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 妇女研究论丛 Mar． 2020

第 2 期 总第 158 期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No． 2 Ser． No． 158

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

王显勇
(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关键词: 平等就业权; 性别歧视; 就业歧视; 反就业歧视法; 劳动法

摘 要: 中国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被视为特别的私法制度，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亟须通

过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予以解决。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法，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

尊严与就业机会两位一体的利益集合。平等就业权争议应当属于劳动法领域的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国

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将强制缔约设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并

按照保护法益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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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including regulations related to gender-based employment dis-

crimination is regarded as a special private law．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actice of seeking judicial remedy for protecting equal employ-

ment right can only be resolved by enacting China’s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is a law that regu-

lates behavior so as to protect laborers’rights and interests，including the unity of their rights to dignity and job opportunity as the funda-

mental structure of their interest in employment equity． Any dispute over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should be a special tort dispute in

employment law，and should be resolved in the form of labor dispute． This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should establish the shifting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deraignment regarding excuse，as well as the reinstatement as an independent liability． The loss of job oppor-

tunity should be compensated． Hybrid remedy systems which include compensatory damage，punitive damage and statutory damage should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s．

2018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

事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2018〕344 号) ，该通知修

改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一般人格权纠纷”项

下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个规定将平等就业

权纠纷确定为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的独立案由，暂

时缓解了长期笼罩在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上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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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借名诉讼的时代将一去不返，真正意义上的平

等就业权诉讼由此开启。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劳动法》)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以下简称《就业促

进法》) 已经开启了平等就业权的权利之门，晚到的

诉讼之门是否能够名副其实还值得进一步探究。权

利保护之途任重道远，如何携名分而令法治畅通，实

有诸多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呈现与化解，并

通过立法在制度层面予以完善。
一、引言: 现行法律规定、司法救济及问题的提出

( 一) 现行法律规定: 确权、禁行和司法救济

中国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被视为特别的私

法，采用确权、禁行和司法救济的制度模式。一是确

立平等就业权。《劳动法》第三条和《就业促进法》第

三条都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二是禁止

就业歧视行为。《就业促进法》第三章“公平就业”禁

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疾、传染病病原携

带者、农村劳动者等七种因素所产生的就业歧视行为。
三是构建司法救济机制，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司法救

济予以实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了民事诉

讼机制，第六十八条规定了补偿性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 二) 司法救济: 人格侵权争议和劳动争议双轨

并行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平等就业权”或“就

业歧视”为关键词收集查阅了所有的相关案例，发现

当前司法救济现状中人格侵权争议案件和劳动争议

案件双轨并行。在“平等就业权纠纷”被最高人民

法院确立为“一般人格权纠纷”下的独立案由后，这

种诉讼案由双轨并行的运行机制不会改变。具体可

以归类为两大类六小类。

1． 第一大类: 招录阶段的平等就业权纠纷

按照案件的性质，这些争议可以分为三个小类。

第一小类是基于劳动争议提出的平等就业权纠纷。在

肖春辉诉环胜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①中，法院基于缔

约过失而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第二小类

是基于劳动争议提起但被法院认定为侵权争议的平

等就业权纠纷，如宁某诉湖南省某农村信用社劳动

争议案②、王某诉江苏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③，这

些案件都是由劳动争议案件转为人格权侵权纠纷。第

三小类是基于人格侵权纠纷提出的平等就业权争议。

该小类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种: 一是一般人格权纠纷，如

衣某诉某通讯股份公司人格侵权案④、郭某诉某烹饪

学校人格侵权案⑤，实践中大部分招录阶段的就业歧

视争议就是基于一般人格权争议而提出的; 二是隐私

权纠纷，如陈某诉某航天公司侵犯隐私权案⑥; 三是

名誉权纠纷，如邢某诉某公司侵犯名誉权案⑦。
2． 第二大类: 劳动合同阶段的平等就业权纠纷

劳动合同阶段的平等就业权纠纷大都涉及人格

侵权责任与劳动合同责任的竞合。这类平等就业权

纠纷在实践中可以分为三个小类。第一小类是劳动

者提起人格侵权诉讼，但是诉讼请求中包含工资损

失。在樊某与珠海某物业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⑧

中，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为

樊某怀孕而将其辞退，构成对其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并支持了原告所要求的孕期工资损失。但是，在谌

某诉某公司人格侵权案⑨中，法院认为，工资请求应

当通过劳动争议予以解决，并以与本案不属于同一

法律关系为由而不予处理。第二小类是劳动者以劳

动合同纠纷为案由提出违法解除或者同工同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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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王某与上海某培训中心劳动争议案瑏瑠、陈某与

某公司劳动争议案瑏瑡、肖某与上海某清洗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瑏瑢。第三小类是劳动者以劳动

合同纠纷为案由提出双重请求，既主张劳动合同法

上的违法解除或同工同酬，又主张侵犯平等就业权。
对于这类案件，法院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

是法院基于案件劳动争议性质而对侵权请求不予处

理。在蔡某与沃尔玛公司劳动争议案瑏瑣中，二审法

院认为一审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及书面道歉的诉

讼请求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

范畴，本案不予处理。另一种做法是法院对违约请求

和侵权请求同时进行审理，分别进行认定。在车某与

唐山某钢铁有限公司案瑏瑤中，法院在认定违法解除

后，对是否构成就业歧视进行了审查。在沈某与广东

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瑏瑥、钟某与某微

密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瑏瑦中，法院也对是否构成违

法解除、是否构成就业歧视分别进行了审查。
( 三) 问题的提出
1． 平等就业权纠纷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人格侵权和劳动争议并行的双轨现状映射出被

定性为人格侵权的平等就业权纠纷仍未反映出平等

就业权的法益结构特质，仍是借人格权之名进行独

立诉讼，使得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无法得到良好实

施。平等就业权纠纷是一个综合性的纠纷类型，既

包含精神损害又包含物质损害，现行的人格侵权和

劳动争议都侧重于保护其中某一方面的法益: 人格

侵权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利益，劳动争议侧重

于保护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如果单纯提起人格侵权

之诉，则工资损失、要求录用或复职等因属于劳动争

议而需要另行起诉; 如果单纯提起劳动争议，则精神

损害赔偿因属于侵权请求而不予审查。因此，我们

需要在理论上明确反就业歧视法的性质，在立法上

确立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使平等就业权纠纷能

够真正以其自身名义进入诉讼程序。
2． 侵权构成如何证明

作为人格侵权的平等就业权纠纷都是按照侵权

责任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由原告证明就业

歧视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因而胜诉率很

低。而在以劳动合同纠纷为案由的违法解除纠纷中，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解雇行为具有合法

性，如果用人单位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风险。劳动者

在基于歧视的违法解雇纠纷中的胜诉率较高，在某种

意义上替代性地起到了反就业歧视的效果。中国反就

业歧视法律应当建立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和抗辩

事由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就业歧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3． 法律责任怎样承担

平等就业权的人格侵权模式主要以精神损害赔

偿为诉求，法院判决的金额往往只有几千元。财产

赔偿方面仅限于实际经济损失，就业机会的期待利

益损失并没有纳入赔偿范围，未能反映出就业歧视

的法益结构，理性的个体可能并不愿意起诉，反就业

歧视法律可能成为沉睡性条款。由此，强制缔约可否

成为独立的责任类型? 就业机会能否纳入损害赔偿

的客体范围? 实行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还是法定

赔偿? 这些问题都需要反就业歧视法律作出回答。

二、平等就业权纠纷的性质: 人格权纠纷、劳动

纠纷或独立的侵权纠纷

( 一) 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

1． 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

行为法

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

为法，这种法律利益虽然被冠名为平等就业权，但本

质上属于一种法益。反就业歧视法作为行为法，按照

义务规则的逻辑，采取消极的、防御式的方式，通过划

定他人的不作为义务，来界定利益受保护之人免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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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权利”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其保护的法益是通

过明确他人负有的消极不作为义务来投射和彰显的。

法益保护的关键不在于“行”，而在于“禁”［1］(P159)。权

利和法益的法律属性不同，通常认为，权利兼具积极

行使和消极禁止，法益则只有消极行使［2］(P2)。反就

业歧视法所保护的法益无法积极行使，只能消极防

卫。当前法学界已经有学者认识到反就业歧视法的

法益保护属性，认为平等就业权应定为一种抽象的、

概括的、原则性的法益而非具体的权利［3］。
2． 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尊严与就业机

会的两位一体

反就业歧视法保护的是人格尊严、就业机会两

位一体的利益集合。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就业权。平

等就业权实质就是就业机会均等，凡是愿意工作的

人，不管其与劳动素质和能力无关的个人特质或社

会特质如何，皆有同等就业机会。平等就业权的法

益结构包括两种利益: 一是作为非财产性的人格尊

严，人的尊严是固有的，是不可剥夺的，所有人的人

格尊严都是平等的; 二是均等的就业机会，歧视的本

质在于它不平等地分配个人的选择机会。在现代社

会，就业本身就是一种机会和资源。不管是直接歧

视还是间接歧视，因其拒绝了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的

就业机 会，最 终 都 会 导 致 社 会 和 经 济 上 的 不 平

等［4］(PP85－87)。20 世纪中期以来的“权利扩展”更多的

是以群体权利而不是以个人权利的方式进行的。许

多新权利已超越了传统的民权，与经济利益和工作

机会的分配、个人生活的品质、个人的自由程度和个

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对它们的

争取实际上是对利益和资源的争取［5］(P26)。
( 二) 关于平等就业权纠纷性质的四种理论观点

1． 人格侵权说

最高人民法院法〔2018〕344 号文将平等就业权

纳入一般人格权。有学者认为侵犯平等就业权实际

上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主张在“人格权纠纷”

项下新设“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6］。
2． 劳动争议说

有学者主张重构劳动争议概念，把就业歧视争议

纳入劳动争议范围。劳动法调整对象包括“与劳动关

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其中包括劳动关系

建立的前提条件和劳动关系结束后的必然结果，把就

业歧视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范畴当属情理之中［7］。
3． 缔约过失责任说

有学者主张对就业歧视行为引入缔约过失责

任，劳动合同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范围可以包括: 订

立劳动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如交通费、通讯费、考试

费、考察费、餐饮住宿费等; 就准备履行或履行劳动

合同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如辞去原工作遭受的损失

等; 诉讼费用等［8］(PP266－267)。
4． 独立案由说

有学者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

权，简单地将就业歧视案件归入劳动争议纠纷或侵

犯人格权纠纷均不能全面反映该法律关系的本质，

应明确增加就业歧视纠纷为新的民事案由［9］。
( 三) 平等就业权纠纷应属于劳动法领域的侵

权纠纷

1． 近期目标

近期目标应将平等就业权纠纷确定为独立类型

的特殊侵权纠纷。
( 1) 平等就业权不宜作为人格侵权纠纷。首

先，人格侵权难以获得救济。就业歧视与人格侵权

行为不同，有时很难证明雇主存在故意或是过失。
依据人格侵权行为的构成要求，人格法益遭受侵害

必须证明雇主有故意或过失侵害之行为，而主观过

错的证明困难是司法实践中平等就业权纠纷胜诉率

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人格侵权难以获得圆满

救济。人格尊严仅是平等就业权的一部分利益，人

格侵权模式只能获得部分救济，就业机会的损害和

信赖利益的损害可能无法获得赔偿。
( 2) 平等就业权纠纷不宜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纠

纷。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

为法，就业歧视行为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第

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既然就业歧视属于侵权行为，那么就不

宜将其作为缔约过失的合同纠纷。此外，缔约过失

纠纷仅限于信赖利益的保护且为缔结劳动合同所支

出的费用，因为这并非制裁，受害劳动者并不能获得

完整的救济，对用人单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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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期目标

远期目标应将平等就业权纠纷确定为劳动法领

域的特殊侵权行为。
( 1) 平等就业权是劳动法上的权利类型，理应

纳入劳动法的争议处理机制。就业歧视侵害劳动者

的平等就业权，这是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所列举

民法中人身、财产权益不同的权利类型，应当作为劳

动法领域的侵权纠纷纳入劳动争议。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劳动争议仅界定为

基于劳动关系所发生的权利争议，因而平等就业权

纠纷目前还无法纳入劳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只能

将其确定为具有独立案由的人格侵权纠纷。
( 2) 中国可借鉴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制度

经验，组建专业化的劳动法院，将所有与劳动就业有

关的争议( 无论是否具有劳动关系) 都纳入劳动法院

管辖范围。例如，德国劳动法院在司法程序方面具有

普通民事法院不可比拟的专业性，如合议庭由职业法

官和来自劳资双方的名誉法官共同组成，劳动诉讼是

独立的救济程序等等，这些程序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劳

动诉讼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原则［10］。
( 3) 建立平等就业权纠纷司法救济与行政处理

的协调机制。就业歧视不仅会引发司法救济，而且

往往会触发行政处理机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在反就

业歧视领域应分工合作，司法判决的结论可以作为

行政处理的证明材料，行政处理的结论同样也可以

作为法院审理平等就业权案件的初步证据。只要有

实质性证据的支持，行政机关对于就业歧视事实的

认定就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11］。
三、平等就业权侵权构成的证明: 举证责任分配

及抗辩事由

( 一) 直接歧视的举证责任及抗辩事由

1． 直接歧视的举证责任

反歧视法包含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两种理论。
直接歧视也称故意的歧视，是指基于法律所禁止的

理由在相同情况下给予差别待遇。直接歧视案件的

关键是证明雇主具有歧视动机或意图［12］(PP394－395)。证

明行为人的动机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没有雇主

愿意承认故意歧视，因此受歧视者往往只能获得和

持有间接证据。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于直接歧视的认

定标准具有一致性，且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即通过行

为推定歧视的主观动机［4］(PP181－182)。
1972 年的美国 McDonnell Douglas Corp． v． Green

案中确立了被称为 McDonnell Douglas 模式的直接歧

视证据规则瑏瑧，该规则适用三步程序: 第一步，原告

必须要按照 McDonnell Douglas 模式中确立的要素来

提供证明其遭受了差别待遇，由此被告的行为可以

被初步推定为构成了表面歧视; 第二步，如果原告的

举证成立，那么被告须举证证明其行为具有合法的

无歧视的理由; 第三步，原告举证反驳被告声称的理

由只是托词［13］(P136)。由此，直接歧视实行举证责任转

移制度，先由原告举证证明存在不利的差别待遇，由

此推定存在表面歧视，在此基础上由被告举证证明

其行为具有合法的理由，符合法定的抗辩事由，最后

由原告反驳被告的理由只是托词。
2． 直接歧视的抗辩事由

在求职人或受雇人提出直接歧视的主张之后，

雇主可提出正当职业资格的抗辩理由来正当化其具

有就业歧视可能性的雇佣措施。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或地区的反就业歧视法规定了正当职业资格的抗辩

事由。正当职业资格必须具备下列要件: 其一，工作

实质要件，即雇主必须证明其拒绝雇佣的特定群体之

求职者或受到差别待遇之受雇者无法安全且有效率

地执行该项工作; 其二，“全部或几乎全部”要件，即雇

主必须证明“全部或几乎全部”被排除雇佣的特定群

体之求职者或受到差别待遇之受雇者无法执行该工

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其三，合理需要要件，即若雇主

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替代方案来取代拒绝雇佣的特

定群体之求职者或受到差别待遇之受雇者差别待遇

的雇佣措施，则不能主张正当职业资格［14］。
雇主基于对特定群体的保护目的所采用的具有

就业歧视效果的雇佣措施不能作为一种正当职业资

格，因为雇主欲保护某特定群体的目的与其能否安

全且有效率地执行该项工作无关。例如，从事矿业、
营造业或货运业之雇主因其所提供的工作是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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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或艰辛的，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而拒绝雇佣女

性并不能构成正当职业资格［14］。但是，这种雇主的

保护性措施如果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则不构成就

业歧视。《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女性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如果用人单位基于劳动法的法定特殊保护

措施而实施雇佣措施，则不构成就业歧视。
( 二) 间接歧视的举证责任及抗辩事由

1． 间接歧视的举证责任

间接歧视最早确立于 1971 年美国的 Griggs v．
Duke Power Co． 案瑏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

出，国会立法“不但禁止公然的歧视，而且禁止那些形

式公平而实施具有歧视性的实践”［15］(P221)。1991 年，美

国《民权法案》将间接歧视制度纳入其中。该制度后为

其他国家所效仿。间接歧视基于实质平等的理念，挑

战那些在社会中被认为自然而然的、普遍接受的传统

规则和实践，而这些规则和实践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对
每个人普遍适用的、没有明显偏见和敌意的，但实际上它

们却产生了加重或排斥弱势群体的不利后果［4］(PP71－72)。
美国 1991 年的《民权法案》将阐释于 Griggs 案中

的营运必要性和工作相关性成文化，实行举证责任转

移制度。该种制度可以归纳为: 首先，原告必须通过

相关的统计数据比较证明雇主的表面中立行为在雇

佣和提拔雇员时导致了不利差别影响; 然后，被告证

明特定的就业行为不会造成不利的差别影响，或者证

明该行为与争议中的职位具有工作关联性且与营运

必要性相一致［12］(P468)。法院在实践中一般按照三个步

骤来判断是否构成间接歧视。第一步，原告证明初步

存在就业歧视。原告必须证明某一表面中性的就业

规定对其产生了歧视性的后果或影响。第二步，被告

举证证明其行为属于商业需要。一旦原告证明了不

利影响，雇主有两种方式可以为自己辩护: 其一，通过

证据或者法律论证反驳原告的差别影响的初步事实;

其二，证明受到质疑的就业实践虽然带来了差别影

响，但它具有商业上的必要性。第三步，原告举证证

明存在可以替代的就业实践而雇主拒绝采用［4］(P191)。
2． 间接歧视的抗辩事由

间接歧视的抗辩事由是“合理必要的商业需

要”。“合理必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在 Griggs 案件中

确立的，同时符合美国《民权法》的规定。“必要”的

就业标准主要或完全看受到质疑的就业实践与履行

的工作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关系［4］(P200)。雇主在主张

商业需要抗辩时，可以指出其所采用的雇佣措施并未

将就业歧视法律保护的特定群体求职者或受雇者全

部排除，且并没有对该特定群体的求职者或受雇者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雇主只须证明其所采用的雇佣措

施与该工作的有效执行有显著的关系即可［14］。
( 三) 中国应当建立平等就业权纠纷的举证责任

和抗辩事由制度

1． 规定就业歧视的概念

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本质上都是不合理的差别

待遇，需要统一界定就业歧视概念。1958 年的《就业

和职业歧视公约》、1960 年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1965 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9
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06 年的《残

疾人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歧视的概念。中

国可借鉴国际公约的规定，对就业歧视进行界定。笔

者认为，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对劳动者进行差别

对待，损害其均等就业机会或平等待遇的行为。
2． 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由原告承担证明差别待遇的举证责任，被告承担证

明差别待遇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无论是直接歧

视还是间接歧视，两者都采取三步走的举证责任转

移制度: 第一步，原告证明差别待遇，其中直接歧视

是证明差别对待，间接歧视是证明差别影响; 第二

步，被告证明其行为符合正当职业资格或者商业需

要，直接歧视是证明正当职业资格，间接歧视是证明

商业需要; 第三步，原告反驳或者证明可替代性的就

业实践，直接歧视是原告反驳被告的理由只是托词，

间接歧视是原告证明存在可替代性的商业实践。
3． 建立法定的抗辩制度

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规定就业歧视抗辩制度。
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

39

瑏瑨参见 401 U． S． 424( 1971) 。



使造成差别待遇，也不构成就业歧视: 一是正当职业

资格的内在要求; 二是合理必要的商业经营需要; 三

是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措施; 四是对特定人群给予

的特殊优待措施; 五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
四、平等就业权侵权责任的承担: 强制缔约和损

害赔偿

( 一) 强制缔约应当成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

笔者认为，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可借鉴英国、美国在

反就业歧视法中采用的复职、重新雇佣等救济措施，若

在未违反禁止歧视规定的情况下且契约将会成立时，

受歧视者可请求缔约［16］。确立强制缔约法律责任制

度，对于那些已经符合录用条件，如果没有遭受就业歧

视行为，劳动者 100%可以获得雇佣机会的情形，被歧

视的劳动者可以主张强制缔约予以雇佣，如果不予雇佣，

用人单位要承担法定的赔偿金。具体理由如下所述。
其一，强制缔约责任制度是对劳动者工作权的

良好制度保障。在现代社会，工作权极为重要，关乎

人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权益必须得到保障。遭受就

业歧视的劳动者，其个人特质是一直存在的，如果不

采用强制缔约责任制度，其工作权益就无法得到保

障，下一个用人单位可能会基于同样的原因而拒绝

缔约，那么其就业就会成为很大的难题。
其二，强制缔约并未违反民法上缔约自由原则。

强制缔约并不是针对所有就业歧视行为，而是对于

那些双方已经达成录用意向却基于法律禁止的歧视

因素求职者被拒绝录用的情形。在此情形下，用人

单位的违法行为理应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且属

于无效行为，应当继续回到缔约状态。
其三，强制缔约责任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 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 中已经有运行

的先例和经验，且可以得到较好实施。《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规定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强制缔约制

度，因而强制缔约责任有制度先例可以遵循。强制缔

约责任与违法解雇的继续履行都是保障劳动者工作

权益的责任形式，两者属于相同的制度类型。《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确立了违法解雇的继续履行责任

制度，强制缔约责任有类似制度经验可以借鉴。
其四，强制缔约责任是遏制就业歧视行为的有

效措施。强制缔约责任会使用人单位忌惮从事违法

的就业歧视行为，如果用人单位不予录用则需要支

付法定的赔偿金。
( 二) 就业机会应当纳入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

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

偿范围，因为就业机会丧失符合赔偿客体的要件。根

据曾世雄的观点，综观各国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同设

计，赔偿客体需具备三个要件: 其一，维生上之不利

益，即遭受财产上不利益或非财产上不利益; 其二，表

彰权利或法益受到侵害; 其三，客观上确定或可得确

定［17］(PP39－40)。就业机会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应当成为

损害赔偿的客体。首先，就业机会属于期待法益，属

于法律保护的赔偿客体。生活资源存在于某种假设

之上，亦经纳入法律体系之规范但并不具权利要件，

是为期待法益，如公平交易之机会利益、公平竞标之

机会利益［17］(P50)。其次，就业机会的丧失使劳动者遭

受了财产上不利益或非财产上不利益。最后，就业机

会丧失客观上可以确定。机会利益丧失具有可确定

性，这里的可确定性并非机会实现本身是确定的，而

是机会丧失的客观损害可以确定［18］。机会本身具有

利益，机会的丧失即为损害的发生，是一种独立的损

害，其本身可以成为损害赔偿对象，损害范围的界定应

转移到机会本身。具体的计算方法不一而足，主要有

全部赔偿、比例赔偿、直接评估机会本身的价值等［19］。
( 三) 平等就业权损失的赔偿

1． 补偿性赔偿模式

英国采用的是补偿性赔偿，实行实际损害赔偿

制度。法庭为损害赔偿裁定时，其赔偿金额必须与

法庭所判定的伤害相当，且不限于金钱上的损失，也

包括精神上的损害赔偿。法院认为惩罚性的损害赔

偿仅在民事侵权行为案件中可以裁定，对于违反歧

视法的案件则不可为之［20］。
2． 惩罚性赔偿模式

美国《1991 年民权法案》对于故意的歧视行为

增加了补偿性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如

果雇主是以恶意做雇佣决定，或对被害人受联邦法

律保障的权利极端漠不关心而对其造成损害，且歧

视情节重大，则受害人将得到惩罚性赔偿金［21］(P310)。
3． 法定赔偿模式

德国采用法定赔偿模式。德国《一般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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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对于就业

歧视所造成的物质性的损害赔偿采用实际损害赔

偿，对于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法律规定了金额不

得超过 3 个月工资［22］(P204)。
4． 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按照保护法益建立相应

的损害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民事责任条款

可以具体规定为: 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给劳

动者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造成劳动者精神损失的，应当对劳动者赔礼道歉，并

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劳动者符合录用条件并且已经

与用人单位达成录用意向的，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

视而不予录用的，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订立劳

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订立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

不愿意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以拟招录的

岗位工资为基准，支付一年的工资作为劳动者就业

机会损失的赔偿。劳动者尚未与用人单位达成录用

意向的，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用人单位应当

以其所在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支付六个

月的工资作为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失的赔偿; 用人单

位实施故意的就业歧视行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赔

偿数额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具体来说，一

是对于就业歧视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应实行

补偿性赔偿责任; 二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和《侵

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致; 三是就业机会的损害赔偿应

当采用法定赔偿制; 四是对于故意的就业歧视行为

应当实行惩罚性赔偿。
五、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将平等就业权纠纷规定为独立纠

纷类型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将其纳入人格权纠纷还

是略显名不符实。中国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实践中

呈现出的诸多问题亟须通过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

视法》予以解决。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

益为目的的行为法，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

尊严、就业机会两位一体的利益集合。平等就业权

争议应当属于劳动法领域的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劳

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建立举证

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

偿范围，将强制缔约设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并按照

保护的法益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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