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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145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鑒於現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有關實驗教育學校停招與停辦之程序規範密度不足，且並
未置有裁罰規定，致使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學校若任意停辦
或停招，主管機關缺乏有效輔導及管制手段。為保障實驗教
育學校之學生、家長、參與實驗教育人員、教學人員及職員
等之權益，促進多元教育，爰提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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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為保障參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及家長之資訊知情權，爰規範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辦學者，將審議通過之實驗教育計畫書，於去除個人資料後，登載至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臺網站，供有意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獲悉充分資訊俾利判斷（
修正草案第八條）。
二、增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停辦、停招，學校校長及計畫主持人應踐行之法定程序，提前於學
年度開始一年前，邀集主管機關代表、利害關係人等召開說明會議，擬定配套方案確保學生
受教權益、教職員工作權益，並報請主管機關送審議會決議（修正草案第十三條）。
三、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停辦、停招違反本條例，或其配套方案辦理不善，致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
事，經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明訂相關罰則（修正草案第十九條）。
四、明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停辦或停招後，應定期追蹤、監督辦學單位有無落實與學生、家長、教
職員等利害關係人協調擬定之配套方案（修正草案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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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八條

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

現

行

條

文

第八條

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

說

明

一、第一項未修正。

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量下
列因素：

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量下
列因素：

二、實驗教育奠基於學生、教
師、家長、學校及社區等相

一、保障學生學習權與落實
家長及學生教育選擇權。

一、保障學生學習權與落實
家長及學生教育選擇權。

關人員之共識。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負責人，及其計畫主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
行性，並應符合第三條第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及可
行性，並應符合第三條第

持人應於實驗教育計畫書及
說明會上，與地方教育主管

二項規定。
三、預期成效。

二項規定。
三、預期成效。

機關審議單位、學生及家長
建立共識，擁有共同圖像，

申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之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

立基於誠信及資訊對等。現
行雖可透過招生簡章初步知

利之私法人，應至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臺登

悉該辦學單位之實驗教育理
念、目的、方式、內容、教

載審議通過之實驗教育計畫
書。

學資源、師資、收退費規定
等，惟實務上仍有辦學單位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督導辦理前項所規定

未將前揭資訊公開透明，衍
生招生簡章與計畫書內容顯

之事項。
第二項登載資訊，除涉

不相符之情事，影響學生及
家長權益甚鉅。

及個人資料外，得提供查詢
。

三、為保障參與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學生及家長之資訊知情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項
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

權，爰於第二項至第五項新
增，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應督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
料之保有、處理及利用等事

導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學者
，將審議通過之實驗教育計

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規定為之。

畫書，於去除個人資料後，
登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公開系統平臺網站，供有意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家長
獲悉充分資訊俾利判斷。

第十三條

實驗教育計畫經主

第十三條

實驗教育計畫經主

一、第一項未修正。

管機關許可後，計畫主持人
及學校校長以不變更為原則

管機關許可後，計畫主持人
及學校校長以不變更為原則

二、第二項增列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申請停辦、停招，校方

；計畫內容有變更之必要時
，計畫主持人應於學年度開

；計畫內容有變更之必要時
，計畫主持人應於學年度開

及計畫主持人應提前踐行之
法定程序，應於學年度開始

始六個月前，報各該主管機
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始六個月前，報各該主管機
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一年前，邀集主管機關代表
、利害關係人等召開說明會

過後，由主管機關同意變更

過後，由主管機關同意變更

議，擬定配套方案確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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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

受教權益、教職員工作權益
，並報請主管機關送審議會

停辦、停招，學校校長及計
畫主持人應於學年度開始一

決議。
三、停辦係指學校型態實驗教

年前，邀集主管機關代表、
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工召開

育，於計畫期程中途欲停止
辦學，或不再提出續辦計畫

說明會議擬定配套方案，報
各該主管機關送實驗教育審

。停招係指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於計畫期程中決定不再

議會決議；審議會之決議，
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招生。

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第十九條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

第十九條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若私立實驗教育學校未事

、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
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

、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
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

先與學生、家長等相關人取
得共識，即單方面公告停辦

事時，各該主管機關應採取
下列全部或部分措施：

事時，各該主管機關應採取
下列全部或部分措施：

、停招，而未報請主管機關
送審議會決議，或未依約落

一、輔導。
二、糾正。

一、輔導。
二、糾正。

實停辦、停招後之配套方案
，導致影響學生權益者，參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生人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生人

酌《私立學校法》之體例，
爰於第四項新增罰則，避免

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畫。

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畫。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不當情事
之發生。

各該主管機關對私立實
驗教育學校採取前項第四款

各該主管機關對私立實
驗教育學校採取前項第四款

或第五款之措施前，應先提
請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並

或第五款之措施前，應先提
請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並

對就讀學生採取必要之補救
措施。

對就讀學生採取必要之補救
措施。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
不續辦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
不續辦之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其為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
校改制者，廢止其改制許可

，其為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
校改制者，廢止其改制許可

，恢復原有辦學型態；其為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

，恢復原有辦學型態；其為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

法人設立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法人設立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停
辦、停招違反本條例，或其
配套方案辦理不善，致有影
響學生權益之情事者，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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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之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

第二十條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之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保障參與實驗教育學生

續辦時，應依學生意願留校
或輔導轉學，必要時得由各

續辦時，應依學生意願留校
或輔導轉學，必要時得由各

及家長權益，爰新增第二項
，明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停

該主管機關分發學生至其他
學校。

該主管機關分發學生至其他
學校。

辦或停招後，應定期追蹤、
監督辦學單位有無落實本修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實驗教育審議會決議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
之私法人依法解散時，各該

正草案第十三條第二項與利
害關係人協調擬定之配套方

停辦或停招後，應定期監督
並確保學校落實配套方案。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私立實驗
教育學校之許可。

案。原條文第二項配合移列
第三項。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
之私法人依法解散時，各該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私立實驗
教育學校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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