政人員的督導，雖然自稱曾任高鐵未設置的

行政經理一職，並不妥適，但尚難謂不實，所以雇主無法以這些原因作為請求賠

償的依據。141
 

 雇主不服高等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為飛安的維護，攸關乘客、

機員生命及財產的保障，亦與雇主的企業形象、評價、商業競爭力和紀律相繫，

若求職者因品德問題導致雇主喪失其能否妥適執行飛行職務的信賴，則雇主是否

不應將之退訓，即須再為深究，雇主上訴有理由，原審判決應予廢棄，並發回重

新審酌。 

高等法院在更審時，依循最高法院的提示，指出民用航空法第 111 條第 1 項

第 5款、第 6款、第 7款、第 9款、第 11 款及第 2項第 4款既有規定：「航空人

員有填寫不實紀錄或虛報飛行時間，冒名頂替或委託他人代為簽證各項證書、紀

錄或文書，航空器發生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後而故意隱匿不報，因怠忽業務而導致

重大事件而擅自塗改或借予他人使用檢定證，未遵守飛航管制或飛航管制機構指

示等情事，應視其情節處以警告或罰鍰，或停止其執業或撤銷其執業證書。」則

「機師具有誠實並足資信賴之人格，實為其從事航空駕駛業務之基本要求，雇主 

對欠缺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機師，自可依約終止契約。」因此，求職者有不

誠實的行為時，因品德上已有瑕疵，雇主無法信賴其未來職務的執行下，自可將

其退訓。142
 

                                                       
141 高等法院亦指出：「工作時間外之勞工業務外行為，屬於勞工之私生活範圍，非雇主所得任意

支配，惟有勞工之行為與事業活動有直接關連，且損害事業之社會評價，為維持事業秩序之必要，

方足成為懲戒之對象」，並認定求職者的脫衣遊戲既只是私下的玩鬧，無任何學員受到傷害下，

雇主僅將求職者一人退訓的行為，即屬不妥，不得向遭退訓者請求損害賠償，所以地院的判決應

予廢棄。 
142 高等法院在更審時同時闡明：「契約當事人一方之行為倘與他方當事人（即事業主）之事業

活動有直接關連，而該行為有損害事業主之社會形象評價、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時，

若雙方就事業主有終止契約權利之約定，並未違反公序良俗、強制禁止之規定，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應認該約定為合法、有效；且是否有該當行為，事業主應有依相關約定認定之權限，倘非恣

意為之，亦非法所禁止。」所以，雇主應得約束求職者不可在受訓期間的受訓校區內玩脫衣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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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評 

本文認為不論是什麼樣的工作，雇主應該都會期待聘用到具「誠實」美德之

人，並希望員工可以真誠地完成工作。但是，這並不代表雇主在甄選時，得以求

職者曾作出不實的陳述，就推論其未來工作時，也會有不誠實的表現，原因是應

徵者的不實陳述可能是因為問題涉及個人的隱私而不願據實回答，所以雇主可否

要求應徵者誠實回答其詢問，關鍵仍在於雇主的提問是否為「就業所需」。 

這樣的看法與高等法院更審前的分析相合，高等法院闡明當求職者被問及

「非必要」的資訊時（如婚姻狀況為何、有無小孩等），可為不實的陳述，雇主

不得因此將之解僱，如此才符合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對求職者個

人資訊保障的精神。 

是以，本文雖不贊同高等法院更審前關於求職者「自稱」曾任前雇主並未設

立的行政經理一事，認為只要真的有在前雇主處從事相關工作，就不構成不實陳

述的見解，原因在於求職者顯有誇大工作經歷的嫌疑，143應仍屬提供了不實的資

訊；但是，曾否擔任高鐵的行政經理，與能否勝任特定工作並不相干時，宜容許

求職者就此事有不實陳述的空間。簡言之，求職者針對非就業所需的資訊，有權

為不實的陳述。144
 

依循這個脈絡，地方法院關於求職者應徵時不實陳述的評價，即過分強調求

職者必須「誠實」，而有不妥，因求職者是否須誠實揭露其婚姻、家庭狀況或經

歷，應取決於雇主有無知悉的必要，若要求應徵者一律必須誠實，將使雇主的詢

問權毫無界限，有害求職者資訊隱私權的保障。145
 

然而，本文贊同的高等法院更審前見解（即雇主不得隨意因求職者曾有不實

陳述，就將之解僱），似應例外不適用在「法律已有特別要求從事某工作者，應

                                                                                                                                                           
且雇主在調查時，只有求職者一人對參與遊戲的次數與情況有所欺瞞，未如其他學員老實陳述並

虛心悔過，此時雇主自得因該求職者的種種不誠實行為，依行為準則僅將其一人退訓，並請求相

關賠償。 
143 高等法院重新審酌本案時，亦認為求職者在自傳中「自封」行政經理的作法，誇大了工作經

歷，而有品德上的瑕疵。 
144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勞上易字第 20 號民事判決亦有表示，當求職者（工地管理職務）在其

學、經歷上作假時，雇主不得在發現不實時，就立即終止僱傭契約，仍應先考量不實的部分是否

與工作相關。 
145 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認為依地院的評析，雇主得將應徵者退訓的關鍵應在於，求職者培訓

中多次與他人玩脫衣遊戲，確實影響了其他受訓學員的紀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7 
 

更加具備誠實美德」的情形。以本案為例，原先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更審前的看

法，似乎比較傾向應如何評價一般工作對求職者誠實的要求；可是，最高法院及

高等法院更審時的見解，卻特別強調了民用航空法第 111條第 1 項第 5款、第 6

款、第 7款、第 9款、第 11款以及第 2項第 4款等規定，以這些規定要求機師

就其工作上的文件均應據實記載為由，突顯「誠實」在這份工作的重要性，得出

應徵機師者一律須為真實陳述的結論，如不誠實，即有品德上的瑕疵，雇主得以

無法信賴其工作的執行，將之解僱（退訓）。 

本文認為在法律有特別要求應徵者須具誠實美德的工作，似應容許雇主享有

廣泛的不利處置決定權，即得以求職者或員工品德上有瑕疵為由，在符合比例原

則的情形下，拒絕僱用或開除之。但是，廣泛的不利處置決定權應不等於雇主同

時享有廣泛的詢問權，否則將得出雇主的詢問可無上限的荒謬看法。因此，雇主

的不利處置決定權與甄選時的詢問權，本文認為應切割看待，即使雇主得因求職

者的不誠實而拒絕僱用，但其詢問如過分挖掘了應徵者的隱私，且非就業所需（如

本案機師的婚姻狀況為何、有無小孩等），因已違反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

雇主還是必須接受就服法的制裁。又，假若求職者據實回答了與工作不相關的詢

問，事後亦得依個資法或民法提起隱私侵害的救濟。 

三、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99年度勞訴字第 79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安老所所長）不符老人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146的要求（應具備相

關學歷）且拒絕補正。 

（二）法院見解 

依老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要點第 3點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擔任安老所所長

之人，必須是「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社會工

作相關學系、所（組）畢業，且具有二年以上公私立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

驗者」；或者是「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持有居家服務員成長訓練或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或曾擔任經中央主管

機關評鑑成績甲等以上之社會福利機構主管職務三年以上者，且具四年以上公私

                                                       
146 該要點是依老人福利法第 8 條第 2 項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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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者」。經調查，應徵者獲聘為安老所所長時，並

不具要點所列相關學歷，在其無法補正下，雇主自可終止雙方的僱傭契約。 

（三）簡評 

本案見解並無不妥，雖然老人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是法律特別規定，但雇

主原本就得為行政組織的效率或企業經營的利益，在與招聘職位所需必要範圍內，

自行訂定相關的規則，要求員工應具備什麼樣的學歷或經歷，147並在求職階段，

雇主自可先行詢問應徵者是否符合其所定的條件。但應留意的是，並非雇主事前

規範其所希望的資格條件後，就有權在甄選時逐一詢問，仍應視雇主的要求是否

為就業所需，以「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隊員甄選要點」為例，其規範清

潔隊隊員不可有任何前科，在無法確立前科與清潔隊隊員工作的勝任間有何關連

下，該要點即非妥適，雇主自然也不得據此調查應徵者有無犯罪紀錄。148
 

四、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重勞訴字 17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應徵雇主「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時，剛遭宜家公司以不能勝任工作

而解僱，但在寄送給雇主的履歷表上，個人基本資料的部分，卻填寫「仍在職」，

且虛偽記載曾在哪些地方上班，並完全未提及與宜家公司間正在處理違法解僱的

糾紛。雇主僱用該名求職者後，才發現其履歷表上的不實記載與隱匿，認為該員

工當初的行為有違誠信，且嚴重影響到其僱用與否的判斷（雇主表示當初若知求

職者是被其他公司以不能勝任「人資主管」一職而解僱，必不予錄用），遂將該

員工解僱。 

（二）法院見解 

「原告於應徵時，應誠實詳細記載相關人事資料與內容之義務，以作為被告

判斷是否任用原告之參考，卻故意隱瞞相關之工作經歷，及曾與前雇主進行訴訟

等事實，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被告誤信而與原告訂立勞動契約，致受損害，原

告已違反兩造之誠信原則，顯難以維持僱傭之信任關係，被告於 101 年 9 月 21

                                                       
147 類似的實務見解尚有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勞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本案法院表明：

雇主就「薪酬福利經理」的職缺，可為與其專業性相關的要求，如應徵者須具備「8 年以上薪酬

及福利經驗」，未具備此條件者，雇主得終止雙方的僱傭契約。 
148 該要點已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廢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日具狀以原告違反勞基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應予准許。」 

（三）簡評 

本文認為判決中不允求職者隱瞞「剛遭前雇主因不能勝任工作而解僱，且正

就此事提起爭訟」的看法，似不恰當。本文雖肯定求職者應誠實填寫或回答與就

業有關的資訊，但其中若有涉及不利求職者應徵工作的事項，如本案求職者剛被

上個雇主自其正在應徵的相同職務上開除，應無法強求應徵者主動據實告知。此

時應認雇主既可依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向求職者的前雇主為履

歷調查，則似應允許求職者先消極地保持沉默。149
 

另外，雇主在判決中所稱「當初若知求職者是被其他公司以不能勝任『人資

主管』一職而解僱，必不予錄用」，似過於武斷，雇主還是應先進行必要的調查

或確認解僱原因，再作決定。 

第四目  不含競業行為的兼職 

一、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93年度勞訴字第 3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應聘全職工作（公司的設備工程師），在人事資料表上隱匿其有兼職。 

（二）法院見解 

求職者違反忠實告知義務，兼職顯有礙全職工作（一週至少須工作 40小時

以上）的完成，與雇主利益相違，雇主得終止僱傭契約。 

（三）簡評 

現今繁忙的社會，一般的全職工作其實際工時，都有可能達一週至少 40小

時，且依勞基法第 30條規定，勞工每週工時的上限，可以是 40小時或 48小時

以下，150那麼參照本則判決的見解，似將得出一般的全職工作，雇主既得將隱匿

                                                       
149 只是在面試時或履歷表上，就與工作相關的事項保持沉默或沒有填寫，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會

相當怪異。不過無論如何，求職者對於與工作相關的事項都不可以說謊，或是作出會讓人誤解的

部分陳述。 
150 勞基法第 30 條：「（第 1 項）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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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者予以開除，則在甄選適任者時，不論是什麼類型的職缺，雇主均可詢問應

徵者有無兼職。這樣的看法，顯然並不恰當，有論者認為正職以外的時間皆應由

私人支配，雇主僅得在勞工因兼職而對勞務的履行造成妨害時，始可加以探知；

縱使因此受有損害，雇主依契約關係請求損害賠償即可。151本文雖不贊同雇主可

任意地探查求職者有無兼職，但亦不支持前述完全剝奪雇主兼職詢問權的見解，

理由請見下一則判決的簡評。 

二、台灣高等法院 96年度重勞上字第 23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機師）隱瞞被前雇主留職停薪並遭限制出境的情況。 

（二）法院見解 

求職者應徵的工作具專業性或技術性時，雇主應可禁止勞工兼職或拒絕僱用

尚未辦妥離職者。該求職者隱瞞其被留職停薪一事，已違忠實義務，且其遭限制

出境，亦無法提供勞務，難謂無損害新雇主的利益。 

（三）簡評 

針對這則判決，有論者認為正職以外的時間皆屬私人支配，如有兼職，應無

不可，雇主若因此受有損害，以損害賠償解決就已足夠；而求職者是否辦妥上個

工作的離職，也非新雇主可置喙之事，其對求職者可能回任的顧慮，應僅屬猜測，

縱使求職者與前雇主的糾葛導致新雇主遭受損害，同樣以損害賠償解決即可。152

至於限制出境，因確實會影響到機師勞務的提供，有法律上的重要性，求職者不

應隱瞞此點。 

本文認為法院及前述見解有關「限制出境」的看法，並無疑義，是否被限制

出境，明顯是須跨國工作者應揭露的就業所需資訊。但關於「兼職」與「是否辦

妥離職」的問題，前述見解似過於偏向勞方，較合適的看法應是：關於兼職，雇

                                                                                                                                                           
小時。（第 2 項）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

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 3 項）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

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151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125。 
152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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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否在知悉應徵者未據實陳述後將之解僱，除須考量本案法院所提正職工作的

「專業性或技術性」，尚應同時涉及「公共利益」（如本案的飛航安全），雇主才

可以詢問並適當限制員工的兼職活動，確保員工有足夠的精力應付正職；同理，

在求職階段，本文認為只有具備前述要件的正職工作，雇主蒐集應徵者有無兼職

的資訊，才屬就業所需。 

而是否已辦妥離職，本文認為雇主既可詢問求職者有無相關經歷，亦可對之

為履歷調查，則應徵者是否辦妥離職，自也在雇主的探查範圍之內，尤其在雇主

尚有競業疑慮的考量時，更是如此；不過，若應徵者無相關經歷可供雇主確認，

則其在其他工作的留職停薪（未辦離職），通常不會是就業所需的資訊，此時應

以「兼職」問題看待，即雇主能否詢問，須回歸本文前述對兼職的看法。 

三、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重勞上字第 31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雇主以員工（宏達電副理）在外兼職（經營餐廳），已無法勝任正業為由，

將之解僱。 

（二）法院見解 

雇主提出員工已不能勝任正業的證據是員工與他人就花壽司等店的債務應

如何處理以及湯包館等店出資額及營業額應如何分配所為的協議書。然而，其上

並未約明該員工就其投資之店應執行什麼具體事務，這份協議書僅可證明員工有

業外投資的事實，尚無從證明其於任職宏達電副理期間，尚負責執行上開店面的

業務。 

因此，員工「雖有在外投資餐廳之行為，然上訴人宏達電公司未能舉證證明

上訴人劉清祺實際上負責經營所投資之餐廳，自難遽認上訴人劉清祺已違反禁止

兼職之工作規則，更無從再據以認定其因此有工作能力、身心狀況、學識品行不

足勝任部門小主管工作之情事，亦難據以認定上訴人劉清祺主觀上有能為不為之

不能勝任主管職務之情事。」 

（三）簡評 

員工能否兼職（競業以外的情況），關鍵在於是否會影響到正業，而在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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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性或技術性，且涉及公共利益的工作為兼職，通常較會影響到正業的表現，

此時雇主才應調查求職者有無兼職，畢竟每個人對其工作外的時間，原則上應有

最高的支配權。可是，能否為競業行為，因事關雇主的利益，員工即使是在正職

以外的時間進行，雇主亦有權詢問，詳細說明請見下一目。 

第五目  競業行為與利益衝突 

一、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重勞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158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雇主主張夫妻檔員工（仁愛之家的主任與會計）未先稟告董事會，自行承接

本屬雇主經營的業務，違反競業行為的禁止，已牴觸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的規定，

且情節重大，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二）法院見解 

高等法院認為員工雖自行在外成立「長春藤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但接收

的照護業務，卻僅有雇主放棄提供勞動服務的地區；且雇主的工作規則並無明文

禁止競業，只規範：「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因業務過失使本家權益損失嚴重，事

證明確，懲戒免職。」鑒於員工承接的業務是在雇主放棄的據點，不能謂對雇主

經營權益有所侵害，雇主並不因員工前開的經營事實遭受嚴重損失，是以，雇主

即不得以員工違反前述工作規則為由，而依勞基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不經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雇主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為雇主的工作規則有規定：「（不得兼職）

員工非經本家董事會同意，不得兼任任何職務和商品販售。」而競業行為自包含

在兼職之中，原審認為雇主所定工作規則並無競業禁止的規範，顯為錯誤；並指

出：經調查，本案員工（仁愛之家的主任）命人在臨時董事會提出「日托及關懷

據點虧本，建請董事會中止辦理」的議案，該案通過後，雇主遂放棄某些地點的

照護服務。然而，事後卻發現有員工（仁愛之家主任的太太，且該女士亦為仁愛

之家的會計）另行成立「長春藤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並接收雇主放棄經營的

業務。原審未考量到此節，即認定員工的競業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 12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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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款的情節重大，判定雇主不得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過於速斷，應予廢棄。 

（三）簡評 

雖然本案高等法院的見解因漏未衡酌應衡量之點，而遭最高法院廢棄，但若

無此瑕疵，統合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對競業行為的看法，應可推知雇主可了解求

職者有無競業的行為，且雇主應可調查通常與求職者有密切聯繫的配偶，是否也

有無競業行為，以免應徵者將雇主的利益讓渡給與其關係親密之人。 

有疑問的是，除求職者的「配偶」外，尚有哪些人通常也屬與應徵者關係密

切之人，雇主可能可以進行詢問或調查？對此，實務曾認為若是在競爭激烈的房

仲業，雇主得為了「避免不肖同仁利用公司資源與房地資訊取得的便利，謀取個

人私益，損及客戶權益，從而自毀公司長久努力所建立的聲譽，害及全體同仁的

利益」，調查員工本人及其「二親等以內親屬」有無競業行為，應予注意。153
 

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重勞訴字第 22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瑞典商索尼行動通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的業務經理，負

責聯繫供應商）在履歷表上的其他資訊欄：「你有無任何親屬任職於被告或被告

之競爭者？」填寫「無」，並隱匿其推薦人就是自己的配偶；面試時亦表示配偶

僅在家族事業工作。經錄取，雇主始發現該員工的配偶在其競爭對手處（HTC）

上班（擔任資深經理），認為該員工違反了「不得有利益衝突行為」的僱傭契約

約定，以及員工行為守則規範的「如有潛在利益衝突應告知雇主，以保護營業秘

密及反貪腐」，使雙方的信賴關係已遭嚴重破壞；且該員工被查覺有利益衝突時，

仍不願坦誠說明，應認定已無法期待繼續兩造間的僱傭關係，遂開除之。 

（二）法院見解 

依勞基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 款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可知，「雇主

招募或僱用員工時，要求求職人提供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若未逾越基於經濟上

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尚非法所不許，求職人在此情形下，對於雇主要求提供之隱私資料，若為虛偽意

                                                       
153 參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重勞上字第 9 號民事判決。該案法院指出：信義房屋公司（雇主）得因

業務員（後升為店長）隱匿其兄長在永慶房屋公司擔任總經理一事，將之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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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致有受損害之虞時，雇主自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 

 考量到雇主經營的是通信工程等事業，屬於高科技、高競爭性的產業，關於

利益衝突迴避的約定或規定，是為了避免員工因利益衝突造成公司的損害，才會

問及應徵者有無親屬正在為雇主工作或任職於競爭者處；且雇主亦表示求職者如

有前述情形，並不會因此不予錄用，只是會視情況將該員工安排在沒有利益衝突

的職位上，杜絕私相授受的可能或嫌疑。 

在雇主「並未強求原告提供其配偶之姓名等得以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堪認被

告係要求原告提供就業所需之家庭背景資訊，且難認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等特定

目的之必要範圍，並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尚非法所不許。則原告於履

歷表及面試時虛偽表示無任何親屬任職於被告之競爭者及配偶從事家族事業，致

被告誤信而訂立僱傭契約後，無從安排原告擔任適當之職務以避免可能發生之利

益衝突，堪認被告因此有受損害之虞。」 

 又，「原告雖主張：被告表示未強求原告揭露配偶職業，亦非以揭露為任職

條件，顯見原告是否揭露均不影響原告任職，被告不得因原告未揭露而終止契約

等語，惟原告原得選擇是否揭露配偶任職於被告之競爭者，若不願揭露，應選擇

不揭露，而非提供不實資訊，且審酌原告於履歷表之聲明欄所載『我保證已盡我

所知為上開真實而完整之陳述，我瞭解如有任何虛偽陳述，將不獲錄取或於受僱

後不經預告且不附理由終止僱傭關係』等語下填載其姓名（見兩造不爭執事項(一)

之 2.），可見原告明知於履歷表為任何虛偽陳述可能導致之後果，自難主張虛偽

陳述不影響其任職。」 

（三）簡評 

這是目前唯一一則有引用到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並具體闡明何謂「雇

主僅能命求職者提供『就業所需』隱私資料」的判決。法院先抽象論述應徵者須

據實陳述「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如不願揭露，就應保持沉默。154虛偽陳述「就

業所需」資訊者，錄用後如被雇主發現，因其行為很可能損及雇主的利益，雇主

自可據此將之解僱。 

                                                       
154 應注意的是，同前註 149，這樣的看法在現實生活中應不實際。話雖如此，還是要再次強調

求職者面對與工作相關的詢問，只能據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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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法院指出本案雇主經營的是高科技、高競爭性的通信工程產業，員工

如與雇主有利益衝突的情形，確實會造成雇主的損失，求職者應接受雇主「適當」

的資訊蒐集行為；而求職者的「親屬」是否正為雇主或雇主的競爭對手工作，亦

應屬雇主可調查的事項，尤其雇主僅詢問求職者「有無親屬」從事相關工作，並

未進一步蒐集可辨識出這些人的資訊，也就沒有了員工辯稱的「配偶的職業受個

人資料保護法保護，未獲配偶書面同意，應無權揭露」問題。前述看法應無不當，

但本文認為尚有值得細究之處，即「親屬」的範圍具體為何，如是與求職者關係

良好且有密切聯繫的「配偶」，自無疑義，但對象若是已交惡、分居的配偶，或

其他關係較為疏遠的親屬，應徵者是否仍有揭露的必要，即應深思。 

 不過，判決中關於「我保證已盡我所知為上開真實而完整之陳述，我瞭解如

有任何虛偽陳述，將不獲錄取或於受僱後不經預告且不附理由終止僱傭關係」的

論述，本文認為有須補充說明的地方，即求職者「據實陳述的保證」，亦應限在

就業所需的資訊；如非雇主應知悉的資訊，則不論有無前開約定，都不應作為雇

主得對應徵者或員工作出不利處分的依據，尤其應徵者是在被動且弱勢的情況下

作出此承諾時，更是如此。155 

第六目  其他 

一、台灣高等法院 92年度重勞上字第 6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過去的薪資條件 

被挖角擔任產品領導（負責證券產品開發、交易、操作等工作）的證券業高

級主管，其過去的薪資及報酬一年有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美金，卻向新雇主

浮報是七十五萬美金，使雇主以年薪七十五萬美金僱用之。 

（二）法院見解 

「薪資條件，對勞僱雙方言，均為聘僱契約之重要條件，雇主於決定員工薪

資數額時，除參酌員工之學、經歷外，員工於原雇主之薪資，同時並為雇主用以

判斷該員之工作能力、工作表現等各方面之重要參考。…被上訴人係以經營證券

交易為業，雇用上訴人擔任產品領導（Head of Product）負責證券產品開發、交

                                                       
155 在勞動領域中求職者「據實陳述的保證」，與雇主以「當事人同意」蒐集應徵者個資時須面

臨的問題相同，即該約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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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操作等工作，該職位之薪酬多與其業績、及為公司賺取之利潤成正比，新雇

主可由員工於原雇主之薪資結構，分析上訴人得悉能力所能創造之業績，及為能

公司獲取之利潤，而得判斷是否符合公司之需求，決定是否雇用及雇用之薪資數

額。員工於訂立雇用時就其於原雇主服務所得之薪資為虛偽之陳述，如其陳述與

事實相去太遠，則不僅會誤導雇主之判斷，且將破壞勞雇間之誠實信賴關係。而

誠實信賴關係為勞雇關係得以持續維持之重要因素，勞雇間如喪失誠實信賴關係，

將使雙方無法密切合作為公司創造最高之利益。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於訂

約時為虛偽之陳述，致其給付上訴人超過上訴人應得之報酬受有損害，而依上開

法條規定終止與上訴人之契約，即非無據。」 

（三）簡評 

有支持該法院見解者；156但也有認為這個見解並不夠細緻，其指出求職者過

往的工作可能與其現在應徵的工作並不相同，縱使相類似，但各公司的工作環境

亦非一致，質疑雇主調查應徵者過去薪資的行為，與工作間並無重要關聯，建議

雇主只有在如同本案挖角的情形，才可詢問。157
 

本文不太贊同後者的看法，因雇主通常無法預先知悉求職者過往的經歷與工

作環境，所以若雇主已從經歷調查中得知應徵者曾從事相類似的工作，本文認為

該工作過去的薪資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應可評量求職者的能力，雇主得進一步詢問

之。此外，本文亦贊同本案法院的見解，容許應徵者得為追求更好的待遇，回覆

與事實未相去甚遠的答案。 

二、台灣高等法院 93年度勞上易字第 110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是否為素食者 

求職者（葷食餐廳的廚師）隱瞞其為素食者。 

（二）法院見解 

素食者亦可勝任葷食餐廳的廚師，雇主不得因此將之開除。 

（三）簡評 

                                                       
156 參傅煒程，求職勞工個人資訊揭露合法性與範圍之研究－以隱私權理論實踐為中心，政治大

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2009 年，頁 77。 
157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107。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傅煒程%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求職勞工個人資訊揭露合法性與範圍之研究-以隱私權理論實踐為中心%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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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見解，應無不妥，且葷食餐廳的老闆都不能輕易拒絕素食者擔任廚師

下，大多數的工作，求職者是否吃素，應該都非屬就業所需的資訊。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826號判決 

（一）所涉爭議：是否為原住民族 

雇主為防止構成就業歧視，認為不適合由自己主動詢問求職者是否為原住民

族，但為依法158進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族員工，希望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供名單，以幫忙查證。 

（二）法院見解 

雖然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禁止就業歧視，但單就原住民身分的蒐集，並不能

直接推論有種族的就業歧視，所以雇主平時仍可請求自身員工協助提供相關戶籍

資料，使雇主可比對並建立員工清冊，進行的內部管理，並藉此符合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等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益的規定；159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得依

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1項、第 2項第 2款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

款160規定，拒絕向雇主公開其有哪些員工為原住民族。雇主既可自行調查，即難

以原住民族資料無從取得而無法確知是否僱用足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或招

標機關未協助取得資訊等由，主張其所受的未足額僱用代金處分違法。 

（三）簡評 

該案當時並無電資法的適用，依法院的見解，似認為雇主得以「管理員工」

為由，就進行原住民族身分的調查，並從中得知自己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原住民

族進用比例。本文雖贊同雇主可自行向員工調查是否為原住民族的結論，但認為

法院的推論存有瑕疵，因個人是否為原住民族，從就服法第 5 條第 1項特別禁止

原住民族的歧視，以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政府採購法第 98條等規定特別

保障原住民族的工作權益來看，原住民族的身分在我國明顯是較具敏感性的個資，

                                                       
158 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

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僱用不足者，除應繳納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

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 
159 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是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關於原住民族進用比例的特別規定。 
160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之：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

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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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不得單以「內部管理」為由，就探查員工是否為原住民族。不過，雇主受

立法者所定的原住民族進用比例規範（如本案的政府採購法第 98條）時，就應

允許雇主有權調查員工的原住民族身分，以符合法律的規定。 

 本文前述看法在今日有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的適用下，亦無

改變，雇主查證員工是否為原住民族時，因屬對其個人生活資訊所為的背景調查，

且是針對隱私資料的蒐集，須探討該資訊是否為「就業所需」。本案涉及的「交

大交映樓 7樓空間租賃費 1 年」採購，雖然求職者是否為原住民族，顯無礙於

工作的完成，但如從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希望雇主可主

動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的目的，以及為使雇主加以配合否則即課處代金的

手段來看，應認此時仍舊可允許雇主詢問求職者是否為原住民族，原因為雇主的

這類詢問是在幫助弱勢者，屬對公共利益的維護，符合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立法理由中提到的「維護公益亦是雇主經濟上的需求」。161
 

第二款  犯罪紀錄 

一、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89年度勞訴字第 15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汽車材料行的司機送貨員）隱瞞其有竊盜的前科。 

（二）法院見解 

有無前科，通常非約定勞動契約時的必要事項，雇主不得在發現求職者隱瞞

犯罪紀錄後，即以此為由解僱之。 

（三）簡評 

法院當時的見解應屬合適，且有無前科既然「通常不是」勞動契約約定的「必

要事項」，則雇主甄選求職者時，原則上應無蒐集應徵者犯罪紀錄的必要。而今

日個資法已將犯罪紀錄列為原則上不得蒐集的特種個資下，除非有法律的特別規

定，如保全業法第 10-1條禁止有特定前科擔任保全，雇主原則上應無機會蒐集

                                                       
161 須留意者，允許雇主以定額進用規定作為調查求職者有無原住民族身分的依據時，也可能變

相滋長更多的歧視問題，如有的雇主在知悉應徵者為原住民族後，基於個人的偏見或刻板印象，

寧願繳納代金，而以中性的理由拒絕僱用。假若繳納代金成為主流，我們就必須檢討有無其他更

妥適的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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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者的犯罪紀錄。162或許有的雇主會主張其有得到應徵者的書面同意，但依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的要求，縱使有書面的同意，雇主也不一

定可蒐集求職者的犯罪紀錄，更遑論同意在勞動領域中尚有特別容易遭人質疑是

否有效的問題。 

二、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9年度勞訴字第 8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求職者（大貨車司機）隱瞞其「2個半月前」才有的酒駕前科。 

（二）法院見解 

求職者曾否酒駕，以及距上一次酒駕已過了多久，都是雇主聘用其擔任司機

與否的重要參考因素，屬於與工作相關的詢問。 

（三）簡評 

法院當時的見解應屬恰當，應徵司機者有無不良的駕駛紀錄，是否因此受到

行政裁罰或構成刑事責任，為雇主應主動蒐集的就業所需資訊；但雇主可否因而

拒絕僱用，法無特別規定時，應進一步思量求職者「所犯之罪的本質、嚴重程度

及經過時間」等因素，使有犯罪紀錄者可獲得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 

不過，犯罪紀錄今日既已被個資法列為原則上不得蒐集的特種個資，在法律

無特別規定一般的雇主均可調查應徵駕駛者，有無不良的駕駛紀錄下，本文又不

斷質疑同意在勞動領域中的有效性時，將得出現今的雇主甄選駕駛時，已無法蒐

集求職者有無不良駕駛紀錄的不合理結論。因此，在現行規範下，除非立法者修

法，否則應只能先如分析私領域雇主可否請求必要第三人協助履歷調查的情況，

例外不去爭執此時當事人同意的有效性。 

又，即使放寬同意是否有效的判定，在類似本案的情形尚有一個困境，即我

們雖允許雇主得以當事人書面同意作為蒐集事由，詢問求職者有無特定前科，但

雇主該如何驗證？ 

如法律特別規定某些工作不得具特定前科，有關機關得依個資法第 6條第 1

                                                       
162 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板勞小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即認為，依保全業法第 10-1 條，雇主有

權也有義務詢問應徵保全之人，是否有第 10-1 條禁止的特定犯罪紀錄；假若求職者有所隱瞞，

雇主發現後自可將之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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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1款「法律明文規定」或第 5款「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

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 ，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幫助雇主確

認，應無疑義；但法律未特別規定時，本文認為在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施行後，因良民證上會顯現所有犯罪紀錄，但並非所有前科均與工作相

關，所以應禁止雇主透過要求應徵者提供良民證的方式驗證之。163惟如此解釋下，

雇主目前似乎無其他可行的確認方法，或許只能等待修法解決。 

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勞訴字第 122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 102年度勞上字第 10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字第 1521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受僱者任職於「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2012年 3月間

改制前為交通部臺中港務局）」，從事台中港新建工程之監工建造、品質管制、工

程數量統計分析、工程測量及繪圖等工作，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遭台灣台

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法院裁定羈押，並經該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雖然事後無罪

確定，雇主以當初的聘用契約第 9條第 3款有約定「乙方（本案受僱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甲方（雇主）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三)乙方有犯罪或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之行為，經移送偵查或法院審理，或因案經拘提、逮捕、羈押或受有刑事

處分者」，終止聘用契約。 

（二）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認為雇主現雖已改制為公營事業，但受僱人是在雇主仍為公務機關

時獲聘，屬勞基法第 84條所稱之「公務員兼勞工」，關於其任免，應適用公務員

法令的規定；不過，參照第 84 條規定，其亦「未排除公營事業與其所屬人員間，

依雙方約定之事由資為終止勞動契約之依據。至若受僱人違反勞動契約而有重大

事由存在，要難繼續履約，僱用人自得終止契約，不受勞基法第 12 條第 3 款規

                                                       
163 在英國，雇主原則上必須是在法律有特別規定，從事某工作者不得有特定前科時，才可透過

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 (DBS)查詢服務，確認應徵者有無法律禁止的前科。See 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 and Home Office, DBS checks: guidance for employers, GOV.UK, Mar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uidance/dbs-check-requests-guidance-for-employers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且法律亦已禁止雇主以走後門的方式，即要求應徵者提供良民證，自行確認，藉

此保障求職者的隱私利益與工作機會。See Law change outlaws ‘back door’ criminal record check, 

ICO, Mar 9, 2015, available at 

https://ico.org.uk/about-the-ico/news-and-events/news-and-blogs/2015/03/law-change-outlaws-back-do

or-criminal-record-check/ (last visited: May 31, 2016). 

https://www.gov.uk/guidance/dbs-check-requests-guidance-for-employers
https://ico.org.uk/about-the-ico/news-and-events/news-and-blogs/2015/03/law-change-outlaws-back-door-criminal-record-check/
https://ico.org.uk/about-the-ico/news-and-events/news-and-blogs/2015/03/law-change-outlaws-back-door-criminal-record-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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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限制。關此重大事由，不以一方因犯罪而受有罪判決為限，倘有重大違反勞

動契約關係目的之情事存在，他方即得終止勞動契約。」 

雖然受僱人爭執勞基法第 12 條第 3款規定，雇主只有在其「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時，才可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但「本件並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自不以原告因犯罪而受有罪之判決為限始

得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此部分主張，洵不足採。」因此，雇主得以與受僱人間的

特別約定，在受僱人因案被羈押時，終止雙方的勞動契約。 

高等與最高法院肯認地院的結論，認為本案無勞基法第 12條第3款的適用，

但更進一步闡明雇主與受僱人間特別約定的合理性：「勞基法規定（指勞基法第

12 條第 3 款）係針對廣大之勞工階層之勞工所為一體適用之規定，其性質上係

屬一般性、普遍性的適用，自不可能就個別勞動契約之差異性、特殊性而加以規

定，而系爭聘用契約就聘用之人即被上訴人從事臺中港新建工程之監工建造、品

質管制、工程數量統計分析、工程測量及繪圖等工作所為之契約約定，其擔任之

工作內容、資格條件學歷專長等，不僅承接之業務係監督台中港重大擴建工程之

施工監造、品質管制、工程數量統計分析、工程測量及繪圖等工作，此涉及國家

台中港重大擴建工程之施工監造、品質管制等具有重大之公共利益（此從本件所

涉及刑事案件之系爭工程結算總價即達 2 億 4932 萬 7319 元即可知之），故相關

人員之聘用，於其聘用之資格學歷及專長等條件，均具有個別性、特殊性，則被

上訴人以此種工作內容特別考量此類聘用人員必須於重大工程監工上達到品質

之要求、與承作廠商間不能有利益上之掛勾、一旦因涉案遭羈押時其聘任人員己

身工作勢必停頓，為彌補此一涉案人員之空缺，解決之道不外乎尚需調派人手承

接其業務，若由新手承接即有青黃不接而使業務停滯之虞，即或由其他同仁承接，

無異增加在職人員額外之工作負擔等諸多因素，而有系爭聘用契約第 9 條第 3

款之約定，難謂該約定無合法正當性，尤不能以勞基法第 12 條第 3 款規定，係

針對廣大之勞工階層所為之規定，其性質上係屬一般性、普遍性的適用者而相提

並論，而遽指系爭聘用契約第 9 條第 3 款之約定，違反勞基法第 12 條第 3 款規

定之最低保障而屬無效，蓋二者之規定（勞基法第 12 條第 3 款）、約定（系爭聘

用契約第 9 條第 3 款）之考量立基點本有不同之故。」 

高等與最高法院亦指出，即使受僱人無罪確定，但因其工作所涉的「公共工

程金額龐大，對於聘用人員操守要求高，而上訴人任職期間多次接受廠商招待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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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酒，經被上訴人送請考績委員會依相關資料、法規及上訴人之工作績效予以審

議後，始決定終止系爭僱傭契約，再呈報銓敘部備查，此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

解聘通知提出申訴、再申訴均遭駁回，即可證之。故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聘用契約

並無違誤。」 

（三）簡評 

公務員應有更高的職業操守，始對得起人民賦予其的信任，不過，依本案法

院見解，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公務員，就算未「多次接受廠商招待喝花酒」，

但在「有犯罪或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經移送偵查或法院審理，或因案經

拘提、逮捕、羈押或受有刑事處分」的約定下，似僅可由完美無瑕之人擔任；且

公益重不重大，法院特別強調本案工程款達 2億 4932萬 7319 元的論述，也會讓

人產生似可單憑工作所涉的金額進行判斷。 

考量到在釋字第 715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

班考選簡章，以「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限制「所有」受刑之宣告者成為

職業軍人，對於偶因一次疏忽而犯下過失犯罪者已逾越必要程度，則本案雇主得

否特別約定受僱人「完全不能有任何犯罪或逮捕紀錄，且不論是故意或是過失」，

即讓人感到疑慮。 

若將本案見解套用在蒐集求職者個資的案件，雇主的要求除會使人懷疑其是

否會符合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的解

釋外，就算能進入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的檢驗，該門檻似亦

可輕易地被「公共利益」所破除，難謂完全恰當。 

第三款  信用紀錄 

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年勞訴字 59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

年度勞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 2624號裁定 

（一）所涉爭議 

雇主主張員工（合作社高級辦事員）曾立同意書，同意雇主在其任職期間，

可隨時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其信用的機關資訊，可見員工應知從事金融服務

業者，債信是否良好，事關重大。是以，當雇主發現員工違反人事管理規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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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金融機構借款或保證借款逾期三個月尚未清償」時，可將該名員工解僱。 

（二）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認為：「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是否重大，應依雇主所

營事業之特性及需要而論。本件被告為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4 條規定），

該行業首重者為「信用」。信用不僅指法人本身之信用，並涵蓋員工個人之信用

在內，如果金融機構本身信用不良，勢必無法在激烈之競爭環境中生存，其所僱

用之員工，因工作特性易接觸客戶存放之金錢或處理客戶之財物，如果金融業之

員工對外積欠金錢，進而遭法院強制執行其薪資，其本身之債信不良，對其從事

之業務不僅易發生弊端，且易影響客戶對其屬公司之信賴。被告為維持營業秩序，

對所屬員工之債信，自有嚴格加以要求之必要。本件原告目前為被告高級辦事員，

擔任催收職務，有原告提出之服務證明書影本 1 紙為證，惟其向新光銀行及萬泰

銀行借款，逾期超過 3 個月以上未清償，甚至進入法院強制執行假扣押程序，則

原告之債信已明顯不良，對被告營運信用自有重大影響，此事件實已導致被告僱

用原告承辦催收業務之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有所障礙，而原告之債信不良，

亦難期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蓋其他懲處手段（如申

誡、記過），對已發生之不良債信，均無從導正，自有 賦予被告立即終止勞動契

約關係權利之必要，而原告當亦無於被告解僱後再期待資遣費之給付，實已可謂

『情節重大』無疑。」 

 遭受不利裁判的員工不服，提起上訴。高等與最高法院不贊同地院的看法，

指出：「上訴人上開積欠金融機關借款，乃民事個人借貸關係，屬民事上正當法

律關係，且借貸金額百萬餘元，以上訴人月薪 48,470 元穩定收入，按月分期清

償，並非難事。再者，上訴人前開借貸關係，乃正當民事事件，要無不法情事；

甚且被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上訴人上開借貸關係，對其所經營之合作社事業，

有何具體危險或損失。是縱令上訴人偶然違反前開人事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5 款

之規定，然客觀上仍可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

但上訴人竟採用解僱之嚴厲懲處手段，終止兩造僱傭關係，在程度上顯不相當。」 

（三）簡評 

地院將銀行員工個人的信貸問題與銀行的信用作連結，顯過於牽強，應肯認

高等與最高法院的見解，即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倘雇主無法實際舉出其因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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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貸問題受到什麼樣的損害，就不應憑此將員工解僱。 

不過，因高等與最高法院是直接檢討雇主得否因員工債信不佳而開除之，並

未分析本案人事管理規則不允許員工「在金融機構借款或保證借款逾期三個月尚

未清償」的合適性，亦未討論員工所立「同意書」容許雇主調查的同意有效性疑

義，似乎暗指當雇主為金融機構時，就理所當然有權調查員工的債信，只是處罰

手段應注意比例原則。 

但是，我們能否如同前面幾則判決的分析，以雇主可因員工不具其要點或工

作規則要求的「相關學、經歷」，而將之解僱時，就推知雇主亦得在求職階段，

先行向應徵者為相關詢問？本文認為這樣的推論在本案並不妥適，因為相關學、

經歷對於工作表現的預測，通常較有連結性；可是，個人的信用紀錄與工作能力

間的關聯，卻仍有質疑之聲，164而且高等與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員工「積欠

金融機關借款，乃民事個人借貸關係，屬民事上正當法律關係」，未必會有地院

提到的「對其從事之業務（催收）不僅易發生弊端，且易影響客戶對其屬公司之

信賴」情形，這樣的論述將更加讓人懷疑，金融機構可否在甄選適任員工時，就

調查應徵者的信用紀錄。 

最後，本文認為現階段法院既要求雇主須先具體證明債信不佳者，已對工作

造成了什麼不利影響，才可解僱之，則為免過度干涉求職者的資訊隱私權，在求

職階段，雇主即應提出比「該行業首重者為信用，所僱員工若本身債信不良，對

其所從事業務不僅易生弊端，亦將影響客戶對公司之信賴」更具體的說辭，才有

機會調查應徵者的債信。 

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年勞訴字第 108號民事判決 

（一）所涉爭議 

本案是前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年勞訴字 59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7年度勞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 2624號裁定）

的後續，雇主經爭訟後發現「不得以員工債信不佳，就將之解僱」，遂把該名員

工記大過，並降等（從高級辦事員降為中級辦事員）減薪。 

（二）法院見解 

                                                       
164 此可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項「常見的詢問或檢測」中對於「信用紀錄」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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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積欠新光銀行及萬泰銀行債務，乃民事個人借貸關係，縱使遭法院強

制執行亦難以此推論會對被告造成實害，而被告所辯原告辦理催收業務，會接觸

金錢而可能有弊端，亦僅為被告臆測之詞，客戶縱使知悉此事未必即對被告為負

面評價，被告並未舉證原告上開債務對其所經營之合作社事業，有何具體危險或

損失。至被告指稱原告向被告借款造成呆帳，可證原告債信不良，然被告自承該

呆帳係因原告遭新光銀行強制執行，依兩造貸款約定書第 5 條第 2 項之約定視為

全部到期所致，原告於受強制執行前，對於每月應繳之利息並無遲延給付之情形

等語，有被告提出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134 頁正面），則被告此部分

陳述，自難憑採，況且，縱使原告債信確有不良，被告亦未舉證因此造成被告損

失。從而，本院認被告對於原告所為降等處分與其依據之員工行為間不具有相當

性，違反比例原則，是被告依據人事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5 款之『在金融機構借

款或保證借款逾期三個月尚未清償者』，對原告所為降等處分，其懲戒不合法而

屬無效。」 

（三）簡評 

 該見解與前述「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度勞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及最

高法院 97年台上字 2624號裁定」有相同的瑕疵，即本案也沒有先檢討不允許金

融行業員工「在金融機構借款或保證借款逾期三個月尚未清償」的妥適性，但法

院再次強調「員工債信為何，於欠缺證據證明其工作表現已因而受到影響時，雇

主即不應依此對其有不符比例原則的對待」，此看法值得肯定。 

且本則判決還帶有實現「社會正義效果」的意味，因法院闡明不應單以一人

債信不佳，就懷疑其接觸金錢時可能會引發弊端，而給予「開除、記大過與降等」

等處罰，這樣的態度可防止債信不佳者落入因失去工作或被降薪，導致其無法還

清債款的惡性循環。 

然而，本案法院並未分析雇主能否禁止員工「在金融機構借款或保證借款逾

期三個月尚未清償」，卻又認為雇主擔心債信不佳者接觸金錢時可能會生弊端，

僅屬臆測，除不可將債信差的員工開除外，記其大過與降等亦不符合比例原則，

若法院僅允許雇主可為勸戒，本文高度懷疑金融機構到底有無調查在職員工債信

的必要，若無必要，那麼在求職階段，雇主更無探查應徵者債信的正當理由。 

第四款  懷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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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年簡字第 222號判決 

（一）所涉爭議 

雇主要求女性求職者（公司派駐國家美術館的人員）繳交驗孕報告。165
 

（二）法院見解 

雇主在台大 PTT網站上刊登的徵才訊息，內容雖僅含應徵者須具備大學畢

業、精通英文等專業條件，並無任何「提供驗孕報告或限男性」始可應徵的要求，

但不代表額外的要求，即不屬徵才的條件。鑒於雇主刊登廣告後，在另行舉辦的

招募說明會中，有以「合約才半年，如員工懷孕、生子，並不符成本」為由，要

求女性求職者繳交驗孕報告，可判定雇主對其行為將造成「參加說明會之人產生

如果懷孕可能不被錄用或遭解僱的心理預期」，應有認識，足堪認定違反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 7條，構成性別（懷孕）歧視。 

（三）簡評 

本文贊同法院表示的「無須實際上真有求職者因此不獲錄用，亦可成立性別

（懷孕）歧視」，但認為其亦有推論過快之嫌，因法院強調雇主的行為確實可能

產生差別對待後，就得出其已牴觸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的結論，使人產生只要證

明雇主有差別對待，就是不合法的錯覺。不過，該法院的心證或許與前面在分析

雇主有無年齡歧視的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簡上字第 21號判決相同，即法院

可能認為在本案雇主面對應徵「派駐國家美術館人員」的情形，根本難以舉出為

何有了解女性應徵者懷孕與否的必要。 

倘雇主僅能提出「合約才半年，如員工懷孕、生子，並不符成本」的理由，

應不足以正當化其對懷孕者的不同對待，因這樣的說辭顯然未考慮到女性的特殊

生理需求（目前只有女性會懷孕），雇主不應為避免懷孕員工請產假或育嬰假，

而要求女性求職者繳交驗孕報告或詢問其懷孕計畫，否則其排擠懷孕或計畫懷孕

者工作機會的行為，除會構成性別（懷孕）歧視外，亦不當干涉了求職者的工作

權以及資訊隱私權。簡言之，雇主不得單純不想負擔女性員工請產假或育嬰假所

帶來的成本，就侵害個資法及就服法對人民工作權益及資訊隱私權的保障。 

                                                       
165 驗孕報告雖屬生理資訊的「體檢或健康檢查」，但該則判決特別針對雇主可否詢問女性求職者

有無懷孕，所以本文將其置於個人生活資訊的「懷孕計畫」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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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第一項 「同意」重要性在求職階段的墜落 

在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施行前，實務見解166表示員工簽署同

意雇主監看電子郵件的文件後，對其電子郵件即無合理的隱私期待，法院並未特

別處理同意有效性的問題，且其所認定的同意似包含不用特定資訊蒐集範圍的默

示同意。雖然已有學者針對這樣的看法提出諸多批評，但之後涉及利用同意蒐集

求職者個資的相關裁判，似仍尚無法院特別分析勞動領域中同意是否有效的疑義，

以本文在前一節整理的「違法解僱」爭訟為例，法院通常是直接針對當事人同意

的「事項本身」，討論雇主可否因員工的違約，而將之解僱。 

 雖然「同意」在很多時候，可以作為賦予他人權利或免除他人責任的依據，

但考量到勞動關係中勞方相對於資方，通常較為弱勢，面對雇主的要求往往沒有

勇氣拒絕，尤其在求職階段，應徵者常會擔心自己若不同意雇主蒐集某些資訊時，

是否就會讓雇主留下負面的印象，進而導致其喪失工作機會，167因此，即使實務

見解尚未特別評析勞動領域中的同意有效性疑慮，本文認為在勞動關係中須適用

個資法時，還是應盡量避免使用「當事人同意」作為取得他人個資的蒐集事由；

且雇主蒐集求職者的個資時，就算選「當事人同意」作為蒐集事由，亦已不再代

表其完全不會負上侵害應徵者資訊隱私權的責任，因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個資法的特別法）已規範，雇主僅可要求應徵者提供「就業所需」的隱私資

料，所以有無同意已非關鍵。168
 

 然而，依現行有關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的規範，我們對「勞動關係」中同意

有效性的質疑態度，在有些地方卻必須例外放棄，像是履歷調查的情形，私領域

雇主請求必要第三人協助，以及公、私領域的必要第三人願意幫忙時，因在個資

法中私領域雇主無法以「類似契約關係」與必要第三人聯繫，其他可能的蒐集事

                                                       
166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1年度勞訴字第 139號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勞上易字第 121

號民事判決等。 
167 參劉定基，同前註 31，頁 155-156。 
168 法務部 2013 年 12 月 5 日法律決字第 10200683890 號函亦指出：「就業服務法有關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或利用規定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別法，應優先適用，故如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員工

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載明公司得蒐集、處理、利用及保有員工個人資料類別，應先視有無違

反上述特別規定，尚不得僅據書面同意書而予以免責。」由此可知在「勞動關係」下，「同意」

於我國並不具備至高無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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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僅剩「經當事人同意」；而公、私領域的必要第三人揭露求職者的資訊時，可

能的利用事由亦僅有「經當事人同意」。還有，資訊類型屬個資法第 6條所列的

特種個資時，若無法律的特別規定，雇主卻有蒐集的必要，其可主張的蒐集事由

也只剩「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如求職者是否具特定前科、有無感染梅毒或愛滋

病等。 

綜上，考慮到「勞動關係」中同意有效性的爭議，雇主選擇個資法的蒐集事

由時，原則上應擇「同意」以外的合法蒐集要件；雇主若不得已只能以同意為據

面對就業所需的資訊，此時只好例外不去質疑同意是否有效。 

又，在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議題下，除前述「當事人同意」是否適合作為雇

主蒐集應徵者個資的問題外，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雇主得否以求職者已承諾其

所言均為真，於發現應徵者有不實陳述時，就開除之？ 

有論者認為雇主若是以「定型化契約」取得應徵者揭露其個資的「同意」，

像是雇主在事先準備好的人事資料表上載明「填表者如有虛偽陳述，一經查獲，

公司得據此予以解聘」等字樣，此時即使認定同意有效，亦可依民法第 247-1條

169檢驗該約定是否使求職者面臨須拋棄其資訊隱私權的重大不利益，並且顯失公

平，答案若為肯定，則該約定應屬無效；縱然不是定型化契約，慮及勞工為較弱

勢的一方，亦應參照民法第247-1條的法理，透過衡平法則進行契約內容的控制。

170
 

對此，本文要補充說明的是，求職者有無保證其所言均為真的重要性已顯著

降低，因我們既已極大程度地懷疑應徵者的承諾（同意）是否有效，而採取原則

上應摒棄使用同意的立場；且目前更有了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規範的雇主

只能向求職者蒐集「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下，則不論有無特別約定「求職者應

據實陳述」，雇主均不可單以員工曾在應徵時為虛偽陳述，就將其解聘，仍應先

思量該不實陳述是否與工作表現有實質的關聯。 

第二項  實務見解推論統整 

                                                       
169 民法第 247-1 條：「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 

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

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170 參姚妤嬙，同前註 2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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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整實務見解的推論前，應注意目前已有一則可直接參考的案例，依該案

法院見解可知，雇主除得詢問求職者本人有無利益衝突的情況，亦得探查應徵者

的「配偶」「有無」利益衝突，不過本文認為這邊的配偶應限於與求職者有緊密

聯繫者，如已交惡、分居，應徵者即無回答的必要。 

至於須間接推論才能得知雇主可否在求職階段為特定詢問的案例，本文將其

統整成以下簡表： 

爭訟類型 依法院見解可得的推論 相關案例 備註 

就業歧視 

（法定禁止

就業歧視的

項目） 

依舊只能得知雇主在求職階

段原則上並未被禁止詢問 

董事長祕書/特助

的性別、身高、

體重及年齡 

 

可以推知雇主在求職階段應

無正當理由可以詢問 

私立就業服務機

構員工的年齡 

 

派駐國家美術館

人員有無懷孕 

 

違法解僱 雇主不可因

知悉員工有

特 定 情 事

時，即開除之 

則在求職階

段雇主也應

無權詢問 

宏達電副理有無

不含競業行為的

兼職 

 

葷食餐廳的廚師

是否為素食者 

 

汽車材料行司機

送貨員有無竊盜

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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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求職階

段雇主似有

權詢問 

作業員有無精神

障礙 

依法院見解似可

認為精神障礙雖

未必與工作有

關，但因精神病

屬法定體檢事

項，所以雇主可

詢問之。 

不過本文的看法

是精神障礙既未

必與工作相關，

雇主應無權詢

問。 

至於不合時宜的

一般勞工法定體

檢項目，即有修

正的必要。而在

修法前，雇主應

先主動剔除顯與

工作無關的檢驗

事項，或是在事

後將體檢報告上

不相關的生理資

訊予以遮蔽。 

雇主可因知

悉員工有特

定情事時，即

開除之 

無法推知雇

主在求職階

段可否詢問 

機師的婚姻狀

況、有無小孩以

及是否曾任高鐵

的行政經理 

雖然法律特別要

求機師須具備誠

實的美德，但應

不代表雇主即可

隨意地挖掘求職

者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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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案法院最終

的見解僅處理到

雇主對於應徵者

的不實陳述享有

廣泛的不利處置

決定權。 

合作社高級辦事

員 

本案法院只作出

雇主不得因員工

信貸狀況不佳，

就將其解僱或降

等、降薪。 

可以推知雇

主在求職階

段也有權詢

問 

職業駕駛是否視

能不良 

 

升高中之文理補

習班帶班導師有

無相關學歷 

 

安老所所長有無

相關學歷 

 

人力資源部門主

管有無不利的相

關經歷 

 

機師是否被限制

出境 

 

機師是否辦妥上

一份工作的離職 

本文認為如求職

者具備相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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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且雇主有競

業的疑慮時，應

可先行詢問應徵

者是否辦妥離

職。 

然而，若應徵者

無相關經歷，此

時應以「兼職」

問題看待，即必

須正職（應徵）

工作具「專業性

或技術性」，且同

時涉及「公共利

益」（如本案的飛

航安全），雇主才

可詢問。 

公司設備工程師

有無不含競業行

為的兼職 

應認不妥，理由

同前揭對雇主可

否調查求職者有

無兼職的論述。 

仁愛之家的主任

與會計有無競業

行為 

 

信義房屋公司業

務員（後升為店

長）的「二親等

以內親屬」有無

競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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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業產品領導

過去的薪資條件 

本文認為雇主在

知悉求職者曾為

相類似的工作

後，才可進一步

詢問該工作過往

的薪資條件。 

保全有無保全業

法第 10-1 條禁止

的特定前科 

 

大貨車司機有無

酒駕 

 

從事台中港新建

工程之監工建

造、品質管制、

工程數量統計分

析、工程測量及

繪圖等工作有無

任何犯罪紀錄 

應認不妥，雇主

的要求似已踰越

「公務機關執行

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的解釋；

且在「就業所需」

的檢驗上，似亦

可輕易地被本案

法院強調的工程

款達 2億 4932萬

7319元的「公共

利益」所破除。 

其他 無法推知雇主在求職階段可

否詢問 

國防大學學生的

HIV 檢測 

本案爭執的退學

處分原則上已確

定，法院並未實

際審查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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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命學生接受

HIV 檢測。 

可以推知雇主在求職階段有

也權詢問 

依法應進用一定

比例原住民族的

雇主，可調查求

職者有無原住民

族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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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我國與美國「相關法規」的比較、檢討與建議 

第一項  相關法規的比較 

 關於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保障，在我國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及

就業服務法（簡稱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作為基本規範，雇主必須先依

個資法在「甄選」的特定目的下，選擇合適的蒐集事由，才可蒐集求職者的個人

資料。 

 如應徵者的個資為「一般個資」，公領域的雇主通常會以個資法第 15條第 1

款「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作為蒐集事由；而私領域的雇主經常會選個資法

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的「法律明文規定」或第 2款的「與當事人有類似契約之

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若應徵者的個資是「特種個資（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雇主可否探查之，則須視有無符合個資法第 6

條第 1項各款的例外允許蒐集事由。 

而當應徵者的個資屬「隱私資料」時，雇主尚須進一步檢驗其蒐集的資訊，

是否與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規範的「就業所需」相符。是以，個資法及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關係在隱私資料的部分，應屬普通法與特別法。不過，

即使無就服法的適用，因個資法第 5條原本就有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或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所以雇主還是只能在「甄選」的目的下，蒐集「就業所需」的資訊，由此

也可得知，「當事人同意」已非雇主在求職階段，得蒐集求職者個資的萬能事由。

1
 

有「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保障求職者個人資訊的情形下，

我們仍須留意其他禁止就業歧視或可特別作為雇主蒐集依據的法規，才可比較全

                                                       
1 但應注意的是，面對「就業所需」的資訊，在無其他合適的個資法蒐集事由可供主張下，本文

認為此時應只好例外不去質疑勞動領域中同意有效性的問題，如法律無特別規定感染愛滋者不得

從事某工作時的 HIV 檢測；法律無特別規定具特定前科者不得從事某工作時的犯罪紀錄蒐集；

以及履歷調查時，私領域雇主請求必要第三人協助，還有公、私領域必要第三人願意幫忙時等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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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了解我國雇主目前到底可蒐集求職者的哪些個資。 

若是在美國，其雖未如我國有類似「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

的基本規定，但聯邦法的部分，美國對求職者公平就業機會的保障，如 1964年

民權法第 7章，以及直接就特定甄選工具所作的規範，如 1988 年員工測謊保護

法，依舊為應徵者的隱私利益架起了保護傘，其中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國借鑑，以

下先比較我國與美國的相關法規，且是以我國基本規範以外的規定與美國法規作

對照。 

項目 美國 

（聯邦法） 

我國 

 

 

生 

 

理 

 

資 

 

訊 

 

 

基因檢測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 

無特別法 

（求職者應有機會主張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 

藥物測試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2
 

民用航空法第 26 條第 2項、航空

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第 19條 

體檢或健

康檢查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21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條 

民用航空法第 26 條第 2項、航空

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第 19條 

船員法第 8條第 5項、船員體格

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 

                                                       
2 應注意者，必須是「合法」服用藥物成癮者，始為 ADA 規範的身心障礙者。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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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檢測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 傳染病防治法第 12條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

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4條第 1項 

智力測驗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 典試法第 14條、心理測驗規則 

（求職者應有機會主張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 

心 

理 

資 

訊 

測謊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 無特別法 

心理測驗

（含誠實

測試） 

無專法 

應注意與心理評估（體檢）

的區別 

典試法第 14條、心理測驗規則 

 

個 

人 

生 

活 

資 

訊 

 

背景調查 無專法 無統合性特別規定 

犯罪紀錄 1964年民權法第 7章 

其他特別規定3
 

有諸多特別規定4
 

信用紀錄 1970年公平信用報告法 無特別法 

懷孕計畫 

 

1978年懷孕歧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條及職業安

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9條 

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條 

又，為妥善保障求職者的公平就業機會，美國許多州在利用「限制雇主可否

以及如何干涉應徵者資訊隱私權」的手段，防止就業歧視時，會制定比聯邦法更

                                                       
3 這邊的特別規定是指，規範從事特定工作者不得有哪些前科。 
4 特別規定的意涵，同前註。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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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規範，其中有無法從我國「個資法、就服法第 5條第 1 項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項第 2款」等規範肯定得出的結論，應值得作為詮釋「就業所需」時的借

鏡。以下即以第三章所舉的「華盛頓州」公平就業法規（Wash. Admin. Code 

§162-12-140）為例，5將我國可參考之處畫底線標示。 

項目6
 合法（公平）詢問 違法（不公平）詢問 

年齡 可詢問出生日期及其證明。 詢問中不可帶有對某年齡層的

偏好。 

＊犯罪紀錄 

（逮捕及定

罪） 

僅可詢問可能對工作表現有不

利影響的 10年內犯罪紀錄。惟

求職者若是應徵執法機構、州

政府機關、學校的工作或是其

他對兒童、身心障礙者等較脆

弱（vulnerable）族群負有監督、

照護責任的職務，則可為更廣

泛的詢問。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公民身分 可詢問得否合法受雇及其證

明。 

不可詢問是否為美國公民；亦

不可於聘用前，即要求應徵者

提供會揭露其原始國籍、族裔

或出生地的證明文件。 

＊家庭 可詢問是否會因家庭因素而無

法按雇主要求的時間工作。 

不可詢問配偶是誰、做什麼工

作、薪水有多少；亦不可詢問

有多少小孩、對小孩的照顧計

畫或其他家屬的個人情況。 

                                                       
5 以下表格是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一書所整理。See MARK ROTHSTEIN, LANCE 

LIEBMAN AND KIMBERLY YURACKO, EMPLOYM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07-110 (2015). 
6 表格中將「州法」特別規定的項目，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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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 可詢問在有或無合理幫助時，

能否完成工作內容的必要部

份。 

不可詢問身心障礙的種類、嚴

重程度、曾否申請或取得勞工

賠償。 

＊身高、體重 僅與工作相關，具營業上必要

時，才可詢問。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婚姻狀況 不可詢問。 

＊服役情形 可詢問在美國軍隊中的教育、

訓練或工作狀況。 

不可詢問退伍原因或曾在哪些

美國以外的軍隊服役。 

＊姓名 可詢問過去是否有以其他名字

應聘或工作。 

不可詢問是否曾被法院變更姓

名或因婚姻而有變更；亦不可

詢問會透露求職者婚姻狀況、

家系、血統、國籍或族裔的名

字。 

國籍 僅可詢問是否具備與工作相關

的語言能力。 

不可詢問家系、族裔、國籍、

出生地或母語。 

＊組織 僅可詢問有無參加不會揭露求職者種族、膚色、宗教、原始性

別、婚姻狀況、國籍或族裔的組織。 

＊相片 聘用前不得要求提供。7
 

懷孕 如是女性，可詢問如懷孕，預

計請多久的假；如是男性，亦

可詢問倘配偶懷孕，希望請多

左述情況外，均不合法。 

                                                       
7 在美國，因有些族裔的外形特徵相當明顯，如非裔美人，為保障這些人的就業機會，有的州會

立法禁止雇主在聘用前就蒐集求職者的照片；但在我國，族群構成上相對單純，且應徵者經常會

自己附上大頭照，似無立法禁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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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假。 

種族與膚色 不可詢問。 

＊親屬 可詢問是否有親屬在該公司或

競爭公司工作。 

不可詢問左列親屬的婚姻狀

況、配偶身分或配偶的職業。 

宗教信仰 不可詢問。 

＊住所 可詢問聯繫地址。 不可詢與哪些人同住、與同居

者是什麼關係以及住所為自宅

否。 

性別 不可詢問。 

第二項  檢討與建議 

 比較我國與美國的相關法規後，本文認為有幾個立法論問題須要分析，即：

關於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保障，我國定有「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

的基本規範後，是否應仿效美國，再制定其他專法，如 1988 年員工測謊保護法

或 1970 年公平信用報告法；該如何看待反歧視法的局限性；相關法規的適用，

有無限定施行對象（雇主）的必要，亦即是否須類似美國限縮法規的適用範圍；

還有，應如何處理法規間規範界線不清與重複的問題，以下分別討論之。 

第一款  我國須再制定其他專法？ 

關於求職者個人資訊的保障，在法規部分，我國與美國不同，有個資法及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作為這個議題的基本規範，然而到底什麼才是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所指的「就業所需」隱私資料；如此基本且抽象的要求，是否

真能保障應徵者的資訊隱私權？相對地，美國在特定領域，如「基因檢測」、「測

謊」以及「信用紀錄」的部分，設有 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1988年員工測謊保

護法與 1970年公平信用報告法等專法，我國是否須立法仿照，即有討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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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的「附條件僱用」規定8使雇主暫時僱用求

職者後，即可享有廣泛的生理個資蒐集權，但應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這種規範方

式我國有無模仿的必要，也值得關注。 

首先，關於應徵者的「基因檢測」，我國目前比較特別的規範只有個資法第

6條，其將「基因」列為原則上禁止他人蒐集的特種個資；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項並規定，所謂的基因個資是指，由人體一段去氧核醣核酸構成，為人體

控制特定功能的遺傳單位訊息。單從個資法的規範來看，有學者認為其並未顧慮

到因基因資訊的「遺傳性」而產生的「家屬權益」問題，因資料蒐集者有機會以

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的「當事人」自行公開或書面同意，就可例外蒐集可能

會影響到他人（家屬）的當事人基因資訊，應認不妥。9
 

在個資法的規範似有未盡之處下，我們是否應制定其他專法，協助雇主判斷

什麼時候蒐集求職者的基因資訊，始符合就業所需？觀美國的 2008年反基因歧

視法（簡稱 GINA），其為防止職場上的基因歧視，規定雇主在「求職階段」，不

得蒐集「應徵者及其血親的基因資訊或病史」；雇主只有在僱用求職者後，才例

外有機會蒐集前述資訊。10
 

鑒於基因資訊具有識別性、預測性、遺傳性、持久性、標籤性及敏感性等特

色，11屬高度個人化的資訊；可能會對特定族群造成歧視；還會因其遺傳性帶來

家屬權益的問題，在基因資訊會受地域性、專業人員的解讀能力以及檢測技術的

近用等情形，而影響到其風險評估的準確度下，12本文認為在出現確切證據可證

明「具特定基因者，基本上不適合從事某工作」前，我國應如同 GINA，禁止雇

主在求職階段就蒐集應徵者的基因資訊。 

惟是否須另定專法，因我國雇主尚未普遍要求應徵者接受基因檢測，所以目

前應無另設特別法的必要，只須在詮釋就服法第5條第2項第2款的就業所需時，

                                                       
8 須留意的是，1970 年公平信用報告法以及 1986 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也有「附條件僱用」的規

範。 
9 參林維信，基因資訊保護之研究，科技法學評論，4 卷 1 期，2007 年 4 月，頁 194-195。 
10 勞動關係中，雇主也只有在符合家庭及醫療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的特別允許

規定，或為了監控在有毒工作場所工作的員工健康，才可蒐集。 
11 同前註，頁 170-174。 
12 基因資訊的地域性問題是指，因特定基因引發的疾病，可能通常只會發生在某地；而檢測技

術的近用則是指，基因檢測費用的高低，對結果的準確度通常會有差異。參范建得、侯門，論基

因檢測技術之倫理與法律意涵－以安潔莉娜裘莉因應乳癌風險之經驗為例，月旦法學雜，223期，

2013 年 12 月，頁 84-85、88。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809&type=AC&show_name=%e8%8c%83%e5%bb%ba%e5%be%97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85286&type=AC&show_name=%e4%be%af%e9%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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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限縮「就業所需」的範圍，原則上否定基因檢測屬「就業所需」即可。13
 

 有關求職者的「測謊」，除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基本規定

外，我國並無其他特別規範；而美國出於對「測謊本身」及「依此所得陳述」可

靠性的質疑，定有 1988年員工測謊保護法（簡稱 EPPA），原則上禁止雇主命求

職者接受測謊，但適用對象僅限於「私領域」雇主，公領域雇主並未受到規範。 

在求職階段，EPPA規定僅有在從事「會對公眾的健康安全、國家安全構成

顯著影響」或「須對貨幣、有價證券、貴重物品或儀器或專有資訊提供保障」的

維安職務，或「會直接接觸須政府授權才可製造或分配的管制物質（藥物）」的

工作，雇主才可例外命應徵者接受測謊。 

例外可測謊時，EPPA 尚規定雇主不能僅憑測謊結果，就作出不利求職者的

決定；測謊時亦不可詢問有關宗教、種族、政治、性行為或工會活動的問題；測

謊結果僅能視情況揭露給特定人；14違反 EPPA 的雇主將面臨最高 1萬美金的行

政罰或法院禁止其再違反 EPPA等責任。 

美國實務在適用 EPPA 時，較有疑義的地方是，有法院認為雇主基於違法的

測謊結果以及其他「單獨足以作為不利決定依據」的合法理由，對員工為不利處

置時，雇主並無須受到 EPPA的制裁，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解釋並不恰當，雇主還

是必須就其違法的測謊行負起責任。15
 

若是在無 EPPA適用的情況，雖然已有判決指出測謊內容如涉及隱私利益的

核心領域，如婚姻、家庭及性關係等個人生活情況，國家必須有特別重大的公益

目的，才有機會命員工接受測謊（在求職者的情形，亦應可得相同的結論）；但

若是隱私權保障核心領域外的事項，有法院認為公領域雇主「得」基於探查消防

隊員「是否涉有毒品交易的不法行為」，而命員工接受「曾否作出可能導致解職

或不受信任行為」的測謊，由於法院在該案未先檢驗消防隊員的工作與非法毒品

交易的關聯，讓人有國家似可單憑崇高的公益目的，就要求員工接受會干涉到其

隱私利益的測謊，所以在美國的公領域還算常用測謊的情形下，亦宜有類似EPPA

                                                       
13 有學者亦認為我國目前尚無以專法規範雇主蒐集求職者或受僱人基因資訊的必要。參焦興鎧，

臺灣建構防制就業歧視法制之努力－二十年之回顧與前瞻，勞動法裁判選輯（七），焦興鎧教授

六秩五華誕祝壽專輯，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11 期，2015 年 8 月，頁 55。 
14 如受測者、經受測者書面同意之人、雇主，以及持有法院命令的政府機關等。 
15 See David Barnhorn and Joey E. Pegram, Speak the Truth and Tell No Lies: An Update for the 

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 29 HOFLELJ 141, 15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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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16
 

不過，慮及我國似乎少有雇主在甄選時就會命求職者接受測謊；且到了 2014

年 9月，國內才出現了第一家民間測謊公司，其測謊業務目前亦僅針對「員工」，

是以，如同基因檢測，在我國雇主於求職階段普遍施行前，應尚無另設專法的必

要，只須在操作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就業所需時，特別注意參考 EPPA

的規範，且不論是在公領域還是私領域。 

至於應徵者的「信用紀錄」，我國僅在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

有基本規範；而美國為保護消費者的信用報告不會遭到濫用，特別定有 1970年

公平信用報告法（簡稱 FCRA），惟其中規範雇主先提供求職者「附條件僱用」，

再取得同意後，即可調查暫時獲聘者的信用資訊。 

 雖然立法者有兼顧求職者與雇主利益的意思，讓雇主必須先僱用應徵者，再

取得同意後，才可調查求職者的信用紀錄，但考慮到本文先前所提的勞動領域中

勞方同意有效性的疑慮；使用信用紀錄評價應徵者的工作表現時存在的效度質疑；

以及排擠信用不良者的工作機會可能造成的對特定族群的歧視，還有對受排擠者

個人產生的債信不佳的惡性循環，並進而衍生出社會負擔等問題，本文並不建議

我國有類似 FCRA的規範，雇主能否調查求職者的信用紀錄，應以個案為斷（此

可參考本文後述對相關實務見解的檢討與建議）。 

 又，儘管本文不贊同 FCRA的規範，但前述關於 FCRA 的種種缺失或顧慮，

已受到部分美國國會議員的正視，並提出 FCRA的修正草案，希望原則上禁止

雇主調查應徵者的信用紀錄，只有求職者應徵的工作是與「國家安全」相關，或

法律有特別規定時，雇主才例外可以調查。 

有的州也作出類似 FCRA修正草案的規範，如：加州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

調查求職者的信用資訊，除非是「執法機構、管理階級、法律有特別規定、會接

觸到個人或機密資訊、就雇主的財務帳目有簽署權限、獲雇主授權可為其轉移資

金或代其訂立金融合約（enter into financial contracts）、可使用一萬美元以上現金」

的工作；伊利諾州同樣規定雇主原則上不得調查求職者的信用資訊，除非是「法

律有特別規定、保管 2500美元以上現金、每次代理 100美元以上交易、管理階

級、會接觸到『個人或機密資訊、商業秘密、財務資訊或是州或國家的安全資訊』」

                                                       
16 Id. at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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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以及「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執法機構、收債人（debt collectors）」的

職務，這些規範均值得作為我國實務分析雇主蒐集求職者信用紀錄，是否符合就

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所需」的參考。 

最後，有關 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簡稱 ADA）的「附條件僱用」，ADA

規定雇主先有條件僱用求職者後，對全體暫時獲聘之人為體檢或健康檢查時，即

無項目上的限制，也就是檢查的事項不一定須與工作有關；但雇主因此知悉暫時

獲聘之人是 ADA規範的身心障礙者時，就必須先提供合理的安排或協助，於暫

時獲聘者依舊無法執行工作的主要職務時，才可將其開除。所以，立法者為同時

顧及求職者與雇主的利益，在 ADA中賦予雇主對應徵者生理資訊享有廣泛的蒐

集權，但雇主也因而須承擔更多的義務。 

而我國有關求職者的體檢或健康檢查，雇主有權也有義務蒐集的生理資訊，

則僅限於「法定」體檢事項會揭露的部分。在未如美國雇主有廣泛的生理資訊蒐

集權限下，我國是否應有類似 ADA的附條件僱用規範？ 

事實上，我國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立法者在規定雇主不可歧視身

心障礙者時，除有「定額進用」的規範，17尚有「職務再設計」的配套措施。18職

務再設計是指，「針對已正式獲聘的身心障礙者在工作內容或環境上，依個別殘

障狀況及需要，調整本身工作性質或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19雇主應在其可負

擔的範圍內提供必要的協助或幫忙，以免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且身心障礙者

本人、其監護人及雇主，均得為職務再設計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20
 

 因此，我國本身即有類似 ADA附條件僱用的規範，這時應關注之點在於我

國有無仿效美國「讓雇主須先提供求職者工作，然後才可命暫時獲聘者接受體檢，

但無限制生理資訊蒐集範圍」的必要？ 

考量到 ADA的規定雖可使雇主更加了解暫時獲聘者的身體健康狀況，但也

使雇主負上應提供更多的合理安排或協助義務，對雇主而言可能是不小的負擔，

                                                       
17 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 
18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7 條：「（第 1 項）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應分別訂定計畫，自行或結合

民間資源辦理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及創業輔導。（第 2 項）前項服務之

實施方式、專業人員資格及經費補助之相關準則，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19 參佘瑞琦，補助雇主為殘障員工進行職務再設計補助申請，身心障礙 e 能網，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1 日。 
20 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3 條、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01/276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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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身心障礙者的產能確實無法與身心健全之人相比下，ADA已造成美國雇

主經常會爭執員工的生、心理缺陷並非 ADA 定義的身心障礙，而無 ADA的適

用；21且對於有無合理的安排或協助，資方與勞方的看法時常也不一致；假若有

一方提起爭訟，雇主往往會周旋到底，纏訟至聯邦最高法院，這對經濟上通常較

為弱勢的身心障礙受僱者而言，即難以負荷。22
 

是以，在美國已有針對 ADA附條件僱用規定的反動下，本文認為我國並不

適合仿照 ADA的附條件僱用規定，而應將心思放在該如何使一般勞工的法定體

檢項目，可切合各個工作的屬性與職業暴露狀況，以符合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就業所需的要求；以及應怎樣改善職務再設計面臨的「雇主協助意願的低

落、就服中心評估人員所為評估與身心障礙者期待的落差（即國家願意提供的輔

具並不太適用），以及因補助申請與審核程序的繁瑣，造成的身心障礙者經常無

法即時完成工作，僅能先自力救濟」等問題。23
 

第二款  反歧視法的局限性？ 

本文要討論的反歧視法局限性問題是指，當現有的反歧視法不足以保障求職

者在職場上面臨的種種歧視困境時，應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美國已漸漸受到重

視。 

首先，應釐清的是，反歧視法雖為立法者基於公平就業的目的，要求雇主不

得在知悉求職者的特定資訊後，就對他們作出不利的決定（如不予僱用），但在

分析雇主是否構成就業歧視時，我們可從中了解到雇主通常不宜蒐集哪些資訊，

因此亦屬分析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時不應忽略的規定。 

                                                       
21 須留心者，雖然美國已在 ADA Amendment Act of 2008 中，放寬了對身心障礙者的定義，但有

多少助益，仍待觀察。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38。 
22 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36-37。 
23 參郭峰誠、張恆豪，保障還是限制？定額進用政策與視障者的就業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3 期，2011 年 8 月，頁 113-116。又，我國於 2014 年 12 月正式施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施行法後，「職務再設計」所面

臨的種種適用上障礙，已再度受到政府重視，在 2016 年 7 月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首次國家

報告專要文件」中，有多處提到政府未來會持續關注職務再設計的實施狀況，希望能確實協助並

改善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問題。至於成效如何，即有待觀察。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專要文件，2016 年 7 月，網址：

http://www.tdfa.org.tw/files/common_unit/b57e3b67-eeca-445b-ad06-4318b217ae42/doc/%E8%BA%

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

AC%E7%B4%84%E9%A6%96%E6%AC%A1%E5%9C%8B%E5%AE%B6%E5%A0%B1%E5%91

%8A.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tdfa.org.tw/files/common_unit/b57e3b67-eeca-445b-ad06-4318b217ae42/doc/%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AC%E7%B4%84%E9%A6%96%E6%AC%A1%E5%9C%8B%E5%AE%B6%E5%A0%B1%E5%91%8A.pdf
http://www.tdfa.org.tw/files/common_unit/b57e3b67-eeca-445b-ad06-4318b217ae42/doc/%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AC%E7%B4%84%E9%A6%96%E6%AC%A1%E5%9C%8B%E5%AE%B6%E5%A0%B1%E5%91%8A.pdf
http://www.tdfa.org.tw/files/common_unit/b57e3b67-eeca-445b-ad06-4318b217ae42/doc/%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AC%E7%B4%84%E9%A6%96%E6%AC%A1%E5%9C%8B%E5%AE%B6%E5%A0%B1%E5%91%8A.pdf
http://www.tdfa.org.tw/files/common_unit/b57e3b67-eeca-445b-ad06-4318b217ae42/doc/%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AC%E7%B4%84%E9%A6%96%E6%AC%A1%E5%9C%8B%E5%AE%B6%E5%A0%B1%E5%91%8A.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6 
 

惟求職者無法舉證證明雇主有歧視的行為時，或特定資訊並不在立法者規範

的禁止歧視項目中，則應徵者除了無法依反歧視法捍衛其不想揭露的資訊外，面

對非法定禁止歧視的事項，亦即非傳統上的歧視時，如失業時間過長或有犯罪紀

錄，24即使雇主據此作出不合理的對待，求職者並無法依反歧視法有所作為。 

或許前述問題得透過在公平就業法規中，新增就業歧視禁止項目加以解決，

但有學者認為就業歧視的法定禁止項目應以「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特質」為限，

像是我國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規範的階級、思想、黨派、籍貫及以往工會會員身

分，就不恰當，應予刪除。25有鑑於此，本文認為須有類似我國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的基本規定（雇主不得蒐集與就業所需無關的隱私資料），再搭配第 5

條第 1項反歧視法等特別規範，始能妥善地保障求職者的個資，並同時改善就業

歧視的問題。26
 

 又，雖然華盛頓州在其公平就業法規（Wash. Admin. Code §162-12-140）增

添了許多可能遭人詬病並非「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特質」的就業歧視禁止項目，然

而不可諱言的是，該法使我國在解析有哪些求職者個資屬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時，

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主管機關未來或許可提出類似的實務指引，以方便適用。 

第三款  法規的適用範圍？ 

理想上，不論事業單位的規模大小，都應保障求職者的資訊隱私權，禁止就

業歧視的發生。然而，為了避免造成雇主過重的負擔，立法者制定相關規範時，

應思量法規是否須一體適用，或是只規範公務機關與僱用一定人數以上的私領域

雇主。從下表可知，本文特別介紹的、有關公平就業的美國聯邦法律，其適用範

圍都僅針對「公領域雇主及較具規模的私領域雇主」。 

聯邦法 事由 適用範圍 

                                                       
24 本文「非傳統上的歧視」是指，雇主並未針對某些帶有「不可或難以改變特質」的弱勢族群

為非理性、惡意及貶低的對待，只是單純地排斥僱用懷有某些「原本應有機會改變、但未必與工

作相關特質」的應徵者，如雇主不喜歡僱用長期失業者或有前科之人。 
25 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53。 
26 須補充說明的是，有學者認為我國在處理就業歧視的爭議時，尚有「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位

階過低，無充分資源，與所作認定及調查不受重視」等問題，建議應在中央設置全國性的委員會，

由地方專責機構負責實際執行即可。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51 及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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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民權法

第 7章 

原則上禁止雇主對求職者的種族、

膚色、宗教、性別或原始國籍有就

業上的歧視。 

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

僱用 15 名以上員工的雇

主。 

1967年就業年

齡歧視法 

原則上禁止雇主因知悉求職者的年

齡而拒絕僱用。 

公領域的雇主及亦僱用

20名以上27員工的私領域

雇主。 

1978年懷孕歧

視法 

原則上禁止雇主對懷孕、分娩或有

其他相關醫療情形的婦女為歧視。 

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

僱用 15 人以上員工的雇

主。 

2008年反基因

歧視法 

原則上禁止雇主蒐集求職者及其血

親的基因資訊或病史。 

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

僱用員工達 15人以上的

雇主。 

1990年美國身

心障礙者法 

雇主先提供附條件僱用後，即可命

暫時獲聘者接受體檢或健康檢查，

檢查的項目不一定須與工作相關，

但如有符合 ADA規範的身心障礙

者，雇主必須提供合理的協助或安

排，不可逕予解僱。 

公領域的雇主及私領域

僱用員工達 15人以上的

雇主。 

 反觀我國個資法、就服法第 5條第 1項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其適

用範圍同樣包含公領域雇主，但在私領域，無論雇主事業規模的大小，都一體適

用。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規範方式，對中小企業的選才及用人，將造成沉重的負擔，

應謹慎考量其妥適性。28
  

                                                       
27 立法者訂定 1967 年就業年齡歧視法時，為減輕禁止年齡歧視對雇主在人事上所引發的無法新

陳代謝的困擾，在私領域的部分，特別限縮了該法的適用範圍，未如 Title VII 及其他相關衍生規

定，於雇主僱用 15 名以上員工時即有適用，而是必須僱用 20 名以上的員工。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34。 
28 參焦興鎧，同前註 13，頁 53。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zh.wikipedia.org/zh-tw/%25E7%25BE%258E%25E5%259B%25BD%25E6%25AE%258B%25E7%2596%25BE%25E4%25BA%25BA%25E6%25B3%2595%25E6%25A1%2588&rct=j&frm=1&q=&esrc=s&sa=U&ei=ESftVI_-O8yE8gXl3ILIAw&ved=0CBkQFjAB&usg=AFQjCNG_1lO0DrU48lsVn4p46Z5btd2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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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自不應以工作單位的大小，使雇主得對求

職者的資訊隱私權有不同程度的干涉，進而影響到公平就業目地的達成（雇主可

蒐集的資訊越多，就越有可能發生歧視的問題）。可是，我們是否應堅持資訊隱

私權的保障以及就業歧視的禁止，須一體適用在所有雇主上的「理想」，本文認

為似乎無法驟然作出這個結論，理由是立法者的美意有時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

因限制了雇主可蒐集的資訊後，雇主可能會「直接在心裡自行推定」某些求職者

具備其不喜歡的特質，在「未經調查而且也無法驗證」的情形下，就以較無爭議

的原因拒絕僱用。 

本文在第三章介紹美國關於犯罪紀錄「根本禁止詢問」的立法模式時即有提

到，面對國家的強制力，可能會加深雇主內心預設的哪些人通常不合適的情況，

像是雇主可能會認為非裔美人通常有前科，雖然立法者保障了應徵者的資訊隱私

權，但並無助於就業歧視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使求職者喪失自我辯白的機會，

而更加得不償失。 

是故，我國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相關的規範，有無限制適用範圍的必要，

本文認為立法者既已先規定了須一體適用，則目前應關注的重點即在於，先觀察

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施行情況或落實程度，研究一體適用的規

範是否會對應徵者產生更不利的影響，以實證來決定未來是否須修法限制法規的

適用範圍。 

第四款  其他 

關於立法論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該如何處理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

有關求職者個資所為例示的粗糙分類，其讓人疑惑的地方有： 

1. 醫療測試為何不規定為比較常見的體檢或健康檢查？ 

2. 心理測驗與誠實測試有何差別？ 

3. 在我國移民（指未歸化、來我國工作的外國人）日漸增多的情況下，是

否亦應將「移民身分」列為個人生活資訊的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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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景調查難道不包含信用紀錄與犯罪紀錄？29
 

5. 心理測驗（含誠實測驗）與測謊涉及個人的背景調查時，仍僅歸類在心

理資訊中？ 

簡言之，施行細則分類的例示，似有不足以及界線不清或重複的問題；不過，

與前揭的立法論問題相比，應較為次要，尤其前三個疑惑本文在先前章節中已先

行處理，於此再簡單統整理一次。首先，關於生理資訊中例示的醫療測試，本文

參閱相關文獻後，認為在求職階段就是指「體檢或健康檢查」，因此將其改以較

具體、常見的「體檢或健康檢查」代稱。 

心理測驗與誠實測試的差別則在於「分類方式」的選擇，視分類者採取的是

廣義或狹義的心理測驗定義，以廣義的心理測驗為例，其通常尚包含了智力測驗。

鑒於雇主喜歡選用可分析一個人具備什麼人格特質的人格測驗，評估求職者是否

適任，所以本文的心理測驗主要是指人格測驗。考量到誠實測驗的本質也是在評

估一個人的特定品德（即：誠信），因此本文認為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無須

將誠實測驗獨立於種類繁多的心理測驗之外。 

而是否應將「移民身分」列為個人生活資訊的例示，如在美國，雇主依 1986

年移民改革與管制法，先提供附條件僱用後，就有權也有義務調查暫時獲聘者可

否合法地在美國工作；但移民可否在我國工作，屬國家主導的問題，且目前在我

國「合法」工作的外國人，原則上都處於移民身分已經揭露且須按捺指紋的情況，

所以應無例示在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的必要。 

至於最後兩個問題，因立法者或許只是想嘗試整理、分類雇主經常使用的甄

選工具，而這些工具不論被劃歸在生理、心理或個人生活資訊之中，或是例示項

目有無可相互涵括的不適切之處，雇主能否使用的關鍵，仍在於是否為「就業所

需」。 

所以，雖然施行細則分類的例示並不完全恰當，但本文為便於分析，討論的

架構依舊採取施行細則的分類，惟建議未來應可將醫療測試改為體檢或健康檢查，

並刪除誠實測驗；然後在個案探討可否使用特定甄選工具時，須特別留意背景調

查的廣泛含義，以及心理測驗（含誠實測驗）與測謊可能也會涉及到的個人生活

                                                       
29 事實上，心理測驗也有其可包含誠實測驗，甚或智力測驗的問題；而將醫療測試改稱體檢或

健康檢查前，其應也可包含基因檢測與 HIV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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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問題。 

第二節  我國與美國「實務見解」的比較、檢討與建議 

第一項  實務見解的比較 

第一款  我國實務見解總整理 

項目 職業別 依相關實務見解

所得結論或推論

30
 

備註 

 

 

生 

 

 

理 

 

 

資 

 

 

訊 

基因檢測 無  

藥物測試 

體檢或健康檢查 任何職業 法定體檢項目 O 應注意者，我國一般勞

工的法定體檢，並未要

求雇主須針對工作屬

性與職業暴露狀況作

調整，而有修法的必

要。 

精神障礙 作業員 O 本文認為有無精神障

礙雖屬目前經一般勞

工法定體檢後，就能知

悉的事實，但其既未必

與工作有關，則雇主應

仍無權先行探查之。 

而在法定體檢事項修

                                                       
30 O 表示雇主可詢問的事項，反之為 X；？則是無法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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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雇主應將體檢報

告上與工作無關的生

理資訊，予以遮蔽，如

身高、體重或腰圍；或

是一開始就剔除與工

作不相干的檢測。 

視能嚴重不良 職業駕駛 O 屬法定體檢事項，且並

無不妥。 

HIV 檢測 國防大學學

生 

？ 本案爭執的退學處分

原則上已確定，法院並

未實際審查國防大學

可否命學生接受 HIV 

檢測。 

職業軍人 X  

智力測驗 無  

指紋 

年齡 私立就業服

務機構的員

工 

X  

性別、身高、體

重及年齡 

董事長祕書

/特助 

原則上 X  

心 

理 

測謊 無  

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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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含誠實測試） 

 

 

個 

 

 

人 

 

 

生 

 

 

活 

 

 

資 

 

 

訊 

 

 

 

 

 

背 

景 

調 

查 

 

 

 

 

學、經歷 升高中之文

理補習班帶

班導師 

相關學歷 O 如是否為數學系畢業 

機師 不相關的經歷？ 

（是否擔任過高

鐵的行政助理） 

本案法院最終的裁判

僅從這份工作法律已

特別強調求職者須具

備誠實的美德，而作出

雇主可拒絕僱用曾為

不實陳述者。 

安老所所長 相關學歷 O  

人力資源部

門的主管 

不利的相關經歷

O 

如是否曾遭前雇主自

相類似的工作開除 

婚姻狀況、

有無小孩 

機師 ？ 法院僅從這份工作法

律已特別強調求職者

須具備誠實的美德，而

作出雇主可拒絕僱用

曾為不實陳述者。 

限制出境 機師 O  

不含競業行

為的兼職 

機師（辦妥

離職否） 

O 本文認為如求職者具

備相關經歷，且雇主有

競業的疑慮時，應得先

行詢問應徵者是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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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離職。 

不過，應徵者若無相關

經歷，此時即應以「兼

職」問題看待，必須正

職（應徵）工作具「專

業性或技術性」，且同

時涉及「公共利益」（如

本案的飛航安全），雇

主才可詢問。 

公司的設備

工程師 

O  應認不妥，理由是本案

所涉職務尚不符合具

「專業性或技術性」，

且同時涉及「公共利

益」的要件，雇主應無

權調查。 

宏達電副理 X  

競業行為與

利益衝突 

仁愛之家的

主任與會計 

O  

瑞典商索尼

行動通訊國

際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分

公司的業務

經理 

O（問題可包含

「有無配偶」從

事與雇主利益相

衝突的工作） 

 

信義房屋公

司的業務員

O（問題可包含

「有無二親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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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升為店

長） 

內親屬」從事與

雇主利益相衝突

的工作） 

過去的薪資

條件 

證券業的產

品領導 

O（不可過分浮

報） 

本文認為雇主在知悉

求職者曾為相類似的

工作後，才可進一步詢

問該工作過往的薪資

條件。 

是否為素食

者 

葷食餐廳的

廚師 

X  

是否為原住

民族 

依法應進用

一定比例原

住民族的雇

主 

O  

役畢否 任何職業 原則上 X 學者的看法。 

 

 

犯 

罪 

紀 

錄 

 

 

汽車材料行

的司機送貨

員 

竊盜 X  

保全 保全業法第 10-1

條規定的特定前

科 O 

 

 

大貨車司機 酒駕 O  

從事台中港

新建工程之

不可有任何犯罪

紀錄 O 

應認不妥，原因為似難

解釋如此嚴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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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工建造、

品質管制、

工程數量統

計分析、工

程測量及繪

圖等工作 

求，符合「公務機關執

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且「就業所需」

的門檻，似亦可輕易地

被本案法院強調的工

程款達 2 億 4932 萬

7319 元的「公共利益」

所破除。 

信用紀錄 合作社高級

辦事員 

？ 法院只作出雇主不得

因員工信貸狀況不

佳，就將其解僱或降

等、降薪。 

懷孕計畫 派駐國家美

術館的人員 

X  

第二款  美國實務見解總整理 

項目 職業別 依相關實務見解所得 

結論或推論 

備註 

 

 

生 

 

基 

因 

檢 

測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的員工 

鐮刀型貧血 X 

（雇主雖有先提供附條件僱用，

但其「私下」將員工檢體送驗的

行為，仍屬對員工隱私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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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資 

 

 

訊 

 

 

藥 

物 

測 

試 

財政部海關總署

的特定員工31
 

O 

（雇主為「消除使用毒品帶來的

危害，在緝毒已成為海關主要任

務的情況下，更不應允許特定員

工持有或使用非法毒品」的公益

目的，顯大於員工的隱私利益） 

應注意公益

是否被過分

放大。 

藥 

物 

及 

酒 

精 

的 

使 

用 

情 

況 

在住房與城市發

展部「可進入每年

管控一百億資金

的電子系統，且有

權限同意及拒絕

票券、更改數據，

並在一定條件下

批准支付」的員工 

O 

（職務若與公眾信賴或國家安全

切身相關，則雇主有提出證據證

明使用非法藥物或濫用藥物者具

較高的機率在工作上出錯時，即

應尊重被告的判斷） 

應注意公益

是否被過分

放大。 

在國防部「得接觸

機密文件或經認

定屬關鍵敏感職

位」的員工 

體 

檢 

或 

健 

任何職業 O 

（依 ADA，雇主只要先提供「附

條件僱用」，就可命求職者接受各

種體檢；體檢結果若有不妥，雇

主得適當地為進一步的詢問） 

 

                                                       
31 符合以下 3 種情況之一者，應接受藥物檢測： 

(1)親自參與海關緝毒的執法人員，原因為他們將面臨直接的生命威脅； 

(2)配有槍械者，理由是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持有致命武器者不應染有毒癮；或 

(3)管控總署中的機密文件者，目的是在防免他們與走私者間可能的賄賂或非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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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檢 

查 

心 

理 

狀 

況 

在國防部「得接觸

機密文件或經認

定屬關鍵敏感職

位」的員工 

O 

（此類資訊屬於高度個人資訊，

但在國防政策的事務決定上，應

秉持一貫的尊重或不予干涉立

場） 

公益目的似

有被過分放

大之嫌。 

梅 

毒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的員工 

X 

（雇主雖有先提供附條件僱用，

但其「私下」將員工檢體送驗的

行為，仍屬對員工隱私的侵害） 

 

H 

I 

V 

檢 

測 

消防隊員 O 

（消防隊員屬傳染或被傳染愛滋

的高危險族群） 

 

為智能障礙者提

供服務的公家機

構特定員工32
 

X 

（不太可能有傳染或被傳染愛滋

的情形發生） 

 

智 

力 

發電廠的求職者 

（私領域） 

X 

（對非裔求職者構成「種族」的

差別影響歧視，有違 Title VII） 

 

                                                       
32 在機構內擔任「教師、起居夥伴、起居助理、就業計畫經理、協助就業經理、註冊護士以及

有執照的護士」工作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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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造紙廠的求職者 

（私領域） 

X 

（對非裔求職者構成「種族」的

差別影響歧視，有違 Title VII） 

 

指 

紋 

  

 

 

心 

 

 

理 

 

 

資 

 

 

訊 

 

 

測 

謊 

消防隊員 受測者曾否作出可能導致解職或

不受信任的行為 O 

（雇主的目的是在探查是否有人

涉及毒品交易的不法行為，該公

益目的優於個人的隱私利益） 

似有不妥，因

法院未具體

說明毒品交

易與消防職

務 間 的 關

聯。 

婚姻、家庭及性關係 X  

心理健康與精神

發育遲緩部的員

工 

員工的個人生活情況33
X 

（若是負有保護公眾安全職責的

警察或消防隊員，因其等所涉公

益較本案的保護病人更加重要，

所以國家在手段合宜時得對警察

及消防隊員為測謊） 

 

參加升任警察考

試的警局內部行

政人員 

墮胎事件、私人性事 X 

（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姻

相關，屬隱私權保障的核心，雇

主可否詢問，應受嚴格審查） 

 

                                                       
33 如：你的家庭成員是否有吸毒？你這輩子曾否竊盜？你是否毆打過你的小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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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測 

驗 

︵ 

含 

誠 

實 

測 

試 

︶ 

應徵百貨公司保

安人員者 

（私領域） 

X 

（測驗內容涉及個人宗教信仰及

性傾向的揭露，顯已干涉求職者

的隱私，雇主無法證明如何利用

這些資訊，來協助判定求職者有

無良好的判斷力及情緒管理能力

時，即侵害了應徵者的隱私） 

 

矯正署的研究分

析師 

O 

（心理測驗不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因第 4條的搜索

應不包含對一個人為一系列問題

的詢問，否則將產生許多不合理

的現象）34
  

法院似乎未

注意到隱私

權內化效應

的問題。 

 

 

個 

 

 

人 

 

背 

景 

調 

查 

︵ 

綜 

合 

應徵警察者 社會地位、財務狀況、逮捕與駕

駛紀錄、軍事背景、就業與教育

背景，以及家人的逮捕紀錄 X 

（雇主不得以抽象的目的，35對求

職者為泛泛的詢問） 

 

行政部門社區導

正激勵計畫的行

政人員 

－你有直系親屬曾被逮捕和/或定

罪嗎？O 

（屬公共紀錄） 

－列出你所有的婚姻狀況，如果

 

                                                       
34 如：律師欲對涉及性或其他個人私密資訊案件的證人進行交互詰問，將必須事前聲請搜索票；

警察欲對強暴案的證人為例行詢問（routine inquiries），亦必須事前聲請搜索票；為背景調查或

信用調查者，都可能必須先聲請搜索票後始得為之；而被廣泛使用的心理測驗，將可能因法院認

為其屬不合理的搜索，而被禁止。 
35 本案雇主是以為了解應徵者是否有「不良的性格、放蕩的生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而為泛

泛的個人資訊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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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資 

 

 

訊 

性 

詢 

問 

︶ 

有離婚、婚姻無效或分居，須寫

出日期、原因，並註明何方應負

法律上責任…列出所有你生的小

孩。O 

（屬公共紀錄） 

－你曾與同性發生性關係嗎？X 

（在 Lawrence v. Texas
36一案作成

後，成年人間雙方同意的性行

為，已被認定是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保障的「自由與隱私」的關

鍵利益） 

－列出針對你、你的配偶或同居

者所有未償還債務或法院判決應

償還債務。O 

（雇主避免員工有賄賂情事的公

益目的，勝過員工的隱私利益） 

NASA在加州設立

的噴射推進實驗

室的員工 

調查表中，關於詢問受僱人近來

因使用非法藥物而進行治療或諮

商的問題；以及寄給受僱人指定

推薦人表格中的開放式問題。37
O 

（公領域雇主基於財產主體及其

內部運作管理者的地位，得如同

私領域雇主為甄選適任者而為背

景調查；且本案涉及重要的公

法院不應以

私領域雇主

經常作背景

調查，就推論

公領域雇主

也可比照辦

理；公益目的

似亦有被過

分 放 大 之

                                                       
36 539 U.S. 558 (2003). 
37 詢問推薦人是否知悉任何關於受僱人違反法律、財務情況、酗酒及/或濫用藥物、精神或情緒

狀況、一般行為舉止或其他不利事項的資訊，如答案為肯定，應於表格下方空白處加以說明。該

空白處也讓推薦人進一步提供其他有關受僱人是否適任或賦予一定安全層級有利或不利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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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資料蒐集後亦有防止洩露的

措施） 

嫌；且有防止

洩露的措施

應不代表隱

私利益就未

受侵害。 

犯 

罪 

紀 

錄 

應徵「為身心障礙

者提供接送服務

的巴士駕駛」之人 

暴力犯罪前科 O 

（雇主可調查，並因此拒絕僱

用，原因是身心障礙者多是性與

暴力犯罪者下手的對象，且暴力

犯罪者通常有較高的再犯率） 

似須檢討，因

特定犯罪的

再犯率風險

評，通常會使

有前科者的

工作機會低

於未曾犯罪

之人，而引發

就業上的障

礙。 

信 

用 

紀 

錄 

在住房與城市發

展部「可進入每年

管控一百億資金

的電子系統，且有

權限同意及拒絕

票券、更改數據，

並在一定條件下

批准支付」的員工 

O 

（員工「可信賴性」的判斷是個

不精確的科學，在被告有提出證

據證明信用紀錄不佳之人，比較

可能在工作上出錯或有盜用公款

等不端行為時，即應尊重被告的

判斷，尤其是在須受公眾信賴或

與國家安全切身相關的職缺時，

更是如此） 

似須檢討，因

信用紀錄與

工作間的關

聯，仍有爭

議；且排擠信

用不佳者的

工作機會，將

造成這類人

在信待問題

上的惡性循

環。 

在國防部「得接觸

機密文件或經認

定屬關鍵敏感職

位」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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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孕 

計 

畫 

應徵「在退伍軍人

服務機構負責『監

督本郡退伍軍人

權益計畫執行』職

缺」之人 

是否會因懷孕而離職 X 

（雇主無法證明這個問題與工作

有何關聯，有違 Title VII 禁止的

性別歧視） 

 

應徵「『平均每週

要工作 100小時、

每 3日就要輪一次

全天 24小時待命』

緊急醫療救護人

員」之人 

未來是否要再生小孩 O 

（緊急醫療救護人員的工作相當

繁重，雇主有必要了解求職者能

否在無須擔憂家庭的情形下，專

心執行任務） 

本案雇主因

知悉女性求

職者的丈夫

工作也相當

繁忙，所以應

得以擔憂應

徵者可能無

法兼顧家庭

為由，詢問其

懷孕計畫；但

若是在不清

楚求職者的

家 庭 情 況

下，直接詢問

「女性」應徵

者是否可兼

顧家庭，則可

能會遭人質

疑有性別的

歧視。 

第二項  檢討與建議 

第一款  如何兼顧求職者的資訊隱私權與雇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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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資訊隱私權的保障範疇 

在勞資地位通常不對等的情況下，本文認為宜放寬對「合理隱私期待」的解

釋，且應注意雇主的「事先告知」政策及求職者的「同意」，是否會影響到我們

對合理隱私期待保障範疇的解讀。 

關於雇主的事先告知，承前面章節討論，雇主就算有預先訂定僱用政策、工

作規則或要點，假若其選用的甄選工具會干涉到求職者的隱私權保障核心領域，

則依舊無法直接排除應徵者的合理隱私期待。38此時應先剖析該事先告知政策本

身是否合理，否則無異使雇主得無限上綱地介入應徵者對其資訊自主控制的權

利。 

有關求職者的同意，須注意較弱勢者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效。美國法律協會在

2015年提出的僱傭關係法律整編草案中，已明確地建議應限縮雇主可單憑「員

工」同意，就完全免去隱私侵害責任的場合，這樣的立場在勞資雙方尚無契約關

係的求職階段，本文認為更應支持；而我國有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就業

所需」的規定後，雇主甄選適任者時，是否徵得應徵者的同意，已非可否蒐集求

職者特定資訊的關鍵因素或免責金牌。 

第二目  資訊隱私權 v.國家任務或企業經營利益 

以下先概括列出實務見解的問題簡表，然後再逐一分析： 

雇主的目的 目的與手段（詢問或檢測）間的關聯性 

美國&我國 美國 我國 

「資訊蒐集必要性」

認定標準的選擇？ 

目的須具體明確 

手段必須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38 劉定基，資訊時代的職場隱私權保護－以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一三九號判決為中心，

律師雜誌，307 期，2005 年 4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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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是侵害最小的手段（NASA案） ？ 

手段須與工作表現有關（job-related）

或 具 備 營 業 上 必 要 （ business 

necessity） 

手段必須是「就業所

需」 

Q.資訊隱私權應於何時退讓？ 

－私領域： 

  美國：主要考量營業上必要，但也會斟酌公益 

  我國：就業所需（含公益的維護） 

－公領域： 

  美國&我國：主要的考量均為公益 

1. 「資訊蒐集必要性」認定標準的選擇？ 

每個人原則上都應享有對其資訊可自己決定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向他

人傳達至什麼程度的資訊自我控制權，所以在分析資訊隱私權有無受到侵害，而

選擇認定標準時，本文認為不須以是公領域還是私領域的糾紛，而作出不同的選

擇；認定標準的寬嚴，應取決於雇主欲蒐集求職者什麼類型的資訊；39只須在雇

主蒐集求職者的資訊涉及公益目的時，特別留意該公益是否被過分放大，而使求

職者的隱私利益遭受不當犧牲。 

考量到生理與心理資訊通常較為敏感且私密，本文建議在分析有無蒐集這類

資訊的必要時，應採嚴格的認定標準；而經常不易判定是否受資訊隱私權保障的

個人生活資訊，若也是通常較具敏感性的資訊，如與家庭生活的安排、生育及婚

姻有關的訊息等，在蒐集必要性的判斷上，建議採取中度認定標準；至於其他難

以評判的情形，則宜採低度認定標準，始較能兼顧雇主與求職者的利益。 

2. 目的審查 

                                                       
39 參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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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正當、重大還是特別重大的公益目的，雇主都應具體明確地說明之。

美國有實務見解即指出，雇主（警局）為了解應徵者（警察）有無「不良的性格、

放蕩的生活習慣或不道德的行為」，而泛泛地調查求職者的社會地位、財務狀況、

逮捕與駕駛紀錄、軍事背景、就業與教育背景，以及家人的逮捕紀錄時，因雇主

的資訊蒐集目的相當抽象且模糊，使法院無法認定雇主篩選適任者的手段，是否

具備工作關聯性，所以並不合法。 

3. 手段與目的間的關聯性 

(1) 手段必須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例如美國有實務見解肯認雇主雖得為聘用「具良好判斷力及情緒管理力」的

保全，以甄選工具淘汰情緒不穩定之人，避免顧客或其他員工陷入危險，但因雇

主選用的心理測驗，其中有題目會揭露求職者的宗教信仰與性傾向，於雇主無法

解釋如何以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及性傾向，判斷該人是否具備良好判斷力及情緒管

理力下，雇主的甄選工具即因目的的不達，侵害了求職者的隱私。 

(2) 無須是侵害最小的手段？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NASA 案中強調，公領域雇主基於「財產主體及其內部

運作管理者的地位」時，可如同私領域雇主為甄選適任者而進行背景調查，但並

未要求雇主的背景調查必須是侵害最小的手段。這樣的見解將讓人懷疑雇主的手

段（特定資訊的蒐集）與其目的間，是否具備應有的工作關聯性。 

 思及在公平就業法規的爭訟中，雇主即使證明其歧視行為具營業上必要，但

應徵者如有其他可行、侵害較小，卻被雇主拒絕的方案，雇主依舊會構成違法的

就業歧視，則本文認為無論求職者有無能力提出其他可行、侵害較小的方案，公

領域雇主就算有重要的國家任務必須達成，也不應為圖便利或認為已有資訊保全

措施，就選擇對人民權益侵害較大的手段。換言之，公領域及私領域的雇主均應

擇取對求職者隱私利益侵害最小的方式，來蒐集必要的資訊。 

(3) 手段必須與工作表現有關/具備營業上必要/就業所需 

資訊隱私權對求職者的個人資訊保障，應於何時退讓，本文先以負面排除法

剔除不應偏袒雇主利益的「手段無助於目的的達成」及「非最小侵害手段」後，

在正面論述的部分，關鍵仍回到該如何剖析雇主蒐集求職者特定資訊的行為，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6 
 

否與工作表現相關、有無營業上必要，或是符合就業所需。究竟應如何詮釋前揭

關鍵字，始可兼顧雙方的利益、避免利益失衡，回顧第三章與第四章的整理與評

析後，以下再次簡單整理本文認為實務見解須檢討的地方。 

在美國，有實務見解指出，雇主得為探查員工是否涉及毒品交易，要求員工

（消防隊員）接受其「曾否作出可能導致解職或不受信任行為」的測謊；亦有實

務見解提到，當在工作「得接觸機密文件或經認定屬關鍵敏感的職位」時，基於

對國防政策的事務決定，應秉持一貫的尊重或不予干涉立場，所以雇主得詢問員

工的心理狀況；甚至有實務見解言及，公領域雇主本其財產主體及其內部運作管

理者的地位，針對會接觸到「負責重要國家任務員工」之人，得如同私領域雇主

為甄選適任者作背景調查。本文認為這些案例的結論或許未必不當，但在推論上

都有不妥之處，因法院均未仔細分析雇主欲蒐集的特定資訊與工作間到底有何關

聯，似會讓人產生公領域雇主可隨意挑選一個「崇高的公益目的」，就蒐集員工

或求職者的個資。 

又，有實務見解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搜索」不包含對一個人為一

系列問題的詢問，否則將產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心理測驗應不在增修條文

第 4條的保障之列。由於該案當時已查不到心理測驗的具體內容，因此法院作出

並無隱私遭到侵害的結論，尚屬合適，但本文認為法院的論證方式，即：以一系

列問題詢問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否定心理測驗可能須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障，似忽略了個人的隱私利益有時會被迫屈從於未必合理的多數，也就是

「隱私權內化效應」的問題。 

此外，有實務見解認定當雇主舉出能說服法院的「風險評估」證據，證明信

用紀錄不佳或有特定前科者，在工作上與無信貸問題或犯罪紀錄之人相比，更可

能有不良的工作表現時，就可進行信用或犯罪紀錄的調查。考量到證據是否有效，

和測驗是否具備應有的「信度與效度」相同，都須有專業人士的判斷；因此，假

若雇主真能提出具說服力的證據，而非只是單純的臆測，則在立法者為解決信用

差者或具前科之人的就業困境，而有特別立法前，該有效證據即可支持雇主蒐集

特定資訊的行為，符合就業所需。 

 在我國，本文目前並未搜尋到與「公領域」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相關的裁判，

但有一則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私領域」裁判，法院認為因該案工程（台中港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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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牽涉到的公益相當重要且金額巨大（工程結算總價即達 2 億 4932萬 7319

元），因而負責「工程之監工建造、品質管制、工程數量統計分析、工程測量及

繪圖等工作」之人，不得有任何犯罪紀錄，如此未區分什麼樣的犯罪才會影響到

人民對該工程的信賴，應認過於極端，且本案似有以金額的大小來衡量公益重要

與否的意思，應認並不恰當，原因是我們該如何以金額的大小，具體劃分出多數

人都能接受的雇主詢問權的範圍。是以，美國大量與「公領域」有關的判決，即

可作為我國的參考，尤其是公領域雇主應如何避免過度放大其公益目的的部分。

40
 

 而在「私領域」，本文目前僅搜尋到一則直接與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相關的

判決，41其餘都是只能用「間接推論」來判斷雇主能否蒐集求職者的個資，在這

些實務見解中，我們可以知悉雇主無法以「工作可能須相當的穩定性，所以員工

應已役畢」或「合約才半年，如員工懷孕、生子，並不符成本」等與工作表現無

關的理由，蒐集應徵者的特定個資。 

 但應特別留意的是，有實務見解認為，「機師」平日有據實記載工作文件的

法定義務，所以更須有誠實的美德，因此甄選時無論雇主的詢問是否與工作相關，

求職者都必須據實陳述，否則雇主得因而對其為不利的處置。本文認為這樣的看

法應僅例外適用於法律有特別要求從事某工作者，應更加具備誠實美德的情形，

若是一般的工作，雇主應僅能針對求職者與工作相關的說謊行為，作出不利處置，

且雇主因法律而得的廣泛不利處置權，應不等於其同時也有了廣泛的詢問權。簡

言之，在機師案，雇主雖得因求職者的不誠實而不予僱用，但其若是以與就業無

關的詢問得到應徵者的不實陳述，則雇主還是應接受就服法的制裁。 

 另有實務見解認為，若工作規則禁止兼職，則員工就不得隱匿其不含競業行

為的兼職，如此應可推知該法院似贊同雇主在甄選時，亦可詢問求職者有無兼職。

本文認為若非與雇主有利益衝突的競業行為，能否調查有無兼職，應先視正職的

工作內容決定，僅有在須適當地限制兼職行為，才不會影響到正職工作的表現時，

如具專業性或技術性並與公益相關的工作（像是機師），才應允許雇主詢問。 

                                                       
40 如可命財政部海關總署的特定員工接受藥物檢測；可要求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可進入每年

管控一百億資金的電子系統，且有權限同意及拒絕票券、更改數據，並在一定條件下批准支付」

的員工以及在國防部「得接觸機密文件或經認定屬關鍵敏感職位」的員工，接受藥物與酒精使用

情況的調查；可詢問行政部門社區導正激勵計畫的行政人員本人及其配偶配偶或同居者，有無未

償還債務或法院判決應償還債務等判決。 
4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勞訴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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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國實務尚未分析到的關於「心理資訊」的見解，以及還無法從現有實

務推論出的雇主究竟可否調查應徵者「信用紀錄」的問題，兩者都可參考本文前

述評析美國相關法規時有關這兩個議題的論述，此不再贅述。 

第二款  求職者面對雇主的詢問，有無說謊的權利？ 

在美國，有實務認為當雇主的詢問與工作無關時，應徵者無須據實陳述；不

過，雖然也有實務肯認雇主得以求職者曾「主動」不實陳述，致使雙方的信賴已

遭嚴重破壞為由，將該名員工解僱，而讓人有凡主動說謊者，惡性更大，雇主可

據此就對求職者為不利處置的錯覺，但應留意者，該案的背景是這名員工已因其

當初主動說謊的行為（謊稱未懷孕），無法勝任雇主分配的工作，所以在分析雇

主能否因求職者的不實陳述為不利處置時，關鍵還是在於求職者的行為是否會影

響到工作表現，而非區分應徵者是主動還是被動說謊。 

在我國，如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某種職業應更具誠實美德的情況（如機師），

大部分的實務都是採取雇主不可因求職者隱瞞與工作無關的資訊，就予以開除的

看法，應可認為實務並未反對應徵者針對「非就業所需」的資訊，有說謊的權利，

且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不實陳述。42
 

但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若求職者向雇主保證其所言均為真，如有不實，願受

不利處置，應如何處理？本文認為應徵者作出這種承諾時，同樣會有「勞動領域

中常有人質疑當事人同意是否有效」的問題，必須去分析該承諾的有效性，而判

斷的關鍵依然在於，須回歸雇主的詢問是否符合「就業所需」的檢驗，只有在法

律無特別要求應徵者應具誠實美德，且不實的陳述與工作相關時，求職者才須受

到前述承諾的約束。 

                                                       
42 應補充說明的是，若參照德國的勞工法制，求職者有無說謊的權利，其討論脈絡為：應先觀

察雇主是否已遵循與職缺相關的「主動詢問原則」，接著探查應徵者有無「主動告知義務」，即求

職者必須檢視己身是否有將對契約的履行造成重大障礙的情形（如在合法的短期契約中，即將入

伍服役或入監服刑等），因而負有主動告知的義務。倘若雇主未就特定事項主動詢問，且求職者

亦無義務主動告知，此時才進入應徵者得否說謊的分析。雖然任何權利的行使，均不得違反誠信

原則，但雇主仍應先衡量員工在求職時的虛偽陳述是否與工作表現相關，假若並無關連或已不相

干（如女性求職者應徵不會影響生育的工作，謊稱並未懷孕；或其應徵的是會影響生育的工作，

但早已流產），則雇主自不得據此主張雙方有信賴上的障礙，而對員工作出不利的處置。參詹森

林，德國勞工法系列問題（一）－僱主對於求職者之詢問權，萬國法律，63 期，1992 年 6 月，

頁 3、9 及姚妤嬙，勞動領域勞工隱私權之研究－以求職階段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2014 年，頁 139-140。是以，求職者能否說謊，關鍵依舊在於其不實陳述的資訊，是否為「就

業所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JMrC7/search?q=dp=%22%E6%B3%95%E5%AD%B8%E9%99%A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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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建議 

 在比較美國與我國的相關法規與實務見解後，本文最終對於雇主能否以及如

何蒐集求職者特定資訊的看法如下： 

第一項  生理資訊 

一、 基因檢測 

在出現確切證據可證明「具特定基因者，基本上不適合從事某工作」前，我

國應參照 GINA，透過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解釋，禁止雇主在求職階段

就蒐集應徵者的基因資訊。 

二、藥物測試/藥物及酒精的使用情況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43雇主不應要求「所有」求職者均接受藥物測試，應僅

針對「特定工作」的「所有」應徵者為之，如較具安全敏感性的工作，44例如：

美國法上在財政部海關總署負責特定職務的員工、45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可進

入每年管控一百億資金的電子系統，且有權限同意及拒絕票券、更改數據，並在

一定條件下批准支付」的員工、在國防部「得接觸機密文件或經認定屬關鍵敏感

職位」的員工或公共運輸駕駛。 

但在這種法律無特別規定，卻有檢驗必要的情形下，因藥物或酒精檢測結果

屬個資法第 6條所列的特種個資，這時只能例外認為雇主得以「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作為蒐集事由。此外，測試過程中雇主應尊重求職者的隱私，如安排應徵者

在不受干擾的處所接受測試，並將結果視為機密；46亦應通知求職者測試結果，

同時給予不合格者重測的機會。47
 

                                                       
43 如：民用航空法第 26 條第 2 項、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第 19 條。 
44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人力資

源管理：全球經驗本土實踐（5 版），華泰文化，2014 年 5 月，頁 179。 
45 符合以下 3 種情況之一者，應接受藥物檢測： 

(1)親自參與海關緝毒的執法人員，原因為他們將面臨直接的生命威脅； 

(2)配有槍械者，理由是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持有致命武器者不應染有毒癮；或 

(3)管控總署中的機密文件者，目的是在防免他們與走私者間可能的賄賂或非法交易。 
46 同前註。  
47 參 David A. DeCenzo 及 Stephen P. Robbins 著， 許世雨、楊雪倫、李長晏、蔡秀涓、張瓊玲及

范宜芳譯，人力資源管理（9 版），五南，2009 年 2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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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檢或健康檢查/身心障礙 

雇主僅得命求職者接受「法定」體檢或健康檢查。48但在「一般勞工」的部

分，因檢查項目並未具體考量到「工作屬性與職業暴露狀況」，使增訂就服法第

5條第 2 項第 2款的美意無法落實，有修法的必要。 

而能否詢問求職者有無身心障礙，雖然雇主「解釋上」應可探查經法定體檢

後就會得知的身心障礙事實，如有無色盲或精神疾病，但本文認為一般勞工的法

定體檢項目既然有修正的必要，與其讓雇主可先詢問，卻又允許求職者無須一律

據實回答，且雇主發現不實陳述時，若法律無特別要求從事某工作者，應更加具

備誠實的美德（如機師），即不得因此作出不利處置；不如一開始就要求雇主僅

能詢問「就業所需」的生理資訊。然後，雇主應目的性限縮其可要求應徵者接受

的法定體檢項目，或在收到的法定體檢報告上，將非就業所需的部分予以遮蔽。 

四、HIV檢測、梅毒 

求職者是否感染 HIV或梅毒，雇主均應在「很有可能」發生傳染或被傳染

情形的工作，才可調查。舉例來說，我國未來如有地方設立性專區，則進駐的業

者即有權調查應徵者是否感染梅毒；而屬於容易傳染或被傳染愛滋病的高危險族

群，像是消防隊員或性工作者，亦有接受 HIV檢測的必要。49
  

惟求職者是否罹患愛滋或梅毒，屬個資法第 6條所列的特種個資，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雇主可主張的蒐集事由應只有「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此時亦須例外

不去質疑同意的有效性。 

五、智力測驗 

為避免他人質疑智力測驗的「效度」，並降低種族歧視的爭議，當求職者應

徵的工作，職務內容較為複雜且變動性高時（如高階經營者），雇主才比較適合

以智力測驗作為甄選工具之一。50在美國法院實務上即認為雇主無法說明智力測

                                                       
48 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民用航空法第 26 條第 2

項、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以及船員法第 8 條第 5 項、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等。 
49 若是為智能障礙者提供服務的公家機構的特定員工，即在機構內擔任「教師、起居夥伴、起

居助理、就業計畫經理、協助就業經理、註冊護士以及有執照的護士」工作之人，因一般來說較

無傳染或被傳染 HIV 的可能，所以美國法院認定雇主不得要求應徵者接受 HIV 檢測。 
50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44，頁 176 及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周瑛琪、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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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發電廠的職缺間有何關連時，不應命應徵者接受測驗。 

六、其他 

無論是否為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1項所明列的項目，雇主均僅能在「就

業所需」的情況下，始可蒐集求職者的特定生理資訊；以應徵「私立就業服務機

構」之人的「年齡」為例，我國法院即曾認為雇主並無了解求職者具體年齡的必

要。 

第二項  心理資訊 

一、測謊 

在求職階段，我國應參考 EPPA的精神，且不分公、私領域，讓雇主只能在

應徵者欲從事「會對公眾的健康安全、國家安全構成顯著影響」或「須對貨幣、

有價證券、貴重物品或儀器或專有資訊提供保障」的維安職務，或「會直接接觸

須政府授權才可製造或分配的管制物質（藥物）」的工作時，才可例外命求職者

接受測謊。 

另應說明者，若可測謊，雇主不能僅憑測謊結果，就作出不利求職者的決定；

測謊時也不得詢問有關宗教、種族、政治、性行為或工會活動的問題；測謊結果

僅能視情況揭露給特定人，如受測者、經受測者書面同意之人、雇主，以及持有

法院命令的政府機關等。 

二、心理測驗（含誠實測試） 

我國目前雖未針對心理測驗應如何施測有具體的規範，但考量到心理測驗還

算經常被雇主使用，為免其可能引發隱私權內化效應的問題，雇主若欲命求職者

接受心理測驗，除應選擇具有「信度與效度」的測驗外，還須留意測驗內容是否

有不當的隱私干涉問題，如混有「將揭露個人宗教信仰及性傾向」的題目；且應

另有第三者或其他資訊對求職者人格特質的觀察，以修正應徵者刻意造假時帶來

的評估上誤差。51
 

                                                                                                                                                           
妙編譯，人力資源管理（7 版），東華書局，2011 年 1 月，頁 141。 
51 參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王精文編譯，同前註

44，頁 178 及 Raymond Noe、John Hollenbeck、Barry Gerhart 及 Patrick Wright 著，周瑛琪、顏如

妙編譯，同前註 50，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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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個人生活資訊 

一、犯罪紀錄 

我國的犯罪紀錄並非公共紀錄，如法律無特別規定，52雇主在解釋是否為就

業所需時，最好先經過再犯率風險評估的調查；假若雇主確實有蒐集的必要（如

雇主應可調查應徵司機者過往曾否酒駕，或美國法院曾贊同雇主得調查應徵「為

身心障礙者提供接送服務的巴士駕駛」之人有無特定暴力犯罪前科），為避免更

生人因找不到工作，再度成為社會負擔，建議雇主參酌美國 EEOC頒布的 2012

年準則後，53再決定是否拒絕給予有犯罪紀錄者工作的機會。 

另外，在法律無特別規定下，本文雖例外肯認雇主得以「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作為蒐集事由，但似會面臨無法驗證求職者有無特定前科的困境，理由是本文認

為應禁止雇主透過要求應徵者提供良民證的方式來進行檢驗，因良民證上會顯現

所有犯罪紀錄，而並非所有前科均與工作相關；可是，如此一來，雇主目前似無

其他可行的確認手段，或許只能等待修法解決。 

二、信用紀錄 

鑒於不斷有人質疑信用紀錄不良與工作表現間的關連，在法律有特別規定前，

雇主最好先以實證評估由信用狀況不佳者擔任特定職務時，可能帶來哪些風險，

再決定是否蒐集求職者的信用紀錄。參酌美國法制，本文認為雇主目前比較有機

會進行信用紀錄調查的情形應是：會接觸到「個人或機密資訊、商業秘密、財務

資訊、州或國家安全資訊」的工作。54
 

至於有的州法關於雇主可對從事「執法機構、管理階級、金融機構、保險公

司或收債人」職務；或會「掌握工作上一定金額」之人，為信用調查的規範。前

                                                       
52 我國有相當多特定職業不得有某前科的規範，詳見第四章第四節「其他特別法」的介紹。 
53 即應先斟酌求職者所犯之罪的本質及嚴重程度、經過時間與其應聘工作的性質；在考量其犯

罪當時的情況、曾犯過多少罪、被判刑或出獄時的年齡、出獄後曾從事與應聘工作相類似的職業

且無其他犯罪行為的證據、出獄前後的工作史、自我再社會化的努力（如有無再接受教育或培訓）、

相關推薦、以及是否有參與國家針對有前科者辦的輔助就業計畫（The Federal Bonding Program）

等，共 11 點事項，才可最終決定是否要以應徵者的特定前科作為不予僱用的理由。 
54 美國法院肯認雇主可調查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可進入每年管控一百億資金的電子系統，且

有權限同意及拒絕票券、更改數據，並在一定條件下批准支付」的員工以及在國防部「得接觸機

密文件或經認定屬關鍵敏感職位」的員工的信貸狀況。須補充者，美國法院亦贊同雇主得為防止

賄賂，而調查負責「為非暴力犯罪者提供替代處罰方案」的行政部門社區導正激勵計畫行政人員

的信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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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似乎仍過於寬鬆，而後者因各州在規範上各有不同，有的規定可使用 1萬美元

以上現金者，有的則規定保管 2500 美元以上現金或每次代理 100美元以上交易

者，才須接受信用調查，標準並不一致，且在效度上可能不夠嚴謹，所以本文均

不建議直接參考之。 

三、懷孕計畫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55應只有會影響到婦女生育的工作，雇主才有權詢問女

性求職者的懷孕計畫，如美國法院即認為雇主並無正當理由可詢問應徵「在退伍

軍人服務機構負責『監督本郡退伍軍人權益計畫執行』職缺」者的懷孕計畫；我

國法院亦認為雇主不得以「不想負擔女性員工請產假或育嬰假所帶來的成本」等

與影響生育無關的理由，探查應徵「派駐國家美術館」之人是否懷孕。 

四、背景調查（其他） 

 背景調查的範圍可大可小，除前述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項特別列出

的犯罪紀錄、信用紀錄與懷孕計畫，尚包含其他五花八門的個人生活資訊，如何

妥善利用「就業所需」這把量尺，評判哪些資訊屬雇主可蒐集的個資，在不同的

時空背景或脈絡之下，可能會得出不盡相同的答案，且難以逐一列出，以下僅先

簡單整理出本文在參照美國與我國法制後，認為比較沒有疑義的部分。 

（一）就業所需的個人生活資訊 

求職者的「相關學、經歷」屬就業所需的個人生活資訊，應無疑義，且包含

有利及不利的部分。而雇主知悉求職者曾從事相類似的工作後，亦應有權詢問應

徵者「過往的薪資條件」，作為評估求職者工作能力的參考要件；且依我國法院

的見解，求職者得為追求更好的待遇，回覆未與事實相去甚遠的答案。 

又，雇主既可了解應徵者有無相關經歷，則得知求職者具備相關經歷且有競

業的疑慮後，應可詢問求職者「是否辦妥離職」；惟應徵者若無相關經歷，此時

其是否辦妥離職，應非就業所需的資訊，而須以「兼職」問題看待，本文認為必

須正職（應徵）工作具「專業性或技術性」，且同時涉及「公共利益」（如機師），

雇主才有權探查之。 

 另一項較無爭議的就業所需個資則為，應徵者是否與雇主有「競業行為與利

                                                       
55 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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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我國法院認為雇主不但可以對求職者本人加以詢問，亦得探查與求職

者有密切關係的親屬（如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有無」競業行為與利益衝突。  

（二）原則上「非」就業所需的個人生活資訊 

原則上「非」就業所需的個資 例外 

婚姻狀況、有無小孩  

限制出境 如：應徵飛國際線機師之人。 

不含競業行為的兼職 如：應徵具「專業性或技術性」，且同時涉及

「公共利益」職缺之人，像是機師。 

是否為素食者  

是否為原住民族 如：雇主受原住民族定額進用比例規範（如

政府採購法第 98條）時，應可調查求職者是

否為原住民族。56
 

役畢否 如：應徵「合法定期契約，且中途離職將造

成契約履行重大障礙」之人。 

性別、性傾向  

宗教信仰 如：具「意識傾向」或「特殊目的」的雇主，

得例外探查求職者的宗教信仰、所屬工會或

政治傾向，像是教會招募員工、政黨招募黨

工或工會招募會務人員等。57
 

所屬工會 

政治傾向 

                                                       
56 應注意者，假若雇主藉由定額進用的規定調查應徵者是否為原住民族後，依舊本於個人的偏

見或刻板印象，先以中性的理由拒絕僱用之，而選擇繳納代金的作法成為主流，我們就必須另尋

其他更妥適的辦法保障原住民族的工作權益。 
57 參姚妤嬙，同前註 42，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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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關於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我們在詮釋雇主的資訊蒐集行為是否侵害應徵者

的「合理隱私期待」時，除應重視此一權利防禦功能所帶來的好處外（即讓我們

可以避免尷尬，並享有不受他人任意干涉的自主空間），亦不應忽略資訊隱私權

對於人格自由發展的重要性。58此外，思及隱私權經常容易受到社會壓力或人們

對潛在社會壓力的恐懼所束縛，我們應該認知積極保護求職者隱私利益的立場，

並非是在找雇主的麻煩。 

有學者在分析族群歧視的問題時提到，如果「歧視」是件錯事，難道只因為

害怕衝突，就不去處理？還是說，因為它太瀰漫、太普遍，所以就只能接受？這

種思維當然應予否定，面對歧視或其他不公的文化時，都不應單靠個別的立法或

法院判決從天而降，唯有法律、司法程序、社會運動三者密切互動，才可能改變

社會，對抗不義。59
 

 因此，我們在衡量求職者與雇主間的利益時，雖然目前直接相關的實務見解，

尚待累積，但既然有特別增訂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的必要，那麼無論求職

者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未積極地提起相關爭訟，60本文認為基於前述資訊隱私

權的重要性和蒐集特定資訊後可能帶來的就業歧視問題，無待司法程序的介入，

雇主就應先自主謹慎地評估其資訊蒐集行為，是否與「就業所需」相符。 

 依本文的觀察，「就業所需」對雇主而言應尚非洪水猛獸，在許多情形下，

雇主只要有合理、適當的緣由，就有機會向求職者蒐集對組織或企業經營具必要

性的資訊。所以，我們強調個資法及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第 2 款對應徵者個資的

保障，並非意在造成勞資雙方的對立或衝突，而是希望能在雇主與求職者各自的

利益間，盡量尋求一個平衡，讓勞方無須為了溫飽而放棄隱私利益，但也讓資方

仍有一定程度的選才空間，並冀求最終可開拓出共榮之路。 

 

  

                                                       
58 參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 
59 參廖元豪，反歧視與平等權法制建構，月旦法學雜誌，189 期，2011 年 2 月，頁 40。 
60 多數的求職者應是出於難以和雇主抗衡的小蝦米心態，寧可直接去找下一份工作，而不願與

雇主對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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