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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雇用同志？
＊ 

— 雇主得否以宗教理由對同志差別待遇？ 

廖元豪＊＊ 

 
目 次 

 
壹、前言 
貳、憲法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與

標準 
參、「禁止性傾向歧視」與「宗

教自由」之衝突 
一、中立法律有無違反宗教自

由之可能─司法院釋

字第490之曖昧態度 
二、美國法院之態度 
三、美國憲法判例值得借鏡之處 

肆、代結論：性別平等工作法之

適用 
 
 
 

《法的理性─吳庚教授紀念論文集》  
陳淳文主編，民國 109 年 12 月，頁 697-717 
臺北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 謹以本文獻給愛主又安息主懷的吳庚老師。本文亦為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美國憲法上宗教自由、同性婚姻，與反歧視法之衝突」（105-2410-H-004-
032-）之延伸研究成果。撰寫過程中，也感謝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學者林榮
光、清華大學物理學系王道維教授對此議題所提供的想法與各種回饋。 

 ［責任校對：陳怡瑾］。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穩定網址：http://publication.iias.sinica.edu.tw/03410102.pdf。 



《法的理性─吳庚教授紀念論文集》（2020年12月） 

 

698 

「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 
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 

（瑪竇福音11：29） 

「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

（瑪竇福音22:21） 

壹、前言 

筆者在政大就讀博士班（1998-2000）期間，有幸修習、旁聽
吳庚老師的課程。對於吳老師在課堂上的妙語如珠與才華洋溢，真

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每次聽吳老師講課或演說，都是一堂

鮮美無比的學術饗宴。老師的眼神中，充滿了自信與熱愛學術的光

芒，讓我們這些夢想從事學術工作的學生，也被他深深感染。他可

以與學生激辯一節課，互不相讓，然後期末又給這個敢「捋虎鬚」

的學生最高分。吳老師也是少數能夠旁徵博引「法律外」學術論述

的法律學者。視野之廣，氣度之宏，學養之豐，光芒之銳，在在令

學生難以忘懷。 

然而，我卻是在吳老師的追思儀式中，才知道他是一位虔誠的

天主教徒。或許是嚴守耶穌「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教訓，

他在教授法律時，幾乎沒有提過聖經或其他天主教教義。他的立身

行事，活出了耶穌的精神，做了最好的見證。 

但在吳老師的法律學術生涯中，似乎還沒有碰到宗教與法律真

正衝突、緊張的時刻。他所參與的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對於
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與兵役義務的衝突，也是輕描淡寫地帶過。近

來臺灣與歐美許多國家，關於「同性婚姻」與「宗教信仰」的對立

衝突，恐怕是吳老師生前沒有預見的。作為一個研習憲法，又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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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結婚權利的基督徒，我不禁也想：「如果吳老師在世，會怎麼

看待這個問題？」這個議題，正需要有著吳老師這般心胸與眼界的

學者來處理。如今吳老師已經安息主懷，我沒有請教他的機會。就

讓後輩的我，以這篇文章，來追思紀念一代大師吳庚老師。 

臺灣，如同世界各地，一直有著「宗教自由」與「同志權益」

的緊張關係。尤其在反歧視法的領域，最容易發生衝突。一方面，

法律規定禁止「性傾向歧視」；但同時憲法也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

不受法律過度限制。這二者之間，該如何求得雙贏？ 

我國雖不似基督教或伊斯蘭傳統深厚的國家，受到聖經中某些

（看似）排斥同志的文字所影響1，對同志的生活方式有特別的敏感

性。但近年來由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仍然也看到不少宗教組

織（特別是基督教相關團體）與同志運動的衝突。我國目前規範私

領域的「反歧視法」主要仍僅限於「就業歧視」領域，而未及於一

般的「公開交易場所」。其中最重要的「性別工作平等法」在2008
年修正時，將「性傾向」納入禁止歧視的範圍。也使得「性別」的

定義有所擴張：狹義的「性別」，係指男女；而廣義的「性別」，則

含括「男女」以及「性傾向」。準此，任何雇主若以求職者或受僱

人的性傾向而為差別待遇，就有可能牴觸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章的

相關規定。 

                                                           
 
1  如：利未記18:22：你不可與男人同睡交合，像與女人同睡交合一樣，這是可憎

的事；創世記19:1-11中，所多瑪和蛾摩拉城中的同性淫亂與強姦行為，遭到神
的毀滅制裁；羅馬書1:26-27：為這緣故，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
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與女人順性的交
往，慾火攻心，男和男彼此貪戀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過失當得的
刑罰；林後6:9-10：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不要被騙，無論
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同性戀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
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至於這些經文是否代表了基督教精神必然排斥同性性傾向？教義上仍有爭辯餘
地，但主流教會仍依字面解釋，所以多數基督教教會（含天主教）看待同志仍
採「罪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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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雇主是宗教團體，或形式上並非宗教團體，卻是基

於宗教信仰之宗旨而設立之組織，若其教義本質上不能接受同志，

則其對同志之差別待遇是否構成「性傾向歧視」？或是因為憲法保

障其宗教信仰，性別工作平等法必須在此讓步？就如同天主教僅許

男性擔任神職人員，但由於宗教自由之保障，這並不算是性別歧

視。那性傾向的差別待遇呢？何種組織，能夠行使宗教自由而排除

反歧視法的適用？ 

試想以下幾個虛擬案例： 

【案例一】 

某甲擔任台北市天主教榮光教會之神父，但後來公開出櫃表示

自己是男同志，並且認為天主教應該改弦更張，容許女性與同志擔

任神職人員。榮光教會遂依教義規定解除其職務。榮光教會之決

定，是否牴觸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

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之規定？ 

【案例二】 

基督教教會設立之私立文文女中，一向以聖經與基督信仰作為

品德教育的內涵，廣受好評。為維持此等傳統，其在招聘新任教師

的公告上，特別註明「本校採高道德標準，專任教師之行為舉止應

符合基督徒應有之精神，同性戀者請勿應徵」。請問文文女中此等

徵才條件，是否牴觸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第1項「雇主對求職者或

受僱者之招募……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的規定？ 

【案例三】 

財團法人基督教善心基金會係以照顧受暴、失婚及其他無依婦

女為宗旨之社福機構。今年開始提供員工「單身」與「家庭」宿

舍，後者專供已婚夫妻租用。美美與花花均為善心基金會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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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對女同志伴侶。由於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同性二人
的婚姻自由應受憲法保障，就向基金會申請租用「家庭」宿舍。但

基金會以其婚姻並非教會所認可的「婚姻」為由，拒絕出租，只能

容許他們以較高的「單身」租金，入住。請問這是否牴觸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9條「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

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之規定？ 

處理此類爭議，必須在解釋、適用法律時，加入憲法精神的考

量，方能做出適當的權衡。以下在本文第貳部分，就先析論憲法保

障宗教自由之範圍與標準；第參部分參考美國有關「禁止性傾向歧

視」之法律與憲法宗教自由衝突的案例；第肆部分則就我國應有之

權衡標準提出建議，並試著解答前揭三個假設案例。 

貳、憲法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與標準 

憲法條文中，明文提及「宗教」並與宗教自由有關的條文有

二：一是憲法第13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另一個重要規

定，則是憲法第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宗教……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第13條的「宗教自由條款」，配上第7條的「宗教平等
條款」，就是我國憲法有關宗教的主要規範基礎。 

兩個條文配套起來，不但禁止國家任意侵害宗教自由；同時也

禁止國家「因宗教因素」而課與負擔或賦予優惠。亦即，國家對宗

教的「干預」與「分配」措施，都同時受到憲法的明文、特別約

束。國家既不能罰，又不能賞，這自然就迫使國家在宗教事務上，

必須採取消極、謙抑、中立的立場。可以說，「遠離宗教」是我國

憲法對「國家與宗教」所採取的基本態度2。 

                                                           
 
2  廖元豪，從憲法宗教自由論宗教立法之原則，收於：宗教自由暨教義與國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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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因為這個因素，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明定「政教分離」，

但大法官的解釋卻仍揭示出類似的觀念。在司法院釋字第460號解
釋理由書、釋字第490號解釋文，以及較近的司法院釋字第573號解
釋理由書，都出現這段闡釋憲法宗教自由意涵的文字： 

……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

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

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

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 

至於憲法第13條所欲保障的內涵為何？大法官似乎目前仍未就
宗教自由所欲保護的「法益」或「目的」，做清楚的闡釋。司法院

釋字第490號解釋理由書有這樣一段： 

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

應受絕對之保障；其由之而派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

結社之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

響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

能受相對之保障。 

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指出，宗教自由包含了宗教的「思
想、言論、信念及精神」，還加上「派生之宗教行為」與「宗教結

社」。但「言論」本來就是憲法第11條保障的權利；「結社」是憲法
第14條保障之基本權利；「行為」則依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也
是憲法第22條的「一般行為自由」之範圍。而「思想」、「信念」及
「精神」，因為並未外顯，所謂「絕對之保障」也是理所當然（或是

空話─政府法令如何管理內心？）。照這樣看，「宗教自由」豈不

是一個多餘、重疊的條文？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那宗教自由之所以

                                                                                                                             
 

制之規範論壇編輯委員會編，宗教自由暨教義與國家法制之規範論壇論文集，
頁113-115（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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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宗教自由其實保障的是人性最根本，最基礎的「良知」

（conscience）與「信念」（faith）3。吾人常云「人性尊嚴」，而人為

什麼會有尊嚴？為什麼人性尊嚴值得保障？憲法預設了人會有良

知，會有對世界、社會、人際的自主道德判斷，而這種價值預設的

基礎，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4。世界第一部國家成文憲法─

美國憲法─的制憲史也體現出，「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其他自由

的重複規定，而是「第一自由」（first freedom），是所有自由的基
礎5。正因憲法承認每一個人都是能夠作成自主的道德、價值判斷

之主體，才會導出其他的各種基本權利6。而這種自主擁有世界

觀、生死觀、價值觀、社會圖像，並且依照自己相信的這套信念而

行事，就是美國憲法所要保障的「自由行使宗教」（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7！ 

依此，宗教自由要保障的是一個人最深層的信念與想法，以及

根據此深層信念而展現出來的行為。這種行為乃是「自由行使宗

教」與一般的行動、言論並不相同。因為它反映了個人的信念，而

此一信念與個人本質身分認同密切相關，而不是單純表現偏好而

已。 

在這樣的理解下，才能填補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沒有講清
楚的部分─所謂「相對的保障」是到何種程度的「相對」？憲法

上的基本權利本來就都可以在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下做一定的限

                                                           
 
3  RONALD DWORKIN, RELIGION WITHOUT GOD 18-20 (2013). 
4  Allen D. Hertzke, A Madisonian Framework for Applying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n Religion, in RELIGIOUS FREEDOM IN AMERICA: CONSTITUTION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3, 9-10 (Allen D. Hertzke ed., 2015). 

5  Id.  
6  Id. 
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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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法官並沒有具體說明，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是推定違憲或

是推定合憲？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雖然肯認「服兵役」的規定
並不因為限制宗教自由而違憲，但「兵役」是憲法明文規定之義

務，又涉及國家極為重大之利益，所以並不能依本號解釋率爾導出

「法律可任意限制宗教自由之行使」之結論。相反的，若從前述宗

教自由的「第一自由」性質作為基礎，那任何對「基於宗教信仰而

出發之行為」加以限制之法律，均應受嚴格審查。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性別工作平等法與其他反歧視法，也

都是為了實現極為重要的公共價值。這兩種重要價值相互衝突時，

應如何權衡處理？以下即探究主管機關與法院，處理此等問題應有

之審查基準。 

參、「禁止性傾向歧視」與「宗教自由」之衝突 

一、中立法律有無違反宗教自由之可能─司法院釋字第490
號解釋之曖昧態度 

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章的「禁止性傾向歧視」規定，並沒

有明文「針對宗教」，而是一般性適用的中立法律。然而，許多中

立法律卻可能因為個別宗教信仰所在乎事項不同，而產生不同影

響。例如，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涉及的「兵役義務」對其他宗
教的人，或許沒有直接影響；但對某些「絕對反戰」的教派（如：

耶和華見證人，以及早期的基督教貴格會），就會產生特別的衝

擊，使信徒必須在堅守信仰與接受刑罰之間擇一。那麼，憲法是否

要求一般中立的法律，在適用時開一個「例外」，對於基於宗教信

仰而為的行為，豁免其適用？或是這樣的法律會被宣告整個違憲？

還是說，既然是宗教中立的法律，就沒有違憲的問題，而是宗教信

徒必須自行承受信仰所需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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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來，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490號解釋，似採否定說。
面對耶和華見證人信徒的宗教自由主張，大法官除了闡釋宗教自由

以禁止「宗教歧視」為原則外，較為具體之的回應是：「……宗教

之信仰者，既亦係國家之人民，其所應負對國家之基本義務與責

任，並不得僅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除……」以及 

……上開條文，係為實踐國家目的及憲法上人民之基本義

務而為之規定，原屬立法政策之考量，非為助長、促進或

限制宗教而設，且無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之效果。復

次，男子服兵役之義務，並無違反人性尊嚴亦未動搖憲法

價值體系之基礎，且為大多數國家之法律所明定，更為保

護人民，防衛國家之安全所必需，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及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並無牴觸。（粗體為作者

所強調） 

從字面上推斷，大法官似以為，只要系爭法令沒有歧視宗教之

目的或效果，就不涉及宗教自由的問題。但鑑於大法官的文字論述

還是相當隱晦，我們未必能如此「腦補」地推論大法官全然否定

「中立法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禁止性傾向歧視規定）有著構

成侵害宗教自由之可能。 

二、美國法院之態度8 

美國最高法院對這個議題，也一再游移。早期曾採取絕對否定

的見解。在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9案中，對於摩門教教會

（Mormon Church）肯認的「重婚」行為是否可豁免於重婚罪之規
定，法院拒絕承認被告可以宗教自由為由而免責。最高法院並於判

                                                           
 
8  本節有關2015年以前判例之介紹，主要引自廖元豪，上帝高於凱撒？—宗教

行為豁免於一般性法律規範的可能性，台灣法學雜誌，291期，頁58-62（2016
年）。 

9  See 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98 U.S. 145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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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見書表示： 

若豁免此等行為，將使宗教信仰之教義高於國法，且使得

每一個公民自己就成為法律。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名存實

亡10。 

但自從1963年起，最高法院改弦更張，對宗教自由給予更多的
保護，對此種「對特定宗教造成嚴重負擔之一般法律」，採取較為

嚴格之審查方式。1972年的Wisconsin v. Yoder11是極有名的案例。

Yoder案涉及的是威斯康辛州的「強迫入學法」（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類似我國之「強迫入學條例」）與「老派阿曼門諾
會」（Old Order Amish）的衝突。依據老派阿曼門諾會的教義，信
徒與其子女應該避免受到外界、塵世的污染；但強迫入學法則要求

父母必須讓16歲以下的子女就讀學校。當地的老派阿曼門諾會信徒
只願意讓八年級以下的學童入學─因為超過這個年紀，就無法在

老派阿曼門諾會當地的社區就讀，而必須出城去接受外界的污染！ 

最高法院採取利益權衡的途徑，表示州政府推動「普遍教育」

（universal education）的目標雖然正當且重要，依然必須接受憲法
檢驗，與老派阿曼門諾會的宗教自由權衡。而最高法院認定，要老

派阿曼門諾會學童受八年級以上的學校教育，必然會對於其宗教信

仰產生極大的不利衝擊；但州政府的利益，卻不見得會因為給予老

派阿曼門諾會豁免而有重大影響─這些學童至少已經讀了八年。

因此判決老派阿曼門諾會勝訴。 

然而到了1990年的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12，這個尊重宗

                                                           
 
10  Id. at 167. 英文原文：“To permit this would be to make the professed doctrines of 

religious belief superior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in effect to permit every citizen to 
become a law unto himself. Government could exist only in nam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11  See Wisconsin v. Yoder, 406 U.S. 205 (1972). 
12  See Employment Div. v. Smith, 494 U.S. 872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