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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01 號（101.7.6）

 解釋爭點

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須長期照護者

之醫藥費，限以付與所得稅法所定醫療

院所始得列舉扣除，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

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目之 3 前段規定：「……列

舉扣除額：……醫藥……費：納稅義

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

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公務人員保

險特約醫院、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

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

確之醫院者為限」（上開規定之「公務

人員保險特約醫院、勞工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經修正公布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規定意旨相同），就身心失能

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者（如失智

症、植物人、極重度慢性精神病、因中

風或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等）之醫藥

費，亦以付與上開規定之醫療院所為限

始得列舉扣除，而對於付與其他合法醫

療院所之醫藥費不得列舉扣除，與憲法

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意旨不符，在此範圍

內，系爭規定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之平等權應予保

障。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

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

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

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

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六八

二號、第六九四號解釋參照）。

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之 3 前段規定：「按前三條規定計得

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

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

淨額：……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

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

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列舉

扣除額：……醫藥……費：納稅義務

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

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公務人員保

險特約醫院、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

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

確之醫院者為限」（上開規定之「公務

人員保險特約醫院、勞工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經修正公布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規定意旨相同，下稱系爭規

定），明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之醫藥費須以付與上開醫療院

所者，始得列舉扣除。系爭規定關於身

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者

（如失智症、植物人、極重度慢性精神

病、因中風或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

等；以下簡稱受長期照護者）所須支付

之醫藥費部分，仍以付與上開醫療院所

為限，始得列舉扣除，而對於付與其他

合法醫療院所之醫藥費，卻不得申報列

舉扣除，形成因就診醫療院所不同所為

之差別待遇，爰以此部分有無違反憲法

第七條平等原則，為本件解釋範圍。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

保障。又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人

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

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

國家所採取保障人民生存與生活之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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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措施原有多端，租稅優惠亦屬其中之

一環。依系爭規定，納稅義務人就受長

期照護者所支付之醫藥費，一律以付與

上開醫療院所為限，始得列舉扣除，而

對因受國家醫療資源分配使用及上開

醫療院所分布情形之侷限，而至上開醫

療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醫療院所就醫

所支付之醫藥費，卻無法列舉扣除，將

影響受長期照護者生存權受憲法平等

保障之意旨。故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

待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受較為嚴格

之審查，除其目的須係合憲外，所採差

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

聯，始與憲法平等原則之意旨相符（本

院釋字第六九四號解釋參照）。

系爭規定以上開醫療院所作為得否申

報醫藥費列舉扣除額之分類標準，旨在

避免浮濫或淪為規避稅負之工具；抑

且，因全體納稅義務人之醫藥費支出，

數量眾多龐雜，而稅捐稽徵機關人力有

限，逐一查證不易，為使稅捐稽徵機關

正確掌握醫藥費用支出，考量上開醫療

院所健全會計制度具有公信力，有利稅

捐稽徵機關之查核，而就醫藥費申報列

舉扣除額須以付與上開醫療院所者為

限始准予減除（財政部九十九年七月八

日台財稅字第○九九○○一八一二三

○號函參照）。惟受長期照護者因醫療

所生之費用，其性質屬維持生存所必需

之支出，於計算應稅所得淨額時應予以

扣除，不應因其醫療費用付與上開醫療

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醫療院所而有所

差異。況是否屬醫藥費支出，稅捐稽徵

機關仍可基於職權予以審核，以免規避

稅負，不致增加過多行政稽徵成本。故

系爭規定所為之差別待遇對避免浮濫

或淪為規避稅負達成之效果尚非顯

著，卻對受長期照護者之生存權形成重

大不利之影響，難謂合於憲法保障受長

期照護者生存權之意旨。是系爭規定就

受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以付與上開醫

療院所為限始得列舉扣除，而對於付與

其他合法醫療院所之醫藥費不得列舉

扣除，其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

間欠缺實質關聯，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

則之意旨不符，在此範圍內，系爭規定

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 702 號（101.7.27）

 解釋爭點

教師法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不得

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

正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教師除有該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其中第

六款（即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之

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之要

件，與憲法上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尚

無違背。又依同條第三項（即一○一年

一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三項，意旨

相同）後段規定，已聘任之教師有前開

第六款之情形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對人民職業自由之限制，與憲法第

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亦與憲法

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無違。惟同條第

三項前段使違反前開第六款者不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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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為教師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例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

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之職業自由。法

律若課予人民一定職業上應遵守之義

務，即屬對該自由之限制，有關該限制

之規定應符合明確性原則。惟立法者仍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

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

定，茍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

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本院釋

字第五二一號、第五四五號、第六五九

號解釋參照）。另對職業自由之限制，

因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

容許標準，若所限制者為從事一定職業

所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則需所欲實現者

為重要之公共利益，且其手段屬必要

時，方得為適當之限制，始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迭經本院解

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五八四號、第六四

九號解釋參照）。

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

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六、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增訂同

條第一項第三款，原條文移列同項第七

款；下稱系爭規定一）其以「行為不檢

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為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構成要件，係因行

為人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致

已不宜繼續擔任教職。惟法律就其具體

內涵尚無從鉅細靡遺詳加規定，乃以不

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述，而其涵義於個

案中尚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立場公正

之機構，例如各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

會（教師法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二

項、大學法第二十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參照），依

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

斷；而教師亦可藉由其養成教育及有關

教師行為標準之各種法律、規約（教師

法第十七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全國教師自律公約等

參照），預見何種作為或不作為將構成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且教育實務

上已累積許多案例，例如校園性騷擾、

嚴重體罰、主導考試舞弊、論文抄襲

等，可供教師認知上之參考。綜上，系

爭規定一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其意義

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之教師得以預

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惟所謂行為不

檢有損師道之行為態樣，於實務形成相

當明確之類型後，為提高其可預見性，

以明文規定於法律為宜，並配合社會變

遷隨時檢討調整，併此指明。

前開教師法第十四條就有系爭規定一

情形，以同條第三項前段規定：「不得

聘任為教師」（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正

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前段之

意旨相同，以下即以該前段適用於系爭

規定一之情形為系爭規定二）；其已聘

任者，則以後段規定：「應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

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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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以下即以該後段適用於系爭規定

一之情形為系爭規定三）。以致因系爭

規定一之原因而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為教師者，亦不得再次聘任。使教師於

有系爭規定一之情形，不僅應受三種強

制退出現任教職方式之一之處置，且終

身禁止再任教職。不論無法保留教職或

無法再任教職，均屬對人民職業選擇自

由所為主觀條件之限制，是否符合比例

原則，首應審查其所欲實現之公共利益

是否重要。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宣示之

教育文化目的，包括發展國民之「自治

精神」及「國民道德」，其意無非以教

育為國家百年大計，為改善國民整體素

質，提升國家文化水準之所繫，影響既

深且遠。系爭規定二、三明定教師於行

為不檢有損師道時，即可剝奪其教職，

係為確保學生良好之受教權及實現上

開憲法規定之教育目的，其所欲維護

者，確屬重要之公共利益，其目的洵屬

正當（本院釋字第六五九號解釋參

照）。

我國素有尊師重道之文化傳統，學生對

教師之尊崇與學習，並不以學術技能為

限，教師之言行如有嚴重悖離社會多數

共通之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若任其擔

任教職，將對眾多學子身心影響至鉅；

其經傳播者，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

化。系爭規定二、三對行為不檢有損師

道之教師施以較嚴之處置，自有助於上

開目的之達成。至於手段是否必要與限

制是否過當，系爭規定二、三則有分別

審究之必要。

現行教育法規對於教師行為不檢之各

種情形，已多有不同之處置，以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而

言，其第四條即有就「品德生活較差，

情節尚非重大」為留支原薪，同辦法第

六條就「有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致有損

學校名譽」為申誡，就「有不當行為，

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為記過，或就「言

行不檢，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情節重

大」為記大過等不同程度之處置，顯然

「行為不檢」之情節須已達相當嚴重程

度，始得認為構成「有損師道」。大學

法雖未規定類似之成績考核制度，但通

過授權各校訂定之教師評鑑辦法（大學

法第二十一條可參），對於教師行為不

檢但未達有損師道之情形，亦可以自治

方式為不同之處置。另按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三項之規定，有同條第一項所列與

行為不檢相關之事由者，既生相同之法

律效果，解釋上系爭規定一之嚴重性自

亦應達到與其他各款相當之程度，始足

當之。故系爭規定三對行為不檢而有損

師道之教師，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其所為主觀條件之限制，並無其他較溫

和手段可達成同樣目的，尚未過當，自

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

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系爭規定二限制教師終身不得再任教

職，不啻完全扼殺其改正之機會，對其

人格發展之影響至鉅。倘行為人嗣後因

已自省自新，而得重返教職，繼續貢獻

所學，對受教學生與整體社會而言，實

亦不失為體現教育真諦之典範。系爭規

定二一律禁止終身再任教職，而未針對

行為人有改正可能之情形，訂定再受聘

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或條件，使客觀上可

判斷確已改正者，仍有機會再任教職，

就該部分對人民工作權之限制實已逾

越必要之程度，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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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於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完成系爭規

定二之檢討修正，逾期未完成者，該部

分規定失其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