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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1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3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范雲、林宜瑾、吳思瑤等 16 人，鑑於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 784 號解釋略以「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
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
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
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明示保障各級學校
學生受公權力侵害時完整之救濟權。惟現行《高級中等教育
法》未定有不服申訴決定之救濟程序，且現行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相關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造成申訴及救濟程序
各地、各校不盡相同，機制亦不友善，致使學生申訴權益受
損，有違憲法平等權及前開釋字 784 號解釋之意旨。又考量
目前高中校務會議中學生代表比率過低且缺乏保障，學生意
見發聲困難，校內民主難以落實。爰擬具「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二十五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保障學生完整
救濟及參與校務決策之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84 號解釋明確保障各級學校學生受公權力侵害時完整之救濟權
，相關學生行政救濟之法律不足應隨之修正。查現行《高級中等教育法》缺少學生再申訴
機制，各地各校之申訴機制也多有不同，且屢發生不夠公正專業及對學生不友善之爭議，
致使學生權益受損，有違憲法平等權及釋字 784 號解釋之意旨。為解決上述問題，並簡化
學生提起行政訴訟前之行政救濟程序，爰修正本法第五十四條，以完善高中學生之救濟權
利。
二、高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涉及學生權益，然會議內學生代表常僅有一至三席，比
率極低，加上學生在學校處於權力不對等之處境，學生意見發聲困難，校內民主難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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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育部業於 109 年 7 月函請各校，建議各校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所占比率，不少於
會議組織成員總人數百分之八；爰增訂於本法第二十五條，以保障學生參與權利，推動校
園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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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五條

條

文

高級中等學校設

現

行

第二十五條

條

文

說

明

高級中等學校設

一、高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

大事項，涉及學生權益。高
中生已具備知識與思辨能力

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

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

，為實踐校園民主，應明定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率，以

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保障學生參與權利，以及校
園政策擬定推動之民主化。

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

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

二、目前高中校務會議內，學
生代表常僅有一至三席，比

議議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

議議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

率極低，復以學生在學校處
於權力不對等之處境，學生

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
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家長

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
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家長

意見發聲困難，校內民主難
以真正落實，實有修法提高

會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數

會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數

學生代表比率之必要。
三、《大學法》第十五條明定

、比率、產生及議決方式，
由各校定之，任一性別成員

、比例、產生及議決方式，
由各校定之，並報各該主管

校務會議中，學生代表人數
不得低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

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
之一；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

機關備查。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

之一。教育部參酌此比率，
業於 109 年 7 月函請各校，

於成員總數百分之八，並報
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經校務會議代表五分

建議各校校務會議之學生代
表所占比率，不少於會議組

前項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比率計算，遇有小數點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
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

織成員總人數百分之八，爰
明定此比率於本條文。

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
數計算。

召開之。

四、考量百分之八比率計算後
可能產生之小數點爭議，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
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

明定其應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

一次；經校務會議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

五、依循性別主流化政策，校
務會議中任一性別比例應不

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
召開之。

得少於三分之一，爰明定於
本條文。

第五十四條 學生權益之救濟
，依本法所定申訴、再申訴

第五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應
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

一、為完善學生再申訴之救濟
權利，及簡化學生提起行政

程序行之。
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對

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不服
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

訴訟前之行政救濟程序，爰
明定學生於向學校提起申訴

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
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

後，得向主管機關提起再申
訴，再申訴後即得提起行政

其權益者，得以書面或口頭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應包

訴訟，免除需經訴願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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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校提出申訴；申訴人不
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各該

括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
學生會代表；其申訴範圍、

。此同時可避免學校難以釐
清申訴事由是否屬於「行政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其提
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

期限、委員會組成、評議方
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

處分」、能否符合《訴願法
》規範之實務問題。

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
受理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
管機關定之。

二、鑑於學生和學校、老師、
職員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並通知申訴人。
高級中等學校應設學生

學校受理第五十二條及
前二項之懲處或申訴事件時

應有更友善學生之申訴機制
，爰參照《勞動基準法施行

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會之
組成應包括經選舉產生之學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
之原則，給予受懲處人或申

細則》第四十六條之規定「
申訴得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任一
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
機會。

，增訂口頭申訴方式。口頭
申訴方式應於相關辦法中敘

總數三分之一，並應聘兒童
權利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
當方式告知受懲處人或申訴

明，例如明定口頭方式透過
既有逕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

民間團體代表或實務工作者
至少一人；各該主管機關應

人各該評議決定及不服該決
定之相關救濟程序。

陳情方式，將現有協助擬定
之陳情說明轉為協助擬定申

設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會，
其中兒童權利相關領域之專

訴書，再將申訴書移送於該
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回

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或實
務工作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歸原有申訴程序辦理。為避
免造成雙軌或公正性等爭議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其申

，相關辦法中並應明訂需經
當事人確認同意或附上逐字

訴範圍、再申訴範圍、期限
、委員會組成、調查成員及

稿對照等注意事項。
三、學生申訴或再申訴案件常

方式、評議方式、評議結果
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高度涉及兒童權利與學生權
利，故申評會內應有兒童權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受理第五十二條及

利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代表或實務工作者，

前二項之懲處或申訴事件時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

爰於第三項內增訂，高級中
等學校之申評會內至少一人

之原則，給予受懲處人或申
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

，各級主管機關之申評會內
至少二分之一。

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

四、依循性別主流化政策，校
務會議中任一性別比例應不

當方式告知受懲處人或申訴
人各該評議決定及不服該決

得少於三分之一，爰明定於
第三項。

定之相關救濟程序。
原懲處、措施或決議性

五、目前申訴調查程序，包含
調查成員及方式、應注意事

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
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

項、利益迴避等，皆無明確
規定，造成各校調查方式皆

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行
政訴訟。

不同且公正性屢遭質疑，故
於第三項中增列「調查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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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式」，規定由中央明定
之。
六、現行申評會相關辦法，交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造成
實務上各地、各校之申訴機
制不盡相同，影響學生申訴
權益。權利救濟是保障權利
的基礎，相關法規應全國一
致，學生申訴機制並無因地
制宜之必要，亦不應因地區
差異而不同，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一定之，爰修正第三
項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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