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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皆在研究因少子女化而必須裁枝、併班或學區調整等，而產生之超額

教師介聘問題，分析超額教師產生原因和影響因素外，主要通過法學角度探討

超額教師之法律性質、學校枝務會議與教師評審委員會對超額教師決定之權限

與影響。本文分析認為學校對超額教師之決定，你為一行政處分，且排除過用

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 3項第6款、第7款之適用，故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對象、類

型及定義內涵而言，學校決定超額教師之機制與程序，應過用行政程序法之規

範，以落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關鍵詞:超額教師、正當法律程序、枝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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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中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trend of low natality that

curtailing and combining schools or school district吋ustmented， which arising from the issue of

the transfer of su中Ius teachers. Analysing the causes and factors of surplus teachers by the view

of educat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surplus teachers and the

decisions and influence of the school council and teacher evaluation and review committee for the

surplus teach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cision of s叮plus teachers in school is an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which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3, paragraph 3 of the application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o,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applic油Ie 0吋ect

types and definitions content, the school decided to surplus teachers of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shall apply to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tandards,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of Law.

Keywords: surplus teachers, due process of law, school council, teacher evaluation and review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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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目。首

民國 100年屏東縣國小超額教師達 86

人、國中有39人，為優先安置超額教師和避

免再產生超額問題，縣府已決定該年度不

辦理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師甄試(翁禎霞，

民100 )。屏東縣教育處亦估計全縣還有 100

多個國中正式教師缺額，但預估到民國 104

年，所有缺額將會用盡，如果再增聘新教

師，屆時缺額問題將更嚴重(翁禎霞，民

100)。觀察我們歷來教育體制，有學者認

為我國的中小學教育行政，傳統上具濃厚的

中央化色彩，但透過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

法和地方制度法等修訂或制定後，逐漸有地

方分權之趨勢，是以，當前較佳的策略，應

由中央立法或修改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教育法

律，採間接性策略調整中央、地方和學校問

的權力結構關係，授予學校更多的自主權，

方為適當(黃嘉雄，民 90 )。

安此，觀察現行國民中小學的超額教

師介聘處理規定，從法條脈絡分析，按憲法

第 108條規定，教育制度係由中央立法並執

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超額教師介聘

之主要法源乃依據教師法第 15條: r 因系、

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

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仍願繼

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

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現職工作不適

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

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

作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

遣。」由各地方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

訂之，依教師法第 15條做為法源依據後，即

自行訂定超額教師介聘規定，做為地方政府

對超額教師管轄之依據，而超額教師之產

生，係透過地方政府頒定之規定，或地方政

府授權予學校校務會議自行訂定規定，學校

再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超額教師人選，

因此研究學校內部組織對超額教師之決定機

制與影響，乃本文主要之核心議題。此外，

整理現行各縣市超額教師介聘規定，發現有

部分縣市已意識到高級中等學校超額教師的

問題，將高級中學與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之

介聘規定共同訂之，例如:臺北市、基隆

市、嘉義縣、花蓮縣等。本文認為，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之權利義務，皆一體適用教

師法之規範，是以，超額教師之決定機制，

亦應有共通處可做探討、分析。本文以下將

針對校內決定超額教師之運作機制分析後，

透過法律定性後，來檢視學校對超額教師決

定時，須注意之程序事項，以避免對超額教

師之工作權益產生侵害。

貳、超額教師之類型與制

度

一、定義

按現行中小學超額教師介聘規定，可發

現有兩類超額教師成因。其一係指學校因裁

併校、減班、停辦、解散等原因，各校依地

方政府財政能力調整師生比例員額編制，再

扣除於該年度 8月 1 日退休、辭職、資遣、遷

調及其他異動人員之現有編制內合格教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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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仍超出法定編制員標準的教師，即稱超

額教師。此外，如「新北市所屬國民中小學

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

可見男一類超額教師成因係為學生人數過

多，使得學校硬體設施不足，以致採行男設

新校，或重新劃分學區之方式，而使得學校

發生減班之情形，因此產生超額教師。且由

於學生自然移撥，因此原校教師即依移撥班

級數計算編制員額後亦隨同移撥。愛此，超

額教師之定義與成因非僅從單一面向即可完

整詮釋。

二、超額教師介聘制度之實

施

中小學超額教師員額之法令依據為「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

制準則 J '當教師員額超出法定編制員額

時，即產生超額教師，以國中為例，每減少

1班，就要縮編2名教師;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員額規定，國立學校依「國立高級中學組織

規程及員額編制擬定暨審查原則」、「國立

職業學校組織員額設置基準 J '各縣(市)

立高級中等學校按「高級中學法」第20條規

定訂定，每減少1班，就須縮編2名教師。質

言之，公立學校合格編制內教師雖然在身份

及工作權利義務上已受「教師法」之保障與

規範，然受少子女化、減班之影響，導致原

校教師編制員額過剩，使得超額教師面臨必

須介聘他校之命運，或甚至依「教師法」第

15條規定若介聘不成功或無介聘職缺時，意

即無適當職缺可調整者，得依法資遣。

此外，超額教師介聘之時程，優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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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之教師介聘(縣內介聘、縣外介

聘) ，且介聘地區範圍以該縣市內之學校缺

額為選擇標的。至於現行超額介聘運作程序

上，地方政府係依「教師法」第15條做為超

額介聘法源依據，頒定超額教師介聘處理要

點(或稱作業原則)為框架性規範，再授權

給學校透過校務會議和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

之。學校校務會議制定相關評定該校超額教

師之內部、細節性規定，例如評定超額教師

積分項目和給分比例等，各該教師再依此計

算積分後，由積分數最低之教師為該年度之

超額教師，程序上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過決議後，再由學校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確定提報該名超額教師。而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也會向縣市內之其他學校，詢問是否有編

制缺額可以開出，以利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協調和安置超額教師之去處。

參、超額教師之工作權益

內涵與影響

一、教師工作權益與行政處

分

我國現行對教師工作權益影響之判斷，

在實務上已逐漸認為係一行政處分，真體可

見於「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 J '將教師與學校間之聘任

關係與行政行為形式的實務見解做一致性之

規定，認為以往公立學校評定教師之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行為，皆認為此乃內部

行為措施，僅得以提起申訴、再申訴，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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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師法」第14-1條規定，在未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本其監督之職責而為核准前，乃

屬學校之內部行為，意即學校教評會對教師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法律效力，必須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始生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之法律效力，此才為行政處分，即此

一行為始對外直接發生公法上效果。雖然學

校對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作成非為

行政處分，但依「教師法」第29至33條之規

定，教師仍可因權益受侵害，而向地方政府

和中央提起申訴與再申訴之救濟，唯針對學

校內部行為不可提起行政訴訟，須以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之核准為訴訟標的。

依最高行政法院98年聯席會議作出實務

法院判決觀點之新決議後，對於學校教評會

做出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為乃改為「行

政處分 J '可依此向學校提起行政訴訟。因

認為該公立學校依法律明文規定之要件、程

序及法定方式，乃有利於「機關」之地位，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得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

質，因此公立學校教師得對法定生效要件尚

未成就之不利益行政處分提起申訴、再申訴

或訴願、行政訴訟以資救濟，且因其具有行

政處分之性質，自無限制須俟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法定生效要件成就後始得提起行政

救濟之理。執此，公立學校教師對生效要件

尚未成就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分所進行

之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即不生單獨對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之核准始得進行行政救濟。

安此，從實務判決見解可發現我國教師

權利發展上，非適用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之觀點和判斷標準。在法治國原則之下，涉

及基本權利之行為，亦應有法律依據，個人

權利應受合目的與合法之限制，且國會不應

放棄制定法律之任務，聽任行政機關裁量，

而法律亦不可規範一切細節，應判斷何者具

有重要性，並交由法律規定之，亦應許可當

事人提起行政爭訟(吳庚，民99) 。

綜上，因應社會變遷，公立學校教師

與學校之關係應有新定位，以往特別權力關

係理論盛行之年代，學者普遍認為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或學校對教師有概括命令之授權，

而教師也有高度服從之義務，但經過「基

礎關係」與「經營關係」理論l 及「重要性

理論 J 2 (法治斌、董保城，民99 )之引進

後，叉民國84年教師法施行，確立公教分途

原則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任用

方式皆為聘任制，意即教師與學校間之法律

關係轉變為「契約關係 J '顯示公立學校教

師與學校間再也不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下之一

環，且行政法院實務上已普遍主張公立學校

教師聘約性質係行政契約，認為公立學校教

師遭受身分變更時，係公法上之爭議，亦得

提起行政訴訟，更不限待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之核准始得提起行政救濟(吳志光，民

99) 。愛此，若本文探討之校內決定超額教

師之機制、程序及結果若產生爭議時，則應

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待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始得提出救濟程序，故對教師工作

權益之保障，可謂有更完善且即時之保障。

二、學校機制對超額教師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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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將教師聘任之人事

權交由各校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得以

決議之，其發展潮流及考量因素，乃符合

「學校本位管理」之理念，而有權力下放之

趨勢。張明輝(民88 )認為，學校本位管理

是將學區委員會或教育局長權力授權至學校

層級，就參與的內涵而言，有預算、人事、

課程、教學及學校行政運作等。林新發(民

87)認為，學校本位管理的意義，係教育行

政機關將與學校相關的事務授權由學校層級

自主作決定，作決定的過程是由學校相關人

員共同參與，並由學校擔負績效責任，並可

歸納出「學校本位管理」的特色在於權力結

構分權化、參與分享決定過程、授權決定的

範圍包含學校發展的核心事項。因此，現行

將超額教師之決定方式，由中央授權給地方

政府，再由地方政府授權給各校，透過校務

會議和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這種強調民主

式、教育專業考量、學校本位管理之參與決

定模式，也使得學校的各種委員會能擁有更

大的自主權和決定權，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則居於輔導及協調地位。

每學年下半年度開始，各地方政府教

育主管機關、學校即開始準備提報或統整各

校教師缺額，以作為現職教師介聘、教師甄

選，以及公費生分發等作業之準備。因此，

教師編制員額除隨著學生人數比例計算外，

各校可自由決定是否控管教師員額，此舉為

該校是否產生超額教師之決定性因素。質言

之，由學校校務會議和教評會審理和決議超

額教師之機制，經常容易產生爭議如:各校

對積分比例計算方式不一，而尤具爭議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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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人事評定分數之權限與比例，以及年

資、行政、研習等積分及比例爭議。但若無

適度授權給學校自行決定，則叉有違反學校

本位管理之權力下放之意冒。受此，針對校

內程序對決定超額教師人選之影響，不禁讓

本文思考校務會議和教師評審委員會除依學

校本位管理之理論外，於法源依據上，是否

有足夠之法律授權，其程序之執行，是否適

用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得以規範之?各校超額

教師之人選決定，叉是否會影響教師工作之

權益?上述各項教師權益及程序保障之問

題，為本文關注之核心問題，至於在法治國

原則對人民權益保障制度中，實體上對超額

教師工作權益保障之內涵，以及中央與地方

於超額教師介聘規定之權限等問題，亦為探

討超額教師工作權益之重要議題，然限於篇

幅，故先不在此深究。

肆、處理超額教師之行政

程序及教師聘任關係

之變動

一、處理超額教師之行政程

序

教師法對教師工作聘約之保障，除有

違反教師法第14條各款不得聘任及不適任教

師之事項，始得對聘任之教師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換言之，原則上若無上述情事，

則依教師法第13條規定，教師聘任通過教評

會審查後，即可繼續聘任。那麼，本文不禁

試問，超額教師叉以何種形式與原校聘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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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終止?按教師法規定除教師有不適任之情

事，學校教評會才得以對教師進行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行政處分，而超額與不適任為兩

個完全不同之問題，更不得將超額教師作為

不適任教師處理。是以，在超額教師與原校

間之聘任關係終止上，必定不能採取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措施來做終止聘任

關係，且教評會乃學校內部單位，非獨立之

機關，無獨立以自己名義作成行政處分之權

限，因此有關教評會之決議有作成行政處分

之必要時，應以學校名義為之(程明修，民

94)。愛此，本文認為教評會以學校名義對

超額教師人選作成決議，無論是否為書面通

知或口頭通知，亦皆屬行政處分之一種，蓋

此一決議之效力即對該名教師對其發生工作

權益之重大影響，因在此一決議通知後，該

名教師乃成為超額教師，面臨必須被超額至

他校，或甚至是資遣之狀況。質言之，若超

額教師對決議有疑義或認有不公時，則應可

於此一程序提起教師申訴救濟程序，此觀點

亦與「最高行政法院98年聯席會議決議」之

見解相符。

教評會決議後，依行政程序須進行提

報，若超額教師同意教評會之決議，且教評

會之決議過程無瑕疵等狀況，則提報出去，

且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之超額介聘時程

作業完成，超額教師至新校完成報到以及教

評會審查通過後，此一超額教師介聘程序即

順利完成。再者，儘管超額教師介聘程序完

成，由於該名教師與原校問之聘約關係仍未

結束，該名超額教師仍需繼續任教至聘約期

滿為止，即該年度7月 31 日，而通常校內程

序皆以該名教師離校前填妥離職證明書，始

表示與原校聘約關係終止。此時，至新校接

受聘書，才不會發生雙重聘約關係之問題。

二、超額教師與新校間之聘

約關係

針對移撥教師與新校之聘任關係應屬

於初聘或續聘，教育部民國87年7月 24日台

(87)人(一)字第87075916號函，針對因

學校班級調整，移撥他校教師之聘期疑義做

出函釋說明如下， r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11

條規定: Ii'本法所稱初聘，係指實習教師或

合格教師接受學校第一次聘約或離職後重新

接受學校聘約者。.!l '同法第12條: Ii'本法

所稱續聘，係指合格教師經學校初聘後，在

同一學校繼續接受聘約者。』教師於移撥轉

調他校後接受新學校之聘約，非原服務學校

之聘約，以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並末就教師

移撥轉調他校後原服務年資是否併計聘期另

有規定，且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之解聘、停

聘、不續聘均受教師法之保障，初聘、續

聘、長期聘任雖有聘期長短之不同，惟並不

影響教師之權益，故仍宜以初聘辦理。」按

此函釋，應也能同理解釋一般超額教師狀況

介聘至新校之聘任關係'故本文認為在超額

教師介聘程序中，超額教師與新校應、以初聘

為聘任關係。

綜上分析，在教師法公布後，教師乃

從派任制改為聘任制，而聘任關係發生在學

校與教師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限和地

位乃處於協調、輔導和聘任引介之平台。此

外，從上述函釋對教師介聘至新校間之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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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係，應以初聘為之，亦可從此一法律關係

中確信、肯認教師之聘約關係乃發生於各服

務單位之學校間，若聘約關係發生在教師與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間時，則教師工作服務地

點之調任，皆只是在其所屬機關內間之調整

而己，乃類似公務員之職務或機關問之調

整，然此一函釋明顯揭示，當教師改變服務

學校時，其聘約關係乃須以初聘為之，是以

公立學校教師雖支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給

付之薪資，但在法律關係上，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乃授權學校對教師有人事上安排之權限

與聘任關係，使學校立於「機關」之地位，

得與教師成立相關法律人事行為。

恆、正當法律程序與超額

教師

目前公立學校雖在組織上是自主獨立，

但在法律上仍歸屬於國家教育行政的一部

分，因此，就現行學校與教師間之法律關係

而言，學校係屬於有部分權利能力之公營造

物，有時必須作成行政處分或締結行政契

約，並不是如同無權利能力之公營造物(鍾

政成，民96) 。有關超額教師與學校間之關

係，係屬於人事權之執行，學校對此亦擁有

決定之權限範圍，透過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後，再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決

定之，因此本文欲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之概

念，強化學校機制之程序正當性，以避免濫

權爭議。

一、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

88 中等教育第63卷第 1 期

「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係源於美國

憲法第5修正案3 的「正當法律程序 J (Due

Process of Law) 及第十四修正案4 之「平等

保護條款J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裡所

強調之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憲法第五修正案

和第十四修正案內的「正當法律程序」之法

律要求，係指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而

剝奪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且在訴訟程序

和行政決定程序之作成皆須以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之要求(廖元豪，民93 )。

我國憲法並未有「正當法律程序」的

明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透過解釋將此法律

制度引進我圈，大法官在釋字第384號解釋

中，首次引用美國「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來詮釋我國現行法之規定內涵，強調「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男定外，非經司

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審問、處罰。」換言之，凡限制人民身

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內為憲法保留之

範圍，不間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正

當法律程序之保障。而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

文中直接使用「正當法律程序」一詞，首見

於大法官釋字第396號解釋丈「懲戒案件之

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

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J (陳愛娥，民

93 )

有關正當法律程序於程序面上之要求，

例如委員會之審查對當事人有權利義務上之

影響時，亦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賦

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和出席委員會之權

利等，即大法官在釋字第49卜 446號解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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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

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臨行正當法律

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

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

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

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設立

相關制度予以保障。」同理，大法官釋字

636號解釋更詳細說明「依據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於審查程序中，被提報人應享有到場

陳述意見之權利。意即審查委員會組成之多

元化，固然有助於提升其審查之客觀性，惟

欲保障被提報人之防禦權，必須賦予被提報

人辯護之機會，除應保障其於受不利益之決

定時，得以獲得事後之救濟外，更主頁於程序

進行中使其享有陳述意見之權利，始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引進

美國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內涵，不僅只著重

於強調程序上之正當性，也強調實體內容

正義之正當性，例如對憲法第8條第1項之限

制人身自由規定，有大法官釋字384號、 436

號、 567號、 588號、 639號、 677號等解釋

說明我國憲法第8條對於人身自由應給予保

障，因此對其之限制應遵循法定程序，且須

有法律依據，遵循必要的司法程序或其他正

當法律程序，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始得為之，以符合憲法對人民基本權益之保

障意旨。

綜上，可勾勒出「正當法律程序」在

我國實體法及程序法上，多在限制人身自

由、訴訟權和委員會進行相關與當事人基本

權利之審查時，強調應遵循必要之正當法律

程序，如此，也才能使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國

家公權力侵害時，能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

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此外，大法

官對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也著重對基本權利程

序保障之理念，強調在各項有關權益審查之

委員會中，認為應提供程序上之參與或陳述

意見之機會，且委員會評議書也應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內容必須具體、明確等，

藉由具備程序正當、公開、透明、公平等原

則、以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益免於受到侵

害，並應於評議書中明確提供救濟之管道與

時限等規定。

而本文在此將強化檢驗攸關超額教師

介聘之相關正當法律程序，限於討論程序上

之正當性，至於實質正當性部分，須透過法

治國原則之法律保留、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做相關超額教師介聘制度之檢視，礙於篇幅

所限，本文在此不另做論證。是以，實現正

當法律程序將能盡量確保於所有程序中，參

與者能受到平等的對待，而此一程序參與之

保障，也將有助於當事人能從心理上對裁決

結果，表示服從和確認，尊重國家法律制度

的威信或權威，透過平等對待之程序來滿足

人民對公正的信賴心理，此外，此一民主、

公正、公開之程序係約束和克制國家公權力

之行使，亦可避免行政行為恣意為之，質言

之，程序正義乃現代法治社會之重要目標與

理想(羅傳賢，民的)

二、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我國行政程序法明示部分行政機關行政

行為，係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例如行

政程序法第3條第3項第6款規定學校或其他

March,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89



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及第

3條第3項第7款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

政行為，皆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而本

文在此欲分析研究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

超額教師的行政行為措施，是否適用行政程

序法?

學者徐筱菁(民92) 認為，行政程序法

第3條第3項第6款規定之適用主體，僅限於

學生，蓋因該條款規定之「教育目的」係應

存於學校與學生之間，是以本條款所指「內

部程序」乃指基於教育目的所建立之學校與

學生間之行政行為，例如學校教育之學科教

育內容、教材選定、成績評定與發表、生活

指導、學校事務與班級活動的指導、班級的

編成等內部事項，換言之，成績評定之行為

係為學校為達成評量學生學習效果之教育目

的，故無適用行政程序法對行政行為之規

範。但，本文認為，依國民教育法第13條規

定「學生之成績應予評量，其評量內容、方

式、原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

教育部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準

則，訂定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補充規定。」因

此按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 1項規定，若有其他

法律另行規定，則仍須遵循。質言之，教育

部按國民教育法第13條制訂「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貝U J '作為教師教學

改進及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仍有法令規定

作為規範國家權力行使之方式或界限，以保

障人民基本權益，並非認為「內部程序」之

作成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即可規避法治國

原則之法律檢驗，而可對人民之基本權利做

恣意之侵害或干預。

90 中等教育第63卷第 l 期

至於學校教評會對教師所為之人事行政

行為，是否排除於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3項第

7款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之適

用，學者林明鏘(民89 )認為，由於現行人

事法律中尚未建立一套比行政程序法更為完

整或嚴格之行政程序規定，因此對於該條款

所稱之公務員，宜從保障公務員享有最低限

度程序保障之基本要求上，做目的性限縮解

釋，意即應僅限於狹義之常任丈官為宜，以

符合保障公務員服公職權力中，享有最低限

度程序保障之基本權利。是以，不宜將學校

對教師之人事行政行為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

用範圍。

再者，行政程序法適用之客體，係以

行政決定之法律性質，作為適用與否的判斷

標準(蔡茂寅，民89) ，就超額教師與學校

間之法律關係而論，按本文前述，學校教評

會經過審查和決定該名超額教師時，此一行

政行為之法律性質為行政處分，蓋因此一決

議乃足夠作為對其發生對外法效性之行政行

為，也恐對教師工作權益產生重大影響，該

決議乃意謂著原校須與該名教師結束聘約關

係，且該名教師若未介聘成功，則有被資遣

之重大工作權益侵害。因此，就個案決定而

言，教評會對超額教師之決定乃屬行政處

分，而學校之行政措施真有行政程序法第2

條所定「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行政計章、行政指導及陳情」等

性質時，即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徐筱菁，

民92) 。申言之，公立學校對教師職缺之確

定、招募廣告、教評會之組成、甄選過程、

締約後的法律關係等，基本上都應受到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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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公法法規之限制，

也應遵守行政程序法有關公正、公開及民主

之程序(李惠宗，民93 )。

綜上，從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3項適用

分析，本文認為，教師非屬學校為達成教育

目的之對象，且教師在民國84年教師法公布

後採公教分途之趨勢下，也應與公務員作區

分，因此教師亦不屬於該條款所稱公務員之

人事行政行為之適用範圍，且若從學校教評

會對超額教師決定之具體個案而言，此一人

事行政行為之決定，係為行政處分，則此一

行政處分之行政程序，須適用行政程序法之

要求，乃無庸置疑。

三、正當法律程序與校務會

議

校務會議對教育人員的甄選、任用、

遷調、考核、待遇、保險、資遣、退休、撫

蚓、在職進修規定等有另訂辦法之權限和責

任，學校基於行政固有權責訂定注意事項等

行政規則，惟學校自行訂定之行政體系內部

規章時，仍須符合目的合理之要求，若規章

內容以構成超額教師介聘工作權上之基本權

利限制之重要事項時，則也應當受正當法律

程序之拘束(羅德水，民98 )。換言之，學

校對超額教師之重要事項議決基於學校本位

管理、權力下放和法令相關規定之授權，但

由於訂定如何評定超額教師之規定，係攸關

於教師之工作權益，因此，在會議中之正當

化程序、參與，以及對教師工作權之侵害等

限制，不得不特別注意之，質言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應對校務會議之組織以及程序上

之執行有相關行政規則之規制要求，以避免

學校特定人士透過校務會議而有濫權行使之

疑慮。因此，就現行校務會議之程序規定而

言，在符合民主國原則之要求下，並不以直

接參與為必要，而係以間接民主參與即可，

換言之，校務會議乃基於學校自治、權力下

放，該校超額教師如何選定，其判斷標準為

何，透過校務會議制定相關規定後，乃做為

教評會之審查依據。是以，校務會議中成員

是否符合民主國原則要求之程序正當參與，

乃成為本文在此所強調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強

化意冒。而依現行國民教育法第10條來看，

其稱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

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之，因此

就尊重教育專業和考量超額教師介聘係攸關

教師權益而言，本文認為，現行規定乃充分

保障教師於學校自治之組織上，有足夠之程

序參與之保障。

四、正當法律程序與教師評

審委員會

為了保障或實現基本權利，程序法上

最低要求則是賦予當事人最基本參與程序的

權利，例如在行政程序法上給予人民陳述意

見或參與聽證'或者法院訴訟程序上的言詞

辯論，藉著當事人參與不僅有助於事實之瞭

解，當事人主觀價值亦容易納入考量。質言

之，國家具有實際或法律獨占，或具有高度

影響的生活領域，組織與程序保障往往是實

現基本權利的前提要求，例如釋字462號對

於大學教師升等之審查，具體要求教師評審

委員會評審程序之進行以及給予升等人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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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口頭辨明之機會，強調當事人參與程序

即為一例。因此國家在制定程序規定時，應

要依循保障基本權利的精神，讓人民可以透

過程序上公平合理之機會實現其基本權利，

而不可藉由制定程序規定之名，在實體上徹

底掏空基本權之保障(法治斌、董保城，民

99) 。此外，程序係擔保權利獲得實現之一

種機制，並非權利之本身，而強調民主化程

序之意涵，係把人民視為權利之主體，當國

家或行政機關欲對人民權利或法律地位作出

不利處分時，應使當事人有知悉教示，並使

其有表連意見之機會。而此一教示包括行政

救濟途徑的教示和法律效果的事先教示。因

此，民主參與程序主要是要讓人民有參與行

政決定作成之機會，特別是與各該人民之利

害關係有重要關聯性之事務，而其參與之方

式即為聽證程序(李惠宗，民97) 。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10條規定「本會審查第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事項時，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係限於教師解聘、

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連反本法規

定之義務及聘約之審(評)議事項。然，對

於超額教師介聘而言，學校教評會扮演之角

色，非為使超額教師為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亦不必然會產生資遣，但學校教評會乃

須透過校務會議制訂之規定做為超額教師判

斷標準'依此審查教師資格與積分後，決議

超額教師，使該名教師與原校將終止續約之

聘約關係，故本文認為，從正當法律程序對

教評會之組織和功能上之強化而言，教評會

對超額教師決定乃屬個案決定，亦應比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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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定辦理，應給予當事者有最基本之程序

參與權利，此外，更應將超額教師之決定增

修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 J '以因應時代變遷所必須修改之法

律漏洞。

簡言之，由於教評會決定超額教師人

選之行政程序，非能見於現行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

然，綜上重要法律觀點論述，強化學校對教

師之內部人事行政行為之決定係攸關教師之

重要基本權益，因此，在個案決定上須採行

政處分之形式，並遵循行政程序法所強調之

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

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

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冒意。且學校教評會若

欲對教師進行評定是否為超額教師之重要權

益影響決定時，乃須遵循行政程序法之要

求，對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應依行政程序法

第102條規定賦予其程序參與之權利與陳述

意見之機會。此外，行政程序法中規.定有關

迴避、作成行政處分所應注意之相關程序，

於學校教評會亦須遵循之，如此正當法律程

序對人民權益之保障，在行政程序法對行政

行為之規範和要求下，才能得以落實。

陸、結論

超額教師問題乃由於少子女化浪潮影

響，使得各校新進學生人數逐年銳減，而教

師人數之配置係乃與學生人數多寡相關，國

民中小學階段有依「國民教育法」、「國民

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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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J .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有依「高級中學

法」、「國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

擬定暨審查原則」等，做為國家維護學生受

教權益，而訂定基本標準之班級師生比例人

數。因此，若少子女化影響，而使得學生人

數驟滅時，則勢必影響班級數，而造成減

班、併班，甚至裁校、併校等問題，執此，

學校無法繼續提供足夠專任教師職缺，則超

額教師問題應運而生。當學校發生超額問題

時，係透過召開教評會之程序，來決定該年

度被提報至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超額教師。

其中會先以自願起額者為優先提報，若無自

願超額教師，再按該校校務會議自訂之規

定，或縣市訂定之超額教師評定辦法做判斷

依據，且本文認為教評會對超額教師之決定

做出決議，乃以學校名義為之，為行政處分

一種，並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正當法律程

序之程序保障要求之規定，此外，若超額教

師對決議有疑義或認有不公時，亦可在此一

行政決定程序後，提起教師申訴救濟程序。

此外，按「國民教育法」、「國民教

育法施行細則」、「高級中學法」等教育法

令對校務會議之權限規範，指出校務會議為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學校內部組織，而

「重大事項」係指校務發展計畫、學校各種

重要章則、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

事項，和校長交議事項。因此，學校對超額

教師之重要事項議決權利，乃基於學校本位

管理、權力下放和上述法令對重大事項之議

決任務，以及現行各地方政府超額教師介聘

規定之授權，更讓我們重視學校內部組織之

規定和決議，係攸關教師於憲法上所得主張

之工作權益保障，故在會議中之正當化程

序、參與，以及對教師工作權之平預等限

制，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下，乃需特別注

意，且應透過遵循行政程序法之程序保障，

具體落實法治國家對人民權利保障之規範與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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