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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莊瑞雄、蘇震清等 20 人，鑑於「終身學習法」於
2002 年 6 月 26 日制定公布，並於 2014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全文
。為因應終身學習實務上推動之需求，期使法律規定更臻完
備，爰擬具「終身學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草案第四條對終身學習機構採例示規範方式，為符合明確性原則，爰建議第二款第一目修
正為「文化類博物館、美術館、文學館、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或展覽場館。」第二目修正為
「文化中心、藝術中心、戲劇院、音樂廳、歌劇院或表演場館。」
二、草案第十八條將「政府機關」修正為「政府機關（構）」，然草案第四條第三款僅列出「
機關」，法制體例不一致，建議併同修正。
三、草案第四條第三款增訂「社區大學」體例，亦應增列明定「樂齡學習機構」為終身學習機
構，以提升位階並法制化。
四、草案第八條配合本報告對草案第四條之修正建議，將第三項修正為「前二項社會教育機構
、文化機構為圖書館、博物館或文化中心、藝術中心、戲劇院、音樂廳、歌劇院者，並應
依圖書館法、博物館法、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五、草案第十五條第二項對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相關辦法改為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需要
訂定，落差太大。基於專業實務考量及監督落實之需要，建議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類別與
等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目的事業之需要定之。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訂定各類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認證方式、專業內容、專業證書發給或
廢止、培訓、進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草案第二十條建議現行條文「確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保留，與草案「應發展、普及
終身學習機會」合併為第一項，修正為「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普及終身學習，並確保弱
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優先提供其終身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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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草案第二十條第一項後段另立第二項，設計課程、提供服務時，增訂「性別」作為考量因
素，修正為：「各級主管機關應考量不同族群、性別、文化、經濟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
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其對象、課程、教材、師資、補
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八、草案第二十條第二項配合法制用語，將「具前項特殊性者」改為「前項對象」。另為確保
弱勢族群獲得所需之補助，「得」建議改為「應」酌予補助。
九、草案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沒有分項之必要，合併移列為第三項，並酌修文字：「前項
對象參與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規定之認可課程，中央主管機關應酌予補助其所繳納
之學費；其補助對象、方式、比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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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四條

終身學習機構之種類

如下：
一、社會教育機構：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終身學習機構之種類

如下：
一、社會教育機構：

說

明

一、現有之文化機構除了第二
款所列舉外，還有美術館、
文學館、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一)社會教育館。
(二)圖書館。

(一)社會教育館。
(二)圖書館、圖書資訊館

、戲劇院、音樂廳及歌劇院
等。本條對終身學習機構之

(三)科學教育館或科學類
博物館。

或圖書室。
(三)科學教育館或科學類

種類既採取明確例示規範方
式，為免掛一漏萬，已知之

(四)體育場館。
(五)兒童及青少年育樂場

博物館。
(四)體育場館。

機構仍應盡量明白列出，以
符合明確性原則。

館。
(六)動物園。

(五)兒童及青少年育樂場
館。

二、爰建議第二款第一目修正
為「文化類博物館、美術館

(七)其他具社會教育功能
之機構。

(六)動物園。
(七)其他具社會教育功能

、文學館、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或展覽場館。」第二目修

二、文化機構：
(一)文化類博物館、美術

之機構。
二、文化機構：

正為「文化中心、藝術中心
、戲劇院、音樂廳、歌劇院

館、文學館、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或展覽場

(一)文化類博物館或展覽
場館。

或表演場館。」
三、草案第十八條將「政府機

館。
(二)文化中心、藝術中心

(二)文化中心、藝術中心
或表演場館。

關」修正為「政府機關（構
）」，然本條第三款僅列出

、戲劇院、音樂廳、
歌劇院或表演場館。

(三)生活美學館。
(四)其他具文化功能之機

「機關」，法制體例不一致
，建議併同修正。

(三)生活美學館。
(四)其他具文化功能之機

構。
三、學校、機關與前二款以

四、「樂齡大學」及「樂齡學
習中心」既已在相關法規命

構。
三、學校、政府機關（構）

外提供人民多元學習之非
營利機構及團體。

令「樂齡學習活動補助與訪
視輔導及獎勵辦法」及「教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機
構與前二款以外提供人民

育部補助辦理樂齡學習活動
及獎勵直轄市縣（市）政府

多元學習之非營利機構及
團體。

辦理樂齡學習業務實施要點
」明定，建議本次修法增訂
「社區大學」體例之同時，
似可於增訂「社區大學」體
例之同時，增訂「樂齡大學
」及「樂齡學習中心」為終
身學習機構，以提升位階並
法制化。但鑑於教育部於推
動樂齡精進計畫，將上述「
樂齡大學」及「樂齡學習中
心」轉型，至於名稱尚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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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爰建議條文以「樂齡學
習機構」含括之。
第八條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及
文化機構，由中央政府、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及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依其組織
法規設立。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及文
化機構，由個人、法人或團
體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設立；其設立、變
更、停辦、督導、獎勵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分別由
中央主管機關、中央文化主
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社會教育機構、
文化機構為圖書館、博物館
或文化中心、藝術中心、戲
劇院、音樂廳、歌劇院者，
並應依圖書館法、博物館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
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及
文化機構，由中央政府、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依其組織
法規設立。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及文
化機構，由個人、法人或團
體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設立；其設立、變
更、停辦、督導、獎勵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分別
由中央主管機關、中央文化
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社會教育機構為
圖書館、圖書資訊館或圖書
室者，並應依圖書館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規範公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及文化機構之設立法規
辦法，另考量終身學習機構
中有受相關法律規範者，定
明相關法律之適用關係。本
次修正係考量博物館法已制
定，故而增訂之。
二、然而，符合本法第四條終
身學習機構種類中文化機構
「文化中心、藝術中心或表
演場館。」之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其為行政法人，所依
據設立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設置條例更早於博物館法通
過。本次修法增列博物館應
依博物館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卻未納入更早之國家表
演藝術中心及其設置條例，
造成法制體例不甚完備。爰
建議配合本報告對草案第四
條之修正建議，修正本條第
三項。

第十五條 終身學習機構得優
先遴聘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前項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之類別與等級，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其目的事業之需要
定之。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並應訂定各類終身學習專
業人員之認證方式、專業內
容、專業證書發給或廢止、
培訓、進修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
前項各類終身學習專業
人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建置專業人員人力資
料庫，提供該類終身學習機
構作為遴聘人員之參考。

第十五條 終身學習機構得優
先遴聘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前項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之類別與等級、資格取得、
業務內容、培訓機構、培訓
科目與師資、證書發給或廢
止、進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
可之機構培訓之終身學習專
業人員，中央主管機關得建
置專業人員人力資料庫，提
供終身學習機構作為遴聘人
員之參考。

本條第二項對終身學習專業人
員相關辦法之訂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改為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訂定，落
差太大。基於專業實務考量及
監督落實之需要，建議終身學
習專業人員之類別及等級，修
正現行條文之規定，改為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其目的事業之需
要定之。再依草案由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類終身
學習專業人員之認證方式、專
業內容、專業證書發給或廢止
、培訓、進修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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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發
展、普及終身學習，並確保

第二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確
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

一、第一項的「普及」含有平
等的概念，而此平等是指真

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優
先提供其終身學習機會。

並引導再投入社會服務機會
，應優先提供原住民、身心

平等而非資源平均分配的假
平等，即「等者等之，不等

各級主管機關應考量不
同族群、性別、文化、經濟

障礙者、低收入戶與居住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外籍

者不等之」，確保弱勢得到
扶助才是平等的真諦。弱勢

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
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

（含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配偶之終身學習機會及資源

是現實問題，不必諱言。而
確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

，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其
對象、課程、教材、師資、

。
中央主管機關得針對前

，優先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及
資源，更是本條文亟待努力

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低
收入戶與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的目標，甚至是本法推動終
身學習的核心精神。

前項對象參與依第十三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規定之認

戶籍國民之外籍（含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配偶參與依

二、草案以現行第一項及第四
項均係規範各級主管機關提

可課程，中央主管機關應酌
予補助其所繳納之學費；其

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規
定之認可課程，酌予補助其

供終身學習資源之事項，爰
整併為第一項規定。然卻造

補助對象、方式、比率、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所繳納之學費。
前項原住民、身心障礙

成原來的強調應優先提供特
定族群終身學習機會及資源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者、低收入戶與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之外籍（含

，限縮成設計符合其需求之
課程。條文狹隘化外，其內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配偶
之補助方式、比率、程序及

涵之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計。
三、是以建議現行條文「確保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之
文字應予保留，並與草案「

各級主管機關針對居住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外

應發展、普及終身學習機會
」之精神合併為第一項。第

籍（含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配偶，應考量其特殊性，

一項後段另立第二項，設計
課程、提供服務時，增訂「

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並提
供具可近性之服務；其課程

性別」作為考量因素，修正
如建議條文。

、教材、師資與補助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四、草案第二項配合法制用語
，將「具前項特殊性者」改

管機關定之。

為「前項對象」。另為確保
弱勢族群獲得所需之補助，
「得」建議改為「應」酌予
補助。且既有「酌予補助」
之文字，已保留行政機關之
彈性空間。
五、第三項與第二項合併，條
次改為第三項，並酌修文字
。

委 61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