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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648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德維、楊瓊瓔等 18 人，有鑑於少子女化已成為國
安危機，109 年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自然增加率為負成長
，新生兒只有 16.5 萬人。由於我國少子女化趨勢，大專院校
、高中職招生情況每況愈下，其中私立院校由於學費較高，
面臨經營困難甚至倒閉情形更加嚴重。為有效利用私立大專
院校、高中職資源，重新定位未來發展，推動轉型發揮專長
，甚至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相關事業，發展多元
經營面向以符合社會需求，同時針對辦學績效不佳學校，加
強監督管控機制，爰擬具「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
草案」，以保障學校師生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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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總說明
行政院基於錯誤人口預測認知「少子女化」，將一切退場原因全歸咎於少子女化，而推動私
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將使退場之後之學校數量，不足以容納未來回升之尌學人口，將會
嚴重侵害學生的權益。
根據教育部 109 年 4 月 16 日公告之草案中，對於我國尌學人數預估，並非一路「少子女化」
，120 學年度之高中一年級新生入學人數，將回升至 21 萬 6 千人。可見，行政院一味以少子化作
為立法考量之基點，洵屬錯誤。依照行政院的規劃，許多學校被強制退場之後，120 學年度後，學
校反而無力接納新生，將導致大批學生受教權因而受損。欲強制達成退場目的，反而導致學生無法
入學，教職員工失去工作，誠乃為叢逐雀，為淵驅魚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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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早已浮現至今，越演越烈，此乃政府施政錯誤所致。私立學校招生營運陷於困
境，不能完全歸咎於私立學校。面對近年來少子女化嚴重衝擊而難以繼續辦學之學校，導致嚴重影
響學生受教權之學校，教育主管機關應儘快組成多元代表與學者專家之審議委員會。依正當行政程
序對於符合審慎退場條件者，得命其立即退場；經審議委員會認定為退場學校者，由教育部指定清
算人，依法進行清算程序，毋庸再經如行政院版本經「預警學校」、「專案輔導學校」程序，蓋依
行政院草案列為「預警學校」、「專案輔導學校」條件在私立學校法早有規定，況且私校一經列為
「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校」，勢必加速惡化反而有違立法用意。再者，依行政院版本草案第
二十四條，三年內亦得改制、合併或轉型為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此一規定早見於私立學校法
第七十一條，迄今沒有任何學校改制或轉型成功案例。因此，行政院版本草案案第二十四條形同具
文，本條例即以退場為目標，規定退場即可。
私立學校具有公共性，其財產或營運經費來自基於興學之私人捐助，退場學校一經解散清算
並償還所有債務後，倘若基金仍有剩餘財產時，應移轉於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挹注協助
私立學校發展，以符憲法獎勵私人興學之精神。
本條例為私立學校法之特別法，私校經營之缺失，教師工作權或學生受教權有受侵害者，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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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本退場條例毋庸規定，否則產生立法重疊適用矛盾。
少子女化不會永遠持續，政府妥當施政以及加強國際與境外移動，根據教育部統計 120 學年
度學生人數日升，本條例具有「限制法」之性質，環境變化如有需要，立法院得再延長之。
爰擬具「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轉型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基金，協助學校退場及維護師生權益之相關事
宜。（草案第三條）
三、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與其組成之規定。（草案第四條）
四、符合退場學校之條件，主管機關得提審議會審議認定。（草案第五條）
五、列為退場學校之退場程序。（草案第六條）
六、列為退場學校之行政救濟程序。（草案第七條）
七、退場學校賸餘財產之歸屬。（草案第八條）
八、學生受教權益之保障事宜。（草案第九條）
九、專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後，發給資遣慰助金、退休或離退慰助金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後，於停辦前仍在學學生繼續尌學權益保障及分發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學校停辦時，教職員工生應永久保存資料交由主管機關指定學校繼續保存之規定。（草案第
十二條）
十二、學校清算後，教職工權益之保障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學校解散清算後之相關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本條例與基金存續期限與剩餘財產歸屬之規定。（草案第十五條）
十五、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草案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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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因應少子女化之衝擊，嚴重影響私

說

明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招生
營運，並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

二、為減低學生及教職員工因少子女化趨勢導
致學校停辦致影響其權益，及影響學校招

立學校退場轉型機制，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

生營運，主管機關應積極協助學校停辦前
校務正常運作，督導及協助學校妥適辦理

。

學生安置及協助教職員工轉職等事項，爰
制定本條例。
三、為明確本條例與私立學校法間之法律位階
關係，爰明定第二項。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退場基金之設置規定與用途）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及教職

一、為使學校於面對少子女化衝擊所造成學校
營運之困難時，得在保障教職員工權益及

員工權益，應設置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
場轉型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協助學校

學生受教權之前提下退場，爰第一項明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退場轉型事宜。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校退場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辦理支
付及墊付事宜，俾提供學校相關協助。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二年內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

二、第二項明定本基金之資金收入來源。為充
實本基金經費，其收入來源除政府循預算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受贈收入。

程序不得少於新臺幣一百億元之撥款及本
基金之孳息收入外，尚有接受機關團體及

四、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解
散清算後賸餘財產之捐贈收入。

個人之捐贈；學校法人亦得將本基金列為
其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之捐贈對象；曾接

五、接受受墊付學校法人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歸墊之收入。

受本基金墊付維持正常運作等費用之學校
，應於清算過程歸墊資金。另本基金收入

六、本基金財產處分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入。

包括財產處分後之收入及其他有關收入。
三、第三項明定本基金之用途，包括補助安置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下列費用之支付：

退場學校學生之其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有
關學生尌學或教學等費用（如：學生之補

(一)協助安置退場學校學生及為維護學生
受教權相關費用。

救教學費用、雜費、住宿費、交通補助及
其他相關費用）；墊付董事會經學校法人

(二)直轄市主管機關協助主管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所支出之前目費用。

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規定重新組織後，為
維持學校正常運作所需支應之人事費、業

二、下列費用之墊付：
(一)支應學校教職員工保險、退休或資遣

務費、保險費（包括學校應負擔之保險費
、退撫儲金、公保超額年金等）等費用；

所需之費用。
(二)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退場學校之學校

補助受影響教職員遷調及轉介聘相關津貼
以及受介聘學校之補助金，以及本條例施

法人，其解散清算所需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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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主管機關協助主管私立高級中
學所支出之前兩目費用。

薪資、資遣費、優退慰助金等費用，由本
基金先行墊付；其中學校主管機關為直轄

三、本條例施行前已停辦學校，積欠教職員
工薪資等費用之墊付。

市主管機關者，由學校向直轄市主管機關
申請補助或墊付，再由直轄市主管機關申

四、管理、總務及其他有關支出。
直轄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主管私立高級中

請本基金補助或墊付，核准後補助款或墊
付款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撥付予學校，以確

等學校退場轉型事宜，得向本基金申請補助
或墊付，並於該學校法人解散清算時將墊付

保教職員工權益；以及基金管理、總務等
支出。惟本基金為特種基金之特別收入基

款項歸墊。
本基金撥付之補助及墊付款項，由學校

金，設立目的在於協助學校退場，並確保
教職員工生之權益，並非以營利為目的，

法人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第三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之用；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

因此可能發生短絀。
四、因各直轄市財政狀況不一，且私立高級中

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本基金之補助或墊付對象、申請資格及

等以上學校需申請基金補助或繳還事項一
致，應無頇各直轄市主管機關均設立退場

程序、審查程序、補助或墊付基準、墊付款
項繳還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基金，因此第四項明定直轄市主管機關得
向本基金申請補助或墊付其主管私立高級

主管機關定之。

中等學校因退場所需費用。
五、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本基金補助或墊付
對象、申請資格及補助或墊付基準等相關
事項訂定辦法，以利遵循。另本基金除依
本項授權子法運作外，現行行政院依預算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大專校院轉
型及退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將配
合本條例修正，規範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

第四條

（退場審議會之組成規定）
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其組成如
下：
一、學校教職員工代表七人。
二、全國或地方教師會代表二人。
三、全國或地方家長會代表二人。
四、私立學校諮詢委員會代表二人。
五、學校法人代表三人。
六、具有會計、財務金融、法律、地政、教
育專業之專家或學者。
七、有關機關代表。
前項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五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機關指定人員兼任
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第五條

（列為退場學校之條件）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
，本項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包括中央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主管機關，爰教育部及
各直轄市政府應分別組成常設性之審議會
。
二、私校停辦停招，涉及教師及學生權益，爰
此明定第二項第一款。規範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教職員工代表，以代表教師勞動權益
保障。

為使學校提早因應面臨之財務、教學、師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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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具備下列各款情事者，經學校主管
機關提報審議會，得認定為退場學校。

構等問題，爰明定退場學校之條件。

一、連續兩學年，招生名額未達學校主管機
關核定名額之百分之三十者。
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已有不能清償債務
之事實，致嚴重影響校務正常運作者。
三、積欠教職員工薪資，且經學校主管機關
依教師待遇條例之規定，處以罰鍰者。
前項審議會認定退場之程序，應依行政
程序法舉行聽證。
第六條

（學校退場之程序）
經審議會認定為退場學校者，依下列各

一、第一項明定，經審議會認定為退場學校者
，後續處理程序。

款規定辦理之：
一、一學校法人設立一學校者，由學校法人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主管機關應兼顧學生受教
權益，協助在校學生辦理轉學事宜。

主管機關命學校立即停止招生，並同時解
散學校法人董事會，由教育部指定清算人
。
二、一學校法人設立各級各類學校者，該退
場學校應立即停止招生。
前項學校停止招生後一年內，學校主管
機關應兼顧學生受教權益，並協助在校學生
辦理轉學事宜。
第七條

（列為退場學校之行政救濟程序）
經審議會認定為退場學校者，學校法人

得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學校法人一經聲請暫時停止處分者，主

列為退場學校之行政救濟程序，及學校法人經
聲請暫時停止處分者，主管機關應立即停止執
行，以確保其權益。

管機關應立即停止執行。
第八條

（賸餘財產之處理）

一、第一項規定學校法人經解散董事會，由清

一學校法人設立一學校者，解散董事會
，並由清算人清算學校法人財產後，其賸餘

算人清算學校法人財產後，其賸餘財產捐
贈本基金。

財產捐贈本基金。
一學校法人設立各級各類學校者，董事

二、第二項規定學校法人設立各級各類學校者
，董事會應負責處理該退場學校之債權債

會應負責處理該退場學校之債權債務，不足
者得申請本基金墊付；該退場學校尚有賸餘

務，不足者得申請本基金墊付；該退場學
校尚有賸餘財產者，捐助本基金。

財產者，捐助本基金。
第九條

（學生受教權益之保障）

一、為維護退場學校學生之受教權益，第一項

為維護退場學校學生受教權益，學校主
管機關應辦理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並得

明定退場學校應確實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並得視情況，協調鄰近學校協助開班授課

視情況協調其他學校協助其開班授課。
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協助學生辦

。
二、明定學生若因學校被列為退場學校而有轉

理轉學事宜。

學意願，學校應提供協助，包括補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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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前兩項所需之費用，由本基金支付

因轉校安置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如：學生
之雜費、住宿費、交通補助及其他相關費

。

用）。
第十條

（學校停招後給付教職員工之離退慰

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勞工適

助金相關規定）
退場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後，依下列規定

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該條例後
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法終止時，其

發給教職員工慰助金：
一、資遣慰助金：資遣專任教師及不適用勞

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帄均工資，未滿一年者

工退休金條例之專任職員工時，應按其服
務於該校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

，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帄均工
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規

後工作年資發給資遣慰助金，每滿一年發
給二分之一個月之最後在職薪給或薪資，

定。惟專任教師及不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專任職員工，現行相關法令並無規範支

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
二、退休慰助金：學校應擬具專任教職員工

給資遣慰助金，為保障其權益，爰第一項
第一款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以服務於該

退休慰助金相關規定，經董事會議通過後
實施。

校之私校退撫新制年資（自九十九年一月
一日施行）核算，明定專輔學校停止全部

三、離職慰助金：學校應擬具專任教職員工
於前二款以外情形離職之離職慰助金相關

招生後，教師若有符合教師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得以資遣，或因組織精簡而需資遣專

規定，經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慰助金為學校法人主管機關重新組

任職員工時，應比照勞工發給資遣慰助金
。其中最後在職薪給部分，教師薪給依教

織董事會後，由本基金墊付者，每人最高以
發給六個月最後在職薪給或薪資為限。

師待遇條例第四條第六款包括本薪（年功
薪）及加給合計之給與；職員工薪資為全

經資遣或離職之教職員工，仍有意願繼
續工作者，得運用學校主管機關建立之轉職

月薪（工）資，均為最後在職當月標準計
支。

媒合機制；其他學校以專任方式聘任該教職
員工者，學校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

二、另部分教職員工雖符合退休條件，然依其
人生規劃可能還未到退休年紀，而是配合
學校停辦不得不提早退休，甚至尚不符合
退休或資遣規定而需離職。爰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明定對退休或離職資格之教職
員工應依其職級、薪資、在校服務年資、
距離屆齡退休時間等因素，訂定相關退休
或離職慰助金發放辦法。
三、倘教職員工之慰助金係由本基金墊付，考
量各校之公帄性及本基金之負擔，於第二
項明定每人最高以發給六個月最後在職薪
給或薪資為限。
四、第三項明定經資遣或離職之教職員工，得
運用學校主管機關建立之轉職媒合機制，
包括職缺公告、轉職諮詢、第二專長培訓
等服務。另為鼓勵其他學校以專任職缺聘
用上開人員，明定學校主管機關得酌予補
助相關經費。而高級中等學校遭資遣之教

委 263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職員工可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選
聘網」尋找合適職缺。。
第十一條 （為保障在校生受教權益）
退場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後，於停辦時仍

一、退場學校經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全部招生後
，在停辦前仍頇持續正常開課，因此以大

在校之學生，應由學校主管機關分發至其他
學校繼續尌讀。

學部學生為例，假設一百一十年三月命學
校在一百一十學年度起停招，當學年度結

前項分發學校選定原則、分發方式、學
分抵免、畢業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束時停辦，一零九學年度時的四年級及三
年級學生應可順利在原校畢業，一年級及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年級學生（一百一十學年度時分別為二
年級及三年級）則由主管機關分發至其他
學校繼續尌讀，以確保學生尌學權益，包
括補助學生因轉校安置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如：學生之雜費、住宿費、交通補助及
其他相關費用）及協助事項。
如有因家境清寒、弱勢及需要尌近照顧家
庭，或科系特殊無法轉學等等原因希望原
地尌讀至畢業等，應尊重學生意願，專案
提報學校相關會議討論議處，不得強迫、
引誘學生違反其意願轉學或離校。
二、第二項明定分發學校選定原則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檔案保存規定）

學校停辦後，已無足夠人力保管學生學籍資料

經審議會認定之退場學校，應立即將學
生學籍資料、教職員工人事資料、學校財產

等應永久保存資料，因此應交由學校主管機關
指定之學校繼續保存，以利未來畢業生申請補

清冊、財務表冊等應永久保存之資料，交由
學校主管機關指定之學校繼續保存。

發畢業證書等事項之辦理。

前項保存所需之費用，由本基金支付。
第十三條

（教職員工權益之保障）

明定學校法人於清算時，所積欠教職員工之薪

學校法人於清算時，其所積欠教職員工
之薪資、依教職員工適用法規應負擔之保險

資、依公教人員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應負擔
之保險費及超額年金、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

費、超額年金、退撫、離職、資遣儲金及退
休金，其受償順序應優先於普通債權及無擔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規定應負
擔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儲金、依勞工退

保之優先債權。

休金條例規定應負擔之退休金，受償順序優先
於普通債權及無擔保之優先債權。

第十四條 （學校解散清算後之相關規定）
學校法人董事會決議解散清算後賸餘財

依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學校法人於
捐助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

產捐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
所設公立學校者，原依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

地地方政府所有者，於受贈土地時始准免徵土
地增值稅，倘其變更捐助章程之賸餘財產歸屬

之一規定受贈土地者，其應追補之土地增值
稅，於本基金、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

對象，即與該條規定不符，應追補原免徵之稅
款。爰規定解散清算後剩餘財產捐贈本基金、

所設公立學校受贈該土地時繳納。

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所設公立學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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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移轉時，其應追補之土地增值稅，由本基
金、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所設公立學校
繳納。
第十五條

（本條例基金存續與賸餘財產處理

一、少子女化不會永遠持續，政府妥當施政以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起，屆滿三年而失其

及加強國際與境外移動，根據教育部統計
一百二十學年度學生人數日升，本條例具

效力。如有必要，立法院得延長之。
本基金清理前項期間內，學校退場所發

有「限制法」之性質，環境變化如有需要
，立法院得再延長之。

生之債權債務事項，存續至本基金任務完成
為止，不受前項期間之限制。

二、學校具有公共性，其財產或營運經費來自
基於興學之私人捐助，退場學校一經解散

本基金於完全清理前項債權債務事項後
，尚有賸餘財產時，應移轉予私立學校法第

清算並償還所有債務後，倘若基金仍有剩
餘財產時，應移轉於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

六十二條設置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不適用私立學校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

學基金會，挹注協助私立學校發展，以符
憲法獎勵私人興學之精神。

）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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