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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麗文等 17 人，鑒於民國一○六年修法後，《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仍有諸多漏洞，例如現行法規尚未將體罰或
霸凌納入補習班人員不適任之理由、未規範補習班在案件調
查期間禁止涉案之補習班人員入班、罰則恐不足生嚇阻作用
等，難以防堵不適任補習班人員對學生身心可能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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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六年，知名作家在出版以自己受補習班教師性侵的親身經歷改編而成的小說後選
擇自殺，使得各界高度關注補習班教師適任與否的問題。教育部在同年修正《補習及進修
教育法》，強制規定補習班在申請立案與人員異動時，都必頇陳報地方政府主管教育機關
核准，並於三讀後公佈《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規定補習班的教職員工都必頇要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證），並經過地方教育
局的批准。
二、然而，修法後的《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仍有漏洞，例如現行法規尚未將體罰納入補習班人
員不適任之理由等。補習班人員有性騷擾、性侵害、肢體暴力或霸凌等其他爭議時，若其
官司轉為民事和解，或訴訟於審理當中，在「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中
並不會即時登錄；而學校老師則因受《教師法》規範，在涉及不適任教師事件時得以立刻
處理，無頇等待法院判決就能通報。為防堵不適任補習班人員對學生身心可能造成之侵害
，亦應規範確定判決及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以外，若有補習班人員涉及前述性騷擾、性侵
害、肢體暴力或霸凌等其他爭議時，舉凡經相關主管機關立案調查者，短期補習班皆應於
調查期間暫停該涉案人員入班。
三、另外，考量補習班多以營利為目的，現行罰則恐不足生嚇阻作用，故於本次修法中提高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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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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第九條

國民補習學校、進修

現

行

條

文

第九條

國民補習學校、進修

說

明

一、本條條文修正。

學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立、
變更或停辦，依下列各款之

學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立、
變更或停辦，依下列各款之

二、於第六項新增第一款，參
照《教師法》第十四條之規

規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

規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

定，從嚴明定補習班人員有
體罰或霸凌，造成學生身心

習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

習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

侵害之情形，亦應予以解聘
或解僱。同項原第一款至第

二、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
校，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二、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
校，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三款順延修改為第二款至第
四款。

機關核准。
三、專科以上進修學校，由

機關核准。
三、專科以上進修學校，由

三、修改第十二項，補習班員
工若有體罰、霸凌、性侵害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

、性騷擾、性剝削或其他有
侵害兒童或青少年身心等情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形，除判刑確定、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者應依本條第六項

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
、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

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
、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

予以解聘或解僱；前項情形
，經地方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序、名稱、類科與課程、
修業期間、設備與管理、

序、名稱、類科與課程、
修業期間、設備與管理、

會或由地方主管機關組成之
委員會立案調查者，則短期

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
、收費、退費方式、基準

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
、收費、退費方式、基準

補習班於調查期間內應暫停
該涉案人員入班。

、班級人數與學生權益之
保障、檢查、評鑑、輔導

、班級人數與學生權益之
保障、檢查、評鑑、輔導

四、修改第十三項，考量補習
班多以營利為目的，現行罰

、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

、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

則恐不足生嚇阻作用，故於
本次修法中提高罰則，由原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
則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
則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

本的五萬至二十五萬提升至
十萬至三十萬，且主管行政

，並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

，並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

機關應令有違反第三項至第
五項、第九項或第十項規定

準則定之。
前項第四款所定學生權

準則定之。
前項第四款所定學生權

之補習班限期改善。

益之保障，包括短期補習班
應與學生訂定書面契約，明

益之保障，包括短期補習班
應與學生訂定書面契約，明

定其權利義務關係，其書面
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

定其權利義務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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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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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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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補習班之招生、書
面契約及利用其場址、傳播

短期補習班之招生、書
面契約及利用其場址、傳播

媒體或其他方法所為之廣告
或宣傳，涉及負責人、教職

媒體或其他方法所為之廣告
或宣傳，涉及負責人、教職

員工姓名時，除立案名稱外
，均應揭露其真實姓名，且

員工姓名時，除立案名稱外
，均應揭露其真實姓名，且

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其
負責人、教職員工執行業務

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其
負責人、教職員工執行業務

及對外招生或廣告時，亦同
。

及對外招生或廣告時，亦同
。

短期補習班擬聘僱教職
員工前，應檢具相關名冊、

短期補習班擬聘僱教職
員工前，應檢具相關名冊、

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

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等基本資料，陳報直轄市、

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等基本資料，陳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聘僱之教職員工為外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聘僱之教職員工為外

國人者，於第一次申請聘僱
許可時應檢附外國人原護照

國人者，於第一次申請聘僱
許可時應檢附外國人原護照

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
派員檢查；教職員工異動時

育行政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
派員檢查；教職員工異動時

，亦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

，亦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得派員攜帶證
明文件，進入短期補習班檢

教育行政機關得派員攜帶證
明文件，進入短期補習班檢

查其設立之條件與程序、樓
層與面積、設施、設備與管

查其設立之條件與程序、樓
層與面積、設施、設備與管

理、服務人員、課程類科與
內容、退費方式與基準、班

理、服務人員、課程類科與
內容、退費方式與基準、班

級人數、學生權益之保障等
本法及自治法規所定應遵行

級人數、學生權益之保障等
本法及自治法規所定應遵行

事項之辦理情形，並令其提
供有關資料或證明文件，短

事項之辦理情形，並令其提
供有關資料或證明文件，短

期補習班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期補習班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短期補習班之教職員工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

短期補習班之教職員工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

解聘或解僱：
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解聘或解僱：
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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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侵害，經判刑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剝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性
剝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

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有案尚未結案。
三、有體罰、霸凌、性侵害

、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
行為，經直轄市、縣（市

等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
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證
屬實。

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

三、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
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

育行政機關查證屬實。
四、有非屬情節重大之體罰

少年權益之行為，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霸凌、性騷擾、性霸凌
、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

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
或解僱，並審酌案件情節

行為，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有

，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用或僱用。

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
審酌案件情節，認定一年

短期補習班之負責人有
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直轄

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短期補習班之負責人有

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應廢止短期補習班立案

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

機關應廢止短期補習班立案
。

款情事，與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情事

有第六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三款之情事，與教師

者，不得擔任短期補習班之
負責人或教職員工；有第六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及
第九款情事者，不得擔任短

項第三款情事及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後段涉及性騷擾

期補習班之負責人或教職員
工；有第六項第四款情事及

、性霸凌情事者，於該認定
或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亦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後段
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者

同。

，於該認定或議決一年至四
年期間，亦同。

教職員工前，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短期補習班聘用或僱用
教職員工前，應向直轄市、

查詢有無前項情事。
短期補習班人員於執行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查詢有無前項情事，如有前

業務時，知悉其負責人或教
職員工對學生有第六項各款

項情事而仍聘用或僱用之，
該短期補習班不得主張。

行為之一時，除依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通報

短期補習班人員於執行
業務時，知悉其負責人或教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

有第六項第一款、第二

短期補習班聘用或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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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對學生有第六項各款
行為之一時，除依其他相關

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性
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兒童

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通報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九十七條規定處罰者，應由

行政機關。
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性

中央主管社政機關建立資料
庫，並應協助直轄市、縣（

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查詢事宜。

九十七條規定處罰者，應由
中央主管社政機關建立資料

第六項、第八項至前項
之認定、通報、資訊蒐集、

庫，並應協助直轄市、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任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
處理、利用及其他應遵行事

查詢事宜。
有第六項、第八項至前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

項之情形，於判決確定、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應通報及

主管機關定之。
短期補習班違反第三項

登錄資訊；經直轄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縣（市）主管

至第五項、第九項或第十項
規定者，直轄市、縣（市）

教育行政機關、地方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或由地方主管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處其負
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機關組成之委員會立案調查
者，短期補習班於調查期間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暫停該人員入班。前述情
形之認定、通報、資訊蒐集

按次處罰；必要時並令其停
止招生或廢止短期補習班立

、任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
、處理、利用及其他應遵行

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短期補習班違反第三項
至第五項、第九項或第十項
規定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處其負
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必要時並令其停止
招生或廢止短期補習班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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