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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教育改革不僅為拯救學校之生命，更在為維繫教育良知之靈魂。 

知識為世界最大之公共財1，可謂道盡知識原有之無私。進入知識領域

之路徑，並非止於學校教育一途，但學校教育卻係最直接且具體系功能之

法門2，尤其人才為國家根本之基石，而學校教育更為人才庫培養之搖籃。

各家對教育之定義不一，但不可否認者，其係為實現人類身心兩面文化價

值及促進人類人格形成之人為活動，故從其機能方面考察，係為協助人類

精神生活之自我保存與傳播，具體而言，係為發揚及傳達人類文化資產之

知能及技能3。憲法對於民主國、文化國建設及對世界和平、人類福祉之貢

獻等理想，根本之道，亦須藉由教育之力承擔此責任，因此，教育應以育

成完整人格、建設和平國家社會、熱愛真理與正義、尊重個人價值、充實

自主精神之國民為目的4。憑此可見，教育本質所追求之人才培育目的，不

僅應盡力追求卓越，亦應履行最終之社會正義5，是以，教育應為育成新世

代國民及社會之共同課題6。 

從社會現實面觀之，功績社會與教育機會極易形成一種循環，而產生

階級複製現象，職此，建構維繫教育機會公平取得及其實現機制，為攸關

人民權利之重要事項7。自功利角度而言，教育且係知識經濟之基礎建設，

欲求國富民強，長久之計，教育乃不可或缺之投資。 

法之靈活度、對社會之回應能力及社會之正義為國家與行政現代化成

功之重要條件8。近年，國內及國際之教育環境丕變，教育作為給付行政之

一環，其現代化不僅係一趨勢，更其自身之任務。以往，國家長期對教育

進行嚴格管制，造成公教育之獨占或寡占，致整體教育規範體系僵化、教

                                                 
1 張清溪、許嘉棟、劉英釧、吳聰敏，經濟學：理論與實際（上冊），自版，2004 年 8 月，頁 321。 
2 從而，國家介入學校教育所施知識內容之選擇，最易構成國家從事思想控制之手段。國家若有

此不良企圖，勢必對教育採取特別高度之政治控制與嚴格密度之法律控制，正式學校教育淪為階

級控制之有效工具，將不足為奇，是以，在此環境下產生之所謂知識份子，經常係統治機構之附

庸者。 
3 神野清，教育行政法要說，學術圖書出版社，1990 年 1 月，頁 1。 
4 神野清，教育行政法要說，學術圖書出版社，1990 年 1 月，頁 13。 
5 黃榮村、胡家祥，民間興學與辦學的政策環境：以中小學為例，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

託研究，1996 年 12 月，頁 2。 
6 神野清，教育行政法要說，學術圖書出版社，1990 年 1 月，頁 52。 
7 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32。 
8 Rainer Pitschas 演講，論德國行政總論之改革，黃鉦堤譯，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1期，1998

年 7 月 15 日，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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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給付之內容單一化。嗣政治環境解嚴，及經一系列教育改革運動後，教

育與其他行政管制一般，大步邁向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自由化路

徑，民間參與、合作國家（Kooperativer Staat、Cooperated nations）、

公營事業或公行政事物民營化、公私協力（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等理念儼然已為本世紀行政法建制之重點9。邇來之行政改革，除著眼於消

除國家財政赤字之對策外，在克服由官僚主導社會經濟構造之過程中，行

政組織之瘦身及效率化課題，亦成為行政作用之必要配套，亦即，基於資

源之有限性，整體行政組織之瘦身化及從經營觀點建構有效率之體系，特

別具有現代行政法本質上之重要性10。然行政改革不得淪為單純之人事或

組織裁減，或一味主張成本降低及瘦身等政策11，蓋行政之核心價值，乃

在實現正義，悖於正義實踐之改革，並不具其正當性，屬於行政一環之國

民教育亦復如是。是故，近年來，世界先進國家體認到社會急遽之變遷而

紛紛提出之教育改革，多已注意同時追求卓越（excellence）、效率

（efficiency）及公平（equity），此亦成為 1980 年代以來各國教育界努

力之鵠的
12。 

有別於一般給付行政，教育在世界貿易組織（WTO）所形塑之價值體

系中，已被悄然加入市場之要素，教育之提供者身分，從傳統上主要由本

國國家或人民作為給付主體之態樣被逐漸解放，外國人亦可取得合法提供

者之地位。即使在自己之國度中，因應解除管制及多元化等需求之共識，

教育給付之來源仍有分散化之必要，使教育交由國家與社會共管。從而，

民間參與公立學校辦學，因之取得正當性及合理性。以本文所關心之民間

參與公立國民中小學興學法制而言，委託私人辦理國民教育可提供家長多

元之教育選擇權，使學生獲得其所需求之具教育特色教學內容及多元學習

課程，並促進教育之多元化。此教育體制改革，解除中央或地方之部分教

育管制、回歸國民教育地方自治事項之地方自主空間、委託私人經營求取

辦學績效等，各與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所建構之「去任務化」、「地

方化」、「委外化」
13等行政組織改造方向，有近似或相同之處。 

教育基本法第 7條第 2項前段明定：「政府為鼓勵私人興學，得將公

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復規定：「前項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理，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循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上揭規定之精神，訂定規範

                                                 
9 城仲模，廿一世紀行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收錄於臺灣行政法學會編，行政命令、行政處罰及

行政爭訟之比較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 年 12 月，頁 65-66。 
10 磯部力，行政システムの構造変化と行政法学の方法，收錄於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編，行政

法の發展と変革上卷－塩野宏先生古稀記念，有斐閣，平成 13 年 6月日，頁 55。 
11 Rainer Pitschas 演講，論德國行政總論之改革，黃鉦堤譯，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1期，1998

年 7 月 15 日，頁 176。 
12 黃昆輝、楊國賜，我國跨世紀的教育改革，收錄於林玉体主編，跨世紀的教育演變－孫校長抗

曾先生百齡華誕祝壽論文集，文景書局有限公司，1998 年 11 月，頁 91-92。 
13 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推動之行政組織改造指標，尚包括「法人化」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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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度不一之自治條例或自治規則14，資為各該縣市委託私人辦理國民教育

之法源。賦予委託私人辦理公立學校之法源，其合法性已然具備。惟學理

上所關注之議題，不應流於形式之合法性，而係包括實質之合法性，甚且

應深究其必要性及合理性。在實質合理性部分，應自憲法及行政法（尤其

係教育法）觀點進行分析。至於其必要性及合理性，相對於一般行政之去

管制及委外化，有相異卻近似之結構性因素。簡略而論，一般行政之去管

制及委外化主要係肇因於傳統行政之公部門獨占性，欠缺有效之競爭系

統，長久以來，其運作之僵化所形成之流弊，無法透過行政組織之內部機

能產生結構性之改善機制，故而，轉求諸外部之改造；有別於一般行政之

教育給付，我國自憲法以降之法規範體系，係遂行公私立學校二元併行之

雙軌制，理論上，應已具備互為競爭之態勢及環境，亦即，若公教育之給

付不足或教育品質欠佳，可轉向私部門提供之教育商品作自我決定及選

擇，但實況並非如此，我國私立學校之發展在解除戒嚴前之威權時期可謂

被嚴重壓抑，不祗私立學校數量無法蓬勃發展，故無法構成公立學校招生

之威脅，或滿足公教育供給面不足之需求，就其教育內容，無分各級各類

教育均遭高密度管制，在高級中等教育以下且受升學主義之扭曲，私立學

校根本無從發揮其教育多元之效能，當前雖管制漸寬，多元教育較不受打

壓，然亦未成氣候，仍不足與英美之成熟私立學校辦學成就相比，準此，

對於公教育之改造及公立學校法制之改革，顯然不能全然仰仗私立學校作

為唯一之改造系統。換言之，在思考上，即使我國之教育體系擁有公私二

元系統，並不宜認為公立學校辦學不力，可遽而予以關閉，而設定以私立

學校產出之教育供給作為人民對於教育需求之替代選擇。何況關閉辦學不

力學校，就國民教育之國家義務履行而言，事涉受國民教育基本權是否倒

退問題，另於實際辦學面言之，祈求私立學校補充教育供給面，並非一日

可蹴，且非所有地區對私立學校之辦學者均具吸引力，是以，國家之教育

事務若過度依賴私立學校，可能有欠實際。承此而言，似宜定調為不應排

除公私學校既有辦學機制之檢討改進，然可以更開闊之心態，接納藉由民

間參與公立學校經營之改造構想，作為公私立學校辦學雙軌外之第三路徑

思考模式，以活絡辦學之多元，並促成教育內涵之多元。 

而處於科技日新月異及資訊發達之現代，在建構上述第三路徑之可行

結構過程中，教育環境及其時勢發展瞬息萬變，故而，以實驗替代全面性

改造，以測試替代推翻式之變動，進行平和之學校體制改革，可降低教育

改革之風險，且在長期之實踐研究中，更可精確地開發最適之學校法制。

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行教育實驗……以提昇

                                                 
14 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

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自

治條例；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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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15此規定應即此意。從而，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2項前段、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即有與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

規定併為觀察與統整理解之必要。質言之，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之法制

與學校型態實驗固有其核心之教育理念及法理基礎，然二者不可全然分離

思考，基於實驗之創新精神，應容許委託私人辦理類型之多元化及嘗試開

發之容許性。據此而言，實驗之容許性構成促進委託私人辦理類型多元發

展之輔助性正當化基礎。 

再回歸我國現有法制之微觀面，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就前述委託

私人辦理之模式，並無具體列舉或例示規定，依國民教育法授權地方政府

訂定相關辦法之體例，就此似有意令地方自我形成之。學說對其辦學模式

之類型化，互有異同，特許學校以特許模式參與國民教育為其一模式，而

依相關地方自治條例興辦之特許學校，已見顯著教育特色及成果。惟前述

現行法制之具體作為乃以地方自治法規作為細部辦學結構之法源，依其法

律位階，因無法排除中央有關教師資格、待遇、退休、撫卹及權利保障等

法律之適用，故特許學校辦學仍有事實上之侷限性。此外，肇因於相關法

制不完備，亦造成特許學校之定位不明，致主管機關、學校學生及教職員

等權利義務亦難以釐清。解決方略，簡言之，除兼顧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自

治權限外，尤應提高法源之法律規範位階，以制定特別法排除不必要之國

民教育立法管制，同時提升辦學績效，以建構國民教育委託私人辦理完整

之法律體系。為追求法制之完備，法制之整備已積極進行中，茲如國民教

育法修正草案業將第 5條第 3項前段規定修正為：「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得委託私人辦理；其相關規定，另以法律定之。」教育部國民教育

司（下稱國教司）於民國 94 年專案委託董保城教授主持、吳清山教授及

周志宏教授任協同主持所進行之「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

條例」草案研擬
16，筆者有幸擔任研究助理，參與相關研究i，又同司於民

國 97 年再委託董保城教授主持「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

條例」草案後續研究案，筆者亦擔任研究助理17。前開草案，教育部已交

                                                 
15 高級中學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高級中學分為下列類型：……四、實驗高級中學：指

為從事教育實驗設立之學校。」、同條第 4項：「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立之條件、程序、附設職業

類科或國民中小學部等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同法第 11條：「高級中

學為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得辦 理各種教育實驗；其教育實

驗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職業學校法第 8條之 1規定：「職業學校為應特殊需

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得辦理各項教育實驗；其各項實驗範圍、

申請方式與程序、審議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私立學校法第 57 條第 3項第

5款規定「私立學校經學校主管機關評鑑辦理完善，績效卓著者，除依法予以獎勵外，其辦理下

列事項，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不受本法及相關法令規定之限制：……五、辦理學校型態之實

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實驗。」、同條第 4項規定：「私立國民中小學校非政府捐助設立且未接受

政府獎補助者，經報請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其辦理前項各款事項，得不受本法及相關法令之限制。

但其違反法令或辦理不善，經學校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應回復受其限制。」並參見。 
16 國教司依本研究案版本送教育部法規審議委員會審議後修正之內容，如附錄 1。 
17 後續研究案，至本文完稿前尚未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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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法規審議委員會審議完畢，審議期間筆者復有幸隨同董保城教授參與

審議過程，期間多能查悉相關院、部會提供之修法意見，使個人於撰寫本

文時，得充分統整性地思考特許學校法制於我國法律體系中之設計與整備

應注意之環節，從中認知特許學校一二，並略有所思，故擬就此教育法課

題，以憲法及行政法理論為研究核心。 

 

  第二項  研究目的 

 

作為基礎教育之國民教育為所有體制性學校教育之基石，現行法制對

於國民教育事務雖有相當程度之規範，但於傳統法學中，與國民教育相關

之教育法學理分析，則欠缺體系化之完整論述，亟待系統性之建構。惟不

單應對國民教育法制為概括性之認識，本文更試圖著眼於私部門參與公部

門辦學之合作關係角度，期能構築公立學校辦學之體制性法規範改革工

程。在各種公立學校體制改造模式中，本文選定兼具開展教育專業、融入

競爭概念、重視學校自主、符合家長選擇權及實踐教育績效制度之特許學

校法制作為討論之核心，除藉由法理檢視現有法制之完備與否，亦溯源於

教育學原理，甚至影響教育體系結構至深而常為人忽略之自由主義思想，

以清楚認知邇來教育改革對公立學校體制批判之正確性及未來我國法制

應有之立法取向。依此，本文之目的略有以下各端： 

一、結合法學與自由主義思想、經濟學、教育學及公共行政學等社會科

學領域之理論，深入理解教育改革之內涵，並就教育改革事項之一

之民間參與公立學校辦學方面，探究憲法學及行政法學之理論基

礎，並建構契合國民教育法制及屬國民教育法制中之特許學校基本

原理原則。 

  二、透過對以美國特許學校法制為核心之研究，清楚認識此革命性學校

改造法制之核心價值、法制結構、實施情況及利弊得失，作為我國

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暨相關地方法規等法制檢討改進之判準，

及立法中之「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與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例」
18草案相關規定之參考。 

  三、法規範之落實有待於實務運作之實踐，目前宜蘭縣已有宜蘭縣慈

心華德福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下稱慈心華德福中小學）、

宜蘭縣公辦民營人文國民中小學（下稱人文中小學）等 2

所特許模式之學校辦學中，因現行法制未臻完善，故於法律之適

用，多有疑義，在「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

草案完成立法前，本文所為之法學分析，應可發生澄清之作用，並

作為適用法律之準則。 

                                                 
18 如附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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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一項  以國民教育為討論課題 

 

觀諸外國法制，民間參與公立學校辦學，已廣泛及於各級學校，諸如

日本且有公設民營大學，此類大學尚且被認為係國公立大學法人化之先行

事例19。惟高等教育係以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為核心，而國民教育階段係

國家為實踐提供義務教育之國家義務，介於其間之高中教育為銜接高等教

育之預備教育20，至職業教育則係為培養專業基層技術人才為目標21，彼此

所據之教育原理及教育法理互殊，本文並不否定，甚且相信各級、各類公

立學校均有委託私人辦理之可能性22、獨特之法制需求及因應策略，然盱

衡討論篇幅，認難併論各級、各類公立學校之民間參與法制課題，且基於

我國現況，國民教育之民間參與公立學校不僅有現行法制運作，且有辦學

實例可資調查，然有法理論欠缺及運作上之窒礙問題實然發生，故暫僅鎖

定國民教育階段之公立學校民間參與一隅加以檢討分析，餘則留待他日另

有餘力再續行研究。 

 

第二項   以民間參與各類方式中之特許學校模式為研究  

核心 

 

自 1970 年代末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興起後，除經濟面之

市場自由化持續擴大外，市場理論之風同時吹入政府部門中之教育領域，

研究政府部門之公共行政學及研究學校教育之教育學理論亦開啟市場觀

點之風潮。以新自由主義理論為哲學基礎之政府改造理論，愈加相信市場

之資源分配機能，私部門之功能備受重視，所謂小政府、理性選擇、尋租、

                                                 
19 高橋寬人，公設民營大學設立事情，東信堂，2004 年 1 月 10 日，作者序頁 4。關於該國各公

設民營大學之設立背景及實務操作情形，該書有詳細分析。 
20 高級中學法第 1條規定：「高級中學以陶冶青年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

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相關之民間參與興學研究，參見林玉芬，臺灣省公立高中公辦民營理論

分析暨可行策略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年 7 月；李希揚，我國高中

職教育市場化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 
21 職業學校法第 1條規定：「職業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青年職

業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相關之民間參與興學研究，參見李

希揚，我國高中職教育市場化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又

臺北市教育局亦曾提出公立高職民營化之構想，參見高強華，鼓勵民間參與學校經營的有效途

徑，中等教育第 48 卷第 1期，1997 年 2 月，頁 45。 
22 教育基本法第7條第2項並不限制公立學校公辦民營之層級，故理論上舉凡正規教育均可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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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私有化、民營化、市場化、企業化、簽約外包、民間參與、公私合

作與協力、鬆綁、解除管制、程序簡化、民眾優先、顧客導向、成本計算、

競爭、效率、效能、績效等類似及交錯影響之政府改造理論、呼籲不斷衍

生，以至形諸政策之實施，紛紛出籠，演繹而成之公共行政學新公共管理

理論一併點化教育改革者開啟對傳統學校制度改造之法門。 

相應於經濟學理論及公共行政學理論，我國之教育學者及教育法學者

對當前之教育環境及法制亦有所批判與建議，在國民教育領域方面，除就

國家獨霸於辦學市場之實然面，認有回復憲法保障私人興學自由之應然面

外，亦指摘傳統公立學校體制之僵化及辦學績效之遲滯。一時興起之學校

體制改革研究，陸續有建言提出，但以屬教育學理論之探討為多，有系統

之法學剖析，最初起於周志宏教授於國教司委託研究案中之研究報告，氏

以民營化作為核心概念進行法制模式解析，並進一步類型化為將學校資產

全部或部分移轉予私人類型、BOT 類型
23、民間承包類型、管理契約類型、

個別事項契約外包類型、公私合夥類型（如衛星學校）、特許學校類型等24，

並為此後諸多教育學者引為分類基準。至於以學位論文專就其一類型為題

進行之法學研究，目前仍付之闕如，本文是以特許學校模式為討論核心，

試為析論。 

誠如前述，針對民間參與國民教育公立學校辦學乙節，於中央立法之

法律面觀之，業有教育基本法第 7條第 2項前段明定：「政府為鼓勵私人

興學，得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及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

「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理，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定之。」而於地方法規方面，則依序有高雄縣於民國 89 年 5月 23 日

公布之高雄縣鼓勵民間參與經營教育事業自治條例、臺南市於民國 89 年

10 月 2日公布臺南市獎勵私人興學自治條例、宜蘭縣於民國 90 年 1月 9

日公布之宜蘭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自治條例、臺中縣於民國 90

                                                 
23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參法）第 8條第 1項：「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一、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二、由民間

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

歸還政府。三、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四、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

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五、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六、為配合國

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七、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方式。」基本上係以興建（Build）、移轉（Transfer）及營運（Operate）3 種基本要

素作為建構模式之元素，第 1款可簡稱為 BOT、第 2 款及第 3款可簡稱為 BTO、第 4款可簡稱為

ROT、第 5款可簡稱為 OT、第 6款可簡稱為 BOO、第 7款目前包括可簡稱為 BOOT、BO 及 BT 等 3

種模式（陳明燦、張蔚宏，我國促參法下 BOT 之法制研析：以公私協力觀點為基礎，公平交易月

刊第 13 卷第 2期，2005 年 4 月，頁 47-48）。我國關於公立學校公辦民營之教育研究，幾概以

BOT 稱之，未再個別細論。 
24 馬信行、于卓民、歐進士、周志宏，國民教育公辦民營之可行性研究，教育部國教司委託研究

案，1996 年 9 月。周志宏研究報告部分，從法律觀點看國民教育公辦民營可行性，收錄於氏著，

教育法與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9 月，頁 26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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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月 16 日公布之臺中縣政府鼓勵民間參與經營教育事業自治條例、新

竹縣於民國 91 年 8月 1日發布之新竹縣則訂定新竹縣立各級學校委託私

人辦理試辦計畫、桃園縣於民國 92 年 1月 14 日公布桃園縣公立學校委託

民間經營自治條例、臺北縣於民國 92 年 2月 24 日公布之臺北縣國民中小

學委託民間辦理自治條例、臺中市於民國 92 年 7月 21 日公布之臺中市立

中小學委託民營自治條例、嘉義縣於民國 94 年 4月 14 日公布之嘉義縣學

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例。 

省視前揭法制，顯可發現地方法規對於多為教育學所研究，且成為美

國多數州實定法法制之特許學校類型反遭冷落，而多傾向採取承租模式或

接近 BOT 模式，此與近年間教育改革論所強調之教育鬆綁及教育多元化是

否相符，實屬可疑。上開「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

草案針對委託私人辦理公立學校之模式，則對特許學校類型獨予青睞。就

此立法趨勢，本文將嘗試以法學觀點為基礎，輔以教育學、經濟學、公共

行政學等相關理論，探討特許學校法制於實質法治國原則下，應有之學理

認識及法律原理原則之建構，以供前述草案立法之參考。而應附帶一言

者，與上揭草案之立法研究，尚有周志宏教授主持、馮朝霖教授及陳佩英

教授協同主持依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所研擬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例」草案，此二草案之法制基礎並不完全一致，尤其該草案關於高級

中等學校部分，更非本文所得處理之範疇，惟其所涉國民教育相關規範，

諸如公立學校學校制度、行政運作、組織型態、財務與會計、校長及教職

員工資格與聘任禁用、課程、入學、評量等之教育改革立法，與「公立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相關立法，猶有相近之旨趣，

是於此部分，本文將併為觀察，資為「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理條例」草案修正之參考。 

 

  第三項  研究方法 

 

法學之分析研究，有諸多路徑。本文則嘗試主要以文獻分析法、比較

法、參訪法及參與法等角度，就民間參與國民教育公立學校辦學中之特許

學校模式，於我國法制建構中應兼顧之理論與實際，提出討論及進行檢

視。茲分述如下： 

 

第一款  文獻分析法 

 

基於法學研究係本文之核心，故法學議題之討論乃必然之事，然由於

目前針對特許學校之教育法學專論研究較為缺乏，故而，須借重憲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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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學、教育法學等公法學理論作為基石，盱衡國民教育之特殊性及特

許學校法制之可能建構，將公法學理論延伸至國民教育法學及特許學校法

領域，以構築合乎法治國理論之國民教育法制原理原則，及其特別法之特

許學校法制原理原則。除此之外，源於美國之特許學校法制，其緣起與自

由主義尤其係自由經濟理論之現代發展趨勢有緊密聯結關係，又公立學校

乃行政組織之一環，亦成為公共行政學中政府改造各家論述中之一部分，

是以，本文亦併將自由主義特別係自由經濟理論及公共行政學之相關理論

採為文獻分析之對象，而涉及學校經營及教育本旨等部分之教育學相關理

論與實證研究，復屬不可缺。 

 

第二款  比較法 

 

於比較法方面，誠如上開所言，美國特許學校法制為特許學校制度之

始祖，故本文將分從其發展歷史背景及於法制結構部分，在不同章次中，

予以介紹。其他西方主要國家，受新自由主義薰陶之程度不一，又各有其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及法制背景，故學校教育法制市場化之程

度乃有別，職是，各國間採取之自由化及市場化政策層次及手段互異，特

許學校並非西方主要國家間改造公立學校唯一或共通之策略。依文獻研究

所見，除加拿大之一省有予取法外，其他國家無明顯之繼受跡象，亞洲國

家亦然，鄰國之日本雖有漸次管制鬆綁之勢，惟態度猶相對保守。中國大

陸以社會主義為國家施政之思想核心，但於改革開放後，有心於教育領域

實施部分調整，在公立學校之改造上，以行政上之事實作為，創造法制中

之折衷類型成為轉制學校，雖與特許學校仍有間，但已屬近似。唯一積極

繼受者，可謂我國，是本文將由分章中，分別就相關之教育改革歷史簡要

說明，並以前述美國法制作為比較之基礎，進行我國現有法制之分析，進

而建構我國特許學校之法制。 

 

第三款  訪視法 

 

為瞭解我國現有特許學校辦學實況，除於擔任「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研究案研究助理時，與董保城教授共同訪視

慈心華德福中小學、人文中小學等 2 所學校；另於擔任同條例草案

後續研究案研究助理期間，為再進行辦學類型之實證比較觀察，復與董保

城教授共同訪視桃園縣民營諾瓦國民小學（下稱諾瓦小學）。從實

證之調查分析中，可獲知實際辦學者之辦學理念、實施實況、遭

遇困境、法制需求及具體建議等，有助於學理及實務之對話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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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避免理論與事實之脫節。 

 

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 

 

本文所謂民間係泛指自然人、私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學說上有以

私人稱之，如行文之需，有時亦循此用詞，惟特以民間為稱者，係作為與

公部門相對之意義，即指國家公部門外之私部門之謂。 

所謂民間參與係指私部門之人力、資力、技術等，取得公部門事物之

經營權，或與公部門進行合作或互為協力之謂。其參與程度，可因立法政

策及實務需求而定，且因類型之異，而有參與程度之別，且因其類型之特

質，致有發揮功能之長，及開展效能之極限。就公立學校部分言之，學理

上，其主要類型概有上述學校資產移轉私人類型、BOT 類型、民間承包類

型、管理契約類型、個別事項契約外包類型、公私合夥類型（如衛星學校）
25、特許學校等，惟本文囿於篇幅，祗以特許學校類型為探討核心，行文

餘力，始觸及其他類型，予以比較分析。 

所謂興學，於法學上之討論，向以「私人興學」作為課題。法學界多

認為私人興學為憲法基本權之一，惟我國憲法並無私人興學之明文，更遑

論於憲法中予以定義，故關於私人興學基本權之憲法法源為何，學者間之

見解不非齊一，即若私立學校法係最易被理解為典型之私人興學立法，該

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亦提及私人興學一詞，然同法復未對私人興學加以定

義，惟參諸同法整體之法意，應係指私人得依其內在之自由，基於其教育

理念，具有設立及辦理公部門所設以外學校之權利。從而，傳統上，私人

興學之概念係與公教育立於相對之地位，並不具備民間參與或公私合作之

價值意涵。然隨教育思潮之演進，前述狹義之概念有予以修正之必要。教

育基本法第 7條第 1項前段稱：「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而參

照同條第 2項前段規定稱：「政府為鼓勵私人興學，得將公立學校委託私

人辦理」；又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理

為原則，並鼓勵私人興辦。」該條第 3項前段則規定：「前項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理」，是此之興學與「辦理」可謂同義，即學校

創辦或經營之謂，本文所述關於參與「興學」者，亦指此意。依據近年間

學理及辦學實務之發展，學說上整理教育領域之民間參與興學模式，類型

化出前述學校資產移轉予私人類型、BOT 類型、民間承包類型、管理契約

類型、個別事項契約外包類型、公私合夥類型、特許學校類型等主要態樣。 

                                                 
25 多數學者所稱之衛星學校為 satellite schools，意謂由企業提供學校所需之校舍及設備等，

使其員工子女於家長工作場所，而由政府提供教師、教材等用品或費用，俾企業員工就近照顧在

該處就讀之子女。惟亦有另指利用現代衛星技術實施遠距教學之 Star School，本文所指之衛星

學校係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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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謂公立學校並不包括附屬實驗中小學學校及教育部所屬之中

小學，蓋其為教育大學院校之附屬學校，其擔負之教育任務與由地方政府

設立之公立國民中小學之設校目的不同，且其辦學績效應由該校院擔保

之，預期教育部或教育校院應不致有委託私人經營之計畫與需求，故本文

所稱之公立學校係指由地方政府基於辦理國民教育地方自治權所辦理之

公立國民中小學。 

所謂特許係謂人民原不擁有之自由權利，例外地賦予人民；此與人民

原本擁有之自由權利，但依法暫時予以限制，俟行政機關審查後予以許

可，人民始得行使之許可，尚有不同。 

所謂特許學校係美國學說及法制中所稱 charter school 之迻譯，學

說間對此翻譯不一，或稱委辦學校、公辦民營學校、合約學校、契約學校、

約章學校，但以稱之特許學校者居多。此新型態之學校法制，概略係指本

於教育市場化、分權化、彈性化之改革方針，為改善傳統公立學校所產生

之集權化、標準化、統一化及同質性所生之流弊，而引進專家、競爭、自

主、選擇及績效責任等之機制，以形成獨立性高，且降低或解除教育管制

之新型學校教育體制，容許經過主管機關依法之特許（charter），大量解

除公立學校之法律管制，以展現更具多元化及創造性之公立學校委託私人

經營教育體制。若將之譯稱委辦學校或公辦民營學校，僅足以顯現其係政

府委託私人經營公立學校之性質，又稱以合約學校、契約學校、約章學校，

單能說明該學校之辦學者與政府間法律關係之連結，係透過簽訂契約取得

經營權之特徵，是故，舉凡以委辦學校、公辦民營學校、合約學校、契約

學校、約章學校均無法適切地彰顯該法制對公教育辦學之鬆綁，及因法制

之授權，使辦學者取得免除部分管制之特許，而獲取高度獨立性及自主性

之核心特質，故本文認為採特許學校之譯名，較具適當性，且便於與現有

研究文獻相連結。美國因係聯邦國家，故制定有特許學校法制之各州，其

特許學校類型、特許範圍、經營模式等各有特色。我國目前教育法制上，

中央之立法尚無特許學校之法令用詞，但於部分地方自治條例中，有依教

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之規定意旨所訂自治條例

以特許模式以稱，本文爰贊成參照美國特許學校名之。針對現有地方自治

條例依特許模式辦學之學校亦略稱特許學校，以免論述上之冗贅，但相對

於特許學校之辦學模式，前述其他辦學模式欠缺較完整之學校辦學法制，

學說上未見以其他某某辦學模式而稱之某某學校，是基於此相對稱謂之

需，則或以特許模式相稱。惟應說明者，以特許學校為名之特許，是否與

法學上固有「特許」之意義相符，本文認為私人參與公立學校辦學應為憲

法私人興學基本權內涵之一部分，此基本權依然受憲法比例原則之拘束，

然按我國憲法及現行教育法制雖採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二元制，人民擁有

憲法所保障之私人興學自由，然非可逕謂一般私人原本即擁有完整經營公

立學校之權利；又公立學校依目前法制，公立學校為國家以稅收投資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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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應之公營造物，私人自是不具獨占經營之憲法上或法律上之自由權

利，職此，以法規範承認其獨占之經營權限，乃係例外之權限賦予；其次，

從特許學校之經營得依法解除諸多辦學之公法管制，其性質當非「許可」

所得比擬者，綜上所言，以特許為其學校性質之名，較屬允當。 

 

第四節 論文結構 

 

本文分六章敘述，第一章「緒論」：係簡要說明本文研究動機及目的，

並界定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並就文中之重要名詞予以概要定義。 

第二章「教育改革之思想脈絡」：對於教育法之建構若僅侷限於傳統

法學之單一思維，將有自我禁錮或僵化之危機，而教育法除與教育理論至

為相關外，由於近代之教育改革與經濟環境變遷及國家官僚體系之改造有

密切之關聯性，故經濟學與公共行政學等學理之遞嬗，對教育法規範之界

定與價值之形成，具有一定之衝擊。又鑑於教育與思想自由開展之歷史及

演進，具重要且密切之關係，而由國家提供之公教育不單為法層次上之權

利義務關係，亦因係由國家財政支出始得遂行之行政給付，故屬國家提供

之財貨，此即與經濟學理論層面有涉。是以，教育事務實係自由法治思想

及自由經濟思想之共同課題，尤其，近年全球隨經濟之榮枯，新自由主義

成為新抬頭之思想，影響所及無分經濟、財政、政府管理、教育、文化及

各領域，就教育方面，亦對國家管制學校及教育多有批判，且將其推崇之

市場理論導入教育改革，故本章首開部分即主要針對自由主義中相關之自

由經濟理論與發展，包括古典自由主義、凱因斯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等重要

軸心理論予以粗略介紹。其次，公立學校為公共行政之一環，受新自由主

義思想衝擊之公共行政學，亦對傳統官僚體系提出修正意見，新公共管理

之產生具有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旗幟之影子，公共行政學試圖從公共選擇、

代理人、交易成本、績效、企業化、再造運動等觸角，尋求政府組織現代

化之生機，此等均為重構學校法制時，可資參佐之切入點。至教育有其本

體論，然市場理論卻亦實實在在地滲入教育領域，且成為教育改革之指導

風潮，衍生自市場中之顧客理論及效益之追求，家長選擇權及教育績效理

論被不斷地強調，且促發民間參與國民教育興學模式之多樣化契機。前揭

理論，並非海市蜃樓，而係構成確實存在之歷史，本章於簡略敘述後，提

出本文之基本論點，概略認為新自由主義催化市場之功能，期能擴張人民

之自由，動念為善，但凱因斯主義對市場採取之限制策略，藉由社會福利

制度強調實質公平及對人性最低尊嚴之維繫與保障，與實現自由俱含之公

義本質，應較貼近人民之真正需求，人民並非市場最大之受益者，資本家

始為市場之忠實信徒，資此，人民可期待市場作為實現其自由之工具，然

不可全然仰賴市場將帶來真正之平等與正義。準此，不論係經濟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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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共行政學諸家之改造政府（包括學校）之方略，充其量僅具工具性格，

教育仍須回歸其為使人民自我實現之最終鵠的，任何改造公立學校之途

徑，均須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為其核心目的，即使追求卓越，亦不得忽略平

等與正義之實現。 

第三章「民間參與國民教育興學之憲法構造」：主要在探討法治國主

義下，於憲法之架構中，民間參與國民教育興學之憲法上容許性。本章中，

先就國民教育相關基本權主要包括學術自由、受教權、私人興學自由、父

母教育權等、憲法對教育之價值決定及憲法上教育基本國策為初步分析，

並由文化國原則中，篩取多元原則、中立原則及寬容原則作為學校教育辦

學之憲法原則及界限。其次，須進一步認識國民教育所具地方自治屬性，

並由此分析自治監督之密度，另提出中央與地方應就該事務互為協力與合

作之可能。另應注意者，除興辦私立學校外，前述現代型之民間參與興學

模式，在在衝擊學校在公法領域之傳統論述，行政組織法及行政作用法體

系可能因而發生變遷，是再就此為概要檢討，在組織法部分係著眼於行政

組織權及最近行政法人改革方案之檢視；在作用法甚或與組織法發生交錯

作用之課題討論，則包括國家任務、民營化、民間參與、解除管制、公私

合作及效率效能原則。承上論述，簡略提出國民教育公立學校組織改造及

提升教育品質之觀點。 

第四章「特許學校法制之比較法觀察」：選擇不僅為實際計算之過程，

且為涉及價值考量之解釋過程
26。本章首先分析民間參與國民教育興學各

類模式之本土研究結論，及提出本文以特許學校法制作為典範之論點。特

許學校乃源於近年之美國教育改革，並取得一定之教育成果，且逐漸形成

法制之穩定性及實際辦學繼續蓬勃發展之潛力，業成為美國近年成功之學

校改造典範。我國從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賦予私人辦理公立學校之容

許性後，經地方法規共同形成法制網絡後，亦有 2所特許學校性質之學校

興辦中，然我國相關法制之規範密度過度信賴地方法規之法制形成功能，

卻又揮之不去中央之其他教育管制。我國既欲繼受美國特許學校法制，則

應窺知該國法制之實況為是。本章藉由國內外文獻試圖解析其源起、核心

理念、辦學誘因、申請程序、經營模式、解除管制事項、辦學績效、對社

會正義之效能，透過對管制密度不一之 3州特許學校法制之觀察，及整體

辦學實況之瞭解，進行評價，以作為我國特許學校法制建構之借鏡。次則，

除加拿大之一省外，因多數西方主要國家並無與美國特許學校相仿之制，

故捨而未為其他學校法制予以比較；亞洲地區，除我國外，中國大陸辦學

實況中之轉制學校有近似於特許學校之性質，故併為介紹。 

第五章「特許學校法制於我國之建構原則」：文初，先統整性地就前

文所述教育改革思想聚焦於國民教育一節，檢視教育改革思想對國民教育

                                                 
26 Robin Paul Malloy 著，錢弘道、朱素梅譯，法律和市場經濟－法律經濟學價值的重新詮釋，

法律出版社，2006 年 1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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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衝擊，與國民教育法制應有之回應。又本文認為民間參與國家之辦學機

制，須審慎契合各級各類學校之憲法上教育地位、其個別之教育目的及特

殊性，始能符合法治國之精神，而非籠統地一以概之。我國憲法明確揭櫫

國家須踐行提供免費國民教育之憲法義務，依憲法意旨，受教權為憲法基

本權清單之重要事項，亦極為清楚。基於前文所述憲法價值決定及其原理

原則，並參酌教育法之相關理論，本文認為國民教育具其獨自之教育特殊

性，國民中小學之興辦除須遵守行政法之一般原理原則外，尚應積極導出

國民教育法制具有學習權保障、弱勢保障、人本教育精神、教育專業自主、

教育中立、教師學生權益保障、教育普及、教育水準相當性、教育負擔平

民化、適當規模、教育投資充實、多元彈性及住民參與原則等主要原理原

則；經由上揭國民教育法制原理原則之確認，參酌當前教育環境，本文復

認為由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規範出發之特許學校應有再行精緻化之必

要，並將兼具多元誘因、漸進改革、學校辦學之內外機制同步改善、兼顧

家長選擇權及平等原則、設定最適管制密度、特許契約定性為行政契約、

特許學校定位為公立學校、建構完整正當程序、確立必要信賴保護制度、

實踐有效之績效制度、構成完善之國家擔保機制、建制過度機制、確定救

濟成及導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作為特許學校法制重構之指導原理原

則。茲以此為基礎，爰就教育部最近進行立法中之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教育部法規委員會 97 年 6月 4日通過版）規

定，予以檢討分析，而與此草案相關之立法即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例

草案（教育部法規委員會 97 年 6 月 9 日討論版），亦與前開草案有相關之

法制規範，併附帶觀察，進而檢討分析及提出建言，以供未來立法整備參

酌。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綜觀以上說明，本文於此就各章提出總結及

建議。簡要言之，教育場域須係自由得以開展之空間，始能培養自由思想

之學生，由國家嚴格控制實施教育之學校教育，不僅係戕害學生之學習，

亦破壞教師應有之專業及自主，乃對教育之嚴重扭曲。賦予學校應有之辦

學自由，還原學生及家長應有之選擇自由，促使辦學者自我負責，始能使

學校教育於競爭中不斷提升，惟國家負有維繫正義之責無旁貸義務，故

而，對於人民接受教育機會之平等，有建構公平正義客觀環境之責任。面

對僵化之公立國民學校，美國歷經多年之教育及法制改革，證明特許學校

為提升公立學校辦學績效之有效途徑之一，我國不僅有學說理論之引介，

並於法制上有心繼受，然法制建構上欠缺完備，是有藉由教育法學理先行

釐清國民教育原理原則後，精緻化地重構特許學校法原理原則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