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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特許學校法制於我國之建構 

第一節  教育改革思想對我國國民教育法制改造之影

響 

 

改革係一種嘗試，而社會制度之改革有別於科學實驗，難以取得實驗

之對照組，更無從回復。教育學理論承認人係在錯誤中學習，社會制度之

改革亦可能係在嘗試錯誤，然任何社會成員均不願在假定錯誤之社會制度

下成為制度改革者嘗試錯誤之對象，而成為社會制度實驗之白老鼠。因

此，社會制度之改革包括教育制度之改革，其假定之前提，無不主張係正

向之修正。不過，歷史警示世人，即便改革曾係正向之效應，其仍常因時

空變化而衰減，從而，往昔改革之成果，即為今日改革之對象。世人對於

自身成為社會制度嘗試錯誤之排斥預期，有時適巧係其揮之不去之夢魘。 

教育之改革如同所有巨大之變革般，甚少由單一之觀念所引發，何況

教育改革為價值重塑之過程
1208，其改革動力必受多方影響，從而，現代教

育法之定位及建構，在學校法制方面，除法學及教育學原理為基礎外，在

高度經濟發展及行政現代化之國家中，自不得忽視經濟學及公共行政學之

影響。最鮮明之例，如解除管制、民營化、市場化、民間參與、公私合作、

效能效率暨其等衍生之概念，業為經濟學、公共行政學、教育學及法學互

有交集之共同議題。教育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國家應建立現代化之教育

制度，而學校組織則為教育制度之重要構成要素。由於現代化變遷腳步愈

加迅速，教育之外部環境亦隨之改變，此亦刺激教育之內部系統做出相當

之回應。近年間，各國之教育改革深受以經濟學為主之新自由主義影響，

特許學校之設，不免係受其啟發。是以，稱特許學校法制概念係新自由主

義在教育法領域之產物，亦不為過。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功能，賦予解除

國家管制之正當性，使教育可部分卸下國家加諸之緊箍咒，並斲斷國家壟

斷教育之繫鍊
1209，破解教育威權之思想牢籠，對於促成教育環境之活絡

1210，學校辦學之多元及彈性有極大助益，營構教育思想自由之自由競爭市

場，同時促發行政法學者對學校教育之相關行政組織法及作用法之檢討。

不過，駐足於市場配置資源之偏好，及市場之不穩定性及追求利益造成對

                                                 
1208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10。 
1209 使國家由教育之主要提供者（sole provider）轉化為監控者（regulator），而作為監控者須

具備合理調整之能力及理性。。 
1210 學者指出各級學校教育根本且共同問題，係出於國家之不當管制，政府對於教育資源之全面

控制，致教育服務市場中之競爭力及努力提升之誘因常受到壓抑，致市場機能無法發揮力量，職

此之故，效率低落、品質低下及資源浪費成為各級學校出現之共同病徵。林全、吳聰敏，教育資

源的分配與管制，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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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正義之蔑視等疑慮，對於一向強調追求公益實現之行政法學而言，始

終為難以安枕之事，蓋以公益為核心價值之公共性，係以保障國民基本權

為目的1211，而公共性並非市場存在之真正目的，反之，公共性之問題意識

尚且正係來自現代資本主義之矛盾1212，而新自由主義恰為資本主義之替

身，以新自由主義為主之經濟思想，忽略國民教育公共財之性質，對於公

立學校辦學不佳之困境，過度簡單化地信賴得以教育私有化之手段予以解

決1213。因之，符合現代化教育之教育行政法須迅予探索傳統與現代間之均

衡，以求教育之活化與正義之共同實現1214。 

由於教育之社會需求，常因國家之干預而造成非完全競爭市場，因

此，市場原理欲融入教育之社會機能，處處遭逢阻礙，尤其在思想控制嚴

苛之時地，可謂推至極致，蓋教育係作為控制思想自由之最佳工具。但在

現代化之今日，吾人可大膽假設，教育行政與市場毋庸成為非彼即此之對

立系統，而係具可互補共生之關係。教育行政對於教育市場化之必然性、

必要性、可能性及條件等之確立，法律實可作為其界定及開展之媒介
1215，

使法律作為促進教育資源之有效分配，並促成人民最佳行為選擇，維繫教

育給付之正義及創設、激勵有效率之學校行政制度等之最佳社會系統1216。

於經濟理論、公共行政理論及教育理論中交錯發展而出之減少國家干預、

尊重市場發展等自由思想，對於開展教育創造多元，及提供人民選擇自由

之環境及條件，具有積極之效能，且與憲法實現實質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

目的，異曲同工。即若由法治國對於基本權之保障，無法導出人民有親自

履行行政任務之權力
1217，然藉由市場概念反思自由之意涵，吾人似可瞭

解，市場並非實現自由之唯一場域，惟市場不無輔助自由開展之機能。準

此以言，如得去蕪存菁，對於市場之自利傾向酌予適當之制約，則市場對

於國民教育舉凡學生受教權之保障、提升教育品質、促進學校辦學機能

                                                 
1211 蔡秀卿，現代國家與行政法，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6月，頁 17。 
1212 蔡秀卿，現代國家與行政法，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6月，頁 18。 
1213 羊憶蓉，教育的權利與義務，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53。 
1214 日本學者乃有認為教育之公共性，傳統上，係國家統制之公共性論與國教育權論公共性間互

為對抗，然近年因教育領域受新公共管理理論之衝擊，故促發市場公共性論之興起。三橋良士明、

榊原秀訓編，行政民間化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論社，2006 年 5 月 25 日，頁 143-144（左貫浩

執筆部分）。 
1215 法律與市場間之真正衝突或緊張關係係效率與創造力間，而非效率與公平、平等社會倫理間

之齟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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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社會責任在邏輯上並非立於效率之對立面，效益與法

律向來所承擔諸如公平等倫理價值間，亦不當然壁壘分明的對立關係，或當然必有鴻溝。 

若將市場定位為價值形成之場所，則現代之法律須具有說服及調解競爭主張之功能，因此，立法

者應理解社會（市場）之交換關係及價值形成過程。 
1216 當然亦無必要將教育視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之唯一藥方，蓋不該讓教育背負如此重大之社會

責任。朱敬一、戴華，教育鬆綁，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頁 20。 
1217 許宗力，論行政任務的民營化，收錄於氏著，法與國家權力（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 1 月，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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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將更具積極之意義。 

當家長擁有選擇之權利，學生受教權之主體意識可自然而然形成，所

有圍繞學生受教權之權利意識結構，必以學校之興辦為贏取選擇而自我改

造及增強競爭優勢，舉凡教師或辦學者皆須自發或被迫更具專業及賡續成

長，縱然界定此係教師或辦學者為其自利而發，主觀上非誠心追求公共利

益之實現，然其客觀上所展現之自己效用極大化，對學生之受教權或家長

之選擇自由不當然成為一種弊害。既然學生為學校教育之主體，則國家在

教育擔任之角色亦應從高權行政身分轉換為提供服務之企業體身分
1218。從

而，對於公共行政學中之公共選擇理論及代理人理論延伸至教育法領域之

批判，實得擇其優而效之，而不必以其瑕而掩其瑜。同理，公共行政學交

易成本理論，引導辦學者注意且確實達成辦學成本最小化，以避免學校行

政浪費，並將學校資源導向正確位置，在在係教育行政上之善念；對於企

業型辦學理念，重視管理流程之控制，以成果之實現，與績效理論以設定

程序追求卓越，均為傳統教育行政官僚化及教育體系僵化所須注入之新

血，故亦無排斥之必要。 

教育法所應扮演之調控機能為避免市場理論之過度激化，畢竟教育法

作為行政法之一環，縱有其特殊性，但維繫公義仍係其核心價值，換言之，

公益、平等、正義等傳統價值係不可偏廢者。從經濟學理論導引出之其他

相關理論，不可不回歸經濟學中經常強調之求取均衡點之觀念，在供需之

無異曲線中，應求其均衡點，在自由與公平正義之象限中，猶不可去均衡

點於不顧，法學中所強調之最適化與此可謂殊途同歸。故而，法學中含括

組織法及作用法之改造，皆應以平等地實現人民基本權為其最終鵠的；所

有國民教育變革，均應朝學生受教權之滿足為中心加以思考。借用經濟

學、公共行政學之理論，刺激教育學及教育法學產生新思維，此途徑無非

係改造國民教育之手段與工具。手段論及工具論永遠不應替代國民教育之

本體論，教育改革仍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原則，效率及效益不得凌駕基本權

之維護
1219。職是之故，所有講求市場之競爭效能、選擇之機制、公私之合

作、消費者之導向、成果之設定、成本之考量、績效之追求、企業精神之

導入、組織之再造，對於國民教育而言，概應以協助學生自我實現之憲法

價值為核心目的，而不可茫然地墜入市場及改造之迷失中；反之，教育或

不適合完全委由市場機能運作，然過度齊一化及標準化之公立教育流程，

仍與自由化及民主化之教育發展趨勢與教育理念之本質相互矛盾
1220。 

公私部門各有其功能，亦俱有自我之界限。近年之教育改革運動，對

                                                 
1218 Rainer Pitsch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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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日，頁 178。 
1219 臺灣於經濟困頓年代，偏遠小型學校尚能維繫，何以在經濟發展至一定水準及規模時，即以

財政支出負擔之經濟成本考量作為廢校之理由，在教育觀、文化觀及道德觀上，其實很難獲得廢

校學區家長的認同。 
1220 朱敬一，教育鬆綁‧參‧私人興學的管制，遠流出版公司，1996 年，頁 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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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似已失去信賴，並欠缺等待公部門自我改造之耐心，如同對行政組

織民營化之期待般，對於學校改造運動亦充斥教育民營化或公辦民營之主

張，且在傳統之公私二元光譜中，傾向朝私之一方擺盪。針對當下環境，

由於長久欠缺私人興學之自由環境，是故，學說多往前述方向傾斜，此有

其時代需求之背景。在私立學校部分，本文不及討論，而在公立學校部分，

本文認為將公立學校全面私有化之思考，有過度激進之虞。教育之初始，

或係由父母教養權出發，而有較多之私性質，然無可否認者，無立錐之人，

何有長期以私人能力培育子女之暇，從而，公教育於國民教育中所得扮演

實現教育平等之效能，係不可抹滅者。為使目前公立學校之功能更活化，

摻入私部門作用之動能，為必要且可行之途徑，但偏廢一方或獨尊一方之

機能，恐均非健康之思考，毋寧強調以公私合作及夥伴關係，而非以私部

門替代公部門之見解。合作及夥伴概念，係對強烈民營化主張之緩和，目

前我國行政組織民營化所顯現出之實況為垂直關係中公部門意願之遂

行，惟本文所謂合作及夥伴概念係表彰公私部門間水平且雙向之溝通。特

許學校即具有公私合作之特徵，但基於行政機關較能維繫永續經營之可能

性之觀點
1221，維持國民教育之公立部門系統存在，確能取得穩定提供國民

教育行政給付之機能，並遂行平等受教之可能等效益，此或可稍解何以結

合前述教育改革運動所呈現之特許學校仍維持公立學校定位之故。 

我國學制改革取向，政策上素來係高等教育從寬，初等教育從嚴，因

之，對於國民教育階段之學制變更較為保守，其目的雖在確保國民教育之

基本權益，但亦因之造成缺乏創新之動力
1222。若得使人民參與公立學校興

辦，俾民間活力、資金與多元化教育理念融入學校教育之經營，以充裕總

體教育經費與投資，協助教育多元化，促使公立與私立兩套系統亦加入相

互競爭與互為引導，共同提升教育品質1223，實具積極之意義。國家在教育

變革中，關於其責任亦應有所轉變，而須進一步探討者，係該責任轉嫁或

改變之正當化事由。在解除不必要之教育管制，及使學校教育儘可能遠離

國家之管制，其目的毋寧係設定在促進及強化學校自我負責強化之考量，

此外，允許私人參與公立學校之經營，象徵國家與人民在教育之公共事務

上合作與協商關係之增強。 

針對以上各種思想之衝擊，我國國民教育法制究應如何建構，特許學

校作為國民教育學校改造之一環，又應有何指導之原理原則，爰分析之如

后。 

 

                                                 
1221 公立學校透過非經濟之價值彌補其有體制瑕疵卻須存續之正當性，此非經濟性價值諸如提供

低廉與公平之教育機會。 
1222 林天祐，特許學校－公立學校組織再造的新機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

2001 年 1 月，頁 286。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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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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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國民教育法制原理原則之建構 

 

行政機關為行政行為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為之1224，其目的係為使行政行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以確保依

法行政、保障人民權益、提高行政效能及增進人民對行政之信賴1225。然並

非所有機關或所有行政事項概應適用行政程序法所定程序，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2項、第3項即分列排除適用之「機關」及排除適用之「事項」；又

依同條第3項第6款規定，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下稱學校）為達成教育目

的1226之內部程序，並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所謂學校教育之內部程

序，自釋字第382號解釋1227意旨之論理結構以觀，係指特別權力關係結構

概念下，學校與學生間之管理關係，亦即，指單純之管理措施，而不涉及

學生之身分、地位者，換言之，係相對於身分、地位得喪變更之基礎關係。

教育基本法第15條規定：「……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

令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並未依釋字第382

號解釋意旨明確界分管理關係、基礎關係救濟二元體系，不過，釋字第382

號解釋業為學理及實務區隔學校教育之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管理關係與

基礎關係之準則
1228。在教育之中央立法中，大學法第33條第4項1229、專科

學校法第23條第2項1230、高級中學法第25條1231、特殊教育法第31條第2項

                                                 
1224 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參見。 
1225 行政程序法第 1規定參見。 
1226 此之為達成教育目的係作為與犯罪矯正機構或其他收容處所之管理作為區隔。湯德宗，行政

程序法，收錄於翁岳生編，行政法（下），2006 年 10 月，頁 59。 
1227 該解釋謂：「各級公私立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類此之處分行

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此種處分行為應為訴願法及行政訴訟法上之行

政處分，並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權利有重大影響。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起行政

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論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

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利者（例如記過、申誡等處分），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

許其提起行政爭訟之餘地。反之，如學生所受者為退學或類此之處分，則其受教育之權利既已受

侵害，自應許其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後，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1228 惟此為概念之初步區分基準，過度堅持二元之切割，將使灰色領域難以判斷。如點名制度，

有認為教育之外部事項，或認為課程設計原屬教育內部識相，但因學籍變動可能質變為教育外部

事項之現象（李惠宗，行政程序法要義，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10 月，頁 84），

即係得以注意之事項，附此言之，縱如一般情形，記過處分為管理關係，但若最後一次記過處分

累積構成退學條件，因累積效應產生身分改變之基礎關係變化，究應將退學與記過處分分離看待

或合併觀察，以作為得救濟與否、應否分離救濟程序及救濟之程序標的為何，均可待進一步研究。

從而，本文認為學生得否提起訴訟救濟，以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為例，尚應參以是否直接影響其受

教權為判斷尺度（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233 關於公務員權利救

濟理論參照）。 
12291229 該條規定：「大學應建立學生申訴制度，受理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

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益。」 
1230 該條規定：「專科學校應成立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建立學生申訴制度，以保障學生權益；其

辦法，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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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4條第5款1233各有學生申訴規定，反之，相對處於

學生地位中更弱勢之中小學生卻無相關規定，而係散見於地方法規，教育

基本法反為其規範之準據1234，確有失衡之處。 

歸結之，行政程序法雖規定，學校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不適

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但此外之學校教育行政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猶有行

政程序法之適用。行政程序法第5條至第8條分別揭示行政行為應遵守明確

性則、平等原則、比例原則、誠信原則、信賴保護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中最

基本且重要之行政法原理原則，同法第4條更補充性地揭櫫依法行政暨遵

守其他一般法律原則之意旨。學說中，尚篩定出公益原則
1235、效能原則、

期待可能性、不當聯結禁止1236、行政裁量原則1237、情勢變更原則、禁止片

面接觸原則1238、公平正義原則1239等作為行政法之一般原理原則，而此盡為

教育行政包括特許學校建制時所應恪遵之法律原則。惟應補充者，如平等

原則、比例原則為法治國之極核心價值，其拘束力應滲入各層面之行政行

為，學校之教育管理行為亦不應免之，其次，明確性原則、誠信原則、期

待可能性、不當聯結禁止、裁量原則、公平正義原則於學校尤其係教師施

教時，並非不能適用。 

 憲法第 21 條明文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義務。」政府

負擔此國家義務，該國家義務與其他各級各類之教育給付，性質上有其差

異。故於認識教育行政應遵行之一般行政法原理原則外，尤有針對國民教

育之特殊性，思考並建構其特有行政法原理原則之必要。教育基本法宣示

諸多教育法之原理原則，所謂基本法多在補充憲法之不備或缺漏，是為各

領域之最高根本法，而有準憲法之地位
1240，並有指導立法之性質，教育基

本法為教育法之準憲法，其部分規定可於憲法中覓得相對應之規定者1241，

                                                                                                                                            
1231 該條規定：「高級中學應建立學生申訴制度，以保障學生權益；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定之。」 
1232 該條規定：「為保障特殊教育學生教育權利，應提供申訴服務；其申訴案件之處理程序、方式

及其他相關服務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1233 該條規定：「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復結果不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依下列規定提起救濟：……五、公私立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1234 臺北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理辦法第 1條規定：「臺北市政府為建立學生正式申訴管

道，保障學生權益，促進校園和諧，特依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1235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68-69。 
1236 林錫堯，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9 月，頁 80-82；李建良、陳愛娥、陳春

生、林三欽、林合民、黃啟禎合著，行政法入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1 月，頁 85-86。。 
1237 李震山，行政法導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285 以下。 
1238 李惠宗，行政程序法要義，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10 月，頁 84；同氏著，行

政法要義，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134-137。 
1239 張永明，行政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 年 10 月，頁 60。 
1240 學理上，有認為基本法依其規範內容尚可區分順接憲法之基本法及逆接憲法之基本法，前者

係該基本法以與憲法密切關連及作為憲法精神暨其相關法令橋樑之媒介為內容，而後者係與憲法

理念無直接關聯，甚且為實質相反之規範內容。成嶋隆，教育基本法改正の法的論點，法律時報

73 卷 12 號，2001 年 11 月，頁 13。 
1241 教育基本法其與其他教育實施法間具優越性，但非母法與子法關係，是以，非法位階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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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本節原則上不再贅述，惟教育基本法之部分規定，非無檢討餘地，至教

育基本法外之其他法規範及法理論且可共同建構教育法之基本原理原

則，茲分析如下： 

 

第一項  學生受教權保障原則 

 

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義務。是以，受教權為

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而受教權之保障亦為國民教育之核心。教育基本法

第 2條第 1項亦規定：「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基此，可確立我國法制

係採國民教育權理論無誤。以人民為教育權主體之思考出發，可以導出學

校係以學生之存在為目的，從而，學校之組織與經營、教育內容之設計與

教學自然均應以學生之學習為依歸，無論個別或整體之教育行政措施或改

革，無不應以增益學生之學習為其宗旨。又教育基本法第 1條首揭為保障

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利之立法意旨，又該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學生之

學習權、受教育權
1242、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

生不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由狹義觀之，教育基本法所稱之學

習權相對於人格發展權而言，似僅指智識層面之學習，惟憲法第 158 條已

明白揭示：「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精神、自治精神、國民道德、

健全體格與科學及生活智能。」準此以觀，學校作為學習之場所，乃欲建

構學生全人之學習，以使學生得具足夠之生活知能及健全之人格順利融入

                                                                                                                                            
關係，故此優越性與後法優於前法及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律原則無關，亦無該等原則之適用。

至於基本法本身若不符合現實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仍有適時修正之必要，自為當然之

理，又其教育基本法無論其實質面或形式面均有異於一般法律之性質。永井憲一，教育基本法，

法律時報第 45 卷第 7號，1973 年 6 月，頁 28-29；有倉遼吉，教育基本法の準憲法的性格，收

錄於永井憲一編，日本國憲法第 8卷「教育權」，三省堂，1980 年，頁 33-36；許志雄，教育基

本法特質－戰後日本教育法制焦點問題初探，月旦法學雜誌第 5期，1995 年 9 月 15 日，頁 14、

17；成嶋隆，教育基本法改正の法的論點，法律時報 73 卷 12 號，2001 年 11 月，頁 13；蔡秀卿，

現代國家與行政法，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6 月，頁 36-38；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49）。日本教育基本法於 1947（昭和 22）年制定後，近 60

後，迄 2006 年 12 月 15 日首度修改，此次法律修正被視為前首相安倍晉三內閣最重要法案之一，

斯時，執政之自民黨與公明黨以擁有眾議院半數以上席次之優勢，不顧最大反對黨民主黨為首，

而包括社民黨、國民新黨、共產黨等在野黨集體退席後通過。學者批評此係在新自由主義與新保

守主義之角力下（足立英郎，検証「改憲実態」－教育基本法改定と改憲問題，法學セミナ－No.634，

2007 年 10 月，頁 20），使被稱為不壞（不磨）大典被強行修正。其修正範圍包括生涯學習理念

（第 3條）、大學（第 7條）、私立學校（第 8條）、教師（第 9條）、家庭教育（第 10 條）、幼兒

期教育（第 11 條）、學校家庭及地域居民相互聯繫協力（第 13 條）、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第 17

條），並刪除男女共學原則（第 5條）。基本上，新法仍以權利作為教育之基礎（第 26 條），並延

續舊法尊重個人尊嚴、人格完成、和平國家、社會形成者等理念（阪田仰，改正教育基本法の成

立と課題－学校教育における價值の教え込みに寄せて，法学教室 no.320，2007 年 5 月，頁

41-43）。翌年 6月 20 日，學校教育法、地方教育行政法、教育職員免許法及教育公務員特例法

並依新教育基本法之精神進行部分修正 
1242 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之學習權應係由憲法第 21 條之受教權基本權所導出（陳慈陽，憲法學，自

版，2005 年 11 月，頁 636），但此項規定，致受教權與學習權之體系位階混淆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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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並達成其自我之實現，是以，人格教育之完備為學校學習所不可或

缺之潛移默化課程，質言之，實質之學習權保障應由廣義之角度加以認

知，亦即當應包括正確之人格教育，以協助學生朝正向之人格發展。 

從受教權所導出之學習權，是否具有選課自由之成分，有學者認為受

國民教育之學生其受教內容為基本智能所必要之課程，故無選課自由適用

之可能，此與具學習自由之大學生具有選課自由不同，學童僅於學校為增

加學生其他生活層面知識所開設之課程始有選課之權利
1243，惟本文認為此

傳統法學概念，稍嫌保守，且未斟酌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教育法國際趨勢。

基於家長選擇權之憲法位階權利，家長為其子女選擇適當之教育或學校，

當然意謂已可自由選擇教育之內容，故以基本智能制式課程或增設課程作

為有無選課自由業不具意義。在傳統學校中，學童固然無法真正擁有前述

選課之自由，然選課自由於諸多另類學校或實驗學校中已被運用，則為不

爭之事實，而此選擇之權利，將之定位為自由之一種，與學生是否具有學

術自由，實為無涉，至為學童受國民教育之完整性，而依其智識、能力等，

以合於比例之程度，予以限制，則非法所不許。 

 

第二項  弱勢保障原則 

 

教育基本法第 4條：「人民無分性別、年齡、能力、地域、族群、宗

教信仰、政治理念、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對

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

性，依法令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此不僅在回應憲法第 7條之

平等精神，及憲法第 159 條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更

係具體落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應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同條第 12 項規定：「國家應依

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對其教育文化事業予以保障扶持，並促進其

發展……。對於澎湖、金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以達成實質之教育平

等。 

國家對於國民提供國民教育之機會，原本應本於無歧視之無差別待

遇，以使全體國民得均霑國家之教育給付，亦即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於享受國家踐行其國民教育義務時，在法律上享有一律

平等之權利，國家並負使其平等實現之義務。教育基本法更具體說明應無

分性別、年齡、能力、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理念、社經地位及其

他條件，均得一律平等地具有接受教育之機會。惟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

其他弱勢族群家庭之子女容易因其文化、社會、經濟弱勢，造成學習機會

之欠缺與相對落差，基於教育亦具社會權之部分性質，國家應盡力彌補前

                                                 
1243 陳慈陽，憲法學，自版，2005 年 11 月，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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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實質之不平等，平衡社會間人為之差距。 

對原住民文化之教育保障而言，原住民文化因長期處於政治、經濟、

文化之劣勢，在加諸以往學校教育之教材內容對原住民文化之誤解與文化

歧視1244，無形中造成其民族自我認同及自信之危機，原住民族基本法將攸

關原住民族權益之最根本事項作總體性規定，期能發揮原住民族事物規範

之準憲法功能1245，該法就教育議題，於第7條中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

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精神，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利；其相關

事項，另以法律定之。」依據前述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之規定，及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7條之精神，我國尚制定原住民族教育法，其第1條第1項即規

定，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

民之民族教育文化；同法第2條更宣示：「（第1項）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

育之主體，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精神，推展原住民族教

育。（第2項）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

族福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各級政府應採積極扶助之措施，確保原

住民接受各級各類教育之機會均等，並建立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

（同法第5條規定參見）；又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立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或

原住民教育班，以利就學，並維護其文化（同法第11條規定參見）；各級

各類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歷史文

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同法第20條規定參見）；各級

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歷史

及文化之機會（同法第21條規定參見）；各級各類學校有關民族教育之課

程發展及教材選編，應尊重原住民之意見，並邀請具原住民身分之代表參

與規劃設計（同法第22條第1項規定參見）；各級各類學校為實施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有關之支援教學，得遴聘原住民族耆老或具相關專長

人士（同法第26條前段規定參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主動發掘原住民

學生特殊潛能，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其適性發展（同法第13條第1項

規定參見）。而依原住民之經濟實況觀察，甚多年輕原住民須離開部落至

都會就業，因此，將幼小子女留於部落予無現代謀生能力之年老長輩照

養，甚至無力繼續扶養其子女，造成原住民部落隔代教養之困境，或難以

脫貧
1246，再者，原住民部落之居民人數顯著減少，單一部落已不足逕設單

一學校，故原住民學童常須遠距離就學，對於原住民學童而言，絕對係體

能沈重且不合理之負擔，為方便其就學及避免其經濟困窘所產生之失學，

提供學生住宿照護為提供學生穩定就學之必要配套，而原住民部落集中地

區之地方，其多非地方稅收穩定之區域，是故，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2條規

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辦理原住民學生住宿，由生活輔導人員管理之；

                                                 
1244 諸如教材中吳鳳故事之真實與否，及其對原住民文化暴力性質之暗諭。 
1245 許育典，文化憲法與文化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6 月，頁 440。 
1246 相同之情境，亦發生於偏遠原本在地就業或謀生不易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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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政府編列預算全額補助。」以落實穩定原住民

學生之就學率，並解決地方關於原住民學生住宿經費籌措之困難。 

身心障礙者為弱勢之典型族群，關於其教育權保障，身心障礙者權益

保障法第16條第1項即規定：「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益，應受尊重

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權益，不得有歧視之對待。」屬於公營造物之

學校，依同條第2項規定，即應恪遵「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不得使身心

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

協助身心障礙者就學；並應主動協助正在接受醫療、社政等相關單位服務

之身心障礙學齡者，解決其教育相關問題（同法第28條規定參見）。各級

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經濟條件，優惠其本人及其子女受教

育所需相關經費（同法第29條前段規定參見）。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辦理身

心障礙者教育及入學考試時，應依其障礙類別與程度及學習需要，提供各

項必需之專業人員、特殊教材與各種教育輔助器材、無障礙校園環境、點

字讀物及相關教育資源，以符公平合理接受教育之機會與應考條件（同法

第30條規定參見）。接受國民教育以上之特殊教育學生，其品學兼優或有

特殊表現者，各級政府應給予獎助；家境清寒者，應給予助學金、獎學金

或教育補助費。學生屬身心障礙者，各級政府應減免其學雜費，並依其家

庭經濟狀況，給予個人必需之教科書及教育補助器材。身心障礙學生於接

受國民教育時，無法自行上下學者，由各級政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

困難，無法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同法第19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參見）。

各級學校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包括資訊、諮詢、輔導、親職教育課程

等支援服務，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至少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委員（同法第26條

規定參見）。各級學校應對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應

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參與其擬定與教育安置（同法第27條規定參見）。

各級政府應按年從寬編列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

主管預算百分之三；在地方政府不得低於當年度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地方政府編列預算時，應優先辦理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中央政府為均衡地

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應視需要補助地方人事及業務經費以辦理身心障

礙教育（同法第30條規定參見）。 

至於其餘經濟弱勢家庭，亦經常發生家庭功能失能之情況，從而，其

家庭中子女之教育亦容易受不利影響。尤其弱勢人士與新移民（外籍配偶）

結婚之子女，該新移民多因家庭社經能力及文化差異，較難對其未成年子

女進行學習之協助
1247，就此，政府不僅應於社會福利措施對該等家庭發揮

                                                 
1247 依學者研究，我國新移民女性人數已逾 38 萬人，約每 7至 8名新生兒之母即為新移民，其主

要來自中國大陸、越南、印尼、菲律賓、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國，由於學童之母原生國語言及

風俗習慣多異於我國，故其子女於學齡前之學習教育已受明顯影響，於進入國小一年級就讀時，

更出現國語文學習障礙。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預測，未來新移民子女比例將持續增高，於民國

100 學年度國小一年級學生將可能高達三分之ㄧ，故新移民子女之國語文學習障礙若不即予改

善，未來將形成普遍性問題。另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民國 95 年 6 月發布之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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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功能，以維繫其人性尊嚴，在教育施政上，亦應對扮演社會資源重分

配之角色，如提供相當之獎助學金及就學補助，以符社會正義。教育經費

編列與管理法第6 條規定：「為保障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

之教育，並扶助其發展，各級政府應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及

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從寬編列預算。」明確課予政府相關預算編列義務。

此外，教育部門尚應提供教育措施，協助新移民瞭解我國文字、語言及文

化，俾其得與子女共同學習及成長。 

 

第三項  人本教育原則 

 

教育基本法第3條規定：「教育之實施，應本有教無類、因材施教之

原則，以人文精神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致力開發個人潛能，培養

群性，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有教無類，語出論語衛靈公篇，意指施

教對象無非貧富貴賤、資才優劣；因材施教，亦係取法孔子因材適性，問

同答異，各達其義之教育技巧。二者向為我國傳統之教育形上哲學，然該

唯心論得否具體為客觀之法規範，殊須細論。有教無類，在現代法之意義，

乃平等思想在教育之具體化；而因材施教，乃教育方法專業技巧之一，亦

即教師應針對學生之個別差異，實施契合之教育措施，尤其係協助學生透

過思辯、批判、澄清、內省而將學習內化為其身心人格養成之價值，即如

前揭教育基本法規定所言，應以人文精神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致

力開發個人潛能，培養群性，協助學生追求其自我實現。總言之，教育係

以受教者為中心，學生並非教育之產物，而係教育之核心，學生本身即是

教育之目的，而非教育過程之過程或工具，從而，國家之教育目標、教師

之教育理念並非教育之最終目標，培養學生具有健全人格及發展能力，以

追求其自我實現，方為教育之最後鵠的。教師在施教過程，應本諸學生乃

具個別人性尊嚴之獨立個體，重視學生學習過程之思想發展及感受，而非

將外觀之學習成果作為教育之一切。 

 

第四項  教育專業自主原則 

 

                                                                                                                                            
學年就讀國小新移民子女共 53,334 人，占全國國小學生總人數的 2.91%，與民國 93 學年相較，

人數增加 12,427 人，比例增加 0.74%，民國 94 學年全國就讀國小新移民子女中，按母親原生國

籍區分以中國大陸所佔 18,858 人最多（占 35.36%），印尼籍佔 13,067 人次之（占 24.50%），其

次為越南籍 10,285 人（占 19.28%）。由於母親通常為家庭中主要之教養者，而新移民女性因國

語文能力不足，無法指導子女正確學習，導致子女國語文學習成就低落。邱冠斌，新移民子女國

小一年級國語文學習成就研究計畫：新竹縣竹北市、竹東鎮結案報告，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

中心九十六年度委託私立中華大學研究報告，2007 年 9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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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民受國民教育之受教權基本權亦可導出教師專業自主權1248之派

生權利，此權利雖非受教學生所享有之主觀權利，然藉由教師具有專業自

主權憲法權利位階之確認，可使學生之受教內容符合教育專業之提供，而

非來自非教育專業之誤導或心理強制，而扭曲教育之本旨。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又同法第 15 條規定：

「教師專業自主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或違法之侵害

時，政府應依法令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教師法第 16 條第 6款亦規定：「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令及學校章

則之規定，享有下列權利……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令及學校章

則享有專業自主。」
1249另該法第 27 條第 1款規定：「各級教師組織之基

本任務如下……維護……專業自主權為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構成

對教師專業自主權之規範保護體系。從國際法加以觀察，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於 1966 年所發表之關於教師地位建議書，亦認為教師應被

視為專業1250。而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6款亦規定，學校或其他教育

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並不適用行政程序法，亦有此意涵。 

教師之專業自主權為準教育憲法之教育基本法所明定，足見其具有憲

法位階，並具行政法上之特殊文化性質。有學者甚至指出此為教師教育權

之內部自由，且可與法官之獨立性相比擬，故以教師之教育裁量權、教育

權獨立性或教育自治權稱之
1251，雖部分言有過之，但亦凸顯教育專業自主

之性質。教師之專業自主於今言之，似為理所當然，實則，舉凡自主決定

權之有無，僅有在自由民主之制度下，始有其生存空間，在極權或集權政

治環境之骨髓中，無法造出自主之血液。此所謂專業，其積極亦亦係謂教

師具備教學領域特定範疇知識之高度知能，至其消極意義，則係不適任教

師則應予排除於教育行列，以保障學生之權益；其所謂自主（autonomy）

係相對於他主，係在避免非教育專業外力之制約或干涉，亦即，教師具獨

立行使專業決定及判斷之地位，並受學校及相關人士之尊重，不受權威之

不當妨礙，而造成向非專業化領域傾斜
1252。承認教師具專業自主權，為促

成教育專業發展之重要歷程，教師個人投身教育，於伊始即須具備教育領

域之高度知能，作為其取得教師地位之資格，而為使其知能賡續充實，不

致落伍或不及順應社會變遷，教師專業自主不能眈於原狀。尤其，由目的

論以觀，教師負有充分保障學生學習權及人格發展權而實施良好教育之教

                                                 
1248 陳慈陽，憲法學，自版，2005 年 11 月，頁 636。 
1249 以學校章則作為教師專業自主之規範界限，有窄化教師專業自主之嫌。 
1250 該建議書第 6條規定：「教學應被視為一專門職業，其為公眾服務之型態，需要教師之專業知

識及特殊技能，此均應持續努力及研究，始能獲得並予維持，且須事者對於學童之教育及其福祉

產生個人及團體之責任感。」 
1251 蘆部信喜編，憲法Ⅲ人權（2），有斐閣，昭和 62年 1月 30 日，頁 418 奧平康弘執筆部分；

大須賀明，教育基本権の社会的側面，早稲田法学 55 卷 1號，1980 年 3 月 25 日，頁 7。 
1252 陳惠邦，初等教育專論－新世紀教育家的信念與實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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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責任，並確保其教職之專業性之發展，故須致力於授業內容或學生成長

發展暨其相關教育問題之研究，及提升人格修養等之必要1253，是應使其依

法取得專業成長之權利，並課予相對進修義務1254。易言之，教師專業成長

主要繫於個人主觀意願，惟學校屬性及整體教育行政環境亦為重要之變

因，為維繫教師專業於不墜，並與時俱進，故應建構教師專業持續發展之

機制，於法規範中，是應賦予其專業成長之權利1255及義務，以促成及督促

教師確實維持其教育之專業能力，就此，教育基本法係採法律保留方式建

構其權利義務體系1256。教師法第 16 條第 3項規定，教師接受聘任後，依

有關法令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參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流活動之

權利。相對地，教師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令履

行聘約外，並負有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之義務。在行政資源之配

套上，教師法第 21 條規定：「為提昇教育品質，鼓勵各級學校教師進修、

研究，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設立進修研究機構或

單位；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第 22條規定：「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

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第 23 條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留

職停薪之保障；其進修、研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編

列預算支應，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1257 

教師就其專業有自主之權，亦意謂係不受不必要之羈束，具有自覺自

願及自我決定之空間1258，教師關於其教學1259擁有自主權之事項，如選擇教

                                                 
1253 且教師之專業成長權與一般行政公務員之進修義務係為促進公務員效能之發揮及增進迥異。

兼子仁，教育法，有斐閣，昭和 53 年，頁 319。 
1254 有學者認為教師之研修權之權利性較強。兼子仁，教育法，有斐閣，昭和 53 年，頁 319。 
1255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教師地位建議書關於教師進修有廣泛之建議，其第 31 條規定：「有關

當局及教師均應肯定能有系統改善教育品質、內容及教學技術之在職進修具其重要性。」第 32

條規定：「有關當局於諮詢教師組織後，應促進廣泛之在職進修教育制度，以供所有教師免費學

習，俾教師儲備機構、科學文化機構、教師組織參與，另應為完成在職進修教師提供複習課程，

以利銜接因進修而中斷的教學。」第 33條規定：(第 1項) 課程及其他適切設施之目的，在使教

師改善其質素資格，變更或擴展其原有工作範圍、尋求升遷，及使其教學科目與教育內容及方法

與時俱進。(第 2項) 應採書籍編輯或製作其他資料等方法，以增進教師一般教育知識及專業質

素。」第 34條規定：「應予教師機會及鼓勵其參與、善加利用課程及教學設備。」第 35 條規定：

「學校當局應盡力保證學校得於教育科目及教育方法應有有關研究之發現。」第 36 條規定：「為

使教師增長受教機會，學校當局應鼓勵甚至盡力協助教師團體或個人出國或在國內從事旅遊。」

第 37 條規定：「應考慮藉助國際間或區域間財政上及技術上之合作，以發展及補充教師儲備之進

修方法。」 
1256 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1項前段規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利義務，應以法律

定之」 
1257 學理上，認為教師專業成長權之條件整備，包括基於教師研修所需之設施、獎勵方法（包括

校外自主研修、國內外之長期研修機會等之保障、學校應充實教育研究資料與設備、支給研修旅

費、演講費等）、相關計畫。兼子仁，教育法，有斐閣，昭和 53 年，頁 319，並參見日本教育公

務員特例法第 19 條第 2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 
1258 但自主不當然即等於無責，反之，更應認為所謂專業自主尚應與教育責任相連結。 
1259 此所謂教學係採廣義見解，即包括教師法第 16 條第 6款規定之教學及輔導。詳言之，其內涵

包括教育課程編成權，包括（1）當年及次年全體教育活動計畫作成權；（2）教育措施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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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實施教育之方法、對學生品行之考核、學業評量或懲處方式之選擇，

均具判斷餘地或裁量權限，對此應尊重教師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

所為之決定，從而，學校校長、教育行政機關及法院對其專業判斷，教師

之判斷或裁量除有悖離教育之一般原理原則、判斷或裁量違法或顯然不當
1260應予進行法律監督1261，而不應為專業監督。尤其教師進行實驗性之教學

方法，若學校及行政機關動輒予以行政監督，亦有害於教師之專業自主
1262。然教師之專業自主並非意謂自我決定之毫無限制或容許恣意，故應建

構其專業自律機制及設定倫理綱領1263作為維繫其專業自主之擔保。 

 

第五項  教育中立原則 

 

教育係應向全體國民負直接責任之任務，故不應屈服於不當之支配
1264。教育基本法第 6條規定：「教育應本中立原則。學校不得為特定政治

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亦不得強迫學校行政

人員、教師及學生參加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故學校應遵守政治中

立原則及宗教中立原則1265。此中立原則拘束之對象為教育行政機關及學

校，惟此所稱之學校，應採廣義見解1266，即包括學校之行政人員1267及教師，

而此之教師含括公私立學校之教師，蓋私立學校係法律在特定範圍內授與

行使公權力之教育機構，於一定之事項範圍內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故

不可自外於對中立原則之遵守1268。於法解釋上，法律並未禁止學校行政人

                                                                                                                                            
此如教育校務分掌自主決定權；（3）行使入學、轉學、晉級、畢業等教育措施決定權。佐藤幸治

編，大學講義雙書憲法Ⅱ基本的人權，成文堂，1992 年 3 月 10 日，頁 273 阪本昌成執筆部分。 
1260 釋字第 382 號解釋理由參見，又該理由係將教師及學校之專業及對事實之熟知併列，然學理

上，仍應以教師之判斷為核心，學校僅居於補充地位。 
1261 理論上，大學之專業研究則不應受國家之監督。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4 年 9 月，頁 177。 
1262 吳明益，國家管制教育市場的合理性與制度因應，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6 月，頁 100；呂來添，論中小學教師輔導管教之專業自主權－以教師法第 16 條及第 17 條為

中心，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29-30。 
1263 兼子仁，教育法，有斐閣，昭和 53 年，頁 312。 
1264 日本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參見。 
1265 國民教育作為履行國家義務之一環，故學校作為國家作用之象徵，應遵守憲法所課予不得對

有關信仰或世界觀認同之文化事務加以侵犯之誡命，並保持距離之中立性及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

保護義務。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61-62。 
1266 有學者認為私立學校之行政人員不受中立原則之拘束。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5。 
1267 有學者認為私立學校之行政人員不受中立原則之拘束。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5。 
1268 釋字第 382 號解釋謂：「公立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令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

而私立學校係依私立學校法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許可設立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

圍內，有錄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律在特定範圍

內授與行使公權力之教育機構，於處理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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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教師個人具有個人政治或宗教之信仰或為其成員或於非上班時間參

與政治或宗教活動，然以其特定身分於私人時間於公開場合表達對特定政

黨與宗教之肯定與否定，即有損其教育中立1269。如強迫學校行政人員、教

師及學生參加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固業為法律所禁止，積極鼓勵為

之，亦非妥適之行為。 

 

第六項  教師及學生其他權益保障原則 

 

學生及教師為學校之主要構成員，教育行政體系只係協助學生學習及

教師教學之支援系統。教育行政體系對於學生及教師以其身分或作為一般

人民之權益，均不得為不當或違法侵害。教育基本法第15條明文規定：「教

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

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令提供當事人或

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該規定，特別揭櫫以學生身分為

核心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保障，及以教師身分

之專業自主權保障。 

    教師針對學生個人不當行為，特別係干擾他人學習或妨礙教師教學活

動之正常進行時，教師即應實施適當之輔導與管教，但其輔導管教措施應

具合法性及合理性，尤其當遵守尊重人性尊嚴原則、保密原則、平等原則、

禁止連坐原則
1270、學習權保障原則1271及比例原則等。理論上，教師對於學

生學業或紀律之事後追究，可依其性質，為學業性懲戒（如留級、強迫轉

學或退學）或紀律性懲戒（警告、記過、勒令轉學、留校察看、退學1272）。

然國民教育為義務教育，並採學區制，故前述留級、強迫轉學、退學、勒

令轉學1273並不適用於國民中小學；實務上，國民中學已有採警告、記過之

懲戒處分，但多數不適用於國民小學階段教育1274。至於留校察看於國民中

學部分有列為獎懲手段之一，惟部分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所訂行政規則規

定，若留校察看無效，即「輔導其改變學習環境」1275，其雖稱之「輔導」

                                                 
1269 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5。 
1270 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122-124。 
1271 如不得命學生離開上課中教室不得聽課。 
1272 退學為學業性懲戒及紀律性懲戒可雙重使用之懲戒方式。 
1273 臺北縣防止國民中學學生越區就讀實施要點第 3點第 3款規定，如發現戶籍已遷出或虛報遷

入本學區者，應即通知該學生遷回實際居住地並轉學至居住地國小就讀，否則勒令轉學；又宜蘭

縣防止國民小學學生越區就讀實施要點第 4點第 5款規定，未按學區就讀，應立即通知該虛報戶

籍之學生限期返回原居住地之學校就讀，逾期或拒不轉學者，則勒令轉學。雖係對學生之不利處

分，然非屬此所謂之學生懲戒措施。 
1274 唯一例外為臺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3點第 1項第 3款規定，將訓戒、警告、

小過、大過等列為國民中小學學生均適用之懲罰方式。 
1275 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14 點第 2項第 2款、苗栗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辦

法第 14 條第 2項第 2款、臺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12 點第 2項第 2款、南投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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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學習環境，似無強制之意，但此顯係為規避國民教育之學區規定，以

迂迴、變相之文字，以達強迫學生轉學之目的，其脫法之行政法規為實然

之違憲與違法規定，且違背國民教育係為協助兒童建構完整人格之教育目

的，該幌稱之「輔導」作為係違背教育良知之作法。此行政行為足以改變

學生與其學校間之基礎關係，且屬損及其受教育之權利，為影響其憲法受

教權且具重大影響，該受處分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

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1276，而於前揭地方行政規則未修正前，法院於

審酌此等學校作為，非可認為學校之行政作為具合法性。至僅係內部管理

關係之懲戒處分，則學生祗得進行校內申訴1277。 

    關於教師之權益保障，其保險、撫卹、退休、賠償請求、法律協助、

加班、補休假、獎勵或其他補償、職務墊支、休假、公假、公差、年資累

計、其他福利、職務借調等亦受公務人員保障法保障，教師法另規範教師

之權利義務事項、結社權，並制定教師之申訴制度。教師法第29條規定：

「（第1項）教師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

法或不當，致損其權益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278提出申訴。（第

2項）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教

育學者，且未兼行政教師不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有關委員本校之申

訴案件，於調查及訴訟期間，該委員應予迴避；其組織及評議準則由教育

部定之。」第36條之1規定：「各級學校校長，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提

起申訴。」第31條規定：「（第1項）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

級。（第2項）教師不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不服申訴決定者亦同。」第33條規定：「教師不願申訴或不服申訴、

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

保障法律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1279 

                                                                                                                                            
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4點第 4款第 3目規定參見。 
1276 釋字第 382 號解釋參見。 
1277 教育基本法第 15 條僅稱政府應依「法令」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

道，惟並非所有地方政府均已明確訂定相關規範，目前祗有臺北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理

辦法、臺北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臺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稚園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無

效與不當事件處理原則、基隆市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新竹市身心

障礙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實施要點、臺中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臺北縣縣立高中職及

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要點、宜蘭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新竹縣國民小學學生獎

懲與輔導實施要點、臺中縣中輟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及宣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臺中縣公私立國民中

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實施要點、臺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臺東縣國民

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注意事項、花蓮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及申訴標準作業程序等有詳略不一之

規定。 
1278 教師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地位，教師法就其法律地位並無明文，解釋上，應臨時編組內部

單位（同見解，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217），而不具

行政機關之地位。各該申評會作成之評議為該學校或縣（市）、省（市)、教育部之行政處分。 
1279 惟本條規定有諸多可資檢討者，諸如：（1）本條第 1項未區分二類與公務人員保障法不同，

其區別之意義何在？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5 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

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非現

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同。」又該法第 77 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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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益者，得

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將得提起復審之標的限於此所稱之「行政處分」，顯受大法官解釋

之影響，究其原因，乃為擺脫特別權力關係理論之陰影，致公務員法中行政處分之判斷基準有別

於行政法之一般理論（林明鏘、蔡茂寅，公務員法，收錄於翁岳生編，行政法（上），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2006 年 10 月，頁 336）。而相對於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程序，依本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得提起申訴之對象，包括行政處分外，非屬行政處分之內部行為、工作條件及管理措施

等，亦在其列。由此觀之，本法之救濟程序，不僅如學者所批評彼此法律用語紊亂外（吳庚，行

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273），體系亦可謂混雜。教師除銓敘制度及教育專

業自主之事物本質與公務員不同外，彼此在諸多公法關係上，極為相近，在救濟制度之用語與程

序，並未達必須個別設計之必要。（2）教師法第 29 條第 2項規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組

成，應包含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教育學者，其中關於教育學者部分，其條文文義易遭誤

解為該教育學者必屬同地區教師組織之成員。（3）與大學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大學設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其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相較以觀，本條第 1項賦予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功能，顯較廣

泛，與其認為大學法第 22 條第 1項之規定，就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功能之宣示不明確（衛

民，公立大學教師申訴制度之分析－論升等案與大法官釋字第四六二號解釋，國立臺灣大學法學

論叢第 30 卷第 4期，2001 年 7 月，頁 38），毋寧認為係法規範整合之疏漏，有必要合併修正。

（4）教師法第 29 條第 2項但書規定，有關教師申評會委員本校之申訴案件，於調查及訴訟期間，

該委員應予迴避。其所稱「調查」，應係指申訴期間之調查，則此「調查」似宜修正為「申訴」，

而非僅限於申訴期間之調查為是；又案經評議後，若進入訴訟程序，則其評議程序已終結，評議

委員因何人之故，而有迴避之必要？又何以須迴避？按行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2款規定，法官有

在中央或地方機關參與該訴訟事件之行政處分或訴願決定之情形者，應自行迴避，不得執行職

務。若該法官有前揭情形，於行政訴訟法中規定為已足，不煩本法規定。最可能之疑慮，是否為

於行政訴訟期間，法院得否以前述委員為鑑定人？查法院實務於選定鑑定人時，為避免不公，在

斟酌兩造意見及職權審酌時，向避免選任此類資格者為鑑定人；又上開委員會為合議機關，個別

鑑定人意見不能替代合議機關全體意見，故亦不致使其作為鑑定證人應訊。諸此種種，均無使該

委員於同校申訴案件，於訴訟期間，仍有繼續迴避擔任委員職務之必要。（5）本法第 29 條規定

第 2項後段規定，教師申評會之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之。按教師申訴之行政程序，相當於訴願

制度，學者間固有認為其所應遵循行政程序法之程序，但由於具有「準訴訟程序」性質，若行政

程序法未規定者，應類推適用訴願法或行政程序法（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4 年 9 月，頁 217），但本文認為由授權法規階層規制救濟程序，其正當程序保障顯有規

範不足之缺憾。（6）教師法第 32 條規定：「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確實

執行，而評議書應同時寄達當事人、主管機關及該地區教師組織。」前段主要在敘明確定之行政

處分執行力，而後段則有關評議書之送達對象，二者規範之法律事務並非相同，且依本法規定，

有申訴及再申訴二級，如於申訴時，即已確定，則無待言，其業確定，其教育主管機關所執行者

即此實體判斷之評議書；若申訴後，有不服者，則另有再申訴程序，其申訴之評議書送達，是與

確定之申訴評議無關。綜此而言，本條前後段規定之內涵，事物本質不一，若認均有規定之必要，

故以分條規定為妥。（7）行政處分文書或行政訴訟文書之送達，其法律上之重要意義，在於界

定救濟期間起算基準日。本條規定於教師申訴程序中，評議書尚須送達地區教師組織，表面上似

在強化教師組織之團體權功能1279，但從救濟制度理論言之，教師組織並非爭執之任何一造，評議

委員會本無送達之法理應然性，且徒增社會資源之浪費。教師組織為教師之自主性團體，教師有

個別或團體權利義務交涉或協助之必要者，其本有自主決定之權利，教師組織亦祗有詢問是否接

受協助之可能，從而，本條規定依法應逕將評議書送達教師組織，既不能發生救濟程序上之任何

意義，亦無增減個別申訴者及教師組織之權義關係，顯屬贅文。尤其，若申訴案件涉及個別隱私，

縱其他法律另定有保障隱私之規定，然類此評議文書之送達，更有提高他人隱私洩溢之風險，同

此情形，該評議書並非法律關係之最終判斷，副交教師組織難以想像其得發揮該自主組織之構成

員糾彈功能。職此之故，建議修正刪除此部分規定。再者，關於確定行政處分之執行力，通說認

為係具形式確定力，而非實質確定力，故訴願法第 80 條第 1項本文明文規定，訴願因逾法定期

間而為不受理決定時，原行政處分顯屬違法或不當者，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

銷或變更之，同法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就其依第十條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亦有拘束力。」又公務人

員保障法第 91 條第 1項亦規定，保訓會所為保障事件之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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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保訓會作成調處書者，亦同。本法規定之申訴程序依大法官解釋意旨具有替代訴願之效力，

則本條所規定之確定力及送達程序，實有準用訴願法相關規定之必要，本條突兀之規定，雖略可

彰顯主管機關對於確定評議決定形式確定力及地區教師組織等之尊重外，在程序規制上，並非完

備，甚且有不當之處。（8）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有學者認為其屬選擇性之救濟手段，與公務員

保障法之復審取代訴願程序有別（林明鏘，教師申訴與行政規則，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3 期，

2000 年 8 月，頁 161），此救濟程序選擇制（關於教師法、大學法之申訴制度與訴願間之法律關

係，學者之學理分析，認為有先行程序說、取代訴願程序說、相當於訴願程序說，末者，尚可區

分為優先是用說及併行（擇一）說。蔡茂寅，大專教師升等紛爭之救濟－大法官釋字第四六二號

解釋評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期，1999 年 8 月，頁 119），與日本訴願選擇制可選擇提起訴

願或逕予提起訴訟之法律設計，尚屬有間。在行政部門內之救濟程序採行雙軌制，在比較法上，

實屬特殊之例（美國教師申訴制度，參見秦夢群，美國教育法與判例，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04 年 9 月，頁 190 以下），此體例是否具有特殊意義及價值，實有待評估。本條採行之

雙軌制，其行政救濟程序決定機關之組成構造不同，委員專業亦不同，更凸顯其不妥之處。其二，

從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縱使依教育部所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0 條第 1

項以降之規定辦理申訴，程序所耗時間將近 1年之久，時間過於冗長，對當事人顯屬不利，反不

如以訴願程序迅速（衛民，公立大學教師申訴制度之分析－論升等案與大法官釋字第四六二號解

釋，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第 30 卷第 4期，2001 年 7 月，頁 51-52）。從而，將弱化申訴之法

制機能，故有縮短時程之議，就此部分，教育部宜進行辦理申訴所耗時間之全國性案件統計，俾

確實掌握實況，修正法定辦理期間。又如已提起教師申訴，依釋字第 462 解釋意旨，應毋庸再行

訴願程序（林明鏘，教師申訴與行政規則，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3 期，2000 年 8 月，頁 162；

行政法院八五年判字第二四八號、八六年判字第三三零一號判決），有學者稱該申訴程序為提起

訴訟之「先行程序」（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273；林明鏘，教師

申訴與行政規則，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3 期，2000 年 8 月，頁 162；行政法院八五年判字第二

四八號、八六年判字第三三零一號判決），惟本文認為實則應理解為訴願之「替代程序」，蓋所

謂先行程序，一般係指非經前階段程序者，不得遂行後階段程序之謂（如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及

第 12 條規定國家賠償訴訟之協議先行制度），如程序係可選擇，則無先行與否可言。基於此觀

點，解釋論上，雖可理解已遂行申訴程序者，於就關於教師身分關係等重要事項之行政處分，業

不必再行訴願之冗贅程序，直接訴諸法院逕為判斷孰是孰非，可達儘速確定法律關係，但本文猶

須指出，從本條法律用語全文觀察，其救濟程序之適用，將導致不只非法律人不易理解，及法解

釋上徒生困擾等雙重疑慮。條文稱「得按其性質」，觀以條次文義，其後文既有「提起訴訟」，

復有「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首在判斷爭執之法律關係為私法關係或公法

關係之層次，其次，針對公法關係中，得否依法提起「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

救濟，其所須判斷之性質，以有力學說所主張結合身分關係理論與重要性關係理論之判準（吳庚，

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月，頁 233；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裁字第 1549 號裁定：

「按公立國民中學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育工作，依其聘約之內容，要在約定教師

應履行公立國民中學對於學生所應提供之教育服務，及所得行使之公權力行政，以達成給付行政

之公法上目的，性質上屬行政契約。其契約關係之成立，本質上仍屬雙方間意思表示之合致。是

關於聘約內容之事項，無由一方基於意思優越之地位，以單方行為形成之可言，自不應承認校方

有以行政處分形成或改易聘約內容之權限。惟雖如此，公立國民中學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為督導考

核教師勤務，於無關教師對於學生之教導專業自主權範圍，訂定辦法實施，參照教師法第十七條

規定教師有遵守法令履行聘約之義務，自非不許。此種督導考核之實施，為行使公權之單方行為，

如足以影響教師之資格或重大權益，應認為行政處分，許教師於用盡申訴救濟猶有不服時，得以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其不足以影響教師之資格或重大權益者，教師僅能依申訴程序謀求救濟。至

於校方執行此種督導考核，或基於法令，或基於授權，並非基於聘約一方之地位，亦無涉聘約之

爭議，無從依循解決聘約爭執之途徑如確認訴訟或給付訴訟救濟，乃屬當然。」有認為釋字第

462 號係延續第 298 號、第 323 號、第 338 號、第 382 號以來，突破德國學者 Ule 所創身分關係

及管理關係二元論之觀點，繼續重申重大影響說。許宗力，大法官釋字第四六二號解釋評析，臺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期，1999 年 8 月，頁 101），應視其為身分關係等重要事項、管理關係之內

部事項，而決定其可否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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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教育普及原則 

 

教育基本法第12條規定：「國家應建立現代化之教育制度，力求學校

及各類教育機構之普及，並應注重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之結合

與平衡發展，推動終身教育，以滿足國民及社會需要。」在相關財政之配

合方面，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5條規定：「為兼顧各地區教育之均衡

發展，各級政府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之補助，應依據教育基本法

之規定優先編列。」均旨在提供人民有普及接受教育之機會。就目前之就

學狀況而言，國民接受中小學義務教育幾已達百分之百程度，故教育普及

形式上不生問題。然諸多偏遠地區，因人口流失嚴重，部分地方政府為降

低設校之財政負擔，故對裁廢學校至為積極，致被裁廢學校區域學童須更

赴遠處就學，不僅耗費學童之就學時間、費用、精力，更加促發其家長進

行住居之遷移，亦間接強迫學童改變其學習環境，此與教育普及之實質精

神，實有不洽。因而，不免令人感嘆，自日據時期以迄光復後我國經濟仍

屬蕭條時期，有聚落即有學校之情境不在，在經濟窮困之年代，人民無擔

憂無校可讀之恐懼，在今日經濟發展已至一定水準時，反有學童須因廢校

而跋山涉水就讀國民中小學，豈非教育理想與實際之矛盾與悖反。地方政

府裁廢學校雖有其財政考量，然其並不符合教育原理。吾人一再強調教育

係以學生受教權為核心，職此，教育行政考量對於國家興辦教育而言，均

屬次論。易言之，即使地方財政有何困難，有學生所在，即應提供學校教

育，學校及教師均係為學生而存在，有學生存在，學校及教師始有其教育

意義，故而，本文認為除非聚落已無學生，則國民中小學不得廢校，否則

構成人民基本權保障之倒退，此應嚴予禁止。至於地方財政困境應透過其

他機制解決，其困境不應由學童及其家長吸收或擔負，如設校不符經濟成

本，則亦應維持以往分校方式，派教師駐點教學，而非全然將教育自少數

學童地區撤出。 

 

第八項  教育水準相當原則 

 

國民教育為地方自治事項，從而，各地方之國民教育於教育內容之軟

體部分可能各有其發展特色，而囿於各地方之財政能力不一，於硬體之教

學支援上，勢亦有強弱之別。然縱或國民教育之實施為地方權能，但基於

憲法規定，其仍為國家整體義務之一環，準此以觀，中央自不能視地方辦

理國民教育不力於不顧，於具體作為上，除合理資源分配、資源協助外，

尚須進行一定國民教育水準之控制，以促進各地方國民教育之平衡發展，

本文暫稱之教育水準相當原則。此原則並非法令用語，然由人民受教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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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平等原則，應得導出此原則。 

誠如前述，由釋字第 450 號解釋得導出學生有要求適任教師之請求

權，而學校應以適任者充任教師，乃維繫教育水準最重要之基石。依教師

法規定，高中以下教師依教師法規定，初檢合格者取得實習教師證書，複

檢合格者取得教師證書1280。惟合格教師僅為適任教師之充分條件，但非必

要條件，依國民教育法第 11 條第 1項但書、第 2項規定，必要時，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得依法聘請依法認證之兼任教師，或聘請具有特定

科目、領域專長人員，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而偏遠地區學校多

有教師流動率過高之教育困境，以致無法形成學生與教師間之長期信賴關

係，學生須經常適應不同教師之任教方法及人格特質，對於原本已處於學

習環境弱勢之弱勢家庭學生而言，儼然係雪上加霜，從而，以津貼補助偏

遠教師以留任教育人才為可採之方法；又偏遠地區之國民中小學經常欠缺

專業領域之教師，本文認為應可研究於數校間共用專業教之師資資源共用

制度，亦即，制度上可安排專業教師至數校間教學，至於其因而增加之時

間與金錢負擔，應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補助，並以減少任課時間

或其他行政措施予以獎勵，其師資來源除係自願加入者外，亦得由公費生

之教師充任；此外，另應加派公費生赴該地區任教，並延長申請調任期間，

該地區學校聘用教師且得以條件約束其受聘期間
1281。至於往昔將受懲處教

師或不適任教師調派至原住民區域或偏遠地區學校，將素質欠佳教師推予

教育環境弱勢之區域，致該區域學生之受教品質益加惡劣，亦與此原則不

符。 

在硬體方面，頗值注意者，係資訊化教學及電腦網路資源之搜尋與連

結，業為現代化教育不可欠缺之輔助設備，數位落差極易擴大教育品質之

差別，政府雖已甚重視，然城鄉間發展猶有待改善。 

 

第九項  教育負擔平民化原則 

 

依憲法第160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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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第5條第1

項亦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免納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

並免繳其他法令規定之費用。此與現代化國家實施國民義務教育，提供免

納學費之普遍性教育政策大抵相同，蓋國民教育具有不可忽視之外部性，

故應由全民納稅之國庫支應之。惟學童家長所須負擔者，於現行法制中，

尚有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其收支依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第5條第3項

                                                 
1280 教師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參見。 
1281 如於受聘期間離職之違約金，或轉任非偏遠地區學校任教之競業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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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然所謂雜費及代收代辦費，中央

法規並無明確定義。關於雜費，部分地方政府行政規則認為係依國民教育

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免納雜費1282。所謂代收費及代辦費，係學校自行或代

為處理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1283，詳言之，代收費係指政府、學校或班級依

規定得收取之費用，代辦費係指統一辦理學生或學生家長應辦事項而收取

之費用1284。茲比較城鄉間之縣市收費項目，如臺北市代收費部分包括班級

費、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電腦耗材、週邊設備及相關教學軟體費、

游泳池水電清潔維護費、網路使用費及其他代收費用，代辦費則包括寄宿

費、蒸飯費、交通車費、腳踏車停放費、教科書費、學習輔導費、冷氣使

用費及其他代辦費用1285；高雄縣統稱之代收代辦費包括教科書書籍費、學

生寄宿費、蒸飯費、腳踏車停放費、午餐燃料費、午餐基本費、班級費、

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游泳池水電及管理費、電腦設備及維護管理

費（或代收學生活動費、齲齒防治費、交通車費）1286；苗栗縣統稱之代收

費用，包括班級費、學生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游泳池水電及管理

費、網路使用費、電腦設備維護、管理及耗材使用費、學生活動費、齲齒

防治費、寄生蟲檢查費、尿液檢查費及其他代收費用；花蓮縣統稱之代辦

費包括教科書書籍、學生寄宿費、學校午餐費、學校午餐基本費、燃料費、

蒸飯費、腳踏車停放費及其他代辦費用
1287。由此以觀，教科書費用不在學

費之免納範疇，又依各地方財政及學校教育行政給付事項不一，各地方之

學生家長負擔之教育成本有顯然之差距。 

即以邇來輿論之批評而論，如目前教科書政策採一綱多本原則，各校

選用之教科書版本不一，學生家長所負擔之教科書及其附屬費用1288負擔亦

不同，若轉學則可能須另購教科書而重複負擔，更不復言；其更甚者，因

多數國民中學畢業生尚面臨升學考試，從而，多數家長及教師因擔憂其子

女、學生應試有所不及，故多偏離一綱多本教育改革原理及理想，實採同

時選用多本教學或自學，是學生家長擔負之教科書及其附屬費用負擔更形

增加
1289。固然，於一綱多本架構下，民間編纂之教科書，或因編輯素質、

印刷材質、物價水準等因素，有其必要成本之計算，且基於市場競爭法則，

各校有選擇餘地，然國民教育作為義務教育，國家為履行此憲法義務，對

                                                 
1282 臺北市公私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3點第 1款前段、

臺南縣公私立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花蓮縣

公私立國民中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2點第 1款規定參見。 
1283 臺南縣公私立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參見。 
1284 苗栗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3條第 2款、第 3款規定參見。 
1285 臺北市公私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4點第 1項、第 5

點第 1項規定參見。 
1286 高雄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參見。 
1287 花蓮縣公私立國民中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4點第 1項規定參見。 
1288 此所指之附屬費用，如配合教科書內容學習之參考資料、練習簿本或相關教材費用。 
1289 學生因考試制度遭扭曲之學習態度，似益惡化，學習負擔且反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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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民所負擔之國民教育成本，本於前述公立國民教育之學校教育行政給

付為公共財及教育應係準市場之性質，國家有必要發揮其平準功能，以使

國民得以平民化之合理負擔享受憲法所保障之國民教育受教權1290。 

 

第十項  適當規模原則 

 

教育基本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各類學校之編制，應以小班小校為原

則，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做妥善規劃並提供各校必要之援助；又國民

教育法第12條第1項前段故亦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採小班制

為原則……」據此，國民教育之學校規模設計應以小班小校為目標，至為

明確。此政策宣示意謂國家對大班大校粗廉主義遺毒之正視及深切之反思
1291，惟何謂小班小校，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均未明文定義。國民教育

法之子法即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2條則

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班級編制規定如下：一、國民小學每班學生

人數以三十五人為原則，自九十六學年度起，依下列基準採逐年降低為原

則（附表略）1292二、國民中學每班學生人數以三十八人為原則，自九十六

學年度起，以三十五人為原則。三、山地、偏遠及離島等地區之學校，每

班學生人數，得視實際情形予以降低，並以維持年級教學為原則。四、特

殊教育學校（班）班級編制，依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規定辦理。」 

小班之教育原理，應以學生學習權益為出發，亦即，班級之學生數應

使班級教師得適時注意學生之學習情況為度，此另一面向亦係衡酌教師之

合理教學負擔。以往，於都市人口集中區域之中小學班級學生數動輒超出

50餘人，致班級教師甚難擁有足夠之時間進行個別學習輔導或生活輔導，

個別學生受關注之時間付之闕如，極易形成學生學習差異擴大及學生問題

發現過遲現象。資此，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於教育政策上宣示縮小班

級人數，具有教育學上之重要意義，並用以敦促各級政府辦學時，朝此正

向目標努力，故頗具積極規範價值。惟國內少子化現象已逐漸產生具體效

應，依教育部統計處於民國94年5月發布94年度109學年度國民教育階段學

                                                 
1290 平準機制包括教科書物價之控制，或進行必要之補貼。部分地方政府雖進行代收代辦費之程

序管控，如明文規定學校應事先以書面向家長說明，並應切實開立收據（臺北市公私立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4點第 2項、第 5點第 2項、花蓮縣公私立國

民中小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暫行要點第 4點第 3項），或規定各校經家長會、社會公正

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布之（高雄縣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3條第 3項），但難發揮平準之實質效益。 
1291 此應係受四一○教育改造聯盟對教育改革主張之影響。四一○教育改造聯盟，民間教育改造

藍圖－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性變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10 月，頁 158-162、

208-215。 
1292 至 104 學年度後，各年級每班學生人數均調整為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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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數預測分析1293，我國出生人口數由84年329,000餘人降至93年之

216,000餘人，此期間內每年出生數人口數與前一年相比較，平均逐年減

少1萬餘人，而相較於前一個10年間，與前一年相較平均逐年減少4,000

人，其減幅達1.5倍，而此人口結構變化，且有逐年加劇之趨勢，從而，

以現有學校提供之教育供給面言之，未來人口結構條件亦將成為導致縮減

班級人數之必然因素。從法之觀點而論，小班乙詞乃不確定之法律概念，

其合理數值之特定，應考慮教育學、經濟學及財政學三面向，教育行政機

關應審慎研訂。在教育學方面應基於前述教育原理，細心研究合理之師生

比，建立班級學生數理想之合理模式
1294；於經濟學方面，應精確計算師生

比之成本效益，以建構經濟負擔之正確規模；然為落實上揭模式之理想，

須有可供執行之教育財政作為擔保，否則，前開理想恐僅係海市蜃樓、空

中樓閣，是以，中央所訂之小班人數規模，應符合地方之財政負擔能力，

教育基本法第11條第2項後段規定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此提供各校必

要之援助，僅具補充性之擔保效能，不足以保證地方政府之履行能力。由

上觀之，中央對於班級學生數之政策決定及相關授權命令之訂定，應予地

方充分陳述意見之機會，並優先尊重。中央就此政策之決定，究竟得為地

方或各校如何必要之援助，更應具體明確，始能有效發揮中央與地方合作

之效能。 

由於所謂小班具有前述不確定法律概念之性質，且基於上開中央規劃

之班級人數仍隨學年度及諸多因素而可能為浮動性之調整，是以，將「小

班」作為政策導向，並非妥適，毋寧採較符合經濟學原理且屬中性判斷之

「適當規模」作為法規範之指標。此觀諸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教師地位

建議書第86條前段規定：「班級大小應合宜，俾教師得注意個別學生之狀

況」，復可證之。 

在學校規模方面，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第2條第3款前段規定，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之設置，以不超過48班為原則。以前揭規定為計，在教育基

本法以降之小班小校設置規範體系下，係預計每一國民中小學最大學生規

模約在1,440名左右。然從實況面而言，城鄉學校發展之差距可謂天壤之

別。相對化之非都市區域，人口流失日益嚴重，學校規模自然減班，所謂

小班小校係不求而得之必然現象；都市區域學校於1970年代至1990年代中

期有過度暴增之異化現象，學生數超出萬名或逾5,000名者，比比皆是，

部分此等學校，於小學低年級班級甚且須以二部制教學，以解決教室不足

之窘況，近年，因上述少子化之人口結構變因，都市區域學校亦有規模縮

減之發展趨勢，然因區域開發性質所致新人口過度集中區域，猶不斷形

                                                 
1293 教育部統計處，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人數預測報告，2005 年 5 月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publish/basic-edu-stnum/200

5.pdf 
1294 依前述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2條附表規定，至 104 學年度

後各年級每班學生人數均調整為 29 人，似認為班級學生以 29 名為合理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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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在多有。 

以同一管理模式進行學校管理，學生數之增加，理論上，其平均效能

較高，且邊際成本可降低，惟是否符合教育原理，則頗值懷疑。蓋學校之

最佳規模可能因地區及經費之不同而有差異，因此，過猶不及，均不適於

學校教育之進行1295。學生人數過多產生之教育環境惡化，乃顯而易，諸如

學生可利用空間不足、教學上互相干擾、衛生設備欠缺、安全及健康管理

機能容易發生漏洞等，不一而足，倘學校校區過大，安全維護亦常超出學

校負荷，即使有較多之教職員工，校園管理危機仍四伏，對學生之學習及

學校行政結構均無福可言。是以，亦應統合前述教育學、經濟學及財政學

理論與實際，研訂適當校園規模，實有必要性。 

 

第十一項  教育投資充實原則 

 

在財政許可下，中央或地方對於國民教育之投資應積極充實之，蓋即

若從功利為出發，教育確為知識經濟最大之創造者，而國民教育為基礎教

育，為其後各級學校教育之基石，尤應特予重視。教育基本法第 5條規定：

「（第 1項）各級政府應寬列教育經費，保障專款專用，並合理分配及運

用教育資源。（第 2項）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助。（第

3項）教育經費之編列應予以保障；其編列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律定之。」

此可謂修憲凍結憲法本文教科文預算最低限制規定後，對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前段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

應優先編列……」之回應，此就教育經費優先性及保障，乃其必要之配套

措施。 

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3條第2項規定：「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

計應不低於該年度預算籌編時之前三年度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

二十一點五。」、第4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憲

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項規定，優先編列國民教育經費。（第2項）中央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國民教育績效優良者，

或國民教育經費支出占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決算歲出比重成長較高者，

於分配特定教育補助時，應提撥相當數額獎勵之。」國民教育法第16條規

定：「（第1項）政府辦理國民教育所需經費，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編列預算支應，財源如左︰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一般歲入。二、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分配款。三、為保障國民教育之

健全發展，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1295 張志明，公立學校制度改革的新途徑，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展

望，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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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之規定，優先籌措辦理國民教育所需經費1296。（第2項）中央政府應

視國民教育經費之實際需要補助之。」1297綜觀之，前述規定係為規範政府

穩定投入國民教育之財政預算，以健全國民教育發展之財政需求1298。而在

都會發展區域，國民教育之開展，並非財政單一支援即能竟其全功，尤其

新設學校之困境多有使用土地取得不易之困境，故關於學校土地之規劃，

須有長期之行政計畫外，並應有因應需求之道。教育基本法第17條規定：

「辦理國民教育所需建校土地，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視都市計畫及社

區發展需要，優先規劃，並得依法撥用或徵收。」即屬之。 

 

第十二項  多元彈性原則 

 

教育係多元主義社會之共同契約，且協助吾人與全世界其他文化相聯

繫1299。在此所討論之多元及彈性，應包括教育內容、個別學校組織、辦學

型態等面向。在教育內容之宏觀面，首先，應重視文化多元之培植。所有

國民均應體認，存在於吾人社會之任何文化，均有受平等對待之權利，主

流（Mainstream）文化有其價值，非主流文化亦不應受輕蔑；又文化之強

弱，猶如不同濃度之液體，自然係由濃往淡滲透，主流之強勢文化將無形

地滲入弱勢文化，故而，欲令其他文化繼續獲得傳承契機，教育機制理不

應缺席。質言之，對應於文化之多元，學校教育應提供認識多元文化之環

境，首先，學校須提供機會使學生認識其族群之自有文化，包括其成長環

境中斯土斯民之民族語言、文字、歷史、風俗習慣、宗教、藝術等各項文

化事物，藉由自我之認知、自我尊重，建立自有文化之價值感
1300，並有機

會認識其他族群之文化，由理解以迄欣賞其他文化，關照彼此差異，消除

                                                 
1296 修法前規定之意旨，參見釋字第 346 號解釋。又世界各國國民教育財政之籌措方式，略有二

種，一為統一徵收，即國民教育經費與其他公共經費由事務機關統一徵收，再於年度財政預算按

一定比例撥付予教育部門，此為多數國家之例，一為分別徵收，如美國部分州以學區財產稅為中

小學籌措財源，另有 21 州以發行教育彩券作為中小學教育經費補充。孫霄兵、孟慶瑜，教育的

公正與利益－中外教育經濟政策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年 1 月，頁 75-76。 
1297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教育補助分為一般教育補助，即用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需之教

育經費，不限定其支用方式及項目，並應達成教育資源均衡分配之目的，及特定教育補助，即依

補助目的限定用途。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 8條規定參見。 
1298 為避免教育財政之濫用，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公、私立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依法進行

財務監督。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 8條規定參見。 
1299 Education is the common bond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 and helps tie us to other 

cultures around the globe.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USA），

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April 1983） 
1300 語言係代際關係間溝通之重要橋樑，亦為後代子孫與其遠祖間聯繫之靈魂，學童對於語言之

使用選擇更係一心理作用，亦連帶影響其個人及社會整體性文化發展，故學童對於其母語以迄整

體文化之疏離，將致其自身文化遺落，並自斷根脈，此為文化之重大悲劇。威權時期，學校教育

以懲處作為對本土母語及文化之壓抑手段，不僅違背教育、文化理念，更係對憲法所保障之文化

權及平等權之人權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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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目前，已開始推行之母語教學，使學童能多接觸本土文化外，最須

制度扶持以促成其文化覺醒者，除前述曾提及之原住民文化外，由於國人

與新移民結婚之情形日益頻仍，但依現有之師資及地方財政能力，其子女

現在接受學校之國民教育並無法有系統獲得新移民父母其本國之文化，此

為未來應努力強化之處。 

又兒童在國民教育期間適為人格形成之初期，故學校應為其創設適才

適性之教育環境，並使其學習具備多元能力，以促進其生活之適應力，而

與此最直接之關係者，係其學習之教材。從教育內容之微觀面而言，以往

學校使用之教科書係由國家統編，其內容潛藏過多一元化之意識及價值

觀，教材內容並理所當然地成為升學中評斷良莠之智識指標，其造成學生

思想僵化之不良後果，向為教育改革者所詬病
1301。事實上，教科書原本不

應作為政府承載意識型態之工具，故開放教科書編輯權，為多元教育發展

之重要突破。在多方教育改革之奔走下，終於爭得法令鬆綁，從民國80年

起開放國民小學教科書之編輯權，並自85學年度起開放使用審訂本；國民

中學則自90學年度起採用統編及審訂併行制1302。除此之外，改變與創新方

能為教育注入活力及新血，是故，容許教育實驗至為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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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

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國民教育法第4條第4項另規

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

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一方面賦予教育實驗之之容許

性，另一方面教育始終應以學生之學習權為核心，且教育歷程具不可逆

性，故不容教育實驗有何差池致學生權益受害，而為監督教育實驗之有效

進行，依法應予加強評鑑，以擔保教育實驗之合理性及有效性。惟其既屬

教育實驗，即有別於傳統之教學，且有挑戰制式教育之動機與目的，如單

由教育主管機關進行評鑑，則難脫固有思維，且易造成教育實驗之窒礙，

故宜委由教育學者為之，始屬妥當。 

關於國民中小學學校經營之多元及彈性發展，首應檢討者為學區制

度。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小學採學區制，其優點在於教育行政之便

利，學生人數且易於掌握，惟可能產生學校缺乏競爭力，同時剝奪家長為

其子女福祉選擇合適教育之機會，在步向多元、開放與民主之社會，此制

度勢必遭受挑戰
1303，故有檢討開放或更彈性之作為。其次，就學校經營之

內部結構而言，國民教育法亦作原則性規劃，但可依學校規模調整之，約

略言之，包括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輔導室、人事、主計等單位1304。

                                                 
1301 教育部於 1994 年 6 月召開第 7次全國教育會議，推動多元教育亦為該次會議之主題。 
1302 國民教育法第 8條之 2第 1項前段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教育部審定，

必要時得編定之。」 
1303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72。 
1304 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2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視規模大小，酌設教務處、訓導

處、總務處或教導處、總務處，各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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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單位為教育功能配置，後二單位則係回歸一般行政機關之組織分工結

構。惟觀諸學校行政實務，於偏遠地區學校，不僅教師員額常有不足額現

象，更毋庸論及主任派任之不足，是多以教師代理主任職務，縱將教務處

及總務處縮編為教導處，亦有名無實；再者，小校乃現行學校規模之教育

政策，是故，整編現有學校經營模式，實有必要。本文以為，教育主管機

關應積極研究在一定規模以下之學校授權地方政府依其財政及人力配置

得彈性決定無須設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輔導室等處，前三處應改以

組為單位，由校長統轄其事務即可。蓋國民教育法第10條第1項前段雖規

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

主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

表組成之……」對於校務似屬合議制，但依同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基此，足見校務會議之合議

功能，係在尊重教師之專業參與及擴大家長參與權，教師職工及家長會代

表不可能對外擔負學校責任，校長仍為擔負學校全責之人，故國民中小學

應認係採首長制，以此推之，小校以校長統轄學校事務，減縮處室為組，

並無不妥。於總務部分，應改為庶務，舉凡學校重大工程之計畫及實行，

並應回歸地方政府專業部門辦理之
1305，此乃盱衡擔任總務之職者仍為教育

專業之教師，而非營繕之工程專家或具處理紛爭之法律專家，由教師擔負

此類行政事務既非專業，亦失公平。小校之輔導部門，設輔導教師即可，

亦無須設處置主任；人事、主計之專業事務，應各由其主管機關派員專司，

不應各校均置專人，其一般行政及會計事務若有兼辦必要則改以行政組長

任之。此係以回歸專業作為主要考量，並可縮減學校冗員，減輕地方及中

央政府人事及財政負擔。甚且，就非都市地區或偏遠地區經常發生之如英

文、音樂、美術等專業領域教師不足乙事，本於前述彈性原則，本文建議

專業教師實可數校共用或彼此流用，以解決專業教師荒造成教育水準顯然

不均而影響學生受教權之困境。 

至於辦學型態之多元及彈性，國家除應恪遵保障私人之興學自由，及

隨時檢討其管制之合理性外1306，在公立學校之經營模式上，基於公私部門

                                                                                                                                            
職員由校長遴用，均應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備。（第 3項）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若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與

專業知能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第 4項）輔導室得另置具有專業知能

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若干人。（第 5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人事及主計單位，

學校規模較小者，得由其他機關或學校專任人事及主計人員兼任；其員額編制標準，依有關法令

之規定。」 
1305 有主張除交由教育局辦理外，或以委辦方式，由民營機構處理。張志明，公立學校制度改革

的新途徑，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展望，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2 年 2 月，頁 469。 
1306 私立學校曾於民國 71 年間以避免惡補為由，一度由教育部以行政命令政策性「暫緩」私立學

校核准設立，形成公立國中小學成為義務教育市場之寡占（朱敬一、葉家興，臺灣「私人興學」

現況檢討與政策建議，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

頁 141），甚或係獨占（林全、吳聰敏，教育資源的分配與管制，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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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合作之無限可能，及隨自由、多元、開放之社會發展趨勢愈加明顯，

吸納民間資金及活力之需求日增等因素下，開放民間參與辦學，開發多元

合作模式，應為公立學校再獲生機之可期待作為。公立學校之組織及運作

模式，長年以來，因繁雜之法規束縛，致均墨守窠臼之制，以僵化之組織

型態，行制式化之教學課程，社會對其整體評價多流於公立學校辦學呆板

之印象。換言之，國民教育公辦公營之最大問題，係缺乏競爭，其學生來

源有學區保障，經費來源由政府支出，教職員有身分保障，因此，根本上

欠缺辦好教育之動力與誘因1307，如能適時吸納私人參與，不僅可保障人民

依其理念興辦教育之權利，並可使公立教育之教育理念產生多元化之效

益，增加人民受教育機會及選擇可能性1308。民國 85 年 1 月 16 日監察委員

李伸一對於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但教育成本不斷上升，致政府辦理國民義

務教育成效有限，在監察院中曾提案認為若國民教育委由私人辦理或獎助

私人辦學，將可節省政府支出，避免教育經費不當浪費，提升教學品質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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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中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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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應教育改革呼聲，作此教育政策決定，應為正確之選擇。 
惟在立法政策確定擇此委託私人辦理之特定類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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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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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
1310此規定應即此意。從而，教育基本法

                                                                                                                                            
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82），與憲法保障私人興學自由之真髓不符。即

若如民國 80 年行政院核定之「新設私立學校處理要點」，可申設範圍包括國民中小學，然因標準

嚴格，設立程序繁雜，行政裁量權甚大，在校地、校舍、設備、經費、基金、師資、學費、捐助

等彈性小，在課程與招生上亦受法規層層規範，故成效不彰，僅可謂形式鬆綁，而無實質鬆綁可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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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1307 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年 5 月，頁 247。 
1308 周志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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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1309 李伸一，民國 85 年 1月 16 日監察院提案文。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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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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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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項  住民參與原則 

 

學童之父母基於其住居之地域性，並具有住民之身分，除學童之父母

外，其他住民對所在地之學校教育有無進行發言與參與之權，又其權利或

權益之體系地位及射程為何，有學者認為住民得要求學校教育內容，應使

受教者與其自身居住之人文、自然及社會環境產生和諧共存之關係與情感

及態度之認同，暨容許多元文化、多族群教育發展，並根據受教者實際生

活之社會生活共同體特殊性，開展其教育之權利
1311。從文化基本權之概念

出發，自憲法 22 條規定，應可導出住民參與之憲法權利地位。教育行政

應開放國民（包括家長、教師、學者、住民）共同參與之管道1312，一方面

係基於民主原則，即藉由國民參與而直接匯入民意，並增強其民主正當

性；另一方面係為集思廣益，使民間教育專業意見與知識有機會進入政府

智庫，促進教育制度與機能之縝密及完善。但住民之教育參與權不若教

師、學生、家長般直接與密切1313，職此，國民參與仍應依其身分區分出層

級化之參與權，根據參與者之身分、能力與其在學校可得扮演之角色或能

發揮之功能，及所涉學校事物種類與性質，依最適功能原則，決定其參與

範圍、強度及方式之基準1314，此與父母參與權一般，在作用法上，不得架

空國家教育高權之決策權力。住民參與之形式，通常須以間接參與為之，

而不直接涉入學校教學活動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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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室井力、鈴木英一，教育法の基礎，青林書院，昭和 53 年，頁 97；周志宏，學校組織關係

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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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1312 周志宏，教育行政法制之研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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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開放之參與決策層面，依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規定：

「（第 1項）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第 2

項）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之。其成員比例由

設立學校之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1313 周志宏，學校組織關係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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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1314 許宗力，教育行政體系法治化之研究，收錄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行政，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999 年 3 月，頁 455。 
1315 周志宏，學校組織關係之轉化，收錄於氏著，教育法與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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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法上之設計，於立法方面，實可斟酌變更傳統地方自治團體教

育部門之科層結構，將教育局之官僚統治機構，改以教育行政組織成員選

任多元化取向之教育委員會型態代之1316；在教育行政之作為方面，於強調

正當程序之今日，除應依法資訊公開外1317，不排除要求學校在作成重要之

行政決定或行政計畫決策前，應儘可能進行公聽1318；而於救濟法中，則應

於教育基本法中宣示人民對於重要之教育行政事項，得提起公民訴訟1319，

並於適當之教育個別法中明定公民訴訟條款。 

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第 1項）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應設立

教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

及評鑑等事宜。（第 2項）前項委員會之組成，由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

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教師會、

教師、社區、弱勢族群、教育及學校行政人員等代表；其設置辦法由直轄

市、縣 (市) 政府定之。」已承認國民參與原則，此原則依地方制度法第

16 條第 4項另規定：「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對於地方

教育事項，有依法律及自治法規享受之權之權利。」雖已落實為權利性質，

                                                                                                                                            
司，2003 年 9 月，頁 179。 
1316 周志宏，教育行政法制之研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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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317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學校應主動公開下列資訊：一、

學校校務經營計畫。二、班級或學校年度課程規劃、教學計畫與教學評量方式及標準。三、學校

年度行事曆。四、學校輔導與管教方式、重要章則及其相關事項。五、有關學生權益之法令規定、

權利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六、其他有助學生學習之資訊。」同條第二項復規定：「家長得請求

前項以外與其子女教育有關之資訊，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教師或學校不得拒絕。」 
1318 周志宏，教育行政法制之研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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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有學者認為家長參與原則已超越公開聽證之參與權，而屬可直接參與

教育事務之機制。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6。 
1319 行政程序法第 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益，就無關自己權利及法律上利益之事項，對於行政

機關之違法行為，得提起行政訴訟。但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目前僅在環境法方面有類似

規定，如環境基本法第 34 條第 1項規定：「各級政府疏於執行時，人民或公益團體得依法律規

定以主管機關為被告，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1 條第 1項規定：「公私場

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敘明疏

於執行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仍未依法執

行者，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向行政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判令其執行。」水污染防治法第 72 條第 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違

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敘明疏於執

行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仍未依法執行

者，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忽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向高等行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令其執行。」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59 條第一項規定：「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敘明疏於執行之具體

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仍未依法執行者，受害人

民或公益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請

求判令其執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9 條第 1項規定：「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

授權訂定之相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益團體得敘明疏於執行之具體內容，

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仍未依法執行者，人民或公益團

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令其執

行。」惟此等立法是否屬公民訴訟，本文甚表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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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祗為法律位階之權利事項，實有予提升為憲法層次之必要，並應確實要

求其落實於教育政策之決定程序。 

 

  第十四項  小結 

 

受國民教育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利，故受教權應為國民教育之核心

價值，國家為履行憲法課賦之實施國民教育義務，尚須結合憲法所保障之

實質平等權，對弱勢者予以保障，以使弱勢家庭之子女得擁有平等受教育

之機會，及使弱勢文化取得受平等對待之機會，讓其文化之發展取得生

機。學生既為學校教育真實之主體，則其於接受教育時，即應獲得其之為

人之充分尊重，以其人為本，是以，教師之施教過程，應尊重學生之人性

尊嚴，並有教無類、因材施教，取現代說法，即為人本教育，藉由人本精

神，協助學生追求其自我實現。而對於教師之施教付出，國家既以公帑為

對價，自應要求教師符合專業之資格，然對其專業，除依法課予專業成長

義務及賦予依法進修之成長權外，基於憲法亦保障教師之教學自由，故應

賦予充分之自主權，並予以尊重，以往教育行政官僚體系以高權地位指導

教育進行之態度，應予澈底摒棄。舉凡前述學生及教師之權益受侵害者，

應建構權利救濟體系，妥為保障。而依憲法規定，受國民教育之義務教育，

係免納學費，然除學費外，其他教育成本亦不應構成學生家長之沈重負

擔，資此，就學生家長所須承擔之其他教育成本，國家應以平準機制求其

平民化，否則亦將構成教育之不平等。關於班級人數及學校班級數之學校

編制規模，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雖均宣示應以小班小校原則，惟本文

採修正見解，認為不應逕隨教育改革口號而將之定為法律政策，否則缺乏

法律規範之實益，就此部分之規範，除尊重教育專業判斷外，更應符合經

濟學原理及地方財政實施之可能性，是應採較中性之規範用語，以適當規

模作為指導原則。在財政許可下，中央或地方對於國民教育之投資應積極

充實之，蓋縱若從功利之觀點出發，教育確為知識經濟最大之創造者，而

國民教育為基礎教育，為其後各級學校教育之基石，尤應特予重視。對於

學校之施教內容、組織結構及經營方式，均不應僵化，賦予其開展之自由，

有助於各地方發展其教育特色，並針對其施政條件彈性調節學校之組織結

構，以節制成本，使資源充分運用，學校之經營方式亦不應墨守傳統公私

之二元系統，應採較自由化政策，尋求新開發之空間。再者，學校教育不

單係學生家庭與學校間之雙面結構，教育係文化發展之重要支柱，故學校

教育對學校所在之文化具有濃烈之文化代表意義，亦係所在地文化推展之

重要根據地，基於此文化開展之自由及擴大民主參與為現代化之重要思

潮，對於學校事物之決定，應依法或提升至憲法位階賦予住民有參與之權

限，以促發全民對文化參與之熱情。現代化之學校教育行政，實不宜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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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之意見參與視為學校行政效率及決策之絆腳石，而應以較寬懷之心

胸，認其為集思廣益之重要管道。 

 

第三節  我國相關法制之分析檢討 

  第一項  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之分析檢討 

 

由以上各章之分析，業得查悉委託私人辦理國民教育可提供家長多元

之教育選擇權，使學生獲得具教育特色之教學內容及多元之學習課程，並

促進教育之多元化。而此教育體制改革，亦符合政府所建構委外化行政組

織改造之方向1320。在義務教育公立學校之教育法制興革方面，並已落實於

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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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然此二中央立法均未明定委託私人辦理公立

學校之經營模式，故如前文學者所歸類之有名類型，甚或隨實際需求所建

制之無名類型，似均無排除之意，則特許模式自在包羅之列。 

就此二法，首應說明者，教育基本法為教育法之準憲法，雖有指導立

法之性質，但此準憲法之性質多在原理原則之宣示，顯非法規範之具體授

權條款，因此，基於法治國授權明確性原則，若地方法規跳脫特定法律之

授權，逕據教育基本法規定作為組織法及作用法之地方法規法源，即非妥

                                                 
1320 除委外化外，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尚主張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 
1321 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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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法規制定權性

質，應為權力分立原則之立法權，蓋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此規定即預留立法院僅係全國

最高之立法機關，而非唯一之立法機關之解釋空間；又憲法第 108、109、110、116、117、125

條均使用「國家法律」之用詞，依其反面解釋，即可推知憲法承認我國同時存在國家法律與地方

法院，況且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第 1項第 4款復有「省、縣地方制度，應包括左列各款，以法律

定之。……四、屬於縣之立法權，由縣議會行之。」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2004 年 10 月，頁 446-447；蔡茂寅，地方立法權之研究，收錄於氏著，地方自治之理論

與地方制度法，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2月，頁 160；蔡茂寅，地方自治立法權的界

線，收錄臺灣行政法學會編，於行政救濟、行政處罰、地方立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 年

12 月，頁 335；黃錦堂，地方立法權，收錄於氏著，地方制度法基本問題之研究，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8 月，頁 174；許宗力，地方立法權相關問題之研究，收錄於氏著，憲法

與法治國行政，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 年 3 月，頁 304。不同見解認為屬行政立法權，其理由

略為地方自治團體僅享有行政權，而未被賦予立法權，蓋地方自治團體若與國家分享立法權，則

中央與地方間之立法權如何劃分，應由憲法自為規範，如此憲法將不致有第 110 條第 1項第 11

款規定之出現，換言之，地方自治團體之立法權應由憲法直接賦予，而不可能出現國家立法權賦

予之立法權。李建良，地方自治規章與中央法律的關係，國家政策雙月刊第 140 期，1996 年 6

月 11 日，頁 9-10；蔡宗珍，自治行政監督之研究，收錄於國立政治大學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主

辦地方自治之監督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1999 年 1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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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322。 

前述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則為授權法規，應屬無誤。關於授權法

規所應遵循之法律保留原則之授權性明確性原則，厥應論之者，法治國法

律保留原則經由大法官解釋已建立基本權體系之層級化保障制度，其合憲

性之層級結構為：（1）憲法保留，如憲法第 8條規定；（2）絕對保留，即

須由法律自由規定者，諸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權事項，或

如請求權時效規定，法律本身未予規定，而由施行細則逕行訂定，即屬違

憲；（3）相對保留，即得由法律直接規定或由有法律明確依據之行政命令

加以規定者，其對象包括關係生命、身體以外之其他自由權利之限制，及

給付行政措施涉及公共利益之重大事項，法律為此特定授權就其授權目

的、範圍及內容均必須明確性之條件，始可謂具合法性；（4）非屬法律範

圍，即屬於執行法律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不在法律保留之列，法

律概括授權行政機關訂定施行細則首應符合立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

之限度，且僅得就執行法律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1323。法治

國原則容許立法授權行政機關訂定命令之原因，包括國會議員專業知識之

欠缺，或基於時間因素，故僅為原則性規定，枝節性及細節性問題委託行

政機關訂定，又行政命令之制定無三讀之繁複程序，可迅速回應社會之變

遷，且行政機關更嫻熟地方特殊需要，可因地制宜等因素1324。 

依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之授權，地方得訂定其所需之國民教

育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事項，其優點在於尊重國民教育之地方自治權

限，然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不如一般政府業務委外辦理般單純，其將

廣泛涉及委託辦理之類型、委託辦理後學校定位、委託對象資格、遴選程

序、引進專家參與制度與否、開放新設學校或改造原有學校、解除管制與

否及其範圍、學校、教職員、學生與國家間之關係、原有學校教師資格、

待遇、退休、撫卹與權利保障、權利救濟等，並非上述法律授權訂定之施

行細則所得規範，本文認為前開事項之性質即使係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

具明確性之相對法律保留事項，但本條規定空泛授權予地方立法機關或行

政機關，亦與法律授權明確性之精神難謂相符，且有規範不足之嫌。又前

述涉及之法律問題，部分事項雖得借重其他規範予以規制，但部分事項則

無他法可循，如學校定位
1325、教職員權利保障等，尤其針對涉及教育、人

                                                 
1322 如桃園縣公立學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例第 1條規定參見。 
1323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104-105。舉凡法律授權涉及人民自由

權利者，其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均必須明確性之條件，始可謂具合法性；而後者，法律僅概括

授權行政機關訂定施行細則者，首先應符合立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度，其次，僅得就執

行法律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1324 許宗力，論國會對行政命令之監督，收錄於氏著，法與國家權力，自版，1992 年 4 月，頁 270。 
1325 因委託私人辦理之國民中小學引發之規範漏洞，多與其學校屬性之認定密切關聯，教育基本

法及國民教育法之規定並不明確，且爭議事項復涉及行政院其他部會及考試院權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之意見不一，教育部為暫予解決，乃於民國 94 年 11 月 4 日以台國（一）字第 09401260580

號函頒解釋性行政規則之地方政府委託私人辦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屬性認定要點，其第 2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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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規制鬆綁之特許模式，我國目前欠缺中央法規之直接授權特許，故無法

排除一般法規之適用。特許學校若法制規定不明確，在我國施行上恐產生

諸多困難1326，是有待中央立法克服。現行法制以地方自治法規作為細部法

源規範核心，依其法律位階，當然無法排除中央相關規定，故現行以地方

自治法規規範之，實不敷此重大教育改革之法制需求，而宜提高法源之法

律規範位階，為此，實應儘速制定中央法規克服，並賦予地方教育主管機

關得授權特許之相關法制1327。 

 

第二項  相關地方法規之分析檢討 

 

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雖已授權地方制定相關辦法，但並非所有地

方政府均有相關法規制定，現有地方法制依生效先後為高雄縣鼓勵民間參

與經營教育事業自治條例（民國89年5月23日公布）、臺南市獎勵私人興學

自治條例（民國89年10月2日公布）、宜蘭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自

治條例（民國90年1月9日公布）、臺中縣政府鼓勵民間參與經營教育事業

自治條例（民國90年1月16日公布）、新竹縣則訂定新竹縣立各級學校委託

私人辦理試辦計畫（民國91年8月1日發布）、桃園縣公立學校委託民間經

營自治條例（民國92年1月14日公布）、臺北縣國民中小學委託民間辦理自

治條例（民國92年2月24日公布）、臺中市立中小學委託民營自治條例（民

國92年7月21日公布）、嘉義縣學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例（民國94年4月

14日公布）。其概略規範結構，略如下表所示。 

 
 
 
 
 
                                                                                                                                            
定：「二、（第一項）前點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符合下列規定者為公立學校：（一）土地：由

政府提供，不收對價性租金、管理費。（二）校舍：由政府興建完成後提供使用，不收對價性租

金。（三）經費來源：由政府以公務預算編列方式辦理，經費項目為同種類學校之人事費、校舍

與設備維護費、業務費等。（四）學生來源：以招收學區內之學生為原則。（五）主計及財務管

理：依公務部門之會計及財務管理作業程序辦理。（六）學雜費收費標準：比照一般公立學校。

（第二項）符合前項規定之學校，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第 3

點規定：「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受委託者所為履約保證金或合意管轄權之約定，不影響

前點之認定。」以解決燃眉之急，但就法制之完備性而言，並非斧底抽薪之策。 
1326 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年 5 月，頁 250。 
1327 對於是否應詳定特別法，於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專案委託董保城教授主持、吳清山教授及周志

宏教授任協同主持之「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臺北、高雄二場公聽會

與會學者、學校暨教育行政機關代表及社會人士對此見解不一，然相關受託辦學之學校代表則均

採支持態度。另本人與董保城教授共同訪視之宜慈心華德福中小學、人文中小學、諾瓦

小學則均表有新制定詳盡法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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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地方法規比較分析 

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法規

性質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立法

依據 

 教育基本

法第 7條

第 2 項、

國民教育

法第 4條

第 1 項、

第 3 項、

地方制度

法第 19

條第 1項

第 4 款第

1 目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國民

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國民

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特殊

教育法第

8 條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國民

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 

國民教育

法第 4條

第 3 項、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 

教育基本

法第 7第

2 項、國民

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 

議會決議

立法

目的 

有效規劃

運用教育

資源、鼓

勵民間參

與經營縣

內教育事

業 

鼓勵私人

興學、有

效運用教

育資源、

導向教育

多元化發

展、提供

家長多元

選擇、促

進學生自

我實現、

保障學生

教育基本

權利 

 

 

 

 

 

 

鼓勵私人

興學、發

展教育特

色 

 

 鼓勵私人

興學、 

維護學生

受教權

益 、提供

家長多元

選擇、保

障教育品

質、發展

教育特色

鼓勵私人

興學、善

用教育資

源 

維護學生

受教權

益、提供

家長多元

選擇、保

障教育品

質、發展

教育特色 

鼓勵私人

興學、試

辦多元教

學、發展

教育特

色、有效

利用閒置

校地及校

園 

鼓勵民間

興學、有

效運用教

育資源、

提升國民

教育品

質、發展

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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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經營

範圍 

國民中小

學、國民

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

學校 

國民教育

階段學

校、完全

中學、附

設幼稚

園。 

 

學校全部

或部分，

以特殊

學、實驗

學校、其

他特殊需

要為優先

國民中小

學、國民

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

學校 

 

 已無學生

就讀之國

民中小學

   

資格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有意願辦

理教育之

家長、教

師或團體

等成立登

記之教育

事務財團

法人為原

則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含私立

學校） 

教育或社

會福利事

務之財團

法人、學

術研究機

構（排除

私立中、

小學） 

財團法

人、公益

社團法人 

具辦學經

驗或具辦

學能力之

財團法人

或學術機

構 

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

同一

經營

者設

校限

制 

    2 所 1 所 1 所 2 所 2 所以下 

辦學

原則 

      有規定  有規定 

籌辦

資金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營運

規範 

    有規定     

申請

計畫 

有規定  有規定

（高密

度）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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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審議

機關 

評審委員

會 

審議委員

會（詳列

組織成員

及職掌） 

教育審議

委員會 

評審委員

會 

審議委員

會 

教育審議

委員會 

教育審議

委員會 

  

受理

公告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審核

程序 

  主管機關

初審、教

育審議委

員會複審

   有規定 教育審議

委員會 

有規定 

市民

參加 

 有規定        

辦學

依據 

私立學校

法 

  私立學校

法 

  私立學校

法 

  

經營

模式

及期

限 

公有土地

租用（前

10 年免

租）；建築

物及設備

50 年後移

轉公有 

承租（6

至 9 年） 

承租（6

至 9 年）、

特許（3

至 6 年）

承租（最

長 20 年，

前 8 年免

租，建築

物及設備

移轉公

有） 

委建（20

年，期滿

得改為委

管）、委辦

（10 年）

未明示類

型，但應

為承租模

式（小學

為 6 年至

10 年；在

中學為 3

年至5年）

公有民營 

（無償、

30年）、承

租經營 

（有償、

10 至 15

年），變更

型態須報

准 

委設（無

償、15

年）、承租

（有償、8

年） 

 

學校

定位 

        公立學校

校名

附記 

     有規定    

政府

補助 

 特殊教育

學校 

       

完成

準備

計畫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經營

契約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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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簽約

期限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契約

公證 

      有規定 有規定  

原教

職員

工權

益保

障 

  有規定    有規定   

迴避

條款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校長

資格 

     有規定 有規定   

教師

聘用

原則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教職

員工

權益 

  有規定      有規定 

管除

管制

事項 

  組織架

構、法規

制度、員

額編制、

教師聘

用、評

量、課程

規劃、教

學設計、

教材選

擇、活動

實施 

  課程依部

訂課程綱

要，但得

依辦學理

念，彈性

調整課

程、教

材、教學

方法及評

量方式 

 課程依部

訂課程綱

要，得參

酌學校經

營特色，

彈性調整

課程及評

量方式。 

組織架構

及管理相

關制度 

 

班級

數 

      變更須報

准 

 

 

 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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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課程       變更課程

須報准 

 依部訂課

程綱要，

應參酌縣

政府政策

要求及學

校經營特

色，規劃

適切之教

育課程。

班級

人數

及師

生比 

  有規定   學生數不

得逾公立

學校標準

每班不得

逾 40 人 

 學生數須

報准 

合格

教師

比 

     有規定  有規定  

設備

標準 

     有規定    

學區 另訂    另訂      

招生

原則 

  有規定 設籍優先 設籍優先 不受學區

限制，且

得招收實

驗性、才

藝性及特

殊性學生

設籍優先  不受學區

限制，設

籍優先 

轉介

就讀

他校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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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收費

標準 

依核定 一定比例

依公立學

校標準 

 私校收費

標準，但

至少百分

之 5 依公

立學校標

準 

 原學區學

生依公立

學校標

準，其餘

另訂，但

不得逾私

立學校標

準 

超出私校

標準須報

准 

 公立學校

標準 

用益

方法

限制 

      有規定  有規定 

收支

限制 

  有規定    有規定   

經營

支出 

自負   自負   自負   

人事

管理 

      有規定   

清寒

學生

優惠 

百分之五         

預

算、

決算 

有規定         

評鑑

機關 

  教育審議

委員會 

   教育審議

委員會 

評鑑小組  

監督

（評

鑑）

機制 

有規定

（抽象規

定） 

 有規定

（列有評

鑑事項）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抽象規

定） 

有規定 有規定 

評鑑

獎懲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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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比較

項目 

高雄縣 臺南市 宜蘭縣 臺中縣 桃園縣 臺北縣 臺中市 嘉義縣 新竹縣 

評鑑

績優

效果 

取得優先

續約權 

 取得優先

續約權 

取得優先

續約權 

取得優先

續約權、

更改類

型、租金

減收或免

收 

 延約15年   

續約

申請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終止

（或

解

除）

事由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財產

清理

或經

營權

移轉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未續

約後

教職

員處

理 

  有規定       

接管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救濟

程序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政府

委託

其他

事項 

    有規定    有規定 

                                                                              

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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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地方法規設校，包括以特許模式設校之慈心華德福中

小學、人文中小學，以 BOT 模式設校之諾瓦小學、臺南市慈濟中

小學，可歸類承租模式之臺北縣烏來鄉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

學、萬里鄉溪底國際雙語國民中學、於民國 92 年暑假停辦之高

雄縣融合中小學，無法歸類之新竹縣北埔鄉大坪國民小學。除有

部分地方未制定相關法規之情況外，復有地方制定法規但有法無校之情

形，其原因究係無實際需求、設校困難、經營不易、教育改革多元主張留

於理念而非住民共識、對教育改革辦學失敗疑慮、教育負擔高於一般公立

學校或其他因素，尚無實證可考。 

檢視現有地方法制，爰就重要議題分析如下： 

（1）鼓勵私人興學、保障學生受教權、促進學生自我實現、保障教

育品質、導向教育多元化發展、提供家長多元選擇、發展地方教育特色、

有效運用教育資源
1328 等成為地方政府教育改革及行政改革之基本論調。

但各地方之方略有別，規定詳簡不一。 

（2）委託辦學對象多傾向信賴公益之財團法人或另及於學術研究機

構，此應受私立學校法之影響，但對於私立學校得否為委託對象，多避而

不論，但桃園縣及臺北縣之規定則正反兩極。 

（3）多引進合議之專家制度，以確保專業審查及公平。 

（4）辦學模式之採擇，地方法規傾向偏好承租模式
1329，除單純之承

租模式外，或以BTO模式配套，如臺中縣規定，由縣政府出租土地，第1年

至第8年免收租金，第9年起依政府規定繳納租金，建築物及設備應由經營

者投資興建，並於興建完成後「即」無償移轉登記為縣政府所有；或以BOT

模式配套，如高雄縣規定，縣政府出租土地，前10年免收租金，第11年起

依政府規定繳交租金，其建築物及設備應由經營者提供，所有權於50年後

歸縣府所有；或有單純之BOT模式，如臺中市之公有民營，依其規定係指

由縣政府提供土地，由民間以縣政府為所有人興建校舍及提供教學設備完

成後，取得無償之使用權及經營權，並於委託經營契約關係消滅後，將所

有設施資產無償撥交縣政府；或單純之BTO模式，如桃園縣經營類型之一

之委建學校，依其規定係縣政府無償提供土地，由民間團體或私人投資興

建校舍、附屬設備，其所有權應歸本府所有，民間團體或私人取得使用權

及經營權
1330；或單純之OT模式，如嘉義縣之委設學校，依其規定係縣政府

                                                 
1328 此應包括社會資源之引進及有效利用閒置校地。 
1329 桃園縣類型之一之委管學校，係指縣政府委託民間團體或私人自行籌措所需之經費、人員及

教學設備而經營管理，其向縣政府承租土地、校舍建物及教學設備之租金，其標準由縣政府另訂

並送縣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其經營模式，實為承租模式，桃園縣以「委管」稱之，易遭誤解

為委託管理之簡稱，而所謂委託管理類型，一般理解為委託者有償委託受託人管理，而由受託人

自負盈虧之謂。 
1330 「委建」一詞，亦易遭誤解為委託興建，而委託興建之意，一般理解為委託人委託他人興建

之謂。諾瓦小學係以此類型簽約，桃園縣政府與蘇偉馨等 6人簽訂之桃園縣民營學校經營契約第

3條規定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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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提供已徵收之學校預定地或閒置校舍，由受託人取得使用權，受委託

經營期間，接受縣政府指派之人員參加學校經營，受託人於契約期間屆滿

後，應無條件將在校內增置興建之全部建築物及相關設施設備、檔案全部

無償移轉予縣政府。採行特許模式者，僅宜蘭縣。其原因可得想像係承租

模式為教育行政最簡便、易於管理之教育變革，關於辦理學校用地、校舍、

設備等之出租，僅須符合公產處理之相關法令即可，而其辦學且可逕依私

立學校法適用，故並不涉及進一步教育管制之鬆綁，特許模式雖最能符合

教育改革關於法令鬆綁之需求，然地方法規不得牴觸中央法令，故特許模

式之教育鬆綁適為地方政府所難決定及發揮者。採促參法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類型，符合經營層面之民營化趨勢，且可減少地方政府教育之公共支

出，然其教育管制鬆綁之幅度有限，對於各地方政府原先設定之保障學生

受教權、促進學生自我實現、保障教育品質、導向教育多元化發展、提供

家長多元選擇、發展地方教育特色之目標，顯屬二事，且可謂風馬牛不相

及，尤其如高雄縣、臺中縣、臺中市特別規定辦學依據係依據私立學校法，

則仍維持原有公私學校二元系統，實無任何教育管制之突破可言。 

（5）雖號稱鼓勵興學，但對於地方政府之鼓勵作為並無具體規定，

惠而不實。 

（6）生源以打破學區為原則，部分地方法規且明文設籍者優先，係

學校選擇權理論實踐之一種，此應亦係考量學區之地理面積通常不大，新

型態學校經營之績效尚未顯現，不易即時取得多數學童家長信賴，故初期

生源不確定，招收學生不受學校所在原屬學區限制，自有必要。 

（7）教育負擔為普羅家庭評估其子女選擇公私立學校就學之重要因

素，西方私立學校學生通常須負擔昂貴之學費，故通常僅有經濟能力相對

較佳之少數家庭足敷支出，一般或弱勢家庭子女須籌措其他家庭收入或藉

由獎助學金始能順利就學，因此私立學校一般即被指為貴族學校。在我

國，非義務教育領域之普羅家長多期待其子女得選擇公立學校就學，如公

立學校供給不足，或祗得選擇私立學校或放棄升學機會
1331，故「四一○教

育改造聯盟」曾積極主張政府廣設高中大學，即基此緣故。而在私立中小

學部分，因須負擔高額教育成本，故亦為貴族之俱樂部。前揭現有地方規

定，關於收費標準，新竹縣採公立學校標準係最符合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

理之初衷，其餘如高雄縣採核定制，臺南市採一定比例依公立學校標準，

臺中縣採私校標準，但至少百分之五依公立學校標準收費，臺北縣採原學

區學生依公立學校標準，其餘另訂，但不得逾私立學校標準，臺中市採超

出私立學校標準須報准，準此，收費標準約略有三級，一為公立學校標準、

次為私立學校標準、超出私立學校標準，愈係後者，其違背原公立學校保

障國民免費受義務教育之憲法原旨愈遠。 

                                                 
1331 其餘各級學校之學生或其家長須選擇私立學校就讀，通常係基於因升學制度下所決定之子女

學習成就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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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校經營策略僅為教育改革之一環，欲創設教育多元，必涉及

教學實驗之容許性，部分地方政府已注意關於課程、教材、教學方法、評

量方式等之解除管制。 

（9）弱勢保護原則，多遭忽略，且未發現特為鼓勵學習成就不佳學

童設校之規定。 

（10）普遍設有評鑑機關及辦學不力之接管，以擔保教育品質，但欠

缺具體之評鑑指標。僅部分地方對於教師聘用原則、班級學生數、合格教

師比有規定，關於設備標準、學生轉介更少有規定， 

（11）對於經營者權利保障之契約終止或解除、財產清理多有規定，

就財產之清理傾向傳統民法財團法人財產清算模式。 

（12）部分法規訂有救濟程序說明，但如宜蘭縣及桃園縣皆規定，受

委託經營者與縣政府間因契約履行有所爭議時，除可依法提起申訴或異議
1332之外，並得依仲裁法提付仲裁1333，或向法院起訴，有關公權力行使部分，

得循行政爭訟程序，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顯然均係對雙方簽訂契約之性

質，究為私法契約或行政契約欠缺把握。 

 

第三項  特許模式學校辦學情形及檢討 

    第一款  訪視結果 

 

宜蘭縣政府依宜蘭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自治條例將頭城國

小拔雅分校與冬山國小香南分校於民國91年以特許模式公開徵求民間參

與及公開徵選後，各經簽訂契約，分別成立慈心華德福小學（現已為中小

學）、人文小學（現已為中小學）。筆者於擔任擔任「公立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研究案研究助理期間，與董保城教授於95

年4月11日共同訪視前開學校，上述學校除均贊成應於教育基本法及國民

教育法外另定特別法，詳予規範公立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之相關事

務，以解決目前學校與主管機關間之法律關係及教職員工權益保障等法律

適用疑義、辦學困境外，並對草案之規定提出具體建議，茲分別敘明如下。

惟應附帶言之者，係於進行前述學校訪視時，上揭草案原規劃國民中小學

委託私人辦理之類型計有承租模式、興建營運移轉（BOT）模式、委託管

理模式、特許模式等四大類（草案原規劃內容，下稱原草案），此與其後

陸續修正及現行教育部法規委員會通過之草案類型有所差異。 

                                                 
1332 此應係指促參法第 47 條規定：「參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與主辦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

議，其異議及申訴，準用政府採購法處理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 
1333 最高法院 93年度台上字第 1690 號民事判決指出，仲裁制度乃基於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原則

而設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之制度。基此實務見解足見，屬公法關係之紛爭並不得透過仲裁制度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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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目  慈心華德福中小學訪視結果 

一、學校辦學概況 

 

慈心華德福中小學之辦學理念，基本上係繼受德國華德福學校之教育

理念1334，該校原址本係宜蘭縣立冬山國小分校，但因該校未增班而閒置已

建教室2年後，有4個團體參與宜蘭縣政府之委託經營評選，該校目前經營

團隊經遴選後接辦，並藉由原學校依行政程序辦理校舍景觀建設。該校由

人智學教育基金會經營，其係地方性之財團法人，並非依照私立學校法所

設立之財團法人，並以學術界及家長為該財團法人之董事，捐助基金係由

家長所捐助，並非由原有財團法人或一般企業所設立。前3年之辦學經費

來源係由創校校長出資、募款及引進國際資源，期能減少受政治經濟因素

之干擾。 

關於學校之辦學類型，自我定位為（原）草案中之特許模式。該校經

營團隊認為委託私人經營之動機不限於減少政府公共負擔，而應著眼於教

育理念推展，故該校經營者雖由非學校型態轉型，但堅用「實驗學校」之

名稱，以增加教育改革之辦學契機，並辦理種子教師培訓。學校事務由校

務小組（不等同於校務會議）決議，該小組由前期之核心教師組成，並設

教師會議係採合議制。該校學生並非以學區為限，家長遍及整個宜蘭縣，

學生交通由共乘互相照顧學生每學期單位成本約新台幣（下同）63,000餘

元，但多數學生家長係繳付4萬元。亦採公立學校學費收取標準，但未向

宜蘭縣政府爭取建設費，另以研究案向中央爭取經費來源。目前仍以單位

科目預算受議會監督。土地為縣有地，於支付保證金按班級數比例，縣政

府始撥付費用。原本亦為校務基金，然其後發覺會計核銷無法真正落實，

因為仍然要回報公務系統核銷，比照一般公務預算。學生上課不使用課

本，學生的學習以學習紀錄記載，教師每日須創新各種教學圖案。學校採

每年有4個學期制，並無寒暑假。因該校之教育理念，故並不積極參加同

級學校之各類競賽。 

                                                 
1334 華德福學校之發展史係肇因於德國 1919 年間社會對傳統教育發生懷疑，位於斯徒加特 

(Stuggart)工業城之企業家乃邀請兼具哲學家及科學家背景之史代納(Rudolf Steiner) 為該企

業家之華德福(Waldorf)工廠員工子弟建立一所以人類學、發展心理學及生理學為基礎之人智學

(Anthroposophy)學校，該校強調教育應以人為出發點，注重學童全面發展之學習，並主張教育

係一種為藝術，且教育係透過藝術之過程，協助學童發現自我及完成自我，一般稱此辦學理念之

學校為華德福學校（Waldorf school）。前開教育理念業推展至全世界約 50 餘國，迄今約成立

近 2,000 所之各級學校，並約有 60 餘所師資培訊學院。關於華德福學校之源起、教育理論基礎、

組織與發展、課程與教學、全球發展概況，詳見張淑芳，一所台灣華德福學校的誕生－豐樂實驗

學校的辦學經驗(2000-2005)，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2004 年 7月，頁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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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教師之保險，在教育部頒布認定標準前係適用勞工保險，但由宜

蘭縣教育局以業務費提撥退撫基金。合格校長及具教師證教師之薪資即適

用教師法，由政府支薪，不具前項資格者為代理教師，然薪資僅為具合格

校長或合格教師之 8成，目前校長即以代理校長資格領取薪資。教師參加

教育主管機關主辦之一部分研習，如行政等，但教師研習部分不請假參

加，並以內部研習替代。目前辦學中之評鑑，由宜蘭縣中小學教育審議委

員會、家長協會校長協會、教師協會組成評鑑小組，評鑑指標比照公立學

校，細則另訂。委託契約中並未明文規定教學內容是否用九年一貫，並彼

此採開放溝通之態度。而關於教學時數及天數，則依該校之教學內容換算

比例，以符合現有規定之要求。 

 

二、建議事項 

 

（一）贊成草案中關於教師交流制度，且考量少子化後，認為可提供教

師介聘或提供教師實習機會。 

（二）採委託辦理，可能受原學校校舍環境之限制，新設學校可能無法

提出（原）草案規定之計畫內容，至多可能提出相關「計畫」而

已。 

（三）建議使申請者有評估案之申請權。 

（四）各縣市偏遠學校應優先釋出辦理受託學校，以保障住民權、學生

學習權。 

（五）有關學區部分目前仍按原學區，但希望採用大學區概念，排除國

民教育法之適用。 

（六）遴選受託者時，應加入教育理念居民及當地文化之特殊需求作為

評選之事項。 

（七）接受草案關於 BOT 合理回饋機制。 

（八）建議教職員隨同移轉部分之保障，應限於屬公立之受託學校。 

 

       第二目  人文中小訪視結果 

一、學校辦學概況 

     
人文中小學係由佛光山文教基金會捐助辦學之學校，時任校長楊文貴

教授為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原國立臺北師範學院）借聘。該校設立情形與

慈心華德福中小學不同，係先有佛光山文教基金會始設校，而在該基金體

系下，除佛光大學依私立學校法另有一財團法人外，該校所屬基金會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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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金會體系下有其他設學。在佛光山設有教育院，統轄以下教育體系學

校。該校設有校務基金，其來源包括公務預算、推廣部收入、佛光山文教

基金會捐助等，預計另成立基金會辦理延伸性課程，並將建立具有博物館

特色之學校。該校之正式教師為編制教師，創校教師均為合格教師，即設

立時招考 5 名教師，於辦學後，其中一位與人文教師與新校理念相合，其

他 4 位則不合而離職，其後陸續有其他教師加入行列。其他不具教師資格

者編列為助理教師，助理教師之保險以勞保行之。課程與九年一貫課程接

近，故無須特定訓練資格，因此該校正式教師均具有教師資格。學生來源，

其中三分之一為外縣市或外鄉鎮學生，三分之二為原學區學生，採全國性

之開放型學區，但並未拒絕原學區學生。目前收費標準係按公立學校辦

理。關於學校之辦學類型，自我定位為（原）草案中之特許模式。 
 

        二、建議事項 

 
（一）贊成草案教師交流制度，但建議是否可考量借調（原校留職停薪）

方式，及教師交流後關於教師研習之積分記點應比照，另教師應

有個別申請交流之主動權。 
（二）贊成草案外國人得為受託人及 BOT 模式之合理回饋機制。 
（三）教師資格部分應更具彈性，且在權利保障上，希望保障機制接近

公立教師之福利。 
（四）建議收費標準應依各種委託類型予以彈性化，而非依公立收費。

如同意提高收費標準，則受託學校應提出社會公益回饋機制，如

提供低收入戶就學機會。 
（五）高中部分亦有委辦之必要，應有繼續之延伸委託辦理之路徑，建

議一併修法。 
（六）建議草案中特別明文受託學校之家長參與之規範，尤其於受託者

不願繼續接受受託，教師及家長應有優先受託權，或於政府接管

時，優先受託或參與評選政府接管時，有參與評選之機會。 
（七）對於受託學校違反規定之罰鍰制度，應考量是否會造成轉嫁於學

費收取上，反而造成家長負擔。 
（八）建議明文規定中央機關對於受託學校有補助教師教材研發之事前

補助義務，而非僅有評鑑後之補助。 
（九）依目前現況，受託學校均具辦學暨教育之實驗性質，建議草案明

文得同時辦理教育實驗。 
 

    第二款  分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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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該2所學校，宜蘭縣政府參照公立學校相似規模之預算平均值，

編列年度預算，故縣政府之經費負擔並未免除或減輕。從而，慈心華德福

中小學之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與公立學校相同，但其代收及代辦費用則因

教學型態考量針對藝術材料部分另外收費，惟未使用教科書，故不收取教

科書費。生源採開放大學區，即戶籍設於宜蘭縣境內而認同該校辦學理念

之學童均可面試申請入學，但原學區內適齡學童具優先權，不提供住宿。

該校之經營體系係以教師會議(college)為中心，以工作小組為執行單

位，然為對應傳統教育辦學組織之運作，並盱衡該校發展需求，設立教導、

總務、行政計畫三處為該校行政工作運作之基本組織。 

人文中小學之教學採學生興趣混齡家族班級制，教師對學生學習

成就之評量，一改傳統學習評量模式，取消月考及期考，評量項目以實驗、

報告、操作為主，紙筆為輔，重視兒童實作、資料蒐集、解決問題能力之

培養，每週固定提供可由學生自由報名參加之基本學科能力分級檢定，將

過去學生被動式之成績考查，調整為學生主動挑戰實力之學習成就評量。

學習時段，無下課鐘聲，並建構博物館化之教學設施。而其學校經營亦

有其特色，除校長專業領導校務外，增設副校長處理公關，教師

區分主任教師、副教師、助理教師、實習老師四級，教學打破班級制，進

行學年群協同教學，每年級設2班置4位教師，行1學年4學期制，上課10週、

休息2到4週，全年上課時數不變，1學年仍上滿40週，然將一般學校2個月

之暑假期間調整其中1個月為春、秋假，每學期尚斟酌情形檢討調整。管

理體系分學習經營處及行政管理處，佛光山文教基金會每年提撥2至300萬

元經費補助，供學校經營運用，學費依公立學校標準。學校提供之社團、

安親班鐘點費，由學校及家長會共同募款支應，為免費之教育服務，以充

分發揮公平學習機會。教師分級制。生源無學區限制，並安排遠道學生住

宿及照護。該校辦學者認為地方法規提供其人事及課程之自主空間，使該

校得發展另類教育
1335。 

前述兩校依教育部於94年11月4日以台國（一）字第09401260580號所

函頒解釋性行政規則「地方政府委託私人辦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屬性認

定要點」，經認定為公立學校，提供教師權益保障之基礎，然亦曾造成人

文小學代課教師無法繼續任教，須重新增聘教師之教師大幅流動現象。而

因認定為公立學校，反使其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及議會得不改傳統窠臼，持

續以傳統公立學校之管制模式及管制密度，要求學校人員須依「法定編

制」，經費編列及使用須送議會審查並按照審計法規執行，對一般公立學

                                                 
1335 楊文貴，全國首設「公辦民營」小學的宜蘭經驗之一：人文國小辦學策略簡介，收錄於現代

教育論壇（十四），國立教育資料館，2006 年 11 月，頁 79-80；楊文貴、游琇雯，人文國民中小

學另類嗎？是，也不是─一所既主流又另類的專業學校，頁 5-6。

http://www.jwps.ilc.edu.tw/doc/paper/人文國中小另類嗎__發表於2006年5月另類教育研究

學術研討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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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函文之執行亦期待或要求照辦，致實際之學校自主性僅存於校長任用權

及課程規畫有限度自主權1336。相對地，宜蘭縣教育局對慈心小學之入學採

理念認知之面談，是否符合家長選擇權，及高學費政策有無塑造為貴族學

校，均提出質疑1337。 

 

  第四項  小結 

 
依據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規定之意旨，對於將公立國民中小學委

託私人辦理之私人參與公立學校辦學模式，並無拘束特定類型之意，而賦

予地方政府裁量權限，依法學者及教育學者之見解，概認為美國法制之特

許學校為其參與模式之一。然因該二法規定所授權由地方政府訂定之辦

法，屬地方自治行政法規位階，依法不得牴觸上位階之其他中央法律規

定，致縱使地方有意開展特許學校，其自主功能亦極為有限。雖部分地方

政府依法制定相關自治法規等，惟採特許學校模式為公立國民中小學委託

私人辦學者，僅宜蘭縣一例，除主觀上就其願與民間教育改革思想及行動

同步，而應予高度肯定外，客觀上亦可見特許學校欲在現有教育相關法制

中開疆闢土、披荊斬棘，顯非易事，故其他縣市不願沾惹塵埃，實足想見。

以我國現有之特許學校事例而論，宜蘭縣地方自治條例對於學校組織架

構、法規制度、員額編制、教師聘用、學生評量、課程規劃、教學設計、

教材選擇、活動實施等有教育法規鬆綁之設計，而在實際辦學中呈現之教

學內涵及學校組織架構多元及彈性發展亦為其等可稱許之處，辦學成就並

受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評鑑優良，而得由小學辦學延伸至國中，足見特許學

校在我國亦有經營成功及成為優質學校之可能，是其開展空間頗值期許。

然關於學校土地、校舍是否得排除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法令之

限制，學校經費運用是否得排除預算法、政府採購法等之適用，地方法規

則力有未逮。該縣自治條例關於申請設立特許學校之程序、教職員工權益

保障亦有規定，惟程序正義之內涵是否得再充實，及教職員工權益保障有

無與法律相齟齬，均值研議。此外，就慈心華德福中小學之受教育成本有

高出公立學校之現象以觀，係傾向私立學校營運取向，對教育機會平等之

正義實現，不及傳統公立學校。即若人文中小學由學校支持者及募款經費

支用社團及安親費用，但此與社群認同有關，且僅為校內學童之平等待遇

爾爾，而與地方整體學校教育所呈現之教育機會均等實屬無涉，此外，亦

無法呈現出其保障弱勢之積極功能。針對現有法制面及辦學之個案觀察，

                                                 
1336 楊文貴、楊嵐智、游琇雯，宜蘭縣人文國中小四年生命小史中的一些經歷，頁 7。

http://www.jwps.ilc.edu.tw/doc/paper/公辦民營學校的可能與困境_宜蘭縣人文國中小四年

生命史中的一些經驗_民 95 學校行政論壇研討會.pdf 
1337 宜蘭縣慈心華德福實驗國小與人文國小校務觀察第二次會議會議紀錄（民國 92 年 6 月 5日）

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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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就我國特許學校之法制之實施作為均有重新思考之必要，並應就

其教育理念及辦學需求之特殊性，在法治國之原則下，建構符合其特性之

教育法原理原則，以資適用。 
 

第四節  特許學校法制於我國建構之原則 

第一項  建制多元誘因及漸進之改革步伐 

     

    特許學校屬於民間參與型態之教育改革運動，其欲吸納民間之專業、

活力及資金等投入公部門之教育系統，自須建構制度性之誘因作為配套，

民間始有參與之意願，而非全然依憑教育改革者之一頭熱，即得竟全功。 

私部門以競爭程序爭取參與一般行政組織之改造或行政作用之實

施，並非真誠地為公益或實踐公平正義，其真正目標之設定，誠如布坎南

之假設，係為自利，質言之，營利始為其深層之主觀意圖，準此以觀，獲

利為民間參與一般行政組織改造及行政作用實施之主要誘因。私部門介入

教育部門，於理論模型上，並非當然無利可圖，其參與公立學校辦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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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夥類型在在有營利之空間，即若特許學校，在

美國之實施經驗，有由營利組織營運者亦然。惟承本文前文所述，我國現

階段特許學校法制之改革建制不宜貿然開放允許營利
1338，則吾人對特許學

校法制開展之制度性誘因，勢應另啟思考之途徑。 

以是否為利益計算作為界分之基準，誘因可區分為經濟性誘因及非經

濟性誘因。若特許學校法制不具獲利之合法性，則其對參與者而言，祗能

建構於非經濟性之誘因，然若論及其誘因構造，則可能存立於家長、辦學

者及國家三者之間
1339，而倘能同時存立於該三者，則可謂特許法制最佳之

誘因體系狀態。特許學校法制思想起源之一，即係藉由新自由主義思想所

導出之家長選擇權理論，故而，對家長而言，具有學校選擇權，以選擇適

合其子女受教育之環境，此純教育層面之權益乃特許學校對家長之非經濟

性誘因，但由家長僅須負擔低於私立學校之教育成本，而得令其子女接受

優於一般公立學校教育之角度而言，雖未獲利潤，然可減少負擔，乃加料

不加價之教育給付制度，此亦可謂特許學校對家長之經濟性誘因。其次，

對參與辦學者及從事特許學校教育之教師而言，從事教育者多數具有實現

                                                 
1338 依我國目前法制，私立學校仍不許營利，屬公私立中間類型之特許學校當前亦不宜開放營利，

美國之營利性學校及中國大陸民辦教育促進法第 51 條前段規定之合理回報制度，從法體系統一

性觀點，及教育環境結構未脫離升學主義風氣前，教育法制之公益性仍有維持之必要，故營利性

尚非適予考慮之法制。 
1339 民間參與一般行政組織改造或行政作用之實施，其誘因機制通常設定於參與者與國家間，而

多忽略參與者以外人民之感受，此適為公共選擇理論或代理人理論所深刻指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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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理念之人格特質，準此，享有優厚待遇或從中獲利，非當然為其唯一

之價值判斷基準，若能擔保其從業人員一定程度之權益保障，參與此教育

行列之熱誠應可維持相對穩固之程度，而避免人事過度流動，形成辦學之

穩定性，另特許學校原則上應由政府負擔辦學經費、資本門支出，是相較

於興辦私立學校之私人興學，此民間參與興學之公教育參與模式，業已降

低辦學之門檻，有助於教育工作者實現教育理念之可能，此毋乃係其經濟

誘因之一種；又特許學校法制得依學校特色及需求，適度地解除不必要之

教育法令管制，辦學者或教師可擁有較高之自主權，以自由之態度，在開

放之教育環境中，創設有別於一般公立學校僵化之教育內容，開創多元之

教育內涵，以吸引相同理念之家長帶同其子女參與其教學，實踐其教育理

想，故而，特許學校制度亦潛藏對參與辦學者或教師濃厚之非經濟性誘

因。對國家而論，國民教育為國家應履行之憲法義務，是故，該法制之誘

因設定，對國家而論，不應祗求教育財政負擔降低之經濟性考量，財政之

經濟效益僅得為特許學校法制之反射利益；特許學校應以辦學績效計畫吸

引公部門之接納，以實踐教育績效維持公部門之信賴，作為國家廣開民間

以特許模式參與公立學校辦學之誘因，再者，尚可藉由特許學校辦學績效

激勵一般公立學校省思改善，促進整體教育環境及教育公益性之最佳化。

總結以上觀點，吾人即得發現，若特許學校之學雜費政策朝私立學校標準

傾斜，或教育內容不具吸引力，其對家長之誘因顯然不足；對辦學者而言，

辦學成本未得政府奧援、相關之教育管制未能適度緩和規制，民間之教育

熱誠及活力恐不願主動注入公教育體系；對教師言之，權益保障不應過度

苛刻，否則難以留任教師，對於非以教育為專業之熱心教育人士，嚴格管

制其加入特許學校教師行列，將構成誘因不足之不利因素；就國家之角度

考量，如僅單純提供較低之辦學成本，而不能發揮教育多元及教育績效，

則此類特許學校對社會之總體誘因將驟減。 

而從我國行政機關行政法人化組織改造運動處處受阻之情形觀之，足

見組織改造運動在我國有嚴重之阻力須克服，為避免公立學校改造時，受

現有學校教職員工之強力反彈，及造成社會對改造成功與否發生疑慮，在

採行特許學校制度改革時，不宜對公立學校採行全盤改造
1340。除教育主管

機關應調節政府對教育市場干預強度，以完備之法制創設有利於創新之環

境外，於實際操作層面中，首先可由解決現有特許學校之當前困境為起

步，以循序漸進之溫和改革手段，對於新型態辦學方式，應採取開放態度，

始得同時創造更寬闊之委託私人辦理模式視野。具體作為繼而可由教育主

管機關選定辦學績效評鑑欠佳之學校先行試辦，或對於有生源不足，即將

                                                 
1340 如由辦學績效不彰之學校優先實施公辦民營，不應無條件全面實施。秦夢群、曹俊德，我國

義務教育公辦民營制度之可行性研究，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24 期，2001 年，頁 43-44；游宏隆，

公辦民營學校治理結構之研究－以慈心華德福教育實驗小學為例，私立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碩

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52。 



 246

面臨裁併之學校進行改造，對於確有財力興辦新校者，自不排除其新設興

辦。而由現有學校改制者，如非辦學欠佳之學校於改制程序，應讓學校教

職員工、學生、家長有陳述意願之機制，如經一定比例1341之學校教職員工、

學生、家長之同意，始得為之。此外，從地方政府釋放權力予私人辦理公

立學校，多基於減少其財政負擔之現實目的1342，從而，在此公立學校改造

中，應考量減少或儘量不增加地方之教育財政負擔，始能激發地方政府委

託私人辦理之意願。 

 

第二項  同步改造外控機制及內控機制 

 

特許模式之公立學校經營模式為現代型之學校組織再造，從現代型之

學校組織再造外控機制方面而言，法規之管制應朝向彈性及尊重地方自治

之角度設計，將教育鬆綁，並將改造之權力適度地下放至地方，由地方決

定其義務教育之內涵。換言之，使地方得基於發展地方教育特色，形成地

方之學校辦學特性，促進學生對其自我生活周遭環境之理解與認同。於內

控機制方面，學校組織再造絕非學校組織結構之調整而已，尚應包括學校

領導、權力分配、人員角色、價值觀念、激勵、決定、文化、課程與教學、

效能等各層面及其關係之統合改造，尤其應能藉而轉化學校之經營型態，

強化學校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包括教師、學校行政人員、學生、

家長、社區人士等之共同參與，以提高學校組織之適應力及效能
1343。 

 

第三項  兼顧家長選擇權及平等原則 

 

家長教育選擇權應盡可能滿足其實踐之可能性，除地方囿於資源限

制，確實無法提供其他之選擇可能外，否則應採開放之態度，容許家長依

其決定選擇子女就讀之學校，以促使各公立學校融入競爭環境，提升各校

之辦學績效。特許學校不但係基於學校選擇權觀念，亦係基於自由市場原

理，打破國家對公立學校經營之獨占（monopolistic hold）、壟斷，衝破

學區中向來由單一學校霸佔之態勢，並創設選擇其他選校之自由，以增進

家長選擇權
1344。又特許學校既係以辦學績效成就其教育管制之鬆綁，以激

勵傳統公立學校投入競爭，共同提升整體國民教育之素質，故應容許特許

                                                 
1341 至少應過半數之同意。 
1342 此為現實問題，而非當然之理。 
1343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76-79。 
1344 Yubal Craig Yennie,Restructuring with charter schools:A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Peabody College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Doctor of Education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y 2000,p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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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入公立教育之競爭系統，然競爭應不以此為限，更應採更開放態

度，容許多數特許學校共同建構競爭環境，亦即容許且鼓勵設立不同教育

理念、特許結構之多數特許學校，如此尤能藉由實證發覺何種經營結構始

為現代公立學校最妥適之經營典範。以目前發展實況而言，屬特許學校者

僅 2所，其學生數額佔學區學童數比例不高，未形成如美國目前發展現狀

之氣勢，故難謂造成公立學校之招生威脅，惟若法規鬆綁幅度增強，及教

育成本趨近傳統公立學校等重要機制妥適配合，則特許模式之發展契機猶

指日可待。 

而賦予家長選擇權對於公立學校制度之最大挑戰，在於破壞公教育原

本提供之形式平等，並造成區域階層、學生學習成就落差擴大之惡性循

環，及教師與學校所在地域環境之切割，因政策性誘導之緣故，教師教育

價值暨其專業自主判斷被剝奪
1345。即使我國現有之私立中小學早有貴族化

現象，而實質造成社經地位不同家庭子女之隔離效果，但賦予家長對公立

學校之選擇亦有前揭隔離現象繼續發生或擴大之虞，尤若單純以追求學習

成就作為特許學校經營之標竿，無疑係使留於傳統公立學校就讀之學生被

標籤化為學習成就欠佳之現象，再者，升學主義一日未解，若特許學校以

學生學習成就之提高為主，則難保此類學校教育目的遭扭曲
1346。再者，若

容許選擇權附加提高學費之條件，則弱勢家庭子女即使屬於學習成就較高

之學生，可能迫於家庭之經濟壓力，而無法公平地接受更佳之教育，更形

成實質之不平等現象1347。從而，於法制規劃上，應有配套之援助體制1348，

如促成如美國法制中純以公立學校收費標準為經營模式之特許學校，使一

般家庭學童均得在不增加教育負擔之前提下，選擇其適才適性之特許學校

接受國民教育，地方政府於公立學校委託私人經營之政策決定及甄選設校

計畫時，更應優先選定輔導學習成就欠佳學生、維繫弱勢文化、輔導有犯

罪、非行之行為
1349或傾向之學生等作為設校宗旨之政策取向，以兼顧並促

                                                 
1345 三橋良士明、榊原秀訓編，行政民間化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論社，2006 年 5月 25 日，頁

145-146（左貫浩執筆部分）。 
1346 所幸，目前現有之 2所特許學校係以人本思想辦學，傳統升學價值非其等所重視。 
1347 此類學校之辦學，基於非營利，除以校務基金、資產、捐助維持辦學支出外，可能須收取一

定學費支應，亦即學生須自行負擔超額學費，從而，將使此等學校成為貴族學校（周志宏，學校

組織關係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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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88），但公辦民營之學校亦不得牴觸「人民為教育權主體之原則」，在此前提下，須維

持公立學校之收費標準（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6）。

從而，於目前尚未能在財政分配上消彌因教育成本所造成之教育實質不平等現象，更應認為不宜

貿然准予特許學校具營利性質（周志宏，學校組織關係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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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1348 三橋良士明、榊原秀訓編，行政民間化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論社，2006 年 5月 25 日，頁

145（左貫浩執筆部分）。 
1349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3條第 2款規定：「二、少年有左列情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

刑罰法律之虞者︰（一）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二）經常出入少年不當進入之場所者。

（三）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四）參加不良組織者。（五）無正當理由經常攜帶刀械者。（六）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七）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不罰之行



 248

進學校辦學卓越需求、避免對教育公平之破壞及積極投入教育關懷；此

外，應更強化父母及住民對學校之參加制度1350。 

 

第四項  設定最適之管制密度 

 

所謂特許者，係謂人民原即不擁有之自由權利；而所謂許可者，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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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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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有經營公立學校之權利。公立學校為國家以稅收投資興建之公營造物，

國民中小學且係由國家依法提供予人民之受國民教育給付行政，不祗人民

有權請求國家提供此受國民教育之受益性基本權，相對地，國家且有履行

該憲法上規定之義務，於公立學校辦學之諸多事項中，諸如學童入學、教

職員工之派解聘暨權利義務、教師施教行為等，或為國家高權行為，或為

公權力之行使。是以，私人參與公立中小學之興辦，因非興辦私立學校，

自其辦學經營權限之事物本質而論，私人乃原始地被禁止獨斷地介入，換

言之，私人並無此原始之憲法上或法律上之自由權利，從而，人民得參與

公立學校所實施之國民教育權限，是為特許之一種，而非許可。此外，法

律容許以特許為之，非謂其全然免除國家所有法規範之拘束，而係應循其

性質，求其最適管制密度。 

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雖釋放解除公立學校公辦獨占之訊息，惟對

於國民教育之興辦，中央法規仍有綿密之管制法規。如課程綱要、設備基

準、教科圖書審定及採購、學校校長制、學校組織、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

額編制、學生成績評量、地方辦理國民教育預算編列、校長、主任、教師

任用、甄選、儲訓、登記、檢定、遷調、進修及獎懲辦法、成績考核、審

定、聘任、權利義務、待遇、研究、退休、撫卹、離職、資遣、保險、教

師組織、申訴及訴訟等，分別有中央法規之國民教育法、教師法、教育人

員任用條例等予以規範。又關於學校使用之土地、校舍、教學設備提供使

用，亦在在須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法令等之限制
1351。欲將義

務教育之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前述各類管制是否猶應保留予中央予以

全面性管制，即有檢討之必要。而從經營活化之觀點論之，預算法、會計

法、審計法、政府採購法等亦應列為解除管制之範圍。 

                                                                                                                                            
為者。」 
1350 三橋良士明、榊原秀訓編，行政民間化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論社，2006 年 5月 25 日，頁

145（左貫浩執筆部分）。 
1351 私人興學所遭遇之最大困難為土地取得、設施興建（周志宏，學校組織關係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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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故降低私人參

與公立學校辦學之資本門支出，具有積極排除民間參與教育投資障礙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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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經營，不單是財務上之考量，因此，並非僅著重

學校開源節流之成本計算而已，更應創造多元價值1352。學區1353、組織模式、

學校經營模式、教學內容均應有鬆綁之必要1354，且應因應地方自治權限，

由地方考量其國民教育政策、地方財政等決定之1355。如何為改造後之最適

組織、如何得達成改造後之教育績效及委託期間長短1356等技術性、細節性

管制，應賦予地方政府決定之權限，甚至如學校行政結構、是否採行校長

制或其他配套措施1357等應下放至個別學校，賦予辦學者有其彈性運用之自

主權。而就行政事項要求，亦應事實上放寬管制，不應樣樣要求比照公立

學校辦理瑣碎事務1358。又為積極鼓勵特許模式辦學，促進國民教育之發

展，在行政協助上，應更具彈性，始便於促成，是故，關於學校土地、校

舍、教學設備提供使用，及學校土地無償提供使用，應不受土地法1359、國

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法令之限制。 

針對經營者之資格，觀諸私立學校法規定，係以財團法人之非營利性

公益法人為限1360，特許學校法是否延續此管制密度，本文認為應可適度鬆

綁。從美國之實際辦學經驗觀察，非由公立學校改制而另新設之特許學

校，有小型化或迷你化之趨勢，此亦為可供我國發展上之參考，從而，若

由自然人為興辦者，並非當然不可行，且為廣泛有效吸引私人參與國民教

                                                 
1352 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年 5 月，頁 260。 
1353 關於學區制之配合修正，相近見解參見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

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261。 
1354 如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2項（學區）、第 6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發入學）、第 9條第 1項至

4項（校長及其遴選）、第 10 條第 2項至第 4項（學校行政組織）、第 18 條（校長、主任、教師

之任用，另以法律定之；其甄選、儲訓、登記、檢定、遷調、進修及獎懲）、教師法第 23 條（教

師在職進修）、第 24 條第 1項及第 2項（教師退休、府許、離職及資遣）、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4條及第 5條（校長任用資格）、第 12 條及第 13 條（教師任用資格）、第 21 條（教職員任用）、

第 23 條及第 24 條（校長任用程序）、第 27 條（校長遴選）、第 28 條（職員任用）等規定，即可

嘗試作不同程度之法令鬆綁。 
1355 蓋最能判斷地方特殊利益關係及情況，而採取因地制宜措施者，當係地方居民及其政治組織

即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蔡茂寅，地方自治之理論與地方制度法，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年 4 月，頁 7。 
1356 考量現行學制，依學者研究認為簽訂委託期間以 6年至 12 年較為適合。周志宏，從法律觀點

看國民教育公辦民營之可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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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1357 如學校使用之土地准予承租，校舍面積採樓地板面積地算，教學環境或設備採共享制度或利

用社區資源辦學，得連鎖經營，准辦各類實驗。學校黃榮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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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47。 
1358 游宏隆，公辦民營學校治理結構之研究－以慈心華德福教育實驗小學為例，私立佛光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53。當然無價值之教育行政管制措施，亦不應於其他學

校間氾濫。 
1359 如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

關同意，並經行政院核准，不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年期間之租賃。」 
1360 私立學校法第 35 條第 1項規定：「私立學校應向學校所在地之該管法院，為財團法人設立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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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辦學，是政策上得考量朝此開放改革之方向1361。又我國教育改革現況

中，理念學校或另類學校多為教育改革民間機構、團體努力之成果，並作

為其教育改革實驗之場域，參以興辦之特許學校若為小型學校或迷你學

校，由民間機構、團體較之由自然人興辦更無不利，故亦無反對之必要。

其次，是否容許營利性組織（包括法人、機構、團體）參與辦學，及辦學

是否容許辦學營利，係屬二事，營利性組織參與辦學，並不當然等同於同

意其獲取私人利益，若特許辦學者營取利益以歸於私，即使自然人、民間

機構、團體甚或財團法人作為辦學主體，亦有營利可言。以現今之況，如

前所言，於主要國家中，除美國及中國大陸外，其餘國家原則上仍堅守學

校教育公益性之傳統思維及體制，故並無明顯開放准予營利之跡象。美國

法制開放營利性學校之存在，對固有之教育學及教育行政法學理產生之衝

擊不可小覷，中國大陸正反意見，討論亦至熾熱。現階段，我國進行特許

學校之立法是否准予營利，理論上亦為立法具形成空間之事物，本文認為

且應列為中央統一訂定框架立法予以決定之事項，不宜授權地方決定之。

蓋此改革步履過大，容易引發社會疑慮，因此茲事體大，尤其營利性之功

利取向，無助於改善現階段國民教育之公平及正義，反有使學校教育淪為

利益之工具性性格，且助長學校貴族化所產生之隔離現象等社會惡劣之觀

感，此非眼前教育改革之管制鬆綁之要務，故本文不贊成將之作為目前立

法解除管制考量之事務。相對於學校之營利性，論理上，辦學主體為營利

性組織對教育之公平與正義顯不具威脅，美國部分州已建構其容許性，前

文已有所論，惟理論模式與實務是否當然相符，恐非難以確保，亦即，營

利組織之目的，一般係在追求最大利潤，此亦符合市場理論，故而，容許

營利性組織參與公立學校辦學，幾與容許營利混沌難以區別，從而，自結

論言之，目前亦應採否定態度為是。而長期以來，採公私立學校二元化之

教育體系，從自由法治主義觀之，私人興學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而由經

濟自由主義之角度觀察，則係尊重市場之選擇，並藉由競爭，促進彼此提

升。目前，我國係採私人興學與國家興辦併行提供國民教育之雙軌制，但

依私立學校法規定，設校之財團法人本得同時經營多所學校
1362。實務上所

見私立學校財團法人亦多於章程中，明訂得辦理多所私立學校，準此以

言，私立學校本身應無擴張辦學，而須兼辦特許學校之真正需求，且其若

亦為開創多元，於其興辦之私立學校中，本有發揮之空間。尤其特許學校

之立法精神，私人興學亦為其教育改革之箇中要素，但其本在嘗試揉合公

私立學校辦學之優點，同時創設公私立學校二元外其他學校辦學模式之可

能，要言之，即二元外之更多元，承此，固然美國法制亦有容許私立學校

                                                 
1361 現有地方法規及特許學校簽約實務中，為擔保自然人確有資力擔負辦學所需，且避免自然人

因個人債務無法確實履行契約責任，於契約中，多有規定私人應繳交保證金或擔保金作為擔保，

故以自然人作為受託者，不致發生窒礙難行之處 
1362 私立學校法第 10 條第 2項前段規定，為鼓勵私人捐資興學，同一財團法人得兼辦各級、各類

私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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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特許學校之辦學主體，惟我國特許學校立法，恐應採較保守之態度，

自不宜使私立學校之財團法人另求他務，再介入特許學校興辦之領域，否

則尚有使該私立學校成為私立學校法規範外之特權私立學校，而違反專業

辦學之精神。對此管制密度，由中央統一立法決定，應屬可為之政策。 

另應關注者，係特許學校是否須比照一般公立學校之議會控制。有研

究指出，若要求特許學校比照公立學校提列之預算須交付立法部門審查，

將使特許學校之校務經費自主權全然喪失
1363。就此，吾人首應認識，代表

民意之議會監督，其民主原則係為使行政取得權力之正當性，而其對行政

部門預算之編列及執行進行監督，乃為避免公共財源之浪費1364。由此論

之，特許學校倘獲地方政府撥付預算，則不應剝奪議會之財政監督。就特

許學校之經費自主權問題，應正本溯源，應於中央立法時，即盱衡特許學

校若實施教育實驗，則明定亦得授權地方政府進行相關預算相關法令之鬆

綁，使其辦學經費得擴大進行科目間一定程度之流用1365，或將當年度未支

用之預算留於契約約定辦學期間運用1366，使其辦學預算在地方政府撥款總

額內充分活用。此外，關於興辦特許學校是否須經地方議會之許可，本文

認為應充分尊重行政機關之專業裁量，議會僅作預算控制即可，而採否定

之態度。 

末者，是否容許外國人之參與辦學1367，本文認為除有確切之實證可資

證明多數國人容許，否則現階段之國民教育尚不宜遽然開放。按中小學係

於兒童人格形成初期所進行之教育，此階段學童之學習對其本國文化認知

之啟蒙及薰陶有其教育學及心理學上重要意義，故深具文化傳承之重要機

能。從主觀面言之，以國籍作為區別辦學者是否認同在地文化，並無辯證

上之意義，蓋事實上，外國人熱愛所在斯土文化，而甚於本國人媚外者，

亦所在多有；而自客觀面而論，將學校之經營區分為所有權及經營權，此

於我國私立學校法制上早有軌跡可循，從而，即若以外國人為興辦學校之

主體，祗要其依本國法興辦教育，則其主體之國籍本非學理上可得為必然

禁止之正當事由。準上以言，是否容許外國人在本國興辦特許學校，立法

者具形成空間。依現行私立學校法第 15 條規定：「（第 1項）董事應有

                                                 
1363 游琇雯，宜蘭縣公辦民營人文國小創新經營之個案研究，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5 年 12 月，頁 238-239。 
1364 此民主機制係平等之政治表現原則，與自由或效率無直接關係。顏厥安，溝通、制度與民主

文化－由哈伯瑪斯的法理論初探社會立憲主義，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等、正

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02 年 12 月，頁 49。 
1365 預算法第 62條規定：「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不得互相流用。

但法定由行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金，不在此限。」、第 63 條規定：「各機關之歲出

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不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

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流用之。但不得流用為用人經費。」 
1366 目前係採零基預算精神，須就預算年度全面檢討現行各項計畫及預算執行成效，並於預算年

度決算後，除有特別情事外，預算歸零。 
1367 我國國籍法並無排除雙重國籍之規定，故本國之自然人並不排除具雙重國籍之本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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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以上曾從事教育研究，或同級或較高級教育工作，具有相當經驗

者；其認定基準，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第 2項）外國人充任

董事者，其人數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不得充任董事長。」、第 78

條：「（第 1項）外國人依本法之規定，得在中華民國境內設立私立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其校長應以中華民國國民充任之。」、第 79 條規定：「（第

1項）外國人為教育其子女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專設學校。但不得招收中華

民國籍學生。（第 2項）前項外國人之設校，不適用本法有關設立、獎勵

與補助之規定；其設校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可謂對外國人之興學限制

採較嚴格之管制標準。前亦述及，即使世界多數國家已加入 WTO，然在 WTO

架構下，多數國家亦不採對外國開放興辦國民教育之態度。考其因素，多

係因對外國人興辦本國國民教育時，對其忠誠傳承本國文化之整體信賴不

足，深怕非本國之文化價值過度提早介入本國未成年學童之思想、記憶，

而產生之文化危懼感，是以，於何時空下，適予解除管制，乃立法者應深

思熟慮者。就此國家政策面之決定，其立法決定權限應界定為中央立法之

管制密度權限。 

 

第五項  特許契約定性為行政契約 

 

法理上，契約性質1368原可透過法解釋論定性其為私法契約或行政契

約，惟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與遠通股份有限公司間訂定高速公路電子收

費之 BOT 契約（下稱遠通公司 ETC 案），因爭訟而引發學說上定性之論戰，

本文認為在中央立法時就特許學校之經營契約應明定其契約性質。 

行政契約第 135 條規定：「公法上法律關係得以契約設定、變更或消

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不得締約者，不在此限。」行政契約之分類，

學說上可區分為對等契約與隸屬契約、和解契約與雙務契約、負擔契約與

處分契約等類型，而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3章關於行政契約之規定，僅就和

解契約及雙務契約加以規範，為狹義之行政契約概念。行政機關所簽訂之

契約，在救濟體系二元化之現行法制下，判斷為行政契約或私法契約，乃

學說與實務不能不面對之宿命。行政契約之判斷標準與公私法之判斷標

準，理論上應有不可分割之連動關係，但我國學說之發展卻將之割裂
1369。

我國學者間之主張不一，有主張私法契約推定說1370，有主張主體說1371，亦

                                                 
1368 行政契約之容許性概有除外說及授權說之別，多數學者認為前者可採，亦即，除法律有排除

締結行政契約之規定外，行政機關得選擇行政契約作為行政作用之方式，換言之，原則上行政機

關得自由締結行政契約而不必有法規之授權，復不用深究行政契約應如何與法律保留配合之問

題。 
1369 蔡茂寅，行政契約相關問題之研究－以公、私法契約的判準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

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301。 
1370 民法研究會第 29 次學術研討會「行政契約與私法契約的比較研究」，法學叢刊第 48 卷第 3

期，2003 年 7 月， 頁 142，陳聰富教授發言記錄。氏主張行政機關應證明契約標的、契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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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將主體說、新主體說、契約標的理論、契約目的理論作為先後階層之判

準1372，另有主張行政機關意思說1373，多數主張原則上以契約標的作為標

準，例外時，則輔以契約目的加以衡量。換言之，如契約標的涉及給付行

為不易區分為公法或私法性質，則依契約目的及契約整體特徵判斷1374，至

當事人之主觀認識並不能作為決定標準1375。尚有學者進一步建立行政契約

清單，並建構具體標準如下：1.協議之一方為行政機關；2.協議內容係行

政機關一方負有作成行政處分或高權事實行為義務；3.執行法規規定原本

應作成行政處分，而以協議代替；4.涉及人民公法上權利義務關係；5.約

定事項中列有顯然偏袒行政機關之條款者（如將行政程序法第 144 條或第

146 條意旨明訂於契約之中）
1376，本文則贊同多數說之見。 

惟若契約之給付義務性質為中性或中立開放時，界定為公法契約或私

法契約即發生困難，則須由給付義務之目的及契約整體性質判斷之1377。此

種契約，理論上可分為公法部分與私法部分，即所謂公私混合契約

（gemischter Vertrag），而依相應之公法與私法關係為判斷，但德國學

者有主張行政契約之適用範圍具有延伸效果，可將部分行政契約之性質延

伸至私法契約1378，以擴大行政契約之適用範圍，亦即，學說上有認為若契

約中含有公法義務或公法上義務，即可成立行政契約，德國學說稱之為行

政與私人間締結之公私混合契約，但彼國通說反對此種契約形式之存在
1379。 

                                                                                                                                            
涉及公法上權利義務者，或涉及重大公益目的者，始可認定為公法契約，蓋行政程序法規定行政

機關單方調整或終止契約，皆因重大危害及公益，故契約應先推定為私法契約，迄行政機關舉證

推翻之，以免人民遭行政機關侵害其權利 
1371 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

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279-281；

蔡秀卿，現代國家與行政法，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6 月，頁 97-98。 
1372 蔡茂寅，行政契約相關問題之研究－以公、私法契約的判準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

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323-324 
1373 即從行政機關具行為形式選擇權之角度，主張若行政機關法律形式選擇不明確時，行政機關

負舉證之責。程明修，行政契約標的理論，收錄於氏著，行政法之行為與法律關係理論，新學林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201-202。 
1374 陳敏，行政法總論，2007 年 10 月，頁 566-567；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67-369；林明鏘，行政契約，收錄於翁岳生編，行政法（上），2006 年 10 月，頁 562；

吳志光，ETC 裁判與行政契約－兼論德國行政契約法制之變革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6

年 8 月，頁 20；陳英鈐，行政法院作為行政程序的守護神－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對 ETC 案裁判，

月旦法學雜誌第 132 期，2006 年 5 月，頁 160；釋字第 533 號解釋、最高法院 61 年度台上字第

1672 好判決。 
1375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自版，2007 年 9 月，頁 434；陳春生，我國行政程序法實施週

年之現狀與未來，收錄於氏著，行政法之學理與體系（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 3 月，

頁 44-45。 
1376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增訂九版），自版，2005 年 10 月，頁 430。 
1377 林錫堯，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9 月，頁 433。 
1378 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68 註 5。亦即認為不論其公私法律關係之

比重，應整體視為公法之行政契約，對此有爭議時，應提起行政訴訟。 
1379 Maur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3. Aufl.,2000，§14，Rn.11. 但我國學者有贊

同者，惟認為應賡續就其概念、定性、容許性、契約瑕疵之效力、救濟程序等，再詳加研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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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對於行政契約具締約許可權、內容形成權1380、對象選擇權、

契約終止權1381，但法理上行政機關不應享有單方解釋契約之優越地位1382。

又行政契約因受依法行政與法律優位原則之拘束，公法不能仿效私法契約

自由原則，而衍生出行政契約自由原則1383。而應進一步研究者，係訂定特

許契約，行政機關可否得對契約相關事項行使公權力。此涉及兩個層面，

其一係行政契約中，理論上應不可內含行政處分1384；次者，行政機關透過

行政契約取代公權力（如行政處分）之行使，是否得再就契約事項逕為行

政處分，學者認為除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外，行政機關於訂定行政契約後，

僅能行使契約權利，不能單方面以行政處分方式達成履行契約之目的，是

以，原則上行政機關行使公權力即受限制1385，爰屬可採1386。又學理上，特

許學校須透過法律直接規定，以規範國家與私人間之權利義務關係1387，且

一般言之，行政契約不能逕為變更人民應適用之公法規定，然以法律位階

授權行政機關與私人簽訂契約，約定受託學校辦學時，可得具體排除特定

公法規定之適用，乃本於法律保留原則之精神，與法治國原則並無違背。

此立法模式，業有前述美國 charter school 法制可資參酌。 

    地方政府與受託者簽訂特許契約前，地方政府對受託者之資格核可屬

行政處分。從而，此即涉及是否屬雙階行為。雙階理論在德國有其發展歷

                                                                                                                                            
春生，行政法學的未來發展與行政法程序論，收錄於氏著，行政法之學理與體系（二），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2007 年 3 月，頁 8；陳春生，行政法上之參與及合作，收錄同上書，頁 75-76），

反對者則認為應不容許在同一契約之法律關係中，部分權利義務為公法性質，而其他部分為私法

性質，從而，對同一契約之不同部分，應分別適用公法或私法（陳敏，行政法總論，自版，2007

年 10 月，頁 569）之兩極見解。 
1380 行政機關所訂行政契約內容須屬行政機關之職權，受法定權限之限制，從而，對於契約內容，

行政機關具有形成權。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82。 
1381 行政契約之行政機單方調整或終止權，其重點不在行政機關之「單方」權利，而在於兩造當

事人中，行政機關是唯一公益之維護者，而不能期待私人為公益之理由而主動要求調整契約內

容。江嘉琪，ETC 契約之公、私法性質爭議─以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四年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與

九四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為中心─，臺灣本土法學第 81 期，2006 年 4 月，頁 115。 
1382 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83。 
1383 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81。 
1384 林明鏘，行政契約與行政處分，評最高行政法院八八年判字第三八三七號判決，收錄於氏著，

行政契約法研究，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4月，頁 166-170；陳春生，行政法上之參與

及合作，收錄於氏著，行政法之學理與體系（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 3 月，頁 76。最

高行政法院 88 年度判字第 3837 號判決採肯定見解，應屬不妥。至於行政契約外，依法得為行政

決定者，自不在此限。 
1385 陳清秀，特許合約與公權力之行使，月旦法學雜誌第 34 期，1998 年 2 月 15 日，頁 58。 
1386 至如促參法基於公益考量，容許收費標準核定、強制接管、強制收買、停止興建營運、撤銷

興建營運許可等公權力手段，而不受特許契約訂定之影響，乃係國家擔保責任層次之問題，與行

政程序法第 146 條、第 147 條關於行政契約之調整機制相當。不同見解認為促參法第 52 條、第

53 條調整機制，不因契約定性為私法契約或行政契約而有別。參見江嘉琪，ETC 契約之公、私法

性質爭議─以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四年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與九四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為中心

─，臺灣本土法學第 81 期，2006 年 4月，頁 115。 
1387 周志宏，從法律觀點看國民教育公辦民營之可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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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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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學理上是否妥適，非無爭辯1388。我國實務於釋字第 540 號解釋明白

承認雙階理論，行政法院最近見解亦採為論理依據1389，而在立法例上，政

府採購法、促參法亦採此立法政策1390。傳統雙階理論中之前階段許可行為

係行政處分無誤，至其後階段之契約，為私法關係之民事契約。實務向來

對前階段行為認為係公法關係之行政處分，並無異見，然行政法院邇來關

於遠通公司 ETC 案之見解，則認為雙階理論之後階段構成態樣亦可為行政

契約，此見解並獲諸多公法學者之支持1391，亦即跳脫向來學理上對雙階法

律關係認知為「行政處分＋私法契約」之論述模式，而擴大承認有「行政

處分＋行政契約」之可能型態1392。此廣義雙階理論發展趨勢，本文贊成學

者所論，促參法規範之甄審委員會評審決定處分及後續締約投資、營運契

約之特許契約兩大程序，與德國法制之補貼申請程序仍屬有間，但受釋字

第 540 號解釋及政府採購法立法模式之影響，而被類推適用為雙階理論可

適用之範圍，惟一般政府採購法或國宅分配之行政程序僅依契約拘束民間

相對人，缺乏公權力之持續介入，而依促參法簽訂之公共建設，政府在營

運期間仍為嚴密之監督與管理，以繼續遂行其建設及公共利益目的，與一

般政府採購工程完工或財物驗收顯有不同，因此，促參法之公共建設契約

至多可解為「廣義」雙階理論之適用範圍，亦即將前階段甄選公告界定為

行政處分，而後階段之投資契約應認屬行政契約，促參法之程序乃廣義之

「廣義雙階程序」，要非遽予套用釋字第 540 號及德國補貼法上之雙階理

論，方不致產生「一個事件，不同法院及程序審理」，且符合公益目的及

公權力管制內容；此外，第三人（尤其是競爭者）即可針對行政處分提起

救濟外，亦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40 條第 1項規定，提起同法第 6條第 1項

之確認行政契約無效訴訟，可以解決權利保護漏洞；而前階段之行政處分

為後階段行政契約之生效要件，該行政處分不僅於契約階段持續存在，且

進一步會影響到後續階段之契約效力，若行政處分被廢止、撤銷或有其他

無效事由時，後續契約亦隨之失效
1393。 

                                                 
1388 陳敏，行政法總論，自版，2007 年 10 月，頁 673-680。 
1389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5 年度訴字第 2710 號、最高行政法院 95 年度判字第 1239 號判決參見。 
1390 吳庚，行政法理論與實務，2007 年 9 月，自版，頁 148-149；許宗力，論行政任務的民營化，

收錄於氏著，法與國家權力（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 1月，頁 450；郭介恆，政府採

購爭議與救濟，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期，1999 年 11 月，頁 93 以下；林家祺，政府採購法之

救濟程序，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 年 3月，頁 23 以下。 
1391 林明鏘，ETC 判決與公益原則－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四年度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及九十

四年度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6 年 7 月，頁 8-9；詹鎮榮，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法之現實與理論－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之 ETC 相關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

2006 年 7 月，頁 58；吳志光，ETC 裁判與行政契約－兼論德國行政契約法制之變革方向，月旦

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6 年 8 月，頁 19；江嘉琪，ETC 契約之公、私法性質爭議─以臺北高等

行政法院九四年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與九四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為中心─，臺灣本土法學第 81

期，2006 年 4 月，頁 114。 
1392 程明修，行政行為形式選擇自由──以公私協力行為為例，收錄於氏著，行政法之行為與法

律關係理論，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271 以下。 
1393 林明鏘，ETC 判決與公益原則－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四年度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及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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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我國現有特許學校與地方政府簽訂之特許契約，係與促參

法之參與模式相結合，而基於本文所採契約單一定性原則之論點，是應併

為討論關於促參法投資契約之定性，以充分認識特許契約之性質。對於促

參法之投資契約，我國學者間之認知大略有私法契約說及行政契約說之相

對立論。本文對於爭論觀點不擬一一細論，概觀之，主張行政契約論者，

係認為依促參法成立之契約，不論在招商、興建、營運、移轉前，政府均

有高度參與監督等公權力介入，該法第 52 條、第 53 條對施工進度嚴重落

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不善或其他重大情事，行政機關得命改善、

停止興建營運、採取適當措施，必要時得強制接管興建或營運，其契約內

容涉及公法上之權利義務，非行政機關無由為之者，如事涉特許權之授

予、興建營運範圍之指定、土地徵收、費率之核定等事項，即應認為係行

政契約
1394，而以投資契約替代國家履行公共建設服務之任務，若具有強烈

之公益色彩，尤以私人若因之被賦予特許地位，則此一公法上權利性質，

殊難想像得透過私法契約加以設定或變更1395，質言之，若投資契約賦予私

人國家之公權力，理應認定為行政契約1396；反之，採反對見解則對促參法

第 52 條、第 53 條規定與行政程序法第 146 條及第 147 條規定之機制是否

相當，認屬可疑1397，主張不能因主管機關具監督權或強制接管權限，即可

認定投資契約為行政契約1398。本文認為原則上以行政契約說較為可採，蓋

所謂行政契約與私法契約之分類，與公法及私法之區隔，乃採公私法二元

論之法制國家為確定適用法則及救濟程序之基礎課題，惟其盡屬人為之類

型化，定性為行政契約主要係為排除部分私法契約私法自治原則，而賦予

國家得為公益而採公權力介入手段以擔保公平正義之正當化事由；依促參

法訂定之投資契約，屬公法性質或私法性質，應就契約內容整體意旨，依

上開判斷準則為個案性實質判斷，促參法之擔保程序規定僅係酌參之判斷

基準，但促參法之目的多帶強烈之行政目的，其公益目的至為強烈，故除

契約內容顯然與公益無涉，否則應推定為行政契約；如含特許之性質者，

                                                                                                                                            
四年度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6 年 7 月，頁 8-9、19、23。 
1394 蔡茂寅，淺論 BOT 的幾個相關公法問題，萬國法律第 102 期，1998 年 12 月，頁 24。 
1395 江嘉琪，ETC 契約之公、私法性質爭議─以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四年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與

九四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為中心─，臺灣本土法學第 81 期，2006 年 4 月，頁 113、114。 
1396 詹鎮榮，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現實與理論－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之 ETC 相關裁判，月

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6 年 7 月，頁 58。 
1397 吳志光，ETC 裁判與行政契約－兼論德國行政契約法制之變革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 135 期，

2006 年 8 月，頁 21。 
1398 且認為主管機關之甄審程序為行政機關之「計畫裁量決定空間」，而非判斷餘地。所謂計畫裁

量，係法律經常只概括規定計畫之目標，而授權確定計畫之機關，在權衡各方權益下，選擇達成

目標之手段，並確定其施行之步驟。陳愛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事件中的行為形式與權力劃

分－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四年度訴字第七五二號判決、九十四年度停字第一二二號裁定，月

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6 年 7 月，頁 39、42；陳愛娥，法律原則的具體化與權限分配秩序－

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五年度判字第一二三九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38 期，2006 年 11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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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認定為公法契約1399。承此，本文認為地方政府與辦學者間所簽訂之特

許學校經營契約應定位為行政契約。 

    地方政府與特許學校辦學者間簽訂具特許性質之行政契約時，應遵守

經濟性、公平競爭、對等性及透明性等原則1400。所謂經濟性係由重視納稅

者利益之觀點出發，強調預算之有效利用，使國家資源得達成最大限度之

有效活用目的1401；公平競爭意謂確保競爭條件之對等原則，不得賦予特定

人獨占機會；而對等性乃指政府與辦學者間均為契約之當事人，應基於對

等立場，以合意締結公正之契約，並依誠實信用原則履行契約；至透明性

原則則在強調外部監督之可能性，儘量將資訊公開，以促使合法性、公正

性、適當性等獲得確保。 

 

第六項   特許學校定位為公立學校 

 

美國特許學校被公認為改進公立學校教育品質之有效手段之一，為取

代公立學校之一種新辦學型態，而介於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間之中間型

態，是為公私二元外之第三類型，但其辦學之主要財政來源仍為國家教育

經費之撥給，以此角度觀察，向來被認為猶屬公立學校之性質，但因基於

法律之授權，得解除諸多管制，是為特殊之公立學校。從我國本土法制體

系及教育法之基本論點言之，本文認為特許學校所承擔之國民教育目的並

未改變，且與原公立學校所擔負之國民教育給付行政公益性、公共性無

異，尤其受託學校若由公立學校改制者，其原有土地、建築設備等係基於

人民稅收所提供，故應定位為公立學校
1402，又該受託學校之興辦，若由地

方政府提供教育經費興辦者，尤應屬之。且定位為公立學校，至少尚得發

揮以下諸等法律功能及效益：如該學校原係公立學校，僅特許由私人參與

辦學；未經契約排除適用而屬符合公立學校校長、教職員工資格者之權益

                                                 
1399 既界定為公法契約，則契約中約定某普通法院為第一審法院之合意管轄約款，則為無效約定。

不同見解認為係約定不具拘束力（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

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2 年 9 月，頁 276）。 
1400 日本公法學界對於是否採用公法契約之觀念，一直躊躇不決，而迂迴地使用行政上之契約，

以廣義地包含行政主體所簽訂之契約，而亦有學者提出公共契約之概念，其意謂公共部門為一方

當事人所簽訂之私法契約，然認為公共契約須適用民事法規定外，並認為應就公共契約特有之規

範併予認識，且提出公共契約法之經濟性、公平競爭、對等性及透明性等基本原則，本文此所謂

公共契約與我國學界所討論之行政契約並無太大差異，且其建構之基本原則足為我國行政契約法

制所參考。碓井光明、今井貴，公共契約法精義，信山社，2005 年 4 月 8，頁 4-13。 
1401 學理上，行政契約亦可能具有收入性質之契約，屬此者，則尚應確保適當之歲入（碓井光明、

今井貴，公共契約法精義，信山社，2005 年 4 月 8，頁 8），惟我國目前計畫推展之特許學校改

革計畫，暫不宜開放至具營利性之學校為妥，故此之經濟性原則要求自不含國家收入之期待。 
1402 學者主張亦應定位為公立學校者，李惠宗，教育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9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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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得按公立學校相關法令獲得保障，並作為其等救濟程序及相關法律準

用、類推適用等論理之準據，其學生之權利義務，除另有規定外，亦然；

可界定受託學校財產之公物性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地位、教職員工之

行政或刑事或國家賠償責任1404、或他人侵害學校及教職員工執行職務之刑

事責任；得闡明委託私人辦理公立國民中小學係為創造多元及優質之國民

教育，而非意圖脫免國家之教育投資責任，故而中央或地方政府不得因委

託私人而免除或恣意減輕其教育財政義務1405，如仍應依地方學生單位教育

成本為預算編列1406、經費撥給、獎補助等，是以，若受託學校無其他挹注

之教育資源，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尚應依法提供同等學校相當之

人事費、建築設備費及業務費等1407。 

    併應指明者，此特許模式將個別公立學校所實施之國民教育權限整體

                                                 
1403 加入特許學校行列之合格教師無後顧之憂，應保障其教師工作權（陳靜嬋，美國特許學校之

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1 月，頁 268；陳正益，國民學校公辦民

營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6 月，頁 89），不僅可使合格教

師有管道及維繫其意願參與教育革新，亦得令特許學校免於教師流動過大，穩定維持其師資水

準，並保障學生受教權益。然即以現有特許模式學校教職員工之保險及退休為例，究應適用公教

人員保險抑或加入私校勞退，現行法制規定欠完備，而行政院及考試院相關部會意見不一。教育

部雖於以前述地方政府委託私人辦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屬性認定要點，資為界定，但此解釋函

令位階，於相關人士之權益保障，自屬不足。 
1404 在國家賠償方面，現行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之物的責任，係規定為：「公有公共設施

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修正草案

改列第 6條，並修正為：「（第 1項）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設置或管理，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

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2項）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設置或管理之道路、橋梁

或其他供公眾往來之交通基礎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理時，因管理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

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受委託之民間團體或個

人應負之賠償責任，不受影響。」其修正理由係認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如將公共設施委託民間

團體或個人，因涉及權限（即公物管理權）之移轉，並非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直接支配或管理，

宜適度限縮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由該民間團體或個人就設施因管理欠缺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

惟委託管理之公共設施若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設置或管理之道路、橋梁或其他供公眾往來之交

通基礎設施，考量其具有獨占性，且人民對之亦有高度之依賴性，故縱使委託管理，仍應由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損害之發生，乃因民間團體或個人之管理欠缺所致，其依其

他法律關係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並不因此而免除。此修法趨勢，將影響特許學校國家賠償之

適用。 
1405 特許學校於法制設計上得使其財政獨立，然國家仍必須扮演教育資源提供者之主要角色。周

志宏，學校組織關係之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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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1406 參採教育代金之建議，亦可參見黃榮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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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407 相較於單純之 BOT 模式學校，有主張亦應為公立學校（周志宏，從法律觀點看國民教育公辦

民營之可行性，收錄於教育法與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9 月，頁 352），

有認為應定位為，其目的在使其不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3條規定，可相對降低辦學之程序成本，在

人事權方面，教師待遇亦無教師法第 20 條規定之適用，校長之遴選與教師之待遇較具彈性，較

符合國民教育公辦民營之需求與目的，另在政府補助上，除憲法第 167 條及私立學校法第 48 條

之獎助與補助外，政府毋庸核給經費（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行政－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

育法，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256 以下）。本文認為結論上，或可接受私

立學校說之結論，然不採其工具性之邏輯，而係認為本質上 BOT 學校於移轉為公有前，實難將其

學校所有權及經營權認定為國家所具，自不得認定為公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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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私人，與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所規定之單一行政權限委託私人，

尚有不同。至於目前行政實務中，亦有將公立醫院整體委託私人辦理之

例，依法務部意見認該醫院非可認定為公立醫院，惟前述醫院提供之醫療

給付，不具實施公權力之性質，但特許模式若不排除學區之適用，則其作

為地方政府給付國民教育場域之一環，故仍可適用強迫入學條例之規定使

學童入學
1408，則其實施之教育行政可能涉及公權力，是上開醫院之委託經

營，自不可與特許學校之定位相比擬。而依美國法制施行之結果觀察，整

體推估其所需預算，不致超出現有公立學校之支出，準此以言，將特許學

校定位為公立學校，並無增加國庫負擔或產生教育經費之排擠效應之虞。 

 

第七項   建構完整之正當程序 

 

正當程序及其保障為現代進步法治之重要指標及象徵。對於爭取興辦

特許學校之競爭者而言，其參與競爭過程即為競爭自由之行使。從憲法平

等原則及職業自由之分享權，可導出無歧視程序形成請求權，以確保平等

之程序權1409。因此，行政機關固然具有行政契約締約對象選擇權1410，然行

政契約為國家作用之一環，是仍受憲法原則之拘束，故締約程序不得違反

平等原則，自為當然。 

正當程序之落實，應由完備之程序規定作為擔保。如由公立學校改制

為特許學校者，應於程序規定中明定有一定比例之教職員工（尤其教師部

分）或家長同意，此不單與民主原則、利害關係人權益保護等有關，亦係

使多元意見得以展現之具體作為。若能擴大參與基礎，而明定計畫程序或

行政決定程序中，應舉行公聽或聽證，以使住民得抒發對社區辦學之教

育、文化及社群等之期許與興革意見，廣羅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之建

言，形成主客觀事實認知、理論與實務等共識，及使利害關係人就其各方

之利害陳述意見，不祗有助於行政計畫完備及行政決定之正確性，提升行

政作為之民主作用及正當性，而得落實住民參與原則外，復可減少紛爭，

使地方政府之作為更加順利。 

行政程序法僅於第 54 條以下定有關於聽證之程序，並無公聽之相關

規定。聽證與公聽是否為一事或另有區別，學理上，見解不一。一般認為

聽證主要適用於行政機關不利益行政處分之作成、法規命令之訂定及行政

計畫之裁決時，對處分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所提供之陳述相關事實、釐

清法律問題，以及主張或提出證據之機會，而於當事人意見經充分陳述，

                                                 
1408 就不願選擇學區內之特許學校就讀學童權利保護，自應於立法時，併為詳細規定。 
1409 詹鎮榮，競爭者「無歧視程序形成請求權」之保障－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五年度判字第一二

三九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38 期，2006 年 11 月，頁 50。 
1410 陳新民，行政法學總論，自版，2005 年 9 月，頁 382-383。 



 260

事件已達可爲決定之程度時，終結聽證，作成行政決定，類似於訴訟程序

中之言詞辯論程序；至於公聽乃行政機關於作成諸如行政命令、行政計畫

或其他影響多數人權益之處分時，向相對人、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

甚至一般民眾在內之多數人廣泛蒐集意見，資爲參考之制度，兩者之法理

不盡相同1411；聽證為行政程序法中之法定程序，同法並為高密度之規範，

但法律位階之公聽規定，則散見於立法法之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54 條至

第 59 條及公民投票法第 29 條，及個別行政法之已廢止之九二一震災重建

暫行條例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4款、土地徵收條例第 10 條第 2項、

都市更新條例第 10 條第 1項、第 19 條第 2項至第 4項、新市鎮開發條例

第 5條第 2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 3項、第 34 條、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第 11 條第 3項、貿易法第 8條、大眾捷運

法第 10 條第 2項、第 12 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0 條第 2項、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3 條，且僅為極低密度之規範，故聽證顯較公

聽嚴謹。建構特許學校新法制時，究應採公聽或聽證，為立法政策。惟行

政程序法規定，於該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應聽證時，始適用該節之程序，而

行政程序法本身僅針對行政處分之作成、法規命令之訂定及行政計畫之裁

決始有聽證程序之規制，就行政契約之締結則付之闕如，此立法裁量，恐

將使行政契約之訂定成為行政機關規避聽證之工具
1412，在立法形成時，應

妥為斟酌1413。然應補充說明者，特許學校作為公立學校之重大改造，其特

殊意義前有所論，不再贅言，其改造不單係倚賴人民參與之主動性，更有

待地方政府對教育改革之積極態度及魄力，始能形成多元進行之開端，故

為容許地方得開展其魄力及促成其形成大刀闊斧改造勇氣之氛圍，中央之

立法對於聽證或公聽之程序規範（尤其定為聽證時），應採裁量條款，而

非強制條款，即賦予地方政府裁量之空間
1414。 

    至於訂定行政契約應踐行之正當程序，行政程序法已有明文，爰不一

一贅述，茲僅就該法第 138 條規定：「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依

法應以甄選或其他競爭方式決定該當事人時，行政機關應事先公告應具之

資格及決定之程序。決定前，並應予參與競爭者表示意見之機會。」略加

討論。本條所稱之「依法」，就特許學校之興辦而言，雖促參法或有相關

規定，惟促參法並未細究國民教育之特殊性，故針對特許模式之學校立法

                                                 
1411 林錫堯著，行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9 月，頁 505-508；最高行政院 94 年度

判字第 01620 號判決。 
1412 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

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282） 
1413 在立法技術上，應選擇於行政契約之何歷程進行聽證或公聽，始為妥適，本文認為為擔保行

政契約之履行最符合公益原則及最具屢約能力，故最遲應於選定當事人前實施之。 
1414 此與前述參與原則之精神，互有弔詭之處，惟地方政府得基於其教育改革之專業考量作最佳

之公益判斷，聽證或公聽僅為其得否實施及實施成敗之其一環節，不致因此程序之欠缺，即喪失

其正當性，蓋整體程序法制仍有其他控制機制可發揮其功能，故地方政府不舉行聽證或公聽，或

得以說明會向住民說明，或待地方首長任期選舉由選民作最後之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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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行縝密設計其甄選或競爭程序，以充分發揮甄選當事人之最適功能。

又此所言之「依法」，從正當程序保障之立場，有學者建議採最廣義之見

解，認為不以法律明文規定者為限，尚包括依法律規定之目的與精神在內
1415，此種論理雖無不可，然為避免造成行政機關對法律規定之目的及精神

等極抽象之不確定法律概念認知不清而猶豫不決，致無所適從，或遭濫用

等，或未正確判斷法律之目的與精神而形成行政契約簽訂程序之瑕疵，地

方政府應事先訂定裁量性基準，供承辦之公務員適用，以適於裁量之決

定，並避免造成不平等待遇。 

再者，實質之行政程序正義，須專業及透明。在地方政府主動實施特

許學校計畫時，應進行專案評估其可行性
1416，此不僅得由地方政府之公務

員以其專業行之，亦得藉由學者、專家、專業機構、地方人士、家長等之

協助而為。然不論此之專案評估或前述之聽證與公聽會等之發動權，若單

立於行政機關高權地位之思維1417，而僅意識到行政機關發動權之可能性，

並不符合國民教育改革之事實。無可諱言者，我國教育改革之思潮及行動

軌跡，均係民間超越政府，因此，教育改革之實踐者若祗能癡癡等待政府

對教育改革之覺醒、意志之形成或善意回應之釋出，恐係緣木求魚，飲鴆

止渴，興革渺茫，是應賦予有興辦意願者主動開啟改革途徑之管道，法制

上應使其等得自發地向地方政府申請促成公聽、聽證及進行個案之專案評

估。 

又法制上之另一專業性程序需求，似應建制一獨立於地方行政權之地

方教育專業委員會，由其進行公正之專業審查，該委員會應發揮其獨立委

員會之功能
1418，其組成之人員應具一定之專業或代表性，諸如教育、財政、

經營專業等學者專家，參以家長會、教師會、教師、社區、弱勢族群、教

育及學校行政人員等代表組成，以進行教育理念與實踐、財政規劃與控

管、經營實蹟與評估等之專業判斷，提供地方政府作成正確之決策。 

程序之透明，須藉由資訊公開遂行。甄選程序之資訊公開可保障競爭

者之競業自由及公平、避免資訊不完全或資訊不對稱致政府逆選擇，及使

住民正確且有效地參與住民監督，故應於法律中明定，行政機關須將如特

許內涵、申請資格、辦學期間、權利義務、評選基準暨決定程序或其他相

                                                 
1415 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

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283。 
1416 除現有公立學校改制、新設特許學校外，地方政府於裁撤整併公立學校時，基於促成被廢止

學校坐落土地及校舍等教育資源之再利用，及永續提供社區公立學校教育給付，保障學童受教權

等目的，更宜主動進行特許學校計畫之規劃及實行。 
1417 行政程序法就聽證程序之設計，即屬之。 
1418 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雖規定：「（第 1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立教育審議委員會，定

期召開會議，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及評鑑等事宜。（第 2項）前項委員會之組

成，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

教師會、教師、社區、弱勢族群、教育及學校行政人員等代表；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但就法制面而論，不當然可導出其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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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資訊，予以公開。 

 

第八項   確立必要之信賴保護 

 

信賴保護1419係憲法位階之保護原則1420，詳言之，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

基本原則，其首重人民權利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

守。行政法規公布施行後，依法定程序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

賴利益之保護。受規範對象如在法規施行存續期間產生信賴基礎，對構成

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行為，且屬值得保護之利益者，即應

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至於如何保障其信賴利益，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

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依法所取得法律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

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力等公益因素及信賴利益之輕重、

信賴利益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為合理之規定。如信賴

利益所依據之基礎法規，其作用不僅在保障私人利益之法律地位而已，更

具有藉該法律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公益之目的者，則因該基礎法規之變動所

涉及信賴利益之保護，即應予強化，以避免其受損害，俾使該基礎法規所

欲實現之公益目的，亦得確保
1421。 

公立學校改制為特許學校，其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權益，除先於改制程

序賦予參與權，以避免其身分、地位遽受改變外，對於確定改制時，教職

員工與特許學校間之權利義務關係，是否因學校性質轉換，而形成其與學

校間身分之變動，或關於學校教職員工權益之變易、聘任或任用關係之變

化、服務、懲戒、考績、訓練、進修、銓敘、俸給、保險、保障、結社、

退休、資遣、撫卹、福利及其他權益事項等，均應依上開信賴保護之憲法

基本原則，於法律中，明確建制，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如配套法制完善，

實可同時消弭教職員工對於改制之反彈，並促進特許學校之改革運動
1422。

而學生原所信賴依學區分發制度，可在合理交通範圍及熟悉之教育環境受

教，若因制度變革，其復無就讀規劃學區內之特許學校，則地方政府應協

助、輔導該學童及家長依其意願辦理學生轉入鄰近同級學校就讀，並對依

學童需要進行生活及學習之輔導，使其儘速融入新教育環境，若造成交通

上之不必要支出，應視地方政府財政能力，予以接送，或費用補貼。 

 

                                                 
1419 釋字第 362 號、第 472 號、第 525 號、第 529 號、第 538 號、第 547 號、第 552 號、第 574

號、第 580 號、第 589 號、第 605 號解釋，分別針對各種信賴保護有所闡述。 
1420 釋字第 605 號解釋參見。 
1421 釋字第 605 號解釋參見。 
1422 目前可資參酌且性質最接近之立法例，如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例，另亦可參照公營事業

移轉民營條例、行政法人法草案（民國 94 年 8月 8日送請立法院審議版，下同）、行政院衛生署

所擬公立醫院行政法人化及委託經營通則草案之精神，進行教職員工權益之信賴保護機制。 



 263

第九項   實踐有效之績效制度 

 

觀察美國法制對公立學校予以特許學校化之重要理由，係對於公立學

校辦學績效不彰之嫌惡1423，而期待有志改善學校經營之士投入傳統公立學

校之改造。特許學校提供家長為其子女選擇公立學校及私立學校外之第三

項選擇對象，此等學校係以辦學績效之設定贏得教育主管機關允許其參與

公立學校辦學之機會，同時以學生學習成就獲得改善為標竿，以吸引學生

家長願意將其子女送至該學校就讀，故特許學校以績效之達成換取其參與

公立學校辦學之自由及辦學高自主性之特許，但並非容許辦學者放任與恣

意。惟空言績效，而無可信之評鑑制度，則評價成效時，恐失據可憑，特

許學校及政府各言一說，不僅學生學習成就難獲擔保，亦無法客觀討論特

許學校實質之優劣。故而，就特許學校之激勵措施須建構於預定及可必較

之基礎上
1424，以學生學習成就為例，至少美國各界對公立學校辦學績效之

批評，有州之標準學力測驗可據1425，並多有學術機關進行客觀之評鑑得

憑；但我國迄今除國中學生基於升學必要所參加之基本學力測驗1426外，教

育主管機關對其餘年級中小學生之學習成就尚未建立客觀可信之測驗標

準，從而，除班級教師可知悉個別學生之學習成就變化外，學校並未能科

學地、有系統地掌握整體學生學習成就之客觀變化，教育主管機關更遑論

之1427，在其他辦學評鑑上亦欠缺一客觀之評鑑工具可得判斷一公立學校確

實之辦學績效1428，此為我國有待強化之處。就此，績效配套措施之建制亦

刻不容緩，如應儘速於法律明定建構全國性統一之學生學校績效機構，建

立可信之教育評鑑基準。惟究竟有何績效係特許學校法制中所得期許或應

盡力追求者，考量國民教育為地方自治事項之一1429，且各地方之教育改革

                                                 
1423 然亦應注意，美國有龐大之私立學校教育資源，廣泛吸收社經地位較高家庭子女就學，一般

公立學校所得招收者，多為普羅大眾子女，在學生學習成就之評鑑基礎上，原本即處於較低之劣

勢地位。 
1424 Herdman, Pual A. Underatanding the Basic Bargain:A Study of Charter School 

Accountability in Massachusetts and Tax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New Orleans, LA, April 4, 2002)New American 

Schools Development Corp. pp.108-109. 
1425 如美國加州學習評量系統（CLAS）測驗已被其他州認為係一楷模，而此項測驗系統之改革亦

為其他各州教育改革之一環，且建立標準評量亦成為美國全國教育改革成功之關鍵。沈六，美國

加州中小學教育改革，收錄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文化傳統與教育的現代化，師大書苑

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頁 208。 
1426 即若如此，此種測驗之難易及適當亦屢遭各界批評。 
1427 更嚴重之問題，係政府執行評鑑之態度亦令人深感懷疑。以桃園縣為例，桃園縣政府將諾瓦

小學之學校評鑑列為私立學校，惟經訪視該校現任校長，經表示該校成立迄今縣政府並未對其進

行任何評鑑，此正為吾人所擔心者。 
1428 否則僅由輿論空泛批判，影響人民對公立學校之辦學成效，亦非全民之福。 
1429 升學率高低，長久以來為我國教育評價教師或校長教育成果之重要基準（王震武、林文瑛，

教育改革的臺灣經驗，業強出版社，1996 年 8 月，頁 10），為此係病態之教育發展，故不宜將升

學率作為績效之主要標準。 



 264

需求及整體教育環境條件不一，特許學校經營者自我設定之目標及履行能

力各異，故不應由中央立法逕予特定，而應授權地方政府彈性決定。然基

於上文所論，如學生學習成就改善、教育經費減省、學校管理改善、提供

弱勢照顧、開展多元文化等教育興革目標，地方政府於啟動特許學校辦學

機制時，其目標即應明確及特定，專業評鑑組織、程序、具體評鑑基準等

須先行建構
1430，並均昭公知，藉由資訊公開，使參與競爭者得合理評估其

履約能力。 

特許學校之辦學資訊，非關隱私者，中央立法則應明定公開。特別包

括具體之教學課程、學生與教師成就發表及統計、學校興辦教育改革事項

成就、經費來源與運用、設定目標達成成果及其他關於個別特許之核心事

項。蓋家長選擇權之正確行使，應建立在學校辦學之資訊公開及有效之評

鑑等前提下，始有其意義。是以，除前述定期評鑑外，因特許學校使用之

經費大部分仍來自於人民之稅收支出，故應使特許學校經營高度透明化，

因此，應要求其平日即須將其財務及經營績效等資訊公開，讓家長及社會

得有效監督，並進行其正確之選擇，教育主管機關且得依該資訊遂行行政

監督及決定獎補助
1431。對於辦學之績效，欲知悉其成效，進行學校評鑑為

不可缺少之機制，除得由傳統之委員會組織形式行之外，其他可行之道，

如得由中立、專業之辦學評鑑機構或財務查核機構進行，並定期委託學術

機構進行政策與成效之評鑑1432，並令成效欠佳者，依退場之程序機制予以

淘汰1433。 

 

第十項   構成國家擔保機制 
                                                 
1430 固然此類學校之績效評鑑標準甚難確立，若採一般學校之評鑑方法，則無法凸顯其特色（秦

夢群、曹俊德，我國義務教育公辦民營制度之可行性研究，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24 期，2001 年，

頁 44），惟此為教育專業問題，正應由政府尋求教育專業協助克服。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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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432 秦夢群、曹俊德，我國義務教育公辦民營制度之可行性研究，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24 期，2001

年，頁 45。 
1433 學校之退場機制，於公立學校方面，主要涉及行政機關組織權、市場機制，惟施行國民教育

之國民中小學尚關乎憲法義務之履行，對於學校教職員而言，並與其身分保障及工作權極為密

切，容有法律保留之必要，在私立學校方面，退場復關係學校經營者之興學自由，其情形尤然，

但我國目前並無完備之學校退場法律機制。從機制之建構面言之，學校主管機關並非僅得採取法

律手段而已，尚可兼行行政手段，如依行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之行政指導方式，依職權輔導、

協助、勸告、建議對私立學校進行退場之指導。而在法律手段上，尤其針對私立學校部分，法律

機制實有待強化，就私立學校經營之實然面觀之，首應建立私立學校財務風險控管之前置機制，

對於學校財產之寄託、借貸、學校為保證、土地校舍管用不一等情況，應建構更完善之監督機制

及明確之法律責任，此外，應預設停辦、解散之預警指標，同時創設合併誘因、再生程序與相應

之保全程序（董保城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各級私立學校退場法律機制之

研究成果報告，2007 年 10 月）。本文所探討之國民學校特許學校，依其具公立學校性質，且初

期為小規模學校而言，其退場問題主要係考量辦學績效及行政組織精簡，但從其有民間力量參與

其中，且其辦學資金有較充裕之自主及活用空間而論，財務風險控管機制亦不可輕忽，另學校停

辦預警指標、合併機制在特許學校退場中，亦為妥適之配套措施。 



 265

 

國家擔保機制為國家任務後民營化最重要之課題，前述諸多機制亦與

特許學校之國家擔保功能有關，然多為事前之擔保作為1434，故於此所論，

係著墨於事後之國家擔保作用。惟須先確定者，係以現代法觀點，應如何

分配事前擔保機能及事後擔保機能比重，始為最適之法政策？傳統之管制

模式側重於事前審查，以許認可程序1435介入管制，然近年間，法治思想亦

受新自由主義之影響，茲依新自由主義信賴民間亦具有提供公行政之給付

能力或實施部分行政作為權能之觀點而言，國家就決定民間作為給付主體

是否適格之事前擔保程序，固然重要，惟對於已實然進行民間參與國家作

為之大量委託私人行政，更有建構透明機制予以事後監督之必要。當然無

論事前之國家擔保機制或事後之國家擔保機制，均應符合比例原則，僅得

於必要及最小限度之範圍內為之。以特許學校法制中之特許契約為例，私

人係以對等之行政契約取得替代公部門教育給付行政之實施權，基於國家

與私人間在此情境下乃具平等地位，則國家對於該私人之規制應以契約關

係作為法律關係之規範基礎，亦即，原則上應優先透過契約履行責任促由

私人依契約規定履行，此時，除有必要且業定明為法定事由，而得以行政

處分介入或處以行政罰外，理論上，國家之規制手段自不宜再以具高權地

位之行政作為加以管制。 

而事後之國家擔保機制，主要在克服特許學校因契約存續期間辦學違

法或發生障礙時，國家基於學生、利害關係人之權益及國民教育行政給付

不中斷之公益維護目的，本於憲法及國家理論之要求，理應責無旁貸地承

擔起教育之行政任務合秩序履行，及以確保學生受教權不受損為前提所應

達成之國家保護義務。為此，在特許學校之法制，應容許於特許處分中附

加廢止保留之附款，以因應受託者違反契約約定時，政府可提前收回學校

經營權
1436，並賡續提供學生受教之權益。 

    行政契約所面臨之違法，最重要之課題係行政程序法中對於行政契約

之一般性規範問題。從法理言之，行政契約為因應公私部門合作關係而締

結之合作契約，而有修正調整之必要，亦即應適度限縮無效範圍及增列得

撤銷之可能性1437，換言之，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關於行政契約一般無效事

由應刪除，在未刪除前，亦應採限縮解釋，僅限於嚴重違法時，始構成行

                                                 
1434 除前述所言之各項法規範外，另可資討論者，為特許之行政契約可否約定違約金？按依行政

程序法第 149 條規定，行政契約並非不能約定違約金，但慎重起見，約定違約金條款時，應有準

用同法第 148 條第 2項須經首長認可規定之必要，且必須注意比例原則。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

－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

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293。 
1435 或如日本以大量之行政指導實質介入進行管制。 
1436 周志宏，從法律觀點看國民教育公辦民營之可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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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64。 
1437 吳志光，ETC 裁判與行政契約－兼論德國行政契約法制之變革方向，月旦法學雜誌第 135 期，

2006 年 8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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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契約無效1438，否則行政契約之法安定性難以確保。 

至於所謂發生障礙，應包括特許學校辦學評鑑不佳、興辦者於契約存

續期間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包括財務、人事、經營能力）無法繼續經

營、發生法定或合意之終止或中止原因等，本於上述國家擔保機能之目

的，立法時，應明文訂定接管程序，包括終止權之時間限制、接管之組織

或人員之遴選、聘任、派任之資格與程序
1439、學生之轉學及輔導、相關財

產、經營權、學生學籍資料、校務檔案之移交及保全、教職員工權益之保

障、學校性質之轉換、新經營團隊之選定程序。 

 

  第十一項  建制過渡機制 

 

目前已有 2所特許學校實際辦學中，然其所據之具體法規為地方自治

條例，若未來中央完成特許學校之相關立法，其規範與地方自治條例發生

歧異，則基於憲法及地方制度法等規定，在法制面上，地方自治條例自應

進行配合修正。惟依地方自治條例規定及特許契約規範辦學中之特許學校

應如何因應，自解釋論言之，上開信賴保護原則有其適用，故現有特許學

校自得依其原適用之相關法令及行政契約規定，繼續辦學至約定期間屆

滿；但立法上，尚可因新舊法規範衝突所生情勢變更，而明確規定准予雙

方合意更新契約，依最新法制規範辦學，以增進法制之彈性。 

 

第十二項  確定救濟程序及導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紛爭解決機制係為爭執之當事人提供疏導之途徑，以一種社會所接受

之爭議解決方式，維護個人自由權利，以及保障其他價值目標。就簽訂興

辦特許學校之特許契約雙方而言，承上所述，本文係採契約定性單一性原

則，且將契約定性為行政契約，是關於其雙方就特許契約約定事項之爭

執，自應依公法之救濟程序為之。而應附論者，係對於申請興辦之競爭者

                                                 
1438 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宏合著，行政程序法實用，2001 年，頁 254-255（林明鏘執

筆部分）。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項規定：「行政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

是否因而準用民法第 71 條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德國聯邦議會

於制定與此相同之行政程序法第 59 條第 1項時，係採不準用說，該國學說及實務則採折衷見解，

認為只有契約內容嚴重違法時，始無效。此外，同法第 140 條第 1項以第三人同意作為行政契約

之生效要件規定，如第三人於數年後始知悉事實，而主張未經其同意，導致契約無效，恐造成法

安定性之斲喪許宗力，雙方行政行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行政契約為中心，收錄於新世紀經

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9 月，頁

282-283、286-289。 
1439 我國從事中小學教育之教育人員為數龐大，且其教育事務並不具高難度，地方政府至為容易

完成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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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理論上，固然可能為每一申請者獨立開啟一個行政程序，但在行政實

務作業上，通常係以一行政程序進行評審，並作成一個實體之分配決定，

從而，屬單一行政處分，各申請者皆為此行政處分之相對人，行政機關須

對每申請者為分配決定之送達或告知，而基於保護規範理論之相對人理

論，未受遴選之申請者，仍有訴訟之救濟權能1440。 

    法院在處理權利紛爭上，可謂最權利救濟之最末端。在傳統訴願、訴

訟之公法救濟程序外，為迅速解決對造間之紛爭、減輕法院案件負荷、引

進專業協調人員，目前有諸多國家大力推動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參與社會紛爭之排解1441。特

許學校立法時，復可導入此項機制，以擴大處理解決紛爭之能力，減少雙

方對時間、金錢等之勞費。從而，立法者實應考量法院不斷成長之訴訟案

件量及案件處理時程過於冗長、訴訟資源不足等問題，而應更致力法院裁

判程序前利用調處、調解、和解等訴訟外解決紛爭機制之發展，期能迅速

息訟止爭，此不祗可達減省當事人及法院勞費之目的，在權利救濟上亦可

獲得快速獲得滿足。 

    尤其，特許學校興辦初期，可預見其應為中小型規模之學校，若欲穩

定經營，須有效吸引學生及留任教師，因之，若其與政府間之財務、一般

行政決定、校舍或設備使用權限、評鑑結果或契約履行事項等發生爭執，

且長期糾結不清，必影響師生之教育環境，而造成師生之惶恐。又若事事

皆須藉由傳統之糾紛解決模式，以訴願及行政訴訟確定之，特許學校之經

營危機將處處浮現，興辦者及政府間對於特許學校之永續經營或擴大實施

之意願必然驟降，此將成為該新興學校教育改革之嚴重阻礙。 

 

  第十三項  小結 

 

從教育理論之實證研究及法治應然面、實然面兼為觀察後，本文認為

教育改革與其他社會議題般，實無取得所謂共識可言，至多係須獲得多數

人之理解為是。符合多數人之期待，為落實民主原則之實際作為。特許學

校以賦予辦學者辦理公立學校之特許，並依法解除部分公私立學校相關管

制法令，對於堅守公私二元體系者，不免生有疑惑，即大可就現有公私立

                                                 
1440 詹鎮榮，競爭者「無歧視程序形成請求權」之保障－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五年度判字第一二

三九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38 期，2006 年 11 月，頁 45。 
1441 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係 1960 年代起對傳統訴訟解決途徑之反思，而有別於傳統之解決紛爭程

序，ADR 程序係替代法院進行正式審理程序之其他紛爭解決途徑，乃藉由中立之第三人協助紛爭

對造發現問題，並提供較法院更廣泛之解決問題路徑選項，以促進雙方達成協議，而作成有拘束

力（binding）或無拘束力(non-binding)之決定。此程序已陸續被應用於各項糾紛之處理，而其

運作模式包括談判（Negotiation）、調解（Mediation）、和解（Conciliation）、專家評鑑及

決定（Expert appraisal and termination）、仲裁(Arbitration)等，當然仲裁模式，因特許

學校契約本文任係行政契約之一種，故仲裁模式於此並無適用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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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制法令予以檢討改進即可，何以須大費周章創設新制度而自擾之。

實則，本文並無排斥對現有公私立學校法制進行改善之教育改革途徑，然

現有之二元分立思考，係嚴格切割甚或排除公私部門於同一學校中合作與

協力之空間，故而，有另思謀略，開創新機之必要，此正為多元思考之一

種圖像。 

說服為社會科學中至難之技巧，但成功之範例可為說服之極有效工

具。特許學校於美國有成功之辦學經驗，且非區區一校二校而已，而其成

功，須同時歸功於行政及立法部門、聯邦及州間之鼎力合作，我國現有特

許學校 2所亦為所在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評鑑為優質學校，從而，我國並不

缺乏此法制可預期成功之說服基礎。然就個人參與教育部相關草案研議過

程之經驗，諸多行政部門及專家、學者對於特許學校法制之鬆綁政策、幅

度、手段等，疑慮多於期待，教育部法規委員會雖已完成審議，但未來可

能面對之行政院政策及立法院挑戰仍鉅。倘確能通過立法，地方於實施初

期，亦應審慎斟酌其能力及教育需求逐步改造，以減少對社會及現有學校

辦學體系之衝擊，並藉由經驗累積，自我培育對新學校型態發展之掌握能

力。 

藉特許學校制度遂行之公立學校改造計畫，其目的不僅在辦學者期待

於學校辦學之外控機制管制中，獲取較多之自由或較高之自主而已，更係

為因之同步影響學校結構內部成員對學校價值之重新認識，並予以有效改

善。在特許學校之辦學中，本文認為滿足家長選擇權祗為法制建制需求之

開端，地方政府更應主動規劃並積極吸引民間投入設立對學習成就欠佳、

弱勢文化、徘徊歧途等學童教育輔導之特許學校。就特許學校之管制密

度，失之過嚴或太鬆，均非妥適，中央立法時，於程序中應予地方充分之

參與機會，就各項細部事務，詳細盱衡地方自治事物本質、教育興革理念

及法治國原則，確立最適之管制。而基於我國現行法制係採公私法二元

論，故本文認為於法體系中，須確定聯繫地方自治團體與特許學校興辦者

間法律關係之契約為行政契約，並藉由行政程序法規定之行政契約規範體

系及相關學理，對特許學校辦學進行以公益為目的之法律管制；特許學校

為公立學校之修正模式，故基本上將之定位為公立學校，以作為特許學校

法制規範漏洞之參照準據，並藉以彰顯地方自治團體辦理特許學校之核心

目的係教育之興革，而非著眼於可能產生免除或減少教育財政支出之反射

利益。由此論點出發之法制設計，特許學校須建構完整之正當程序，以實

現程序正義，對其從業之教職員工權益，不可忽略其信賴保護，就地方自

治團體設定改善原公立學校之績效目標，應明確可行，並以有效之評鑑制

度進行評鑑，獎勵績優，並令成效欠佳者，依退場之程序機制予以淘汰。

如發生辦學危機，國家仍具有擔保該學校教育機能得有效繼續運行之義

務，相關之接管機制須於立法妥切規劃。中央之立法可資預期者，係其與

現行地方法規容有規範不一之情況，是故，應有過渡之配套機制，予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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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至相關之權利，業有現行救濟體系可循，惟本文認為徒由訴願及訴訟

程序解決紛爭，容有曠日廢時之可能，故建議宜另設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輔之，以迅速排解紛爭。 

 

第五節  簡析「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

理條例草案（草案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例草案（草案二）」 

為鼓勵民間參與國民教育興學，並促進辦學多元化，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2項前段已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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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項亦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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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前述實定法

尚有規範不足之處，故未能充分發揮規範之引導功能，廣泛吸引民間活力

主動參與國民教育之辦學，甚且，對於依現有地方法規規定興辦之特許模

式學校所引發之規範適用疑義及漏洞，現有法令無分中央與地方均有力有

未逮之處。為此，教育部目前積極進行法案之研訂，包括「公立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理條例草案」（下稱草案一）及「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例草案」（下稱草案二）。草案一業經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完成審

議，已著手送請該部務會議審查，草案二則甫進行該部之法規委員會審

議。二草案之立法進度雖有不一，然至少皆已啟動立法程序，為使前述草

案立法更臻完備，爰應詳予檢視，並提出建言之必要。 

 

第一項  簡介 

第一款  草案一 

 

草案一之立法，正面肯定委託私人辦理國民教育可發揮提供家長多元

教育選擇權之功能，使學生獲得其所需求之個別教育特色之教學內容及多

元之學習課程，並促進教育之多元化。 

此草案結合行政組織改造之委外化概念，透過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第

5條第 3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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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聯結，改變原本同法第 4條第 3項全委諸地

方政府訂定辦法規範之管制策略，就須統整全國一致性之改革策略及相關

法制之配套，提升框架規範之位階為中央法律及確認框架規範之管制密

度，以共同解決國民教育委託私人辦理時，有關受委託私人辦理之學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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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草案一法定用語「受託學校」稱之）定位、政府與受託學校間之預算撥

付關係、現有或新聘教師資格、待遇、退休、撫卹與權利保障、學校組織

及人事管理制度、學校土地、校舍、教學設備提供關係等問題及確定相關

中央法令之鬆綁幅度。 

在體系之建制上，自草案一第 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綜合觀之，顯

見教育部係採最緊縮之立法政策，亦即，祗擇相當於特許學校模式之民間

參與興學類型作為規範客體及容許範圍。得為受託人者，限於本國自然

人、非營利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明文排除設立私立學校之財團法

人及其所設立之私立學校，而依該草案第 4條前段規定，解釋上，當然意

謂本國之營利性私法人、民間機構、團體及外國自然人、法然、民間機構、

團體等均不得成為受託對象。草案第 5條宣示保障受教權、公益性、公共

性、效能性、實驗性及創新性。自第 6條以降至第 10 條，草案一訂有委

託辦理之程序規範，包括引進專家評估制度及民眾參與之公聽程序，除公

部門之發動權外，並賦予私部門之發動權，關於公部門部分且明確要求國

民中小學計畫裁撤或合併時，得藉由評估程序，決定是否委託私人辦理，

以避免資源閒置與浪費，進而予以活用，並得兼顧學校所在地之教育環境

發展；評估通過後，應將委託辦理之類型、資格、期間、權利義務、評選

基準、決定程序等通知申請人外，亦透過資訊公開之法定原則，使行政過

程更加透明化，使民眾有足夠且正確之資訊得共同參與監督；除申請人須

按程序規定，提出經營計畫作為審查之依據外，草案一亦賦予補正及陳述

意見機會，俾申請人得充分答辯，而於受核准委託後，應簽訂行政契約，

並於一定期間內完成辦學之準備事項，未能完成者，主管機關得廢止核

定，並行使解除權，以促使申請人儘速完成準備程序，為其辦學就定位。 

組織改造之最大阻力，通常來自於組織內部之反彈。基此觀點，草案

一第 11 條至第 14 條及第 30 條規定教職員工權益之信賴保護及相關處理

機制。此概略可依是否隨同移轉而分，如隨同移轉，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及公務人員相關法律聘任、任用者，其權益依原適用法令辦理，或辦理

退休、資遣後，以再受聘方式進入受託學校，而適用受託學校之人事制度，

其利弊風險，任其自行評估決定之，於委託辦理期間屆滿時，除依規定辦

理退休、資遣外，地方主管機關亦應輔導遷調或介聘；如不隨同移轉，各

依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或公務人員相關法令聘任、任用者，或依聘用人員

聘用條例聘用、行政院及所屬機關約聘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者，或依工友

管理要點進用之工友，由主管機關安置或得依法辦理退休、資遣。 

學校校長及教師為決定辦學特色及控制教育素質之核心人物，受託學

校雖依草案一第 3條第 4項前段規定，將之定位為公立學校，惟若其校長

及教師之聘任仍無教育管制之突破，則受託學校與傳統公立學校無異，不

但無公立學校改造之新意，亦無法形成與傳統公立學校競爭之環境。此草

案一第 15 條規定，即解除受託學校校長之一般管制，得依學校之辦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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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需要，尋求專業之經營人才，不受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校長相關資格及任

用程序之束縛；至同條第一項但書就具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者之優先任用，

僅具宣示作用，解釋上，並不構成受託學校聘用校長之條件限制，亦不形

成差別條款，是以，於校長競業者間不能以此主張受託學校違反強制規定

或不平等待遇。在教師之聘任資格方面，同草案第 16 條第 1項復解除教

師法之相關規定，其理亦同；而為使受託學校強調績效及發展具特色教學

理念等行政革新及辦學經驗，得積極導入公立學校，同條第 3項、第 4項

參照德國私立學校法第 11 條公私立教師交流之立法精神，訂定受託學校

與傳統公立學校間之教師交流制度，期能發揮良性競爭外之互惠互助機

能。為避免特定身分之人擔任學校總務、會計、人事等特定重要職務，草

案一第 18 條規定迴避條款及受託學校調整職務或工作之法定義務，違反

者，依第 32 條規定，於糾正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後，處以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針對招收學生適宜，草案一第 19 條第 1項規定，其招收區域原則上

係以契約訂之，並以原學校所屬學區為優先，若未招滿額時，得納入其他

學區，不受原學校所屬學區之限制，報名入學學生過多時，以設籍先後或

抽籤方式決定優先順序。前開規定，以契約訂定招收區域，由教育實務言

之，與私立學校之大學區制大致雷同，現有公立國民中小學係於鄉鎮中劃

分數學區，並係一學區一校，而私立學校之學區，依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

規定：「私立國民小學及私立國民中學之學區劃分，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參照地方特性定之。」但事實上，即以各直轄市、縣（市）為其學區，

即俗稱之大學區。受託學校之招生區域如參照國民教育法此規定，亦無不

可。惟本草案明定以契約訂之，適可彰顯公私合作辦學之平等關係，在我

國體例上係一種突破。同條第 2項、第 3項分別規定招生區域之調整機制

及主管機關應對不願就讀受託學校學生進行輔導之義務，後者本為保障學

生受教權益而設，然綜合本條各項規定，尚可發覺受託學校與傳統公立學

校之學區有重疊之可能，亦即，在同一地理區域中，可能同時存有二類型

學校，學生家長具有選擇權，對於傳統公立學校而言，教育實務係以分發

入學為之，而依本條規定，學生家長係依自由意願選擇登記入學，相較而

言，受託學校制度係較尊重人民之自由權。準此，地方主管機關於辦理適

齡學童入學時，即有主動告知家長具有選擇權之義務
1442。由於有二類型公

立學校並存，故而，競爭之環境可實然存在，受託學校及傳統公立學校須

提出更優之教育給付吸引學生家長參與競爭，受託學校須優先使原學校所

屬學區學生入學係基於便於學生就學之觀點，雖本條第一項容許其於招收

未滿額時，納入其他學區學生報名入學，然此即構成受託學校辦學之壓力

及隱憂，受託學校即有隨時檢討之必要，教育主管機關亦應適時監督其辦

學實，若受託學校報名學生已超額，則地方主管機關即應督促傳統公立學

                                                 
1442 此於相關施行細則中，即有明確指示地方主管機關辦理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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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省，並提出檢討，職此，足見本草案之立法可構成教育改革之一刀雙

刃，促進傳統公立學校自我提升教育素質及競爭力。 

國民教育委託私人辦理制度為學校組織之重要變革，為此，應解除對

受託學校在組織規範之不必要管制，又為兼顧受託學校之辦學特色，應賦

予受託學校組織設置與分工之彈性，故草案一第 17 條第 1項規定，受託

學校得依其個別需求，自訂重要章則，報由主管機關核定。惟為維持教學

品質，同條第 2項明定教師員額編制不得低於公立學校相關規定，草案第

20 條第 1項規定，受託學校之班級學生人數，不得高於公立學校之相關規

定。至於教學設備，自宜比照公立學校相關規定，但受託學校依美國特許

學校辦學經驗，及我國另類學校辦學之初期經驗，可發覺多為小校，且辦

學者為減省辦學成本，多積極利用資源共享或尋求資源之支援，由此觀

之，受託學校之教學設備似非必然應全然援用公立學校相關規定作為規

制，若經合理修正，而為主管機關所核准者，即可予以適度鬆綁，草案第

20 條但書乃採此立法政策。 

委託私人辦理公立學校不祗能促發民間參與教育之熱誠，吸引辦學之

專業人才參與辦學外，從教育財政學觀點而論，並可吸納民間資金投入教

育，擴大教育給付，或降低國家教育負擔。依本草案所設之受託學校，如

依第 3條第 4項規定，全然由政府部門提供辦學資金，則此公共資源自不

得任受託人揮霍，如受託學校有民間資金挹注辦學，結合政府預算之支

出，復須以健全之財務管理機制規範其財務運用。目前，教育部已完成國

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設置條例草案，該草案對於國立高中之財務運用

係採校務基金制
1443，該條例對於國立高中校務基金之收入範圍、用途、預

算編制原則及基金用途暨經費使用限制等，業建置一定之監督機制，故本

草案第 21 條就受託學校經辦經費，同採校務基金制，為進步之立法，並

限制校務基金之寄託及借貸限制，以免遭不當或非法挪用1444，又第 22 條

為免贅列條次，故明定準用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設置條例草案之相

關規定1445。 

本草案既實質上以美國特許學校法制作為繼受對象，則對於特許學校

所強調之教育績效成果，自應將之列為法制建制之重要核心。草案一第 23

條及第 24 條定有評鑑機制，由地方主管機關組成評鑑小組或委託專業機

                                                 
1443 校務基金運作之法制，尚可參酌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第

七條制定。但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係規定地方政府所屬學校得設置校務發展基金，與本草案鑑

於受託學校在經營機能非當然為地方政府所屬，而關於其校務發展之資金管理應有一定之規制，

故認為應設置校務基金，以妥適管理，是可謂超前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立法政策。 
1444 關於學校財務風險之控管機制，參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各級私立學校退

場法律機制之研究」研究成果報告，計畫主持人董保城教授、共同主持人吳清山教授、陳洸岳教

授，2007 年 10 月，頁 9-11。 
1445 稱之準用，係性質相同或相近者，始有準用餘地。是故，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設置條

例草案第 4條、第 5條中，有關基金之收入或支出屬學費、推廣教育、建教合作等，自不在準用

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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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團體，進行定期或不定期之辦學評鑑及輔導，評鑑前公布評鑑事項，

以明確評鑑範圍及評鑑基準，評鑑後課予資訊公開義務，俾民眾共同參與

監督。評鑑結果優良者，除予獎勵外，並賦予其優先續約權，若未達評鑑

標準者，以書面糾正，限期改善，並應再接受複評，如仍未能通過，則停

止部分或全部補助或停止部分或全部招生。透過評鑑，主管機關方能精確

知悉受託學校是否達成主管機關預設之績效指標及受託學校是否達成契

約中所承諾履行之義務。 

草案一第 25 條減縮委託辦理期間屆滿後之訂約程序，使有意繼續受

委託經營之受託人得以申請續約代之。惟解釋上，此僅止於無競業者及評

選基準未變更等情形，若非如此，則仍應適用同草案第 6條第 3項、第 4

項之甄選程序，始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如受託人未能續約，或經依法終

止契約，基於國家應擔保學生受教權無漏洞之擔保責任，自不應使受託學

校淪於群龍無首之境地，草案第 26 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之接管程序，

其派任代理之校長，因情事緊迫，故亦排除一般公立學校校長之遴選程

序，以濟其急。前述所謂依法終止契約，除如行政程序法第 146 條、第 147

條規定、第 149 條規定之依法終止契約或依雙方合意、意定事項終止外，

草案一第 27 條復增定受託人違法支用校務基金從事營利或違法行為、受

託學校發生財務困難致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及損及學生權益、受託學校發生

其他足以嚴重影響受託學校經營及其學生權益之情事、受託學校經評鑑複

評未通過未能限期改善等法定終止事由，其目的無非在擴大國家擔保受託

學校正常及有效運作。而學校之教學活動與學生受教權關係密切，故不可

驟然停止，故於委託辦理期間屆滿前，受託人有經營不善之事實，而欲終

止契約，或因第 26 條第 1項、第 27 條情事之終止契約，第 28 條定有終

止契約之預告期間，主管機關須於學年度結束時，始得為之，受託人得應

於學年度結束 6個月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其預告期間二者有別之考量，係

因受託人對其經營不善之事實，本身應知之甚篤，故要求前置 6個月之期

間，向主管機關申請之。然不問終止事由，學生之權益保障均為優先之事

務，故第 29 條規定主管機關負有協助轉學之義務。 

於救濟程序方面，草案第 31 條導入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即得申

請地方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進行調處，若調處成立，並賦予拘束契約當事

人之法定效力，雙方應依調處結果變更契約內容。至於草案一公布施行前

已依原法規規定委託私人辦理學校之過渡處理，亦不應忽略，同草案第 33

條規定，符合第 1項所列情形者，得依草案一規定辦理，但若原契約約定

較有利者，仍得依原契約約定辦理至委託期間屆滿止，倘不符者，僅得辦

理至委託期間屆滿止，地方政府如無法認定，可報請教育部認定之。 

 

    第二款  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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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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二係基於本條規定宣示之教育實驗精神所研擬，惟其教育法之基礎學

理仍一併建構於規制緩和、學校自主、教育多元等法理及教育改革理念，

前文所提及之美國特許學校法制及及德國之自主學校，亦為草案所稱許之

教育革新體制。上開教育基本法規定並未拘泥於何教育實驗，故為廣義之

教育實驗概念，其可能包括個別項目教育實驗、全校性教育實驗、從事教

育實驗為主要目的之實驗學校教育實驗、基於特定教育理念所進行整合性

教育實驗之非學校型態或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現行教育法規中，如高級

中學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實驗高級中學」，係指「為從事教育

實驗設立之學校」，依同條第 4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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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此亦訂定有「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立辦法」；又同

法第 11 條及職業學校法第 8條之 1授權教育部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教

育實驗辦法」係指高級中等學校進行個別事項之教育實驗，此應將全校性

教育實驗包括其內；再者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4項則規定：「為保障學生

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定之。」惟依其意旨並不包括非學校型態外之在家教育，

同法第 19 條所規定之師範院校及設有教育學院（系）之大學設立實驗國

民中學、國民小學或幼稚園係以提供教學實習為主要功能之一；此外，私

立學校法第 57 條第 3項及第 4項，另容許私立學校評鑑辦理完善，績效

卓著，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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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不受本法及相關法令規定之限制，辦理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

育實驗。惟總言之，以上無分學校型態之教育實驗或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

育，俱因僅有法規命令位階，而無法完全排除既有教育法規之限制，難以

解決基於特殊教育理念進行整合性教育實驗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際需

要，更遑論得跨越學制（高級中等教育至國民教育）進行。 

草案二主要係著力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整合性

立法，其定義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指依特定教育理念，以學校為範圍，

從事教育理念之實踐，並就學校制度、行政運作、組織型態、財務與會計、

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生入學、

學習成就評量、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參與等事項，進行整合性教

育實驗之教育（第 4條第 1項規定參見）。大體上，本草案係將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依設立主體之性質，區分為公辦、民辦及折衷類型之公辦民營（第

5條規定參見）
1446，分別依設立、指定、同意、許可等方式取得辦理權限

（第 4條第 2項規定參見）。其立法定義，所謂公辦，係指由主管機關設

立或指定之學校辦理，或由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所謂民辦，係指由學校

                                                 
1446 草案二本條立法說明三對公辦民營方式，特別指草案一之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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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申請設立、改制或其他非營利性法人申請設立私立實驗教育學校

辦理；而所謂公辦民營，係指由主管機關依法規委託私人辦理之學校辦理

（第 5條規定參見）。草案詳列申請許可程序（第 8條、第 9 條、第 11 條、

第 12 條規定參見），並各就公立實驗教育學校（第 13 條至第 16 條規定參

見）及私立私立實驗教育學校（第 17 條至第 19 條規定參見）之解除管制

及相關事項，分別定明。整體而言，其得解除管制之範圍至為廣泛，包括

教師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任用法、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

職業學校法、特殊教育法、私立學校法、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政府

採購法等（第 10 條第 1項規定參見）。 

就學生之權益保障方面，第 7條規定規定保障及實施之原則，學校停

辦之學生權益保障，復於第 23 條規定中予以規範；另基於教育平等原則，

第 26 條且規定，國民教育階段之私立實驗教育學校學生，應依公立同級

學校平均學生教育經費數額範圍內，予以補助。關於公立實驗教育實驗學

校之教師權益及學校停辦之教職員工權益保障，則分別於第 16 條及第 24

條予以規定。茲為擔保主管機關決定過程之專業、公平、公正，及學校辦

理合法及有效，其審議、行政檢查、監督及評鑑組織，由主管機關所設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行之（第 6條第 1項、第 20 條規定參見），對評鑑

優良者，予以獎勵（第 25 條規定參見），對違反實驗計畫或影響學生權益

時，並得依審議，採取必要措施（第 21 條、第 22 條規定參見）。而於草

案二施行前核准者，得依原規定辦理至期限屆滿，除經主管機關同義改依

草案二規定申請辦理外，不得續辦（第 28 條規定參見）。 

 

第二項  綜合簡評 

 

首先厥應說明者，係草案二規範所及之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非本文篇

幅所能處理者；又基於本文所見，關於此二草案針對國民教育階段相關規

範之交集事項特別係關於公立學校之學校制度、行政運作、組織型態、財

務與會計、校長及教職員工資格與任聘進用、課程、入學、評量等，本文

第五章第二節所述國民教育法原理原則得作為其辦學之原則；而教育部就

草案二尚未完成法規委員會審議，故多以草案一為討論議題；就草案一委

託私人辦理公立學校中之特許模式，則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當得為檢視之基

準，此節中已論者，爰不贅述，以免冗雜，故僅就草案一尚有補充討論必

要之重要事項簡述一二。 

一、草案一實質上所本之教育基本法第 7條第 2項前段關於政府鼓勵私人

興學而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規定
1447，與草案二所植基之教育基本

法第 13 條關於政府與民間視需要得進行教育實驗之形式法源不一，

                                                 
1447 草案一第一條立法說明未載明所源之教育基本法第 7條第 2項前段，並非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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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草案一所揭鼓勵私人參與辦學、教育實驗精神、教育多元化、發展

教育特色1448，與草案二所強調教育實驗與創新、增進教育選擇權、教

育多元化1449，就本文所討論之議題，乃異曲同工，且適可印證前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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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草案一而言，其係以委託私人辦理為名，故解釋上，本可廣納百川，

將學理中各種委託私人辦理類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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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衛星學校）、特許學校類型等理論模式一併納入規範，

惟自草案一第 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綜合觀之，顯見教育部祗擇相

當於特許學校模式之民間參與興學類型作為規範客體及容許範圍
1450，為特許學校模式，則僅為草案二實驗類型之一1451。本文以為，雖

特許學校亦得隨需求而開發不同之特許結構，但僅取特許學校作為我

國委託私人辦理學校之唯一價值選擇，不僅態度過度保守1452，亦與法

案名稱難以相符，尤其，此草案法律條文及立法理由均避談特許或特

許學校名稱及繼受之美國特許學校法制，實無必要，且將造成與現有

地方自治條例相關規定1453及教育學、教育法研究文獻連結上之困難，

或理解上之歧異。 

三、誠然，承本文前文所述，教育改革不應躁進，又特許學校模式外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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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衛星學校）亦非本文認為最可

行之選擇，惟非可即謂此等類型概不能發揮間接改善公立學校辦學之

機能。此外，其等於教育學及法學理論模式之建構過程已被多方討

論，利弊得失逐漸釐清，除非各該類型有本質上之缺憾，而全無其利，

否則逐其優，避其害，應均有修正改善空間，故而，再從中擇取一二，

                                                 
1448 草案一第 1條、第 5條規定參見。 
1449 草案二第 1條規定參見。 
1450 促參法第 8條所列舉之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之方法，並不限於促使民間以其純粹私人身分

實現公共任務，亦包括公共設施之委託民間經營；自履行責任之歸屬觀之，促使民間以其純粹私

人身分實現公共任務，其履行責任歸於私人，相對而言，估共設施委託私人民間經營，則仍由國

家承擔履行責任，僅其任務委由私人執行（張桐銳，行政法與合作國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

期，2005 年 6 月，頁 36）。教育部或係認為其餘之民間參與模式，如學校資產移轉私人類型、民

間承包類型、管理契約類型、個別事項外包類型、公私合夥類型等縱無該草案之明文規範，亦非

不得為之，而 BOT 類型復有促參法可資類推適用。前者，於法制上，尚無重大疑義，惟後者，本

文認為促參法實難全得規範學校教育公辦民營之全部事務。 
1451 草案二第 10 條關於解除管制之規定，於立法說明三、四即分別以美國之特許學校法制及德國

自主學校計畫為例。 
1452 教育部法規委員會研議期間，本草案內容數度更迭，本文囿於篇幅無從將歷次版本一一臚列

檢討。草案一第 3條第 1項至第 3項定義性規定及容許性規範，雖未顯現特許模式之相關文字，

但其即為特許學校架構。教育部法規審議委員會政策決定限於此類型，與董保城教授主持之草案

一研究案原初步規劃包括特許模式、興建營運移轉模式、承租模式之見解尚非一致。 
1453 此如宜蘭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自治條例第 2條第 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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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實驗，有其必要。基此觀點，審視草案 2第 4條第 1項、第 5條

第 2款規定，對於學校型態之實驗係採較寬鬆之管制密度，於辦學主

體之傳統公辦、民辦外，容許折衷型態之公辦民營之三種實驗類型，

且未特定具體之實驗模式，足見過度限制公立學校委託私人經營之類

型，在法政策及教育學發展上，均非最適選擇。教育部就此規範不一

情形，實應統整草案一及草案二規範模式，作出最終之立法政策決定

為是。不過，草案二僅將實驗教育學校區分為公立實驗教育學校及私

立實驗教育學校二大體系，復於同草案第 15 條規定，將公辦民營方

式列為公立實驗教育學校之一環，在體系結構及論理上是否一致，則

可再檢討。 

四、自草案一第 3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以觀，該草案明示解除國民教育

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公產管

理法令等相關管制，然由草案二第 10 條第 1項各款規定觀之，其係

將教師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國民教育法（其他

級類學校尚包括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特殊教育法、私立學校

法）、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政府採購法等相關管制予以鬆綁
1454，

在規制緩和之態度取向上，二者復不一致1455，教育部亦應有予以統一

之必要。本文認為中央立法應採更開放之態度，併就預算法、會計法、

審計法、政府採購法列為檢討鬆綁之法規，而依地方政府及辦學個案

需求決定之1456。惟於立法技術上，草案一第 3條第 2項關於國民教育

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等之解除管制，參酌法務部意見明列

鬆綁之條次，形式上，似俾於適用之明確性而貼近法治國原則，惟究

應解除國民教育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各該法規範之何條

次，以法解釋論上並非難事，且此立法模式，於立法初期尚不生困擾，

然國民教育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若進行修正而更動條次及

規定內容，本草案該條規定即須配合修正，以目前之立法院議事成

果，恐係自尋苦惱。於學理上，此立法模式亦非妥適。蓋草案一之委

託私人辦學模式係以行政契約作為委託辦理及權限移轉之中介程

序，而行政契約本係緩和高權作用之行政作為，故於法治國原則下，

                                                 
1454 解釋上，草案二公辦民營類型應為促參法之特別法。 
1455 草案一、二分別排除特定法規，足見此二草案均為各該特定法規之特別法。關於特別法排除

普通法管制之立法技術，除如草案一、二之負面表列方式外，亦得以正面表列選定維持適用普通

法特定規範之方式為之，德國公私協力促進法即屬此架構。特別法排除普通法之規定時，關於程

序事項方面，除正當程序之相關規定外，原則上可得為之，若係實體事項，如屬共同原則者，不

宜貿然予以排除，至屬規則性事項，則基於立法形成空間及法制之彈性，可資允許。 
1456 至其應鬆綁之幅度，業於第五章第三節第四項中有相關分析，茲不細究，另可參見行政法人

法草案第 31 條規定：「行政法人成立年度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原機關（構）或其上級機關在原

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條規定之限制。」、第 32條第 1項規定：

「原機關（構）改制為行政法人業務上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

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不適用預算法、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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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須採低密度之法律保留模式，若立法上尚採高密度之法律保留及嚴

格之明確性要求標準，實已違背行政契約規制緩和之原始目的；又法

治國原則對於給付行政之明確性要求亦較干涉行政低，本草案規範之

事務，適為教育給付行政，準此以觀，草案一第 3條第 2項應採與同

條第 3項、草案二第 10 條第 1項各款之概括性立法，較為妥當，否

則顯已失去教育法令鬆綁之立法本旨。若為避免主管機關鬆綁過度，

而成脫韁野馬，造成法治國之漏洞，或民主國原則喪失著力點，則草

案一第 3條第 2項可考慮增定該行政契約應送地方議會備查，以立法

監督進行制約。 

五、草案一就受託人身分指具教育熱誠之本國自然人、非營利之私法人或

民間機構、團體。但學校財團法人及其設立之私立學校，不得為受託

人。茲查，從美國特許學校法制之實況觀察，私立學校體系非當然不

得經辦特許學校，學理上，亦無予以禁絕之必然推理，然本文認為，

特許學校或其他委託私人經營類型學校係為開啟我國傳統公私立學

校二元軌道外之第三路徑，故贊同私立學校系統於現階段教育改革

中，不宜再介入此第三路徑之經營，但若法制及辦學情況臻於成熟

時，則應適時檢討開放，尤以開放私立大學院校參與，更可借重其知

識庫人才及研究團隊協助公部門提升國民教育素質。而在本國自然

人、非營利性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方面，於教育部法規會討論過

程中，認為加諸「具教育熱誠」之條件，得作為審查資格之基準，本

文以為此規定實不具實益，蓋以所謂具教育熱誠作為構成要件，不易

形成具體判準，故為贅文。至於外國人及營利性組織是否宜為受託

人，業前於第五章第四節第四項中有所討論，故不另敘之。 

六、立法政策面另應盡可能明確者，為法制鬆綁後之再管制密度及對弱勢

保護之政策。承前文所述，概觀美國特許學校法制，由其准予設校數、

申請程序、辦學主體、解除管制幅度、特許時間長短等綜合分析，約

可化約為低度、中度及嚴格管制類型。由草案一及草案二均未限制設

校數、特許期間一隅觀之，比美國之低度管制類型更自由化，由辦學

主體資格規定以觀，又趨於中度管制。本文因贊同漸進式之改革，且

認為法制上宜求得最適管制模式，盱衡再三後，建議採中度管制模

式，在設校數部分並不認為須特予限制，認由市場競爭機制決定之，

由需求決定其供給，但於特許期間則認為過短故無法見其改革真章，

然期間過長，對於瞬息萬變之今日，難免發生情事變更之情狀，而徒

生辦學及法規適用之困擾，故認為應定其最長期間，考量現有國民教

育可能延長為 12 年，是以此期間為度，較為妥當，惟此細節，以法

律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以授權命令訂之，亦無不妥。至於特

許學校對於弱勢之保障，為使此教育政策得具體落實，則宜於中央立

法中明定之，如明文規定地方政府執行特許學校政策時，應為弱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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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族群設一定比例之學校數，或接受一定比例弱勢文化族群、弱勢家

庭子女入學，政府並應予以一定之獎勵。 

七、其他個別規定事項，可再強化之處，諸如： 

（一）草案一及草案二針對公立學校改制之程序，草案一未賦予現有學生

家長及教職員工之民主參與程序，不僅對於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權益

保障不足，且亦發生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反彈，將對改制之推展伏下

隱憂； 

（二）草案二第 16 條有關教師之待遇規定，與草案一之相關規定並不一

致，如立法政策上認為二法有併進之必要，則應作統整性之整備； 

（三）草案一第 16 條第 3項開創之教師交流制度，教育部法規審議委員

會就教師交流期間之服務年資決議採不合併計算，其立法政策優劣

容足討論，惟該項規定未能彰顯此意旨，有予修正之必要，否則易

生適用疑義； 

（四）草案一第 19 條第 1項前段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

契約與『受託學校』訂定招生區域」，惟同草案其他規定所列訂約

當事人均為主管機關與受託人，前後並不一致，依現有公私立學校

法制規定，通說認為公立學校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而私

立學校亦為學校財團法人之機關，實務雖亦承認公私立學校得為簽

約，並為訴訟之當事人適格，然此畢竟係遷就於實際運作之便爾

爾，與理論並非相洽，本文基於草案一體例一致性之考量，認為應

修正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與受託人訂定受託學校招生

區域」，並於同草案第九條中增列「招生區域」一款； 
（五）草案一第 28 條第 2項關於受託人因經營不善或依法終止契約之態

樣，與第 26 條第 1項因委託辦理期間屆滿未未能續約或主管機關

依法終止契約之情形，並非同一情事，故若發生同草案第 28 條第 2

項情事，主管機關為保障學生及教職員工權益，亦應準用同草案第

26 條第 1項規定為是，同草案第 28 條第 2項漏未注意； 

（六）又受託人依草案一第 28 條第 2項預告其欲終止契約，極有可能發

生受託人消極地怠於辦學而影響學生及教職員工權益，為擔保不生

貽害，於同草案一第 32 條規定應增列相關之處罰條款，以建構危

機之防免機制； 

（七）草案一除明定績效評鑑程序外，應進一步積極建構或選定可信賴之

績效評鑑機構；草案一第 31 條規定之調處效力，並非訴訟上之和

解或調解，故不具既判力及執行力，建議除修正為依調處結果履行

或變更契約內容外，或進一步可參照鄉鎮市調解條例之立法例，於

送請行政法院核定後，具與判決有同一效力
1457； 

                                                 
1457 鄉鎮市調解條例第 27 條第 2項規定：「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力；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為標的者，其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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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依草案一所定之受託學校，其性質係揉合公私於其中，故與民法規

定之財團或單純之公營造物有異，是受託學校因委託辦理期間屆滿

或依法規終止，其財產清理之準據，非民法財團財產清理之相關規

定所得逕為適用，或得類推適用私立學校法之相關規定，草案一略

未規定，並非妥適。 

 
 
 
 
 
 
 
 
 
 
 
 
 
 
 
 
 
 
 
 
 
 
 
 
 
 
 
 
 
 
 
 
                                                                                                                                            
書得為執行名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