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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0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19 人，鑑於學產基金為先民捐地興學、
助學，現今主要用途為發放助學補助款，然而近年來學產基
金不斷虧損，可用經費逐年減少，將使基金無法達成永續經
營之目標。究其虧損原因，係因學產不動產為國有公用財產
，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
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導致學產基金經營管
理方式受限，難以發揮其最大效益。為活化學產基金資產，
增加其收益，以照顧弱勢學子，實現興學、助學之目的，並
落實學產基金永續發展之目標，爰擬具「學產基金管理條例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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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基金管理條例草案總說明
學產基金係先民捐地作為興學助學之用，因此學產基金之財產多為土地及建物，並透過土地
或建物租賃的方式，收取租金作為弱勢學生獎補助之費用。惟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的限制，導
致學產基金之經營管理受限，使其收入無法補足基金所發放之教育獎補助費，造成連年虧損的情況
。學產基金雖於 99 學年度接收原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解散後之存款，暫時使基金不致匱乏，
同時教育部為提高標租率，亦積極研議長、短期出租方案以提高租金收入，但仍入不敷出，99 學
年度至今累計虧損已達 27.61 億元，每年皆短絀 2 億元～7 億元不等（詳如下表 1）。

表1

學產基金收支決算情況
（單位：億元）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收入

53.84

8.75

11.11

12.85

7.75

8.23

8.69

支出

7.76

10.77

15.41

16.25

14.87

15.45

12.23

賸餘

46.08

-2.02

-4.29

-3.40

-7.11

-7.22

-3.54

餘額

87.21

85.19

80.89

77.49

70.37

63.15

59.60

除學產基金長年短絀之外，各機關或學校時常要求撥用、借用學產土地，然而學產基金皆倚
賴學產土地租賃之租金收入作為主要基金來源，若土地不斷遭撥用、借用，將影響學產基金收入及
永續經營，因此為使學產基金能活化資產、有效經營，爰擬具本條例，重點如下：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說明本基金為既存基金，其資產範圍包括學產財產。（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基金為特種基金，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本基金之來源及用途。（草案第四條、第五條）
五、設置管理會，掌理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草案第六條）
六、明定本基金保管、運用及存儲規範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草案第七條）
七、規範本基金之不動產管理以出租收益為原則，並應以書面租約為之。（草案第八條）
八、規範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共用或公務需用學產不動產時，應徵得教育部同意。（草案第九條）
九、規範學產不動產之撥用，應辦理有償撥用。（草案第十條）
十、本條例實施前依法無償撥用之不動產，發生撥用用途廢止時，應將該不動產交回本基金。（草
案第十一條）
十一、本基金不動產為經營管理或重大公共利益，得與等價土地互易或設定地上權。（草案第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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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規範本基金有價證券之出售應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辦理為原則。（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規範本基金受贈學產財產之主管機關。（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規範本基金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草案第十五條）
十五、基於公益性及特殊性，規範本基金得減免相關稅賦。（草案第十六條）
十六、規範本基金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相關法規辦理。（草案第十七條）
十七、本基金會計事務處理。（草案第十八條）
十八、本基金年度決算賸餘處理。（草案第十九條）
十九、本基金結束時之處理。（草案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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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基金管理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活化學產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說

明

明定本條例制定之目的。

資產永續經營，以照顧弱勢學子，實現獎助
興學目的，並保存、維護及宣揚學產土地制
度文化資產，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基金原依學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本基金原係依照學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辦法設置，資產包括受贈及依法取得之不動
產、動產、有價證券、權利等學產財產。

設置，非新設基金，爰予敘明，並定明其，資
產範圍，以資明確。

第三條 本基金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以教

本基金之收入應專用於本條例第五條規定之用
途，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歲入之供

育部為管理機關。

特殊用途者」之特種基金，基於其特殊目的，
以教育部為管理機關。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學產財產管理及處分收入。

一、第一項明定本基金之來源以學產財產之經
營管理收益為主，又學產財產處分時，基

二、本基金孳息收入。
三、受贈收入。

於本基金之特殊公益目的，其處分所得亦
應歸於本基金作為教育用途；另本基金運

四、其他有關收入。

用學產財產所得孳息與依第十三條投資運
用所得及其他收入，亦為本基金收入來源
。
二、本基金用途以興學及助學為主，有其公益
性及特殊性，為使基金功能有效發揮，爰
訂定第二項，規範第一項第一款於租金收
入之部分，得免徵營業稅，以充分協助所
有學子能順利就學。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學生急難慰助、助學金、工讀金及其他

一、第一項明定基金用途，本基金具有特殊目
的及公益性，其收益應專用於興學及助學

獎補助費用支出。
二、弱勢家庭學生之就學補助支出。

，並考量資源有限，應直接用於受助學生
之上。

三、管理及總務支出。
四、其他有關支出。

二、第二項授權教育部訂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慰助、助學金、工讀金、其他獎補助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發給對象、項目
、基準、金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費用及就學補助支出之發給對象、項目、
基準、金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

法，由教育部定之。

辦法。

第六條

本基金設學產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

一、為加強對學產基金之管理、監督，設學產

本會），掌理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七人，由教育部

基金管理會，並明定管理會設置法源。
二、有關學產基金管理會組織、任務及委員來

部長擔任召集人；其組織、任務及委員遴聘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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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授權主管機關另定辦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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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
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令

為求永續經營，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兼顧收
益性及安全性，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存儲。

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基金不動產之管理，以出租收益為

一、本基金以不動產之出租收益為主要來源，

原則；其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書面為
之者，不生效力。

為求永續經營，其管理應以持續性、永久
性之收益為原則，爰於第一項定明本基金

前項出租之方式、租期、租金計算基準
、租金減免、租約公證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不動產之管理以出租收益為原則，並應以
書面為之，以昭公信。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二、本基金不動產性質為國有公用財產，惟其
管理方式與一般公用財產相異，爰於第二
項授權教育部就第一項出租之方式、租期
、租金計算基準、租金減免、租約公證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以資依循。

第九條

為保存並維護學產土地永續收益使用

學產地經由土地放（出）租收益作為學產基金

，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於規劃、擬
定或變更涉及本基金土地，及各級政府機關

主要財源，為避免學產土地遭恣意編定為公共
設施用地，爰明定各級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主

因公共用或公務需用國有學產不動產時，應
先徵得教育部同意。

管機關於規劃、擬定或變更涉及本基金土地，
及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共用或公務需用國有學產
不動產時，應事先徵得教育部同意，以保存並
維護珍貴學產土地資產。

第十條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撥用
本基金不動產，應辦理有償撥用。

鑒於目前學產土地上已無古蹟建物，且早年各
級公立學校使用學產土地，均已陸續完成無償
撥用，今縣（市）政府如確實有學校用地需求
，可透過徵收或市地重劃等機制取得，非必然
需撥用學產土地，爰規範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
或公共需撥用本基金不動產，應辦理有償撥用
，不受「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
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規定之限制。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於本條例公佈施行前，依
據國有財產法無償撥用本基金不動產，發生

於本條例公佈施行前，各級政府依據國有財產
法第三十八條及「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

撥用用途廢止情形，應由財政部陳情行政院
廢止撥用，將該不動產交回本基金。

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規定，無償撥
用學產不動產。惟如發生撥用用途廢止情形，
應由財政部陳請行政院廢止撥用後，直接交回
本基金。

第十二條 本基金之不動產為應經營管理需要
或重大公共利益，得設定地上權，或與同一

一、基於永續經營之目標，本基金不動產原則
不得處分，惟與等價土地交換應無減損本

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且相同都市計
畫範圍內同一使用分區；或都市計畫範圍外

基金資產之疑慮；另為活化資產，提高土
地使用效益，倘土地區位不佳，地上權因

同一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等價土地交換。
前項所為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

其權利穩定，將有助於吸引他人投資經營
，爰於第一項規定為經營管理之需要或重

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大公益，得與等價土地交換或設定地上權

委 551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一項設定地上權、交換之對象、程序
、金額計算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另交換之土地標的，需位於同一縣市內
，且具相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都市計

由教育部定之。

劃範圍外，相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為等
價交換土地限制條件，以確保交換後學產
基金權益不減損。此處所稱土地交換，指
不動產所有權之相互移轉。
二、第二項明文排除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限制，本基金不動產之設定地上權、
交換已不頇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且其處分所得屬於本
基金收入，故本基金不動產之設定、交換
由管理機關教育部辦理。另為使本基金不
動產之處分有較詳細周延之辦理依據，爰
於第三項授權由教育部另定辦法規定之。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有價證券之出售，應依證券
交易法規定辦理。但不能依該法規定出售者

一、參考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定明
本基金有價證券之出售，應依證券交易法

，應採公開標售方式處理。
前項所為之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

規定辦理，惟屬未上市上櫃之公司股票等
有價證券，因無公開市場可供交易，爰另

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規定不能依該法規定出售者，採公開標售
之方式處理。
二、第二項排除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
限制，使本基金動產之處分不頇先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
且其處分所得屬於本基金收入。

第十四條 本基金受贈之學產財產，除附有負
擔者外，得逕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免依國

一、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家接受
捐贈之財產，應由受贈機關通知財政部轉

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報行政院指定主管機關。惟捐贈者已指明
捐贈與本基金，為貫徹捐贈者之特殊公益
目的，所捐贈之財產應僅得歸入本基金，
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為簡化行政流程，
爰定明免依上開國有財產法之規定辦理。
二、另為確保基金權益及避免日後管理產生爭
議，受捐贈之財產如附有負擔者，仍應依
國有財產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基金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
其他短期票券。

為使本基金得彈性運用增加效益，本基金得購
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等低風險
投資，以兼顧收益性及安全性。

第十六條

本基金之房屋稅、土地稅及營業稅

學產基金係為先民捐地興學、助學，並透過放

得予減免；減免範圍及辦法由教育部會同財
稅主管機關定之。

租收入補助弱勢家庭或學生急難慰助、助學金
、工讀金。惟學產基金以土地處分及租金為主
要收入來源，致頇繳納龐大的土地稅及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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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影響基金運作分配。為使學產基金能更
有效用於弱勢家庭學生，爰規範學產基金得減
免房屋稅、土地稅及營業稅，並授權教育部會
同財稅主管機關訂定減免範圍及辦法。
第十七條 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及決
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種基
金，預算與決算應依預算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訂定會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

本基金屬特別收入基金，其賸餘依規定辦理分

計制度。
第十九條

定辦理分配。
第二十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

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二十一條

配後直接滾存基金。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基金財產現為國有財產，結束時，餘存權益
應解繳國庫。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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