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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1 7 日 

任命蘇芳慶為科技部政務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0 日 

  任命姜碧琳為內政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李怡慧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陳建利為財政部簡任

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許慈美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

許寧佑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邱瑞庭為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蔡碧珍為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陳金華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簡任第

十職等分局長，邱伶冠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

局長，李碧娥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劉由貴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鄭秀梅為國家圖書館簡任第十職等視察，郭瑋芸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蘇義泰為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

任，王鳳蘭為國立聯合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永倉為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佩蘭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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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鄧惠玲為法務部調查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鄭國揚、褚

延平為法務部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高聰明為法務

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仁龍、黃建華為法務部調

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謝發瑞、磨天相為法務部調查局

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葉清燊為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簡任第

十職等主任，黃俊棠為法務部矯正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

職等署長，曾莉珍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統計室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歐惠婷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任命王守玉為經濟部統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洪玉芬為經濟

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何國金為經濟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

員，楊珍妮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四職等局長，侯進雄為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燕珠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建成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

十職等副局長，汪平洋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主

任工程司。 
  任命張信一為交通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蔡英良為交通

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方正光為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廖源隆為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白麗真、朱栢樑、王金蓉、呂美伶、陳文宗、陳美女、黃琦雅

為勞動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劉佳鈞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簡任第十三職等所長。 
  任命趙瑞華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高級

分析師，林麗瑾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職等權理

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江姝靚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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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職等副組長，劉上惠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

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蔡麗珠為科技部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鄭瓊芬為

科技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黃育欽為科技部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江美琦為科技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席家珍、劉慧玲、賴茱玫、李政益、張乃文、黃菊芬、高義正、

劉姮伶、劉華瑞、許乃惠、林坤生、鐘之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綉靜、黃柏堅、楊淑芬、陳淑娟、方怡欽、連婉臻、魏漢、

陳淑卿、鄭菁菁、邱美珠、洪進文、柯慧真、葉莉芬、史淑媛、馬富美、

黃渼卿、賴惠寶、歐榮璽、劉志雄、鄭貴露、殷兆熙、史宥清、陳昱霖、

吳佩穎、胡翠華、余泰融、張名岑、周芳伊、李姿慧、范毓佩、王子芳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慧璋、曾素宣、韋瑞忠、李梅玲、黃綺珊、游阿好、何惠萍、

黃明雪、周慧玲、林雪珍、方立翡、林玉英、巫曉婷、賴文媛、吳介仁、

謝吟君、陳明裕、范宇婷、徐和慶、潘淑儀、孫愛欽、陳德惠、王靜宜、

周進同、李淑蕙、蘇春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彩玫、王玲華、荀蕙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彩冬、尤慈慧、黃秋容、張簡華馨、洪萬吉、鄒嘉威、蔡佳

倩、李琳琳、陳萱華、周育稔、呂坤仲、傅秀娟、詹詩姿、羅居勇、洪

立彥、范朝智、羅曉涵、劉庭妤、吳煥振、陳麗玲、黃麗華、歐陽芳萱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炤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麗環、李善美、呂雅莉、李謹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熊月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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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黃照棻、黃昭賢、林東成、林志軍、李建平、呂貴琳、王其博、

劉銀富、洪玉惠、王淑琴、李詩淡、江椿杰、林慶隆、張維漢、彭郁倫、

黃玉鳳、焦璽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秀敏、黃偉、陳囿辰、林逸群、黃惠欣、許慧珍、戎婕、

陳錦宗、劉得為、蔡宜臻、賴佳琪為檢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0 日 

  任命胡順堯、李耀宇、曾亭喻、張詠嘉、李佳宸、陳冠廷、蒲宥橙、

張孝仁、蘇嘉雯、林宜瑩、張景富、馮伯勝、蘇政宏、林勝智、楊上興、

林源智、羅新堯、許力生、許維廷、朱志凡、毛曦、謝佑昀、劉進福、

張重期、曾偉龍、莊哲豪、劉議中、周煒翔、黃英智、林佳瑞、林良昇、

李瑞耿、梁玟璋、蕭博升、王進男、邱旺一、李昌和、莊明通為警正警

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1 日 

  任命沈錦燦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國華、陳怡任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

科長，劉玉文、傅子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柯勝

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余金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臺長，方怡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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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姚志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

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楊佐琦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組長，陳俊位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分場長，張定霖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 

  任命蕭慧娟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鄭信德、連德宏、邱秀蘭、黃淑芳、曾美幸、李佳貞為國家發

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邱承旭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

十一職等視察，高仙桂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

蘇愛娟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石樸為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許耕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李皓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總

局長。 

  派宋慧珠為僑務委員會簡派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林正壹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

處長，池玉蘭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南投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

十一職等處長，林火土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

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吳專誠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

場簡任第十職等副場長。 

  任命蔡琮浩、孫國淞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劉琪、

吳德棋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雷耀龍為客家委員會

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范佐銘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

員，黃瓊玉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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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趙椿長、王培智、王郁文、王德全、王正忠、林家德、鄭勝璋、

吳錦裕、徐耀東、吳志宏、曹正熙、葛復光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

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 
  任命羅莉婷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蔡金誥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智為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委

員，鍾俊華、卓庭鈺、廖來第、楊莉敏為立法院預算中心簡任第十一職

等副研究員，汪治國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黃良

瑩、林明揮、郭明政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鄧明為立法院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李郁強、趙俊祥、黃華源為立法院

法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研究員，梁雯璍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

處長，姚綺蘭、陳忠誠為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邱月

琴、莊道明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陳淑玫為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簡任第十一職等編審，廖曼利為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簡任第十二

職等秘書。 
  任命曾慶瑞為司法院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陳慧娟為司

法院會計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周占春為法官學院簡任第十四職等

院長。 
  任命藍慶煌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宋孟芬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吳德良、李俊儒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二職等調查官，陳美延為監

察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林仁堅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一職等陳情受理

中心主任，林惠美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黃瑞旭、林科為監察

院簡任第十一職等調查官。 
  任命黃菊珍為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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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陳慶鵬、李仁森、羅仕政、邱碧槿、陳泓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永光、陳建宏、林建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俊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明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柏仰、吳昆勳、蔡葉騰、洪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佩韻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1 日 

  任命廖雲宏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周士弘、張維麟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3 日 

  任命柯雅娟為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蘇添壽、蔡振華為新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昭

俊為新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林信耀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簡任第十職等

處長。 
  任命黃意驊為桃園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簡龍鳳為桃園市

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余郁芳為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

門委員，張俊雄為桃園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曾榮英為桃園

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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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廖錦秀為桃園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 
  任命黃榮宗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于榮握為高雄

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崔可岷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

秘書。 
  任命潘清鴻為宜蘭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月萍為新竹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榮貴為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文彬為苗栗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林麗芳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簡育民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李孟珍為南投縣

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廖美鳳為臺東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施欣蘋為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郭承榮為澎湖縣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 
  任命林青海為基隆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林福來為基隆市政

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 
  任命游淑茹、陳淑珍、黃麗娥、鄭淑芳、蕭華籟、劉瓊瑛、游憶惠、

鄧淑文、尚林佩、楊敏鳳、張逸偉、林玉、陳姿萍、宮敬惠、范珠惠、

施博瀚、韋秀君、吳豐名、林爾祺、許庭榕、蘇慶德、徐義業、李健群、

蔡旻廷、許皓鈞、許鈞翔、胡秀如、嚴邦裕、王建智、李麗慧、施宛如、

沈敬中、陳世毓、朱祐陞、洪才媛、邱鳳儀、葉相伯、劉芷榕、劉嘉瑜、

呂言紹、施明成、洪崇誠、林萃梅、劉耀臨、吳俊賢、林馥苡、徐硯庭、

林聖恩、林秀靜、張祖豪、簡沛宇、柯孟遠、李聖文、葉家瑋、鄭忠育、

林亦之、藍雪綺、程以勝、張靜宜、何慧娟、鍾紀瑩、康富美、黃志忠、

林瑞蘭、林金聖、謝淑媜、張莉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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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彭祥麟、陳容倩、陳秋敏、鄧慧萍、王淑慧、徐梅珠、曾小玲、

羅鈞平、闕秀真、張致遠、陳家玲、洪美華、陳敬全、鄭秀玲、袁儷真、

黃逸文、黃致慧、陳薇、楊帛諺、陳文祥、李若湄、黃筠媛、胡淑華、

簡聿悊、曾重皓、陳依旻、留偉榮、鄭丞峰、尹婉庭、鄭敏婷、盛楚美、

熊廷翰、陳盈潔、秦其隆、洪淑玲、劉其鳳、彭國峰、黃襄、羅紹文、

李翊綾、李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秋玲、許淑雯、李玉玲、吳麗琴、陳慧芬、鄭姵鈺、蘇慧娟、

胡慧珍、林雅儀、彭正光、邱子玲、范舒婷、柯雅美、彭曉玫、吳明璇、

黃誠甫、黃麗君、莊美涵、志威、黎秀蓉、楊啓斌、蔡維哲、張嘉惠、

黃大維、張雅芬、邱宇梭、湯富閔、李芷芸、葉明樺、陳瑞釧、陳念慈、

陳宏志、沈柏吟、張意莉、藍玉軒、鍾淑惠、侯京吾、鄒少敏、吳雪玲、

吳家瑋、徐竣彥、朱依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鼎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秀莉、劉尚瑋、黃家欣、陳南融、陳素英、曾翊涵、王華立、

曾淨如、尤桾、蔡安宗、侯佑、何雅菁、林步閣、薛棋文、陳芬儀、

陳景妤、劉春梅、林蓉翎、黃勤怡、黃麗美、黃柏榜、黃欣誼、許貿棠、

王倜乾、林慧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石欣玉、詹蕙瑜、蔡家修、蔡雅玲、黃素真、林杏娟、李佳樺、

林可欣、張孟樺、吳睿杰、薛建中、高啓峰、楊明仁、黃維國、蔡珠慧、

李蕊芬、張嘉綺、黃可華、黃耀賢、高櫻芬、顏筱穎、楊智凱、薛鼎霖、

黄雅曼、江美鈴、黃靖雅、林光興、黃詔傭、蔡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楙松、謝孟娟、李淑娟、鄭淵仲、王宏倚、張博翔、謝智偉、

梁博雄、潘彥肇、林貞吟、劉郁禾、曾珮棋、柯佳宏、趙慧嬪、李旻真、

陳柏融、葉昕詮、陳明輝、蔡鴻文、許堯智、賴祈延、黃嬿蓉、張庭懿、

鄒金玉、梁妍晴、黃慶宏、張玉純、周成樺、蔡碧雲、李妙玉、濮凡、

謝明芳、徐兆霖、陳怡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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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劉志哲、葉秀敏、高俊雄、賴玉麒、康麗珠、林勝達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葉文芝、陳韋利、蔡易諺、黃廷領、陳文蓉、林佐錫、徐寶珠、

陳麗珠、田淑美、鄭丹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威全、黃俊源、陳維輔、葉日陞、楊浩一、王美玲、陳麗妃、

彭芷涵、李團生、林意真、朱菊景、簡之婕、劉信宏、余政東、陳婉馨、

劉佩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素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馨瑩、李建鋒、楊凱傑、紀佩青、方基騰、周嘉宏、蔡明憲、

張家豪、黃晉瑜、陳柏諺、李文峰、林癸宏、劉俊延、葉菁佑、李玟璇、

林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聰賢、簡嘉宏、王璽閔、蕭佳文、簡靜宜、吳承翰、黃瓊瑤、

蕭玉貞、林淑芬、王思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伍忠政、紀智程、黃翔龍、梁華慧、簡靖翰、李彥璋、薛富翔、

張麗芬、陳琬如、王洹榕、邱淑美、蘇淑美、李來發、李建宏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陳亞妮、黃俞強、曾瓊滿、周雅惠、董淑玲、廖珮君、宋長蓁、

劉珮琪、賴蕙驊、陳雪樺、洪唯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碧玉、陳力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書豪、劉坤潔、林欣怡、蘇芳儀、洪渝甯、李英睿、杜柏翰、

楊曉如、陳芳萍、余文鈞、張晉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珮雯、林宣君、林義庭、郭育麟、羅淑美、鍾宜珊、林燕玲、

徐瑞枝、陳佑潤、王海燕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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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周鴻、陳彥彰、曹文豪、董宥辰、秦月俐、薛虹音為薦任公務

人員。 

  任命詹仁華、洪宛萱、胡國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素珍、許瑜芬、簡玉貞、李世恭、曾美蓉、周桂宇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蕭米倫、林惠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靜婷、翁瑋婷、陳志昕、王祖耀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2 3 日 

  任命游尚樺、牛振羽、謝育仁、蘇函武、汪郁峰、林軒宇、吳孟峰

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魏誌賢、蘇子豪、黃立芳、曾柏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俊昌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王信義、賴金燦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啟信、陳宗信、陳世暉、戴秋冬、黃宗彬、王文甫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王宏誌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蔡宗勳、王文虎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潘妍廷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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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1 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6 0 0 0 1 7 6 8 0 號 

傳統燈籠工藝家吳敦厚，恬澹穎敏，朴茂沉毅。少歲涵濡古城

民俗文風，躬自研鑽燈籠製作，淬勉惕勵，槃才縱橫。臺灣光復後，

開設「吳敦厚燈舖」，遵循古法技藝，潛心彩筆圖繪；融匯民間信

仰奧義，創新多元主題設計，作品迭獲選為國內外政要贈禮，復屢赴

美、法參展，播揚臺灣價值，踐履國民外交，吐故納新，匠石斫鼻。

閒暇巡迴授藝，肩負國粹薪傳重責，落實文化資產維護，旰食宵衣，

陶鈞啟迪。曾獲第四屆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獎、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所首屆臺灣工藝之家、彰化縣傳統藝術文化資產保存者暨百載百

傑等殊榮，爰有「民俗文化國寶」美名，績著昭然，譽滿寰中。綜

其生平，逾半世紀深耕傳統藝術，近八十載盡瘁民俗文化，碩望崇

隆，盛業永彰。遽聞嵩齡溘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

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1 8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6 0 0 0 2 1 5 2 0 號 

  僑務委員會前副委員長、臺北市議會前議員陳玉梅，貞純堅毅，穎

慧通達。少歲負笈東瀛，卒業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嗣獲國立臺灣大學商

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學位，遜志時敏，早擅英華。歷任中華民國棒球

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舞蹈運動推廣協會理事長暨臺北市救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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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等職。復膺選連任五屆臺北市議員，暢申地方民意需求，眷注社

區公共事務；協成寧夏夜市改造，推展大稻埕煙火節；力促增設捷運

車站，倡導救難標準配備，殫精畢思，勞瘁罔辭；遠識前瞻，獻替多

所。於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任內，凝聚僑界團結向心，襄贊服務聯繫事

宜；落實加值型僑生方案，培育華裔國際專才；督辦越南災後紓困，

匡濟臺商重建廠房，措置攸宜，睦誼惠僑，曾獲頒一等華光專業獎章

殊榮。詎料迺以茂年遽逝，憫惜殊殷，應予明令褒揚，用彰芳賢，而表

遺徽。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 
專     載 

﹏﹏﹏﹏﹏﹏﹏﹏﹏﹏﹏﹏ 
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新任勞動部部長林美珠、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科技部部長陳良

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許璋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公

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黃美瑛、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公平

交易委員會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彭紹瑾、委員郭淑貞、委員洪財隆、駐

印尼大使陳忠及駐紐西蘭大使介文汲於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星

期一）上午 10 時在總統府 3 樓臺灣晴廳宣誓，由總統監誓，副總統、

總統府代理秘書長劉建忻及第三局局長李南陽等在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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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 年 2 月 17 日至 106 年 2 月 23 日 

2 月 17 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2 月 18 日（星期六） 
˙邀請「婚姻平權議題持不同立場團體代表」分別在上午及下午進行

兩場會見，聽取雙方心聲與訴求並促對話共同解決（總統府） 
2 月 19 日（星期日） 

˙蒞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致詞（臺北市中正區國家圖書

館） 
2 月 20 日（星期一） 

˙主持「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總統府） 
2 月 21 日（星期二） 

˙蒞臨「2017智慧城市展開幕暨頒獎典禮」致詞、頒發「智慧城

市創新應用獎」予14個獲獎團體代表並進行剪綵儀式（臺北市

南港區臺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接見「105年度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代表」一行 

2 月 22 日（星期三） 

˙蒞臨「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圓山大飯店） 

2 月 23 日（星期四） 

˙接見「2017 年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一行 



總統府公報                          第 7293 號 
 

 16

˙接見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市市長布格磊（Nayib Bukele）等一行 
˙接見陳澄波家人暨參觀總統府「屹立不搖」陳澄波特展、於陳澄波

畫作繪本「供桌上的自畫像」上簽名留念並受贈「層層波光」美育

推廣叢書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 年 2 月 17 日至 106 年 2 月 23 日 
2 月 17 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2 月 18 日（星期六） 

˙陪同總統會見「婚姻平權議題持不同立場團體代表」（上午及

下午兩場） 
2 月 19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2 月 20 日（星期一） 

˙出席「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總統府） 
˙接見美國南加州大學校長尼奇亞斯（C. L. Max Nikias）等一行  

2 月 21 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2 月 22 日（星期三） 
˙接見「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大賽」得獎隊伍一行 
˙接見「世界衛生組織發展遲緩兒童親職技巧訓練-台灣執行計

畫」石謹魁（Andy Shih）博士等一行 
2 月 23 日（星期四） 

˙接見「泰國臺商僑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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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8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 1060003592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45號解釋 

 附釋字第 745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45號解釋 

 

解釋文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第 1 款及第 2 款、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僅許薪

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

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與憲

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 

財政部中華民國 74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14917 號函釋

關於大專院校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亦屬薪資所得部分，與憲

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 條規定尚無牴觸。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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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陳○○認其於中華民國 97 年度在大學任教所得

應屬執行業務所得，不服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核定為薪資所

得之處分，申請復查、提起訴願均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0年度簡字第 236號判決駁回。

嗣聲請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裁字第 196號

裁定，以其未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不合法為由予

以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為確定

終局判決。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 14條

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款（下併稱系爭規定一）關於薪

資所得未採實額減除成本費用之計算規定，及財政部 74年 4

月 23日台財稅第 14917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將大專院校

兼任教師所支領授課鐘點費一律列為薪資所得之規定，有牴

觸憲法第 7條、第 19條、第 23條及第 165條等規定之疑義

，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另聲請人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法官為審理 101 年度簡字第 49

號綜合所得稅事件，認該案應適用之 90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

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與其後

修正公布之各年版，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採取定額特別扣除

，欠缺實額減除成本費用之計算方式，有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5條及第 23條等規定之疑義，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向

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核與本院釋字第 371號、第 572號及第

590 號解釋所示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相符，爰予受理。查上

述兩件聲請所聲請解釋之系爭規定一及二，均涉所得稅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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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薪資所得計算規定是否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爰併案審理，

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 

    憲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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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

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82 號、

第 722 號解釋參照）。所得稅法第 13 條規定：「個人之綜合

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

合所得淨額計徵之。」為計算個人綜合所得淨額，立法者斟

酌各類所得來源及性質之不同，分別定有成本及必要費用之

減除、免稅額、扣除額等不同規定（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4

條及第 17 條等規定參照）。此等分類及差別待遇，涉及國家

財政收入之整體規畫及預估，固較適合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

關及擁有財政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決定。惟其決定仍應

有正當目的，且其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合理關聯，始

符合量能課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從而不違反憲法第 7 條

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所得稅法第 14 條所定各類個人所得中，執行業務所得

與薪資所得同屬個人提供勞務所得，性質相近。關於執行業

務所得，現行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規定：「執行業

務所得：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

或折舊、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價

提供顧客使用之藥品、材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

資、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關於薪資所得，系爭規定一規定：「薪資所得：凡

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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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

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

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90 年 1 月 3 日

修正公布之系爭規定二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

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

者，每人每年扣除 7 萬 5 千元……。」（82 年 2 月 5 日修正

公布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定有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

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9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為 10

萬元；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為 12 萬 8 千元。）顯見所得稅法

對於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採實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方式

（下稱實額減除）；就薪資所得之計算，則未容許列舉減除

超過法定扣除額之必要費用，且以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式

，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下稱定額扣除），不僅形成

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亦形成薪資所

得者間之差別待遇。 

查我國每年薪資所得申報戶數已達 500 萬戶以上，遠多

於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戶數，如主管機關對個案之薪資所得均

須逐一認定，其行政成本將過於龐大。若採與必要費用額度

相當之定額扣除法，使薪資所得者無須設置個人帳簿或保存

相關憑證，即得直接定額扣除其必要費用，主管機關亦無須

付出審查之勞費，當可簡化薪資所得者之依從成本及國家之

稽徵成本（財政部 102 年 11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47460

號函附件說明參照）。是以系爭規定一及二只採定額扣除，

除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外（立法院公報第 63 卷第

95 期院會紀錄第 27 頁參照），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

其目的尚屬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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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

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此項要求，

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有其適用。定額扣除額為必要費用之

總額推估，亦應符合上開要求。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得者與

執行業務所得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所得稅法第 11 條

第 1 項參照），固得就各自得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

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然現行法令為兼顧稅捐稽徵成本之

降低與量能課稅原則，准許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按必要支出項

目及額度減除必要費用，以計算執行業務所得（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4 章、財政部

發布之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參照）。兩相對照，系爭

規定一及二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僅許定額扣除，而不許薪

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

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形成顯然之差別待遇。此項差別

待遇，與薪資所得者之是否為自力營生並無必然關聯。又現

行單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未考量不同薪資所

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過於簡化，對於因工作必要，須支

出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者，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

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在此範圍內

，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差別待遇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

理關聯，而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

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二、系爭函釋與憲法第 19 條及第 23 條規定尚無牴觸 

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各該租稅法律規定，本於法

定職權予以闡釋，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之立法意旨，遵

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即與租稅法律主義無違（本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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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607 號、第 615 號、第 625 號、第 635 號、第 660 號、

第 674 號、第 685 號及第 693 號解釋參照）。系爭函釋稱：

「三、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

訓練班、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

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屬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

稱之薪資所得。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包括副教授、

講師、助教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其中關於大專院校兼

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亦屬薪資所得部分，係財政部基於主管機

關地位，於其法定職權範圍內，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闡釋

薪資所得之涵蓋範圍，符合系爭規定一之立法意旨；且有助

於釐清適用上可能疑義，供扣繳義務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有

所遵循，從而簡化稽徵成本，亦無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

義務，與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條規定尚無牴觸。 

為貫徹租稅公平原則，合理分配國家稅賦負擔，相關機

關應併通盤檢討現行法令有關不同所得之歸類及各類所得

之計算方式是否合理、得減除之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含項

目及額度）是否過於寬泛、各職業別適用之不同費用標準是

否應有最高總額限制，尤其各項租稅優惠措施是否過於浮

濫，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黃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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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 部分協同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 

蔡大法官烱燉加入 

陳大法官碧玉加入 

林大法官俊益加入 

 

    本解釋釋示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

款1、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2（下併稱系爭規

定）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3（下稱「定額減除」），計算為「薪資所

得額」，作為所得稅之核課基礎，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

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
                                                      
1 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 款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

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三類：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

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

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

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

費、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目，不在此

限」。 

2 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2規定：「按第十四條至第十四條之二

及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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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別扣除額： 2.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

萬八千元為限」。 

3 薪資所得之減除規定，所得稅法初於民國 63 年 12 月 30 日修法，採「具總額

上限之比率扣除」（即按薪資所得 10%之比率扣除，但每年扣除總額不得逾 4 千

元），嗣遞經修正提高額度（68年 1月 9日修正為按薪資所得 20%比率扣除，每

人每年不得超過 5 千元；72 年 12 月 27 日修正為 30%比率，每人每年不超過 1

萬 1 千元）。繼於 78 年 12 月 30 修法，改採「定額扣除」（每人每年定額扣除 4

萬 5千元），自民國 82 年 2月 5日修正所得稅法第 5條之 1，更規定依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97 年 12 月 26 日調高為 10 萬元，

103年 6 月 4日再調高為 12萬 8千元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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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費用（下稱「實額減除」，參見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類、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4章、財政部訂定發布

之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七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

討修正。關於上開結論，本席敬表贊同，並協力形成可決之

多數；茲就解釋之意義與說理，簡要補充如下。 

 

一、本解釋首度釋示「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亦 

    屬憲法「平等權」之內涵 

 

    本解釋釋示系爭規定於薪資所得者該年度之「必要費用」

超過「法定扣除額」時，不許（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

要費用，違反「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而「違憲」

（解釋理由書第五段及第二段參照），大舉將「量能課稅」

原則(the ability to pay principle, das Leistungsfähigkeitsprinzip,  

le principe des faculties contributives)所含「客觀淨值」原則(das 

objective Nettoprinzip) 4提升至憲法位階，顯示大法官為完善

租稅法規的違憲審查，正努力超越向來以「租稅法律主義」

為中心的「形式審查」，朝向「實質審查」方向邁進！5 

 

二、本解釋亦本院以「低標」審查，而宣告「違憲」之首例 

 

                                                      
4 關於「量能課稅」原則與「客觀淨值」原則之介紹，參見柯格鐘，〈論量能課

稅原則〉，《成大法學》，第 14期，頁 55-120（2007年 12月）；黃源浩，〈論量能

課稅〉，輯於《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頁 581-624（2016年 1月）；柯格鐘，〈論

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平等原則到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路徑〉，《台大法學論叢》，

第 45卷，頁 1228-1304（2016年 11月）。 
5 參見本席於釋字第 700號解釋所發表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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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院自有意6區分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standards of 

review)以來，舉凡宣示：系爭規定是否合乎憲法「平等權」

之意旨，應視「其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正當」（是即「目的

合憲性審查」），及「其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

具有合理之關聯」（是即「手段與目的之關聯性審查」）而

定者（即通稱之「低標」審查），率皆尊重立法裁量或行政

專業判斷，而作成「合憲」之宣告。7本件雖同採「低標」審

查（解釋理由書第二段參照），而認系爭規定乃為「降低稅

捐稽徵成本」，目的核屬「正當」（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參照），

然其差別待遇手段（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

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計算

其薪資所得額），則因違反「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

則」，而與所欲目的（降低稅捐稽徵成本）之達成間欠缺「合

理關聯」。如上運作，等於宣示：「低標」之中亦有「具殺

傷力的合理審查」(rational review with bite)8。從此，「低標」

勢將更細分為不同（審查密度）的子類型。 

 

    更重要的是，本解釋所確立的「具殺傷力的合理審查」

與本院前此採用「低標」審查之其他解釋，有何區別？何以

不復尊重立法之裁量或行政專業之判斷，而作出「違憲」的

                                                      
6 本院自釋字第 578 號解釋以降，始開始明確區分審查基準。參見湯德宗，〈違

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輯於《憲法解釋之理論

與實務》第六輯，頁 581-660（頁 589-590）（中研院法律所，2009年 7月）。 
7 例如本院釋字第 727號、第 675號、第 647 號、第 639號解釋。至本院釋字第

722號解釋雖採「合理基準」審查，而宣告財政部訂頒之「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

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因「涵蓋不足」（致有類似會計需要之其他執行業務者，

無法申請改採「權責發生制」）而違憲。惟其關於「低標」審查之操作，顯有誤

解，不足為例。參見本席於該號解釋所發表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8 或稱之為「會咬人的合理審查」。參見黃昭元，〈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

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3 期，頁

17註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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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本席以為，「具殺傷力的合理審查」較之「其他合理

審查」，具有兩項微妙而重要的差異。9析言之： 

 

1. 舉證責任之移轉 

 

    我國現行違憲審查因採抽象（法規）審查制，且鮮少舉

行言詞辯論，致舉證責任之歸屬向不明確。然，違憲審查既

為司法權之一環，亦須被動依法定程序，就個案爭議，獨立、

中立作成終局、權威之憲法或法之宣告（本院釋字第 601 號

解釋理由書第 11段參見），則如何在聲請人（相當於原告）

與相關機關（相當於被告）間分配舉證責任，殆無從迴避之

議題。是本院前此適用「低標」審查所作成之解釋，實際上

係課予「聲請人」舉證系爭規定為「違憲」之責任，並因聲

請人未能成功舉證系爭規定為「違憲」，本院乃尊重立法裁

量或行政專業判斷，作成「合憲」之宣告。反之，本解釋則

於聲請人釋明10其憲法權利（平等權）受有侵害後，便將舉

證責任移轉予「相關機關」負擔，並因相關機關未能證明系

爭規定為「合憲」，本院乃作成「違憲」之宣告。細繹解釋

理由書，不難發現其間猶有另項微妙之差異。 

 

2. 顯然「限制較少的替代手段」(”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之檢視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本案多數大法官在未有客觀證

據顯示有「可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s)的情形下，並

未揣度系爭規定之「立法動機」(legislative motivation)，而認

                                                      
9 參見湯德宗，前揭（註 7）文，頁 612-613, 623-624。  
10 參見辦理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105.5.23）第 89點（釋明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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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爭規定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並判定「其目的

尚屬正當」（解釋理由書第四段參見）。然，因相關機關未

能證明何以於薪資所得者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

額時，仍不許其（如執行業務所得者般，以列舉或其他方式）

減除必要費用，與所欲目的（降低稅捐稽徵成本）之達成間

具有「合理關聯」，乃作成「違憲」之宣告（解釋理由書第

五段參見）。是知，本解釋採「具殺傷力的合理審查」與本

院前此採用（其他類型之）「低標」審查之解釋間之根本不

同，乃在於本件確曾檢視（究問）此間是否顯然存有「限制

較少的替代手段」(”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並因此間確

有「限制較少的替代手段」（即「較不歧視的替代手段」），

從而宣告系爭規定於其忽略「限制較少的替代手段」之範圍

內為違憲。 

 

三、何以僅宣告系爭規定「部分違憲」？ 

 

    質言之，本解釋僅宣告：系爭規定於薪資所得者該年度

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猶不許（如執行業務所得者

般，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係屬違憲。此觀解

釋理由書第五段末句特別指明：「在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甚明。11如上「部分違憲」之

宣告，一方面表示：於薪資所得者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

定扣除額時，系爭規定猶無例外地禁止其（如執行業務所得

者般，以列舉或其他方式）為「實額減除」，顯然棄「限制

                                                      
11 本院解釋先例以「在此範圍內」或「於此範圍內」作為標示，宣告「部分違

憲」者，所在多有。參見本院釋字第 732號、第 722號、第 712號、第 701號、 

第 664號、第 654號、第 609號、第 587號、第 543號、第 350號及第 349號等

解釋。 

11



 
 

較少的替代手段」於不顧，故而違反平等原則；他方面則表

示：至其他情形，系爭規定採「定額減除」對薪資所得者，

尚無不公。綜上，薪資所得亦有「必要費用」，為稽徵之便

宜，雖得以固定總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為推估，但

不能因此否定其他更接近真實之減除方法（「實額減除」）。

準此，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兩者間僅具相對（而非絕對）

之差別，系爭函釋認大專院校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亦屬薪資

所得部分，乃無宣告違憲之必要。 

 

四、理由書末段何以「併此指明」？ 

 

    受限於司法之被動性，本院原則上僅得就聲請解釋之客

體作成解釋。鑑於系爭規定於薪資所得者該年度之必要費用

超過法定扣除額時，仍不許（如執行業務所得者般，以列舉

或其他方式）為「實額減除」，對於必要費用支出較高之薪

資所得者（通常亦薪資所得較高者），確有不公，本解釋爰

宣告該部分之規定違憲。惟就事論事之外，多數大法官並憂

心現行稅制長期存有諸多缺失，致稅基大量流失，財富分配

益趨不均，爰特於解釋理由末段以「併此指明」之方式，指

出其他應併通盤檢討改進之事項。苦心孤詣，至盼有關機關

悉心體察。 

 

    丁酉開年，金雞報喜，本號解釋或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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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5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張瓊文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所得稅法第 14條就薪資所得及

執行業務所得，關於必要費用之減除規定，僅許定額扣除，

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

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與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

障之意旨不符。本席就此敬表贊成，並予補充之。 

 

一、 由於原因案件所涉及者僅為薪資所得及執行業務所

得之分類，故本號解釋僅比較此二類綜合所得於所得稅法上

之規範差異。但事實上，不論是原因案件所適用之 90年 1月

3日之所得稅法，或現行所得稅法第 14條規定之各類綜合所

得中，租賃及權利金所得、財產交易所得，均係利用既有之

財產而再行創造之所得，相較於以勞務換取之薪資所得，該

等所得之獲取較為容易，但所得稅法卻定有准予租賃及權利

金所得、財產交易所得減除成本費用之機制。又自立耕作、

漁、牧、林、礦之所得，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

與，及其他所得等各類所得，亦均有減除成本費用之規定。

相對於薪資所得者，無論付出必要費用之高低，均規定僅得

以單一定額減除之。縱使係為簡化稽徵程序、降低稽徵成本

的考量，其目的尚屬正當。但此一差別待遇對於因工作必要，

而需支出顯然高於法定額度之費用者，仍屬過大，將致其所

得稅稅負過重，顯然違背量能課稅原則，而不符合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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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法官解釋過去直接明白提到「量能課稅原則」者，

其實並不多，釋字第 597號解釋文稱「憲法第 19條規定，人

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

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法律定之。各該

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似乎僅將

量能課稅原則概括地涵蓋於憲法第 19 條依法律納稅的概念

之下，而未見進一步的闡述。釋字第 635號解釋理由書則稱

「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

應可理解為係指出量能課稅原則的內容，而僅未使用該名

詞。釋字第 693號解釋則於理由書末提到「……不生該二函

違反量能課稅致牴觸憲法平等原則之問題。」與本號解釋以

比較不同類型所得之費用減除制度，而將違反量能課稅原則

認為牴觸憲法平等原則，係屬相同的論理模式。又本號解釋

審理過程中，「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恰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

制定公布，並定於公布 1年後實施。該法第 5條規定：「納稅

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

別待遇。」其立法意旨係為「國家之財政需求，應公平分派

予人民負擔，且按納稅者負擔能力高低作為判斷準繩而課徵

稅捐，此即量能課稅原則。……若為達成經濟、社會、環境

等政策目的而對上述量能平等原則做出犧牲，則應通過比例

原則之檢驗。」該條規定為量能課稅原則內涵之法制化，亦

與本號解釋認為因成本費用支出相異，而應給予不同扣除

額，以避免適用上之差別待遇結果之意旨相符。嗣後該原則

在各稅目、課稅客體的選擇、稅率，乃至各種稅捐類型規範

形成之具體實現，猶待相關機關依其立法意旨以為落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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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者，在該法之立法過程中，王榮璋等 27位委員所提草

案版本之第 5 條第 2 項明定：「納稅者為獲取薪資所得必要

之成本費用，於計算薪資所得時，應予減除。」係採實額減

除之原則，雖符合本號解釋所一再提及之量能課稅之客觀淨

值原則，但顯然未顧及薪資所得申報者之數量多達數百萬

戶，採取絕對的實額減除，將致行政成本過大，而未能兼顧

量能課稅與稽徵成本之均衡。該草案雖未獲通過，然薪資所

得之特別扣除額問題既經本號解釋闡釋，另指出除現行法制

之特別扣除額外，另應給予得減除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之機

會，相關主管機關仍應本於解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 

 

三、 或謂本號解釋所形塑的新稅制較有利於高薪資所得

者，而產生可能擴大貧富差距的疑慮。誠然，貧富差距過大，

所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已成為全世界──包括台灣，都要面

對的問題。而透過賦稅進行所得重分配，是解決貧富差距的

方法之一。亦即對富人課徵較高的稅捐，尤其是累進稅率的

設計，徵得的稅捐可作為國家社會福利的資金來源，以補貼

所得較低者或對之進行各項扶助，例如，就業能力的強化、

教育機會的提升、健康或生活環境的改善等，以縮小貧富差

距，營造更安定和諧的社會。但這和現行所得稅法對薪資所

得有關稅基的形成中，是否公平的和其他各類所得一樣，對

於成本及必要費用的減除，給予相同或類似的對待，是兩回

事。質言之，吾人不應犧牲租稅公平原則，僅對薪資所得者

課以過高的稅捐負擔，而令其獨自承擔縮小貧富差距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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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號解釋理由中謂：「系爭規定一及二只採定額扣除，

除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外，係為求降低稽徵成本，

其目的尚屬正當。」其中關於「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一語，

雖係引自立法當時立法院公報有關立法理由之說明，無可厚

非。然此一立法理由，如基於民國 63 年時的法制背景及思

想，或仍可稱尚屬正當。置於 40餘年後之今日，社會進步，

法制思想改變，吾人已很清楚了解，此一定額性質上為薪資

所得費用的總額推估─因不容許納稅義務人證明實際支出

而改變，甚至可以稱之為薪資所得者費用的「擬制」，只是實

現量能課稅原則的一小步，根本談不上是減輕稅負的優惠。

如於今日仍將之評價為「其目的尚屬正當」之理由，頗值商

榷，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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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本號解釋宣告所得稅法中有關薪資所得額之計算，僅許固定

額度之特別扣除，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

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之規定

為違憲；屬租稅領域之重要憲法解釋，且將對所得稅法中之

薪資所得之認定與課徵，產生深遠影響。 

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個人

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

第三類：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

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

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

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費……。」90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

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

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

人每年扣除 7萬 5千元……。」（82年 2月 5日起該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上列條文

下併稱系爭規定）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與憲法規定意旨不

符，本席敬表同意。惟本席對多數意見未能藉此案宣示「量

能課稅」原則為處理稅法案件之獨立憲法審查標準、釐清量

能課稅原則與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之關係、且區別以量能課

稅及平等原則審查本案可能產生之差異，甚感可惜。本席對

相關機關將來修法時，應如何解讀本號解釋，亦認有釐清之

必要。謹提出本協同意見書，闡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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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院以往解釋對於量能課稅在憲法上之定位並不明確 

一、本院以往解釋有將量能課稅原則作為平等原則之下位原

則或具體實現者：本院釋字第 693 號解釋理由書載謂：

「有證券交易所得而不課徵所得稅，為有所得即應課徵

所得稅之例外，其目的為以稅代稅……，非在實現量能

課稅。系爭函一中段及系爭函二闡明認購（售）權證之

發行人，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免徵證券交易

所得稅，亦不得減除證券交易損失。而所有其他有證券

交易所得之個人及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時，並未規定得為不同之處理，故亦不生該二函違反量

能課稅致牴觸憲法上平等原則之問題。」該號解釋顯然

認為，違反量能課稅將導致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亦即

認為量能課稅為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下位原則，或為

第 7條適用於租稅案件之具體實現。 

本院以往解釋亦有以「稅負能力」或「實質稅負能力」

取代「量能課稅」之用語者，但該等解釋仍將「稅負能

力」與「平等原則」連結。本院釋字第 565 號解釋即載

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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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平等。依租稅平等

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

捐。惟為增進公共利益，依立法授權裁量之範圍，設例

外或特別規定，給予特定範圍納稅義務人減輕或免除租

稅之優惠措施，而為有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者，尚非憲

法第 7條規定所不許。」釋字第 607號解釋亦謂：「故主

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各該租稅法律規定時，自得為

必要之釋示。其釋示……倘亦符合租稅公平原則，則與

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及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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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牴觸。……營利事業因土地重劃而領取之地上物拆遷

補償費，係因公權力強制介入而發生之非自願性增益，

雖非因營業而發生，而屬於非營業性之營利事業所得來

源，如於扣減相關之成本費用、損失後仍有餘額，即有

稅負能力，就該筆所得核實課徵稅捐，與租稅公平原則

並無不符。」 

二、本院以往解釋亦有將量能課稅作為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

律主義之內涵者：本院釋字第 597號解釋載謂：「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

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

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

及公平原則。」該號解釋並未將量能課稅納為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下位原則或納入平等原則之具體實現，而

似將量能課稅原則納為憲法第 19條應有之內涵之一（詳

後述）。又本院釋字第 635號解釋提及「納稅義務人固應

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其似亦非將「實

質稅負能力」納為平等原則之下位原則。 

三、就本號解釋而言，多數意見認為：「計算個人綜合所得

淨額，立法者斟酌各類所得來源及性質之不同，分別定

有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減除、免稅額、扣除額等不同規定」

之「分類及差別待遇……應有正當目的，且其分類與目

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合理關聯，始符合量能課稅要求之客

觀淨值原則，從而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

旨。」（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故多數意見似認為，

量能課稅為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適用於租稅事件之具體

實現或為其下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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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量能課稅應作為獨立憲法審查原則 

一、本院以往就憲法第 19 條之相關解釋多較著重租稅法律

主義之「形式」要求：有關憲法第 19條具有租稅法律主

義之「形式」內涵之部分，本院曾多次闡釋該條「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

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

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

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主管

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

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

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

稅義務，則非憲法第 1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例

如本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本席曾於本院釋字第 703

號、第 705 號及第 706號解釋提出之意見書中進一步闡

釋，憲法第 19條涵蓋之租稅法律主義內涵包括：租稅構

成要件必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明文規定；某

一事項雖非租稅構成要件，但如非技術性或細節性之租

稅事項，仍應以法律明文規定；已經有法律規定之租稅

事項（不論是否有關租稅構成要件），其規定之內容仍必

須達於必要程度的明確性；某一事項雖有法律規定，主

管機關仍應本於其法定職權範圍內，忠實地闡釋及執行

法律，而不應以發布行政命令或函釋之方式，對法律規

定有所曲解。 

二、憲法第 19 條亦應有租稅公平性之「實質」內涵：雖本

院以往有關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之闡釋，多著重於

租稅課徵之「形式」要件（亦即必須以法律或法律明確

授權之規定始得課徵），然本院在以往解釋中，亦有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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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律主義與公平課稅及量能課稅原則連結者。前述本

院釋字第 597號解釋所稱：「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

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

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

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

雖未明文指出「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

平原則」之要求，係基於憲法第 19條之規定，然根據前

後文之呈現，顯然該解釋係認為：課徵租稅之法律內容

必須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亦係憲法第 19 條所要

求。 

三、本席認為，租稅之課徵涉及國家財政規劃，固應由行政

與立法部門合作（由行政部門規劃提案、由立法部門據

以制定法律），以決定最適之政策。然憲法亦不可能完全

賦予行政與立法部門毫無節制之租稅政策裁量權。所有

之租稅政策，仍應受一定之憲法底線之約束。量能課稅

原則應為憲法租稅公平性之實質性標準，亦為憲法有關

租稅政策之底線之一。 

四、量能課稅之主要基礎應為憲法第 19 條之規定：如前所

述，憲法第 19條隱含租稅法律應符合最低程度公平性之

要求。雖「公平性」之概念，在憲法上甚難操作，然其

落實到量能課稅原則，則應可成為具體且可操作之憲法

原則（下述）。如認憲法第 19 條僅「形式」上要求課稅

之重要事項必須以法律定之，而不要求其「實質內容」

亦應符合一定之最低實質標準，未免過於形式主義。 

叁、量能課稅之內涵及其於本案之操作 

一、量能課稅原則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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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方面，量能課稅應作為「人民之稅捐負擔」與「人

民之所得或其經濟上之收益」是否具備合理關聯之衡

量基礎：國家在整體上究竟應設有何種負擔之稅捐，

固屬負責財政之政府部門與立法者應共同規劃與決

定之事項，已如前述，然人民之稅捐負擔，應盡可能

貼近人民真實之所得或真實之經濟上收益（淨收

益）。如人民形式上有一定額度之總收益，但實際上

為了該收益而有相當額度之成本費用支出，則該成本

費用額度原則上應由總收益扣除，或由法律設置調整

之機制，以適當反應成本費用支出，始符合量能課稅

內涵中之「客觀淨值原則」。此部分係本案關鍵所在。

另如人民形式上有一定之所得總額，但必須扣除維繫

自己及其家庭成員最低生存需求之資財後（如疾病、

災害、扶養親屬之支出等），方為國家課稅起徵之基

礎；此為量能課稅內涵中之「主觀淨值原則」；惟此

部分與本案較無關聯。 

（二）消極方面，量能課稅作為差別待遇之合理基礎：本席

於本院釋字第 693號解釋所提意見書中曾謂：量能課

稅原則之「主要意旨在於稅捐之繳納義務及其內容，

係將納稅義務人的『經濟能力』（economic strength）

或『相對的經濟福祉』（ comparative economic 

well-being）納入考量。亦即，允許國家在適當情形下，

使『經濟能力』較強或『相對經濟福祉』較高者負擔

較高比例或較高程度的納稅義務。此種差別之稅負，

在適當情形下，應不至於侵害人民之平等權。」惟此

部分亦與本案較無關聯。 

二、量能課稅與平等原則於本案操作之差異及相關機關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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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讀 

（一）以平等原則審查系爭規定之困境：本院以往就法規範

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所採之判斷標準，包括該

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且具正當

性，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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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號、第

694號、第 701號、第 719號、第 722號解釋參照）。

本件情形，多數意見亦延續此種判斷模式，以系爭規

定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正當、其所採取之分類（即所

採手段）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有合理關聯等標

準，為判斷基礎（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第 4段

及第 5 段）（針對此問題，本席認為侵害憲法第 7 條

平等權之情形仍應依第 23 條審查法規範所為之差別

待遇是否具有憲法上之正當性，而非另設審查標準；

參見本席於本院釋字第 719號解釋所提出之意見書；

惟此部分非本案重點，故不進一步討論）。如依多數

意見，只要系爭規定之目的正當，且「目的」與「手

段」具有合理關聯，即應認系爭規定為合憲。就目的

正當與否而言，多數意見已經肯定系爭規定係為求降

低稽徵成本，目的為正當（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4

段）。就是否具有合理關聯而言，本件所應檢視者為

分類之目的（亦即降低稽徵成本之目的）與手段（亦

即以單一的特別扣除額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

作為手段）之關聯性；就此而言，因單一的特別扣除

額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確實可以達到降低稽

徵成本的目的，故似難認為目的與手段無合理關聯。

此項推論結果，將與多數意見之結論背道而馳。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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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作為分析系爭規定合憲與否

之困境。多數意見針對合理關聯之問題，乃轉個彎，

將有無合理關聯之分析，由檢視「降低稽徵成本之目

的」與「以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式一體適用於全部

薪資所得者之手段」間是否具關聯性，轉為檢視「薪

資／非薪資所得之差別待遇」與「自力營生」是否具

關聯性，並謂：「系爭規定一及二關於薪資所得之計

算，僅許定額扣除，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

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

必要費用，形成顯然之差別待遇。此項差別待遇，與

薪資所得者之是否為自力營生並無必然關聯。又現行

單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未考量不同薪

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過於簡化，對於因工作

必要，需支出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者，確會產生適用

上之不利差別待遇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

觀淨值原則。在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差別待

遇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而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見本號解釋理由書

第 5段） 

（二）本席認為，如依量能課稅原則作為分析基礎，當不至

於發生此種困境。倘法律未許薪資所得者將其為獲取

薪資所產生之必要費用，由所得額中扣除，或使其得

依調整機制，適當反應必要費用之支出，則將違反量

能課稅原則。系爭規定既僅許定額扣除，而未設其他

反應必要費用支出之適當機制，自與量能課稅原則有

違，其理甚為明確。 

（三）以平等原則之審查系爭規定亦將造成將來解讀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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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之困難：以憲法第 7條之平等原則審查系爭

規定，勢必要確認差別待遇之所在。多數意見就此

謂：「現行法令為兼顧稅捐稽徵成本之降低與量能課

稅原則，准許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按必要支出項目及額

度減除必要費用，以計算執行業務所得……。兩相對

照，系爭規定……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僅許定額扣

除，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

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形成

顯然之差別待遇。」（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多

數意見既認系爭規定為違憲，將來相關機關於修改系

爭規定以求符合本號解釋之要求時，似必須拉平薪資

所得者與執行業務者兩種處理方式，以消除其間之差

別待遇。亦即，邏輯上，相關機關似必須將薪資所得

之計算完全比照執行業務所得額之計算，使薪資所得

者得按必要之支出項目及額度，減除必要費用，以計

算薪資所得，始能符合本號解釋之意旨；而不能以「不

同於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減除費用之其他符合量能課

稅原則之方式」，修正系爭規定。多數意見係以「僅

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

特別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

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

用」，指稱系爭規定違憲（見本號解釋文），文字上

似乎亦指示立法者必須如同准許執行業務者得減除

一切必要費用一般，准許薪資所得者減除一切必要費

用。然因執行業務與薪資所得者在認定何者屬於必要

費用之問題上，有本質上之差異；何種項目得列為費

用、必要性如何認定、費用標準之比例如何訂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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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難使兩者一致。如將本解釋意旨解讀為法律必須如

同准許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減除一切必要費用一般，准

許薪資所得者減除一切必要費用，亦將造成窒礙難行

之結果。 

（四）本席認為，在量能課稅原則下，使薪資所得反應必要

費用支出之適當機制，未必須與執行業務所得者得由

所得中減除必要費用之方式完全相同。例如以法律列

舉可以扣除之少數但關鍵之必要費用項目（如通勤者

之必要通勤費用；教授之購書費及參加研討會費

用），並就該等項目設置費用之上限，雖未必完全准

許薪資所得者減除「一切」必要費用，然倘規劃得當，

仍可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又例如以所得多寡決定減除

之額度，並設有上限，且針對有特殊需求者設例外之

規定，使其特殊之必要費用可以如實減除，如制度設

計周延，亦非不可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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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租稅法律主義與租稅公平原則（租稅平等原則）同為稅

法之基本原則，相互關係密切。前者與課稅權之行使方法有

關，乃形式原理；後者主要攸關稅負之分擔，屬於實質原理
1
。本號解釋同時涉及此二基本原則之問題，多數意見就租稅

公平原則部分，認為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第 1 款

及第 2 款、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關於薪資

所得之計算規定，與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應

於二年內檢討修正；就租稅法律主義部分，認為財政部民國

74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14917 號函釋關於大專院校兼任教

師授課鐘點費亦屬薪資所得部分，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

主義及第 23條規定尚無牴觸。本席對此結論敬表贊同，惟解

釋理由方面，稍有不足之感，爰提出協同意見書，略予補充。 

一、租稅立法與平等原則  

    租稅公平原則乃憲法平等原則在租稅領域之體現，於立

法論上要求「量能課稅」，業經釋字第 565 號及第 607 號解

釋明確肯認
2
。而所得稅之課徵，自應以收入減除必要費用後

之淨額為基礎，方符合量能課稅原則。惟關於所得淨額之計

算，本案系爭規定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以薪資所得之特別扣除額方式，限制薪資所得一律採取定

                                                      
1 金子宏著，租稅法，弘文堂，1982 年補正版 3 刷，頁 68。 
2 釋字第 565 號解釋：「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

捐。」 

  釋字第 607 號解釋：「營利事業因土地重劃而領取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係因公權力強制介入

而發生之非自願性增益，雖非因營業而發生，而屬於非營業性之營利事業所得來源，如於扣減

相關之成本費用、損失後仍有餘額，即有稅負能力，就該筆所得核實課徵稅捐，與租稅公平原

則並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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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扣除，而未容許實額減除必要費用。反之，執行業務所得

淨額之計算，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執行業務

所得查核辦法第 4章、財政部發布之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

標準規定，原則上採實額減除，或按職業別適用不同之費用

標準減除。二者顯有差別待遇，對薪資所得而言，系爭法律

規定有無違反量能課稅原則？是否與平等原則不符？遂成

為爭議之焦點。 

    按稅法牽涉國家財政、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國民所得

及國民生活等多重面向，立法時須以一定之事實為基礎，進

行複雜之技術性判斷及政策考量，故原則上具有廣泛之立法

裁量空間，受到高度合憲性推定。關於租稅立法之違憲審查，

通說認為應採取較寬鬆之審查基準。我國歷來涉及租稅立法

與平等原則之解釋，多採「合理性基準」
3
，即是本於此一旨

趣。因此，只要立法目的（設定差別處理之目的）正當，手

段（具體處理上之差別）與目的間具有合理之關聯，即為已

足。而且，目的係為增進公共福祉，就視為正當；唯當手段

純屬恣意，始認定欠缺合理性。雖然要求目的與手段間須有

一定之「適合性」，但對於適合性之審查，廣泛承認立法部門
                                                      
3 釋字第 565 號解釋：「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免，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具體明

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且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差別規定者，與租稅法定主義、平等原

則即無違背。」 
   釋字第 635 號解釋：「立法者就自行耕作之農民取得農業用地，與非自行耕作者取得農業用

地間，為租稅之差別對待，具有正當理由，與目的之達成並有合理關聯，符合憲法平等原則之

要求。」 

   釋字第 647 號解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

計入贈與總額，乃係對有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贈與，免徵贈與稅之規定，雖以法律上

婚姻關係存在與否為分類標準，惟因屬免徵贈與稅之差別待遇，且考量贈與稅之課徵，涉及國

家財政資源之分配，與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國家政策之推動緊密相關，立法機關就其內容之形成

本即享有較大之裁量空間，是倘系爭規定所追求之目的正當，且分類標準與差別待遇之手段與

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即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 

   釋字第 648 號解釋：「主管機關基於長期海關實務經驗之累積，及海關查證作業上之成本與

技術考量，乃選擇為系爭差別待遇之規定，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有合理之關聯性，其選擇並非

恣意，與憲法第七條之規定尚屬無違，亦與財產權之限制無涉。」 

   釋字第 688 號解釋：「有關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課予之相關事項，因涉及稽徵技術之專業考

量，如立法機關係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合理區別，而非恣意為之，司法審查即應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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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量。 

    惟即使是稅法領域，亦有例外情形，不容忽視。例如憲

法第 7 條所列男女、宗教、種族、階級及黨派等五種分類，

與尊重個人之民主主義息息相關，原則上應採較嚴格之審查，

以「實質合理關聯性基準」為宜
4
。此外，為照顧弱勢者，保

障其生存權，大法官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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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符合

平等原則，即明確採取「實質合理關聯性基準」或「嚴格合

理性基準」
5
。又為保障婚姻制度，避免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

加重夫妻經濟負擔，實質上造成對婚姻之懲罰，大法官亦採

取同樣之立場
6
。 

                                                      
4 於 1985 年日本最高法院薪資者稅金訴訟判決（最大判昭和 60‧3‧27 民集 39 卷 2 號 247

頁），伊藤正己法官提出之補充意見表示，性別平等為民主之本質性要求，稅法依性別所為之差

別待遇，應排除合憲性推定，而以嚴格基準審查其合理性。參照氏著，裁判官と學者の間，有

斐閣，1993 年初版第 3 刷，頁 295、296。 
5 釋字第 694 號解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

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國家所採取保障人民生存

與生活之扶助措施原有多端，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無謀生能力者之免稅額規定，亦屬其中之一

環。如因無謀生能力者之年齡限制，而使納稅義務人無法減除免稅額，將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

滿二十歲而未滿六十歲無謀生能力者之意願，進而影響此等弱勢者生存或生活上之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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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合於平等原則。」 

   釋字第 701 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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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釋字第 696 號解釋：「  按婚姻與家庭植基於人格自由，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

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參照）。如因婚姻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

加重夫妻之經濟負擔，則形同對婚姻之懲罰，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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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合於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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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差別待遇之合憲性問題，

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

而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顯然採取合理性

基準。基於上述理論及司法院解釋之一貫立場，本席認為此

一審查基準之選定堪稱允當。惟鑑於本案釋憲結果牽涉為數

眾多之薪資所得者的權益，影響重大，故適度強化審查之嚴

格度，有其必要。本號解釋在合理性基準之運用上，顯現強

化嚴格度之跡象，值得肯定。 

    一般而言，合理性基準與合憲結論幾乎是配對的，當選

擇合理性基準時，形同已預先認定系爭規定之合憲性。不過，

在合理性基準下雖然承認廣泛之立法裁量，卻非意味著司法

全然放手不管。於特殊情形，法律仍有被宣告違憲之可能，

釋字第 722號解釋即其一例
7
。本號解釋同樣採取合理性基準，

亦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然本號解釋認定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

尚屬正當，只是所採差別待遇手段與目的之間欠缺合理關聯，

而與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此等見解是否妥適，

容有討論之空間。 

二、差別待遇之違憲性問題 

    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系爭規定……只採定額扣除，除

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外（立法院公報第 63 卷第 95

期院會紀錄第 27頁參照），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其目

的尚屬正當。」本席認為，其認定系爭規定之目的正當，此

一結論是否可採，似有商榷餘地。惟首須一提的是，本案面

對之議題，乃所得稅法對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設下差別

                                                      
7 釋字第 722 號解釋：「系爭規定未涵蓋業務收支跨年度、經營規模大且會計事項複雜而與公司

經營型態相類之單獨執行業務者在內，其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在此

範圍內，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意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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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其目的是否正當，而非單純薪資所得規定本身之目的

正當性問題。本號解釋僅言及後者，而疏於前者之論究，難

謂周延。 

    參照主管機關財政部於 106 年 1 月 17 日本案說明會提

供之書面資料及口頭說明，薪資所得所以僅採定額扣除，而

未如執行業務所得容許就必要費用實額減除，主要理由如下：

一、薪資所得者無庸負擔經營盈虧，與執行業務者需自立營

生、自負盈虧風險有別；二、薪資所得者執行職務所需之主

要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常由雇主或營利事業負擔並列報為

費用；三、薪資所得者自行負擔之各式支出，常與個人日常

生活費用難以明確劃分，認定時易滋爭議；四、每年薪資所

得申報戶數達五百萬戶以上，遠多於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戶數，

若採實額減除，須逐案認定，行政成本過於龐大；五、倘薪

資所得採實額減除，個人需設置保存帳簿憑證，將大幅增加

依從成本與稽徵成本。六、個人記帳及申報能力高低不一，

消費習慣不同，採實額減除時，會影響可減除金額之認定，

而有違租稅公平。 

    從上開理由可知，主管機關除認為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

務者之工作性質不同，以及必要費用之負擔與支出有異外，

還強調薪資所得採實額減除可能出現之「弊端」，而其最在意

的則是稽徵成本與簡便。誠然，租稅立法不僅應維護稅負之

公平性，亦須兼顧稅捐稽徵之效率。但是，若過度偏重稽徵

效率，而忽視稅負之公平性，則立法目的之正當性恐有爭議
8
。雖然財政部表示，現行綜合所得稅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規定之設計，已合理反映薪資所得之必要費用，並綜合考量

租稅公平及稽徵簡便可行等原則，並無違反量能課稅原則；
                                                      
8 蘆部信喜著，憲法學Ⅲ，有斐閣，1998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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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本號解釋理由書所指摘的，本案系爭規定一方面造成薪

資所得者顯然較執行業務者不利之差別待遇，另一方面亦造

成實際必要費用較高之薪資所得者的不利結果，致有違量能

課稅所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綜合判斷之，本案系爭規定僅

採定額扣除，未如執行業務所得容許實額減除，其差別待遇

之真正目的幾乎完全在於稽徵效率的追求，故是否正當，非

無疑義。 

    事實上，主管機關強調之「弊端」，於執行業務所得及其

他所得或多或少皆可能出現，難謂出於薪資所得必要費用之

特有性質
9
。執行業務所得及其他所得，既然可實額減除必要

費用，薪資所得何以不得為之？又執行業務者固然可列舉必

要費用憑證，供稽徵機關核實計算其所得額課稅，惟稽徵實

務上，設帳記載並保存必要費用憑證者比例不高，絕大多數

係按財政部核定之費用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此點亦可證

明，系爭所得稅法規定對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所為之差

別待遇欠缺正當性及合理性，應屬違憲。 

    現行所得稅法規定既然違憲，即應儘速檢討修正。可能

之修法方向有下列數種：其一，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一

樣，就必要費用採取實額減除，如美國。其二，實額減除與

定額扣除並立，納稅義務人可自由選擇，如德國。其三，若

維持現行定額扣除，不採實額減除，則應依職業及職務種類

分別規定扣除金額。因為不同職業之必要費用必然有所差異，

宜予類型化，依實態明定適當之扣除額，不可像現行制度一

般，對任何薪資所得者皆一視同仁，強行劃一標準。然職業

形態繁多，如何類型化，實為一大難題。而且，採行此一方

                                                      
9 清永敬次著，給與所得者に對する所得稅法上の概算控除制と憲一四條，民商法雜誌第 94 卷

第 1 號，1986 年 4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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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時，難免會有實際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金額，致生違反

平等（個別正義）之虞。依情形，如差距不大，應屬憲法上

可容許之「合理差別」
10
；反之，若差距明顯過大，卻無調整

機制，則將會構成違憲。本席認為，採行第二種方式，允許

薪資所得者自由選擇實額減除或定額扣除，可兼顧租稅公平

原則與稽徵效率，似較為可行。 

三、租稅法律主義                                                                                                                                                                                                                                                                                                                                                                                                                                                                                                                                                                                                                             

    系爭財政部 74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14917 號函稱：

「三、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

訓練班、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

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屬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

稱之薪資所得。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包括副教授、

講師、助教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聲請人認「該函釋誤

將學校兼任教師所支領之鐘點費改列為『薪資所得』，而未歸

類於執行業務所得範圍，牴觸所得稅法第 14 條關於執行業

務所得之規定。其欠缺法律依據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剝

奪納稅義務人享有執行業務所得之成本費用扣除權利，也牴

觸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以及憲法第 23條規定。」揆其

意旨，似兼從法律優越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兩個面向，主張

系爭函釋違背租稅法律主義及依法行政原理。惟大專院校兼

任教師授課鐘點費究屬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所得，系爭函釋

之歸類即使有誤，亦係行政命令違反法律之問題，並非行政

命令欠缺法律依據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故理論上應僅涉

及法律優越原則，而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關。 

    租稅法律主義屬於法治主義之一環，從歷史觀之，在近

                                                      
10 北野弘久著，稅法學の基本問題，成文堂，1977 年，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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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治主義之發展上，具有先導及核心之地位。如今租稅法

律主義已成為憲法原理，除了以防止公權力濫用，俾確保人

民之自由財產為目的外，對人民之經濟生活而言，更具有保

障法律安定性及預測可能性之機能。租稅法律主義之內容，

主要包含「課稅要件法定主義」、「課稅要件明確主義」、「合

法性原則」及「程序保障原則」
11
。其中，與本案有關者係「課

稅要件法定主義」。依據課稅要件法定主義，課稅要件應由法

律規定，租稅之核課及徵收程序亦然。行政命令非有法律依

據，自不得增訂課稅要件。行政命令若違反法律規定，應屬

無效。從依法行政原理論之，前者即法律保留原則，後者為

法律優越原則。這是稅捐實務上最常出現之問題，有關之司

法院解釋不少。就此而言，租稅法律主義可謂依法行政原理

在租稅領域之特別規定，故適用時僅揭示租稅法律主義即可，

無須另外援引依法行政原理（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優越原則）。

過去司法院解釋通常採取此一作法
12
，堪稱妥適。 

                                                      
11 金子宏著，同註 1，頁 68-76。 
12 茲臚列相關解釋如下： 

  釋字第 640 號解釋：「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

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 
  釋字第 693 號解釋：「惟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之法律條文，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

予以闡釋，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即與租稅法律

主義無違（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第六六０號、第六八五號解釋參照）。」 
  釋字第 700 號解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為闡釋，如其解釋符合各該法律之

立法目的、租稅之經濟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即與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本院釋字第

四二０號、第四六０號、第四九六號、第五一九號、第五九七號、第六二五號解釋參照）。」 
  釋字第 705 號解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租稅構成要

件，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

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行政規則為必要之規範（本院釋字第六五０號、第六五七號解釋參

照）。」 
  釋字第 706 號解釋：「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

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

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

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

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

主義所許（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第六四０號、第六七四號、第六九二號、第七０三號解釋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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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5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認為所得稅法第 14 條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

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未許實額減除必要費用之規定，違反憲法第 7 條平

等權保障之原則。本號解釋將影響全國眾多薪資所得者，對

我國之稅捐稽徵亦將有一定之衝擊。本席就本號解釋結論及

其理由敬表同意，並認為對全國受薪階級而言實為遲來的正

義，爰就本號解釋補充意見，敬供參考。 

 

一、讓受僱之專業人士得以合理減除其必要費用，有助於專

業發展： 

    本號解釋聲請人陳○○教授主張，不准大學教授等薪資

所得者實額減除成本費用，不利於國家學術發展與多元勞動

市場發展，因為學者為了提升教學研究之品質，有必要自行

購置圖書並赴國外訪問研究、或參加學術研討會等，均為教

學研究之必要費用。目前之所得稅法不容許教師減除其必要

之研究費用，違反平等原則，且勢必減低其研究發展動力，

不利於國家長遠發展。本席贊同陳教授之見解，並願進一步

指出所得稅法之僵化規定，不僅妨害國家學術研究發展，且

對於專業領域之發展亦造成阻礙。所得稅法第 14 條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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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分列不同所得類別，第 11 條所定義之

執行業務者包括律師、會計師、醫師等專業技術人員，但僅

允許執行業務者得減除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若是受僱於機

構組織之專業技術人員（如受聘僱於事務所之律師、會計

師，或受聘僱於醫院之醫師），則被歸類為薪資所得者，而

無從減除必要費用。稅捐機關採此立場之理由在於受僱專業

人員之主要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均已由僱用之機構負擔，因

此個人沒有再減除費用之必要，但本席認為如此之作法實屬

僵化、不合時宜且有害於專業之發展。 

    以律師或醫師為例，若自行開業則收入屬執行業務所

得；若受聘僱於事務所或醫院則屬薪資所得。自行開業者可

減除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後，餘額始為所得額；而薪資所得

者無法減除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僅能享受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每年 128,000 元（所得稅法第 17 條參照）。惟隨著社會

發展，醫師和律師業日趨專業，因此有組成大型醫院或事務

所之趨勢，而律師或醫師在相當規模機構服務亦可致力專精

於特定領域，同時也有拓展業務之任務與承擔盈虧之風險，

其服務之內容與自行開業者並無太大差別。但目前稅制實變

相鼓勵醫師、律師自行開業，如此就阻礙了醫師和律師在事

務所或醫院內發展專業之誘因。事實上，律師或醫師為求專

業發展，往往必須自行進修，以求精益求精，在專業領域上

累積更厚實的能力，如參加國內外進修、研習等。因此無論

是受僱醫師/律師或自行開業者，均為必要之費用，但僅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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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業者減除費用，實屬不公，亦阻礙專業發展，我國稅

捐制度未隨之作相應調整，已屬僵化。 

 

二、未允許薪資所得者減除其必要費用支出，不利留才與延

攬人才： 

    報載即將接任科技部長之陳良基指出，臺灣之科技人才

持續外流，臺灣的經費和硬體比不上其他國家，如何留才是

關鍵
1
。陳良基所指外流的科技人才，如果留在國內工作，大

多數應該都是屬於高薪的薪資所得者，這些高科技人才勢必

有許多必要費用以維持其智識水準並與國外交流，而且不論

薪資之高低，全國之薪資所得者每人均減除相同的特別扣除

額 128,000元，實不足反應高薪資所得者通常亦有較高之必

要費用支出。因此如果允許薪資所得者得以合理的費用作為

扣除額，減輕其稅負，亦應有助於留住國內的人才，否則人

才持續外流，對我國長期發展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為延攬及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台從事專業及生活，國家

發展委員會在會商各部會之後，研究「外籍專業人才延攬及

僱用條件」專法草案，其中包括對外國優秀人才提供租稅誘

因，對於超過 200萬元的薪資所得可享有前三年減半課稅優

惠
2
，由此可知對於薪資所得者稅負過重為阻礙外國專業人才

                                                 
1 參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5 日聯合報 A4 版。 
2「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第 8條。參見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平臺眾開講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877b8764-4623-4c2a-9fc4-124d2f6e3f2c

（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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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工作的原因之ㄧ。然而該專法係僅適用於外國人，而忽

略了本國專業人才之租稅負擔問題。事實上在全球人才競爭

之時代，我國固然應降稅以爭取外國人才，然而國外亦相繼

以各種有利條件吸引我國之人才，如香港近年吸引了許多我

國教育與金融人才，其中原因之ㄧ應就是其低稅負。因此政

府在研議以減稅方式招攬外國人才之同時，實不應忽略對本

國專業人才給予合理之費用減除，以減輕其稅負，政府機關

依本號解釋作檢討改進時，亦應把留住我國人才之政策目標

列入考慮。 

 

三、 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須多方之努力： 

    或謂本號解釋之結果，將使高受薪者獲得較大之利益，

而恐將擴大貧富差距。事實上，本席認為國內貧富差距惡化

之最大問題，並非在於薪資所得者繳稅之多寡，而在於資本

利得未能核實合理課稅以及稅基流失之問題，如喧嚷多年之

證券交易所得稅一直無法執行，外資購買股票優惠以及海外

避稅之問題等，仍有待各方努力。 

 

四、 財政部有關薪資所得之函釋應一併檢討修正： 

財政部中華民國 74年 4月 23日台財稅第 14917號函釋

將各機關學校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均定

性為薪資所得，此種分類方式由民法之觀點分析顯然有所不

足。在民法上付出勞力取得報酬者，至少可分為僱傭與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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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二種，二者之主要差別在於委任契約之本旨在於「處理

一定事務」；僱傭契約則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

服勞務」，是委任契約與僱傭契約之主要差異在於提供勞務

者於執行職務中獨立性之高低，以及受指揮監督之強弱而

定。就兼任教師提供勞務之時間、地點，係由校方與老師共

同約定，非教師所得自行決定，就此而言或具有僱傭之性

質；但就勞務提供之內容，即授課內容，兼任教師應具有完

全之獨立性，並不受校方之指揮監督，因此應符合委任關係

之特性。 

財政部主張薪資所得者不須減除費用之原因在於薪資

所得者之費用大多由其雇主負擔，且無須自負盈虧。然而在

委任關係之下，執行工作者具有較大之獨立性，所依賴於委

任人較少，因此受任人為執行工作所必須負擔之成本亦較

高，此或得以解釋為何現行稅法允許與當事人間成立委任關

係之律師、醫師得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但就兼任教師而

言，目前有許多兼任教師並非在固定學校授課，而是到許多

學校爭取兼任授課之機會，以自己專業知識技能謀生，就此

而言實已具有自力營生之性質。系爭財政部函迄今已逾 30

年，這期間社會型態發生重大變化，現在有許多到處兼課之

「流浪教師」，亦非當時所能想見。因此本席建議在主管機

關依本解釋之要求檢討薪資所得者之費用減除時，亦應著眼

於社會之變遷，對於勞務給付之性質究屬薪資所得或執行業

務所得加以檢討，以求稅負之公平合理。 

39



 

 

 

釋字第 74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昭元提出 

吳大法官陳鐶加入 

 

[1] 解釋標的及結論：本號解釋之審查標的有二：一是所得

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款、同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以下合稱系爭規定）關於薪資所得

額之計算，僅許定額扣除，而不許實額減除必要費用的規定

（以下簡稱系爭規定）是否違憲，二是財政部中華民國 74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14917 號函釋將授課鐘點費歸為薪資

所得，而非執行業務所得之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19 條租稅

法律主義。多數意見認為前者違憲，後者合憲。本席贊成後

者之合憲結論，同時勉強支持前者之違憲結論。謹對於前者

之違憲理由及其相關影響等，提出協同意見1如下： 

                                      
1 本號解釋有兩項審查標的，由於本席同時支持兩項標的之解釋結論，故無任何

不同意見。雖然本席只對其中一項標的（系爭規定）之理由提出協同意見，而

未對另一項標的（系爭函釋）之理由表示協同意見，但本席認為本意見書仍非

一部協同，而是（全部）協同意見書。蓋協同與不同意見書之區別，應該是以

是否支持結論（合憲或違憲）為判斷標準，而非是否同意其理由。而協同意見

書也不需要針對所有理由都表示意見，因此所謂的全部協同意見書和一部（或

部分）協同意見書並無二致，都只需冠以協同意見書之名即可。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 1項：「大法官贊成解釋文草案之原則，而對其

理由有補充或不同之法律意見者，得提出協同意見書。」第 2項：「大法官對

於解釋文草案之原則，曾表示不同之法律意見者，得提出一部或全部之不同意

見書。」或可供參考。按上述規定中所稱解釋文草案之原則，大致相當於解釋

標的之結論（合憲或違憲）。如參考其區別標準及用語，依本席尚不成熟之淺

見：（一）當只有一項審查標的時，應只有協同或不同意見書兩種可能。（二）

當有兩項以上審查標的時，如果支持所有標的之結論，就是協同意見書。如果

對所有標的之結論都不贊成，就是不同意見書。如果對數個標的之結論有贊成

有反對，此時可以（1）針對所有標的出「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或（2）

只針對贊成之標的結論單獨出「一部協同意見書」，而不對反對之標的結論表

示不同意見，或（3）只針對反對之標的結論單獨出「一部不同意見書」，而不

對贊成之標的結論表示協同意見。至於本院實踐另有「部分協同」及「部分不

同」意見書之用語，固有其意，然本席認為其與「一部協同」及「一部不同」

應屬同義。有關上述區別標準及用語，將來宜進一步溝通討論，於形成共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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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以審查的權利：平等 

[2] 量能課稅為平等之下位原則：多數意見據以審查系爭規

定是否違憲的權利是憲法第 7條平等權。兩件聲請之聲請人

固然都同時主張量能課稅原則及其所包含的客觀淨值原則，

然多數意見則將量能課稅原則當成是平等權適用在稅法案

件時，所發展出來的下位規範，並非完全獨立於平等權之外

的憲法原則或規範要求。本院過去在審理有關稅法案件時，

早已多次提及量能課稅（參釋字第 597號、第 693號解釋）、

租稅公平（參釋字第 180號、第 196號、第 218號、第 248

號、第 318號、第 327號、第 361號、第 496號、第 506號、

第 607號、第 635號、第 673號、第 687號、第 696號及第

703號解釋）等原則，但似尚不曾正面說明其憲法依據為何。

依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之意旨，量能課稅原則之憲法依據仍應

回到憲法第 7條平等權，且應適用平等權之相關審查標準。 

二、多數意見所採之審查標準 

[3] 本案採寬鬆審查標準：多數意見在解釋理由書第 2 段，

對於涉及平等爭議的租稅事件，明示採取寬鬆審查標準，要

求其目的應正當，分類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應有合理關聯。

同時並明確說明為何採取寬鬆審查的主要考量：「此等分類

及差別待遇，涉及國家財政收入之整體規劃及預估，較適合

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財政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

關決定之」。本院過去對於涉及平等爭議的租稅事件，固也

常採寬鬆審查標準（參釋字第 565號、第 635號、第 688號、

第 697 號、第 698 號及第 722 號解釋），但似不曾如此清楚

說明為何寬鬆審查的理由。2多數意見著眼於租稅事件所屬事

務領域之特性，並從機關功能觀點，認為法院對於政治（立

法及行政）部門之決定，原則上應予尊重，因此放寬審查標

                                                                                                          

予以統一，以求簡化解釋之理解成本。 
2 本院釋字第 697、698號解釋係將「國家經濟、財政政策」或「國家稅收、產

業政策、節約能源」之考量，直接列為合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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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本席認為這是具有正面意義的理由說明，敬表支持。 

[4] 推定受審查法令合憲，由聲請人證立其違憲：至於採取

寬鬆審查標準的效果，則有兩點值得注意。如參考美國實務

及學說見解，法院於採取嚴格審查標準時，係先推定受審查

法令原則上違憲，而由政府機關證立其合憲。反之，如果採

合理審查標準（相當於本院之寬鬆審查），則係先推定受審

查法令原則上合憲，並應由主張違憲的聲請人證立受審查法

令何以違憲。和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的釋字第 744號解釋3相對

照，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在明示採取寬鬆審查標準的同時，並

未同時明示系爭規定原則上合憲，也沒有明確說明本案應由

聲請人證立系爭規定違憲。這是本號解釋多數意見的理由構

成較為不足之處，希望未來在類似案件可進一步補充闡述。
4 

[5] 有殺傷力的寬鬆審查：其次，本號解釋多數意見雖然採

取寬鬆審查標準，但仍認定系爭規定違憲。就採取寬鬆審查

標準和違憲結論而言，本號解釋適用寬鬆審查標準之結果，

有如釋字第 722號解釋，這也和美國法院及學說所稱會咬人

或有牙齒的合理審查標準(rational-basis review with bite or 

with teeth)類似。顯示同一寬鬆審查標準之適用，雖然原則上

傾向合憲，但仍有例外違憲宣告的可能。本院在釋字第 744

號及第 745號連續兩號解釋中，分別採取嚴格及寬鬆審查標

                                      
3 參本院釋字第 744號解釋理由書第 3段：「按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乃對言論

自由之重大干預，原則上應為違憲。系爭規定之立法資料須足以支持對化粧品

廣告之事前審查，係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

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其與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始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言論自由之意

旨。」 
4 本號解釋受理的兩件聲請之聲請人都主張量能課稅之客觀淨值原則，並以此為

由主張系爭規定違憲。就此而言，多數意見應是認為聲請人之上述主張足以證

立系爭規定違憲，因此作出違憲結論；而非責由相關政府機關證立系爭規定合

憲，從而承擔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下之不利益（指違憲判斷之結果）。故多數意

見雖然沒有就寬鬆審查時的客觀舉證責任分配表示一般性的立場，但在實際操

作上，以其理由構成而言，仍較接近是由聲請人證立系爭規定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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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對這兩種標準之實際操作有相對詳細的說理。這是本

院透過個案解釋之累積，逐步建立審查標準架構的努力，本

席敬表支持。 

[6] 應採較嚴（中度）審查標準的其他案件類型：以本案所

涉及的租稅事件而言，多數意見雖然在本案採取寬鬆審查標

準，但這不意味本院未來對於所有租稅事件也都將寬鬆審查。

有如本院過去解釋先例所示，如果系爭租稅平等爭議另外涉

及其他重要的基本權利（如生存權5），或所採分類屬於敏感

（嫌疑或準嫌疑）分類（如種族、性別、婚姻6等），本院仍

應改採較為嚴格之審查（相當於中度）標準。 

三、違憲理由：目的合憲，但手段違憲 

[7] 簡化稽徵成本之目的合憲：租稅行政具有大量、專業化

行政的性質，從而稽徵程序必然要考量效率及成本，以求稽

徵經濟。過去本院在釋字第 318號、第 688號、第 694號、

第 696 號及第 701 號等解釋，亦已承認節省徵納雙方勞費、

促進稽徵技術、減少稽徵成本或人力等，得為租稅差別待遇

                                      
5 參釋字第 701號解釋理由書第 3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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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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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參釋字第 696號解釋理由書第 3段：「…茲依系爭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就

非薪資所得合併計算所得淨額後，適用累進稅率之結果，其稅負仍有高於分別

計算後合計稅負之情形，因而形成以婚姻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

遇。」第 4段：「 按婚姻與家庭植基於人格自由，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參照）。如因婚姻關係之有無而

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加重夫妻之經濟負擔，則形同對婚姻之懲罰，而有

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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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合於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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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目的。多數意見考量我國薪資所得申報戶數已達 500

萬戶以上，由此而生之徵納雙方成本都相當龐大，因此認定

在本案確實存在有簡化稅捐稽徵成本之正當目的，不論是結

論或理由（說明抽象目的所涉之具體公共利益為何及其程

度），均可贊成。 

[8] 財政收入考量尚非系爭規定之目的：簡化程序、降低成

本之效率或經濟考量，固然具有正當性。這是因為本案採取

寬鬆審查標準，因此得以合憲。在採取較為嚴格審查或嚴格

審查標準的案件類型，此種經濟成本的目的考量，一般而言，

就難以被評價為重要或特別重要之目的。又本院過去在有關

租稅事件的解釋，亦曾承認維持7或增加8財政收入為正當目

的，其與簡化程序、降低成本的經濟考量間，究有如何關聯？

是否可以清楚區別？是否當然亦屬正當目的？則為另一問

題。由於系爭規定之立法原意顯然並非以維持或增加財政收

入為其目的，因此多數意見對此潛在爭議，亦未有所著墨，

而留待未來。9 

[9] 手段的兩種差別待遇：在手段部分，多數意見認定系爭

規定存在有兩種差別待遇：一是外部差別待遇：與執行業務

所得額之計算相比，薪資所得額只有定額扣除，欠缺實額減

除費用的計算方式，這是法律表面上的差別對待。二是內部

差別待遇：單一定額扣除額適用於所有的薪資所得者，以致

對於需支出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者，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

                                      
7 參釋字第 696號解釋理由書第 4段：「…至於維持財政收入，雖攸關全民公益，

亦不得採取對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 
8 參釋字第 650號解釋理由書第 4段：「…縱於實務上施行已久，或有助於增加

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稽徵成本，甚或有防杜租稅規避之效果，…」(按本件涉

及租稅法律主義爭議，並非平等權案件)。 
9 財政部代表於本院在 106年 1月 17日召開之說明會後提出之補充資料及說明

中，曾以薪資所得如採固定扣除一定比例（如 20％）為例，預估可能減少的

稅收約為 478億元。如以此考量而主張維持現行定額扣除制度，就接近於主張

以維持財政收入為其目的。又如以擴大稅基為由而進行修法，亦屬增加財政收

入之目的主張。對於此類更接近純金錢收入考量的目的主張，是否應一概認為

足以構成或根本不能構成正當目的，本席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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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結果（參理由書第 5 段），這是法律適用結果的差別

影響。前者是不應區別而區別的差別待遇，後者是應區別而

不區別的差別待遇。多數意見進而認為這兩種差別待遇都因

為過於簡化，以致違反客觀淨值原則而違憲。本席對此結論，

勉強支持。 

[10] 外部差別待遇之違憲：綜合多數意見對於本案兩項審查

標的之立場，應可發現多數意見對於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

得之區別、歸類，原則上尊重現行法令之分類及認定標準；

然對於課稅所得額之計算，則要求應容許減除相關成本費用，

以符合客觀淨值原則。系爭規定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

固然兼有照顧中低薪資所得者及作為成本費用總額概算之

雙重效果，但因不容舉證推翻其總額概算，推估已成擬制，

過於僵化，所以違憲。 

[11] 內部差別待遇之違憲：就薪資所得者間的內部差別待遇

而言，其固屬應區別而未區別之差別待遇，但並非（對全體

之）表面上不利，而是（對於高費用者之）適用上不利。多

數意見認為在薪資所得者之間，對於需支出顯然較高之必要

費用者，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結果（參理由書第 5

段），固有其理。但如反向觀察，亦應注意到：系爭規定對

於人數上占絕大多數（超過 8成）的中低薪資所得者（適用

邊際稅率 20％以下者），其實是既簡便又（有實質）優惠的

規定。如依現行（106 年）規定，這些薪資所得者可以不用

檢具任何支出憑證，即可自動扣除 12 萬 8 千元，這是現行

定額扣除制度之優點。正由於此項顧慮，因此多數意見只是

認定「在超過法定扣除額外，欠缺實額減除」的「不足部分」

違憲，而未同時宣告現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本身」

在表面上當然違憲。這也是本席勉強支持多數意見違憲結論

的主要理由所在。 

[12] 本席對於完全改採實額減除方式之疑慮：按所謂客觀淨

值之認定，不論是在概念上或適用上，都不可能追求「絕對」

客觀，而有容許合理誤差之餘地。如果現行所得稅法對於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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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所得額之計算沒有提供定額扣除規定，則其與執行業務所

得之容許實額減除相比，確會因為差別待遇程度過大而明顯

違憲。但所得稅法在 63 年增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

並於 82年 2月 5 日修正第 5條之 1 再增訂依消費者物價指

數上漲幅度調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後，有關薪資所

得額與執行業務所得額之費用減除，雖然計算方式仍然有別，

但兩者的差別待遇程度已經縮小。如果財政部將目前之薪資

所得扣除方式，改成依項目（如 5項）及額度憑據減除，而

減除總上限仍為 12萬 8千元（參 106年適用之現行規定），

並有定期（甚至逐年）檢討調整的機制。如此修正，似應更

接近客觀淨值原則的「概念」要求。惟接近概念，卻遠離蒼

生。此種徹底的實額減除方式固可消除目前違憲的外部差別

待遇，但必然大幅增加徵納雙方之成本，且其適用結果亦明

顯不利於絕大多數的薪資所得者，特別是相對弱勢地位的中

低所得者。 

[13] 宣告違憲之餘的省思：就適用結果及實際影響而言，多

數意見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其最主要的實際受惠群體將會

是薪資收入高，口袋深，並有時間及能力產生高費用（意謂

高消費能力）的高所得者，而非中低薪資所得者，也不會是

掙扎於溫飽邊緣的政治、經濟或社會上之無力、弱勢者，當

然更不會是那些飽受法律或事實上結構性歧視的群體。年薪

數百萬的薪資所得者固然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減除每年數

十萬元以上的必要費用，但對大多數的受薪階級而言，即便

是年薪百萬的小布爾喬亞，其能主張的必要費用恐怕也不外

是汽車加油、捷運或公車票錢等錙珠必較的交通費用等有限

項目及金額。買書一旦破萬，恐怕就沒得享受天天喝咖啡的

小確幸。如果容許本席跳脫法律人的法理邏輯思考框架，而

同時做一點不盡正確的政經考量：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在法律

上儘管正確，但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卻是明顯右傾。 

四、解釋結果：附修法期限的單純違憲宣告 

[14] 規範不足之違憲：多數意見雖然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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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宣告現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本身（包括「定額」

方式及各年之「特定額度」）在表面上當然違憲，而是認為

其「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

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的總額概算方式，有所

不足，在此規範不足的範圍內違憲，因此要求相關機關於 2

年內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15] 附修法期限的單純違憲宣告：由於多數意見只是宣告系

爭規定違憲，而未同時宣告其立即或定期失效，故本號解釋

應屬單純違憲宣告。又多數意見雖另有 2年修法之要求，但

如相關機關未於 2年內修法，現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的規

定並不因而失效，除非另經立法修正，否則仍應繼續適用。

就此而言，本號解釋可謂附修法期限的單純違憲宣告，而非

定期失效。過去本院在釋字第 455、457 及 530 號等解釋，

已曾採取類似之違憲宣告方式。多數意見之所以採取此種宣

告方式，係顧及系爭規定是因上述「規範不足」而違憲，並

非其規定本身在表面上當然違憲。至於未來應如何修法增訂

新的規定，例如哪些項目屬於必要費用而得減除？其上限額

度為何？仍應由政治部門決定之，不適合由本院逕自以解釋

代替立法或指示應如何類推適用其他規定。 

[16] 未來修法空間：相關機關將來於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

規定時，仍有相當充分的決定空間。本席可以想像的修法途

徑如：完全保留現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另就超過法

定扣除額的費用部分，增訂得實額減除的必要費用項目及額

度規定，例如交通費用、進修費、服裝費、工具（如電腦、

書籍）等項目，並各訂有最高總額或比率之上限。如果納稅

人要主張減除上述超額費用，則應提出包括法定扣除額部分

的全部減除金額（例如 30 萬元）之相關單據，而不只是超

過法定扣除額部分（例如 30-12.8＝17.2萬元）的單據而已。

這應該是最符合本號解釋多數意見的修法方向。至於其他的

修法方向，例如：（1）依薪資所得額高低，分級適用不同減

除比率或額度（如日本、南韓等國之制度）；（2）改採有如

47



 

 

 

執行業務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原則上按不同之費用項目及額

度規定檢據申報減除，或另適用依職業別設計的費用標準

（得含最高總額上限），似應仍屬可能選項。按本號解釋多

數意見既然強調客觀淨值原則，則薪資所得如改以實額減除

為計算原則，再輔以推估式的費用標準（不管是比例或額度），

應不致違反客觀淨值原則。 

五、本號解釋對於原因案件之效果 

[17] 原因案件之救濟：由於本號解釋結論是違憲宣告，因此

聲請人陳ʐʐ得就其原因案件提起再審，並主張就其 97 年

度薪資所得額之計算，應許其減除超過法定扣除額（依行為

時法為 10 萬元）之必要費用。聲請人屆時仍應提出包括法

定扣除額部分的所有費用之單據，經主管機關認定後，再予

以減除。然在相關機關以法令具體規定得減除項目及額度之

前，法院並無從逕自裁判。於此情形，行政法院似有兩種處

理方式：一是裁定停止訴訟，等待相關機關就超過法定扣除

額的必要費用得如何減除，訂定具體項目及標準後，再據以

裁判。二是以系爭課稅處分所適用的法令違憲（因此違法）

為由，撤銷原處分，並發回由財政部另為適法之處分。然財

政部也要等到有關實額減除的相關法令公布生效後，才能據

以重新為適法之課稅處分。至於另一件聲請，先已由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法官以聲請釋憲為由，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於本號解釋後，亦應可參考上述兩種審理方式，

選擇其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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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璽君大法官 提出 

本號多數意見認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

款、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2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

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

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與憲法第 7條

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限相關機關 2年內修正部分，本席

尚難贊同，爰提部分不同意見如後： 

一、 立法者於租稅領域有較大立法裁量 

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

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

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

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命令定之。至法律所定之內容於不牴觸憲法其他規定

之合理範圍內，則屬立法裁量事項(本院釋字第 369 號

解釋參照)。本院關於涉及平等原則之稅務釋憲聲請案
1
，除渉及重大基本權等 (本院釋字第 694號、第 701號

解釋涉及生存權、第 696號解釋涉及憲法保障婚姻與家

庭制度) 採較嚴格之審查標準外，向來採寬鬆審查標準

（本院釋字第 635號解釋、第 647號解釋、第 648號解

釋參照，本解釋亦採此標準）。是立法者於租稅領域有

較大立法裁量。 

                                                      
1 直接援用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予以審查者，例如釋字第 241 號、第 460 號、第 565 號等。而

於解釋文中另有使用「課稅公平」一詞者，例如釋字第 224 號、第 257 號、第 281 號、第 500

號、第 508 號解釋等；使用「租稅公平」一詞者，則有釋字第 180 號、第 218 號、第 248 號、

第 318 號、第 327 號、第 496 號、第 506 號、第 607 號解釋等。其他尚有釋字第 397 號使用

「為使租稅臻於公平合理」一詞，釋字第 506 號解釋使用「租稅公平負擔」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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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能課稅原則與稽徵經濟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釋字第 597號解釋
2
雖明文提及，惟係稱

「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究係指與公平原則合為一原

則或各為獨立原則，且指涉範圍過於寬泛，難以具體說

明其內涵
3
，而缺乏法定之定義，學者間亦無一致見解

4
。

如依其字面文義，係指按納稅義務人稅負能力課稅，則

本院釋字 565號解釋「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

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
5
釋字第 607號

解釋「非營業性之營利事業所得來源，如於扣減相關之

成本費用、損失後仍有餘額，即有稅負能力，就該筆所

得核實課徵稅捐，與租稅公平原則並無不符。」 

亦論述按稅負能力課稅，但未冠以量能課稅，而以平等

原則 (租稅公平原則)審查。本席以為量能課稅一詞尚

未成為明確用語，且一般既以平等原則之下位概念視之，

則逕依平等原則審查即可。本解釋理由書第 2段謂「始

                                                      
2釋字第 597 號解釋「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

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

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 
3 黃源浩，論量能課稅，收錄於《租稅正義與人權保障：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新學林，

2016 年 1 月，頁 587-590。 
4 學者陳敏認為，國家的財政需要，應該公平地分派予人民負擔，亦即按照稅捐義務人繳納稅

捐的經濟能力大小而課徵稅捐。換言之，國家於課徵稅捐時，無論以何種稅捐種類課徵，均應

共同遵守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若租稅義務人有相同之納稅能力，而在無其他合理的理由下課

以不同之租稅負擔，即有違平等原則之要求。陳敏，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

評論第 24 期，1981 年 10 月，頁 57 至 58。學者黃俊杰認為，稅捐課徵之原則，首重公平，亦

即對於相同負擔能力者課徵相同稅捐，對於不同負擔能力者應予合理之差別待遇，故應兼顧水

平公平及垂直公平。至於，衡量公平之標準，則應依個人之給付能力為之，亦即透過量能課稅

原則為之衡量。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之維護者，收錄於氏著《納稅者權利保護》，元照，第 2

版，2008 年 1 月，頁 4 至 6。學者黃茂榮認為，稅捐為無(直接）對待給付之公法上強行給付

義務，其給付義務之有無及範圍，自然只能取決於納稅義務人之稅負能力。是故，量能課稅 
原則乃被肯認為公平課稅的基礎原則。在納稅義務人之客觀稅負能力的基礎上，課以與其有相

同能力者，同等程度之稅捐義務。黃茂榮，《稅法總論（第一冊）》，翰蘆，增訂 2 版，2005

年 9 月，頁 153 至 156。 
5 釋字第六三五解釋亦有相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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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量能課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從而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保障之意旨。」似亦將之歸於平等原則下。 

依租稅平等原則，固應按納稅義務人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惟租稅核課行政為大量行政，稽徵機關之行政資源顯然

有限，大量行政之事實形成個別案件之正義在實現上之

界限，在租稅法領域中，無論在立法層面或是在法律適

用層面，均須考量到租稅簡化（亦稱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6
），稅法上之類型化及概算化（或稱總額化

7
，包括按一

定比率計數）即為可資利用之手段之一。類型化等之必

要性乃建立於稽徵行政之有限負擔能力上，透過類型化

等方式，使得稅務機關減輕其稽徵成本及負擔，但透過

此種「簡化設計」，不免犧牲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之要求，故租稅法上類型化等之立法為促進租稅簡化，

產生有違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不平待遇，仍須通過平

等原則之檢驗
8
。於此，僅允許因租稅簡化而輕微逸脫按

實質稅負能力課稅，為了租稅簡化而為類型化之分類標

準，仍須與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目的具合理關聯性，

且類型化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悖離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之程度，尚在可容許範圍。又實質稅負能力於所得稅範

                                                      
6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判字第一○五四號判決「……實則『稽徵經濟原則』 乃是與『稅捐

法定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併立之稅捐法制三大基本建制，極具重要性。由此亦可知，在

稅捐法制上，人民權利與行政效率必須有所調和，其間有『成本效益』之衡量在其中……」。 
7 盛子龍，租稅法上類型化立法與平等原則，中正財經法學，第 3 期，2011 年 7 月，頁 151。

陳清秀，論稅法上類型化 （上），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4 期，2008 年 4 月，頁 601。 
8 盛子龍，前揭文（同註 7），頁 151 至 156。黃茂榮，稅捐稽徵經濟原則，植根雜誌，第 20

卷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頁 4 至 9。陳清秀，前揭文（同註 7），頁 601 至 605。柯格鐘，

論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平等原則到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路徑，臺大法學論叢，第 45 卷，

2016 年 11 月，頁 1256。租稅法上類型化是以租稅簡化為目的，將稅法的適用取決於一種典

型、常態或是平均的事實，以取代或減輕租稅行政機關個案調查之負擔；而稅法上之總額化，

亦屬類型化的下位案型，係指將一個租稅法的構成要件之計算基礎予以類型化。盛子龍，前揭

文（同註 7），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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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應以收入減除必要成本費用定其實質稅負能力。然

此非絕對，為防浮濫減除或稽徵經濟原則，對於必要成

本費用設認定標準、列舉申報項目、最高限額、或採定

率、定額扣除，在合理範圍，立法者可自由裁量。 

三、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存有差別待遇 

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類規定「執行業務所得：凡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或折舊、

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價提供

顧客使用之藥品、材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

資、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

得額。……」執行業務者其執業收入減去成本及必要費

用、費用與損失之餘額，始作為執行業務所得，計入綜

合所得總額。而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規定「薪

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

務者之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

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

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

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 4 條規定免稅之

項目，不在此限。……」(下稱系爭規定一)另於民國 90

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與納

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人

每年扣除 7萬 5千元……。」（下稱系爭規定二，82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定有依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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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修正為 10萬元，103年 6月 4日修正為 12萬

8千元。）薪資所得者僅得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所定定額

扣除，不能實額減除成本、費用，形成差別待遇。簡言

之，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兩者之差別待遇，在於兩

者計算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前者採實額扣除，後者係採

定額扣除。另外，採定額扣除在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亦

形成差別對待。惟倘形成差別待遇之系爭規定所追求之

目的正當，且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間具有

合理關聯性，即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本院釋字第 647

號、第 684號解釋參照）。 

四、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立法目的 

所得稅法 63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時，首次增訂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之規定，係以薪資所得之一定比率，且不超

過最高扣除額計算，其立法理由，僅謂「為減輕薪資所

得者稅負，茲特增訂特別扣除辦法」
9
。爾後 78年 12月

30日改以直接定額扣除，修正理由亦僅謂「期使薪資所

得者普遍受惠」
10
。按系爭規定一中之第 1款規定「薪資

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

為所得額」，並無扣除任何成本及費用。是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若僅是因考量扣繳制度之採行，使薪資所得之課

稅資料完全為稅捐稽徵機關掌握，薪資所得之實質稅負

                                                      
9 立法院公報，第 63 卷第 95 期，院會紀錄，頁 27。63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7 目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之個

人有薪資所得額百分之十。但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 4 千元為限。」 
10 立法院公報，第 78 卷第 104 期，院會紀錄，頁 105。 7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

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人每年扣除 4 萬 5 千元，其申報之薪資所得未達 4 萬 5 千元

者，就其薪資所得額全數扣除。配偶依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每年扣除 4 萬 5 千

元，其申報之薪資所得未達 4 萬 5 千元，就其薪資所得額全數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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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而對薪資所者給予之優惠為目的，則薪資所得者

係以薪資收入負擔稅負，將有違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

平等原則。是薪資所得特別扣除應解為含有採行推估與

必要費用額度相當之定額扣除法，即有收入減除成本及

必要費用之概念，並對低薪資所得者之必要費用未達所

定定額部分予以減免。故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係對於納

稅義務人為取得薪資所得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採取概算

費用定額扣除方式，正是立法者基於租稅簡化之考量，

將納稅義務人可以主張減除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以概算

化(或總額化)方式處理，不准許納稅人舉證實報實銷之

列舉扣除方式，提出實際支出之成本及費用高於該特定

扣除額之證據，予以推翻
11
。綜言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之立法目的，除係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及簡化國家稽徵

成本，亦有必要費用總額推估之目的。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實具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性質。正如本號解釋多數

意見「只採定額扣除，除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

外，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其目的尚屬正當。」 

五、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本質仍有所不同而得為差別對

待 

按 32 年 1 月 30 日之所得稅法第 1 條，將所得類型分為

3類；營利事業所得、薪給報酬所得、證劵存款所得，而

第 2 類薪給報酬所得，係指「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及

其他從事各業者，薪給報酬之所得」。35 年 4 月 16 日

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2 條第 2 類之薪給報酬所得，包含

業務或技藝報酬之所得與薪給報酬之所得。37 年 4 月 1

                                                      
11 陳清秀，前揭文（同註 7），頁 601 至 605。盛子龍，前揭文（同註 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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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 條第 2 類之報酬及薪資所得，

包括業務或技藝報酬所得與定額薪資之所得。44年 12月

23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2 類與第 3 類，分別

為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

同為勞務性所得，32 年 1 月 30 日之所得稅法將兩者歸

屬於同一所得類型：薪給報酬所得，之後修法分為業務

或技藝報酬之所得與定額薪資之所得，乃至現行所得稅

法並列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為綜合所得類型，其修

正理由為何已無從由立法資料中得知。 

惟由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本法稱執行業務者，

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

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

藝自力營生者。」以及稽徵與司法實務區分兩者之判斷

標準可知，執行業務者須具有專業知識技能或技藝，薪

資所得者雖也可能具專業知識技能，但非必要之要求；
12

執行業務者從事勞務時具有獨立性、自主性，可自主決

定工作時間、地點或工作方式，不受他人指揮監督，薪

資所得者工作之種類、方式、時間與地點均受雇主指示；
13
執行業務者自負勞務成果及財產上風險，須自行吸收以

勞力換得之經濟成果不如預期之不利益；
14
薪資所得者只

須單純提供勞務，即便付出之勞力與所得經濟成果不等

價，仍獲得定期或定額之報酬，亦無投入成本費用不能

得到回收之情事。
15
簡言之，專業性勞務之提供，若符合

以技藝自力營生，須負擔一切執業之成本及費用而自負

                                                      
12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25 號判決參照。 
13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175 號判決參照。 
14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裁字第 2412 號裁定參照。 
1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312 號簡易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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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虧並，即屬執行業務所得；如勞務之提供具專屬性、

從屬性、受雇主指揮監督，從事業務所需之成本及必要

費用主要由雇主負擔，則屬薪資所得性質。 

執行業務者自力營生因而自負盈虧，其所負擔之成本及

費用，顯然不同於薪資所得者。薪資所得者雖亦有必要

費用之支出，然諸如交通費、與工作直接相關之進修費、

治裝費等，相較於執行業務者，其必要費用之項目較為

固定、亦較少(如同樣勞務所應支出之成本費用主要部

分已由雇主支付)，且通常與基於個人消費偏好而增加

之支出難以劃分，更適宜將必要費用概算化以計算其所

得。立法者基於租稅簡化，以自立營生此一得反映出成

本與必要費用之經濟活動特徵，作為分類標準，將勞務

所得區分為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對每年所得申報

戶數達 5百萬戶以上之薪資所得者，以與必要費用額相

當之定額扣除法，計算其所得，而相較於執行業務者以

實額減除方式計算其所得，形成了差別待遇，然此仍就

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於成本及必要費用上存有結

構性及各類所得人數多寡之不同，所為之差別待遇，難

謂其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減化稽徵之目的間

欠缺合理關聯性；且在定額額度係與成本、必要費用額

度相當之情形下，則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

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以列舉或其他方式計算其薪資所

得，與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差異程度已無法容許，尚

無違反平等原則。 

至不同薪資所得者，其必要費用額，可能有所差異，但

定額扣除既係概算必要費用之最高扣除額，對低薪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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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必要費用可能不達此數，而得按最高扣除額減除，

其差額部分，前已述及，係給予減免優惠；對高薪者而

言，已按定額扣除額減除必要費用，僅未享有或享有較

少之減免優惠，此減免之差異，與系爭規定二予薪資者

優惠之立法目的間有合理關聯，亦未牴觸平等原則。 

六、本解釋意旨不明 

    本解釋理由書第 5段謂：「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

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

得毛額，作為稅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

有其適用。定額扣除額為必要費用之總額推估，亦應符

合上開要求。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

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1 項參

照），固得就各自得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

為合理之不同規範。」 

多數意見認所得課稅須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是否為理由書第 2段所稱「客觀淨值」？係指

絶對淨值(全部成本及必要費用均扣除)或相對淨值(扣

除之成本及必要費用限於規定之項目或最高額度內)？

如屬前者，定額扣除額係對必要費用之總額推估，自難

達成絶對淨值，如屬後者，顯允許立法者裁量可減除必

要費用之項目及最高額度，則立法者裁量可減除必要費

用之項目及最高額度後，將各項目之最高額度加總為總

額，而以系爭規定方式為定額扣除規定，何以違反上開

客觀淨值要求？本解釋既認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得者

與執行業務所得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得就各自得

扣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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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亦認兩者所得性質不同，得為不同規範，且僅須符合

相對客觀淨值要求，則同上所述，系爭規定何以違反上

開客觀淨值要求？如不許定額扣除，除按比率扣除(比

率規定較實際必要費用高時，將造成稅基流失，且各行

各業各階層之費用率未盡相同，勢難逐一妥適規定:如

比率規定較實際必要費用高時，則發生與定額扣除不足

相同情形，有無違反客觀淨值要求問題)外，無論採絕

對淨值許全部費用減除，或採相對淨值規定得減除之必

要費用項目及限額，均須逐件查核，稅捐稽徵機關能否

負荷?  

又本解釋謂系爭規定「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

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

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

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

保障之意旨不符」係要求除定額扣除外，須有得以列舉

或其他方式計算其薪資所得，此較其他各類所得均僅實

額扣除一種 (執行業務所得之費用標準，非供執行業務

者選擇適用16)，造成另一差別待遇？ 

七、結論 

系爭規定雖尚未達到牴觸平等原則程度，惟以單一之定

額扣除，造成部分人受益(如擬對該部分受益者給予減

免，亦宜分別規定)；總額推估之必要費用內容不明，是

                                                      
16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

載及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

核定其所得額。」又按財政部發布之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規定「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

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應依核定

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

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計之」。足見該費用標準非

任由執行業務者選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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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理，亦無從判定，難以使納稅義務人信服。外國立

法例有諸如超額定率遞減法（將薪資收入金額從低至高

分成數個級距，最低級距適用最高成本費用扣除率，隨

著薪資收入金額之提高，所對應成本費用扣除率則降

低）、定率扣除法（不分薪資收入金額高低，一律乘以

固定扣除率，或有伴隨最高限額）、特定項目核實扣除

法（列舉與薪資收入有較高關連性可能之費用支出項

目，非列舉部分費用支出搭配定額扣除法或超額定率遞

減扣除法）等計算所得，較之系爭規定更為靈活，主管

機關允宜衡酌按實質負稅能力課稅與租稅簡化二者之

利弊，參酌採取符合租稅公平之方法，以免再起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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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5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一、以合法為前提，稅繳得越少越好，應該是納稅人共同的

希望；薪資所得者尤其高所得者相較於其他所得者，有相對

稅捐上之不公及被剝奪感，也應是普遍之認知。準此，本件

解釋文第一段內容對薪資所得者中之高所得者言，將帶來所

得稅減輕之利益，此點對該高所得者自屬有利，某個程度言，

也確有緩和其等之相對不公及被剝奪感之作用。惟稅捐收入

是國家之最主要財政來源，如難期待政府以減少支出方式因

應上述減稅結果之所得稅短收之差額，則在作成減稅解釋時，

自應仔細思考、斟酌其相關影響及整體效益，以找出較適切

之處理途徑，而不應由某一面向切入。比如： 

（一）與稅捐公平之追求相較，毋寧應認為社會的安定、民

主發展與人權更為重要： 

平等權當然應受憲法保障，但就稅法而言，應如何落實平等

權保障，確堪仔細思量，蓋究竟是應按人頭計算，每一個人

不論貧富或收入多寡，均繳同數額之稅捐（如往昔民間廟會

之家戶「丁口錢」）？還是按每一個人之貧富或收入多寡繳

一定比例之稅捐？抑或是如現行綜合所得稅之累進稅率制，

所得愈高繳的稅愈多？才算是符合平等權保障意旨？現行

稅法係採累進稅率制，如果無違平等權保障意旨，則我們是

不是可以認為在稅法上平等原則之違憲審查標準應不能太

高。尤其因為社會的安定、民主發展與人權較之稅捐公平應

更為重要，而課稅規定不當是所得嚴重不均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得嚴重不均又將有礙社會的安定、民主發展與人權，此不

但是本席於就任大法官前，三十多年執行律師業務期間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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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心得，且與甫於今年一月份由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的獨立專

家組成之國際審查委員會，針對我國政府提出之落實國際人

權公約第二次報告，所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共數十項，

其中第 18項所稱：「臺灣所得不均的情形日益嚴重，也讓審

查委員會感到憂心。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臺灣的財富集中

在金字塔頂端 1％人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收入如此不均有

礙社會的安定、民主發展與人權。審查委員會呼籲政府應該

重新擬定國家經濟政策，包括課稅規定以及國內和國際貿易，

才能夠實踐經濟、社會與文化權。」正相一致。因此，在考

量稅捐公平之追求時，應該以避免擴大所得不均為前提。本

件解釋之多數意見固由量能課稅原則中之客觀淨值原則著

眼，認為同為勞務提供者之屬執行業務所得者與屬薪資所得

者間，存在著得否實額扣除必要費用之不合理差別待遇，但

對於量能課稅原則中之累進稅率原則所欲達成之所得均衡

目標，似未予充分考量，亦即未正視本件解釋所必然產生之

擴大現有之所得不均、貧富差距現象之結果（因為依本件解

釋：薪資所得者中較高所得者，較可能獲利或獲利較多；而

較低所得者，則未獲利或獲利較低，如此，將擴大薪資所得

者之中，高、低所得者間之所得不均及貧富差距），此為本

席所以無法贊成多數意見之原因之一。 

（二）本件解釋對稅收之可能影響數額未充分考量，也未考

量該稅收差額之補充來源，並得以排除提高全體所得者稅負

之可能，故對全體納稅人包括薪資所得者中之低所得者可能

不利： 

作成本件解釋前，本院曾召開說明會要求主管機關說明及試

算如許薪資所得者減除實際必要費用時，對稅收之影響數額，

並經財政部賦稅署以比照執行業務者中之費用標準之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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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計算結果如表 1，約 478億元），財政部並稱：「在

目前財政不足情況下，尚無適當財源可資彌補。」就此，未

見多數意見納入充分考量。或謂本件解釋並未限定應比照執

行業務之費用標準，故稅收影響數應不致太大。惟主管機關

之說明如不可採，憑何判斷影響不致太大？又如果影響有限，

又何有由大法官作成違憲解釋之價值？此外，現行稅捐實務

上，同為勞務提供者之執行業務者，既得因得減除實際必要

費用而更因稅捐稽徵機關無力辦理實際查核之結果，而享有

按所頒年度費用標準（大多數高於 20％，例如請見財政部

104 年 4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503601 號令頒「103 年度

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減除費用之利益，則同理，於本件

解釋後，亦為勞務提供者之薪資所得者為何不應比照（如上

所述，如比照按 20％費用標準減除必要費用，則總稅收差額

為減收 478億元）？再者，單舉交通費一項為例：薪資所得

者中之高所得者言，其勞務付出不亞於執行業務者，此一推

斷應非不合理，則執行業務者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規定，

既得以購車或租車方式減除相關支出含車款或租金、保險費、

維修費、油費、稅捐甚至司機費等等（目前執行業務者得列

報一輛汽車相關費用，如係新購置之成本在新台幣 250萬元

為限准予依耐用年限折舊，請見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15

條、第 30條），則薪資所得者若要求依同一標準處理，應非

無理。準此，單就交通費一項言：若以年 100萬元為基準計

算，如表 1 之所得淨額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者，每戶可年

減稅約 45萬元，共 11099戶，總計減稅約 50億元，其金額

非小。此種結果，除無疑生擴大所得不均之結果外，另其仍

在多數意見認為合理之範圍內嗎？還是多數意見認為應如

同財政部賦稅署所提出之表 2所示：薪資所得者不論所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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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都只有每天 100元交通費？抑或多數意見認為二者皆非？

如多數意見認為二者皆非，則應以何為標準呢？主管機關要

如何之處，才算符合本解釋意旨呢？本件解釋會否治絲益棼？

或徒有形式公平？或因無補充稅源，故而需相應提高全體所

得者之稅負，致對薪資所得者中之低所得者更不利，又更擴

大所得不均呢？此所以本席無法贊成多數意見之理由之

二。 

（三）多數意見認為就薪資所得者增加准許實額扣除必要費

用後，仍應保留現行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惟依多數

意見主張之客觀淨值原則及現行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薪

資所得以外其他類之所得並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類似規

定，即如均採客觀淨值原則，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無保

留之理。故多數意見此部分之見解，與其所主張之客觀淨值

原則亦有所矛盾。 

（四）本席認為：我國目前之現況，所得稅之最大來源為綜

合所得稅，並為國家最大金額之賦稅收入，且各年度綜合所

得稅核定之薪資所得占各該年度各類所得總額之比例均超

過 70%，1其為不合理至明，自應由稅捐主管機關即行檢討現

行諸多免稅或減稅措施是否合理及是否因而擴大所得不均

而予改善，才是當務之急。又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暨其相關各年度費用標準，是否過於

寬鬆，以致(1)是否原非直接必要之費用，亦因稅捐稽徵機關

                                                      
1 請見 106年 1月 17日說明會陳明進教授書面意見；〈薪水族好苦 占綜所稅所

得 72.67 ％ 〉， 自 由 時 報 105 年 7 月 25 日 報 導 ，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14388（最後參訪日：106年 2月 6日）；

洪敬舒〈淺析綜合所得稅的租稅不平等與社會不公〉，《社區發展季刊》，151期，

頁 226，頁 231（表 3）、232（表 4）(2015)；侯永盛，〈104年稅收徵起情形〉，《財

政園地》，38期，頁 12，12（表 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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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實查核，甚至不斷擴大書面審查，而得以被不當列計作

為費用扣除；(2)就執行業務所得部分：所得認定標準是否太

低、費用扣除標準是否太高，故原應以記帳為原則者，乃竟

反轉而以記帳為例外，以致二者均嚴重背離所得稅法之客觀

淨值原則本旨，並因而已造成稅基流失，形成稅賦不公之現

況。此種情形無怪乎被歸類為薪資所得者難予甘服，而有不

平之鳴。就此種不當之現況，稅捐稽徵機關自亦應即行檢討

改進，才能擴大稅基，改善所得不均、縮小貧富差距，以維

社會安定、民主發展與人權，此方為正辦。本件解釋多數意

見由單面切入，以本件解釋文要求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之結果，如因稅捐稽徵機關人力不足，而仿執行業務所得

之例採年度費用標準扣除法應對之，則將使現行營利事業所

得稅與執行業務所得查核實務之不當處理，蔓延至薪資所得

稅之徵起，此為本席最不樂見及憂心之處。 

二、就財政部 74年 4月 23日台財稅第 14917函釋部分言： 

本席認為大專院校兼任教師應為具專門知識經驗能力之專

業人士，且因其未如專任教師般受保障，故其與執行業務人

員性質相類似，從而應認為大專院校兼任教師之鐘點費為執

行業務所得，較為合理，即上開函釋內容應有可議，理應由

主管機關另為檢討修正。此外，諸如專家學者應各級政府機

關或公私團體邀請演講、出席會議，接受諮詢、發表意見所

領取之演講費、出席費；或為各級法院或調解機構辦理調解、

鑑定等事務所領取之費用，也均應屬執行業務所得，而應非

薪資所得，較為合理。主管機關允宜重新全盤檢討薪資所得

與執行業務所得之分類。 

三、本席衷心期盼行政、立法機關能即依前述國際獨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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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及意見，確實檢討現行稅法規定，以改善我國所得嚴

重不均之不當現況，以免危及社會安定等，則國家幸甚！全

民幸甚！ 

四、因對本件解釋全部無法贊同，爰提出本件不同意見書。 

 

表 1：薪資所得如採 20%固定比例扣除之稅收影響數2 

資料來源：財政部於 106年 1月 19日提供 

  

                                                      

2 表 1係以 103年度薪資所得申報統計資料，按 104年度稅率級距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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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薪資所得如採實額扣除，可能發生費用之估算 

費用項目 金額 備註 

交通費 36,000元 100元*30天*12 

伙食費 36,000元 100元*30天*12 

書籍、電腦 10,600元 
 電腦：5萬元/5年=10,000元(折舊) 

 書籍：3,000元/5年=600元(折舊) 

進修費 24,000元 
2,000*12 

以坊間短期美語補習班收費行情為例 

治裝費 12,000元 1,000元*12 

合計 118,600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於 106年 1月 19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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