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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07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為保障補習學生之安全及相關權益
，避免因資訊相對弱勢而成為受害之對象，於符合比例原則
下確立補教從事者實名制，並提升補習業者對於資訊之管控
義務，遏止虛偽不實之內容作成招生廣告，以及不適任教育
人員通報義務之提高。爰擬具「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短期補習班長期為低密度管理，教育主管機關稽查人力有限，補習班業者、教職員
經常使用假名、藝名從事教學，以避免稅捐之稽徵。惟該等情形氾濫程度已超越稅捐之問
題，管理鬆散嚴重影響前往補習學生之權益，甚者學生完全不知授業之教師真實姓名、背
景，造成資訊極度不對等，該等教師猶如網路虛擬世界之人物，學生、家長無從檢視。因
此，為保障學生於補習時之安全及相關權益，短期補習班有其義務明確使學生、家長知悉
教職員之資訊，爰修正第三項要求應以真實姓名對外為招生，確立補教從事者實名制規範
，並增訂第二項界定教職員工之範圍，避免補習班業者規避以其他職稱架空規範。
二、搭配補教從事者實名制規範，爰修正第四項內容，將未以真實姓名為招生或從事教學者納
入規範。
三、又為保障補習學生之權益，對於資訊相對優勢之補習班業者課予較高義務，倘其以虛偽不
實之內容（例如：教學者之學歷、經歷）作成招生廣告者，處以罰鍰並令其停辦，甚者廢
止其設立許可，爰增訂第六項設立罰則，避免補教業者對於法規賦予之義務有恃無恐。
四、此外，提高補習班負責人應負之義務，對於不適任者之通報及教職員實名制之落實增加其
責任，倘補習班未遵行通報及實名制，處以罰鍰並令其停辦，甚者廢止其設立許可，增訂
之第六項規範一併將此規範，提高對於短期補習班業者管理之密度，避免學生及家長成為
資訊弱勢而受害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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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九條

條

文

國民補習學校、進修學

現

行

第九條

條

文

國民補習學校、進

說

明

一、本條修正。

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立、變更
或停辦，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修學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
立、變更或停辦，依下列

二、有鑑於短期補習班長
期為低密度管理，教育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習
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各款之規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主管機關稽查人力有限
，補習班業者、教職員

機關核准。
二、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

補 習學 校，由 各級 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經常使用假名、藝名從
事教學，以避免稅捐之

，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

二、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
學 校， 由各級 主管 教育

稽徵。惟該等情形氾濫
程度已超越稅捐之問題

三、專科以上進修學校，由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行政機關核准。
三、專科以上進修學校，

，管理鬆散嚴重影響前
往補習學生之權益，甚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由 中央 主管教 育行 政機
關核准。

者學生完全不知授業之
教師真實姓名、背景，

核准；其設立、變更、停辦
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名稱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
市 、縣 （市） 主管 教育

造成資訊極度不對等，
該等教師猶如網路虛擬

、類科與課程、修業期間、
設備與管理、負責人與教職

行 政機 關核准 ；其 設立
、 變更 、停辦 及立 案之

世界之人物，學生、家
長無從檢視。因此，為

員工之條件、收費、退費方
式、基準、班級人數與學生

條 件與 程序、 名稱 、類
科 與課 程、修 業期 間、

保障學生於補習時之安
全及相關權益，短期補

權益之保障、檢查、評鑑、
輔導、獎勵、廢止設立之條

設 備與 管理、 負責 人與
教 職員 工之條 件、 收費

習班有其義務明確使學
生、家長知悉教職員之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則

、 退費 方式、 基準 、班
級 人數 與學生 權益 之保

資訊，爰修正第三項要
求應以真實姓名對外為

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並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障 、檢 查、評 鑑、 輔導
、 獎勵 、廢止 設立 之條

招生，確立補教從事者
實名制規範，並增訂第

育行政機關依上開準則定之
。

件 及其 他應遵 行事 項，
由 中央 主管教 育行 政機

二項界定教職員工之範
圍，避免補習班業者規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教職員
工，包含所有至該短期補習班

關 為準 則規定 ；其 相關
管 理規 則，並 由直 轄市

避以其他職稱架空規範
。

實施教學及與教學相關行為之
人。

、 縣（ 市）主 管教 育行
政 機關 依上開 準則 定之

三、搭配補教從事者實名
制規範，爰修正第四項

第一項第四款之負責人與
教職員工，應以真實姓名對外

。
前項第四款之負責人

內容，將未以真實姓名
為招生或從事教學者納

為招生，並不得有下列情形之
一：

與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擔任：

入規範。
四、又為保障補習學生之

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
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

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或
虐 待兒 童行為 ，經 判刑

權益，對於資訊相對優
勢之補習班業者課予較

確 定或 通緝有 案尚 未結

高義務，倘其以虛偽不

緝有案尚未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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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他人為性騷擾，經依性
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科處罰

案。
二、對他人為性騷擾，經

實之內容（例如：教學
者之學歷、經歷）作成

鍰確定。
三、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

依 性騷 擾防治 法第 二十
條科處罰鍰確定。

招生廣告者，處以罰鍰
並令其停辦，甚者廢止

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三、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
益 ，其 情節重 大， 經有

其設立許可，爰增訂第
六項設立罰則，避免補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關機關查證屬實。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教業者對於法規賦予之
義務有恃無恐。

實。
短期補習班負責人有前項

委 員會 調查確 認有 性侵
害行為屬實。

五、此外，提高補習班負
責人應負之義務，對於

情形或未以真實姓名招生者，
應廢止其設立許可，教職員工

短期補習班負責人有
前項情形者，應廢止其設

不適任者之通報及教職
員實名制之落實增加其

有前項情形或未以真實姓名從
事教學者，應予解聘或解僱。

立許可，教職員工有前項
情形者，應予解聘或解僱

責任，倘補習班未遵行
通報及實名制，處以罰

短期補習班聘用、僱用之
教職員工有第三項規定之情形

。
短期補習班聘用、僱

鍰並令其停辦，甚者廢
止其設立許可，增訂之

，或聘用教職員工前，應準用
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

用之教職員工有第二項規
定之情形，或聘用教職員

第六項規範一併將此規
範，提高對於短期補習

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辦理
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事項。

工前，應準用不適任教育
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

班業者管理之密度，避
免學生及家長成為資訊

短期補習班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負責人處新臺幣十萬

查詢辦法之規定，辦理通
報、資訊蒐集及查詢事項

弱勢而受害的一方。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停辦至改善為止；經處罰

。

鍰後仍不遵令停辦者，得按日
連續處罰，並廢止其設立許可

生權益之保障，包括短期
補習班應與學生訂定書面

：
一、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契約，明訂其權利義務關
係，其書面契約之格式、

內容做成招生廣告。
二、未以教師真實姓名為招生

內容，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

。
三、未依前項為通報。

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學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學生權
益之保障，包括短期補習班應
與學生訂定書面契約，明訂其
權利義務關係，其書面契約之
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
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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