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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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7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奕華、鄭正鈐等 17 人，有鑒於國民教育法自民國
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施行以來，歷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五年六月一日修正公布。然，近年來，
教育現場亦多有變化，舊法恐無法處理現有需求。如無國籍
學生入學需求、教科用書審定議題、國民教育課程及教學輔
導團法制化議題、主任介聘議題及教學正常化議題等，若不
即刻修法，影響教育現場運作甚鉅。爰擬具「國民教育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因應國民教育發展需求。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增訂無國籍學生進入學校就學相關事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教科用書審定相關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二
）
三、增訂國民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之成立及相關事項授權之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得組成任務
編組之組織，推動學生輔導諮商、科技及資訊教育、特殊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或其他相關
教育事項（修正條文第八條之四）
四、增訂主任得採介聘方式進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增訂學校違反常態編班規定之處理，及地方主管機關得訂定其相關事項補充規定；增訂授
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督導學校教學正常化之自治法規。（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提案人：林奕華

鄭正鈐

連署人：吳斯懷

李德維

陳雪生

林德福

曾銘宗

費鴻泰

林文瑞

萬美玲

葉毓蘭

賴士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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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婉汝

翁重鈞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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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六條

六歲之學齡兒童，由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六歲之學齡兒童，由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有關「直

戶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

戶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按學區

轄市、縣（市）政府」之文
字修正為「直轄市、縣（市

學區分發，並由鄉、鎮（市
）、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

分發，並由鄉、鎮（市）、
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學。

）主管機關」。另第四項有
關學籍管理之辦法，係由直

學。
國民小學當年度畢業生

國民小學當年度畢業生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
定為其自治法規，爰配合一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按學區分發入國民中學

按學區分發入國民中學。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

併修正。
二、另，兩公約明確規範應國

。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

子女、僑生及外國學生進入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就學，

家對所有兒童提供必要保護
措施，不因任何因素予以歧

子女、僑生、外國學生及無
國籍學生進入國民小學、國

其資格、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視。因教育現場，常有有無
國籍學生之入學需求，考量

民中學就學；其資格、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學籍資料，應以書面或電

其就學權益，爰修正第三項
，增列無國籍學生之文字。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子方式切實記錄，永久保存
並依法使用；其學籍管理辦

生學籍資料，應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切實記錄，永久保存

法，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定之。

並依法使用；其學籍管理之
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之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

第八條之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一、修正條文第一項由現行第

中學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
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

中學之教科圖書，由教育部
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教

一項前段移列修正，另參考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

央主管機關編定之。
學校教科用書由國家教

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
課程專家、教師及教育行政

第一項規定，定明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編輯單

育研究院審定；審定組織之
組成與運作、申請教科用書

機關代表等組成。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其組織

位。
二、修正條文第二項由現行條

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
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

由教育部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

文第一項後段移列修正。為
符合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

、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
印製規格、教科用書修訂、

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
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性之原則，經參考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

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
，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
科用書應由各校公開選用；

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資格
、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

其選用規定，由學校訂定，

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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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
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
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且實務上，國民中小
學教科圖書審查事項目前由
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國家教育
研究院辦理，為統一相關業
務執行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
等學校教科用書之審定作業
，爰將修正條文第二項有關
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之審定
機關，由現行中央主管機關
修正為國家教育研究院，並
定明教科用書審定相關事項
之授權規定。
三、修正條文第三項由現行條
文第二項移列修正，定明教
科用書選用單位為學校，由
學校本於教育專業及切合學
生需求進行選書，並訂定選
用規定辦理，避免行政機關
或各地方政治因素直接或間
接介入、干預而影響教師專
業自主與學生多元學習權利
。

第八條之四 各級主管機關得
商借公立學校教師組成任務

一、本條新增。
二、查地方主管機關為推動國

編組性質、具專業自主性之
課程及教學輔導團；其任務

民教育之政策及課程與教學
相關事項，現行以成立任務

如下：
一、協助宣導並落實課程及

編組性質、具專業自主性之
輔導團方式，以領域或議題

教學相關政策。
二、統籌建置所屬學習領域

劃分為主，定期到校協助教
師進行教學工作、督導學校

及議題輔導資源，成為支
援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之

教學事務；在中央主管機關
則成立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

有效系統。
三、協助學校發展課程，提

諮詢教師團隊作為中央層級
之課程與教學推動組織，協

供教師課程與教學諮詢及
輔導，以落實國民教育之

助國民教育階段課程及教學
政策之推展，並輔導地方政

實施。
四、研究發展創新教學方法

府國民教育輔導團發揮功能
，以期有效提升國民教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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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積極進行教學
研究，增進教學效能。

質，爰增訂第一項。
三、為利推動各項國民教育業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商借公立學校教師組

務，現行部分地方主管機關
除依法設有相關任務編組（

成任務編組之組織，推動學
生輔導諮商、科技與資訊教

如依學生輔導法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育、特殊教育、原住民族教
育及其他相關教育事項。

主管機關設立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

前二項任務編組之組織
、運作及教師資格、遴選、

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六條
所建立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

商借、培訓、獎勵、津貼、
年資採計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網絡，為協助辦理特殊教育
相關事項所設之特殊教育資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源中心；依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十九條，設立原住民族教
育資源中心；依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十九條第
二項，設立任務編組性質之
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外，另
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教育現
場資訊及數位化需求，多秉
權責主動成立「教育網路中
心」等任務編組。審酌教育
現場配合實務需求而有必要
設置各項任務編組，其相關
組成規定確有必要明列，爰
增列第二項得商借公立學校
教師組成任務編組之規定，
同時與第一項輔導團予以明
確區隔，避免混淆。
四、第一項規定課程與教學輔
導團及第二項規定之組織，
因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
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
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
訂）定自治法規並執行之權
限，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四六
七號及第五二七號解釋在案
，爰各地方政府得就其財政
狀況秉權責將其設為任務編
組或常設單位。為因應第一
項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及第二
項組織，其組織、運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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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遴選、商借、培訓、獎
勵、津貼、年資採計及其他
相關事項，為規範其辦理程
序與方式，並保障相關人員
權益，以避免教育政策實踐
產生落差，或因教育人員素
質不一致，致難以貫徹相關
教育政策及實行地方教育多
元特色，爰增列第三項規定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事項之辦法。
第十條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一、第一項參考高級中等教育

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校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第十條

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校

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修正有關由設立學校之各級

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
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

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
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

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校務會議
相關事項規定之範圍。另配

、職工代表組成之；其成員
之人數、比率、產生及議決

、職工代表組成之。其成員
比例由設立學校之各級主管

合整體文字體例，將「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修正為「主

方式，由設立學校之各級主
管機關定之。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管機關」。
二、修正第二項，增訂有關主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視規模大小，酌設教務處、

視規模大小，酌設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總務處或教導

任得採介聘方式進用，以配
合教學現場所需及人力調度

學生事務處、總務處或教導
處、總務處，各置主任一人

處、總務處，各置主任一人
及職員若干人。主任由校長

彈性。另學校進用主任及遴
用職員，係於事後報直轄市

及職員若干人。主任由校長
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並得

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職員
由校長遴用，均應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知悉，
其性質係屬「備查」，爰將

採介聘方式進用，職員由校
長遴用，均應報直轄市或縣

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備。

「核備」之文字修正為「備
查」，並將「主管教育行政

（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主任介聘相關事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
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

機關」修正為「主管機關」
。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
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

三、為確保教育現場擔任主任
者之行政能力，同時滿足教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
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

熱忱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
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

育現場進用主任需求，爰增
訂第三項有關公立學校主任

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
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

為原則。
前項專任輔導教師員額

介聘之授權辦法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至第十項

熱忱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
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

編制如下：
一、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上

，項次遞移為四項至第十一
項，除修正條文第八項及第

為原則。
前項專任輔導教師員額

者，置一人。
二、國民中學每校置一人，

九項，配合文字體例將「教
育部」、「直轄市、縣（市

編制如下：
一、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上

二十一班以上者，增置一
人。

）政府」修正為「中央主管
機關」、「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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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置一人。
二、國民中學每校置一人，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於

二十一班以上者，增置一
人。

五年內逐年完成設置。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於

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

五年內逐年完成設置。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

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
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

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

導人員一人。
直轄市、縣（市）政府

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
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

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視
實際需要統籌調派之；其所

導人員一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

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數
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一人

機關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視實際需要統籌調派之；

，二十一校至四十校者，置
二人，四十一校以上者以此

其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校數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

類推。
前二項專任專業輔導人

一人，二十一校至四十校者
，置二人，四十一校以上者

員設置所需經費，由教育部
視實際需要補助之；其人員

以此類推。
前二項專任專業輔導人

之資格、設置、實施方式、
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員設置所需經費，由中央主
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補助之；

，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後定之。

其人員之資格、設置、實施
方式、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
設人事及主計單位。規模較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小未設專責單位之公立學校
，得由直轄市、縣（市）人

關後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

事及主計主管機關（構）指
派所屬機關（構）、學校之

設人事及主計單位。規模較
小未設專責單位之公立學校

專任人事、主計人員或經有
關機關辦理相關訓練合格之

，得由直轄市、縣（市）人
事及主計主管機關（構）指

職員兼任之；其員額編制標
準，依有關法令之規定。

派所屬機關（構）、學校之
專任人事、主計人員或經有

前項職員不包括護理人

）主管機關」，其餘未修正
。

員。

關機關辦理相關訓練合格之
職員兼任之；其員額編制標
準，依有關法令之規定。
前項職員不包括護理人
員。
第十二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第十二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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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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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採小班制為原則，每
班置導師一人，學校規模較

學，以採小班制為原則，每
班置導師一人，學校規模較

另為對違反常態編班之學校
予以必要之處理，以促其改

小者，得酌予增加教師員額
；其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

小者，得酌予增加教師員額
；其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

善，爰修正條文第二項增列
違反規定之處理及其他相關

編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編制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

事項之授權依據，地方主管
機關並得訂定補充規定，報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
年級應實施常態編班；為兼

年級應實施常態編班；為兼
顧學生適性發展之需要，得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條主管機關及

顧學生適性發展之需要，得
實施分組學習；其編班與分

實施分組學習；其編班及分
組學習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七條學校簡稱，酌作文字
修正。

組學習、違反規定之處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

。

二、為促使學校教學正常化，
爰增訂修正條文第三項，規

央主管機關定之；地方主管
機關得依準則，訂定補充規

定學校之督導及視導機制，
其與修正條文第八條之四所

定，報教育部備查。
地方主管機關為落實學

指「具專業自主性之課程及
教學輔導團」著重於協助教

校正常教學，應建立督導機
制，指派督導人員實地視導

師進行課程發展及教學研究
之性質較為不同，而係偏向

；其督導方式、範圍、獎懲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

行政督導機制之作為。另鑑
於地方主管機關之員工給與

，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事項（編制內公務人員部分
），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及相關中央法規辦理，是
以第三項規定所稱「獎懲」
，倘涉及「待遇」部分，則
不得逕由地方主管機關納入
地方自治法規規範。另審酌
教學正常化係屬中央主管機
關重大政策，且為教育核心
價值，爰地方行政機關確要
必要將相關督導機制之規範
位階提高至自治法規，併予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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