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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益權 

第一節   前言 

中華民國憲法第 2 章之人權條款，其基本上仍是以二次世界大戰以

前的人權思想為基礎，如平等權、自由權（人身自由、不受軍事審判及

居住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信、信仰宗教、集會結社等自由）、

財產權、受益權（請願訴願及訴訟權、生存權、工作權、受國民教育權），

以及參政權（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應考試服公職權）、請求國家賠

償之權利（第 24條），第 22條規定了保障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概括條

款、第 23條規範對人民自由權利限制之規定，以及第 19至 21條有關人

民義務（納稅、服兵役及受國民教育）之規定，是以保障第一代人權（自

由權、參政權、司法受益權）為主，至於第二代人權（社會權）則僅有

少數相關之規定（生存權、工作權及受國民教育之權）。 

憲法人權條款之規定是以第一代人權（自由權、參政權、司法受益

權）為主，但仍嫌不完整，對於第二代人權（社會權）雖有若干規定，

但甚為簡略，特別是有關勞動權之部分並不完整，而若干新興之社會權，

例如：學習權、文化生活權、休閒權等，則尚未納入
1
。同時整個憲法人

權條款之體系不清，自由權、參政權、司法上受益權與社會權之規定混

雜，看不出較為具體之人權體系脈絡
2
。 

                                                 
 1 有關憲法人權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人權之介紹請參見，李銘義主編，民主憲政與法治，第

七章，人權基本概念，（高雄市：麗文，民國 95 年）。 
 2 周志宏，台灣新憲法的人權條款藍圖，參見：http://advocates.tomeet.biz/wooooa/front/bin/pt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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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基本權利大約可分為工作權、社會安全權、文化教育權等。我

國憲法學者依憲法上之規定，將上述社會基本權稱為受益權，並將之分

為經濟上受益權、司法上受益權、行政上受益權及教育文化上之受益權。 

壹、經濟上之受益權 

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另外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更具體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

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

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3
。」 

為落實人民生存權並於憲法基本國策中具體規定。如第 155 條規

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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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6 條

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

童福利政策。」第 157 條規定：「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

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
4
。」 

而工作權之保障，則於憲法第 152至 154條做具體規定，憲法第 152

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第 153

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

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 154條規定：「勞

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 

                                                                                                                       
phtml?Part=seminar17&PreView=1 

 3 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增修條文：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 
A0000002。 

 4 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憲法：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

文&Lcode=A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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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上之受益權 

行政上受益權指我國憲法第 16條規定之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

權，依請願法
5
及訴願法

6
規定辦理。依照請願法第 2 條：「人民對國家政

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

關請願。」依照訴願法第 1條：「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

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同。」 

參、司法上之受益權 

司法上的受益權指人民於生命、身體自由等公、私權利受到侵害時，

得向司法機關提起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司法機關在為審理案件時，

須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肆、教育文化上之受益權
7 

人民之教育文化受益權可分為： 

1. 憲法第 21條：受國民教育的基本權利義務 

對於已逾學齡而未受教育之人民一律受補習教育，並免納學費
8
。

                                                 
 5 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請願法：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A 

0030019。 
 6 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訴願法：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Lcode=A0030020。 
 7 此一部分內容請參見本書第八章受教育之義務部分。 
 8 憲法第 160 條：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

給書籍。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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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57 年並將憲法原定六至十二歲之基本教育延年限至十五

歲。 

2. 教育文化經費之支出、補助及獎助，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

般國民之文化水準。憲法增修第 10條將憲法第 164條規定加以排

除。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7項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

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

規定之限制。」 

進入20世紀以後，民主國家形成要求國家積極介入保障的「社會權」 
9

觀念，有學者就把受益權中的生存權、工作權、學習權擴大內容，加上

環境權、勞工基本權等，列為社會權。社會權希望透過國家在行政與立

法上的積極作為，提供人民必要的生存照顧及生活條件，使人人擁有人

性尊嚴的生存。社會權的保障是自由權得以實現的基礎，直到 1919年威

瑪憲法將社會權入憲以後，勞動基本權更逐漸被視為基本人權的重要內

涵。社會權一般在憲法上所指的基本權利包括：生存權、工作權、勞動

權、受教權等，一般而言第二代人權為經濟及社會人權，時間大概在 19

世紀到 20世紀初，隨著新的人權發展及物質條件的改善，社會權進一步

發展到精神生活的追求及人文環境的維護，因此，有關文化權、學習權、

組織工會、醫療保健等亦包含在廣義的社會權範疇中
10
。 

第二節   生存權 

生存權一方面保障社會基本生存空間，一方面保障個人基本生活條

件，既是保護環境之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具有良好治安、基本生活、公

共設施、免於貧窮等意涵。 

大法官解釋相關案例如下： 

                                                 
 9 更詳細的社會權討論，請參閱黃錦堂，社會權試論，參見：http://homepage.ntu.edu.tw/~hwngntn/ 

20060530Solidarity.pdf。 
10 李仁淼，人權體系中社會權的理念，參見 http://www.2003hr.net/article_2.php?article_ss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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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權之意涵應與時俱進不是一成不變：憲法第 15條規定，人

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第 153 條復明定，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

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

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即屬上開憲法所稱保護農民之法律，其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出租

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

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障佃農，於租約期滿時不致因出租人收回

耕地，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生存權利。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49年 12月

23日以台 49內字第 7226號令及內政部 73年 11月 1日 73台內地字第

266779號函，關於承租人全年家庭生活費用之核計方式，逕行準用台灣

省（台北市、高雄市）辦理役種區劃現行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計算審核

表（原役種區劃適用生活標準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金額之

規定，以固定不變之金額標準，推計承租人之生活費用，而未斟酌承租

人家庭生活之具體情形及實際所生之困窘狀況，難謂切近實際，有失合

理，與憲法保護農民之意旨不符，應不再援用
11
。 

（二）公務員應用社會保險之社會福利制度應為生存權與財產權範

疇：公務人員保險係國家為照顧公務人員生老病死及安養，運用保險原

理而設之社會福利制度，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及公職人員均為

被保險人。被保險人應按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及第 9條規定繳

付保險費，承保機關按同法第 3 條規定提供生育、疾病、傷害、殘廢、

養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給付，前三項給付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後，

已列入全民健康保險。公務人員保險法規定之保險費，係由被保險人與

政府按一定之比例負擔，以為承保機關保險給付之財務基礎。該項保險

費，除為被保險人個人提供保險給付之資金來源外，並用以分擔保險團

體中其他成員之危險責任。是保險費經繳付後，該法未規定得予返還，

與憲法並無牴觸。惟被保險人所繳付之保險費中，關於養老保險部分，

                                                 
11 86 年 3 月 7 日大法官釋字 422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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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提存準備辦法規定，應提撥一定比率為養老給付

準備，此項準備之本利類似全體被保險人存款之累積。公務人員保險法

於第 16條第 1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退休人員有請領之權，對於其

他離職人員則未規定，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應即

檢討修正
12
。 

（三）一人不得兩俸之原則不違反生存權及財產權：陸海空軍軍官服

役條例第 27 條附表「附註」四之（二）之 5，關於退休俸支領之規定，

旨在避免受領退休俸（包含其他補助）之退役軍官，於就任由公庫支薪

之公職時，重複領取待遇，致違一人不得兩俸之原則，加重國家財政之

負擔。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68 年 1 月 19 日以（68）台人政肆字第 01379

號函修訂發布之「退休俸及生活補助費人員自行就任公職支領待遇注意

事項」關於所定就任公職之職務類別，既係主管機關為執行上開條例未

盡明確之附表所為必要之補充規定，與立法意旨無所違背，其於憲法保

障生存權、財產權亦無牴觸
13
。 

（四）全民健保制度符合生存權規範：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

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

度，憲法第 155條及第 15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5項所明定。中華民國 83年 8月 9日

公布、84年 3月 1日施行之全民健康保險法即為實現上開憲法規定而制

定。該法第 11條之 1、第 69條之 1及第 87條有關強制納保、繳納保費，

係基於社會互助、危險分攤及公共利益之考量，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康

保險之意旨；同法第 30條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則係促使投保單位或

被保險人履行其繳納保費義務之必要手段。全民健康保險法上開條文與

憲法第 23 條亦無牴觸。惟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

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以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保障老弱殘廢、

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已依法參加公、勞、農保之人員亦須強制其加入

                                                 
12 86 年 7 月 25 日大法官釋字 434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13 87 年 9 月 11 日大法官釋字 464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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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係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惟有

關機關仍應本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時，該法第 85條限期提出改制方案

之考量，依本解釋意旨，並就保險之營運（包括承保機構之多元化）、

保險對象之類別、投保金額、保險費率、醫療給付、撙節開支及暫行拒

絕保險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通盤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14
。 

（五）勞工保險給付應貫徹國家負生存照顧義務之憲法意旨：勞工保

險係國家為實現憲法第 153條保護勞工及第 155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基本國策而建立之社會安全措施。保險基

金係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政府之補助及雇主之分擔額所形成，並

非被保險人之私產。被保險人死亡，其遺屬所得領取之津貼，性質上係

所得替代，用以避免遺屬生活無依，故應以遺屬需受扶養為基礎，自有

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勞工保險條例第 27條規定：「被保險人之養

子女，其收養登記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未滿 6 個月者，不得享有領取保險

給付之權利。」固有推行社會安全暨防止詐領保險給付之意，而同條例

第 63條至第 65條有關遺屬津貼之規定，雖係基於倫常關係及照護扶養

遺屬之原則，惟為貫徹國家負生存照顧義務之憲法意旨，並兼顧養子女

及其他遺屬確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暨無謀生能力之事實，勞工保險條例

第 27 條及第 63 條至第 65 條規定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予以修

正，並依前述解釋意旨就遺屬津貼等保險給付及與此相關事項，參酌有

關國際勞工公約及社會安全如年金制度等通盤檢討設計
15
。 

（六）全民健保地方政府負擔補助金合憲但應給地方政府參與立法機

會：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

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第 155條、第 157條分別定

有明文。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社會保

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5項、第 8

項所明定。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係兼指中央與地方而言。又

                                                 
14 88 年 1 月 29 日大法官釋字 472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15 91 年 8 月 2 日大法官釋字 549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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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有辦理衛生、慈善公益事項等照顧其行政區

域內居民生活之義務，亦得經由全民健康保險之實施，而獲得部分實現。

中華民國 83年 8月 9日公布、84年 3月 1日施行之全民健康保險法，

係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有關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固

應由中央負擔，本案爭執之同法第 27 條責由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之保險

費，非指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執行費用，而係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

對價，除由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分保險費外，地方政府予以補助，符

合憲法首開規定意旨。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

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

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

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

助，尚非憲法所不許。關於中央與地方辦理事項之財政責任分配，憲法

並無明文。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7條第 1項第 1款雖規定，各級政府支出

之劃分，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歸中央負擔，固非專指執行事項之行政

經費而言，惟法律於符合上開條件下，尚非不得為特別之規定，就此而

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條即屬此種特別規定。至全民健康保險法該條

所定之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事項，除顯有不當

者外，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如本案

所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條第 1款第 1、2目及第 2、3、5款關於保險

費補助比例之規定，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行政主管

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

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

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16
。 

（七）勞工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給付，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

勞工保險乃立法機關本於憲法保護勞工、實施社會保險之基本國策所建

立之社會福利制度，旨在保障勞工生活安定、促進社會安全。勞工保險

                                                 
16 91 年 10 月 4 日大法官釋字 550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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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設置之保險基金，除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雇主分擔額所構成

外，另有各級政府按一定比例之補助在內。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其給

付主要係基於被保險人本身發生之事由而提供之醫療、傷殘、退休及死

亡等之給付。同條例第 62條就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女死亡可請領

喪葬津貼之規定，乃為減輕被保險人因至親遭逢變故所增加財務負擔而

設，自有別於一般以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給付，兼具社會扶助

之性質，應視發生保險事故者是否屬社會安全制度所欲保障之範圍決定

之。中華民國 81年 5月 8日制定公布之就業服務法第 43條第 5項，就

外國人眷屬在勞工保險條例實施區域以外發生死亡事故者，限制其不得

請領喪葬津貼，係為社會安全之考量所為之特別規定，屬立法裁量範圍，

與憲法第 7條、第 15條規定意旨尚無違背
17
。 

（八）毒品條例誣告反坐之規定違憲：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

保障，為憲法第 8條、第 15條所明定，國家為實現刑罰權，將特定事項

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其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

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 23條之規定，業經本院釋字第 476號解釋闡

釋在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6 條規定：「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

告他人犯本條例之罪者，處以其所誣告之罪之刑」，未顧及行為人負擔刑

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之刑法原則，強調同害

之原始報應刑思想，以所誣告罪名反坐，所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

程度有失均衡；其責任與刑罰不相對應，罪刑未臻相當，與憲法第 23條

所定比例原則未盡相符
18
。 

（九）所得稅法以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未滿 20歲或年滿 60歲始得

減除免稅額之規定，違憲：依財政部 100 年 11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10004134920 號函所示，系爭規定以無謀生能力之受扶養人之年齡作為

分類標準，旨在鼓勵國人孝親、課稅公平、徵起適足稅收及提昇稅務行

政效率。惟無謀生能力而有受扶養之需要者，不因其年齡滿二十歲及未

                                                 
17 92 年 7 月 4 日大法官釋字 560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18 91 年 11 月 22 日大法官釋字 551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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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六十歲，而改變其對於受扶養之需要，為扶養之納稅義務人亦因扶養

而有相同之財務負擔，不因無謀生能力者之年齡而有所差異。系爭規定

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較為年長而未滿六十歲之其他親屬或家屬之意願，

致此等親屬或家屬可能無法獲得扶養，此與鼓勵國人孝親之目的有違；

且僅因受扶養者之年齡因素，致已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納稅義務人不

能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亦難謂合於課稅公平原則。再者，依系爭規定

主張減除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本即應提出受扶養者無謀生能力之證明

文件，系爭規定除以受扶養者無謀生能力為要件外，另規定未滿二十歲

或滿六十歲為限制要件，並無大幅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之效益，卻對納稅

義務人及其受扶養親屬之權益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是系爭規定所採以年

齡為分類標準之差別待遇，其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尚欠實質關聯，其

差別待遇乃屬恣意，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系爭規定有關年齡限制

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19
。 

（十）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等另行約定未經核備，仍受勞基法相關規

定之限制：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

保障。」第 153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

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 1

項）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

2項）」基於上開意旨，本法乃以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

會與經濟發展為目的，規定關於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退休、

職業災害補償等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固得依事業性質及勞動

態樣與勞工另行約定勞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本

院釋字第 494號、第 578號解釋參照）。衡酌本法之立法目的並考量其規

範體例，除就勞動關係所涉及之相關事項規定外，尚課予雇主一定作為

及不作為義務，於違反特定義務時亦有相關罰則，賦予一定之公法效果，

其規範具有強制之性質，以實現保護勞工之目的（本法第 1 條規定參

                                                 
19 100 年 12 月 30 日大法官釋字 694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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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而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下稱工作時間等事項）

乃勞動關係之核心問題，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故透過本法第 30

條等規定予以規範，並以此標準作為法律保障之最低限度，除本法有特

別規定外，自不容勞雇雙方以契約自由為由規避之
20
。 

第三節   工作權 

依照我國憲法第 15、第 153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以保障，且

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此乃我國關於人民基

本權中「工作權」的明文規定。 

從學者通說對於基本權的權能可以區分為，「防禦權功能」、「受益權

功能」、「保護義務功能」、「程序性保障功能」、「制度性保障功能」等，

但並非所有基本權皆有上述五種功能，「防禦權」是普遍受到承認既有的

功能。就工作權而言，依照「防禦權功能」，對於國家機關未依法律或未

合憲法規定，限制、禁止一般或特定人民從事某一特定職業時，人民得

主張基本權受到侵害提起釋憲解釋。而「受益權功能」則可依憲法第 153

條規定導出，然並非人民有權直接向國家請求給予工作機會，應指經由

制度性規劃，人民得請求給予適當之職業介紹媒合及職業訓練。 

關於基本權之限制，應依照我國憲法第 23條規定，應遵守「比例原

則」
21
，並以法律明文限制之。對於基本權限制認為亦應有其內在限制，

也就是對於基本權的「核心領域」是不可以加以禁止，憲法僅能對於基

本權加以限制，而不可以加以禁止。 

大法官解釋相關案例如下： 

（一）合法醫師才能進行屬於醫師業務之醫療廣告：醫師法第 28條之

                                                 
20 103 年 11 月 21 日大法官釋字 726 號。參見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 
21 比例原則指：（1）適當性：所採取的方法必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2）必要性：在眾多可以達

成目的的方法中，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3）狹義比例性：為達目的採取之方法所造

成的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