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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大法官是憲法守護者大法官是憲法守護者大法官是憲法守護者大法官是憲法守護者

軍人是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安全之軍人是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安全之軍人是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安全之軍人是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安全之捍衛捍衛捍衛捍衛者者者者

沒有軍人的盡忠衛國沒有軍人的盡忠衛國沒有軍人的盡忠衛國沒有軍人的盡忠衛國，，，，何來大法官守護憲法何來大法官守護憲法何來大法官守護憲法何來大法官守護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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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憲法意義

軍人財產權、

生存權、

工作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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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國防

軍事安全

體制之維護

憲法特別保障條款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並對其退並對其退並對其退

役後之就學役後之就學役後之就學役後之就學、、、、就業就業就業就業、、、、就醫就醫就醫就醫、、、、就養予以保障就養予以保障就養予以保障就養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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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違憲當然違憲當然違憲當然違憲

系爭條例侵害退伍軍人財產權系爭條例侵害退伍軍人財產權系爭條例侵害退伍軍人財產權系爭條例侵害退伍軍人財產權、、、、生存生存生存生存

權權權權、、、、工作權及就業與憲法基本權保障工作權及就業與憲法基本權保障工作權及就業與憲法基本權保障工作權及就業與憲法基本權保障

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規定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規定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規定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規定

當然違憲當然違憲當然違憲當然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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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為廣義公務員

釋字第430號解釋
「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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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為廣義公務

釋字第釋字第釋字第釋字第455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

務務務務。。。。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退休俸之退休俸之退休俸之

權利權利權利權利，或得依法以其軍中服役年資與任公務員之年資合併計

算為其退休年資；其中對於軍中服役年資之採計並不因志願

役或義務役及任公務員之前、後服役而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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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15號解釋

「憲法第18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
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志願役預備軍官及預

備士官為軍中基層幹部，係依法定程序選訓、任官，

並依國防法等相關法令執行訓練、作戰、後勤、協助

災害防救等勤務，自屬憲法第自屬憲法第自屬憲法第自屬憲法第18條所稱之公職條所稱之公職條所稱之公職條所稱之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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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第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第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第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第73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服公職權』所保障的俸給、退休金給與等權，則與生存權、財產

權內涵難有重大區別。顯見，憲法第18條的服公職保障若失去第15條
的生存、工作、財產等核心內涵，將成有體無魂的空洞規定。由此推

知，憲法第18條是具問題意識地在一般人民之外，特別為與國家產生
公法上職務忠誠關係，而衍生國家對公職人員生活照料義務所特設的

規定，並使『服公職權』與『財產權』產生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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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給與之憲法地位公務人員退休給與之憲法地位公務人員退休給與之憲法地位公務人員退休給與之憲法地位

財產權

生存權

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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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給與權利之憲法地位

財產權

既得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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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權的憲法性質既得權的憲法性質既得權的憲法性質既得權的憲法性質

具有「不可碰觸性」或「不可廢棄性」

「「「「既得權尊重原則既得權尊重原則既得權尊重原則既得權尊重原則」」」」

不僅為國際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不僅為國際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不僅為國際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不僅為國際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

於法國於法國於法國於法國，，，，更被確認為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更被確認為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更被確認為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更被確認為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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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法制波蘭法制波蘭法制波蘭法制

該國憲法法院該國憲法法院該國憲法法院該國憲法法院199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1日之判決日之判決日之判決日之判決（（（（K14/1992)
認為退休年金不同於失業救濟金，蓋其享有一種特別保障之

法律地位，其乃因退休金係以多年工作之貢獻及多年扣繳之多年扣繳之多年扣繳之多年扣繳之

部分薪資為基礎部分薪資為基礎部分薪資為基礎部分薪資為基礎，退休人員與退休基金間之契約關係，完全

建立於建立於建立於建立於「「「「信賴信賴信賴信賴」」」」之上之上之上之上，因此，新法溯及既往觸及已退休者之

退休權益，而宣告大部分之規定為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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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制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New Jersey州最高法院於州最高法院於州最高法院於州最高法院於2015年針對年針對年針對年針對Burgos v. State案案案案

判決認為公部門退休人員對基金之請求判決認為公部門退休人員對基金之請求判決認為公部門退休人員對基金之請求判決認為公部門退休人員對基金之請求，，，，乃屬乃屬乃屬乃屬「「「「不可被沒收之可領受不可被沒收之可領受不可被沒收之可領受不可被沒收之可領受

給付權利給付權利給付權利給付權利（（（（non-forfeitable）」）」）」）」，，，，該權利一旦成就該權利一旦成就該權利一旦成就該權利一旦成就，，，，即不得降低即不得降低即不得降低即不得降低，，，，退休退休退休退休

基金成員基金成員基金成員基金成員以其公職服務生涯賺取之退休因為以其公職服務生涯賺取之退休因為以其公職服務生涯賺取之退休因為以其公職服務生涯賺取之退休因為「「「「遲延給付遲延給付遲延給付遲延給付」」」」，，，，基於契約基於契約基於契約基於契約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法律創設基金成員之正當期待法律創設基金成員之正當期待法律創設基金成員之正當期待法律創設基金成員之正當期待，，，，使基金成員可信賴政府必及時使基金成員可信賴政府必及時使基金成員可信賴政府必及時使基金成員可信賴政府必及時

依法撥付依法撥付依法撥付依法撥付，，，，並化解基金赤字問題並化解基金赤字問題並化解基金赤字問題並化解基金赤字問題。。。。因基金成員與政府間已成立契約因基金成員與政府間已成立契約因基金成員與政府間已成立契約因基金成員與政府間已成立契約，，，，

如政府撥付不足如政府撥付不足如政府撥付不足如政府撥付不足，，，，即構成損害契約之義務即構成損害契約之義務即構成損害契約之義務即構成損害契約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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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制

Illinois州最高法院
2016年Johes v. Municipal Empioyees’Annuity & Benefit Fund of Chicago案
憲法保證退休基金成員「「「「受承諾應可領取之給付受承諾應可領取之給付受承諾應可領取之給付受承諾應可領取之給付」」」」，而非基

金剩有多少款項，故不許政府逃避支付退休金予員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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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權危機生存權危機生存權危機生存權危機！！！！
• 退休時間越長，退休人員所需之長期老年醫療及照護等支出必然驟

增，以需申請外籍勞工看護之退休人員為例，合計退休人員應支付外

籍勞工看護人員之薪資、加班費、就業安定基金、健保費等，金額已

逼近新台幣23,000元，而政府係經年提高外籍勞工之給付標準。
• 以目前新制雖號稱有「最低保障金額」，但該金額予以扣除申請外籍

勞工看護支出計算，軍公教退休人員所得維繫生活之家庭支出，實已

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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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得主張窮困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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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
「退伍除役人員擇領退除給與種類，除前項情形外，經審定生效後，

不得請求變更。」

據此，學者指出退休為一極為重大且不得於事後再予變更之事，依世

界銀行行政法庭之見解，退休條件當然屬於公務人員之退休條件當然屬於公務人員之退休條件當然屬於公務人員之退休條件當然屬於公務人員之「「「「核心且基本核心且基本核心且基本核心且基本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未經其未經其未經其未經其「「「「事前同意事前同意事前同意事前同意」，」，」，」，不得予以單方變更不得予以單方變更不得予以單方變更不得予以單方變更，況人民按對前揭

法律明文之理解與諭知，人民何以可得想像其不得事後請求變更人民何以可得想像其不得事後請求變更人民何以可得想像其不得事後請求變更人民何以可得想像其不得事後請求變更，，，，而而而而

政府卻得以為之政府卻得以為之政府卻得以為之政府卻得以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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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之改革前提不存在之改革前提不存在之改革前提不存在之改革前提

國家未撙節支出國家未撙節支出國家未撙節支出國家未撙節支出

政府未依法足額提撥政府未依法足額提撥政府未依法足額提撥政府未依法足額提撥

缺失未改善缺失未改善缺失未改善缺失未改善(64項重大缺失項重大缺失項重大缺失項重大缺失)
破產之說詞並未舉證破產之說詞並未舉證破產之說詞並未舉證破產之說詞並未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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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急需急需急需急需迫切迫切迫切迫切的的的的公公公公共利共利共利共利益益益益
蘇永欽前大法官

新法的改革真的已經達到為了追求公共利益新法的改革真的已經達到為了追求公共利益新法的改革真的已經達到為了追求公共利益新法的改革真的已經達到為了追求公共利益，，，，非常急需非常急需非常急需非常急需

迫切迫切迫切迫切，，，，毫無迴旋餘的程度毫無迴旋餘的程度毫無迴旋餘的程度毫無迴旋餘的程度，，，，必須重大溯及地剝奪既得權必須重大溯及地剝奪既得權必須重大溯及地剝奪既得權必須重大溯及地剝奪既得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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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溯及既往原則

系爭條例第系爭條例第系爭條例第系爭條例第36條條條條
拉近不同時期同階同年資之給付水準拉近不同時期同階同年資之給付水準拉近不同時期同階同年資之給付水準拉近不同時期同階同年資之給付水準

不同時期同一樓地板不同時期同一樓地板不同時期同一樓地板不同時期同一樓地板

顯然顯然顯然顯然溯及既往溯及既往溯及既往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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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溯及既往原則

系爭條例對於已退役軍人係屬系爭條例對於已退役軍人係屬系爭條例對於已退役軍人係屬系爭條例對於已退役軍人係屬「「「「真正溯及既往真正溯及既往真正溯及既往真正溯及既往」，」，」，」，應屬違憲應屬違憲應屬違憲應屬違憲

• 新法的要件回扣到施行前已經全部完成的事實回扣到施行前已經全部完成的事實回扣到施行前已經全部完成的事實回扣到施行前已經全部完成的事實，而其效果也延伸到施行
前，而為「真正溯及」

• 系爭條例之退休俸請求權經主管機關審定後，至核定處分生效時核定處分生效時核定處分生效時核定處分生效時，，，，退休退休退休退休
金請求權即已發生金請求權即已發生金請求權即已發生金請求權即已發生，，，，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要件事實的合致才告確定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要件事實的合致才告確定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要件事實的合致才告確定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要件事實的合致才告確定，則嗣
後才調降退休金的規定，並適用於這些請求權人，當然就是真正溯及既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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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溯及既往原則

退休給與本可一次領退休給與本可一次領退休給與本可一次領退休給與本可一次領

（（（（美國最新軍人退伍制度亦採取此制度美國最新軍人退伍制度亦採取此制度美國最新軍人退伍制度亦採取此制度美國最新軍人退伍制度亦採取此制度））））

既得權之總額已經獲得確定既得權之總額已經獲得確定既得權之總額已經獲得確定既得權之總額已經獲得確定

月退給與為遞延之給付月退給與為遞延之給付月退給與為遞延之給付月退給與為遞延之給付，，，，對其剝奪仍為既得權之侵害對其剝奪仍為既得權之侵害對其剝奪仍為既得權之侵害對其剝奪仍為既得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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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軍人之關係建立在國家與軍人之關係建立在國家與軍人之關係建立在國家與軍人之關係建立在「「「「雙向忠誠雙向忠誠雙向忠誠雙向忠誠」」」」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

軍人對國家的忠誠義務軍人對國家的忠誠義務軍人對國家的忠誠義務軍人對國家的忠誠義務

•忠勇為國為民之義務

•服膺及維護民主憲政秩序

國家對軍人的忠誠義務國家對軍人的忠誠義務國家對軍人的忠誠義務國家對軍人的忠誠義務

•對軍人的健康、安全
盡最大保護義務

•對軍人的薪俸、福利及退休、
撫卹具有贍養與照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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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能失信國家不能失信國家不能失信國家不能失信，，，，對軍人不忠誠對軍人不忠誠對軍人不忠誠對軍人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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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
採用不溯及既往原則採用不溯及既往原則採用不溯及既往原則採用不溯及既往原則

• 美國軍退制度：背景與最近發展

• 美國國會研究室報告

• Military Retirement: Background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 Kristy N. Kamarck

• Analyst in Military Manpower
• April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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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美國軍人退休制度
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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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未盱衡軍職服務期限之特質

按系爭條例第6條規定
• 「軍官、士官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如下：一、士官與除役年齡同。二、少尉、中
尉十二年。三、上尉十七年。四、少校二十二年。五、中校二十六年。六、上校三
十年。七、少將五十七歲。八、中將六十歲。九、上將六十四歲。（第1項）

• 前項服現役最大年限，自任官之日起算；服現役最大年齡，依其出生年月日計算至
足齡之年次月一日止。但留職停薪期間，不列計服現役最大年限期間。（第2項）

• 一級上將服現役最大年齡，不受第一項第九款之限制。（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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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未盱衡軍職服務期限之特質

按系爭條例第6條規定

除一級上將外，其餘之軍士官若無法晉升上階，即則必須退伍

受限於此，軍人平均退伍年齡僅約43歲，正值壯年，倘不能再投入社會工作，繼續服務社會、貢獻所長，
衹得賦閒在家，空耗月退俸度日，顯然為人力資源之浪費，對社會國家均非有利，更非正確之法政策。

具軍事暨相關專長之軍職人員依法退役後，如具學術專長者不能於國內學術及專業機構（尤其至國內大學）
再任其他職務，則無非令有學術自我實現能力之人員被逼遠赴國外之大學或相關機構任職，

豈非更不利於我國之學術研究發展及國防安全！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人員外流之例，前車之鑑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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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違反體系正義違反體系正義違反體系正義違反體系正義

以私立學校觀之，僅限「私立大學」，

排除私立專科院校、中小學等，

第以，系爭條款亦排除再任私立大學之其他職務者，

有違反體系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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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私立大學並非國家唯一有捐助之財團法人

以退役人員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作為停俸之理由

顯然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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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私立大學並非國家唯一有捐助之財團法人私立大學並非國家唯一有捐助之財團法人私立大學並非國家唯一有捐助之財團法人私立大學並非國家唯一有捐助之財團法人

以退役人員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作為停俸之理由以退役人員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作為停俸之理由以退役人員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作為停俸之理由以退役人員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作為停俸之理由

顯然違反憲法平等原則顯然違反憲法平等原則顯然違反憲法平等原則顯然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依銓敘部統計至107年3月28日公告之法人清冊彙整資料，政府「原始捐助(贈)
之財團法人」計305個，「捐助(贈)經費累計20%以上之團法人」計27個，兩
者中均無任何私立學校。由此可見，私立大學並非國家捐助對象之最大對象，
是以，對於國家財政支出並無排擠效應

35

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侵害人民工作權侵害人民工作權侵害人民工作權侵害人民工作權，，，，且違反不當聯結之憲法原則且違反不當聯結之憲法原則且違反不當聯結之憲法原則且違反不當聯結之憲法原則

軍人之退休俸或贍養金並非薪水，退休金（俸）是以多年工作

之貢獻與多年扣繳之部份薪資為基礎，而是其任職時國家強制

從薪資單上預扣，軍人不僅有部分負擔，此退休俸或贍養金更

彰顯國家對其退役後照顧之憲法義務，此為公法上之財產請求

權。至於如軍人再任私立大學，係其與私立學校間為私法上之

財產請求權，二者並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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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政府對於私立學校補助款僅及於教學與學生獎補助金政府對於私立學校補助款僅及於教學與學生獎補助金政府對於私立學校補助款僅及於教學與學生獎補助金政府對於私立學校補助款僅及於教學與學生獎補助金，，，，並不包括人事費用並不包括人事費用並不包括人事費用並不包括人事費用

108年所修正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年所修正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年所修正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年所修正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九點第九點第九點第九點第（（（（五五五五））））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第款第款第款第（（（（1））））目更就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更規定目更就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更規定目更就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更規定目更就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更規定：：：：「「「「本獎勵本獎勵本獎勵本獎勵
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補助經費經常門使用原則：：：：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教師薪資及教師薪資及教師薪資及
師資結構為主師資結構為主師資結構為主師資結構為主，，，，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供作下列經費所需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供作下列經費所需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供作下列經費所需應優先保留經常門經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供作下列經費所需：：：：
新聘新聘新聘新聘(三年以內三年以內三年以內三年以內)且符合校內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且符合校內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且符合校內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且符合校內授課規定及有授課事實之專任教師薪資：：：：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領有月退俸之教師領有月退俸之教師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薪資應由學校其薪資應由學校其薪資應由學校
其他經費支付其他經費支付其他經費支付其他經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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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私立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之退伍軍人私立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之退伍軍人私立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之退伍軍人私立大學擔任專任教師之退伍軍人，，，，

其薪資主要來自私立大學其薪資主要來自私立大學其薪資主要來自私立大學其薪資主要來自私立大學，，，，並未從政府領取雙份薪資並未從政府領取雙份薪資並未從政府領取雙份薪資並未從政府領取雙份薪資

教育部對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薪資之個別補助僅限於教育部對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薪資之個別補助僅限於教育部對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薪資之個別補助僅限於教育部對各大專院校專任教師薪資之個別補助僅限於

國內極少部分之教師國內極少部分之教師國內極少部分之教師國內極少部分之教師，，，，不具普遍性不具普遍性不具普遍性不具普遍性，，，，甚至排除退伍軍甚至排除退伍軍甚至排除退伍軍甚至排除退伍軍

人在私立大專院校專任之教師人在私立大專院校專任之教師人在私立大專院校專任之教師人在私立大專院校專任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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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過渡條款緩衝期間過渡條款緩衝期間過渡條款緩衝期間過渡條款緩衝期間，，，，明顯不足明顯不足明顯不足明顯不足，，，，是屬違憲是屬違憲是屬違憲是屬違憲

系爭條例修訂後於系爭條例修訂後於系爭條例修訂後於系爭條例修訂後於107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1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旋即旋即旋即旋即8月月月月1日對任教於私立大日對任教於私立大日對任教於私立大日對任教於私立大
學的退伍軍人停領退休俸學的退伍軍人停領退休俸學的退伍軍人停領退休俸學的退伍軍人停領退休俸，，，，如此劇烈之變動卻僅有如此劇烈之變動卻僅有如此劇烈之變動卻僅有如此劇烈之變動卻僅有1個月個月個月個月5 緩衝期間緩衝期間緩衝期間緩衝期間，，，，
使其使其使其使其2/3極難調適與重新規劃自己之財務與生涯極難調適與重新規劃自己之財務與生涯極難調適與重新規劃自己之財務與生涯極難調適與重新規劃自己之財務與生涯。。。。按過渡期間條款之按過渡期間條款之按過渡期間條款之按過渡期間條款之
訂定訂定訂定訂定，，，，應就其內容實質審查應就其內容實質審查應就其內容實質審查應就其內容實質審查，，，，如有恣意裁量或顯非合理之情形如有恣意裁量或顯非合理之情形如有恣意裁量或顯非合理之情形如有恣意裁量或顯非合理之情形，，，，而而而而
不足以緩和軍人所受之過度侵犯不足以緩和軍人所受之過度侵犯不足以緩和軍人所受之過度侵犯不足以緩和軍人所受之過度侵犯，，，，不利新法將有違憲之虞不利新法將有違憲之虞不利新法將有違憲之虞不利新法將有違憲之虞(參見司法參見司法參見司法參見司法
院釋字第院釋字第院釋字第院釋字第605號楊仁壽號楊仁壽號楊仁壽號楊仁壽、、、、王和雄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王和雄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王和雄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王和雄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故本規定故本規定故本規定故本規定
明顯違憲明顯違憲明顯違憲明顯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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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系爭條例之再任禁止條款成為國家干涉私立大學自治之違憲手段系爭條例之再任禁止條款成為國家干涉私立大學自治之違憲手段系爭條例之再任禁止條款成為國家干涉私立大學自治之違憲手段系爭條例之再任禁止條款成為國家干涉私立大學自治之違憲手段

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和獎補助私人企業性質是一致的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和獎補助私人企業性質是一致的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和獎補助私人企業性質是一致的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和獎補助私人企業性質是一致的，，，，都是在健全機構的發展與形成都是在健全機構的發展與形成都是在健全機構的發展與形成都是在健全機構的發展與形成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今若以私立大學接受獎補助為由今若以私立大學接受獎補助為由今若以私立大學接受獎補助為由今若以私立大學接受獎補助為由，，，，以停俸方式限制或阻礙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以停俸方式限制或阻礙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以停俸方式限制或阻礙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以停俸方式限制或阻礙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
大學教職大學教職大學教職大學教職，，，，不啻妨害學校發展不啻妨害學校發展不啻妨害學校發展不啻妨害學校發展，，，，干涉其人事干涉其人事干涉其人事干涉其人事、、、、財務或業務財務或業務財務或業務財務或業務，，，，有違獎補助之初衷有違獎補助之初衷有違獎補助之初衷有違獎補助之初衷，，，，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大學自治精神大學自治精神大學自治精神大學自治精神，，，，同時亦妨礙憲法保障契約自由權同時亦妨礙憲法保障契約自由權同時亦妨礙憲法保障契約自由權同時亦妨礙憲法保障契約自由權。。。。不能以停俸方式限制退伍軍人到同不能以停俸方式限制退伍軍人到同不能以停俸方式限制退伍軍人到同不能以停俸方式限制退伍軍人到同
樣接受政府獎補助之私人企業任職樣接受政府獎補助之私人企業任職樣接受政府獎補助之私人企業任職樣接受政府獎補助之私人企業任職，，，，卻單獨限制退伍軍人到私立大學任教卻單獨限制退伍軍人到私立大學任教卻單獨限制退伍軍人到私立大學任教卻單獨限制退伍軍人到私立大學任教，，，，該限制條該限制條該限制條該限制條
款顯然無理款顯然無理款顯然無理款顯然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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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禁止之違憲理由
系爭條例限制剝奪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大學工作權系爭條例限制剝奪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大學工作權系爭條例限制剝奪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大學工作權系爭條例限制剝奪退伍軍人再任職私立大學工作權

亦不利國家學術發展亦不利國家學術發展亦不利國家學術發展亦不利國家學術發展，，，，危害於公益更重危害於公益更重危害於公益更重危害於公益更重。。。。

退休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退休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退休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退休軍人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係因該退伍軍人具有大學教師任用資格係因該退伍軍人具有大學教師任用資格係因該退伍軍人具有大學教師任用資格係因該退伍軍人具有大學教師任用資格，，，，及具學術及具學術及具學術及具學術
研究及教學能力研究及教學能力研究及教學能力研究及教學能力，，，，私立大學始可能予以聘任私立大學始可能予以聘任私立大學始可能予以聘任私立大學始可能予以聘任，，，，並非軍人退伍即可均由私立大學照單全並非軍人退伍即可均由私立大學照單全並非軍人退伍即可均由私立大學照單全並非軍人退伍即可均由私立大學照單全
收收收收，，，，反之反之反之反之，，，，私立大學校係盱衡其學術發展需要私立大學校係盱衡其學術發展需要私立大學校係盱衡其學術發展需要私立大學校係盱衡其學術發展需要，，，，且經過大學之聘任審查程序且經過大學之聘任審查程序且經過大學之聘任審查程序且經過大學之聘任審查程序，，，，始予聘始予聘始予聘始予聘
任任任任。。。。具任教大學之退伍軍人具任教大學之退伍軍人具任教大學之退伍軍人具任教大學之退伍軍人，，，，除具有前開學術研究及教學能例外除具有前開學術研究及教學能例外除具有前開學術研究及教學能例外除具有前開學術研究及教學能例外，，，，尚可傳授其實務經尚可傳授其實務經尚可傳授其實務經尚可傳授其實務經
驗驗驗驗，，，，提供學生就業所需及適應社會之知能提供學生就業所需及適應社會之知能提供學生就業所需及適應社會之知能提供學生就業所需及適應社會之知能，，，，對學生之受教權極具助益對學生之受教權極具助益對學生之受教權極具助益對學生之受教權極具助益。。。。新制貿然以無新制貿然以無新制貿然以無新制貿然以無
任何立論基礎之修法手段任何立論基礎之修法手段任何立論基礎之修法手段任何立論基礎之修法手段，，，，除斷然剝奪限制公立學校退休教師之工作權外除斷然剝奪限制公立學校退休教師之工作權外除斷然剝奪限制公立學校退休教師之工作權外除斷然剝奪限制公立學校退休教師之工作權外，，，，同時造成同時造成同時造成同時造成
學生受教權之嚴重妨害學生受教權之嚴重妨害學生受教權之嚴重妨害學生受教權之嚴重妨害，，，，截然與公益原則相違截然與公益原則相違截然與公益原則相違截然與公益原則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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