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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目的是要對歐洲聯盟過去五十多年來，透過職業安全

衛生法制之建構，對工作場所霸凌這類新興勞動問題加以因應

之努力，做一全面回顧與檢視，並探究它制定對會員國具法律拘

束力相關指令之可能性。除前言及結語外，全文共分三大部分。

首先說明各類職場不法侵害，包括：就業歧視、性騷擾、暴力、

侵及隱私及霸凌等問題興起之背景。其次以四個階段為期，分析

它過去建構傳統職業安全衛生法制之各項努力，藉以導出嗣後

開始正視人為因素在職場所產生各種負面影響之緣由。最後則

探究對制定統一性指令之正反意見，並以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9
年所通過之 190 號公約及美國之經驗，分析歐洲聯盟現有制度

之優劣得失、引起爭議之處及可供我國啟示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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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而言，在歐美國家對工作場所霸凌 (workplace bullying) 問題

之關注，與其他形態之職場不法侵害 (workplace aggression or mis-

treatment)，諸如：就業歧視、性騷擾、暴力及侵及隱私等議題相較，

是一相當晚近之發展。以美國為例，它雖自上世紀八○年代開始從北歐

國家引進此一新興工作場所問題之概念，且希望利用在該國早已實施

禁止就業歧視與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所累積之經驗，設法來對此

一日益嚴重現象加以規範，但一直到目前為止，尚未能形成共識制定專

法來因應，堪稱是使用英語國家中表現較為落後者。1 至於在大西洋彼

岸之歐洲聯盟方面，雖在理論上應較美國更早關注此一議題，但卻也是

一直到 1989 年透過著名職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之制定，2 以及由執委

會 (European Commission) 所倡議之基本社會權利盟約發動後，才開

始逐漸重視職場暴力問題，但也是迄今並未能通過一項適用於所有會

員國之指令，來對它們提供調和國內立法之指導，而僅是透過頒布相關

指導原則與政策指導之方式來做奠基配套工作 (張李曉娟等，2012: 

18-20, 58-68)。2019 年 6 月 21 日，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在歡慶成立百年之際，於兩年一度之第 109 屆國

際勞工大會時，正式通過第 190 號禁絕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公約 (焦

興鎧，付梓中)，雖然整個公約並未實際提及職場霸凌一詞，但由它的

實體條文之用詞定義看來，事實上是將這類不法侵害行為含攝在內 (焦

興鎧，付梓中)。既然一個擁有多達 187 個會員國之聯合國專門機構，

                                                
1 關於美國處理職場霸凌爭議相關法制及運作之討論，參見焦興鎧 (2020: 998-1011)。 
2 Directive 89/391, Council Directive of 12 June 1989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Improvements 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Workers at Work, 32 O.J. EUR. 
COMM. (No. L. 183) (1989). 關於對此一重要指令之說明，參見 Kineke (1991: 219-
221)，以及 Raworth (1995: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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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為絕大部分是開發中國家之會員國，制定此一具有法律拘束力之

國際勞動公約，何以僅有 27 個會員國，且絕大部分都是已開發國家之

歐洲聯盟，卻在這方面之表現並不如預期？即有深入加以探究之必要。 

本文之目的，是希望藉由對歐洲聯盟過去長期為會員國制定與職

業安全衛生事項相關指令之努力過程，探討它建構進一步處理與受僱

者個人生理、心理、精神及經濟利益息息相關之職場霸凌的機制，尤其

是制定專法之可能性，並說明美國之經驗及國際勞工組織前述第 190

號公約可能提供之啟示。除前言及結語外，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

分說明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之趨勢，以及服務業逐漸成為就業之

主流後，全世界勞動市場及勞工權益都遭到前所未有之衝擊，而來自職

場壓力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所衍生之各類負面影響，形成職業安

全衛生之相關措施，已經由傳統上重視工作場所化學性、物理性及生物

性因子所造成之傷害與疾病，轉而進一步對所謂「人因性」(ergonomic) 

之探究，從而受僱者在職場上執行職務時，所遭受各種人為不法侵害之

預防與處置，即開始受到重視，而產生各類勞動上之新興問題，也造成

勞動法 (labor law) 逐漸由僱用法 (employment law) 所取代之情形。

第二部分以四個階段為期，探討歐洲聯盟建構傳統職業安全衛生法制

之各種相關作為，藉以導出它逐漸開始重視這類議題中人文關懷之原

因。第三部分則深入探究何以歐洲聯盟各會員國無法形成共識，而制定

禁止職場霸凌指令之原因，至於歐洲聯盟目前其他各項相關作為之優

劣得失及引起爭議之處，可否提供我國近年在從事相同努力時參考攻

錯之用，則也將一併提及。 

貳、背景說明 

一般而言，對職業安全衛生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議題

之關注，通常是起源於工作場所周遭之化學物質 (chemical agent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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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等，對勞動者健康所造成之負面影響，然後才逐漸發展至物理性及

生物性因子之危害 (焦興鎧，付梓中)，嗣後到服務業興起後，雇主、受

僱者、顧客與客戶，甚至連不相干第三者間在職場之人際互動關係益趨

頻繁，兼以大量婦女及弱勢群體成員持續投入勞動市場後，職場多元化 

(diversification) 之情形，常容易引發背景相同者群聚而排斥非我族類

者之現象，再加上經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對勞動市場與勞工權益所造

成之不利影響，雇主掌握職場之經營特權日漸擴大，而唯一能加以反制

之工會運動又告急劇衰微，在這種情形下，與勞動者在工作場所人身安

危息息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已明顯逐漸轉向人文關懷之層面，這

也是前述在歐美各國傳統之勞動法，即以推動勞動三權：結社權、團體

協商權及爭議權等基礎之集體勞資關係，開始被透過國家以制定法來

保障受僱者個人權益之僱用法所取代之主因 (Weiler, 1990: 1-5)，致造

成所謂「公益勞動法」(public-interest labor law)，包括對就業歧視、性

騷擾、職場暴力、侵及隱私，以及職場霸凌等課題之相關規範日受重視

之結果，3 影響所及形成職業安全衛生之危害，逐漸偏重對前述「人因

性」，也就是一般通稱為「社會心理因素」(psychosocial factors) 探究

之主要原因。 

自 1957 年羅馬條約 (Treaty of Rome) 簽訂後，歐洲聯盟前身之

歐洲共同體，即積極進行 6 個創始會員國之區域整合，雖然整個過程

是以經濟事項為主導，但對渉及勞動這類社會性議題 (social agenda)，

基於這些會員國重視社會安全與福利之一貫傳統，也並未完全忽視。舉

例而言，歐洲共同體早在 1974 年，即曾通過一社會行動方案 (Social 

Action Program)，提出多項保護勞工權益之措施，而嗣後所制定之

                                                
3 關於這類公益勞動法在美國之發展情形，參見 Gould IV (2013: 3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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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男女同工同酬指令、4 1976 年男女平等待遇指令 5 及 1979 年

男女社會安全平等待遇指令 6 等，對各會員國推動禁止就業上性別歧

視，以及性別工作平等理念之達成等，都發揮甚為重要之奠基效用。7 

在值此得注意者是，由於當時歐體之六個創始會員國，在種族上均是以

白人為主，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之嬰兒潮，形成各國並沒有人口老

化之問題存在，反而因戰亂而呈現精壯人口短缺之情形，再加上這六個

創始會員國均以信奉基督教為主，尚未見有其他宗教出現，就業上宗教

歧視之爭議幾乎並不存在，而且在經濟體內人員移動上極為自由，故也

沒有就業上所謂「原屬國籍」(national origin) 歧視之問題存在。在這

種情形下，它除在就業上性別歧視法制之發展，要較美國約略晚十年

外，其他各類型之就業歧視問題就不是亟待要解決者 (焦興鎧，2007: 

390-391)。事實上，這種情形一直到新的千禧年來臨後，歐洲聯盟為配

合簽署尼斯條約 (Nice Treaty)，而將它在 2000 年所通過之基本人權

盟約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納入，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又陸續制定兩項極為重要之相關指令，一是禁止基於種族或

人種歧視之指令，8 另一則是禁止在僱用及就業上基於宗教或信仰、身

                                                
4 Council Directive 75/117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關於對此一指令之內容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6: 331-333)。 
5 Council Directive 76/207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Acces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關於對此一指令內容之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6: 337)。 

6 Council Directive 79/7 on the Progres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in Matters of Social Security. 關於對此一指令內容之

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6: 337-338)。 
7 關於對歐洲聯盟早期建構兩性工作平等法制之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6: 327-339)。 
8 Council Directive 2000/43/EC of 29 June 2000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Persons Irrespective of Racial and Ethnic Origin, 2000 O.J. (L. 18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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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年齡或性傾向歧視之指令。9 在 2002 年，歐洲理事會又大幅度

將前述在 1976 年所制定男女在就業上平等待遇指令加以更新，而另以一

嶄新之指令取代，10 並在 2004 年，又制定另一禁止在提供貨品與服務

時性別歧視之指令，11 到 2006 年，它更進一步將過去所有與促進性

别工作平等理念相關之各項指令加以整合，以一規範內容更為完整廣

泛之新的指令加以呈現。12 至此歐洲聯盟全面禁止就業歧視之公平就

業 (fair employment) 法制即告粲然大備，與美國目前所實施者相較，

並無任何遜色之處，堪稱是所有經濟體在類似整合過程中，並未偏離對

勞動權益這類社會性議題關注之楷模 (焦興鎧，2017: 14)。 

綜觀歐美各國之發展趨勢，在大量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後，發生在工

作場所之性騷擾爭議即告層出不窮，究應如何有效防範與積極處理這

類新興之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就成為一必須面對之嚴肅課題。以在這方

面相關法制最為健全之美國為例，雖在早期曾是以這類行為人之個人

行為偏差來看待，但它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很快在 1980 年，即曾頒布一著名

                                                
9 Council Directive 2000/78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2000 O.J. (L. 303) 16. 
10 Council Directive 2002/7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September 2002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76/207/EEC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as Regards to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002 O.J. (L. 269) 15. 

11 Council Directive 2004/113/EC of December 2004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Access to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2004 O.J. (L. 373) 37. 

12 Directive 2006/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July 2006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Equal Treatment 
of Men and Women in Matters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Recast), 2006 O.J. 
(L. 2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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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導原則，特別將這類事件定位為是一種就業上之性别歧視態樣。13 

嗣後，該國之聯邦最高法院也支持此一立場，並在多則渉及職場及校園

之這類案件中，為性騷擾行為之主觀與客觀認定標準、發生在同性間之

性騷擾 (same-sex sexual harassment) 也可依就業上之性别歧視之法

理來處理、雇主在這類事件之法律責任 (employer liability) 範圍，以

及在善盡預防及處理之責任後可否得以有提出免責抗辯 (affirmative 

defense) 之權利等事項，樹立為數極多之法理原則，堪稱是目前所有歐

美國家之終審法院最重視這類工作場所新興爭議者。14 至於在歐洲聯

盟究應如何妥善加以因應，是否有必要制定統一性並對各會員國具有

法律拘束力之相關指令？即曾面臨極大之爭論與困難。首先，歐洲聯盟

本身是否能享有制定這種規範之管轄權疑義 (jurisdictional doubt) 方

面，在相關上位條約並沒有對此明確授權之情況下，即是一非常難克服

之障礙。15 其次，根據行之多年所謂「補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

iarity) 之法理，各會員國對這類事件事實上理應享有較大適格處理之

自主權，而不應由超國家之歐洲聯盟機構來越俎代庖，似也言之成理。

16 再者，各會員國之文化背景相當歧異，處理性别議題之法制也大不

相同，如採取這種由上而下之立法模式，反而容易衍生法律衝突 (con-

flict of laws) 之問題。最後，由於英國當時在這方面所一貫採取之抵制

不合作態度，因此也讓這類統一性專法之制定遲遲無法奏效。17 在這

                                                
13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SEX—SEXUAL HARASSMENT, 29 C.F.R. § 1604.11 (a)-(g) (2019). 關於此

一指導原則之內容，參見焦興鎧 (1997: 100-101)。 
14 關於對該院早期五則判決之評析，參見焦興鎧 (2001: 368-379)。至於對較近期該院

相關判決之評析，參見焦興鎧 (2011a: 272, 2013: 284-298)。 
15 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 (2000a: 160)，此外，亦可參見 Bernstein (1994: 1253-1254)。 
16 關於對歐洲聯盟此一重要原則背景之說明，參見王玉葉 (2000: 10-15)。 
17 關於英國政府，尤其是柴契爾總理時期杯葛歐洲聯盟建構勞工及勞資關係法制之情

形，參見焦興鎧 (2006: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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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下，它在早期透過執委會頒布較有彈性之實施準則 (code of 

practice)，來讓各會員國在防治此類事件時加以遵循之作法，似是一較

為可行之策 (焦興鎧，2000a: 153-154, 161-162)。所幸自它在千禧年

後開始建構前述全面性之禁止就業歧視法制後，於嗣後所頒布之相關

指令中，均訂有防治基於被害人身分資格 (status-based) 所產生之騷擾

條款，而且還有禁止報復之規定，反而讓它在這方面之保障，更超越性

別此一單一因素，而將因當事人基於種族 (或族裔)、宗教 (或信仰)、

身心障礙及性傾向等緣故，致在職場被加以騷擾之情形一體含攝在內，

18 堪稱為它日後應否制定一規範與騷擾行為非常類似之職場霸凌相關

指令，奠定相當堅實之法理基礎 (其詳後述)。 

至於在與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另一有相當連動性之職場暴力現

象，自上世紀九○年代初期，也開始逐漸在歐美各國浮現，而成為在工

作領域中應加強正視之新興議題，一向在勞動議題上居於領頭羊地位

之美國自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為這類問題之普遍嚴重程度，由以下一

項相關研究報告所提出之數據可看出端倪，在該國幾乎每六件暴力犯

罪即有一件是發生在工作場所，而殺人事件更是工作場所死亡之第二

大主因，單單在 1991 年內，雇主因這類事件所造成之工時損失及訴訟

費用等，即高達美金 42 億元之多，19 其中更值得注意者是，在這類事

件中，女性受僱者被害之比例要遠高於男性。20 近年來，由於家庭暴

力或兩性親密關係生變所引發之所謂「工作場所家事暴力事件」

(workplace domestic violence)，也有急劇增加之趨勢，而這類事件之被

                                                
18 關於此點，參見 Articles 2 (3) and 11 of the 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
ment and Occupation. 

19 關於這些數字資料，參見焦興鎧 (2000b: 27)。 
20 以加州為例，在 1991 年，有 41％死於工作場所之女性受僱者是殺人事件之被害人，

而男性受僱者僅及 10％而已，關於此點，參見焦興鎧 (2000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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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也是以女性居多，所以其中所孕含之性别差異因素，即頗值得深入

加以探究 (焦興鎧，2000b: 27, 2003b: 104)。對該國之雇主而言，工

作場所暴力問題所引發之法律問題，與其他工作場所新興問題所要處

理之事件相較，其複雜程度堪稱也是不遑多讓。21 如果他 (她) 們在僱

用前，未能詳盡調查求職者背景資料之責任，則嗣後在發生此類事件

時，即可能會負擔各種制定法或普通法之法律責任。22 然而，這類調

查如進行得過分積極，則又可能會侵及應徵者之隱私權，或造成其他就

業歧視之情形 (Feliu, 1994/1995: 390-394; Levin, 1995: 422-423)。

此外，即使雇主發現現有受僱者有暴力傾向而希望加以處理，也會遭到

同樣之困境，若未能採取適當措施，則在發生事故後難辭其咎，但如果

採取行動，則可能又會有侵及受僱者隱私權、不當解僱或甚至妨害名譽

之顧慮。23 從而，雇主在正式僱用前及嗣後各就業階段所採取之相關

預防及處理措施，即成為其免除或降低法律責任之不二法門。24 事實

上，歐洲聯盟對職場暴力問題在這段期間也投入極大資源與關注，而如

後所述，這些配套之週邊作為，對它未來能否為會員國制定一具有法律

拘束力之相關指令，也有非常正面之奠基效用。25 

一般而言，在渉及職場不法侵害之新興爭議中，不乏渉及受僱者隱

私權被不當破壞之情形，早在上世紀七○年代，美國雇主開始對員工從

事藥物及酒精測試 (drug and alcoholic testing) 後，即曾引發熱烈之討

                                                
21 關於職場暴力相關之法律爭議，參見 Feliu (1994/1995: 382-386) 及 Levin (1995: 

418-425)。 
22 關於此點，參見 Feliu (1994/1995: 383-386) 及 Levin (1995: 419-424)，均有詳盡之

說明。 
23 關於雇主在處理這類事件所面臨之兩難情形，參見 Feliu (1994/1995: 394-399) 及

Levin (1995: 425-428)。 
24關於雇主在這類事件上所應採取預防與處理措施之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0b: 29-31)。 
25 關於此點，參見本文後揭「肆、一」部分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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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26 自八○年代隨著科技之更進一步發展，雇主在職場所廣泛運用

之各類電子監控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手段，對受

僱者在工作場所隱私權之侵害堪稱更形直接。再加上職場愛滋病之疑

慮及基因檢測 (genetic testing) 等，讓這類爭議越發引起注目 (焦興

鎧，2003a: 86-88, 2003b: 103)。事實上，雖然歐美各國在早期，都是

採取較為尊重雇主在這方面享有經營特權，而認為雇主在必要時得以

自由運用之立場，但在各種弊端逐漸被廣泛報導後，它的負面影響也開

始受到重視，雖與本文所側重討論之職場霸凌並無太大直接關聯，但如

前所述，由於雇主在從事工作場所暴力行為之防範時，往往必須要動用

受僱者這類相關之個人隱私資訊，因此，對受僱者在職場享有「資訊隱

私」(informational privacy) 之範疇為何，鑑於美國與歐洲聯盟在這方

面所做規範產生之歧異情形，即成為一值得討論之課題。以目前極受重

視之基因資訊 (genetic information) 為例，美國是將雇主在這方面不

當使用之爭議，視為是所謂「第三代」之就業歧視問題，而受該國 2008

年禁止基因資訊歧視法 (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INA] of 2008)27 第二章之適用。至於在歐洲聯盟方面，則是一直遵

循重視受僱者隱私權之傳統，將它們視為是所謂敏感性之個人資訊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而透過 1995 年隱私權指令之相關規

定，來限制雇主對這類資訊之使用與流通傳遞 (焦興鎧，2011b: 294-

297)，到 2018 年，它進一步以一般資訊保護條例 (General Data Pro-

tection Regulation [GDPR] of 2018) 之相關規定，用更具法律拘束力

之上位規範來對這種所謂「特別種類之個人資訊」(special categories of 

                                                
26 關於美國自上世紀七○年代起，因雇主在職場上實施這類檢測所引起法律爭議之情

形，參見焦興鎧 (1991: 43-91)。 
27 42 U.S.C. §§ 2000ff-1-2000ff-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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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data) 加以保護。28 如後所述，我國就業服務法在 2014 年進

一步修正時，是將雇主透過基因檢測手段蒐集這類資訊之相關作為，視

為是一種應受該法保護之個人生理資訊，在這種情形下，似乎已跳脫過

去一向師法美國就業歧視法制之立場，轉而改採歐洲聯盟重視受僱者 

(及求職人) 隱私權之觀點，來處理這類職場新興爭議，從而，今後在

防範受僱者因執行職務而遭到不法侵害時，應更重視對他 (她) 們隱私

權之保護，即是不可忽視者。29 

目前，各工業先進國家對工作場所新興類型不法侵害現象關注之

重點，不約而同是集中在工作場所霸凌問題之防範與處理上，而讓此一

八○年代本在北歐諸國開始發皇之職場新興爭議，成為新的千禧年後

極為熱門之「顯學」(Lippel, 2010: 1-5)。以美國為例，在奈米博士夫

婦  (Drs. Gary and Ruth Namie) 及山田教授  (Professor David C. 

Yamada) 之通力合作下，雖在各州制定專法之努力並未能成功，但逐

漸透過所謂「被害人身分資格盲」(status-blind) 之方式，而不是過去以

傳統就業歧視、性騷擾或暴力之手段來加以因應，卻已逐漸被各州法院

所接受 (焦興鎧，2020: 1016-1019)。更重要的是，此一問題現在逐漸

被視為是職業安全衛生規範極其重要之一環，也就是雇主應提供一免

遭這類行為侵害工作環境給所有受僱者之一般義務，但如果他 (她) 們

能善盡事先周密預防與事後妥善處理之責任後，則得以提出免責之抗

辯，而不必負連帶之賠償責任 (Harthill, 2010: 1300-1305)。由於該

國過去二十多年來在處理職場就業歧視與性騷擾之相關爭議時，都是

採取相同之思維來因應，而且還有完善之通報及禁止報復等配套措施，

因此，這類事件被害人在尋求法律救濟之手段已逐漸完備，與其他制定

專法之國家相較，可說並無任何遜色之處 (焦興鎧，2020: 1038-1040)。

                                                
28 關於此點，參見 Articles 9 and 88 of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of 2018. 
29 關於此點，參見本文後揭「肆、四」部分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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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其他歐美國家，不論是採英語系、法語系、德語系，甚至西班牙

語系者，也都陸續制定專法或修改現有相關法律來加以處理，連我國近

鄰之日本與韓國也有迎頭趕上之趨勢，如果再加上國際勞工組織前述在

2019 年 6 月所通過之第 190 號公約，若說職場霸凌問題之預防與處理，

幾已成為現今工作場所新興規範中最受囑目之焦點，實非過甚其詞 

(Yamada, 2011: 470-471)。在這種情形下，歐洲聯盟是否也應順應此

一潮流而急起直追？事實上如後所述，歐洲執委會及理事會自前述

1989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制定後，即開始針對職場騷擾與暴力等這

類人際互動所引起之新興爭議，透過與各類社會夥伴之通力合作，頒布多

項之指導原則與行為準則，已經為處理這類問題奠定相當堅實之基礎，至

於是否應更進一步為各會員國訂定具有法律拘束力之相關指令，即有相當

之討論空間。 

參、歐洲聯盟對抗職場霸凌問題之相關作為 

本文此一部分將以四個階段為期，說明歐洲聯盟自 1957 年羅馬條

約簽署以來，直到目前為止之五十多年間，如何以傳統之思維與作為，

來處理職業安全衛生問題，藉以對受僱者提供免遭職業災害及罹染職

業病之工作環境。如前所述，這些相關法制與措施，一向都是以工作場

域內化學性、物理性及生物性因素所產生之負面影響為規範重心，一直

到 1989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制定後，才開始順應潮流而重視人因

性之影響，也就是各種發生在勞雇、勞勞，甚至第三者間，因人際關係

互動益趨頻繁複雜多元所引發之新興爭議。至於它自千禧年後之各項

相關努力，由於與本文所要探討之主題更有一定之關聯性，因此，將會

做較詳盡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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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萌芽階段 (1957 年至 1980 年)  

在歐洲共同市場 6 個創始會員國所簽訂之羅馬條約中，是一個採

行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之盟約，主要是以掃除關稅壁壘之自由

市場為依歸，對於渉及勞動議題之事項，僅以排除勞工移動之障礙及消

減各種扭曲為主要目的，從而，除在第 48 條至 51 條訂有剷除對勞工

移動自由之障礙、第 119 條揭櫫男女同工同酬之原則，以及在第 120

條提及有薪之休假制度外，並沒有任何其他保護這些會員國勞工權益

之實質條款 (焦興鎧，2006: 254-255)。這種情形一直到七○年代石油

危機爆發後，為配合新的 3 個會員國加入，乃在 1974 年通過前述之社

會行動方案，才開始認真考量在經濟整合之過程中，同時能創造較好之

就業狀況，並改善勞工之生活及工作條件，且增進勞工對事業單位經營

之參與，使得所謂「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 也得以同時並存，而自

次年起，歐洲聯盟即通過多項為因應石油危機企業轉型時保障勞工權

益之指令。如前所述在這段期間所通過幾項渉及兩性平等經濟權利之

指令，也為日後它禁止就業歧視及促進性别工作平等法制之建構發揮

極為重要之奠基作用。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歐洲共同體在此一階段還通

過三項與勞工安全衛生事項相關之指令，它們分別是：1977 年工作場

所安全標示指令、30 1978 年保障勞工免於暴露在氯乙烯單體之指令，

31 以及 1980 年保障勞工免於暴露在危險物質場所中工作架構指令。

32 從這三項早期指令之內容觀之，主要還是要求各會員國應督促雇主

                                                
30 Directive 77/576 on Safety Signs at Places of Work,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之簡要說明，

參見 Goebel (1993: 53)。 
31 Directive 78/610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alth of Workers Exposed to Vinyl Chlo-

ride Monomer.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之簡要說明，參見 Kineke (1991: 215)。 
32 Framework Directive 80/1107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from the Risks Related 

to Exposure to Chemical,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Agents at Work.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

之簡要說明，參見 Goebel (1993: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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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僱勞工提供安全衛生之工作場所與環境，係屬一般傳統之職業安

全衛生事項，完全未渉及任何職場內人為因素議題之規範。在此值得注

意者是，此一在 1980 年所制定之架構指令，與前述在 1989 年所制定

之另一架構指令，即構成歐洲聯盟早期規範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最重

要法源基礎。 

二、進一步發展階段 (1981 年至 1988 年)  

雖自 1980 年後，歐洲共同體已由 9 個會員國更進一步擴為 12 個，

但英國加入後所一貫採取之不合作態度，卻造成歐洲機構在保障勞工

權益所做之立法功能大受影響。然而，在此一階段，歐洲共同體在制定

與勞工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指令之整體表現上，卻有相當傲人之成果出

現。舉例而言，它在 1982 年曾制定一項避免暴露於金屬鉛及它的離子

成分場域工作之指令，33 在同年另制定一項有關某些工業活動會產生

重大意外危險之指令；34 在 1983 年制定避免暴露於石棉場域工作之

指令，35 在 1986 年又制定一項避免暴露在噪音環境下作業之指令，36 

以及在 1988 年更進一步制定一項禁止某些特定物質及／或特定作業

                                                
33 Directive 82/605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from the Risks Related to Exposure to 

Metallic Lead and Its Ionic Compounds at Work, 25 O.J. EUR. COMM. (No. L. 247) 
12 (1982). 

34 Directive 82/501 on Major-Accident Hazards of Certain Industrial Activities, 25 O.J. 
EUR. COMM. (No. L. 230) 1 (1982). 

35 Directive 83/477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from the Risks Related to Exposure to 
Asbestos at Work, 26 O.J. EUR. COMM. (No. L. 263) 25 (1983). 

36 Directive 86/188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from the Risks Related to Exposure to 
Noise at Work, 29 O.J. EUR. COMM. (No. L. 137) 28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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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令 37 等。但從這些相關指令之具體內容觀之，它仍然並沒有跳

脫傳統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所關注之範疇。 

三、1989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之制定 

事實上，早在 1986 年通過之單一歐洲法 (Single European Act)，38 

即開始進一步擴充歐洲共同體在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立法權能，該法

特別在羅馬條約中增列 118A 條，授權歐洲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合作，藉

以通過一項相關之指令，為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事項採納一項最低

之要求。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根據此一新的第 118A 條之規定，理事會

只要採取所謂「有條件之多數」(qualified majority)，即得以行使此項

立法權能，從而，過去那種需要全體無異議之要求，而讓這一類立法遲

遲無法發揮功能之弊端即告一掃而空。至於前述在 1989 年所通過之職

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即是以這種立法方式被正式通過，其意義自屬非

凡。39 更重要的是，在同年 12 月，歐體 11 個會員國 (英國除外) 元

首又進一步通過前述之社會盟約，並正式採納新的社會行動方案來加

以推動，在這種情形下，歐洲共同體推動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努力可說

更趨積極，而此一 1989 年之相關架構指令，即與前述它在 1980 年通

過之架構指令一樣，為嗣後歐洲聯盟建構一套現代化之職業安全衛生

法制，扮演重要領頭羊之角色。更重要的是，此一架構指令除仍然重視

傳統之化學、物理及生物因子，在工作場域所造成之各種負面影響外，

                                                
37 Directive 86/364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by the Banning of Certain Specified 

Agents and/or Certain Work Activities, 31 O.J. EUR. COMM. (No. L. 179) 44 (1988). 
38 Single European Act, Feb. 17, 1986, 29 O.J. EUR COMM. (No. L. 169) 1 (1987). 關

於對此一重要法律之制定背景及影響之說明，參見 Potter (1993: 249)。 
39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之簡要說明，參見 Kineke (1991: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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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還進一步首度提出對人為因素之關注，而為嗣後處理職場暴力或霸

凌等這類新興爭議，賦予一定之法源基礎 (焦興鎧，付梓中)。 

一般而言，此一架構指令之適用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工業、農業、

商業及服務業在內，40 而且還訓令所有會員國應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將它們之內國法增訂或修正至此一指令條款所規定之要求，俾

便達成將會員國相關法制加以調和 (harmonization) 之效果。41 在此

值得注意者是，此一指令還將前述它在 1980 年所通過之架構指令加以

修正，而對工作場域之危險物質做出具有法律效力之規定範圍。42 

由於篇幅有限，不太可能在此一部分對該架構指令之其他內容詳

加縷述，因此，僅能對內容重點加以說明，而根據作者個人之整理，它

的重要規定約有下列四項：(1) 保護勞工安全與健康之要務，不僅要以

預防傳統之職業災害與疾病為主，亦應排除工作環境中之物理性風險

與危害，以及工作組織所產生之壓力問題；(2) 在慮及各會員國不同背

景之情況下，應鼓勵採用適當國情之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方法，例如團體

協商及團體合作等；(3) 應採用風險評估之方式，來釐訂有關勞工安全

衛生之各項策略；及 (4) 堅持勞工代表及勞工參與這類任務之精神。

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此一架構指令之重要內容，雖仍不脫對傳統上職場

危害與疾病等議題之關注，但也特別首度提及有關職場壓力之問題，堪

稱為歐洲聯盟嗣後處理這類新興形態之勞動問題開啟先河 (張李曉娟

等，2012: 3)。 

事實上，除此一架構指令外，歐洲聯盟理事會在嗣後還陸續通過另

五項執行指令 (Implementing Directives)，藉以對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做

出更細節之規範，它們依通過時間之先後，分別是：(1) 工作場所安全

                                                
40 關於此點，參見 Article 2 of the 1989 Framework Directive. 
41 Id. at Article 18, 此外，亦可參見 Raworth (1995: 8-14)。 
42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之簡要說明，參見 Kineke (199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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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生最低要求指令；(2) 勞工工作時使用操作工具最低安全與衛生要

求指令；(3) 勞工工作時使用個人保護設備最低要求指令；(4) 防止勞

工搬運重物時造成背部傷害最低要求指令；以及 (5) 使用展示銀幕設

備工作最低要求指令等。43 

四、千禧年後之努力情形 (2000 年迄今)  

此一部分將依據時間之先後順序，說明歐洲聯盟自新的千禧年後，

為處理工作場所暴力與霸凌等這類新興勞動問題所從事之諸項努力。

在此值得注意者是，由於歐洲聯盟很早即將發生在職場之各類渉及騷

擾之行為，與此類事件被害人本身之資格條件加以抽離，與大西洋彼岸

美國通常是以就業上歧視來加以處理之方式相當不同。此外，它對暴力

與霸凌這兩種職場上新興不法侵害之態樣，也往往是混而為一，與美國

將霸凌視為暴力行為之一種次級分類 (subset)，而應分別處理之情形有

異 (Harthill, 2010: 1256-1258)，因此，它在這個階段所從事之各種相

關作為，往往都對這三種行為態樣並不會作嚴格之區隔，甚至還有交互

使用之情形。舉例而言，美國所通稱之霸凌，在歐洲聯盟某些會員國會

用所謂「心理或道德騷擾」(psychological or moral harassment) 一詞來

加以界定 (焦興鎧，2020: 1019-1020)。然而，它對這三種新興職場上

之不法侵害行為，一向認為是由工作場所壓力所導致 (stress-related)，

而應視為是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中保障受僱者精神福祉重要之一環，則

是一直堅定不移 (“Psychological Harassment,” 2002: 13)。 

                                                
43 關於此一指令內容之簡要說明，參見 Kineke (1991: 220-221) 及 Raworth (1995: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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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1年歐洲基金會所出版之《第三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
報告》 

根據此一在 2000 年 3 月對十五個歐洲聯盟會員國所進行之第三

次工作條件調查，並於次年所出版之報告指出，在渉及所謂「社會心理

因素」之職場不法侵害，包括：暴力、騷擾及歧視等方面，都有相當比

例之受僱者聲稱是這類事件之被害人，其中特別引人注目者是，此一調

查報告將騷擾區分為兩種，一是威嚇 (intimidation)，即是指霸凌而言，

另一則是一般通稱之性騷擾。而根據此一調查，這類行為在會員國之平

均盛行率約是 9%，也就是大約十位勞工中，即有一位回覆，曾遭遇這

種行為之侵害 (約 1,200 萬人)，此一數據要較該基金會在 1995 年第

二次調查時稍增 1%，其中以芬蘭之 15%最高，荷蘭與英國之 14％次

之，而超過 10％之會員國則有比利時、法國及愛爾蘭，至於葡萄牙與

義大利等則是不及 4％。至於在人口特質與行業別方面，女性通常要較

男性容易遭遇到這類行為 (男性平均為 7％，而女性則為 10％)，而在

服務業及零售業工作之勞工 (13%) 要較農業或專業服務部門工作者

容易受害，通常一般受僱之員工較自僱者會碰到這類麻煩 (9% vs. 5%) 

(“European Foundation,” 2001: 28-29)。 

(二) 2001年歐洲議會《工作場所性騷擾專案報告》與決議案 

在 2001 年，歐洲議會曾就它所委託之一項有關職場性騷擾研究專

案加以討論並做成決議案後，堪稱正式開啟歐洲機構認真考慮，是否應

針對工作場所性騷擾此一新興勞動問題，制定具法律拘束力指令之先

河，而不像過去僅以聲明、建議書及實施準則等較非正式之作為，來鼓

勵會員國正視此一議題之做法。44 事實上，在此一決議案中，它除探

                                                
44 關於歐洲聯盟早期在這方面之努力情形，參見焦興鎧 (2000a: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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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職場性騷擾事件之普遍嚴重情形外，並說明這類事件對被害人所產

生之各種身體與精神上之負面影響，還分別對執委會、各會員國及社會

夥伴提出各項建議。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此一專案研究報告之聚焦重

點，本是針對職場性騷擾問題而來，但它的內容卻用很大篇幅來討論職

場霸凌之情形，並在決議案中特別提及，執委會在擬訂職業安全衛生策

略、工作品質及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事項時，均應將工作環境中之精

神、心理社會及社會性因素納入考量，藉以預防這些現象所造成之健康

風險，致產生與壓力有關之健康與疾病問題。同時，此一決議案還特別

將職場暴力之問題也一併納入，由此可見它所考慮之面向，確已有將職

場性騷擾、霸凌及暴力等這類新興爭議合而為一加以處理之趨勢 (焦興

鎧，付梓中)。 

(三) 2002年歐洲聯盟執委會所擬定之《2002年至 2006年職
業安全衛生策略》 

在此一為期五年之策略中，執委會曾特別提及在目前社會結構及

工作形態互變之情況下，許多影響受僱者健康之新危險因子不斷浮現，

包括壓力、憂鬱、害怕、騷擾及霸凌等，而歐洲聯盟有必要透過工作品

質之觀點來慎重處理，尤其是心理騷擾與暴力問題最為嚴重，除應採取

立法行動外，它還認為應對歐洲聯盟目前相關措施之合宜性及適用範

圍等重新加以檢討，希望藉由勞資對話及簽訂團體協約之方式來全力

加以推動。在此值得一提者是，它在此一策略中所提及之心理騷擾一

詞，如前所述即是指職場霸凌行為而言 (焦興鎧，付梓中)。45 

                                                
45 事實上，歐洲聯盟執委會嗣後在擬定《2007 年至 2012 年歐洲職業安全衛生策略》

時，還是特別將職場暴力問題視為是工作場所新生風險因子之一，關於此點，參見張

李曉娟等 (201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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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2年歐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所公布之職場霸凌與暴
力相關通訊 

根據歐洲聯盟業安全衛生署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在 2002 年所公布之一項名為《職場霸

凌》(Bullying at Work) 之第 23 號事實通訊 (Fact Sheet No. 23)，特別

對此類行為之定義、起因與影響、所產生之負面效果、歐洲聯盟本身與

各會員國之相關立法與措施，以及雇主與利害關係人所應採取之具體

作為，都曾做出簡要之說明。在此值得注意者是，該署在此一通訊中特

別提及對「社會心理工作環境」之一般改善，是處理此類事件之重要手

段，尤其應發展一套組織文化來對抗這類行為，而且它也特別提及防止

工作相關壓力問題及職場意外之重要性。46 在同年，該署另又公布一

名為《職場暴力》(Violence at Work) 之第 24 號事實通訊 (Fact Sheet 

No. 24)，與前述第 23 號通訊一樣，它對職場暴力之定義，對被害人與

組織所產生之負面影響、歐洲聯盟本身及各會員國之因應措施，以及應

如何在事前防止此類事件發生及事後減少傷害等，都有相當幅度之著

墨。在此也值得注意者是，它還特別提及這類事件之危險因素 (risk fac-

tors)，包括：處理有價值之貨品與現鈔、單獨工作、行使檢查與控制等

具有權威性之職能、與有這類傾向之服務對象密切接觸，或在經營不良

之組織內工作等。47 

                                                
46 關於歐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在 2002 年所頒布之第 23 號事實通訊之內容，參見該

署官方網站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 2002a)。 
47 關於歐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在 2002 年所頒布之第 24 號事實通訊之內容，參見該

署官方網站 (EU-OSHA, 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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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4年歐洲聯盟社會夥伴所談判完成之與工作相關壓力
架構協約 

一般而言，前述各種職場上不法侵害行為，諸如暴力、霸凌及性騷

擾等，很多是源自於這類行為人無法負荷職場或其他場域所產生之壓

力而來，至於這類行為對被害人而言，也形成他 (她) 們必須面臨之職

場壓力，在這種交互影響之情形下，對工作場所壓力問題之探討，在八

○年代即成為職場新興議題之一，也就並不令人覺得意外。48 以歐洲

聯盟為例，它早在前述 1989 年所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架構指令中，即

曾對此一議題稍作著墨，而在歐洲基金會前述之第三次工作條件調查

報告中也指出，有高達 28％之受訪者認為有此問題存在 (“European 

Foundation,” 2001: 44)。事實上，執委會早在 2000 年，即曾針對各會

員國及社會夥伴，頒布一項與工作相關壓力政策指導原則 (Guidance 

on Work-Related Stress)，49 此一指導原則之主要內容共有三個部分，

除提供背景資訊外，並指出利害關係人在採取各類組織與個人預防措

施時所面臨之挑戰，最後則根據比利時、挪威及瑞典之經驗，提出三個

層次之預防措施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iii-x)。雖然此一政策

指導原則對各會員國而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但卻是各經濟體中首度

針對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中之精神層面所頒布者，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

喻。在 2004 年，歐洲各社會夥伴經過為期一整年之談判協商後，終又

達成一項職場壓力之架構協約 (Framework Agreement on Stress at 

Work) 50，藉供它們在從事團體協約談判時納入參考。根據此一架構協

約，職場壓力被界定為是：「個人無法合乎加諸於他 (她) 們之要求或

期望，致造成生理、心理或社會性之抱怨或機能失衡 (dysfunctions) 狀

                                                
48 關於工作場所壓力問題早期在美國引起注意之說明，參見焦興鎧 (2003b: 105)。 
49 關於此一政策指導原則，參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50關於此一架構協約之內容，參見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ETUC] (2004)。 



180 歐美研究 

態」(ETUC, 2004)。而應如何辨識與預防，以及禁絕與降低這類因工

作所造成之壓力問題，即是與勞動者，以及他 (她) 們之代表組織所應

努力達成者。它還特別指出由於根據前述 1989 年架構指令之規定，所

有雇主均負有保護其受僱者之法律責任，因此，他 (她) 們均應採取集

體或個別之作為，諸如建構適當之溝通管道、對管理人員給予訓練課

程，藉以提升對這類問題之認知與瞭解，以及透過歐洲聯盟及各會員國

之相關立法、團體協約與措施等，對勞工與工會提供相關資訊與諮詢服

務等 (ETUC, 2004)。 

(六) 2007年歐洲聯盟執委會所推動之工作場所騷擾與暴力架
構協約 

鑑於職場暴力及霸凌問題所產生之負面影響益趨嚴重，在執委會

與歐洲各主要社會夥伴之努力下，於 2007 年又曾簽署工作場所騷擾與

暴力架構協約 (Framework Agreement on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at 

Work)，並以 3 年為緩衝期，而訂在 2010 年正式全面實施 (張李曉娟

等，2012: 59)。一般而言，此一架構協約之內容非常完整，除前言外，

共有四個主要部分：首先，它在前言中強調在工作場所之每一層級中，

彼此人格尊嚴之相互尊重，是組織成功之關鍵因素，而騷擾與暴力行為

即不應被尊重。同時，它還重申雇主保護員工免遭騷擾與暴力之責任，

並對這兩類行為設法加以界定，包括與生理、心理及性别有關者，不論

是一次性或具系統性之行為模式。這些行為可能發生在主管對員工或

員工相互間，也可能來自客戶、顧客、病患、學生等第三人。至於行為

之範疇則可從輕微之不尊重，一直到需由公權力介入之嚴重刑事犯罪

等 (第 1 條)。其次，本協約之目的在於增進雇主、受僱者及其代表對

職場騷擾與暴力之認知與瞭解，以及提供所有層級相關人員及其代表

一個行為導向架構，藉以辨識、預防及處理在職場中所發生之騷擾與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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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問題 (第 2 條)。再者，本協約之第三說明部分，主要是對發生職場

之騷擾與暴力合一、騷擾及暴力等行為，再做更精確之界定 (第 3 條)。

次者，本協約在第四職場騷擾與暴力行為之預防、辨識及處理部分，強

調事業單位應發布對此類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之書面聲明、建構一套

內部之申訴處理機制、在經調查屬實後懲戒行為人及補償被害人、提供

適當之訓練計畫，並與員工或其代表協商，藉以確保此一內控制度等之

有效運作 (第 4 條)。最後，在執行與後續行動方面，本協約第 5 條規

定所有之會員國成員，均應確實實施此一協約，並向社會對話委員會定

期報告執行之情況，而在五年後檢討本協約之實施成效。51 

(七) 2007年歐洲聯盟執委會所擬定之 2007年至 2012年職業
安全衛生策略 

在 2007 年，歐洲聯盟執委會又循例對歐洲議會、理事會、經濟與

社會委員會及區域委員會等歐洲機構發布一項通訊，藉以對 2007 年至

2012 年之職場安全衛生事項，提出一項為期 6 年之策略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而在此策略中，它除特別提及

應對職場中新興具社會心理因素危險因子加以正視之重要性外，並以

歐洲聯盟條約第 137 條，以及里斯本策略 (Lisbon Strategy) 重視工作

與就業對經濟成長貢獻之理念為基礎，要求各會員國應直接面對職業

安全衛生議題所加諸之各類新興挑戰，尤其是歐洲基金會在該年後述

所出版之《第四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報告》，有相當比例之勞動者指

出，心理壓力、暴力 (包括性與心理騷擾及藥物上癮等)，以及工作形

態之改變等，都會對他 (她) 們之身心健康造成極大之負面影響。同時，

它還在該策略中提出未來之工作目標，尤其是採用更現代化與有效之

立法架構，來因應這些新的發展，包括強化歐洲聯盟本身這方面法律之

                                                
51 關於此一架構協約內容之說明，參見張李曉娟等 (2012: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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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以及監督各會員國適用這些立法時之加強合作，並設法簡化這些

立法架構，藉以更能適應這些新興之變化。此外，此一策略還進一步鼓

勵各會員國能採取各類創新之作為與策略。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此一策

略還以相當篇幅說明推動行為模式改變之重要性，尤其是要發展一種

所謂「危害預防文化」(risk prevention culture)，透過事業單位内部之

認知活動，來發揮這類文化所產生之正面效果，而且它還特別強調辨識

新危險因子及推動職場精神健康之重要性。由此一策略所要特別強調之

重點可以看出，歐洲聯盟確已逐漸擺脫傳統職業安全衛生之固有思維，

而更轉而重視人因層面所造成之影響。最後，在此一策略之第七部分還

特別提到，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曾預

估，憂鬱 (depression) 將成為 2020 年重要之失能病情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 2-4, 5-9, 11-14)，事實上，此一

與壓力問題有密切關係疾病之症候群，正好也是霸凌、暴力及騷擾等這

類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所最容易形成之前因與後果。從而，對它們之重視

與因應，實已是未來職業安全衛生規範中絕不能忽視之一環 (Yamada, 

2010: 267-268)。 

(八) 2007年歐洲基金會所出版之《第四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
報告》 

此一在 2007 年出版之《第四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報告》，共對 31

個歐洲國家之受僱者進行調查，它的調查對象不限於 27 個會員國，已

遠超過過去之規模，堪稱更具代表性，而與本文所要探討者有關者是，

它已不像過去，將暴力、騷擾及歧視等這類職場不法侵害，用社會心理

因素這類標題來加以探討，而是直接以第四部分分項討論，並與第三部

分之物理危險因子做出區隔，由此可見對這類人因性課題之重視程度。

根據此一範圍相當廣泛之調查發現，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遭到這些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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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行為侵害之比例，似要較前述第三次調查之結果略有改善。以

職場霸凌與 (或) 騷擾為例，大致上在每 20 位勞動者中，約有一位曾

有這方面之不愉快經驗，此一平均 5％之數據，顯然要較前一次調查之

9％有大幅度之改善。然而，如果以國家別來看，則會發現芬蘭之 17％

與荷蘭之 12％，顯然要較第三次調查之 15％及 14％，來得更惡化或

改善程度不大。同時，根據此一調查報告，女性仍較男性易在職場遭到

霸凌與騷擾 (6% vs. 4%)，而年輕勞工 (8%) 較 30 歲以上之受僱者更

易受害，至於自僱者則較受僱者不易遭到職場霸凌與騷擾 (3% vs. 

6%)，與上次調查相較，並沒有太多之區別。在業別方面，通常在教育、

衛生及社會工作、旅館與餐廳服務之受僱者較易遭到這類行為，而值得

注意者是，此一調查也發現在公部門服務之受僱者，要較私部門者受侵

害之比例為高 (6% vs. 4%)，主要理由可能是必須要與非同事之第三者，

諸如：顧客、學生及病人等直接接觸有關 (“European Foundation,” 

2007: 36, 38-39)。 

(九) 2010年歐洲聯盟社會夥伴擬定之處理職場第三人騷擾與
暴力跨行業指導原則 

由於在前述之工作場所騷擾與暴力架構協約中，雖曾約略提及在

職場中來自第三人這類行為引發之問題，但並未就此做詳細之規範，因

此，在 2010 年，歐洲聯盟另有 8 個社會夥伴，又共同擬定處理職場第

三人騷擾與暴力跨行業指導原則 (Multi-Sectoral Guidelines to Tackle 

Third-Party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Related to Work)，藉以保障在

地方政府部門、健康保險、商業、私人保全及教育業等特別容易受害之

相關服務人員，不致遭到尋求服務者、消費者，甚至一般大眾等第三者

這類行為之不法侵害。事實上，此一指導原則在編排上，與前述 2007

年之架構協約大體雷同，但在實體內容方面則要完備甚多。它除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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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騷擾與暴力之形式 (共多達 9 種之多) 詳加界定外，並在辨識、預

防、降低及消除第三人這類行為作業之步驟方面，做出多達 6 項之指

示，還對雇主在採行相關政策時，給予 11 項之注意事項。至於在實施

與後續步驟方面，也細分成三個階段：承諾與宣導、提高警覺及監測與

追蹤等，來確保有效之執行 (張李曉娟等，2012: 63-68)。事實上，如

果將這兩個架構協約與指導原則中之相關指示加以整合，即可構成一

處理這類新興爭議之「模範法典」(model code)，而得以用來對抗日益

受重視之職場霸凌問題 (其詳後述)。 

(十) 2012年歐洲基金會所出版之《第五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
報告》 

根據此一在 2012 年所出版之調查報告，它的調查對象另增加阿爾

巴尼亞、科索沃及挪威三國，而針對職場暴力、霸凌及騷擾這類不法侵

害行為，卻又回復到前述第三次調查報告所採用之形式，特別以社會心

理危險因素為標題來加以探討，而不再以暴力與騷擾為標題來做分析，

更重要的是，它在這次大規模調查中，還特別採用法國專家之建議，透

過下列六個面向作為指標來進行訪談：(1) 高度要求與工作強度；(2) 

情緒要求；(3) 缺少自主性；(4) 倫理衝突；(5) 不良之社會關係；及 (6) 

職位與工作之不安定性。至於在職場不法侵害之類型方面，本次調查則

是以所謂「不利之社會行為」(adverse social behaviour) 來統稱，而細

分為：言語之辱罵、違反本意之性方面注意、威脅與羞辱之行為、肢體

暴力、霸凌與騷擾及性騷擾等 6 項，其中前三項是受訪者前一個月內，

而後三項則是在前一年內所遭遇者。雖然這六個行為模式確實很難嚴

格加以區分，但其中第五類與本文所要探討之重心較有直接關聯，故特

別將它列為重點。事實上，根據此一調查之結果發現，霸凌與騷擾確實

較易發生，而平均有 4％之受訪者回應在過去一年曾有這類不愉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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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至於歐洲聯盟會員國方面，塞普勒斯與義大利受訪者遭到這類不利社

會行為之比例最低，分別為 7％與 8％，奧地利及芬蘭則最高，分別為

22％與 21％。雖然女性通常較男性容易碰到這類不利對待，但奧地利

男性之受害比例卻要比女性稍高 (23% vs. 20％)，而在希臘與土耳其

也有同樣之情形。至於在行業別方面，農業 (6％) 與建築業 (9%) 較

低，但在交通運輸 (20%) 與衛生業 (25％) 則是較高，這也反映出在

服務業或女性居多之行業，這類事件發生之比率往往會有偏高之情形 

(Eurofound, 2012: 52-58)。 

(十一) 2014年歐洲聯盟執委會所擬定之 2014年至 2020年職
業安全衛生策略架構 

在 2014 年，歐洲聯盟執委會又循例為各會員國擬定一新的職業安

全衛生策略，與過去不同者是，它將實施年限延長為 7 年，與過去 5 年

之情形不同，而且是以策略架構 (strategic framework) 之方式呈現，

實質內容即要較過去在 2002 年及 2007 年所分別擬定者簡明。事實

上，它在六個大項目中，根本並未提及騷擾、暴力或霸凌等這類職場不

法侵害行為之問題，而僅是在前言、成果檢視與問題展望、面臨之重大

挑戰、關鍵策略目標及歐洲聯盟使用之工具等項目中，一再以所謂「新

興出現之危害」(new and emerging risks) 之用語來加以呈現，其唯一

與這些問題有直接關聯者，是僅在第二項重大之挑戰中，特別提出壓

力、人因性危害 (ergonomic risks) 及心理健康等之看法。但在此值得

注意者是，在此一策略架構中，執委會特別強調建構前述一種危害預防

文化之重要性，而且還希望能為中小企業或甚至微型企業，設計各種有

效之預防與評估危害因子措施與工具。同時，它也特別提及由於歐洲聯

盟各會員國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明顯，因此，應如何增進他 (她) 們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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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心理健康，也是未來要努力之方向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2, 4-7)。 

(十二) 2017年歐洲基金會所出版之《第六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
報告》 

在此一 2017 年出版之第六次調查報告，除對 28 個會員國及 5 個

候選會員國進行調查外，另還將歐洲自由貿易區之兩個會員國挪威與

瑞士一併加入，堪稱代表性更高。至於針對職場暴力、霸凌及騷擾等這

類不法侵害行為，則仍是沿用先前第五次調查之模式，將這些不利之社

會行為再細分為六個項目，而根據此一調查之結果，它們的平均值與上

一次之調查結果差異不大。在一個月前發生之言語辱罵為 12％，違反

本意之性方面注意為 2％，而威脅與羞辱之行為則分別為 4％及 6％。

至於在一年內發生之肢體暴力則為 2％，性騷擾為 1％，而與本文相關

之霸凌／騷擾，則要較上次調查略高，達到 5％之程度。一般而言，這

些不利之社會行為在各個國家之盛行率並不相同，主要是來自文化差

異之因素，其中荷蘭、丹麥及法國之受訪者，較易表達他 (她) 們對這

些行為之不滿 (20%至 25％)，但在土耳其、葡萄牙及阿爾巴尼亞等三

個國家，則大致都是低於 5％。至於在業別及受害者之性别方面，則與

前述第五次調查之結果，並沒有太大之差異 (Eurofound, 2017: 68-

69)。 

肆、綜合評析 

本文此一部分首先回顧根據過去近五十年之經驗，探究歐洲聯盟

為會員國制定一具有法律拘束力禁止職場霸凌相關指令之可能性，作

為分析贊同、反對及折衷意見看法之根據。其次，將針對國際勞工組織

前述在 2019 年 6 月所通過第 190 號公約，以及美國過去二十多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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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經驗，說明歐洲聯盟現行法制與作為之優劣得失。最後則提出歐洲

聯盟在這方面之相關經驗，可供我國處理此一職場新興勞動問題參考

攻錯之處。 

一、歐洲聯盟應否制定統一性禁止職場霸凌指令之論

爭 

此一部分首先將說明贊成制定此類指令之見解，接著再探討持反

對意見之看法，至於在目前會員國益形擴充及英國脫歐後，而國際勞工

組織又在 2019 年 6 月正式通過前述之第 190 號公約，則它有無另採

折衷做法之可能性，亦將一併加以討論。 

(一) 認為應制定統一性指令之見解 52 

首先，贊成應由歐洲聯盟主動為各會員國制定禁止職場霸凌相關

指令者之見解，認為根據歐洲基金會前述幾次之工作條件調查顯示，這

類事件在各會員國之情形雖嚴重程度不一，但仍會對某些特殊群體之

成員，諸如女性、身心障礙及老年受僱者之身心安全造成不利影響，且

大都集中在女性偏多之服務業。由於大部分之會員國本身並未針對此

一問題制定國內專法，尤其是那些新加入之會員國，因此，如能由歐洲

聯盟本身採取主動制定具法律拘束力之指令，則對已有這類國內專法

會員國之勞工而言，僅是提供最低程度之法律保障而已，並未造成不當

之負擔，但對未能制定國內專法之會員國來說，它們即有義務在兩年至

                                                
52 事實上，根據本文作者透過 westlaw 及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兩個資料庫搜尋之

結果，目前尚未見有專文討論此類議題，故此一部分以下之陳述，純屬個人根據過去

觀察所做之初步見解，未來如有最新資料出現，將會做更精確之說明，至於個人過去

對歐洲聯盟處理職場性騷擾問題之評析，參見焦興鎧 (2000a: 14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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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內重新制定或修改現有法令，藉以符合這方面法制調和 (harmoni-

zation) 之要求，而得以對本身之國內勞工提供更周全之保障。53 其次，

執委會在前述 2014 年所擬定之架構策略中亦曾指出，對這類事件如能

制定專法，則對職業安全衛生之定義、基準、處理方法及預防工具等，

即能提供一共同之實體 (common body)，而得以對勞工提供較高層級

之保障，並能對所有事業單位均提供一平等之競爭場域，不論它們之規

模、地點及活動部門為何。再者，根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151 條與第 153

條之規定，它有共同之權能與各會員國通力合作，藉以制定相關之指令

來建構改善工作環境之最低要求，俾便保障勞工之衛生與安全。既然這

類人因性之霸凌、騷擾及暴力等行為，已成為整個歐洲聯盟 2 億 1,700

萬勞工，在工作環境中所面臨之新興職業安全衛生挑戰，則由憲法層級

之條約，來要求各歐洲機構共同制定這類對所有會員國具有法律效力之

相關指令，實有極為堅實之法源基礎。次者，執委會在前述 2014 年架

構策略中也曾表示，所謂「非立法性質之工具」(non-legislative tools)，

在處理職業安全衛生之新興爭議上，也得以扮演重要之角色 (Euro-

pean Commission, 2014: 2, 4-5, 12)。事實上，它與前述各主要社會夥

伴在 2007 年所簽署之工作場所騷擾與暴力架構協約，以及嗣後 2010

年由另 8 個重要社會夥伴所擬定之處理職場第三人騷擾與暴力跨行業

指導原則，如能將它們所建構之實體內容與處理程序合併為一，再做某

些必要之精簡後，即是一部相當完備現成之相關指令。54 最後如前所

述，2019 年 6 月 21 日，國際勞工組織即曾通過第 190 號禁絕工作領

域暴力與騷擾公約，既然一個國際組織有能力為 187 個絕大多數是開

                                                
53 關於這類渉及其他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之法制調和，對歐洲聯盟會員國所能發揮之正

面效果，參見 Raworth (1995: 42-44)。 
54 關於此點，參見本文前揭「參、四、(六)」及「(九)」部分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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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之會員國，制定此類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國際勞動公約，歐洲聯

盟實沒有任何理由不在這方面迎頭趕上。55 

(二) 認為並沒有必要制定統一性指令之見解 56  

如前所述，在歐洲聯盟要制定統一性禁止職場霸凌之相關指令，與

它在上世紀九○年代初期為會員國制定對抗工作場所性騷擾指令之情

形一樣，都可能會遭到管轄權疑義、與久已確立之補助原則精神相違

背、各會員國文化背景歧異，以及英國一貫之抵制作為等阻力，以致始

終並無法奏效 (焦興鎧，2000a: 160-162)。目前，既然在歐洲聯盟條

約第 151 條與第 153 條中，已經賦予歐洲機構針對會員國職業安全衛

生事項如此明確之立法權限，等於明確表示這方面之法制調和原則更

具重要性，在這種情形下，管轄權與補助原則之爭議即不應再存在，而

英國脫歐之舉也木已成舟，至於各會員國間所存在之文化差異，尤其是

新加入之 15 個中、東歐國家，在歐洲基金會前述相關工作條件之諸次

調查中，雖然並未呈現普遍嚴重之情形，但也確實指出有這類問題存

在，尤其對特定之族群諸如女性受僱者特別不利，而有由歐洲聯盟在這

方面採取更積極主動立法作為之必要 (Eurofound, 2012: 52-62, 2017: 

64-77; “European Foundation,” 2001: 28-30, 2007: 35-40)。然而，何

以這類相關指令之制定，卻迄今遲遲徒勞無功？即有在此略作說明之

必要。事實上，歐洲聯盟在這方面之努力所遭遇之困境，與美國在過去

                                                
55 事實上，歐洲聯盟執委員會在前述歷年所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策略或策略架構中，都

曾提及與國際勞工組織在這方面共同合作之重要性，關於此點，參見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 18);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11-12)。 

56 關於此點，參見註 52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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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來，希望能在各州制定所謂「健康工作場所法」(Healthy Work-

place Act) 受挫之情形甚為類似。57 也就是除職場霸凌之態樣極為多

元而甚難以立法來加以明確界定外，由法律來直接規範每天發生在工

作場所內持續不斷人際互動行為之構想，將會對雇主之經營特權產生

過多之制肘，而且也有可能會羅織過廣 (over-inclusive) 或掛一漏萬 

(under-inclusive)，況且歐洲聯盟會員國之工會力量尚屬強大，團體協

約內所建構處理怨情 (grievances) 之機制，通常應即足以肆應，再加上

前述其他禁止就業歧視指令 (包括各類騷擾行為) 之相關規範，以及配

套之解僱保護措施及失業救濟制度等，也都能提供相當之保障，基於法

規減化及樽節成本之考量，實在並沒有疊床架屋另制定統一性指令之

必要。58 

(三) 折衷立場之見解 59  

一般而言，根據本文作者個人對大西洋彼岸美國處理職場霸凌問

題相關之經驗，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前述所通過第 190 號禁絕工作領域

暴力與騷擾公約之研究，發現就目前歐洲聯盟之狀況而言，似乎制定統

一性指令之時機尚未成熟，而應採取較為折衷之作為，即：一方面師法

美國之做法，儘量在事業單位内部建構申訴處理機制，以自治 (self-reg-

ulation) 之方式，透過替代性解決紛爭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ADRs) 之手段，來將這類爭議內化處理，僅有在這類機制失靈無效時，

才由外部之主管機關以相關法令機制來介入排解 (regulation of self-

                                                
57 關於此法草案在美國遲遲無法完成立法的原因之分析，參見焦興鎧 (2020: 1016-

1019)。 
58 事實上，歐洲聯盟執委會在前述 2014 年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策略架構中，也曾強調

在這方面簡化立法及節省行政費用之重要性，關於此點，參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9-10)。 

59  關於此點，參見註 52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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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但也應賦予善盡事前預防與事後處置責任之雇主，得以提

出免責抗辯之權利，並責成受僱者與主管有通報舉發 (whistle-blow-

ing) 這類事件之義務，而且也嚴令雇主及行為人均不得有任何報復 

(retaliation) 之情形發生。60 在另一方面則應發揮會員國各社會夥伴—

—尤其是工會組織在事業單位内部處理這新類興勞動問題之能量。舉

例而言，它們除應在雇主發布對職場霸凌採取零容忍 (zero-tolerance) 

政策聲明時，採取堅定支持之立場外，並應在建構相關之内部申訴處理

機制時，透過團體協約之程序，提供必要之資訊及合作，俾讓這些程序

能更具產業民主之色彩。更重要的是，在實際案件不幸發生時，尤其是

在渉及懲處時，能採取公平代理 (fair representation) 之作為，讓工會

會員或甚至非會員，都能體會到它們扮演所謂「消氣閥」(escape valve) 

之角色，而讓這類紛爭得以用更理性之方式加以解決。至於工會在事業

單位內形塑禁絕職場霸凌之公司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時，也能發

揮積極之功效。舉例而言，它們可以自行或協助雇主舉辦相關之訓練活

動，藉以提升會員對這類事件之認知。61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能由歐

洲機構、雇主及工會組織等，先對 15 個新會員國之事業單位及社會夥

伴，從事這類奠基之作為，促使它們更正視這類事件對職安問題所造成

之負面影響，進而要求在會員國本身制定專法或修正現有法制，並由歐

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必要之專業技術協助，待條件成熟後，再徐

圖由歐洲聯盟透過制定相關指令之方式，來為所有會員國，甚至未來準

備加入它的準會員國，諸如土耳其、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及塞爾維亞等

                                                
60 一般而言，根據美國之經驗，當事人在實際面臨或目睹職場霸凌這類事件時，往往會

憚於行為人或雇主可能會採取報復作為，致不敢主張自己之權利或擔任證人，關於此

點，參見焦興鎧 (2020: 1007-1008)。 
61 關於美國工會在這方面所扮演之角色，參見焦興鎧 (2020: 1004)。一般而言，歐洲聯

盟之工會運動要遠較美國來得強大，故在這方面似應更能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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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國法制，發揮前述之調和作用，則對這類新興勞動問題之因應處

理，可能得以發揮更為有效作用。62 

二、歐洲聯盟相關作為之優點 

雖然歐洲聯盟迄今尚未能為會員國制定禁絕職場霸凌之相關指

令，似乎在這方面之表現不及國際勞工組織，然而，如果根據它在過去

近二十年之相關努力來觀察，則可以發現仍呈現以下幾項優越之處，即

使連在這方面著力甚深之美國亦無法相比。首先，它透過歐洲基金會定

期所做出之前述工作條件調查，持續對此一新興勞動議題在各會員國

蒐集相關之資訊，而且也提出各項解決之策，如果加上各會員國本身所

從事之這類調查與研究，讓所有之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包括政

府當局、工會組織、雇主團體、非政府組織及勞動者本身，甚至連一般

大眾等，都更能瞭解此一問題之普遍嚴重情形，而且也得以提升他 (她) 

們這方面之認知與覺醒，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成員這方面權益之重視，

已經遠遠超越傳統職業安全衛生所關注之議題，而更能符合現代服務

業重視工作領域內人際互動關係發展趨勢之特別需求。63 其次，雖然

在目前經濟全球化及區域整合之趨勢下，全世界之工會運動都會遭到

相當程度之負面衝擊，致使集體勞資關係不免也面臨極大之挑戰，但歐

洲聯盟各會員國之工會組織，即使在如此不利之環境氛圍下，卻仍然努

力扮演社會夥伴之角色，透過各產業別之上層組織，包括歐洲工會聯合

會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ETUC) 等，與它們之資方

                                                
62 事實上，歐洲聯盟在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上，就是採取這種折衷之作為，而一直

到 2006 年時機成熟制定前述之相關指令後，即得以對所有會員國均加以適用，包括

15 個新加入會員國，也必須從事國內法之相關改革來配合。 
63 關於相關調查研究對瞭解美國職場霸凌問題所產生奠基作用之重要性，參見 Yamada 

(2013: 34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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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口組織，諸如歐洲產業與雇主聯盟 (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

ers’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UNICE) 等共同合作，在相關之歐洲機

構，諸如：執委會、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及歐

洲基金會等之領導或居中協調下，充分發揮以勞、資、政三方主義 (tri-

partism) 之精神，來面對因應這類新興勞動議題之效益。事實上，前述

透過這種產業民主與勞資合作理念所頒布之相關指導原則、架構協約

及模範協約等，不論是公私部門或各類行業，甚至連中小規模或微型企

業之員工，都能得到相同之保護，這點比美國相關制度有事業單位規模

及被害人身分資格限制之缺點而言，在保護範圍上要來得更為周全。舉

例而言，對所謂「性别上少數族裔」(sexual minorities)，包括基於性别

傾向因素而遭致職場霸凌之被害人來說，歐洲聯盟之表現即要遠較美

國為優 (焦興鎧，2020: 1043)。再者，歐洲聯盟各主要會員國在傳統

上一向重視受僱者之就業安全 (job security)，雇主所享有之解僱權受

到相當之制定法與普通法之限制，受僱者在職場上如遭到這類行為侵

擾，不論在實體與程度方面，都較易尋求保障，再加上社會福利與社會

安全法制一向健全，即使因此被解僱或離職他去，也不致於頓失依靠，

所造成之負面衝擊，要較美國由雇主負擔社會保險給付之情形來得輕

微，從而，就週邊之配套措施而言，歐洲聯盟在這方面也要比美國來得

完備。64 最後，歐洲聯盟前述對職場壓力問題之重視，尤其是與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方面之合作，也是其他國際組織或經濟體所無法

比擬者。鑑於這種現象隨著工作生活對所有勞動者整體生涯之影響益

趨明顯後，已經成為這些職場新興問題之成因 (causes) 及後果 (con-

sequences)，如果再將家庭與社會生活之因素也加入，則是更值得深入

加以研究。雖然歐洲聯盟執委會自 2000 年出版前述有關職場壓力問題

                                                
64 關於對美國傳統上根深蒂固之僱用自由意志 (employment-at-will) 原則，對職場霸

凌被害員工之就業安全無法給予充分保障之說明，參見焦興鎧 (2020: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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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導原則後，即未再就此一議題多所著墨，但這並不表示它未加以注

意，相反地，它在嗣後歷次所擬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策略中，都曾提及此

類問題之重大影響，而在歐洲基金會所做出之一系列工作與生活條件

調查中，也特別針對壓力問題一再加以探究。65 在這種情形下，雖然

它並非本文之關注重點，但對未來之發展情形，實仍應持續加以關注。 

三、歐洲聯盟相關作為之缺點 

一般而言，歐洲聯盟在禁絕職場霸凌問題之相關努力，如與美國目

前所具體實施者相較，則仍有以下幾個需改進之處：首先，雖然它在相

關指導原則或架構協約中，都正確指出雇主在防治這類新興工作場所

問題上所應扮演之積極角色，但卻鮮少提及若他 (她) 們善盡事先預防

及事後處理之責任後，是否得以主張前述在美國制度中經常使用之免

責抗辯權利。鑑於美國之相關經驗顯示，雇主通常均能藉此豁免它的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並在受僱者本身明知事業單位設置有這類内部申訴

機制，卻執意不先加以使用，反而逕向外部機制請求救濟時，甚至連行

政罰鍰都得以減免，藉以鼓勵盡量讓這類紛爭在事業單位内部即獲致

解決，而達節省相關資源之目的。66 其次，與前述内部申訴處理機制

之運作有關聯性者，是歐洲聯盟之相關作為中，並未能對所謂「非正

式」(informal) 之管道，在處理職場霸凌糾紛所能發揮之功效，有較深

入之探究，或對勞雇雙方有任何之提示，這也是一需改進之明顯缺失。

事實上，這種替代性解決紛爭之手段，諸如和解 (conciliation) 或調解 

                                                
65 關於歐洲聯盟執委會在歷次所擬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策略中，對工作場所壓力問題之

著墨情形，參見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 8)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6)。至於歐洲基金會之相關調查，參見 “European Foundation” 
(2007: 40) 及 Eurofound (2012: 53-55, 2017: 140)。 

66 關於美國免責抗辯制度在處理這類職場新興爭議問題所發揮之功效，尤其是前述健

康工作場所法草案之相關規定，參見焦興鎧 (2020: 1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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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等，如能與事業單位所建構之正式申訴程序交互搭配使

用，根據美國處理職場性騷擾或暴力問題之經驗顯示，往往更容易找到

當事人所希望之解決方式，而讓相關之爭議消弭於無形 (焦興鎧，

2020: 1039-1040)。 

再者，歐洲聯盟對職場霸凌問題之處理方式，顯然是較側重於這類

事件被害人之保護與賠償，而對行為人應如何加以矯治導正等，似並未

特別加以重視。事實上，以美國目前防治這些工作場所新興爭議之經驗

觀之，一般都會特別強調所謂「治療法學」(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之重要性，也就是利用科技整合之模式，藉由修復式正義之手段，協助

雇主找出這類事件行為人對他人施暴霸凌之緣由根源，並設法透過事

業單位本身所設置之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來對他 (她) 們加以治療處遇，藉以避免有再犯之情形，而不

是一昩加以責難，致讓事端更為惡化，並未發揮教育之效果 (Yamada, 

2010: 280-283)。最後，歐洲聯盟之相關努力在配套措施方面固有前述

優越之處，但若對它所頒布之相關指導原則或架構協約深入加以探究，

則會發現對當事人之隱私權及事件處理保密性之保障；申訴人及證人

免於遭到報復之擔保；以及對通報此類事件吹哨者之保護等，都僅作相

當簡要之宣示而已，而根據美國之實施經驗顯示，它們都是被害人或證

人心存忌憚，而不願勇於申訴或舉發之最重要原因，將來應如何訓示會

員國命令雇主或事業單位嚴格加以遵循，俾便及早預防處理，也是在制

定相關指令時所應注意者 (焦興鎧，2020: 1007-1008)。67 

                                                
67 至於對國際勞工組織前述第 190 號公約在這方面缺點之評析，參見焦興鎧 (付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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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聯盟相關經驗可供我國參考攻錯之處 

此一部分首先根據相關之本土調查，說明職場霸凌現象在我國之

嚴重情形，接著分析現有之法制是否足以適應此一新興之勞動問題，然

後再根據歐洲聯盟過去之經驗，對雇主所應採取之事先防範及事後處

理之作為、受僱者個人防範之道，以及政府機關與非政府組織所應從事

之努力，逐一加以剖析。 

(一) 職場霸凌問題在我國之嚴重情形 

雖然我國對職場霸凌問題之重視，仍在一萌芽階段，但根據幾項相

關之調查及研究發現，這類事件之嚴重程度及對當事人之負面影響等，

幾已與其他國家之情形相去不遠。舉例而言，根據 1111 人力銀行在

2011 年所做一項名為《全民反暴力‧職場防霸凌》之網路問卷調查，

發現近 54%之員工上班後曾遭受這類行為之侵害，其中以發生在貿易

流通、媒體出版及傳統製造業最多，而女性被霸凌之比例要較男性為

高。至於在施暴者方面，有高達 61%以上是上司，所常見採用之方式

則為言語謾罵、冷嘲熱諷及勞務分配不均等；另外有 35%是屬同事間

之霸凌，而通常之狀況則是背後攻訐、遭受小團體排擠及冷嘲熱諷等。

至於在被害人面對這類行為之回應態度方面，有多達 70%之受害人選

擇隱忍，另有約 20%則會離職他去。同時，有高達一半之受害人會因

這種行為萌生退意，但另有一半則因經濟壓力因素而不考慮離職。此

外，有 37.44%之受害員工會向管理階層投訴，但事業單位之處理方式

多為冷處理／不予理會、居中協調或調換部門以避免衝突等；另有近

63%之被害人會選擇沈默以對，因為他 (她) 們自覺申訴會無濟於事、

不想惹事／大事化小或為企業文化使然等。68 至於其他相關本土調查

                                                
68 關於此一網路問卷調查之結果與分析，參見 1111 人力銀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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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雖是集中在醫療照護體系，或與職場暴力問題較有關聯也指

出，霸凌這類職場之不法侵害行為，在我國確屬一普遍存在之現象。69 

在此值得注意者是，根據《聯合報》在 2019 年 9 月 8 日之報導，台灣

自殺防治學會之最新調查發現，約有 15.3％之受訪國人 (近 312.5 萬

人) 指出，他 (她) 們有一半在 10 至 14 歲曾被持續霸凌 (應屬在學階

段)，足見被害年齡層有下降之趨勢，且校園霸凌問題可能更應加以正

視，尤其是在所謂「網路霸凌」(cyber bullying) 所產生之負面影響方

面 (羅真，2019)。 

(二) 我國目前處理職場霸凌之法律規範 

事實上，我國現有處理這類職場新興不法侵害爭議之相關法律規

範，與其他先進國家之情形相較，可說並沒有任何遜色之處，舉凡民法

上雇主之一般保護義務規定、債務不履行之責任、侵權行為之禁止、損

害賠償之提供及連帶賠償責任等；刑法上之恐嚇、強暴、脅迫、強制、

公然侮辱、傷害、妨害名譽及誹謗等刑罰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之

妨害公務及妨害他人身體財產裁罰規定等；勞動基準法中禁止雇主及

受僱者重大侮辱或暴行之相關規定；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中

禁止就業歧視及防治性騷擾之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一般保護規定，

以及其他諸如醫療法相關條文所能提供之救濟等，堪稱都相當充分完

備，70 事實上，透過法律之途徑來解決這類發生在職場人際互動所引

發之糾紛，與以前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處理一樣，往往會讓這類事件被害

人有緩不濟急或求助無門之憾。至於有無必要師法歐洲聯盟之經驗，另

                                                
69 關於這些對我國個案、現象、影響及諮商之說明，參見李雨君等 (2016: 8-15)、林育

陞 (2015: 7-9)、馬淑清等 (2011: 82) 及楊明磊 (2010: 36-41)，大體仍以國外之文

獻與研究，來探討本土發生之此類現象，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70 關於我國這些法律保障之說明，參見林良榮 (2013: 13-14) 及邱駿彥 (2013: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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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別制定專法之方式來加以因應，則根據美國及歐洲聯盟各會員國

之經驗，似乎又有相當之困難，此由我國最近「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

遲遲未能定案可見一斑。在這種情形下，歐洲聯盟因應職場霸凌現象過

去所發展出來以雇主在事業單位內部自主管理為重心，並輔以外部監

督管制及免責抗辯之做法與經驗，同時透過組織文化之形塑及個人防

範之道來加以強化之相關作為，或許得以為台灣指引出一套可行之策

來。 

(三) 雇主所應採取之因應措施 

在雇主所應採取之因應措施方面，與工作場所性騷擾之防治情形

大體相似，一般均應採取下列之作為，以避免職場霸凌事件發生，或即

使發生後亦得以妥善處理，而將雇主所應負擔之法律責任降至最低：

(1) 在與工會共同合作，或經勞資會議通過後，對所有受僱者 (包括外

籍及非典型僱用勞工) 正式發布一項書面政策聲明，表達嚴禁這類行為

之立場，並讓所有員工均簽名其上，表示已充分知悉瞭解其內容。(2) 

建構一套完整之內部申訴處理機制，並定期加以檢視及修正，以便隨時

評估它的實施成效。(3) 對所有受僱者舉辦相關之教育訓練，尤其是在

管理幹部方面，以期達到預防之效果。(4) 設置便於使用之通報制度，

以期發揮預警之作用。(5) 在知悉此類事件後，應立即啟動正式或非正

式之調查訪談程序，以便查明真相。(6) 在完成調查程序後，應對認定

成立之行為人課以漸進而符合比例原則之懲戒，並對被害人給予適當

之補償。(7) 建置適當之員工協助方案，透過同仁間之相互協助，設法

消弭這類事件發生，並設置心理及精神諮商輔導窗口，以提供被害人、

目睹事件人、證人甚至行為人等必要之協助。(8) 以嚴正態度面對霸凌

事業單位本身員工之主顧、顧客，甚至第三人，而不應委曲求全，致事

態更形惡化。(9) 在員工離職對其舉辦前述之離職面談，確定他 (她)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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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遭受這類不法侵害而求去，藉以發掘組織內存在而未被發現之

相關問題及行為人。(10) 雇主應與工會充分合作，或透過其他產業民

主之方式，預防這類事件發生，並在調查訪談當事人時，如當事人具有

工會會員身分時，應由工會配合參與訪談，並提供必要之協助。71 

(四) 受僱者個人防範之道 

在受僱者個人防範之道方面，與其他職場不法侵害之情形相當類

似，通常他 (她) 們在面臨這種職場上難免發生之負面情況時，亦應採

取下列自助或自保之策略與作為：(1) 應注意本身之情緒控管及人際互

動關係，以避免招惹此類事件。(2) 對有霸凌傾向之上司、同事、下屬

或相關人員等保持應有之警戒。(3) 在有發生這類事件之徵兆時，應即

時尋求組織內外之支持系統，並採取必要之避害措施，以維護本身之安

全。(4) 在目睹這類事件發生時，不應採取置身事外之態度，而應即時

通報事業單位內之實際負責者，並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以避免事態更

形惡化。(5) 積極參與事業單位內外所舉辦之相關訓練課程，以及前述

員工協助方案之活動，以協助自己或遭遇困難之同事得以渡過難關。

(6) 加強自己之人力資本投資，設法成為組織內之核心標竿人物，讓本

身之正面能量得以充分發揮，而有助於消弭這類事件之發生。72 

(五) 政府機關與非政府組織所應從事之努力 

根據歐洲聯盟之經驗，政府機關及非政府組織在職場霸凌問題之

防範及處理上，也一向是居於相當重要之主導地位。從而，我國各級主

管機關除應將這類事件視為是重大之職業安全衛生課題，藉由此次職

                                                
71 事實上，雇主在處理職場霸凌問題所應採取之相關措施，與工作場所性騷擾之防治並

沒有太多之差異。 
72 關於此點，參見前註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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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法修正之機會，透過過去處理就業歧視、性騷擾及暴力事件

之經驗，責成雇主應主動採取事先防範及事後處理之各類措施外，並應

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師法美國勞動部主管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各聯

邦機構之經驗，定期及不定期頒布各類相關之指導原則、政策指導及訓

練手冊等，以加強事業單位認知與遵循之能力。73 同時，還應強化現

行之勞動檢查及通報制度，以國家公權力作為後盾，在雇主之內部機制

無法發揮效能或失靈時，適時介入發揮解紛止爭之功能。74 事實上，

只有透過政府機關與非政府組織之協力合作，才有可能將這種新興職

場不法侵害行為所造成之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之程度。 

伍、結語 

歐洲聯盟在歷經半個多世紀之努力後，已為會員國建構一套相當

完整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制體系，而且保障之範圍，也由傳統對化學、物

理及生物等因素所造成工作環境危害之防制，擴充至工作場所人際互

動所引發之人因性新興課題，諸如就業歧視、性騷擾及暴力等之重視，

其中應如何處理職場霸凌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幾已成為「顯學」，而應

否就此為各會員國制定一具法律拘束力之相關指令，又因國際勞工組

織在 2019 年 6 月通過第 190 號禁絕工作領域暴力與騷擾公約後，更

顯得有急迫感。事實上，自新的千禧年以來，透過各歐洲機構，諸如執

委會、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聯盟職業安全衛生署及歐洲基金會等，

與各歐洲層級社會夥伴之共同努力，經由從事歷次工作條件調查、擬定

                                                
73 事實上，我國勞動部之職業安全衛生署，即曾在民國 106 年 6 月，對各事業單位發

布相關之指引，關於此點，參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017)，是這類奠基工作之

一重要環節，它雖未將職場霸凌之預防特別提出，但對職場暴力問題之說明，仍有相

當之參考價值，關於此點，參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017: 3-4, 12-14)。 
74 關於此點，參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6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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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期之職業安全衛生策略、頒布相關之指導原則，以及針對產業與企

業層級社會夥伴制定架構或模範協約等作為，確實已為將來制定統一

性相關指令奠定非常堅實之基礎，只待時機成熟，即可畢其功於一役，

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及區域整合之過程中，對基本勞動人權之保障，已

經由勞動三權之推動、強迫勞動之禁絕、童工之剷除及就業歧視之防

制，逐漸推廣到對可接受工作條件 (acceptable working conditions) 之

追求，包括工資、工時及職業安全衛生等重要課題在內，而職場霸凌之

防治與處理，正是其中極為重要之一環，國際勞工組織既已在歡度創立

百年之際，特別通過前述之第 190 號公約來因應這類新興之勞動問題，

歐洲聯盟既為區域整合之典範，相信在這方面也將會很快迎頭趕上！ 

我國新修正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將職場暴力與霸凌

問題，訂為是工作場所不法侵害之一種，並在施行細則中賦予雇主事先

防範及事後處理之責任，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也特別頒布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足見此一職場新興問題，已逐漸受到重視，

與國際之發展情形頗為一致。事實上，我國自就業服務法及性别工作平

等法開始建構防制就業歧視及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法律體系後，即師法

美國之經驗，儘量鼓勵事業單位以自治之精神，透過內部申訴機制來化

解相關之爭議，在經過近三十年之「嘗試與錯誤」後，已逐漸步入正軌，

而為現在處理職場霸凌問題奠定相當堅實之基礎。由於相關之本土調

查研究顯示，這類爭議在我國已日趨嚴重，實應及早因應處理，而近鄰

之日本與韓國，也都開始制定專法，我國實有迎頭趕上之必要。雖然歐

洲聯盟過去在這方面之相關作為與努力，並沒有全盤引入之必要，但它

透過勞、資、政三方之合作，以產業民主及勞資合作之觀點來加以因

應，堪稱充分發揮社會對話 (social dialogue) 及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之優點，足以提供臺灣在這方面一再師法美國經驗之另一

選項。我國目前既以積極參與區域貿易組織，以及與工業先進國家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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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為施政主軸，而在這些

多邊或雙邊之協定中，都訂有勞工權利專章，以高標準作為簽約國重要

之遵循根據，其中職業安全衛生之維護，即被列為可接受工作條件之一

項，對職場霸凌問題之因應處理，也就成為我國是否尊重勞動人權之重

要認定標準，從而，對歐洲聯盟在這方面之經驗，自應更密切加以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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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ffer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efforts 
made by the European Union in combating workplace bullying. It also 
examine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promulgate a binding directive for its 
Member Stat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aper 
ar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Section One provides a general back-
groun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social workplace hazards, such 
as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violence and bully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Sections Two traces various efforts made by the European Union 
in combating workplace bullying through the legal regime govern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tters. Section Three reviews the opin-
ions supporting or opposing for the EU to enact related directives for 
its Member Stat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mer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EU system and examines what Taiwan can learn as it confronts 
this issue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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