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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權利之探討 

畢業時間：2011 年 1 月 

研究生姓名：王富瑾                 指導教授：劉昊洲博士 

論文摘要： 

本研究參酌法理以及教育學等觀點，探討我國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權

利。經由文獻研究之途徑，歸納出下列幾項研究結果： 

一、高中職學生的教育基本權之依據為憲法第 22 條，必須要讓學生之人格得以

自由開展，意涵人格開展權以及自由決定權，讓學生出席校務會議，參與校

務的決定有助於落實教育基本權的保障。 

二、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有助於公民教育目標的達成，學習內化人權、民主、與法

治等價值。且以高中職學生的心智發展來看，足以獨立自主參與校務會議。 

三、參與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必須依循多元參與原則，透過民主選舉產生，且以

「直接與學生權益相關事項」為學生參與的界限。 

四、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應該予以法制化，建議修訂高級中學法、職

業學校法之相關規定，將校務會議的組成列入學生代表。 

 

【關鍵字】校務會議、高中職學生、參與權、公民教育、教育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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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n the Righ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endance to the School 

Council  
Student: Wang,Fu-Jin                Advisor: Liu, Hao-Jou Ph. 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laws regarding education and referring to leg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viewpoint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righ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endance to the school council. With the approach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observational method, the study draws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undamental rights of education is based on 

Article 22 of th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right of education is to ensure 

self-realization of students, meaning to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Students to 

attend school council help to protect fundamental rights of education. 

 

Second, students attended to the school council will help achievement of the 

goals of civic education. Students can learn of human rights, democracy, rule of law 

values. Moreover, mental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school 

council has been enough independent. 

 

Third, School Council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must be elected by the democratic,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participation.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their own rights-related motions. 

 

Fourth, I recommend that Senior High School Law and the Vocational School 

Act must be amended. The school council should include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Keywords】 school council, students attendance right, fundamental rights of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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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權利之探討權利之探討權利之探討權利之探討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任何研究的開展，必定有其動機，研究者選定此研究主題其動機如下： 

一、高中職校園內學生欠缺參與校務的機會 

新聞媒體曾報導
1
中和市某國中以維護校園安全為由，在部分男廁裝設監視器

監視學生，引起學生家長的抗議以及台北縣教育局(按：已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

改制升格為新北市)的關切，但該校校長解釋說男廁裡的監視器其實是壞掉的，

目的是發揮嚇阻作用，避免學生抽菸。然而諷刺的是，該國中還曾獲選為「友善

校園」，卻用如此不友善的行為侵犯學生隱私權。在傳統的教育觀念裡，「教不嚴，

師之惰」，甚至以前很多父母親也認為管教嚴格就是好老師，於是學校老師常被

強調要有「管教行為」來處罰做錯的學生，卻忽略了「管教目的」是必須對學生

有強化或導正的作用；加上中華文化傳統「天地君親師」的尊師重道傳統美德被

曲解，形成了學生被要求聽話順從，不得反抗老師權威的情況。雖然自 1990 年

起，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掀起一波波的教育改革浪潮，

教育部從1998年的「教訓輔三合一」
2
，到2005年教育部台訓（一）字第0940037564C

號令訂定「教育部補助辦理友善校園人權教育示範學校計畫作業要點」，來推動

                                                      
1
 如此友善校園，國中男廁舉頭見電眼，2008-01-16/聯合報/A7 版/生活。 
2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有「學校應行訓輔整合，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之建議，而行政

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更進一步將「整合社區資源，建立教學、訓導與輔導三合一學生輔導新體制」列為

十二項教改行動方案之一（1998 年 5 月 14 日核定） 



2 

「友善校園」
3
，協助各級學校推動人權校園及公民教育實踐，希望學校教育活動

上，能夠建立在「關懷、平等、安全、尊重、友善」的基礎上，塑造一個溫馨、

和諧的校園環境，讓學生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使學生能進行快樂而有效的學

習。但是迄今，在台灣的教育現場中，仍有體罰或髮禁的現象
4
，學生不見得能夠

充分享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在課堂上、在學校裡，他們的身體與心靈

並不受到尊重，這種學校或教師對學生的上下權威關係，讓學生壓抑自己的人格。 

觀察研究者任教的學校，為一所高級職業學校，學生與學校行政單位的溝通

管道就是借助那一本班會紀錄簿，利用班會時間提出對於校務的各項建議，然後

被動地等著學校各處室的回覆。當學生對於行政單位的回覆不滿意時，似乎沒有

更積極的管道去表達意見或是參與學校事務的決定。有些學校會透過在學校網站

上架設學生留言版，或是發行學生主編的校刊，讓學生有較多發聲的管道。但是，

表達意見是一回事，最後學校事務的決定權仍操在行政單位或老師的手上，學生

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二、校園民主化的潮流及學校本位管理的趨勢 

國家為求政權鞏固和社會秩序穩定，運用各種工具控制人民意識型態，古今

中外都是如此（蔡宏昇，2003：48）我國教育宗旨揭示：教育應與政治相結合，

即是一例。過去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教育事務受到黨國體制的嚴密監控，嚴格

要求整齊劃一，絕對服從。在這種威權模式薰陶下的青年學生，一旦進入社會後，

或者見識貧乏，遇事妥協畏縮，或者缺乏民主素養，無法容忍異己，成為建設民

主社會的障礙。隨著時代發展，民主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思想。一般人對於民主的

定義，係指人民對於國家行為，可表達意思並積極參與（羅傳賢，1997：30）。

隨著時代的潮流與政治開放的腳步，校園民主化已成為必然之發展趨勢，而學校

                                                      
3
 友善校園一詞，最初完整的意旨是：「友善校園聯盟——終結體罰運動」。乃是於 2003 年 12 月 21 日，

由中學生權利促進會、永和社區大學、後四一○教改論壇、台少盟、台灣女性學學會、台灣人權促進會、

澄社、勵馨基金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等組織所發起，並於 2004 年 4 月 6 日發表〈友善

校園宣言〉，觀注於學生的免於恐懼自由。在 2005 年，教育部頒布「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可以說是

此一理念體制化的重要一步。(http://b3m.netfirms.com/chinese/chinese.htm，2010/05/26)。 
4
 教育部宣布解除「髮禁」，但花蓮四維高中傳出，校方為歡迎縣長參訪，不到兩周要學生剪兩次頭髮，

有學生為通過檢查，在班上以理髮刀互剪頭髮。有學生剪得參差不齊，心理很受傷；校長陳建琮說，班

導師為幫學生省錢，才讓學生互剪頭髮。2010-04-30/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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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重新分配，如分權化、權力下放、共享決定等概念皆已逐漸浮現在最近修

正或公布的教育法令當中(如教育基本法、教師法及國民教育法等)。就如同李希

揚（1999：13）所提出的，在政治觀點下的校園民主，應該是： 

(一)以學校成員的意見為學校一切事務推行的指標與依據。 

(二)學校內任何大小案件或爭議，都可用溝通的方式，求得妥協，避免不必要的

衝突。 

(三)學校成員皆擁有基本的自由權利，但也同時擔負相對的責任。 

(四)校園內所有成員，不分種族、黨派、宗教信仰、貧富、聰愚等，一律擁有平

等的待遇與地位。 

(五)在校園內講民主的同時，亦必須兼顧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 

再者，我國的學校管理模式，長久以來受限於傳統的科層體制，學校的教育

目標單純而一致，強調的是標準與統一。所以在我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教

育現代化的方向」一節中就指出：主體性的追求成為現代社會的明顯趨勢，這種

趨勢使指導式的教育越來越不能充分符合需求。教育行政部門的諸多決定少了基

層民眾、家長、教師、學生等相關當事人的聲音及參與，和一般大眾的期待存在

著極大的隔閡與落差。 

近年來我國教育改革亦有強調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與分享式作決

定（shared decision-making）趨向，同時重視由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以目前正

推動的學校本位管理
5
而言，教育行政機關已授權學校許多自主項目，諸如教科書

之選用與採購、教師之選聘、以及九年一貫課程之安排運作等，學校均可因應地

區特性自行決定，未來學校行政領導如何有效溝通、協調，整合組織成員不同意

見，發揮學校行政自主決定功能，實為今後努力之重要方向。學校本位管理的優

點及功能如下(范熾文，2005：11；侯凉烝，2009：21)： 

(一)學校績效責任的提升 

學校本位管理是政策制定者為了使教育更有效率與效能所做的學校管理改

                                                      
5學校本位管理是美國 1980 年代學校改革運動中普遍的策略之一，主要是強調學校為教育決策最基本的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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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式。藉由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除了可讓學校自行決定學校教育目標、政策

及校務運作，使得學校成員對於學校產生責任感，並藉以提升學校行政效率。 

(二)增加學校運作的彈性 

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必須增加學校自我管理的能力，才能解除傳統科層化的

教育行政運作模式，如此使得學校更能以民主化與彈性化的原則來處理學校事

務。 

(三)提供學校成員參與校務的管道 

正式認可學校教育人員從事有關教學改進之決定，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給予

學校成員、家長和社區人士參與校務的重要管道，此種創造共同參與做決定的機

會是符合民主社會重視多元參與的精神。 

(四)提升學校成員的素質 

學校本位管理可以培養較多優秀的校務領導與管理人才，亦可藉由自行規劃

進修方案以提升學校教育人員的專業水準。 

(五)改善校務溝通的品質 

學校本位管理在凝聚學校共識，以配合學生學需求，引發學生更多的創意，

因此，溝通成為重要行政作為。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可以縮短校內上下層級的溝

通路線，藉由提供家長及社區意見抒發的管道，而增進對外溝通的品質。 

(六)達到教育品質提升的目的 

藉由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學校自行發展合適的教育方案，以回應學生的需

求，有助於學生學習表現的提升。針對學校、社區特性及特殊需要提供彈性、創

新之措施，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提高學業表現。 

既然學校本位管理有上述的優點，於是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審議委員會借鑑

全球已實施或試辦學校本位管理國家的教改政策和經驗，引進學校本位管理

（Scool based management；SBM）的觀念，成為新紀元教育改革的基調，許多

教育法令與政策都與這個軸心議題相呼應，諸如賦予地方政府遴選校長的權力、

授予學校自行選擇人事、教材的權責，設置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及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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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家長參與校務之機會等，其目的都在解除傳統中央集權的束縛，賦予地方與學

校更大的自主與專業空間（許添明、許瑞津，2001：155-184）。校務決定的權

力已漸由中央垂直下放到學校，決定的參與層面為之加廣，決定的內容也擴大為

學校的課程、教學、人事、預算、一般行政事務等面向，使得學校組織行為更加

民主，同時也呼應了校園民主化的潮流趨勢，故校務的決定權交給校長、教師、

家長、社區人士等，理論上某些層面也應該下放給學生參與決定，但是在實際校

務的決定、運作上並不普遍。 

三、法律無明文規定高中職學生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高中職學生實際參與校務的情形並不踴躍，多數學校也並不鼓勵支持，這與

現行法令的規範有關。單純從學生可否參與校務會議這件事情來看，有關大學生

參與學校事務之地位早已受法律所肯認，我國現行大學法第 33 條
6
規定，經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有權利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

章之會議。而在高中職部分，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
7
規定由其「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組成，還有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5
8
則規定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共

同組成。由此看出，高中職的校務會議並無明文規定須有學生代表參加，至於校

內其他會議的組成部分，有些交由校方自訂，或是由主管機關訂其辦法
9
。因研究

者在教學現場，常聽聞學生在私下閒聊對於學校規範或者設施的一些抱怨，建議

他們向學校反映，但是學生會表示自己對於校務也沒有決定權，說了也是白說。

此一觀察，引發研究者想要對高中職學生有無參與校務運作可能性做進一步的了

解，尤其是參與校務會議部份。而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法理基礎和教育意

                                                      
6
 大學法（2007）第 33 條規定：「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

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 
7
 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高級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

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組成之；其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 
8
 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5：「職業學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校長召

開並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組成之。職業學校設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等會議及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9
 高級中學法第 25 條：「高級中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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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為何？希冀理出適切合理的參與校務原理原則，才能真正促進學生權利，落實

民主法治教育。 

緣於上述三個動機，激起研究者對於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可行性欲有

進一步的了解。 

貳、研究目的 

就組成高中職校園的群體而言，教師固然為必要成員，然而學生是否僅為「受

教者」的地位，而對學校事務無有置喙餘地，或是和教師同為學校成員，進而取

得校務的參與權？仍有討論空間。學校教育為一個社會化的機構，幫助學生學習

社會規範與期待，而學校的民主與參與就是最好的社會化學習過程，因此站在教

育的立場，對於校園的民主、學生的校務參與應該積極加以維護與協助。 

關於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即是高中職學生是否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

利？若假設高中職學生可以參與校務會議，那其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為何？只是

列席而已，又或者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假設可以參與決策，是所有的議案皆可以

表達意見且參與決定？還是有其適當的範圍？基於以上的問題意識，具體而言，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分析高中職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之法理基礎：從教育基本權的面向來看，

教育基本權保障的功能為何？是否可以從中推導出高中職學生有參與校務

會議的權利呢？ 

二、探討高中職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之教育意涵：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透過讓

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是否有助於人權法治教育的教學與落實？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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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壹、研究方法 

就研究者在參與校務運作及教學中觀察到高中職學生欠缺參與校務管道之

問題為出發點，並以高中職學生在受教育上之基本權利的角度切入來進行研究。

本文不擬純從法學面向探討學生參與校務權利的合憲性問題，還兼以其他學門的

論述說明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正當性基礎。採取的研究方法有二： 

一、文獻探討法 

先蒐集有關校務會議及學生權利的相關文獻，並予以研讀、整理、歸納及分

析，去釐清高中職學生是否有參與校務會議之權利，參與的方式以及權限為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是透過各大圖書館及電子期刊查詢等資料庫，取得專

書、期刊、論文、報紙等資料，並以網路搜尋所獲作為輔助資料。而關於憲法上

相關教育規定的解釋，若有以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做為論述依據者，礙於語言之

障礙，筆者無法直接參閱德國文獻，就直接參考及援引國內學者這方面的論述及

翻譯作品。 

二、觀察法 

針對研究者所任教的高級職業學校，採用無結構的觀察法，雖無明確的觀察

計畫及記錄表格，卻仍仔細留意觀察校務會議實施的現況，希冀對學生參與校務

會提出一客觀性的解釋和建議。 

 

貳、研究範圍 

研究設定在高中職學生，其餘各層級學校教育階段本研究不予討論。高中職

學生指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經由入學考試、推薦甄選、登記、直升、

保送、申請或分發等方式進入公立或私立10高級中等學校或職業學校就讀之學

                                                      
10參酌大法官會議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

信授權使用，在實現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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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齡約為16至18歲之青少年。參與校務係指學生對學校教育措施與決定的制

度化參與而言，由學生形成一個集團，由多數學生以集體方式或選出代表來參與

學校行政決定的作成。依民主程序推派代表參與與決定特定校務，例如參加校務

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校務參與方式很多，

學校會議也不僅有校務會議而已，但本研究只討論校務參與方式之ㄧ，就是關於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部分。 

關於本研究之參考文獻，國外的資料及案例皆相當豐富，然礙於研究者的時

間、語言能力及文獻蒐集皆有其限制，僅多援引國內相關領域之研究，故在內容

及論述上，難免受到限制。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僅採文獻分析法與觀察法，然本研

究並未針對本主題進行量化之研究或其他質性方法之研究，在方法上可能有所不

足。 

                                                                                                                                                                      
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之範圍，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故

本研究並不特意區分公立學校以及私立學校之不同，皆認為其學生與學校之關係等同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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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架構架構架構架構與名詞解釋與名詞解釋與名詞解釋與名詞解釋 

壹、論文架構 

本文在研究上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基本架構。

第二章至第三章圍繞高中職學生是否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問題，第四章則探討

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以及範圍，最後則是在第五章提出結論與建議。

將依下列結構安排： 

一、第一章 緒論：分為三節，主要說明研究者選定「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

此研究主題的研究動機、目的，以及採取的研究方法、範圍。 

二、第二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法理基礎：分為三節，旨在嘗試從教育基本權

的主、客觀基本功能導引出學生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另從學校組織法制來探

討校務會議的地位，校務會議是學校的營運組織，故校務會議之建構應受憲法的

拘束。再分析具有拘束行政組織法制作用的憲法原則中，哪些原則可以推導出學

生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三、第三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教育意涵：分為三節，主要從人權與法治教育

的理論以及目的切入，看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是否有助於教育目的的達成。 

四、第四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實施：分為三節，首先探討高中職學生參與校

務會議的權利應該予以法制化，其次提出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以及範圍，最後論

述應有的限制。 

五、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分為兩節，首先予以歸納總結，最後針對學生參與可

能的負面影響，提出建議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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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研究者自繪 

 

貳、名詞解釋 

一、高中職學生 

本文研究對象設定在高中職學生，其餘學習階段不予討論，且因研究主題涉

及中等學校後期階段的學生權利，不應該因為高中或職校而有所不同，故不刻意

區分高中學生與職校學生。高中職學生指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經由

入學考試、推薦甄選、登記、直升、保送、申請或分發等方式進入公立或私立
11
高

級中等學校或職業學校就讀之學生，年齡約為16至18歲之青少年。本研究依據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382號解釋理由書
12
，將公、私立學校於在學關係均一體視為

公法上的法律關係
13
，故也不特別針對私立學校部分進行討論。 

                                                      
11參酌大法官會議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

信授權使用，在實現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

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之範圍，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故本研究並不特意區分公立學校以及私立學校之不同，皆認為其學生與學校之關係等同視之。 
12
 司法院大法官認為，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

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

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

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釋字 38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13
 公私立學校學生遭受退學或類此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時，均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從教育基本權

的保障來看 

從校務會議組

織法制的角度 

從民主法治教

育的目的 

高中職學生高中職學生高中職學生高中職學生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 

學生代表 

產生的方式 

學生代表 

參與的方式 

學生代表 

參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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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校務會議 

參與校務係指學生對學校教育措施與決定的制度化參與而言，由學生形成一

個集團，由多數學生以集體方式或選出代表來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作成。參與涵

蓋出席與列席，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等權利；

列席人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依民主程序推派代表參與

與決定特定校務，例如參加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

章之會議。尤其是高中職學校中的校務會議，按高級中學法第23條為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的組織，為一校最高決策機關，故本研究特別針對學生校務會議的權利部

分多所著墨。 

三、權利 

「權利」(right)一詞，簡單而言，係指「依據法律，人民應得利益。」為

了滿足生活，一般人須具有社會上正當的利益，權利便是為使特定人能享受合理

的利益，由法律賦予特定權利人的法律手段或方法。權利觀念，是十八、九世紀

民權革命的產物，反對專制和個人主義思想的成果。故本研究所謂參與校務會議

之權利是指特定人享有參與校務會議利益的利益。 

以往有關參與校務會議的研究大部分都是談到教師或是家長的參與權利，至

於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部分只有大學生權利之研究論文有所著墨，而高中職階段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理論基礎部分則未有專論研究之，故本研究欲從法理基礎與

教育意涵的面向探究高中職學生是否有權要求參與校務會議。 

                                                                                                                                                                      
故目前我國公、私立學校學生之在學關係，應解釋為歸屬公法上之一般法律關係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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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之之之法理基礎法理基礎法理基礎法理基礎 

本研究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就是高中職學生是否有參與校務的權利，參與校務

應屬教育事項，在憲法保障的位階，應與教育基本權相關。故先由現代的在學關

係來檢視學生的身分是否會影響到憲法上基本權利的保障；再從教育基本權的主

觀與客觀功能，推導出高中職學生有無參與校務的權利，以及參與校務會議的可

能。最後，探討學生自治權與學生參與校務之關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學生在學關係與教育基本權學生在學關係與教育基本權學生在學關係與教育基本權學生在學關係與教育基本權 

壹、教育為一基本權利 

現代民主國家均在憲法上制訂有關人民權利的規定，使人民的權利得到明確

的保障。既然在法律的位階並沒有明文規定高中職學生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故試從憲法位階對於基本權利的保障來探討參與校務的權利是否為基本權利所

保障的內涵。在此之前，我們要先來瞭解教育到底是不是一基本權利。 

吳庚（2007：85）認為基本權就是「基本權利」或「基本人權」的簡稱，是

生而為人所應享有的權利。John Locke 及 Jean Jacques Rousseau 是十七、十八世

紀主張自由國家論的學者，為確保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發揚自然法理念而提倡「社

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強調國家權力之正當性源於人民的信託，國家負有

維護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與權利的義務。依自然法學說概念，凡人生而自由平

等，就其生命、自由、財產等，天賦有不可讓與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國家所賦

予，而具有「超乎國家」或「前於國家」的性質（黃馨儀，2000：40）。那究竟

教育對人民來說是不是一基本權利呢？ 

我國憲法第二章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及義務，其中第21條直接明定人民有受

國民教育的權利及義務。因其將國民教育以權利和義務並陳，導致解釋上的困

難。第一、人性尊嚴是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主要目的，由於每個人都是無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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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個體，其存在有無限的價值。而要成為有存在價值與有人性尊嚴的個體，

必須藉由受教育的過程，無論是主動學習抑或是在他人協助下被動學習，始能充

分發展其人格與各種能力，成為他想成為的自己。故教育是為每一個人的需要而

存在，教育應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才是。第二、以前極權專制的時代，國民教

育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但若在現代憲法的理念下，人民不是國家的工具，

所以受國民教育應是國民的權利。我國的國民教育皆應屬於具有普遍性（六至十

五歲兒童一律接受）、強迫性（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免費性（免學費入學）

之「義務教育」性質，而此義務教育之「義務人」實際上是未成年學齡兒童之父

母或監護人。故憲法第21條的「義務」是指父母或監護人對於學齡兒童負有「送

學義務」，若把教育看成受教者的義務不就牴觸了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人性尊

嚴」前提了嗎？故依目前學界的通說教育為一人民的基本權利無疑。 

 

貳、憲法上有關教育基本權利的保障 

除了「教育基本權」這個名稱之外，法學界曾出現其他的概念名稱，例如：

「學習權」、「教育權」、「受教育權」等。在教育基本法制定的立法用語上，也受

到法學界的影響，例如第1條規定「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第2條明訂

「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第8條直陳「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權，國家應予保障」，

教育基本法第1條出現學習權與受教育權的名稱、第2條第1項則使用教育權。然

而在司法實務上也有類似的問題，包括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80號的「學習

自由」、釋字第382號的「受教育權」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訴字第1823號判

決同時引用「學習權」與「受教育權」，作為大學二一退學制度的違憲理由。有

關教育基本權、學習權、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內涵究竟存在何種差異？還是它們

只是一些同義詞？以下將作進一步說明： 

一、教育權與受教育權 

教育權，顧名思義，就是一種教育的權利。這種教育的權利，涉及到兩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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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個體接受教育的權利；另一是決定教育發展的權利。個體接受教育的權

利是指任何人不會因其性別、種族、膚色、宗教、家庭背景或社經地位而遭受被

剝奪教育的機會。另一決定教育發展的權利則意謂為讓個體接受適性和健全的教

育，國家、學校(包括教師)和家長都有參與決定教育事務的權利，所以凡是對於

教育決定一切之方針，並付諸實施之一種權能，都可視為教育權內涵的一部分(吳

清山，2006：149)。所以，當稱教育權時，可能在字義上兼指「施教者的教育權

力」或「受教者的教育權利」。而教育權最狹義的層次就是與受教育權的意涵完

全一致，專指受教育者之受教育權利而言，此亦即教育權利之核心意涵。若沒特

別說明，學生的教育權就等於受教育權。 

區分出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實益在於可以更加釐清何者是教育權的主體，這

個「教育權主體」的「教育權」，指的就是上述決定教育發展的權能。誰有權決

定教育的內容，誰即是所謂的教育權主體。從教育歷史的發展來看，教育權有不

同的發展階段，以下分三個階段說明之： 

(一)國家教育權階段 

在此階段教育被視為國家的權力、人民的義務，國家具有支配教育決定的權

利。最初教育發展之時，對於個人的學習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以西洋教育史為

例，子女的教育原由父母負責，後來教會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但是十六世紀馬

丁路德發起宗教革命，瓦解教會的權威，教育事務從此逐漸納入國家的權力範圍

（楊巧玲，2001：4）。到了十九世紀，民族國家興起，國家為了富國強兵，要求

國民有受教育的義務；同時也希望藉著教育是國民成為服從權威的順民，鞏固統

治權。 

(二)國民教育權階段 

隨著國民主權的人權思想，國民察覺到國家教育權的弊害，過多的政府干涉

與主導，人民失去接受教育的自由，於是乃提出，反對國家介入而由國民自行主

導教育的要求，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教育權，保障國民擁有免受國家權力影響的教

育自由。所以在國民教育權階段，認定教育是一種自由權，個人有權利拒絕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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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以避免國家不當干預（吳清山，2006：163）。 

(三)國民學習權階段 

人民有權利接受教育的想法也可追溯到發起宗教革命的馬丁路德，他認為受

教育是上天賦與兒童的權利，國家則應負起推行免費教育的責任（楊巧玲，2001：

4）。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因資本主義的經濟競爭，導致貧富懸殊、勞資對立，

經濟弱勢越來越明顯，於是保障經濟弱勢的實質平等呼聲越來越高，福利國家理

念因而形成（吳清山，2006：163）。 

對於教育權主體何在，過去學說上曾有主張國家教育權與國民教育權的爭

論。主張國家教育權論者，是認為基於現代國家理念、民主政治原則，有關教育

的方式及內容，應該由屬於最高民意機關的國會以及行政機關來決定，也就是

說，教育權歸屬國家，國家才是教育權的主體；主張國民教育權論者，則認為教

育權是源自於人民自身，源自於社會的權利 。因此，有關教育事項應由學生、

家長及教師所組成的國民決定，國家對教育僅能基於補充、協助的角色，而不能

主動地加以規定、管理。針對此一爭論，按學習權的觀點，學生對其相關教育事

務當然有自我決定權。加上從現代法律的觀點，可藉由我國憲法第 2 條規定：「中

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及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為教

育權主體。」皆係採取以國民教育權為基礎的見解，來獲得解決。研究者亦支持

有關教育事項應由學生、教師、家長所構成的國民來決定，須以學生之學習權為

核心，促使學生人格之成長，而家長、教師及國家皆有責任與義務協力完成，所

以教育權的類型又分為學生的教育權、家長的教育權、國家的教育權以及教師的

教育權四大類。本研究主題「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應屬於學生教育權的範

疇，中小學生之「教育權」，係指中小學學生在學關係中之教育權，係採取廣義

的教育權之定義，即人民在教育事務上的權利。 

我國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憲法第 21 條

規定為我國關於教育基本權保障的憲法依據，除此之外，尚有散見於基本國策第

158 至 167 條之相關規定。例如第 160 條第 1 項也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

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憲法上保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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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權，是否僅止於「國民教育」？關於這個問題，一項權利是否為憲法所保

障，端看其權利類型是否可納入憲法本文所羅列之各項基本人權之中，因憲法第

21 條已明訂國民教育，高中職階段學生並不屬之，故其所涉及之其他權利侵害，

並無法從憲法基本人權保障之條文中直接找出其依據，但不代表國民教育階段以

外之教育不受憲法的保障。研究者則贊同周志宏的看法，主張國民教育階段以外

之教育，亦為憲法保障之權利，只不過其憲法上的依據為 22 條。憲法第 22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學者間對於憲法 22 條之適用要件，有不同見解，然主要除了條文所揭櫫之「社

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外，應限於對個人自我認同、人格存續與發展、維持私

密生活等事項具有重要關連的自主決定，方能適用本條作為憲法上之依據。高中

職學生的教育基本權利並不妨礙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且對個人之人格存續與發

展等事項具有重要之關連，故應認為上述之人民權利為憲法 22 條之規定所涵攝。 

二、學習權 

受到日本法學界的影響，「學習權」的概念，也逐漸在近年來的教育改革中

出現。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明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

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依據1985年「國際成人教育會議」通過的「學習權

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Learning Rights），將學習權視為基本人權而應予以保

障，同時也闡明了學習權的意義：「閱讀和書寫的權利；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的

權利；想像和創造的權利；了解人的環境和編寫歷史的權利；接受教育資源的權

利；發展個人和集體技能的權利」（轉引自簡澄溪，2004：67）。由此觀之，學習

權是以個人為主體，透過適當的學習情境和學習活動，充分發展個人潛能，以紀

錄歷史、創造歷史的一種基本人權（吳清山、林天佑，2001：14）。 

周志宏（2000：189）則認為，學習權包含主動學習與被動學習的概念；前

者是指不受妨礙地自我探索、學習、詮釋的「學習自由」，包括選擇學習內容、

方式與轉換學習場所的自由（轉學自由）；後者則是指獲得一定之教育機會與教

育內容的權利，即受教育的權利，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終身教育的部份，

即經由他人的協助而「被動學習」（接受教育）的部分，也就是前述的受教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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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按周志宏的看法，學習權是受教育權的上位概念。 

另外，許育典則主張，學習是人的一種自然潛能。學習的好奇心，讓人從自

我出發去感應外在世界，而熱切地以「自我實現」的方式去開展自我，並在人格

的自由開展過程中渴望學習。因此，人的自我實現與學習之間建立了「雙向式的

因果互動」，而這種「雙向式的因果互動」就是教育的自然本質以及教育基本權

保障的核心。「人的自我實現」是主要的教育目的，「學習」本身只是促進人的自

我實現的動力與方式。因此，教育基本權所保障的基本權保護法益，雖然可說是

包含了學生的學習權，但主要的核心範圍則是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也就是學生的

人格自由開展權14（許育典，2005：13），自我實現，意指自我人格的「自由」開

展。也就是說，自我實現包含了兩個要素：一個是「自我開展」；另一個則是「自

由」的自我開展，也就是對是否與如何自我開展的「自我決定」，亦即在自我開

展中享有自我定的自由。因此，自我實現的兩個本質要素，是「自我決定」與「自

我開展」(許育典，2007：31)。與學生參與校務，對教育事項參與決定較為相關

的即是人格開展過程中自我決定權的保障，可以說是一種學習自由。 

所以，每一個國民為了自己的成長，成為國家社會的公民，為了形成其健全

的人格，自我實現，追求其人生幸福，所應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利，應予以保障。

教育是實現學習權的具體途徑，學習權的保障要從均等的教育機會出發，另外要

使每個人依其潛能獲得最佳的發展，因此機會均等的積極意義，應該包括提供充

分與多元的教育機會，消弭各種不當的歧視，而唯一能允許的差別待遇，是要促

使社經地位愈居於不利位置的學習者，愈能獲得較大的支援。 

在憲法上之依據，大學生之學習自由，人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另以憲法

11 條15、21 條特別規定外，其他所有學習階段與教育相關之權利皆應屬憲法 22 

條保障之範圍，所以研究對象高中職階段學生的教育權、受教權、學習權應依據

憲法第 22 條而來。由前文可知，受教育權是教育權最核心的概念，又由於人民

                                                      
14
 德國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每個人都有人格自由開展的權利，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不違反

合憲的秩序或違反習慣法。」，所以德國是以「人格的自由開展」為基本權的本質(許育典，2007：31)。 
15
 依釋字第 380、450、563 號等解釋，從憲法第 11 條之講學自由，推導出學術自由、研究自由、教學自

由、學習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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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的權利係屬憲法保障之範疇，自得以「教育基本權」指稱「教育權」或「受

教育權」之概念。在憲法的最高價值—人性尊嚴的本質要求上，要求尊重個人的

人格，保障其人權，使其發揮人性而得有尊嚴。為了使人發展自我、實現自我，

成為立足於社會的成熟個體，並達到自我管理、自主決定的目標，應該保障其學

習的權利。如此看來，學習權當然是一種基本人權，故又可以用教育基本權涵括

學習權的概念。而學生參與校務決定的部分，應與「決定教育發展」的教育權以

及強調「自我決定」的學習權較為直接相關，但因其皆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故以下提及時以「教育基本權」一詞指稱之。 

 

参、學生在學關係 

一、教育基本權的主體 

我們從教育的目的來檢視究竟教育基本權要保障的主體為何。我國憲法第

158條明文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神，自治精神，國民道德，

健全體格與科學及生活智能。」；而教育基本法第2條第2項規定：「教育之目的

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

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

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

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另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參考

《世界人權宣言》（1948）、《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6）、《兒童

權利公約》（1989）三項國際文獻，認為教育的目標是16：（一）充分發展個性、

人格、才智和身心能力，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二）為使人人能參加

自由社會積極貢獻，應促進各民族、種族或宗教團體間的瞭解、寬容及友好關係。

（三）培養對本身的文化、語言和價值的尊重，也培養對於其他文明的尊重。（四）

對自然環境的尊重。簡言之，是要充分發展學生人格、才智與身心能力，以培養

                                                      
16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4_2.html（200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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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及參與民主社會之能力。深究「充分發展個性、人格、

才智和身心能力」這句話，就如同許育典教授認為，教育最終目的就是促進人的

自我實現最大可能性，引導人去自由開展其人格。其實也是要實現學習者的「學

習權」，學習權指的是：每一個國民為了自己的成長，成為立足於國家或社會的

個人或市民，為了形成健全人格，完成自我成就的實現，追求人生幸福等，所應

有與生俱來的權利（林孟皇，1999a：57）。學習權的提倡在於強調學習者本身

的主體性，學習權的核心就是保障個人經由受教育或其他途徑獲得適合的學習機

會。學校、教師及父母都必須以積極作為提供學習的機會，考慮並尊重孩子的主

張，以學生最佳利益為考量，透過適當的學習情境和學習活動，充分發展個人潛

能，所以教育基本權的主體應是學生無疑，所有關於教育權利的運作均應以受教

育者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二、保障教育基本權實現的參與者 

教育基本權的主體是受教者，稱之為學生。但是由於學生大都為未成年人，

其無法自行主張權利，勢必得透過大人加以主張或參與，因此家長、教師以及國

家負有協助其學習的責任。而家長、教師以及國家的「教育權」只是為了使教育

基本權的實現更完備、更理想而已，具從屬性。所以家長、教師以及國家的「教

育權」的行使內容，必須以教育基本權的保障為前提，而教育基本權的限制如同

其他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一樣要有憲法第23條的情況才可以依法限制之，但因為

「教育權」則因根源於學習權，所以只要可能侵害學習權，「教育權」是隨時可

以被限制的。 

(一)父母  

195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中明確指出：「有責任教育及指導兒童者，

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其指導原則。此責任首先應屬家長。」父母對子女利益的

判斷，應該比國家居於較優先的地位（陳玉賢，1999：162）。父母對子女的教

育權規定，是在我國民法第1084條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有保護與教養之權

利義務。」故為了子女教育上的利益，當然應讓父母有參與教育事項決定的機會，



20 

同時父母的教育權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和其他基本權也有所不同，父母在此也相

對地受到義務上的拘束。像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特別強調，父母權不應屬於父母對

子女的支配權，父母權的行使不得僅為父母的利益，而應追求子女的幸福。未成

年子女雖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但在法治國要求基本權的保障下，未成年子女人格

自我決定權仍應受到尊重，德國民法第1626條第2項規定：「父母在養育和教育

時，應考慮子女的獨立責任感的行為及成長中心的能力和需要。」我國民法第1089

條第2項也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

請求法院依子女最佳利益酌定之。」我國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3項也規定：「國民

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的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

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許育典，2007：45）。但

是，家長參與校務的實施是否可以取代學生參與校務的地位呢？ 

父母基於親權，不但享有對子女之教育權，並且為代理子女利益之人，因此

其得以個人名義自行在學校主張其個人權利；此外，基於民主原則父母不但得參

與決定學校內之教育，並且也應得對政府之教育決策提出建議，為達此項目的，

父母應可組織父母團體，由父母集體行使或選出代表行使其權利，因此父母在學

校上之權利應包括父母之個人權與集體參決權。既然教育基本法第8條明文規定

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

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賦予家長參與校務的權利，那是否就可以

完全取代學生參與校務的權利了呢？若視民法有關行為能力之立法目的，是因人

的心智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日漸成熟，判斷事理的能力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

漸健全，所以法律乃依年齡設定行為能力，未滿七歲的孩童為「 無行為能力

人」 ；七歲以上未滿二十歲的人意思能力尚不健全，法律行為能力應受限制，

故稱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 ，滿二十歲的人精神心智成熟，才是法律上的「成

年人」，具有完全的法律行為能力，因此，除滿二十歲的人（成年）及未滿二十

歲而已結婚者（視為成年）外，二十歲以下未成年人法律行為的效力，應受限制。

對高中職學生做心智、判斷事理能力的評估，高中職階段的學生應屬限制行為能

力人，父母親也不是完全代理孩子的任何法律行為，故在參與校務會議方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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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用法律規定家長代表的與會就要完全代理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似乎有

欠妥當。 

(二)教師 

在學校教育中，直接擔任教學任務的是老師，受國家的委託以保障學生之學

習權。教師負有教育學生、促進學生自我實現，並落實教育基本權的責任。為達

引導學生自我實現，就必須因材施教，配合個別學生的狀況，所以教師在選擇教

材內容、授課方式以及成績評定，應該有某種程度的自由空間。故此，我國教育

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也規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

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重點是，教師的責任是要引導學生自我

實現，自主的做決定，而不是幫學生做決定，也許老師會擔憂學生在校務會議中

會出現某些不成熟、不理性的言論，但是這不就是最好機會教育的時刻嗎？透過

參與民主型會議的實際運作，讓學生更能體認寬容、尊重的真諦。 

(三)國家 

我國憲法第 162 條所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

監督。」由此可知國家是保障教育基本權實現的參與者。國家委託學校完成教育

任務，而學校就必須受到國家法律、行政命令的拘束。例如：國家對於學校的內

部組織、教學的方向、成績評量標準等有廣泛的的指導、裁量權。隨著教育基本

法的制定，在其第二條宣示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肯定人民受教育之權和學習自

由，國家有責任提供人民均等教育機會，但不意味著國家有絕對的權力介入教育

（吳清山，2006：243）。國家在行使監督之權時，除要視學校事務性質來區分由

立法者以法律或以法律授權來完成外，還要考量學生的基本教育權、父母的教育

權、教師的教學自由等。 

由上述事實可知，不管如何，教育基本權所要保障的主體是學生；父母、教

師、或是國家都只是居於協助的地位，都應考量學生之最佳利益。另外，基本權

利的保障強調人性尊嚴，從教育的觀點來看，要實現人性尊嚴，就要強調受教育

者對教育事項的決定權，例如教育的方法、內容的自主決定，達成自主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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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權核心理念不就是自我決定權嗎？  

從學校存在的本質與目的而言，學生才是學校之所以產生、存在且能長久發

展的重要關鍵因素。在民主國家中，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幾成全民的共識（傅

木龍，2000：21），所以把學生視為受教的主體，象徵著民主與人權的進步觀念，

教育者自應對學生權利多予維護與尊重。 

三、學生的在學關係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但是關於學生的權利不是一開始就受到重視的。我們的

傳統倫理關係，常根據不同的身分而有不同的行為期待，「責任」或「義務」是

其主要的規範語言；若主張「權利」，對許多人而言，無異是一種「造反」的表

達，蓋其打破了既有不對等的人際關係，將相互間拉成平等關係，在相互平等與

對等地尊重下，個人的利益主張或意思表達是平等地被保障的，每個人不會因其

身分關係而當然地被剝奪或視為次要的（林佳範，2005：32）。學生權利一詞於

1960 年代後期，首先出現於美國各大校園中。在此之前，學生或兒童並不被視為

人來看待，遑論其法律地位（M. M. Mapson, & T. C，1981：219）。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是學生權利的一部分，要談學生權利，就要先說明

學生與學校關係的轉變。所謂在學關係，即是指學生與學校間的法律關係（許育

典，2002：126），始於學校接受學生入學，終於學生畢業離校（謝瑞智，1992：

64）。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解釋之前，司法實務上均以特別權力關

係（Das besondere Gewaltverhaltnis）作為解釋公立學校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係（行

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至於私立學校學生則以所謂「在學契約」的

私法上契約關係加以定性。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如此區分的實益，在於私立學校

的學生若遭到學校的退學而發生爭訟時，理論上得向一般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加以

救濟。至於公立學校則由於在特別權力關係下排除司法審查的權能，學生便無法

得到行政法院的救濟。本研究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

17，將公、私立學校於在學關係均一體視為公法上的法律關係18，故不特別針對私

                                                      
17
 司法院大法官認為，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

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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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部份進行討論。有關學生與學校究竟為何種關係？如何發展？學生權利之

相關學說如下： 

(一)特別權力關係說 

1、傳統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以往，學生與學校在特別權力關係理念下，縱使學生也是人民的一份子，仍

因其學生身分，導致被排除在法治國家與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外。行政法上之特

別權力關係理論，係起源十九世紀君主立憲時代之德國，本為維持公務員對君主

之忠誠關係所創設，嗣後逐漸擴張至其他行政領域（翁岳生，1987：140）。傳統

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係指基於法律上的特別原因，為達成公法上特定目的，於必

要範圍內，一方取得概括支配他方的權能，他方對之負有服從的義務，而以此為

內容的法律關係（許育典，2005：161）。我國引入此一理論後更是將其發揚光大，

不但在適用範圍繼續予以擴展，而且絕對排除法律救濟的可能性（吳庚，2006：

210）。國內學者（林紀東，1986：123；吳庚，2007：223）一般認為傳統的特別

權力關係的特徵共有：當事人地位不平等、義務不確定、有特別規則、有懲戒罰、

不得爭訟等五項。 

而特別權力關係的主要類別，約有公法上勤務關係、公法上特別監督關係、

與公法上營造物利用關係三者（林紀東，1986：119）： 

(1)公法上之勤務關係： 

如國家或公共團體與所屬公務員間之關係或軍事勤務關係。 

(2)公法上之特別監督關係 

如國家與公共團體、特許企業者（如鐵路及公共汽車事業、瓦斯及電氣事業

等行業）、受國家事務委任者、暨受其特別保護者間之關係。 

                                                                                                                                                                      
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

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釋字 38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18
 公私立學校學生遭受退學或類此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時，均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故目前我國公、私立學校學生之在學關係，應解釋為歸屬公法上之一般法律關係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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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法上之營造物利用關係 

如公立學校與學生、感化院與院生、公立醫院與住院患者、暨監獄受刑人與

監獄間之關係等。 

在學關係在我國的演變與發展，過去傳統上，我國公立學校在法律上被認為

是公營造物19，依目前通說，各級公立學校乃是一種「無權利能力之營造物」；換

言之，其在組織上雖為獨立，但在法律上則屬於其他行政主體的一部分，因而不

具有獨立地位或法人資格。其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係均被視為行政法上的特別權

力關係（謝瑞智，1992：61-64）。特別權力關係的特徵是對其權利的限制無需法

律授權，而且此限制行為不屬於行政處分，所以也無行政救濟途徑可提供權利之

保護。一旦成立特別權力關係之後，即排除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所以在學關係若築基於「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架構下，國家行政機關或學

校即能基於自我認定之特殊目的，而在缺乏任何法律授權的情形下，逕行對所有

在學學生片面發布指令或訂定規則；此際，學生不但必須負擔概括服從的義務，

甚至當其基本權利遭受國家、學校、教師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亦缺乏任何法定

申訴救濟途徑（曾大千，2002：92）。換言之，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

的，學生必須服從學校的支配與管理，學校對於違反校規的學生亦可以施以處

罰。在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下，連學生權利都不可能主張，更不用提參與校務之權

利。 

2、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修正 

隨著社會法治根基的愈臻穩固，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遂有逐漸消融解構之

勢。先是德國學者 Carl Hermann Ule 於 1956 年提出，在特別權力關係內，可以區

分為「基礎關係」及「經營關係」。特別權力關係中，有關特別權力關係發生、

變更及消滅事項，為「基礎關係」，例如：公務員的任命、免職、退休；學生的

入學及退學等。特別權力關係中，公行政為達成特別權力關係目的，所為的其他

對行政內部的措施，則為「經營關係」，例如：長官對屬官的勤務指示、考績；

                                                      
19
 所謂「營造物」，係指行政主體為達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而將人與物在功能上進行結合，並制定

法規作為組織設置的依據，進而使其與公眾或特定人發生法律上之利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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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對於學生服裝儀容與作息時間的規定、操行及學業成績的評定等（許育

典，2004：40）。對相對人影響較大的基礎關係，應適用法律保留及權利保護；

對相對人影響較小的經營關係，無須法律規定，亦無法律救濟，以維持行政內部

秩序與達成行政目的（陳敏，1998：189）。 

而我國在學關係的演變，傳統的的特別權力關係也逐漸被揚棄。關於此調

整，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看法，除有學者主張的「修正特別權力關係說」外（謝

瑞智，1992：78），尚有將公立學校學生的在學關係改用「特別法律關係」取代

特別權利關係者以及提出「一般權利關係」看法者（吳庚，2007：209-210）等。

而其中來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所形成的「重要性理論」逐漸受到我國多數

學者的認同。所謂的「重要性理論」就是凡影響人民基本權利實現的重要事項，

無論為干涉行政或給付行政，皆須由立法者以法律規定之。因此，在特別權力關

係中，不僅「基礎關係」事項應有法律規定，而且「經營關係」中涉及人民基本

權的重要事項，亦應有法律的規定（許育典，2004：41）。所以在公立學校與學

生之關係中，仍是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一般而言，在學關係屬「重要」事項而須以法律或由其授權規定者，計有教

育目標、課程內容、授課方式、學校組織基本架構（如學校種類、家長與學生的

參與權等）、學生法律地位（如入學、退學、考試及升級標準等）以及懲戒事項

等。反之，不屬於「重要」者，例如：實施一週上課五天制、轉學事項或不直接

影響考試決定等事項（顏厥安、周志宏、李建良，1996：141）。其實，在民主法

治的憲政國家中，任何人都是基本權利的主體，在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中，不應該

再區分「一般」及「特別」的法律關係。國家對其基本權的限制，縱因其所處的

地位不同，而可能有寬嚴之別。然而，只要在欠缺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下，

國家即不得為之（許宗力，1992：166）。就此而言，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人民

自由權利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並且賦予每個人民訴願與訴訟的基本權。由此可

知，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實與我國憲法精神不符（陳敏，1998：190，193）。 

(二)倫理關係說 

在美國傳統社會中，一般認為學校（或教師）對學生事物之管理，得取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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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父母的權限；因此，「代理父母」理論授與學校暨教師管理學生的極大權限，

甚至當父母與學校因見解歧異而發生衝突時，法院亦傾向認為學校對學生所施予

之懲戒，乃是維持校園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Shoop ＆Dunklee，1992），

病通常會因此判決校方勝訴。換言之，法院基於學校乃是教育領域專家的傳統認

定觀點，而較易支持學校根據「代理父母」地位所為之相關教育決定（Soglin v. 

Kauffman，1969、Caliborne v. Beebe School Dist，1988、轉引自曾大千，2002：88） 

然而，在將近兩百年來的社會思潮變遷與學生對學校決策的不斷挑戰，學者

林子儀(1995)研究指出美國法院這種幾乎完全支持學校立場的態度，終於在 1960

年代前後，由於學生運動的影響而開始有所轉變。在學關係已成為司法審查的對

象，傳統的代理父母理論逐漸喪失其影響力。像是在聯邦最高法院處理 In re Gault

（1967）一案時，則進一步明確指出，「正當程序」乃是任何個案都必須遵守的

基本原則，即便是未成年的在學學生，亦屬美國聯邦憲法保護的對象，自應有正

當程序的適用。透過教育特別法之制定，立法者雖可重行規範學校與學生間的基

本法律關係，然因所有法律均受憲法原則的拘束，故就司法審查的觀點而言，人

民所具備的憲法權利內涵方為論斷在學關係之有效基礎原則。 

我國傳統的師生關係互動其實似貼近上述美國代理父母觀點。我國傳統上即

將師生關係定位擬父子的倫理關係，強調「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學生到學校

求學的目的，是進德修業兼具的，學校教育不僅為了滿足求知權，還有增進認知、

技能、情義等學習目標。而師生之間應該要有師生愛，教師有責任義務照顧學生，

因此，校園裡不強調法律，只要求倫理、只要有教育愛。賴媛姬（1995：15）的

研究認為此種關係雖較有利於良好師生關係的培養，但無助現代民主法治社會規

範的建立，若依此觀點，連父母參與校務權利都被學校取代，更遑論學生要要求

參與校務。 

(三)在學契約說 

此學說起源於德國，發端於十九世紀，盛行於二十世紀初，其從法律契約上

權利、義務對立的觀點，來探討學生權利問題（林盈君，2005：20）。我國黃東

熊教授（1997）亦認為，由於教育本身非權力性特質，故除應將學生與學校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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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利關係，歸屬於非涉權力性質的在學關係外，甚至應將之直接視為私法上

的契約關係。而依民法廣義之契約指雙方當事人以發生法律上效果為目的而成立

之合意而言，包括債權、物權、身分等契約及國家條約在內（楊與齡，1992：104）。

不論公私立學校，學生自願入學，學校願意招收學生，即表示學生與學校彼此因

意思表示達成合意而成立契約關係。此契約成立後，學校與學生之間，即是一種

對等的權利與義務關係。 

學校所有的教導、管理措施，若依此學說應是學生自願所同意的權利義務關

係，學校也應該透過學生的自治、暢通表達意見管道，來採納學生多數的意見。

但是，在實際的情形，學生入學不可能與學校各別磋商在學契約之內容，學生之

意思表示只能在訂約與否之間做抉擇。學校制定校規規範學生行為之權源是基於

學生對在學契約條款之合意，在學契約條款（校規）非但不能牴觸憲法或其他法

令之規定，亦不得違反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並且在學契約條款有無違法，其爭

執應由行政法院管理（楊仕裕，2003：51）。 

(四)消費者權益說 

此學說源於美國，將學生視為教育的消費者，故又稱「學生消費者運動」

（student consumerism）。其認為學校是為學生而存在，學生站在消費者立場，有

權利要求學校提供夠水準的課程、聘請良好師資等最好的學習環境，以保障其受

教權利，一切學校設施皆以滿足學生需求為前提（林盈君，2005：20）。而我國

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明訂：「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

受服務者。」學校的教育活動是否適合比照一般商業交易買賣非常值得商榷，一

則學生入學是以「受教育」為目的，而非以「消費」為目的，二者姑且不論知識

是否無價，學校提供言教、身教、境教、制教所投注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成

本，與所培育出國家社會人才的成效是無法比擬的，此與商業利益必須考量盈餘

為出發點是有所不同的（楊仕裕，2003：51）。還有，消費者強調權益而較無所

謂的義務，且消費者權益一般都比較主觀，擁有「購買與否的主控權」，甚至「退

貨」、「換貨」的消費權利，這顯然和實際學校與學生關係發生情況不盡相同。所

以，研究者並不贊成此觀點來看待在學關係，況且若把高中職階段的學生當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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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來看待，因為其未成年，並無完全的行為能力，那家長參與校務會議不就

可以替代學生的參與了嗎？ 

(五)部分社會說 

部分社會理論是日本最高法院於 1977 年 3 月 5 日對「富山大學學分不認定」

案件裁判所採用的理論。該判例認為：「大學不論是公立或是私立，都以教育學

生與研究學術為目的之教育機構，為達成其設置目的，對於必要事項，縱使法律

沒有特別規定，也有其自律性與概括性權限，自可依學則做各種規定並且付諸實

現。因此說明學校向來被視為與一般的市民社會不同，也形成自成一格的部分社

會，因此法律上的紛爭不完全適用一般司法審判的對象。」（謝瑞智：1996：65）。

部分社會說的理論重點簡言之，就是無論公立或私立大學，均係特殊之部分社

會，大學為達成其教育學生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可在無法律依據下，對於學生擁

有概括性規定的權限。 

此種特殊部分社會的大學，其有關法律上的紛爭，當不得列為司法審判之對

象，即以其係屬學校之內部問題，與一般市民法律並無直接關係，當然排除於司

法審查之外。因此，學生對於學校之行政行為縱有不服，亦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此一判決雖避免使用「特別權力關係」一詞，而代之以「特殊的部分社會」，然

其結論與之並無太大差異（簡澄溪，2004：58-59）。若衡量學生的教育主體性，

權利的保障，該學說為現今民主法治概念所無法接受。 

綜上述之，學生權利之論述各有不同，卻深深影響學生與學校關係之發展。

有學者認為在學關係在我國的突破或發展，實與我國憲法第 21 條國民教育基本

權利規定的「義務性」突破20具有前後呼應的關係（林世昌，2005：27）。我國憲

法第 21 條之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傳統學界及實務界皆以

其為權利兼義務的規定，未將其真正視為一個基本權利的規定。近年來，司法院

                                                      
20
 我國憲法第二十一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的規定，將受教育當作是人民的一種義務，

主要是繼受歐陸社會國民教育興起時的理念。此種理念在制憲時固然有其時代意義，但從我國憲法維護

人性尊嚴的意旨，以及當代教育權保障的憲政思潮，「教育權的權利主體應為每一個人，義務的主體則為

學齡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之解釋意旨，顯然較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的釋憲原

則（林孟皇，2000:75-77）。在民間教育改革運動的推動下，「教育是人民之權利而非義務」的理念，在具

有「教育憲法」性質的教育基本法通過後，才在臺灣社會正式獲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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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第 38O 號21、第 382 號22以及 462 號解釋相繼肯定學校內組成份子的

基本權利，也逐漸澄清我國憲法第 21 條規定的真正意旨與內容。亦即，受國民

教育一方是權利，他方又是義務，權利是對兒童而言，義務是對兒童之父母或監

護人而言（林世昌，2005：28）。另外再加上立法院通過的基本教育法中，以人

民作為教育基本權主體的宣示，使得特別權力關係逐漸解構，肯認在學關係應有

法律保留原則23的適用。 

依我國現行實定法規範，高中以上階段並非屬於國民教育；然而，釋字 382

號解釋已將「人民之受教權」明示為憲法所應保障之權利，故除了憲法第 21 條

所列舉的「國民教育階段外」，接受「高中以上階段」之教育亦屬於人民憲法上

之權利範圍。所以，關於學校與學生的法律關係的處置，如果涉及學校成員基本

權的實現且有重要影響，立法者需自行以法律加以規定，或至少在目的、內容與

範圍明確的法律授權下，才能交由教育行政權決定，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周志宏，1997：373），確立教育行政機關不得在法律未授權下，侵犯人民（學

生）的基本權。而像與我國歷史、社會背景及法律制度與我國近似的日本，也拋

棄傳統特別權力關係之桎梏，並嘗試打破公、私立學校在學法律關係性質上之差

異，而以「在學契約關係」或「部分社會理論」，來建構現代法治國家之在學法

律關係。如前所述，學校雖有公立、私立之分，但是兩者皆為教育或研究機構，

雖然設置者不同，但是與其學生之在學法律性質上應無差異，必作一致之思考。

人民受教育權利的保障是世界的趨勢，研究者贊同許育典教授所提的應將在學關

係視為一般法律關係，因為現在的在學關係本身就是一種依據憲法、教育基本

法、與相關之教育組織法、作用法、及其他教育法令所共同架構的法律關係，而

無須另尋理論地強加說明（曾大千，2002：67）。在學關係必需接受一般法律的

規範，有司法審查的適用，但亦尊重教育事務之特質與學校（教師）專業自主的

                                                      
21
 釋字三八○號確認大學課程的訂定屬大學自治的範疇。 

22
 釋字三八二號肯認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 
23

 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或稱積極之依法行政，乃規範行政機關所制定之命令非但不得抵觸法律，且

須有法律之依據，而在另一方面言，法律保留亦可謂為某些重要之事項應由法律加以規範，不得逕行以

命令為之。（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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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憲法層次的教育基本權保障憲法層次的教育基本權保障憲法層次的教育基本權保障憲法層次的教育基本權保障 

壹、教育基本權的主觀與客觀功能 

作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皆有主觀與客觀功能，既能作為規則，又能作為

原則。做為法律層次上之權利，除依法請求之主觀面向功能外，較欠缺客觀上法

秩序、組織、程序制度等保障(李震山，2005：17)。 

有關教育基本權的內涵如前文所述，從憲法體系觀之，除大學生之學習自由

以憲法第11條定之、及人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以第21條為特別規定外，其他各階

段教育之權利是依據憲法第22條而來。而本文之研究對象為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學

生，其教育基本權利便是以憲法第22條為依據，那我們就從憲法上基本權保障的

功能來探討高中職學生是否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作為立憲主義的現代法治國家，基本權的保障是國家存在的主要目的，而基

本權保障的中心訴求即在人性尊嚴的維護。自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2號

解釋揭示：「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

本理念」，即已逐漸勾勒出一套以人性尊嚴為中心的價值體系，使我國憲法上基

本權利的規定，除具有防禦性規範功能外，尚且為人民的共同生活豎立了一套清

楚的價值體系（林孟皇，1999c：120）。 

在基本權理論的架構上，基本權與基本權的保護法益有所不同。基本權雖然

只有一個，但是它所保護的法益可能有許多個。基本權的保護法益，是透過基本

權的主觀法功能與客觀法功能，所交織而成各種不同的基本權作用方式，而建構

憲法上實現基本權的最大可能保護網。在主觀法功能的面向，體現在基本權作為

防禦權與共享權所建構的保護法益。而在客觀法功能的面向，則體現在基本權作

為客觀價值秩序、制度性保障以及組織與程序的保障所建構的保護法益（許育

典，2005：20）。其中基本權的給付功能，又稱為受益權功能，指基本權主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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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根據基本權規定，請求國家提供財務性（社會扶助、優惠貸款）、實物性（房

屋、工作場所）或勞務性（社會保險）的支援。學說在討論基本權的給付功能，

都區分為「分享權」與「給付請求權」，前者是指人民請求使用國家現有設備或

資源，後者則指人民請求國家應為積極創設性給付。教育基本權作為憲法明示的

受益權，在分享權方面，人民享有現有教育設施的入學請求權。在給付請求權方

面，憲法第一百六十條基本教育與補習教育免納學費的規定，是屬於人民公法上

權利（林孟皇，1999c：124），此與學生可否要求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關聯性不

高。 

另外，在教育基本權的制度性保障功能上，學者看法則有所不同。有部分學

者，像許育典教授就提出教育基本權應具有制度性保障之功能，認為國家有義務

去形成有利學生人格自由開展環境的制度，使個人在制度保障中得以貫徹其基本

權的自我決定自由，而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我國憲法第一六二條規定：「全國

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由此可知，憲法上將國家對學

校的監督，作為一種制度性的保障，制度保障一方面委託立法者使其享有權利去

界定基本權利的內涵與界限，另一方面也使立法者不能藉著規範來侵犯做為制度

的基本權。為了實現學生的自我實現權，立法者負有去形成結構民主與自治的學

校組織型態。學校組織是推行教育的場所，學校教育行政具有手段性格，學校組

織存在並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教育目的的達成，因此，不能以手段破壞目的，不

能為了學校行政的便利而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權益。 

但是研究者認為高中職階段的教育基本權不用刻意強調制度性保障的功

能。因為提出制度性保障理論之初始目的，乃在於限制立法者的權限，亦即制憲

者透過憲法中的明文規定，選擇重要而有價值之既存制度，針對其核心部份予以

客觀保障，立法者雖有具體化此等制度之權限，但卻不能排除、廢棄、或變更其

核心本質。尤其可知，制度性保障的直接保障對象係制度本身，而非個人之自由

權利：其次，該制度必須是歷史傳統客觀既存的制度。像曾大千(2003：81）就曾

提到以自我實現為本質的教育權既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則其權利保障係屬高階的

自然法層次，若將教育權利列為制度性保障之對象，乃有矮化教育基本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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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實現人民之教育權利，雖無可避免地必須透過法律建立諸多相關制度，然此

以國家保護義務之貫徹即能克竟其功，似無藉助於制度性保障理論之必要。其

次，在我國憲法制定之前，教育相關制度暨其組織內涵並非歷史傳統客觀之既

存，將其視為制憲者納入憲法所欲加以制度性保障之範疇，顯有相當疑義。綜而

言之，當代學界通說皆已肯認基本權利具有直接拘束國家權力的主客觀功能，至

於制度性保障，僅係國家為了確保人民基本權利之實現，而必須建立各種相關法

律制度的客觀義務，把它併到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討論即可。 

以下謹就與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權利直接相關者，防禦權功能、保護義務功能

以及組織與程序功能進一步說明之： 

一、教育基本權的防禦權功能  

基本權在其歷史發展的脈絡下，主要是作為人民對抗國家權力威脅的防禦

權，以保障個人或社會的自由。在此基本權作為防禦權功能的出發點上，個人自

由若在合憲的法秩序下從事，原則上是不受限制的；相對地，國家對個人自由干

涉的權力，則基本上受到限制。此防禦權性格的基本權保護法益，則是在合憲的

法秩序下人的最大可能自我實現。所以，教育基本權做為防禦權的保護法益，則

體現於──為了學生的自我實現而對抗國家教育高權的侵犯（許育典，2005：21）。

在學生的自我實現權包含了兩個本質要素，即學生的自我開展權與學生的自我決

定權（許育典，2005：21）。在學生自我開展權部分，是指學生對其能力及性格

具特別性，國家不能以完全統一而沒有耶其他替代可能性的教育計畫與課程大

綱，作為唯一的授課或評分標準，應該適性教學並多元評量。至於學生的自我決

定權部分，使指學生對其自我開展方式的參與決定，尤其是指學生對其自我開展

密切相關的學校事務，具有共同參與的決定權。 

每個國民，包括未成年的學習者在公共教育上都應該享有發言權，在與自己

學習密切攸關的教育環境上更享有主動直接的參與權，參與小至班級、學校乃至

社區、地方、國家的教育事務決定。像在大學法之中，乃明定學生的校務參與權

利，學生自治團體與申訴制度之建立。條文規定的目的，是使學生透過校務的參

與，組織團體結合力量，以及事後救濟的方式，最終地使學生在校園中，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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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學習環境，包含軟體和硬體。高中職學生不也一樣，在校園中也期待能獲

得良好的學習環境，教育事務與個人切身關係密切，而且校務決定的任何後果，

乃是由學生等直接承受，既然對於其權益禍福有影響的可能，自應賦予被影響人

有表示意見，參與決策的權利與管道方為允當。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

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校務會議又是學校校務最高的決策單位，

所以為保障學生的自我實現權、防止被侵害，可推導出學生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

權利。 

二、教育基本權的保護義務功能 

一般而言，人民之基本權利可能遭到來自非公權力或非國家（例如：第三人、

自然災害）的侵害（林孟皇，1999c：126）。前述防禦權功能，乃用以排除國家

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然而，若侵害係來自國家以外之第三人或自然災害

時，基於貫徹基本權利之實現，國家亦應積極協助人民排除此等侵害；是謂之「國

家負有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之義務」，簡稱基本權利之「保護義務功能」（曾大千，

2003：79）。 

在學校內部運作方面，凡涉及學生自我實現之重要權益事項，國家亦應盡其

可能地予以明確保障。具體而言，學校內之官僚組織、教育人員、教育設施、或

學生同儕，均可能對學生之教育基本權利造成侵害（例如壓抑人格、不當管教、

安全事故、犯罪行為等），故應積極透過學校內、外部相關法令規範與措施，以

保障學生教育權利內涵能夠獲得充分實現。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國家首須制定法

律規範學校與學生的基本權利義務關係，並容許學校在此法律框架中，依其教育

理念擁有自我形成的空間，國家則僅予以合法性之監督。在法律的保障下，藉由

民主參與過程發揮學校本位精神，除能積極排除學生教育基本權利可能遭遇之侵

害，更能確保學校成為學生學習多元文化、自由開展人格的自我實現場域（曾大

千，2003：80）。 

三、教育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權功能 

在給付行政盛行的現代國家中，國家的機能日益龐大，人民仰賴政府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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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依存度日益升高，在「無給付行政，即無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下，國家必

須承擔分配與給付的任務。但在法規範充斥著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的規定

時，「程序導向的控制」才能落實基本權的保障。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

即在要求國家應提供適宜的組織與程序，以落實基本權的保障（林孟皇，1999c：

129）。特別是在國家擁有事實上或法律上獨占的社會生活領域（例如學校教育

事務），更有必要透過人民所信任的組織與民主程序措施，以積極營造一個適合

基本權實踐的環境。與前述排除不法侵害的「保護義務」相較，「組織與程序保

障」更強調國家對促進人民基本權利的積極功能；藉由多元開放的適當組織與程

序設計，不但可避免、減少基本權實害之發生或降低其程度，透過基本權主體在

組織中對程序的不斷具體操作，更有助於權利意識與權利情感的鞏固（曾大千，

2003：82）。 

國家擁有事實上或法律上獨佔的教育領域，不論是學習者的學習權或家長、

教師的教育權，極容易受到國家在教育內部與外部事項的介入而受到壓抑。為了

能事前確保權利的不被侵犯，有必要利用集體、組織型態來運作，以防範國家權

力的介入侵犯。「組織」可以作為一個中介橋樑，來與國家權力抗衡和參與教育

政策制定，以落實教育基本權保障（林孟皇，1999a：59）教育基本權的組織與

程序保障功能在積極面上，國家應積極營造一個適合教育基本權實踐的學校組

織；在消極面上，希望能減少侵害教育基本權情況的發生，亦即在基本權的實害

未發生前，事先透過適當的程序設計，防止或減少實害的發生（林孟皇，1999c：

129）。許育典教授（2002：54）認為教育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其主要

保護法益是：（一）以學生自我實現為核心的學校自治；（二）學生代表組織的

參與學校自治程序；（三）父母代表組織的參與學校自治程序。所以在教育的領

域中，「學校自治」可以防範國家干涉宰制教育活動以及內容，並且享有要求國

家資源補助、教育給付的地位。學校的監督機關應對學校提供意見並且加以援

助，促進學校對學生人格自由開展相關教育計畫的作成，並讓學校能夠自我負責

與自主獨立，而非對學校加以命令式的指示或干涉（許育典，2007：58）。而學

生作為教育基本權主體，當然對與自己人格自由開展有關的校務有參加討論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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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權利。另家長身為學生的法定代理人，為保護其子女的教育基本權，故也應

該有家長代表參與學校自治程序。 

因此在教育領域內而言，學校組織「結構民主化」、「成員平等參與權」的

保障，應該是立法者對於學校組織建構所課予的約束。成員平等參與校務決定

後，學校組織內國家教育高權與教師、學生與家長的教育權衝突勢不可免，如何

讓這些權利的衝突得到調解，亟待程序保障加以解決。由於教育權實體內容的不

確定性，要從實體上去認定教育權衝突的優位性絕非易事，因此，在程序上的設

計必須經由溝通過程加以保障，由爭議者經由特定的組織（例如教師與學生的教

育權爭議，可透過教師會與學生會的介入），藉由說明、溝通、協調、說服等互

動過程，達成合理的解決方案。學校組織在作制度建構時，應該提供一個基本的

組織、程序設計並提供專業輔助，來平衡雙方地位的差距已究明權利義務的歸

屬，確保學習權的實現（林孟皇，1999a：59）。故透過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程

序設計，有助於落實學生教育基本權的保障。 

 

貳、校務會議建構的相關原則 

從上述校育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功能，可知學校組織的建構設計應儘可能去

落實學生教育基本權的保障。而關於高中職階段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一事，法律並

沒有明文規定。校務會議係一校內組織，故先從憲法位階來看學校組織行政的法

制面向，是否應該要將高中職階段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明文納入法律的規

範。 

一、憲法的最高價值──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是先進國家建構憲法的重要核心價值之一。以德國為例，其因受基

督教神學思想、康德的道德哲學之影響，及對納粹恐怖統治的排拒，而在其慘痛

的歷史經驗，促使人性尊嚴概括性實證化，並將之納入憲法的價值體系中，以拘

束國家權力（蔡維音，1992：37-38）。故德國二次大戰後的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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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尊重及保護此尊嚴之義務。另

外，日本憲法第 13 條也規定：任何國民，深為個應受尊重。國民生命、自由及

追求幸福之權利，於不違反公共福祉範圍內，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應受最大之

尊重（轉引自羅慶德，2005：25）。 何謂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一詞，在日常生

活中係指人類自覺本身與其他動物不同，是具有理性的生命，因而努力從各方面

提高自身的價值，希望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與尊重。此種欲求乃本於人性，故以

人性尊嚴名之（黃桂興，1994：10）。另據黃文卿的研究，人性尊嚴係指以個人

為基礎，任何人皆為一平等、自由之個人，得自由發展其人格，形成自我；因而，

確信每個人有其獨立自主性，應有不受國家支配之個人基本權利，且在個人依理

性的自覺、自制之範圍內，應受到充分的尊重與保障，以實現自我；同時在社會

共同生活中藉著相互承認，尋求個人相互間人格的尊重，以維護個人的人格價

值，如此人的尊嚴才能獲得實現與尊重（轉引自林明輝，1999：37）。如蔡宗珍

教授所言：「由憲法的人性圖像所彰顯的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力不當干預影響

的人，其所應享有之涵蓋身體、精神與行為等方面的自主、自決的價值，便是『人

性尊嚴』主張的根源。」（轉引自林佳範，2000：207）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

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最可直接說明人性尊嚴與憲法價值秩序

兩者的關係。從我國憲法中規定人民的基本權保障、基本國策的許多社會性立法

委託條款來看，可以推論出我國的憲法規範乃是以對人性尊嚴的尊重為其基礎價

值。因為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早存在於現代民主憲法國家的基本建構原則之

中，國家共同體的成員間相互承認、尊重對方的自主權，這乃是為了確保和平共

存所必須建立的基本共識，而同時也是民主國家憲法建構的基本原則（王碩禧，

2008：38-39）。透過憲法人權保障之制度，以保障每一個人生命身體之完整性、

自主決定的機會與能力，享人性尊嚴之尊重。 

人性尊嚴理念既是制定憲法的基本精神，則人性尊嚴理念自應成為行政法的

最高指導原則，學校組織作為教育行政法的一環，當然要在學校組織的建構中具

體落實人性尊嚴理念。而人性尊嚴的主體是每一個人，不會因為年齡或心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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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而有所不同。在學校教育中，因為學生是知識的弱者，所以校方與教師更應

該協助其建立自我人格與價值，實現理想，尊重及保障學生的人性尊嚴。故在學

校行政組織的成員參與要求上，要儘量讓學校成員都受到尊重，有自我決定的機

會。 

二、對行政組織法制具有拘束作用的憲法原則 

為了具體化人性尊嚴，立憲主義國家的憲法又開展出三項立國的基本原則：

民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與社會國原則。而依學者陳愛娥24及法官林孟皇25的看

法，憲法規定中對行政組織法制具有拘束作用的有:（1）民主國原則；（2）法治

國原則；（3）社會國原則；（4）地方自治的制度性保障；（5）基本權利的保

障。由於地方自治的制度性保障，涉及地方政府是否為國家教育高權的主體，並

非本文研究重點，以下並不特別說明；至於基本權利的保障，已於上一章節討論，

故以下僅就民主國原則、社會國原則、以及法治國原則說明之： 

(一)民主國原則 

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與生活形式。作為國家形式，民主確定了國家權力的

主體及其行使方式。作為生活形式，民主則涉及在國家與社會的領域內，共同生

活的種類與方式，所以學校行政組織的法制應遵守民主國原則這是毫無疑問的。

只是民主國原則對組織法制的要求到達甚麼程度呢？在憲法中，所探討的是做為

國家形式的民主；就此而言，民主可以被理解為「人民統治」，也就是所謂的國

民主權，這也是我國憲法第二條26的規定內涵（許育典，2007：83）。所以民主

原則的核心內涵在於所有國家公權力的行使，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最後均須以

全體國民的意志為其正當性基礎，人民則是透過行使選舉權的方式，表達其是否

授權的意願（法治斌、董保城，1997：18）。由此可知，憲法規定的民主原則則

是間接民主，要求的只是國家意志應由有民意基礎的國家機關形成，並不以人民

                                                      
24
 請參閱陳愛娥，行政組織，收於 李建良、李惠宗、林三欽、林合民、陳春生、陳愛娥、黃啟禎合著，

行政法入門，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166。 
25
 林孟皇（1999）學校組織之民主化與學校自治──兼論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務會議之召開（下），

研習資訊，民 88.04，頁 52 以下。 
26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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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政務的直接參與為必要。根據這樣的理解，包括學校教育在內的國家行政

措施，它的民主正當性，主要是因為受有立法者法律的授權，與有無關係人的參

與無關，所以從民主原則是無法導出學校行政參與的要求（莊繡霞，1996：129）。

民主國原則只要求學校組織的法律必須由立法者作決定，而非保障學生、家長及

教師對於學校教育行政的參與。 

憲法上關於民主原則的旨趣與實踐，主要以國家機關的民主結構及地方自治

制度為出發點，社會上的組織與機構則僅於例外情形，始規定應遵守民主原則

（ 例如德國基本法對於政黨的內部民主化要求）。如果立法者有意透過一定措

施，要求人民的個別生活領域應予「民主化」，自不得援引「憲法委託」作為立

法者實施這種措施的基礎，因為無法透過憲法解釋，得出這種憲法委託的意旨。

如果立法者決定採取這種措施，不管是在經濟、學術、文化或學校的領域中，立

法者所作的決定，是一種政治上的決定，此項決定必須合乎相關基本權利及其他

憲法規範的要求（Christian Strack，1997：262）。所以校務會議此等學校內部組

織運作的民主化，學生、家長或教師要求參與校務之權利，並沒有辦法從憲法中

的民主國原則得到法理基礎。 

(二)社會國原則 

社會國原則要求國家應積極介入社會利益的競爭，以形成正當的社會秩序，

保障所有個人符合人性尊嚴的最低生存條件、維護社會安全及促成社會正義為己

任（陳愛娥，1997：125）。 

所謂社會安全，係指國家必須保障人民享有一個合於人性尊嚴的生存條件，

以減輕或避免人民面臨經濟困境。就此而言，則社會安全的內容，是指對老人、

疾病、殘障與失業提供社會保險；對社會生存最低保障的社會救助；對於人民給

付生存所必須的物資，例如：水、電、交通與電信等設施，以實現國家對人民的

生存照顧。此外，學校與大學、運動設施、育幼院、養老院、醫院、劇院與休閒

設施等設立與維護，雖然明顯超過了最低生存所必需，但對於人民現代的社會與

文化生活層面，已是理所當然非常重要的（許育典，2007：117），因此，若僅

以過去時代基本所需的最低生存要件為基準，是無法真正滿足現今人民最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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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最低生存條件，須隨著國家社會的不斷變化，而重新架構此條件。另外許

育典教授更提出應以人的自我實現補充建構社會安全。因人性尊嚴的思考，是從

第三人為出發點，思考他人在何種態樣的生活才是人性尊嚴，忽略以人的本性為

思考基準，思索落實自我實現的條件為何。相較於人性尊嚴背後，他人所加諸的

價值比較，人的自我實現肯定人可依其本性發展，此種以人的自我實現做為補充

想法，不僅較積極且具備憲法上正當性（許育典，2006：198）。 

社會國原則的另一個內涵為社會正義，國家必須努力調和因權力分配、貧

窮、教育程度、性別等差異所產生的對立狀況，使人民擁有機會憑藉其個人力量，

在社會的共同生活中取得相當的立足點及地位，所以，社會正義的實現著重社會

資源的正義分配，以達成個人的自我實現（許育典，2007：121）。社會國原則

在基本權利的保障上，承認「社會權」為基本權利的一種，主張為了使每個人能

在社會生活中享有起碼的人性尊嚴和合理的生活條件，促進人的自我價值意義與

和諧合理的社會建構，所以強調國家權力在考量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

生活中的利害衝突關係下，介入調整社會資源與法秩序，以積極保障弱勢族群，

乃至社會群體共營福祉的生活（許慶雄，1992：129）。由於個人經由教育獲得

知識與技能，才能充實其工作權與自由權的自由內涵。就社會權本質的目的即在

協助貧弱者而言，學習權的落實能強化弱者的工作、生存能力，甚至是判斷力，

以健全的人格，去改善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以自己之力脫離貧困，改善生活條

件，並且以技能和知識不再依賴他人援助，自主自立，所以學習權的保障乃是最

有效、最實際而能顧及人性尊嚴、縮小社會差距、健全社會秩序的社會權保障（熊

秉元，1993：81）。 

而基於社會國原則的社會正義觀念，表現在學校組織建構的約束上是要求國

家之設立學校必須普及。蓋以交通發達、地方富裕的地區不僅學校林立，且其設

備及師資較優，居住於此的人民不僅入學機會多，而且教育條件較好；然而，窮

鄉僻壤之處，學校數目不僅有限，且其設備及師資較簡陋、貧乏。是故，國家對

偏遠、貧困地區應該普及地設立設立學校，以免城鄉之差距太大而有違國民教育

機會之平等（林孟皇，1999a：56）。至於學生對校內組織如校務會議的參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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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從社會國原則直接推導出。 

(三)法治國原則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25號解釋理由書說明，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

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為

保障學校成員的權利，學校行政組織法制應符合法治國原則實屬應然。在過去「人

治國家」中，國家行為操控於實權掌握者之個人好惡，容易造成專擅與獨裁，致

對人民的權利保障不足。而法治國理念的興起，主要係針對人治的嚴重缺陷所提

出的概念（城仲模，1994：23），時至現代法治社會，關於國家公權力的行使，

均要求須以形式與實質俱皆合憲的法律為依據（吳信華，1999a，6）。 

相對於其他憲法的基本原則大多源自於英國或美國，法治國原則起源於德

國，是當時市民階級對抗君主專制所提出的主張，人民要求國家唯有先行取得具

有民意基礎的法律依據，才能擁有限制人民自由與權利的正當性。隨者時代需求

的演變下，法治國原則出現了兩個主要的演變：一個是由昔日的「自由法治國」

（der liberale Rechtsstaat），變成目前的「社會法治國」（der soziale Rechtsstaat）。

另一個則是由過去的「形式法治國」（der formelle Rechtsstaat），變成現在的「實

質法治國」（der materiale Rechtsstaat）（許育典，2001b：122）。 

在自由法治國時期，強調「最少統治即最好政府」，基本上國家是無為而治

的，人民相信可以依據其自由而發揮自己的能力，去照顧自己的生活，維持社會

治安乃成為國家唯一的任務。但是後來發生工業革命，結果造成人民之間的貧富

懸殊，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安，以致社會上的革命呼聲不斷；再加上兩次世界大戰

後所遺留的許多社會問題，有待積極重建（許育典，2001b：123、葉飛揚，2003：

31-32）。所以，轉而主張透過國家的「分配正義」 使人民分享給付，以促進自

由與尊嚴的均衡實現，在法律的運作上，修正了絕對的契約自由，並強調實質平

等，進入了「社會法治國時期」。 

其次，「形式法治國」的概念要求下，只要擁有法律的依據或授權，國家即

能限制或剝奪人民的權利，國家要統治人民只需要有形式的法律依據，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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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實質內容如何，也就是「惡法亦法」。到了後來，經歷了德國的納粹經驗

得知，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確實也會披著法律的外衣，來進行許多對人民非常不利

的事，甚至剝奪人民的生命權（許育典，2001b：124）。因此，進一步要求法律

必須具備實質妥當性的「實質法治國」概念便隨之而起。即使是國會通過的法律，

其若牴觸正義原則或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則亦僅在形式意義上具有法律之外觀，

而無法成為實質法治國理念下之法律（法治斌、董保城，2001）。 

法治國原則具有對所有國家機關公權力運作的拘束，不但行政機關發動行政

權時應注意恪遵法治國原則，立法機關也只能思考如何具體化法治國原則，不能

忽視它而恣意立法。法治國原則的中心訴求目的即是保障人權，為了達到保障人

權的目的，因而要求以法治──法律的支配來取代人治──歷史上特別指的是君主的

恣意統治，使行政機關於採取涉及人民權利的措施時，應該受法律的支配（林孟

皇，1999a：54）。 

由於中國傳統的思想 ，以及長達數十年的威權統治等因素，致使在社會通

念上，不認為「法治」真有保障人民權利與維護社會正義的積極功能。再者，台

灣的教育行政、學校組織、師生地位上，也長久處於國家管制及特別權力的氛圍

下，與法治國原則多有違背，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很難期待民主法治可以健全

發展。由此可知，現代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內涵，將是教育行政、學校活動所應謹

守的原理原則。 

法治國行政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權（許育典，1999：103），而人權之保障

在校園裡的教育行為，即表現在對學生權利的保護，所以學校的相關規定，理應

實踐如此的價值。校園內之種種規範並不是一種學校行政意志的展現，而是一種

共同的生活規範與行為具體標準之共同意識與默契；不是學生單方面地被要求，

而學校各方人員也須受到相同之規範。換言之，學校必須遵守自己所訂定的規

定，以保障學生權利，而保障學生權利之明文規定亦同樣可以限制學校權力（吳

銳煜，2006：94）。 

其中，依法行政原則乃是法治國行政最重要的基本規範，根據此一原則之要

求，法治國家的行政權運作，除了受立法權的支配外，司法機關亦對之擁有監督、



42 

審查的權限。然學者陳欣民認為於我國憲法條文中，並無依法行政的直接明文規

定，而僅採取「得調查行政運作是否違法（憲法第96條參照）」之間接規範方式。

就學者吳庚等觀點而言，依法行政原則又可包含「法律優位」與「法律保留」等

兩項子原則： 

1、法律優位原則：消極的依法行政 

法律優位原則的內涵，是要求行政行為或其他一切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

律相牴觸」（吳信華，1999b：2），法律優位原則又被稱為消極的依法行政原則。

我國憲法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條前段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因此，

法律在我國法位階上，是優於行政命令與行政處分的。凡與法律相牴觸的行政行

為原則上是可以透過訴願和行政訴訟來救濟的，也當然應適用在學校的行政上。 

2、法律保留原則：積極的依法行政 

相對於法律優位原則是要求行政權消極上不能牴觸法律；法律保留原則是

「積極」的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必須要有法律的依據或法律的明確授權。

因此，法律保留原則又被稱為積極的依法行政原則（許育典，2001：136）。就

法律保留原則而言，欲限制學生在憲法上基本權利時，必須有相關法律之明確規

定，若以法規命令訂之，則必須有法律之明確授權。強調特定領域的國家事務應

保留給立法者自己做決定，行政權只能依照法律的規定來實施行政作為。司法院

大法官經過多年的實務運作，依規範密度理論，已逐漸建立所謂「層級化法律保

留」體系，將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法規依據，區分為憲法保留、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及非屬法律保留等不同等級，這可以從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

理由書27中得知（吳庚，2007：107-108）。那究竟哪些事務必須由立法者以法律

                                                      
27
 大法官釋字四三三號解釋理由書：「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

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

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

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

人民產生不便或 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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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呢？依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見解，是採取所謂的「重要性理論」，凡與基

本權利關係重大的領域，通常可認為「重要」，「重要」乃是指對基本權利的實

現重要而言（林孟皇，1999a：54）。換言之，關於教育事項中屬於重要者，立

法者應自行做決定，不能委諸行政機關為之。 

然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認為，學校作為公法人，享有在其公領域內制定

章程和規則的權力，這些內部規則對外不具有法的效力。換言之，學校可以在沒

有法律授權之下自行制定內部規則，並可依照內部規則做出處理決定，這些都不

必遵循法律保留原則。但是，這樣一來，有可能會成為「法治國下的一個漏洞」

（吳銳煜，2006：98）。現在我國也與德國相同普遍承認重要性理論，凡涉及影

響學生基本權實現的重要事項，皆須由立法者自行以法律規定，或者有明確的授

權規定。而就教育事項而言，通常都涉及人民相當重要的權利義務事項，理論上

全都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但是，另一方面又牽涉到相當專業的教育上判斷，

性質上不適合由任何國家機關（包括國會）加以規範，因此形成了法治國原則適

用於教育事務的一大難題（顏厥安等，1996：27）。若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針對

教育行政事項， 適用「重要性理論」的判決中， 認為學校的教育目標、課程內

容、授課方式、學校組織的基本架構、學生的法律地位， 以及懲戒事項等， 都

是屬於「重要」事項， 必須保留給立法者自己作決定； 反之， 不屬於「重要」

者， 例如轉學或考試方式等， 則不必嚴格遵守。但縱使被認為是屬於重要事項， 

由於教育事務具有自主規律性， 必須從教育學的專業知識出發，根本非外行的

立法者有能力置喙， 立法者能以法律規範者， 也僅止於原則性、方針性的指示

而已（許宗力，1992：202）。 

法治國原則對於學校組織建構上的要求，依據「重要性理論」，關於學校組

織的基本架構、學校種類、學校設置、解散、合併、學校最低人數要件、中央與

地方政府對學校責任職權劃分、學校財源、學校內重要會議的組成（如校務會議、

教評會等）、校長與各種會議的職權劃分、學生及家長參與學校組織的地位及程

序等， 都應該由立法者在法律中加以規定。至於學校組織中的技術性、細節性

等規定（ 例如教評會、教師申訴暨評議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等的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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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授權教育行政機關訂定命令加以規範（林孟皇，2000：113）。 

依前述，有關於高中職校務會議的組成，學生可否參與等問題無法從憲法的

民主國原則以及社會國原則直接推導出。就法治國原則的內涵「法律保留原則」

而言，欲限制學生在憲法上基本權利時，必須有相關法律之明確規定，若以法規

命令訂之，則必須有法律之明確授權。學校內重要會議的組成（如校務會議、教

評會等）、校長與各種會議的職權劃分、學生及家長參與學校組織的地位及程序

等重要事項，都應該由立法者在法律中加以規定。目前高級中學法以及職業學校

法皆有校務會議組成的相關規定，只是未明文規定學生代表參與，而是納入家長

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係屬學校的決策機關，依多元參與的民主觀點，應讓學校的

各類成員，包括學生，縱使達成直接參與有其困難，也應讓成員代表有與會權利，

故應將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予以法制化。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學生權利與學生參與權學生權利與學生參與權學生權利與學生參與權學生權利與學生參與權 

壹、與學生參與校務相關的學生權利 

法律上的「學生」意義，是指經由在學校註冊具有「學籍」，而受教育行政

法規範的法律上主體（許育典，2007：3）。受到國際教育人權的共識所影響，國

內教育改革也強調學生權利的尊重。所謂「學生權利」，係指身為學生所應得而

為法律所保障的權利，此種權利雖可因學生年齡、身心發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

異，但其受法律保障及他人尊重之程度並無二致（吳清基，1987：3-4）。依李惠

宗（2004）對學生基本權的看法，將之分為「作為自由市民的基本權」以及「作

為學生之個人基本權」兩大類。學生在作為自由市民的基本權內涵部分，亦是以

我國憲法第二章的條文為界定基本權範圍的依據。在條文中由第七條至第十八

條、以及第二十一條中，將人民權利列出十三類，並細分為十七種，分別為：平

等權、人身自由、不受軍法審判之自由、居住遷徙的自由、表現自由（言論、講

學、著作及出版自由的總稱）、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結社等自由、生存權、

工作權、財產權、請願權、訴願權、訴訟權、參政權（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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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稱）、應考試服公職，及受國民教育之權。以上一般市民所具有之基本權，

不因學生身分或其年齡而有所不同（李惠宗，2004：103），但也同時受憲法第二

十三條的調整與規範。 

另外，在做為學生之個人權利部分，保障學生權利的主張，表現於人本基金

會在 1987 年所發表的「教育權利宣言」中，包含維護尊嚴、充分發展、正常生

活、免於歧視、免受欺騙、拒絕教唆、獨立思考、要求教改等權利（李鴻生，2007：

61）。以下謹就與參與校務相關的學生權利探討之： 

一、人格自由發展權 

德國少年福利法第 1 條第 1 項揭示兒童的權利：「每名德國兒童，都有權要

求在身體、精神上及社會上被教育成健全人格」（刑泰釗，2004：102）。我國教

育基本法第 8 條亦提及學生的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另外，許育典認為在

學關係中學生的最重要權利，是從教育基本權建構教育法制中的自我實現權（許

育典，2007；192），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也就是學生人格自由開展權。人格的自由

開展權是每一個國民為了自己的成長，成為國家社會的公民，為了形成其健全的

人格，自我實現，追求其人生幸福，所應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利，應予以保障。教

師專業之行使，不只限於學生行為層面問題，更及於學生認知、情意、人格及感

情，在知識傳授外，更重要的是學生整體人格之型塑。處於兒童或青少年階段的

人，可塑性高，而且在其人格的開展上，極有可能完全接受所以學校教育的內容，

基於學生的健全人格發展，故學生可要求學校儘可能提供最佳授課品質與學習生

活環境，以保身心得到健全的發展。讓學生參與校務，就是讓學生參與學習環境

的營造，故學生應有參與校務的權利。 

二、自治權 

學生擁有自治權是日後建構民主社會的厚實力量，過去凡事要由校方裁決，

事事要聽取師長意見的做法，會導致學生欠缺自由發揮能力的空間，也少了一份

尊嚴感。自治權就是給予學生自主權，J.Maritain 就講到：教育若能注重學生的

自主權利，那麼這種教育就不會使學生漠不關心又太過於馴順，或過於被動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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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師所講的任何事（李鴻生，2007：64）。人格自由發展權的主要內涵，並非

僅涉及「知識」的吸收，而更應包含有關於學習的生活面向。唯有在人格得以自

由發展的情況下，才能保障其得以有符合人性尊嚴之自我生活領域，所以在校園

中，給予學生自我決定的機會，自我治理屬於學生事務實屬恰當，也就是要在校

園內落實學生的人格自由發展權，須以學生自治權的保障為其手段、前提。 

另外，已滿二十歲之學生除了已有憲法賦予之政府地方自治事務之參政權

外，學生參與學生自治的學習權，與大學法明文規定學校應予保障與輔導學生自

治，均可視為憲法第十七條所保障參政權的準備。因為參政權顯然必須經過準備

與教導，以使心智臻成熟而有足夠的認知與判斷力，因此憲法關於參政權的行

使，在年齡方面有所限制且不違反憲法精神。由此觀之，可知校園法治教育中所

提供學生自治的學習與實習等教學、輔導制度，一有憲法保障，二對國家政府具

有持續穩定長治久安的地方自治成效，亦即人民參政權能夠成熟地行使，具有深

遠的影響與結果（楊仕裕，2003：46）。 

從人格自由發展權導出的自治權為學生參與權的重要基礎。但自治權分為學

校自治與學生自治兩個層次，兩者有何不同呢？ 

(一)學校自治 

我國的教育系統從一開始就和政治分不開。“學而優則仕”是儒家教育意識形

態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為政治和政府服務。政治化和行政化還是主導著

教育系統的運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統僅僅是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社

會體系的延伸。  

講到學校自治，屬於憲法層次的乃是指學術自由。一般而言，講學自由或學

術自由，乃包括教學自由、受教育之自由權利以及學術研究之自由，具體言之，

即以「大學自治」為代表，重要的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380、382 與

450 等號，以大法官言明大學自治是受憲法「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

的核心領域(Kernbereich)之一，它是指大學本身可具備公法人資格，準於教授治

校、學生自治、課程自主與行政自主等原則，來決定各個大學的發展方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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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律僅能以形成它、保護它的方式加以規劃，且對於其自治事項之核心領域

不得以法律加以侵害。由上述可知，學生自治為學校自治的內涵之一。 

高中職學校自治的部分，依前述有關學校本位管理的概念來區分，大致分為

財務、人事，以及課程方面： 

1、 財務自主 

在上級單位的授權下， 以整批補助方式將經費授權給學校層級。學校分配

到應有之經費後，可依據本身需求，採用不同的設計方式編列本身預算，甚至改

變學校內的組織和運作程序。其法源依據為教育基本法第 5 條明文揭示，「各級

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並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

應優先予以補助。教育經費之編列應予以保障；其編列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律

定之。」有了此一法源之後，有關教育經費的編列與保障的後續立法工作，另經

立法院的審議，於 89 年 11 月 28 日正式通過「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在本法

第 13 條與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各向教育經費收入與支出，應

設「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依法編列預算辦理；地方所屬學校得設「校務發展基

金」，這兩項條文給予地方政府與學校在辦理教育事業時，經費籌措與運用有更

大的空間與彈性。 

2、人事自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學校教職員工的招募、選擇、聘用、及訓練等權力授予

學校本身自主決定。學校擁有彈性使用人事經費的權力，強化成員以學校為本位

的在職進修。其相關法律規定如下，教師法第 11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教師法第 16 條：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

利……。又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本法第 16 條所稱學校章則，係指各級學校

依法令或本於職權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並按規定程序公告實施之規定。都可以

看出學校在人事方面的自主決定權。 

3、課程與教學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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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主導了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過程。基於學校是最為接近學生單位

的觀點，因此由學校本身來設計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則最能滿足學生的需求。

此外，讓學校自行編制課程與安排教學活動，較能充分運用社區資源，也讓學生

學習能與其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因此，在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下，主管機關僅需

訂定教育目標和課程標準大綱，學校依規定自行設計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我國

課程決定層次可分為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中央由教育部負責課程綱要的

訂定，地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執行中央所定課程綱要，以及訂定課程實施

的方案或辦法，至於學校除了執行中央及地方所定的規範外，隨著教育的鬆綁，

已經有較大的課程決定權。像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言明各科專業知識與

技術，應於選修課程中培養。各類別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除各科課程綱要專案

小組規劃之選修課程綱要外，亦可由各校成立之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各校經營理

念及特色自行規劃。而職校新課程綱要，也以職群概念整合學科，強調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及適應產業變遷需求。 

(二)學生自治 

所謂學生自治，係指學生本於自己所組織的團體，處理關係其學習與生活等

事務 。並以全體的名義，對外交涉並爭取權益。簡言之，就是學生自己組織一

個代表全體的團體，處理自己同學之間的事務，並對學校或校外爭取權益。學生

自治與學生參與校務的關係在於，學生人數眾多，為會議順利進行，直接民主實

不可得，只好採間接民主的方式，故學生自治團體的代表常因其民主正當性就會

成為校務參與的代表。而學生自治組織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所具體地呈現學生團

體，即是通稱為「學生會」或「 學生政府 」28（Student Association）。而其與一

般的學生社團最大區別，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學生會係代表全體同學，擁有

最高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一般社團無此地位。(二)學生會係全方位處理學生事務，

不應僅限於一般育樂活動的舉辦。換言之，只要是同學所面臨的任何問題，舉凡

學習、生活、生理、心理、安全等，皆是學生會應該處理的範疇。(三)學生會係

                                                      
28
 全校性自治組織在歐美國家之通俗稱呼即為「學生政府」，原因是這些學生自治組織往往仿效歐美國家

三權分立之政府體制，本身也採行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權分立有關（趙小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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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憲政主義等所架構的程序產生，因而獲得部分約束

同學的權力。這是社團所沒有的。 

一般來說，法律與教育行政官僚多從「教育」的觀點出發，承認學生自治。

建立學生會的終極目的，僅是讓學生學習何為民主。但是，憲法上所保障的人

權 ，應是平等的、不應有任何歧視的。校園之中，學生與教授，行政人員，職

員的確有年齡，學識 上的差距，但這並不能成為不平等權力關係的理由。所以

為了維護並保障同學的權益，消極地避免同學受到權益的侵害，積極地爭取同學

在學習生活上的福利，遂透過組織團體，藉由團體的力量以實現之。而學生會作

為代表全體同學的團體，自然形成校園民主機制中，代表學生參與的重要環節。

具體的表現，在於學校各級會議中，學生代表的參與。 

在大學教育的階段，學生自治法有明文，大學法第 33 條規定大學為增進教

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

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

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講學

自由，透過司法院大法官，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0 號解釋開始，經過釋

字第 462、563 與 626 號等解釋的不斷闡明與補充，加上學者的研究，即可認定，

應是學術自由（Wissenschaftsfreiheit）。學術自由是繼受自德國的概念，所以何謂

「學術」？可以借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該國基本法第 5 條第 3 項的詮釋：

「凡就其內容與形式，可以被認為嚴謹且有計畫地嘗試對真理加以探究者。」而

學術的內容，可以分成兩個面向說明：在作為人民的權利部分，即是主觀面向，

包括教師的講學自由與教學自由，學生的學習自由；在作為法制的部分，則是客

觀面向，為大學自治。而大學生的學習自由，指的又是什麼？有學者指出，大學

生為了學術上的自我實現，可依其個人的需要及興趣，自由選擇所欲學習的科

系、課程及講師，在這些學習活動中可以自由發問並提出意見。另外，大學生如

果基於學術研究的目的，而進行研讀、分析資料或專題討論等自我獨立的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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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是學習自由的保護範圍。進一步具體的類型，有學者以德國法的觀點，整

理出包括入學自由、選課自由、上課或旁聽自由、積極參與討論與表達意見的自

由(許育典、盧浩平，2007：475)。 

從教育的目的來看，希望透過由學生管理自己的事務──也就是學生自治，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至於高中職階段的教育亦應有此教育目的

應達成。但是高中職學生的自治權並不是直接以憲法第 11 條為依據，而是從人

格自由發展權29延伸而來，應是以憲法第 22 條為依據，同時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將人格發展權納入國家保障的範圍，係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個體存在之

差異性。處於青少年階段的人，可塑性尚高，而且在其人格的開展上，學校教育

的內容、實施與之影響甚鉅，故應讓高中職學生有參與校務決定的機會，表達自

己的意見、看法。且學生自治權非僅涉及知識學習面向，是採廣義的學習概念，

包含（簡澄溪，2004：72）： 

1、取得與自己權益有關之資訊： 

學生有權要求學校提供涉及其權益的資訊。 

2、學生參與校務決策的權利： 

學生有權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推選學生代表，以集體方式參與涉及校務運作的

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並應具有平等之發言與表決權利。在該權利遭到侵害的情況

下，學生代表得以權利主體的身分訴請司法救濟。 

3、學生在校園內的結社自由： 

學生自治權亦須以集體方式行之，學生有權以民主方式組織「學生自治團體」

代表學生利益，或是基於理念或興趣自由組織各式社團，以實現其自我發展。 

三、學生之參與權 

                                                      
29人格是由個體身心各方面的特質所組成，受個人遺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心理

學大師榮格認為人格發展是連續化、統合化、個別化的成長歷程，在成長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是將兩

極相對的內在動力，逐漸趨於調和，並偏向較成熟的一方。因此人格具有統整性、複雜性、持久性與獨

特性，每個人的人格特質不同，就會表現出對人事物的不同做法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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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為教育基本權的主體，須對與其人格自由開展有相當關係的學校教育

事務決定，有參加討論與決定的權利。因此，學生可以推派代表，參加作成與其

相關之教育決定的組織與程序。在此組織討論與決定的程序上，應將學生代表與

其他的學校參與人員，放在具有同等權利的決定結構上相對待。尤其是在一些學

生代表與教師（或學校）有衝突的案例（甚至有關校規的處罰規定），學生代表

可以保護涉案的該學生，使其應有權益不被犧牲。如此學生代表參與學校自治的

組織與程序保障，才能使學生具有共同參與教育決定的民主實踐可能性，避免學

生成為單純的教育客體（許育典，2005：33）。 

況且學生參與學校事務決定的程序，具有使決定避免錯誤、防止學校濫用權

力、減少衝突性決定及保護學生權益等四大功能（蔡志方，1993：382），所以學

生參與學校校務，除了有助校園氣氛和諧、具體保障學生權益外，更重要的是學

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價值，體認到民主的真諦。所謂學校行政的參與，指的是教師、

學生與家長對學校教育措施與決定的制度化參與而言，此參與的概念可分為「參

加」與「參決」。學生對於涉及本身權利事務的參與，不僅有助於事實的確定，

而且透過參與，基本權主觀價值才易被考慮。所以，基於對學生基本權保障的肯

認，諸如學生的受教權、結社自由權、自治權、人格自由發展權等等，可以導論

出學生對於學校事務的集體參與決定的權利。另基於民主原則的要求，我們亦可

以導出學生在學校應充分享有的參與權利，因為民主的原則其目的即在於保障人

民能參與關於其利益之事項，而此參與不只在國會殿堂內，亦包括在社會的各個

領域，如學校或工作場所。 

我們由前述內容可知，雖法無明文規定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學生有參與校務會

議的權利。但是對高中職學生而言，教育是憲法所賦予的一種基本權利，應保障

其學習自由。從憲法層次觀之，教育基本權的防禦權功能以及組織與程序權功

能，可以推導出學生應該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以落實學生自治權的保障。所

以學生對於己身相關的教育事項本就應有參與決定的權利。故高中職校園中若僅

是以學生未成年，心智發展尚未成熟等理由將之排拒於校務會議之外，藉著為學

生利益考量之名由教師代為決定或者試圖用家長的參與完全替代學生的參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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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不讓學生參與和己身相關之學校事務之決定，似乎都說不過去。畢竟每一

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其自我意志，不論高中職階段學生的想法、意見成不成

熟，都應當被尊重。對於和自己利益相關的學校事務，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應獲

得參與決定的機會。 

 

貳、學生參與權的保障 

人格發展對每個人來說，無論在其人性尊嚴或是生活領域的形成以及決定，

都相當的重要。上述學生的權利內涵中，學生參與校務決策的權利即為本研究之

重點，以下將從學生權利的實質保障與程序保障再進一步說明之。 

一、學生權利之保障 

(一)法治國原則在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法治國本身在法學上的涵義，並非僅在限制人民，要求人民守法，而是著重

在限制政府權力、要求政府守法。法治國原則應仍以基本權的實質保障為核心出

發，進而要求程序上的合法行使。 

(二)學生權利的實質保障 

台灣是在解嚴以後，才逐漸重視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台灣過去長期以來忽視

人權的背景，如何去實踐法治國的內涵有其困難。現行我國的教育體制，處處與

實質法治國內涵牴觸，校園中存在太多校方未經溝通單向的一致性管制與命令，

只強調形式的法治文化，而使得學生屈服於權威，並無法從生活經驗中，去體會

實質法治的秩序與價值。國家存立的目的既在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則任何國

家機關權力的行使，只要內容涉及到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就不能免於基本權利的

拘束，因為立憲主義的現代法治國家，不可能有不受憲法基本權利所規範的法外

的國家權力存在（許宗力，2003：93）。是以學生在學校內除接受學校或教師的

教育，並不因此被犧牲或剝奪其為人之基本人權。美國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布萊克

莫恩大法官（ Justice Blackmun ）在 1976 年的一件憲法判例中特別強調，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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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基本人權無須到達成年之人始得之－「未成年人，猶如成年人，亦受憲法

保障，且享有憲法權利。」（ Minor, as well as adults, are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possess Constitutional rights. ）因此，未成年之青年學生亦應享有

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例如學生在校園內之言論自由與表達自由即由更早的佛塔

斯大法官（ Justice Forts ）在 1976 年提出：「學生或教師不應於學校大門被剝奪

其憲法上的言論或表達自由」（ It can hardly be argued that either students or 

teachers shed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or expression at the 

schoolhouse gate. ）30。其實，教育之價值與功能尤應建立於對人權的尊重，形

塑一個落實學校組成份子基本權利保障的教育環境，保障青年學生在校園內或社

會上的各種人權將有助於其成長與學習，更能教育其成為一個尊重他人人權之文

明社會的一份子，而具有實質的教育價值。 

(三)學生權利的程序保障 

    程序法所規定者為法院及當事人間如何確定並實現權利義務關係之進行程

序，在法律體系中，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沒有程序，法治的理念無法轉化為法治

規範；沒有程序，法治的規範和原則無法轉化為法治事實，法律的正義唯有通過

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體現，成為「看得見的正義」；法律正義惟有通過有效程序

才能即時得到體現（羅傳賢，2002：169）。美國 1967 年的學生權利宣言中亦論

及「學生政府及個人皆應服從學校的紀律規範，學生政府組織也應保障程序的公

平性」，既然承認學生在校園內亦受憲法之保障，其權力之行使自應受到程序保

障。 

1、保障學生正當程序之價值 

    我國憲法第八條針對政府剝奪人民之人身自由時，所應遵循之程序，作了詳

細的規定；但是對於國家剝奪其他人民之自由權時，是否應該遵循一定程序並未

規定，相較之下，未如美國憲法於第五修正案31及第十四修正案32明訂一般性之「正

                                                      
30
 林世宗，青年學生之憲法人權，http://www.hre.edu.tw/report/epaper/no26/topic2_1.htm（2008/5/27） 

31
 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nor shall 

any person…be deprive of life,liberty,or property,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轉引自蘇宏杰，2005：30） 
32
 美國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任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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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律程序」規定。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又可以分兩類：一為程

序上的正當程序（procedure due process），一為實質上的正當程序（substantial due 

process）。 前者係指政府欲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必須符合法律所規定的程序；

後者則指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必須實質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該修正案的精神不但

導引出個人自由的基礎，更是官方限制或剝奪人民財產與自由權利的依據（黃馨

儀，2000：55） 

    踐履「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除可以營造一個適合基本權保障的環境外，

也可以減少基本權實害的發生，亦即在基本權的實害未造成前，事先透過適當程

序的採用，或予以防止，或至少將實害的發生機率，減至最少（蘇宏杰，2005：

31）。因此，國家為行政行為之前，無論為干預行政或者是給付行政，只要涉及

人民基本權利者，在做成最終決定前，都應踐履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以避免或

減少基本權利受侵害的情形發生。無庸置疑的，學生亦是此程序保障的對象。 

2、正當程序的合理要件 

    在學校中，學生的憲法權利必須被公共利益所限制，而此一公共利益即指學

校維持學習氣氛與秩序的基本目標（William D. Valente with Christina M. 

Valente ，1987：270）。正當程序的要件因個案的事實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沒

有人可以建立一套足以涵蓋各種案情大綱，讓任何教育董事會、校長及其他教育

人員共同遵守（黃馨儀，2000：55）。在美國的司法實務運用上，法院對於案件

的衡量，主要也是基於個別案件本身的性質，以及之前累積的先例上，而沒有做

出最後完整版的解釋。所以有關正當法律程序的踐履方式，必須充分了解各個案

情後才能做決定有可能只是單純陳述意見的給予、准予聲請調查證據、閱覽卷宗

之請求，但也有可能是更為繁瑣的公聽會召開。 

    林孟皇（2000：70-71）曾探討過的學校內部行為程序保障機制的問題，提出

規範模式以及內容的建議，可以作為參考。林孟皇認為為確保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及家長的教育權，國家建立學校內部行為的程序機制，便僅能作原則性、方針性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liberty,or property,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轉引自蘇宏

杰，2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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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而已。比較好的立法方式應該是在教育憲法－基本教育法中做原則性的宣

示33，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在制定相關的自治法規時，作方針性、綱領性的

規範34，並授權學校在制定相關的學校章則時，依個別教育措施的性質，決定其

應遵循的正當法律程序。 

林孟皇（2000：71）亦認為為調和人權保障與行政效能，如何具體適用各項

程序，很難有一體適用共通的準則，也僅做了初步的說明： 

(1)告知程序 

    在告知程序方面，事前告知無礙於教學的成效，且為教育目的所必要，且不

致於侵害教師的專業自主權，應為各項教育措施必須共同遵守的程序。如果有窒

礙難行之處，亦需於事後告知，使學生明瞭前因後果的關係。 

(2)聽取意見程序 

    在正式的聽證程序方面，學校所為退學或類此的處分行為，以及身心障礙學

生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行為，其造成學生學習權利的重大影響，應採取較為嚴謹

的正式聽證程序。 

    在聽取意見方面，教材編選、課程安排與指導、作業指定等，教師可透過開

學時的親師互動、家長會、或是電話聯絡的方式來聽取學生或家長之意見35。 

(3)公正裁決程序 

    基於教育的專業自主性、立即性，及教學成效的考量，教師在從事各種教育

措施時，原則上無公正裁決程序的適用，但仍不否認在個別教育措施中可能有適

用的餘地。例如在學校舉辦的各項比賽中，教師在自己班級學生有參賽的情況下

擔任裁判，應該遵守迴避的原則。 

(4)說明理由程序 

    在說明理由方面，原則上所有的教育措施皆應遵守，不過，如果考量教育的

                                                      
33
 可惜通過的教育基本法仍僅針對事後救濟管道加以規定而已，並未規範學校一般內部行為的程序機制。 

34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十九條，以及教育基本法第九條之規定，教育事項之興辦及管理，原則上屬於

地方的自治權限。 
35
 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的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

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家長對教育事務友直接參與的

機制，包括教育方式及內容的參與，係屬親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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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性與教學成效，似乎不必作個別的說明，教師在課堂針對全班學生作共同的

講解、說明即可。 

(5)資訊公開程序 

    在資訊公開方面，原則上，攸關全體學生利益、需經家長或學生參與決定者，

例如，教科書評選之教材、編班結果之表冊，其相關的資訊皆應公開，並允許家

長或學生閱覽。但是如果涉及學生或家長個人隱私、名譽權的事項，則應該予以

保密，不能公開。 

(6)處分基準之設定 

      處分基準之設定在學校內部行為的程序機制上，原則上不適用。但是，例

外在成績評定基準的設定與公布上，則應有適用的餘地。雖然成績評定是屬於教

師專業自主權的權限範圍，但是由於成績評定事涉學生的學習權益，如果不同班

級、不同學校的成績評定標準差距過大，不僅影響相關之比賽、獎學金申請的公

平性，且在學生轉學、畢業成績的比較計算上，容易產生適用的困難。 

綜合本章上述內容，隨著特別權力關係的解構，由現代的在學關係看來，學

生的身分並不會影響到憲法上基本權利的保障，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應屬教育事

項，在憲法保障的位階，應與教育基本權相關。從教育基本權的防禦權功能、保

護義務功能以及組織與程序功能是可推導出高中職學生有參與校務的權利。學生

乃教育權之主體，校園的重要組成分子。學校決策的形成過程，透過學生參與校

務的程序保障，可以了解目前學校的行政規範或措施是否符合學生最佳利益。主

張學生有參與校務的決定的權利，並不是說學生有權決定校務，而是強調應考慮

並尊重學生的主張。雖然學生也許對其自身的重大利益的認知程度不夠周密完

整，但是並不是說它們沒有權利來表示對於校務的看法，故學生的意見當然應受

到尊重，學校應有一套程序讓學生表達對於校務的意見，參與校務的決定，並非

放任學生任憑其意，也非對其意見視若無睹，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就是方式之

一。而所謂之學生的最佳利益，必須就學生教育基本權實質內容來檢視，例如，

教育機構、教育設施、學生相關活動的規劃等是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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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教育意涵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教育意涵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教育意涵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教育意涵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與公民教育的實施與公民教育的實施與公民教育的實施與公民教育的實施 

    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係指運用適當的教材與教法，讓學生了解一位公

民所應具有的權利行為和服務利他的胸懷，使其成為具有民主、尊重、守法、服

務和負責的公民素養(林天佑，2001：111)。我國學者陳光輝教授也曾經對公民教

育做過詮釋：「廣義的公民教育是指一個國家採取多元的途徑，培養國民具有效

忠國家的意識，獲得有效參與公民生活必備的知識、態度和技能，進而發揮其責

任感和榮譽心，成為良好的公民，係指各級學校中強化與公民教育相關課程，以

及訓育活動等，藉以培養兒童和青少年的愛國意識、民主觀念和法治精神，以求

養成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具有做個未來良好公民的準備。」（轉引自史振鼎，

1989：3-4）。其實公民教育的本質帶有很強的政治性格，從而會與時代的社會思

潮和教育的目標取向發生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莊富源，2009：14)。在民主國家

中，公民教育強調民主與開放，尊重多元價值，維護憲政體制，透過省思、慎思

和行動增進其公民素養；但是在極權國家裡，其公民教育注重服從權威、提倡單

一黨派思想，學習者很少能夠藉由獨立思考和行動，發展其公民能力。 

學者莊富源(2009：14)將 1990 年開始民主轉型到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的十

年間，視為是我國公民教育發展歷程的重要分水嶺。基本上，在此之前的威權統

治時期，係為一種「國家的」公民教育（national civic education）；而在此之後的

民主深化時期，則是一種「社會的」公民教育（social civic education）。傳統的「國

家的公民教育」嚴格來講並不是「公民」教育，因為它急於將某些政治教條或倫

理規範灌輸給下一代，以確保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及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在傳授

方法上一味強調背誦記憶，不允許討論或質疑。相對於此，社會的公民教育重視

理性討論、溝通協調，不僅期待學生對民主法治原則有真正的理解，更希望他們

有獨立思考，勇於分析、反省、批判公民社會的能力。這種民主式公民教育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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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培養公民意識的重責大任，建構理想而完善的公民社會。 

    學校是一個教育的場域，其與學生相關的活動安排皆應該有其教育目的。所

以我們必須思索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究竟有何教育目的呢？讓學生參與校務會

議是否有助於公民教育的實施呢？公民教育內容多元，以下將從公民教育內容中

與學生參與校務較為相關的人權、民主與法治教育部分來探討： 

 

壹、 人權、民主與法治教育之關係 

    我國民主政治之發展，雖然頗具成效，但是，國人仍未能瞭解民主的真諦在

於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應尊重少數，況且，民主應該植基於法治的底蘊，國家方

能長治久安。同時，亦應該培養國人成為公民應有的素養以及透過公民參與之訓

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提供政府自我反省以及改進施政之機會。「世界人權宣

言」開宗明義揭櫫「凡人生而自由，其尊嚴與權利，一律平等」，已為現代人類

人權理念之指標。保障和增進人權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目的和中心課題，民主政治

乃是「權利為人共享的政治」，因此人權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指標和導向。 

    「人權」（Human Right）從字面上看，指的是作為人享有的權利，也就是屬

於人的權利。今天的國際社會，對一個一般的普通正常人所應享有的福祉、待遇

及所應擁有的東西，已經有一個共識了；這個共識具體展現在聯合國的「世界人

權宣言」（1984）、「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1966）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1966)。人權之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人性尊嚴、自由與平等。其中

以人性尊嚴的概念為最根本，人性尊嚴是人類生而具有的內在價值，換言之，這

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使人之為人的本質，幾乎所有的國際性或區域性國際法典

都承認人性尊嚴，以維護人性尊嚴為保障人權之重要依據(洪如玉，2004：18)。 

    人權的保障，是現在法律體系的核心精神，為人權的普遍性意涵，不應曲解

為個人恣意的保障。法治教育，立基於日常生活語言的溝通互動過程，盼從實踐

理性的溝通理解潛能，而達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林佳範，2002：65)。人權是一

種現代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而不是任何法律體系必然要包含的內在價值。所以

雖然人權要透過法治來保障，但法治本身卻並不一定要包含對人權的保障(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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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2003：111)。人權教育重「情意」，著重在人性的尊重；而法治教育重「認

知」，偏重在外在的制約，兩者有相輔相成之效。所以，關於學校公民教育的實

施內涵至少一定要包含人權、民主以及法治等價值。 

    在建構人權、民主與法治教育的理論基礎時，我們要瞭解，不論是人權教育、

民主教育或法治教育，其目的都在落實基本人權的保障，只是人權教育在養成對

基本人權的認知，而法治教育則經由以人為目的的實質法治文化奠基，更進一步

培養行使權利的感情。更清楚地說，人權教育是要使人民掌握其在憲法上享有的

基本人權，而法治教育則是要養成人民行使其基本人權的環境，法治教育事實上

是作為人權教育的實踐基礎（許育典，2005：157）。而許育典認為實質法治國

的實踐，是保障人權的不二法門，故須由此出發，建構人權與法治教育的理論基

礎。在實質法治國的基礎下，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權，這其實也是人

權與法治教育的終極目的。 

 

貳、 人權、民主與法治教育的實施問題 

    我國引入西方法制百餘年來，人民未視法律為保護自己的規範，國家公權力

的違法行使也經常發生，法治國內涵更難以在人民與國家實踐，探究其原因，並

非法令不周或執法不嚴，而是涉及深層的文化因素，導致法治國內涵與人民的法

律觀不合。台灣人民一向以漢族移民為主體，漢族的傳統儒家思想，自然成為台

灣法律文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儒家思想習於將個人置於宗族、社會或國家之後，

而視其為缺乏獨立權利地位的客體。這與西方重視個人，透過法治的保護，使其

得以爭取自由的正義觀，有很深的隔閡（王伯琦，1989：43；林端，1994：229；

王泰升，1999b：15）。儒家重視以敦厚的道德規範改善社會，視法律為法家無

情的思想產物，至多只能用以維持秩序，不過是國家實施管制的工具。也就是說，

我國傳統認為社會秩序應優先以「禮」維繫，「法」僅居於次要地位，「法」只

是維持「禮」於不墜的工具（黃源盛，1997：503；石元康，1998：327）。 

    再者，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來，殖民政府引進西方法律體系，也深刻影響台

灣的法律文化。當時變法成功不久的日本法制，法律觀念仍停留在絕對皇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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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立憲，及以法律鞏固統治權的階段。事實上，並未真正接受以人民為主的法治

精神，人權保障及權力分立等法治觀念，也未具體落實於憲政制度中（王泰升，

1999a：44）。 

    等到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法治」僅是要求人民

守法的政令口號，並未從事真正的法治教育，以轉換人民的形式法律觀。這樣短

淺的執政眼光，造成今日威權體制雖已解體十餘年，留存在台灣人民心中的，仍

是中國儒家傳統的「律文化」，或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守法文化」。相對於此，

以法治國為中心的「法文化」（顏厥安，1999：28），法治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

的法律觀，也就一直無法建立。作為一個法律繼受國，如何使法律本土化，成為

人民真正認同的社會規範，可說是法學最沉重的使命（蘇永欽，1996：576）。 

    學者林玉体(1998：310-317)認為民主的特色是，人人可以做決定，最有尊嚴

感；決定眾人之事，必須經過討論；政治權力的轉移最和平、也最有美感；眾人

決定可能較為明智且安穩；個人才華最有表現的機會。在民主社會中，人人可以

做主人，人人可以自作決定，這不是人格尊嚴的象徵嗎？所以民主的核心概念其

實也是人權的保障，而民主又必須植基於法治，三者環環相扣，讓學生參與校務

會議是否有助於人權、民主法治教育的落實？故以下分別就民主教育、人權教育

與法治教育的實施來探討： 

 

参、公民參與及民主教育的實施 

    首先，我們透過公民參與的角度來看待學生參與校務會議： 

一、公民參與的意義 

    所謂的公民社會可說是公民在「公共領域」的具體實踐，在此領域中，民眾

可以透過彼此間的對話，來參與複雜的公共或政治活動，且能在政府治理過程

中，扮演著積極的參與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而非成為抱怨者或受害者的角色。此

外，能體認公共政策的參與是個人發揮自主權與展現社會關懷的責任。在公民社

會的環境下，人們能夠學習自我尊重、團體認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合作協

力的價值、以及公民道德等；當每個人都能遵守社會共同規範與義務時，公共領



61 

域的存在才得以維持（O'Connell & Brian, 2000）。公民社會的公民既自我認同，

又尊重他人，自然也不會產生強迫同化、對立排他和宰制壓迫的情形，具多元包

容的態度，如此多元參與、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族群定然和平相處、共存共榮。 

    就字面解釋，「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就是由「公民」共同分享決

策的行動。而此社會大眾透過管道參與政府政策制訂與執行的過程，就是「公民

參與」。就政策形成過程而言，「公民參與是指對某項公共事務或政策具有利害

關係之個人或團體，直接涉入政策過程中，以影響政策結果或了解、熟悉有關該

政策資訊的一種諮詢活動。」（陳桂香，1996：10）。 

二、公民參與的民主意涵 

    民主(democracy)一字係由 demo 與 cracy 組成，前者為「人民」之意，後

者為「治理」(呂亞力，1988：120)， 所以由「人民治理」就是民主。狹義的民

主，係指某種政治體制的運作模式；其二、則是為廣義的民主，意指一種生活的

方式與態度。其中，尤以廣義的民主所意味的生活方式與態度，涵義最為直接且

深遠，因其所欲指涉的內涵，不僅是一套對民主價值、規範、制度的信念及行為

習慣之組合，更是一套個人的言行舉止要能符合民主之要求、而團體的建立與運

作也要能符合民主之程序。是以，在此一概念界定下，民主的主要意義，即是在

於強調如何將這一套有關民主的行為習慣真正落實於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廖添

富、王錦雀，2000：40）誠如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所說的民主是一種

生活方式。民主也是一種生活價值觀的選擇，個人言行需符合民主要求、團體之

運作需符合民主程式，我們必須抱持著民主的態度與價值，將民主習慣落實生活

中（公民與道德教育學會主編，2002：303）。 

    1970年代開始，由於對當代民主菁英論和代議民主的反動，許多學者大力提

倡「參與民主理論」，參與式民主理論點出了「代議政治」的矛盾之處，既然是

由「代表」決定國家政事，又怎麼能夠說是以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呢？。參

與論者認為由上而下的社會結構，將公民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其所考量的僅是

菁英們本身的利益，對於民眾的權益則置之不理。而參與論者則主張國家的權力

應該透過參與的方式，盡量分散到各個階層，唯有這種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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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政治所強調的人性尊嚴以及人民主權的價值才得以彰顯

（呂亞力、吳乃德，1993：143）。而根據Pateman 的看法，參與式民主可以歸

納出下面幾個效用:（呂文通、邱坤玄譯，1978：22-45）： 

(一)參與能使個人成為自己的主人，並從參與中得以控制生活與環境結構。 

(二)參與能使集體的決定，更容易被個人所接受，更能加強個別公民認同他們是

「屬於」他們自己團體的統合功能。 

(三)參與具有教育性的功能 

    Battistoni（1997）提出一個完整公民教育應包含四方面（1）認知上的了解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2）參與能力（Participation Skills），（3）公民

態度（Civic Attitudes），（4）直接的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國內學者

張秀雄、李琪明（2000）亦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理想公民資質應包含公民知識、

公民德行與公民參與能力。所以讓學生有實際的公民參與機會是必要的。林國明

及陳東升(2003)的研究就點出參與公共討論的過程所獲得的公民知能，包括特定

的政策知識、廣泛的政策訊息，以及實踐公民權利的心智能力，則能夠進一步養

成積極關心、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德行。冷漠、被動的公民性格的養成，常是因

為民眾缺乏必要的知識來形成意見，也無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因為參與而提昇的

公民知能，能夠「欠缺能力—無法參與」的惡性循環，促動「參與—了解—進一

步參與」的良性循環。 

    就教育的角度，杜威認為：(一)教育培養民主社會中的成員：民主素養不是

與生俱有的，唯有應用教育措施，才能有效培養民主社會的成員。(二)教育能再

生民主社會的生命，其理由有三：1、沒有民主的教育，民主社會的制度，就不

能維持太久；2、沒有民主的教育，民主社會是不會有良好的發展；3、沒有學校

實施的教育，則社會所珍惜的價值、目標會沒有推廣的機構以使個人思考、觀察、

判斷、選擇，符合民主社會的要求（徐宗林， 1989：124－126）。所以民主的

價值就必須透過教育來引導、內化，這就是民主教育。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的公民，

使其能履行作為民主社會一分子的職責。 

    杜威認為教育並不侷限於學生在學校中課業的學習、體格的鍛鍊、品德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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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等，雖然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分，但都不是教育的整體，完整的教育與生活相

同，乃是一種延綿不絕之生長發展的歷程。所以，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教

育即改造」、「教育即發展」、「教育即生長」等觀點，將教育和生活徹底的融

合在一起。經驗論是杜威教育哲學的核心，他認為經驗與實驗在語源上是同一

的。所以他的經驗主義也可以稱為實驗主義。他認為教育是經驗繼續不斷的改

造，教育是屬於經驗的、由於經驗的、和為了經驗的。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從經

驗中產生的，但是經驗與教育兩者並非相等，因為並非一切的經驗都具有教育的

作用。杜威也提倡進步的教育，要讓學生表現個性，培養個性，反對從上而下的

灌輸，而以自由活動來反對外部紀律，必且由經驗中來學習。 

    學校是培育民主價值與民主活力，以及一般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場所

（public sphere），當國家建立科層化行政體系對學校專權化管理之後，學校內

部成員、一般人民和社區大眾參與市民社會的空間，乃被壓縮，公民的參與民主

能力，乃被壓抑(黃嘉雄，2001：42)。就學校教育的目標觀之，其一便是公民責

任的目標（黃光雄，1991：41）；Ranson 與Stewart （1998： 253-257）指出公

民社會是一種讓每個公民個體皆能藉由價值交流的實踐過程，形塑出彼此都能認

同的理想社會的參與式民主情境。由此可見，在公民社會中，所強調的公民參與

的機會和參與的能力，都與學校教育有所關連。 

    民主因注重討論，所以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教育意義。但最有形且最直接的民

主教育，確應該在學校教育中進行。學校教師具備民主素養，教學活動最具民主

風味，學校就是一所小型的民主社會，也是民主社會的雛形。民主理念在學校內

運作，在學校內試驗，師生都能充分認識民主的意義與價值，並為維護民主而奮

鬥。則學生畢業後踏入社會，社會就有堅實的民主成員。「由做中學」這句教育

名言，最能表現在民主教育活動中(林玉体，1998：322)。反對校園內民主運作的

人，一再指出學生心智尚未成熟，未具有能力來處理教育問題，因此各項校園事

務最好留給師長決定。若果真學生無能，按教育之目的應加以改善，而改善的方

法最好不就是讓學生參與嗎？即使學生參與會招致錯誤或失敗都沒有關係，否則

學生心智的成熟便不可得，並且甚至產生對校園公共事務的疏離及冷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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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杜威曾提到民主社會有一項基本原則，即不經他人同意，不得執行，

更不可強制執行，否則就是訴諸暴力了(Dewey，1966：5，轉引自林玉体，1998：

325)。開班會若只有聽訓的份，校務會議根本不能參與，久而久之，對於學校公

共事務自然會出現事不關己的態度，Peters(1966：204，轉引自林玉体，1998：

325)說過「假如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這種現象普遍存在，這是民主體制上的危

機」，這顯然有違民主教育的真諦。故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可促進校園民主化，

同時可符合民主教育的目標。 

 

肆、人權、法治教育的實施    

    人權教育的基本意涵，就是每一個人所享有的做為一個人的尊嚴的基本權利

完全相等，且不容侵犯的一種認知和實踐的教育(林朝夫，2001：32)。人權教育

要以整體性的觀點來詮釋所有的權利，並且在其中各種相互關聯與相互依賴的要

素之上，賦予人權教育一個既核心又普遍的原則：「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

這個核心所產生的特殊價值包括下列五種(Reardon原著，蔣興儀、簡瑞容譯，

2002：4，10-11)： 

(一)經濟平等(economic equity)—主張的是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權利，這項價值所

隱含的責任是：要實現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二)機會平等(equal opportunity)—是要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有相同的機會去發展

他們與生俱來的各種能力，它所伴隨的社會責任是：保證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三)民主參與(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被稱為是公民的和政治的權利基礎，民主

參與需要我們面對所有其他的公民，承諾公民的責任(accept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itizenship)。 

(四)人格自由(freedom of person)—主要是西方傳統的人權觀念，它要求每個人行

使其個體的責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保護其他人的自由權利，使其免於受到

任何個體、組織、社會團體、政府機關等的傷害。 

(五)環境的永續經營(sustaining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這項權利，至今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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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楚地定義出來，可稱為生態責任(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是對於環境的關

懷，以及保證它的永續經營。 

    Osler,A.& Starkey,H.在“Teacher Education And Human Right”(1996：152-157)一

書中提到，源自人權的學校教育原則包括：(一)尊嚴和安全；(二)參與；(三)認同

與包容；(四)自由；(五)資訊的接觸；(六)隱私。這其中列為首位的就是「尊嚴」，

不也印證了前述之人權核心價值。 

    另外，在台灣，人們對於法治（rule of law）理念的學習或認識，是經由實定

法律的規定，由外向內的形塑，這是因為「法治」理念並非從我們傳統文化中逐

漸生成，而是從西方移植而來有關（林子儀，2003：310）。早在希臘羅馬時代，

人類就運用法律來治理國家，柏拉圖（C. Plato）主張:「政府」是依法治理自願被

統治的人民，而非強迫的統治。這不但合乎主權在民的理念，亦直接闡明了法源

的基本主體。法治（the rule of law）一詞最早源自於亞里斯多德（Aristotle）所寫

的《政治篇》（Politics），他在書中提到：「法治比人治更好（The rule of law, it 

is argued, is preferable to that of any individual.）」（引自 Solum，1994：120）。

亞里斯多德的理想始終是法制統治（constitutional rule）而不是專制的統治，即

使是哲君的開明專制亦然；他認為任何好的國家中，享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必須是

法律而不是個人，不管這個人是誰都一樣（Sabine，1973：99）。而羅馬法學家

蓋滋（M. Gaius）更進一步地說明: 「各種法律之效力，其唯一之淵源，乃是平民

所制訂的法律。」是為民主法治概念的先驅 (Sabine,1973:168)。英國著名的憲法

學者Albert Venn Dicey（1959）曾將法治定義為：（一）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二）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三）憲法的基本原則是各法院由個案判決所累積的結果（引

自陳新民，2001：46；Solum，1994：122）。Raz（1979：212）則將法治畫分為

廣義與狹義法的看法：廣義法治意謂人民應該服從法律，並由法律統治；狹義法

治是指政府和人民一樣，也要守法，政府的任何作為必須有法律的依據與授權。 

    至於，何為「法治教育」？史振鼎（1989：484）認為法治教育就是要培養

國民尊從法律，遵守法治精神，建立一個健全民主政治社會。而黃旭田（2008：

1）指出美國在1978 年國會通過法治教育法案，「Law-related education Act」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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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下了定義: 「Law-relatededucation means education to equip nonlawyers 

with knowledge and skills pertaining to the law, the legal process and the legal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values on which theseare based.」。即所謂法治

教育，乃指使非法律專業人士具備有關法律、法律形成過程、法律體系、即法律

基本原理與價值等為基礎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的教育。法治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承

擔責任的理想公民。 

    法治教育與法律專業訓練最大不同地方在於：法治教育的目的並非在培養專

業的法律人，其內容應該是著重於構成現代法律體系的基本理念與原則，而抽象

的理念與原則，絕非只是定義式的簡介或說明而已，更需要以價值性教育的方

式，從日常生活世界的實例與言語出發，激發問題、提出盲點及進行理性溝通（林

佳範，2000：18-19）。 

    現代民主國家應厲行法治才能真正保障人權，因為如此才能保障人權司法成

為社會公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人權包含道德人權與法理人權，後者正是法

治教育涉及的主要學習目標之一。法理人權意味著透過法律將人權法條化，也透

過法律予以保障並促進實現。因此法治教育可促進學生對法律以及法理人權的理

解，了解如何運用法律保障人權以及相關之法律責任、如何促進立法保障人權、

監督司法的平等與公正以保障人權、監督修改不利於甚至侵犯人權之法律。因此

法治是推動、保障與促進人權平等的主要工具，若無健全法治，人權無法落實，

因此法治是落實人權的必要條件，這就表示人權若要獲得良善的維護、保障與落

實，法治必須健全而且法治教育必須落實(洪如玉，2004：23)。 

    與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最直接相關的是民主教育，但是，如前述民主不能沒有

法治相輔，且法治、民主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障人權，故此又與人權教育的實

施相關，而事實上，人權能否獲得確切的實施，而不淪為教條式的灌輸，從法治

教育而生法治國的落實與否是關鍵。因為在法治國家中才會尊重人民的基本人

權，以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為最終的依歸，人權教育是要使人民掌握其在憲法上

享有的基本人權，而法治教育是要養成人民行使基本人權的環境，法治教育基本

上是作為人權教育的實踐基礎。就人權保障的精神來看，則二者亦可合併稱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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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人權教育，以下一併說明之： 

一、 人權法治教育的目標 

(一)實現法治國家 

    法治國觀念在台灣社會的通俗意義，被窄化為人民的守法義務。人權與法治

教育若不斷灌輸學生守法的義務觀念，卻不見賦予權利、捍衛權利的人權理念，

將形成學者所謂的：「脫離了個人觀念的社會觀念是單純的義務觀念，而單純的

義務觀念近乎奴隸觀念（王伯琦，1989：53）。事實上人權與法治教育的目的在

於：使法治國內涵深植人民心中，成為生活的基本信念，並在本土紮根與深化，

以促成台灣成為現代法治國家（許育典，2002：377）。 

(二)建立公民社會 

    學校推動實施法治教育不是只在簡單地培養學生遵守校規與其他法令規

範，最重要的是在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培養公民意識，讓學生能參與公共事務，

以善盡社會責任，追求社會公義。 

    公民社會的建立與否，須歸結到公民的「民智」能否真正提升。以選舉為例，

透過觀察候選人使用的語言、選民的反應，選舉可成為評斷公民社會良莠的重要

政治活動。也就是說，當公民的民智已達一定水準，習於透過理性討論解決社會

與生活問題，政治人物也瞭解人民的政治判斷，並非金錢或情緒可以影響，不再

輕易以政治性的口水淹沒新聞版面，動輒通知媒體至地檢署控告對方，選舉活動

將逐漸回歸政策議題，民主價值也才有落實的可能。事實上，台灣人民民智提升

的關鍵，仍在於教育。在學校教育階段，人權與法治教育的落實，當是走向公民

社會的首要管道。因此，透過學校公民及法治教育課程的開設，逐漸提升未來公

民的民主法治精神，培養未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批判公共政策的能力，深

化其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生活價值（許育典，2001a：88） 

二、我國的人權法治教育實施的問題 

    法治教育的實施範圍應涵蓋於課程與教學、學校政策、學校行政、校園文化、

學生諮商輔導倫理、學校教育人員的態度涵養等，而非只在教導學生的法律常

識。教育部舉辦年度的「法律大會考」立意良善，但學校已變質為只強調法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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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獲得，偏重知識的灌輸而不重視法治精神的涵養及實踐，並未強調將其價值

表現於外在行為，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目前學校法治教育的實施偏重法條的介紹

及案例，事實上，法律知識的學習僅是法治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對人權的

尊重及對法治信念的省思。許育典(2004)將法治教育的目標歸納為動態及靜態二

個面向，靜態方面重在學生規範意識的塑造，以實現法治國家的理想；動態方面

則是在培育學生參與規範形成的公民意識，以擴大積極而理性的公共參與生活。

他認為目前台灣的法治教育偏重在法律教育上，而對法治基礎觀念與人權教育的

比例偏低，因而形成一種特殊的「順民教育」。單方面強勢宣導人民應知法守法，

只強調服從形式的實證法規定，無需過問國家權力行使的正當性。故我國的法治

教育往往知的比行的還要來得多。 

    另外，法治教育的實施對象僅限定於學校，而未能涵蓋家庭與社會，而學校

教育人員對家庭及社會教育層面的推廣落實，常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加上學

校部份人員的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只要是非升學考試科目，教師無心推動，而

且學生不感興趣，認為浪費時間溫書，加上家長更不支持配合等，此皆造成推展

法治教育的障礙。 

    法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教育，必須將法律的規範融入生活，同時身教重

於言教，教師的言行以及校園的氛圍都應該符合法治的態度與精神。但是，目前

許多學校提供的教育環境，並不符合這樣的教育理念，像是部分教師仍因深植於

心的「天地君親師」觀念，這種不可逾越的威權心態，常不自覺地顯露於教學及

行為態度上，致出現壓迫要求學生符應自我的期望。依美國學者Ehman(1980: 

111-112)在檢視學校氣氛與政治社會化成效的相關研究後，他作出如下的結論：

學校氣氛與學生的政治態度是有所關連的。許國興（2008）研究「臺灣中部三縣

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參與態度」，發現學生知覺的校園民主氣氛程度愈

高，其公民參與態度也愈積極。所以學校必須提供一個民主法治的教育環境，以

達到「境教」的教育作用。 

三、人權與法治教育實施的建議 

    國內學者與法界人士就法治教育應教給學生什麼樣的內容，提出許多看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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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黃旭田（2003：43）認為法治教育之目的應讓學生去思索抽象的問題，例

如：法律的本質、法律存在的目的、法律內容及其公平性、法律制裁、守法與「情

理法」的問題等；許育典（2005：103-110）和翁國彥（2004：84-94）則認為法

治教育實施的內容除了法的本質性思考之外，尚須包含公法、刑法、民法基礎概

念與人權教育的理念。 

    傳統教育目標的三個層次依序為認知、情意和技能，現在的教育目標趨勢則

將此三個層次加以顛倒，顯示教育目標更加重視「過程目標」， 因此對於課程

的設計，也更著重「過程模式」，而不再專注於「目標模式」(張樹倫，1994：

55)。法治教育不是教導學生認識法條、解釋法律條文，而是教導學生法律的理

念、法治的精神；不是培育法律專家，而是培育法律實踐家。所以，重視的是多

元批判的學習過程，鼓勵思考活動的激發，讓學生處於多元的社會中遭遇問題

時，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在推展法治教育的過程中，既然態度技能的培養更甚於知識的獲得，則在教

材編選方面，必須考量學生的道德發展與認知發展。根據Bruner（1960：12）的

看法，任何學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種形式教給任何年齡的任何人。他認為教

材的難度與邏輯上的先後順序，必須配合學生的心智水平發展及認知表徵方式，

才能使學生的知識經驗前後銜接，從而產生正向學習遷移
36
（引自張春興，1994：

217；Bruner，1971：1-42）。在法律學的體系完整性、連貫性部分，一般通用

的法律分類為憲法、行政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六法，可

以按照學生認知發展及學習原理，由易而難，由淺而深，由具體而抽象，逐漸多

樣化和加深加廣的編排，並配合生活經驗作法律概念的介紹。 

    Dewey（1990：202-203）認為任何教材，無論是算術、地理或文法，若不能

與兒童過去生活中重要的經驗做有機聯結（organic connection），那麼這份教

材會變成一組流於空泛、形式的符號，畢竟太高層次的形式與符號，對兒童來說，

是無價值的。而在法律的世界裡，即存在許多高層次的專有名詞，如果在法治教

育的過程中，硬將這些生硬的法律符號或法條教給我們的學生，學生只是記憶一

                                                      
36指個體在某種刺激情境中學到的刺激-反應連結，將有助於其他類似的情境中學習新的刺激-反應連結。

(莊蓉蓉，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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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片段、無法理解的事實，故在課程設計上，教材都需要重新組織使之與學習者

的經驗聯結。 

    Kolb經驗學習循環之課程設計模式定義學生為一個主動參與者的角色，教學

開始時，以學生的具體經驗著手，強調一些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實例，讓學生瞭解；

其次再藉由小組之間的反應與相互覺察，對舊經驗作分享與反思；接著形塑教材

內涵所要傳遞的法治概念（概念化與通則化）；最後再引導學生以所形成的概念

與通則做決定與行動，改變舊經驗或原有行為，驗證新事物或行為，形成新的具

體經驗，再進入另一個學習的循環（Fox, Minor & Wells，1997：20-24）。法

律教育的內容，絕不能脫離學生的日常生活，但國內的人權與法治教育教科書，

常充斥著專業法律名詞，卻忽略了培養學生實際應用的能力。結果不僅內容枯燥

使學生無法消化，也造成學生法律知識不足，而不知以法律作自我保護，更使法

律教育的目的喪失殆盡。 

教師的教育背景多為師範體系，具有法律系背景的教師本來就不多。相對

地，教師對「法」的概念就很薄弱，面對以法條或犯罪防制為主的法治教育時，

容易將法律當做「道德」來教（法律道德化），一方面對當前的社會問題或案例

作不當聯結、簡化；另一方面以「守法」作為課程教學的核心，忽略現代社會許

多問題的解決，不是單純「守法」的問題。許多主政者號召人民要「守法」，實

將問題「道德化」，「守法」其實是「守德」，忽略法律規範的特色在於政府的

外在強制力（林佳範，2003：25）。基層教師是推展法治教育成敗的最重要關鍵，

而教師相關法治教育知能如有不足之處，其雖有心也很難充分達成預期目標。故

教育行政機關應針對教師規劃妥善進修課程，以提升教師相關知能，並辦理法治

教育推展績優學校的觀摩研習參觀，以促進經驗的交流與分享   

    在教學情境中，形塑學生學習有二個重要途徑，一為「言教」，即一般課程

或正式課程的學習，也就是學校依據教育的目標，以及學生興趣、性向與需要，

有計畫、有組織安排的學習與活動；另一為「身教」或「境教」，也就是潛在課

程的學習，是指學習從學校的環境中（如教室中的教學風格、師生關係、教學管

理結構），所習得的非預期結果，其不是透過一般教材和課表的安排，而是以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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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方式使學生的知識與行為建構起來（陳伯璋，1987：95；McLaren，1989： 

183-184）。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輔導管教理念必定會影響法治教育的成效，教師

應由「威權」管教態度轉向「權威」的管教態度，從教師中心的想法走向「學生

中心」的思維，對學生「講理」。 

    既然現代公民的發展，重視公民的積極民主參與，學校公民教育不是就應逐

漸以主動公民取代被動公民的教育，開展學生積極參與的學習環境和機會嗎？民

主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獨立思考判斷以及有社會責任的公民，校

務若牽涉到學生權益，學校應該要讓受衝擊的學生來參與校務會議進行商議，讓

學生意見注入學校政策的形成，如此有助保障學生受教及學習權益，此為人權教

育的最終目的；在這學生參與過程中，又有助於培養學生民主參與及自治與自律

的能力，同時建立法治、人性的校園文化，這又與民主與法治教育的目標相符。

毛中勻(2002)的研究就印證這樣的想法，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擔任過班級幹部的學

生在法治態度上優於未擔任班級幹部的學生。由此可知，學生經由實際的法治事

務參與，有助於其法治觀念的建立，舉凡學生幹部的選舉及權責、班級事務的討

論與決定，凡與學生直接有關的事項，均應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使其實際

參與決定與實踐，以使其從實際的民主過程中，學習到法治國公民所應有的修

養。故透過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就是一種民主經驗的學習。又民主植基於法治，

最終都是為了體現人性尊嚴、保障人權。是以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確有助於人

權、民主與法治教育的落實。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的心理學基礎的心理學基礎的心理學基礎的心理學基礎 

 

     心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許多心理學的理論提供了公民教育的理論

基礎，可以做為實施公民教育的依據。前文從公民教育的實施面向來肯定學生參

與校務會議，但是也許大家會質疑高中職階段學生的心智發展、或者獨立思考能

力，以下分別說明與公民教育較為密切的人文心理學、社會學習論、發展階段理

論及政治社會化理論，並試圖從中尋找高中職學生可否參與校務會議的教育心理

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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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人文心理學 

    人文心理學派學者一致強調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教育的

目標在達成自我的了解與實現：培養一個有愛心與創造力的人，且有強烈社會良

心、了解他人需求、有滿足感，並助他人得到滿足(戴明國，2005：100)。人文心

理學重視：愛、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形成、自發性、自制、責任、公平競爭、

個體經驗等(張秀雄，1998：178)，其實人文心理學所重視的正是公民教育所談的

公民德行。另外該學派亦主張每一個人皆有主觀的自我觀念，具有自我意識、自

我擴展及自我實現的能力，個體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做自身的主宰(張秀雄，

1998：179)。而公民教育不就是要培養具有公民意識、責任感及自主能力的民主

公民嗎？ 

    在其教育原理上，認為教師應擔任輔導者及協助者的角色，將教師中心轉成

學生中心，從學生的主觀需求著手，幫助學生學習其所喜歡且自認為有意義的知

識。此外，學校教育更應以自由化、人性化為原則，並以情意教育為主，知識教

育為輔，其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生發揮潛能，除可發展為全人之外，更能成為一個

自我實現之人(戴明國，2005：95)。站在人文心理學派的立場，教學的實施應可

開放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討論，若此，校務會議中討論的議題不乏與學生相關事

項，應該可以開放讓學生進到校務會議共同討論做出決定。 

 

貳、 社會學習論 

 社會學習論源於學習理論中的聯結論(Association theory)，認為人類的學習，

係透過人際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獲得有效的資訊所產生(張秀雄，1999：179)。

班度拉（Albert Bandura,1925-）為美國心理學界著名的學者，於1960年代提出社

會學習論，係以客觀的實證方法，以學習心理學為基礎，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形

成和變化。班杜拉之社會學習論理論，或稱「觀察學習論」，強調「環境影響」

與「個人認知」之互動，觀察學習，以及模仿等。他認為學習的產生非繫於強化，

而是在社會情境中，個體經由觀察學習和模仿，而產生行為學習或改變。觀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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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是指個人以旁觀者的角色去觀察他人的行為表現，進而

得到學習訊息。個體習得行為之內在符碼後，並不一定會表現出來，但卻會深留

內心深處，並在適當的誘因之下，觀察者就會表現出該行為。模仿(Modeling)是

指個人在觀察學習時，向社會中的某個「重要他人」如同性別、獨特的對象、崇

拜的偶像或同年之表現突出者所進行的學習歷程(戴明國，2005：79)。但是，單

是環境因素並不能決定人的學習行為。除環境因素之外，個人自己對環境中人、

事、物的認識和看法，更是學習行為的重要因素。由於班杜拉的社會學習論中包

括環境、個人與行為三項因素，因而被稱為三元學習論(triadic theory of learing)。 

 至於社會學習理論與公民教育的關係，學者張秀雄(1999：183-184)提出了五

項關係，試說明如下： 

一、 社會學習論兼重外在的制約力量(獎賞、懲罰)與內在的心理動力(抗拒誘

惑、自制、認同)，並以二者交互影響，甚至藉外在的制約力量，以提昇內

在的動力層次，透過「他律」來激勵個人「自律」，為公民的人格養成及

道德淘冶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方式。 

二、 社會學習論認為發展人格與矯正偏差的行為，也可以利用學習的歷程。故

實施公民教育可以設計社會學習的歷程，運用增強、獎賞、懲罰、模仿等

原理以發展個人的健全人格與情操，或矯正偏差的行為與態度。 

三、 社會學習論主張人格發展是透過社會學習的歷程，具有持久性、隨機性和

普遍性，拓展了教育的意涵，每一個人皆有可能扮演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父母與教師可以透過愛與示範塑造良好的教育情境，而大眾媒體對於社會

文化及公民素養的影響，亦是公民教育不可忽略的課題。 

四、 社會學習論認為人類經驗的累積不一定都要經過親身經驗，因為人類可以

透過觀察學習的過程，所獲得的間接經驗，同樣對人類的行為產生影響。

公民教育要多多利用「重要他人」的「楷模學習」效果，多做獎善懲惡的

示範，對於公德心的孕育及公民德行的養成，將大有助益。 

五、 社會學習論強調人類的學習，是個體主動認知與被動受環境的影響、及其

交互作用的產物。換言之，個體的學習受到個體對環境的知覺所影響，亦



74 

即個體對其「生活空間」的主觀認知。公民教育必須重視受教者的主觀「生

活空間」概念，了解並尊重學生對事務的看法，並注重教材內容與學生生

活經驗的關聯性。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強調「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在在說明彼此切磋琢磨、交換心得，有助於個別學習。在社會情境當中，觀察他

人的行為，人們就可以大量學習。社會學習論為身教重於言教提供了立論基礎。

所以教師應該安排良好的社會環境，提供學生值得效尤的楷模或替身性的人事

物，教師本身更要做為身教示範。前面已經說明，民主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學

校教育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環，自然應該落實這樣的理念。鼓勵學生關心學校

公共事務，讓學生組成自治組織，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感受校園內民主的氛圍，

體驗校園內民主的程序。學校這樣尊重多元意見的過程，學生必會將其保留在記

憶中，並願意在適當的時機表現出來，這不就是民主教育的目標嗎？ 

 

参、發展階段理論 

    發展(development)一詞係指個體在生存期間，因年齡與經驗的增加而產生身

心變化的歷程。而發展理論(Developmental theory)是指心理學家綜合研究心得，

對個體行為隨年齡改變歷程的系統解釋(張春興、林清山，1987：40)。與公民教

育實施關係較密切的大概有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以及郭爾保(L.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展論」。 

一、 認知發展階段論 

    認知發展論（congnitive-development theory）是皮亞傑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

部份，也是其之所以對於教育產生啟發最重要的理論。他將兒童及青少年的認知

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一)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0-2歲)，(二)運思預備期

(Peoperational Stage，2-7歲)，(三)具體運思期(Concrete-operation Stage，7-11歲)，

(四)形式運思期(Formal-operational Stage，11歲以後)。依照皮亞傑的觀察，年齡

大的青少年對抽象觀念的理解能力，優於年齡小的青少年。認知能力發展的速

度，在個體之間有差異，而且可能會受經驗影響。前述的四個時期中，後二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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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中、小學生關係最密切，而且也是公民觀念和態度的學習最具關鍵性的時期

(張秀雄，1999：185)。以下謹就後二個時期說明之： 

(一) 具體運思期 

此一時期的兒童，完全依靠真實的物和事，還沒有能力進行假設性推理，只

能在具體事物上做思考推理活動的進行。最大的思維特徵是「去集中化」和「可

逆性」，去集中化係指面對問題情境思維時，不再只憑知覺所見的片面事實去做

判斷；可逆性是指思維問題時可以從正面去想，也可以從反面去想，可以從原因

去看結果，也可以從結果去分析原因。他們也不再侷限於對事物做單一向度的分

類，他們已經能夠做二個或二個以上向度的分類(張秀雄，1998：185)。 

(二)  形式運思期  

    形式運思期的學生其思維能力已發展到成熟階段，在思維方式上有三個主要

特徵： 

1、 假設演繹推理(Hypothetical- deductive reasoning)： 

假設演繹推理意指青少年在面對問題時，能夠提出一連串的假設再一一進行

驗證，並從中獲得答案(戴明國，2005：82)。在此一時期的青少年，敢於從事「大

膽的假設」，即使他的假設和現實有很大的差別也無所謂。 

2、 命題推理(Prepositional reasoning)： 

推理思維時，不必一定按現實的或具體的資料做依據，只憑一個說明或一個

命題，即可進行推理。這個推理方式是超越現實的，但對青少年的心理成長，卻

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戴明國，2005：83)。 

3、 組合推理(Combinatorial reasoning)： 

    當面對由多個因素所形成的複雜問題情境時，可以根據問題條件，提出假

設，一方面孤立某些因素，一方面組合其他因素，在系統驗證中獲得正確答案(馮

德，2003：3-7)。 

    此一時期的青少年，能對生活經驗以外的假想目標加以分類，也能針對假設

的陳述和情境歸納結論。他們開始了解，他們的意見只是眾多意見中的一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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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向不同意見爭辯的能力。教師應不斷地提供機會，讓學生去建構假設、蒐

集和評鑑資料、歸納結論、做決定。教師亦可以進一步指導學生，進行生動活潑

的討論，以探討與價值和政策有關的問題(張秀雄，1999：185)。 

    青少年時期是最能發展求知能力的時期，亦是培養民主的公民資質的最佳階

段。民法的成年是二十歲，高中職階段學生即是未成年人，其為法律行為需得法

定代理人同意，但不代表學生在表達意見上、參與校務會議上、就凡事都須得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研究者也不認為校務會議有家長代表的參與，就可以完全取代

學生代表的地位。讓教師代表、家長代表以及學生代表同時參與校務會議，其實

這樣的設計對未成年學生的保護已足。而且，從上述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可

知，高中職階段的學生在認知發展上已臻成熟，早進入形式運思期階段，可以多

重分類、釐清並了解關係、歸納結論、認識別人的觀點等，可以展現心智的成熟

度以參與反省的思考和決定，故高中職學生是有能力參與校務會議的討論及決策

的。 

二、道德認知發展階段論 

    哈佛大學教授郭爾保(Kolberg)經由不同文化社會下兒童道德判斷的比較研

究，發現人類道德發展的順序，在年齡層次上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張秀雄，1998：

185)。其研究側重道德觀念或道德判斷的發展而非道德行為表現的變化，因此他

認為道德發展必須依賴認知能力的發展。同時郭爾保強調，每一階段內道德發展

的品質，決定於個人與其環境交互作用的社會經驗品質，而非決定於社會或文化

本身的特點(溫世頌，2007：43)。經過多年的實際觀察研究，郭爾保提出了他的

三時期七階段理論(沈六，1994：118-204；張秀雄，1998：186-187；溫世頌，2007：

43-46)： 

(一) 成規前層次(Pre-conventional level) 

    出生至九歲，大約出現在學前幼稚園及小學低、中年級階段。此一層次的特

徵是遵守規範，但尚未形成自己的主見。此一層次又分為兩階段： 

1、 第一階段、懲罰服從導向： 

他律的道德，為避免處罰，為服從而服從，避免傷害人和財物。尚缺乏是非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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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只因害怕懲罰，盲從權威。自我中心，不考慮他人的利益，不了解人我之

分別，無法將兩個觀點關聯在一起。 

2、 第二階段、相對功利導向： 

    兒童的道德價值來自於對自己需欲的滿足，或偶爾也顧慮對他人需欲的滿

足。所謂對的，就是指能滿足自己或他人需要，並且以具體的交換為公平交易的

依據，自己並沒有主觀的是非標準。 

(二) 成規層次(Conventional level)  

   成規層次大約出現在小學中年級以上，九至十五歲。此階段的道德價值來自

傳統上經多數人認可的是非標準。習俗具有道德約束力。 

3、 乖男好女導向： 

    順從傳統要求，附和大眾意見，冀求別人讚許而表現從眾行為。以人際和諧

為準則，想把自己變成自己和別人心目中的好人，關懷他人。 

4、 法律秩序導向： 

    所謂對的，就是在社會中盡自己的責任，維護社會秩序，並且維持社會或團

體的福祉。服從團體規範，遵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權威，判斷是非有了法治觀

念。 

(三) 成規後層次(Post- conventional level) 

    成規後層次或稱道德自律期，是指個人思想行為發展到超越現實道德規範的

約束，達到完全獨立自律的境界。在年齡上至少要到青年期人格成熟之後，約十

六歲以上。此一層次亦可分為三階段： 

5、 社會契約合法性導向： 

    所謂對的，是瞭解到人們持有許多的價值觀念和意見，而且大部分的價值觀

念和規則乃是相對於其所屬的團體。然而，這些「相對性」規則也應當在公平無

私的倩況下加以履行。認為法律與義務需理性地為全體利益著想，「為最大多數

的人最大的善著想」。達成契約或制定法律的程序很重要，契約與法律應依群眾

的需求，並依法定程序或民主方式制訂與修改。對青年人而言，遵守契約或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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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言乃是執行他們同意做的事。 

6、 普遍性倫理原則導向： 

    建立個人的人生哲學，對是非善惡有其獨立的價值標準。對事情有所為，其

取決不以現實的規範為限，有賴人類的良知做判斷。 

7、 信仰導向： 

    此一階段為先前六階段的統合，個人從基本的人類觀點，擢升到宇宙的觀

點。在第七階段中，個人發展出相信一種基本的存有、神或獨立的個體，達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 

    進入高中職階段的學生，應屬第三層次的第一階段社會契約合法性導向。社

會公認的行為標準受個人的重視，以社會的契約與法律為準則，但是會思考該契

約或法律的制定程序、合法性的問題。如果讓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做成決

策，該決策、規範是他們同意，他們就更願意去遵守。如此一來，在很多學生事

務的推動上，將會更加順利。 

 

肆、 政治社會化理論 

    學校政治社會化之目標，就是教育學生成為具有現代民主國家公民資格的個

人。而所謂公民資格，就是擁有公民素養的公民。要知道有公民素養的公民，才

可能有民主的社會、政治。這個擁有公民素養的公民，必須能充分了解國民的權

利和義務。不只是具備資格，也必須盡實踐遵行的功夫（江明修，1999：49-63）。

在民主社會中，學校教育被賦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的公

民，使其能履行作為民主社會一分子的職責。學校教育對於青少年的政治認知、

態度、與行為，因此就具有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力（蔡璧煌，1994：1），這就是

學生在學校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而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有助於增進民主素養，當然

應與政治社會化息息相關。 

    Jaros(1973)則根據政治社會化的兩種定義以及不同的研究重點，將政治社會

化的理論分成微觀層次理論(micro-level theory)與鉅觀層次理論 (macro-level 

theory)兩類。而微觀層次理論即是從個體學習的角度來論述，是以心理學領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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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來的學習理論來說明個人的政治行為之形成過程及其原因，以 Hess與

Torney及Dawson與Prewitt為代表，應用心理學的原理，來解釋個人的政治學習的

現象。在心理學中，學習理論家對於學習分成刺激反應連結理論及認知理論兩

種，前者把學習看作刺激與適當反應的連結過程，把學習解釋為「習慣的形成」；

後者認為學習是個體洞察環境中各刺激之間的關係的認知歷程(Conway & 

Feigert，1972：99-100)。 

Hess 與Torney(1967)以四種政治學習模式說明政治態度的如何獲得。而Dawson 

與Prewitt(1969)則將政治社會化的學習型態區分為直接與間接兩大類。 

一、Hess 與Torney 的四種政治學習模式 

Hess 與Torney 認為個人可經由「累積」、「人際關係轉移」、「認同」以及「認

知發展」等四種模式來獲得政治態度(陳重安，1996：13-14；郭瑛美，2009：22-23；

Hess & Torney, 1967: 22-26)。 

(一)累積模式(accumulation model) 

    此種政治社會化在基本性質上，是強調成人直接教導，同時亦認為兒童的態

度及行為是由直接的學習累積而成，兒童本身不需具備任何能力，所以較不考慮

兒童本身的個別差異與教材的性質。 

(二)人際關係轉移模式(interpersonal transfer model) 

    由於在家庭與學校的生活經驗，使其對於權威人物已發展出多面的關係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這使得兒童在日後與權威人物的關係中，其採取的應

對方式，往往與他童年時代與人接觸時所採取的方式頗多相似。，由於兒童的家

庭、學校生活經驗，與父母、師長等權威人物相處而發展出的多面關係，成為日

後對權威人物所採的應對模式。 

(三)認同模式(identification model) 

    此種模式強調兒童的政治認知、情感與行為的產生，通常源自於在生活經驗

中對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模仿與認同，這種認同對象可能是父母或師長

的政治觀念，也可能是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等，兒童可能模仿若干行為細節，

也可能更進一步做全面性、深入性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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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知－發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al model) 

   「認知－發展模式」認為兒童對於某種概念與知識的領悟能力，往往限制了

其對政治現象的瞭解。兒童的認知發展是由具體至抽象，兒童對於政治世界之認

識，是隨其認知結構而改變的。 

    就學校教育的觀點而言，Hess 與Torney 所提供的四種模式具有相當重要的

教育意義（張秀雄，1993；陳重安，1996：15）： 

第一、在學校所提供的公民教育或其他有關的政治性教材，只要能善加規劃，當

可使學生的政治知識穩定且持續地累積。 

第二、學校中發展的師生關係，有可能在學生成年後轉移為國民與政治權威人物

的關係。因此，教師不僅要重視教學目標中有關政治社會化成效的達成，更須留

意良好師生關係之建立。 

第三、校長、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常會是學生心目中的「重要他人」。其言行

舉止與觀念態度等所展現出來的「身教」，往往是學生認同的對象，而這將勢必

影響學生的政治社會化成效。 

第四、學校中所安排的課程，需要考量到學生的認知發展結構，切勿超出學生所

能理解的範圍，否則一切的課程設計與活動安排將會事倍功半。 

二、間接和直接的政治社會化 

    Dawson與Prewitt(1969: 63-80)將政治學習區分為間接的政治社會化與直接的

政治社會化兩大類。間接的政治社會化，主要在說明個人的非政治性向會影響政

治自我的發展。通常分為兩個階段：個人先獲得一般的性向，然後轉化到特定的

政治對象，而形成政治取向。例如：兒童與父母、師長相處後，從這些相處經驗

中發展出某種期望。如果父母、師長是開放寬容的，兒童也會認為政治權威人物

是開放寬容的（張秀雄，1993）。直接的政治社會化，是指社會化的媒介(agent)

在傳遞或教導的內容是直接指向特定的政治對象。例如：學校教師可以直接將民

主精神的真諦教導給學生，使學生直接學習到政治社會化的內容。 

(一)間接的政治社會化 



81 

Dawson 與Prewitt(1969: 67-73)主張間接的政治社會化至少包含下列三種學

習方式(陳重安，1996：16；郭瑛美，2009：23-24)： 

1、人際關係轉移(interpersonal transference) 

此與前述Hess 與Torney 的觀點雷同。主要在分析兒童在家庭或學校中與權

威人物的應對經驗，對未來政治取向發展的影響。例如：在教師民主開放的教學

氣氛下成長的兒童，及長時，即可能以開放的心胸接納他人不同的意見。 

2、見習(apprenticeship)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藉著政治情境中的經驗，獲取未來足以在政治體系

中必需的技能和價值。例如，在學校中的班會或社團活動，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到

以投票的方式來選舉出該團體的領導人，並且可以針對該團體的缺失來進行討

論。此種參與團體決策的模式，有助於應用在將來的政治情境中。 

3、類化(generalization) 

Verba 認為：「一種文化的基本信仰與價值型態，雖然與特定的政治對象無

關，但在政治文化的結構上卻常扮演主要的角色。這些基本的信仰層面，諸如：

人與自然關係、時間、人性人際相處，以及行動取向，很顯然地與特定的政治態

度相互依存」(引自Dawson & Prewitt, 1969: 72)。政治態度的發展，是由一般性的

社會價值擴展到特殊的政治對象。例如對人的不信任類化到對政治人物的懷疑。

因此，個人生活在該種文化時，此信仰體系則對於個人的政治成熟具有潛在的影

響。 

(二)直接的政治社會化 

直接的政治社會化，指的是明確政治性的學習內容與經驗，其型態有下列四

種，分別敘述之(Dawson & Prewitt, 1969: 73-80；陳重安，1996：17-18；郭瑛美，

2009：24-25)： 

1、模仿(imitation) 

此種學習是運用最廣且具持久性的社會學習模式，可適用於一整套的價值、

行為、技能期望和態度的獲得。這種學習可以是有意識的、刻意的努力，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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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意識地仿效他人的價值觀念或行為模式。此外，模仿也能有反面的情形產

生，有時青少年對父母的反面模仿，是意圖塑造一種有別於其父母或其他權威人

物的認同。 

2、預期的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一般人渴望一種職業或社會地位時，經常在他們實際尚未取得該項職業或居

於該地位之前，就開始預期地接受並適應於這些角色的價值和行為。例如：一心

夢想成為教師的人，其言行舉止即可能符合社會上對教師的角色期望。 

3、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政治系統透過各項政治社會化媒介（如：學校、政府機構等），將政治知識、

信仰、價值和行為，有計畫地傳遞給個人。此種「政治教育」的主動權操之於政

治社會化媒介，而非被社會化的個人。國家經常利用政治教育以激發愛國心、對

本國之忠誠以及對政府的支持。例如：學校中所安排的儀式活動，諸如升降旗、

唱國歌、演講等，大多是用以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 

4、政治經驗(political experiences) 

個人有關政治的信念與認識，常是透過觀察和體驗而來的，此種與政治人

物、政府機關或某些事件的互動經驗，將會影響一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成效。例如：

例如兒童對於警察的印象、重要的選舉經驗及政治活動，也會影響他們對政治世

界的看法。(蔡璧煌，1994：24-32) 

綜合Dawson 與Prewitt 的直接與間接的政治社會化學習理論，可以對學校教

育有如下的啟示（張秀雄，1993；陳重安，1996：18）： 

第一、學校教育可提供學生許多見習(apprenticeship)的機會，例如班會中的選舉、

對班級事務的討論、決議、聯課活動與社團活動、生活競賽等各類經驗。

若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能善加設計，當能增進學生的政治參與感以及提升

其政治效能感。 

第二、學生的政治知識、態度等，除了可直接由學校正式的教學活動中累積而得

之外，學校亦應重視整體的文化、社會價值的擴展，使學生的政治學習也

可藉由類化而獲得，以提升學生的政治社會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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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仿學習與預期的社會化，其主動權雖然在學生身上，但是教師若能適時地

引導，提供學生優良的楷模與正確的觀念，將有助於政治社會化成效的達

成。 

第四、治教育的內容雖常由政府當局所規劃，但是學校實際安排的活動，以及教

師主觀採取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態度，則可能強化或扭曲政治教育的方向。 

    楊仲鏞(1999)曾學校推行政治社會化應注意以下三個原則：(一)教師與學生共

同參與、(二)認知與實踐並重、(三)校內與校外資源同時運用，此原則是指學校應

該結合校內和校外的社會資源，共同推動民主教育。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就是遵

循了第一個以及第二個原則嗎？被動的學習不如主動的參與，單向的灌輸不如雙

向的交流來得有效和受歡迎。特別是與學生權利義務有關的規定，更應有學生代

表參與溝通。例如，「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之訂定、「戶外教學活動計劃」

之擬定、「畢業典禮」之設計等。如此，學生才易做中學、學中做，也較不會反

彈抗拒。另外，公民教育課程不是僅僅用來考試，它也必須要去實踐的，政治民

主的認知與實踐並重，亦即知行要合一。所以學校可以透過班會、學生會、社團

活動等功能，以及舉辦各項選舉活動，使學生熟悉民主政治之生活與運作。也可

以舉辦研習活動，提昇民主法治素養，像是研究者服務的學校就為學生舉辦過公

民訓練活動，學生幹部研習活動，或公民素養的研習等，讓學生體驗民主生活，

培養民主領導才能。更重要的是，學校重大措施邀請學生參與設計、規劃、討論，

並可廣設意見箱、網路留言版，營造民主和諧的校園文化，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

就不就是一個好方法嗎？ 

綜合本章內容，如果學校就是一個有計畫的法治社會縮影，則學生身處其

中，必能完整的體認。學生乃為學校之構成主體，在學生普遍缺乏校務參與管道

下，學生參與校務會議之重大意義確為民主法治教育之具體實踐。是以校園民主

係在具備人權理念下，彼此相互尊重與關懷，上至教育行政系統，下至師生關係

之凝聚，更藉由人權法治教育以及參與校務過程內化學生人權的基本概念以及法

治態度(李漢中、羅德水合著，2007：36)。人權與法治教育作為學生社會化的過

程之一，重視的絕非知識的講述；養成身處法治社會中應有的生活態度，人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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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才能發揮改造社會的功能（陳玉佩，2000：130；廖飛筆，1998：38-40）。

且從教育心理學的理論探討得知，學校應營造出民主的氛圍，教師應使學生有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的機會，以蘊育學生尊重人權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故以實踐公

民教育的觀點出發，應讓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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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校務會議的建置校務會議的建置校務會議的建置校務會議的建置 

壹、學校組織的決策會議 

    學校校務工作繁忙，為求順利推動決策，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常須藉助會議之

力。「決策會議」，係指學校行政人員為解決或開啟學校教育問題，透過會議的

召開，統整組織的發展方向，抉擇方案的行動。通常為求具有效能與效率的決定，

決策者與決策參與者，經由會議進行有效選擇，達成成員的需求、教育目標與學

校願景。在抉擇的歷程中，掌握學校的人員、經費與資源，形成計劃、方案、執

行與考核的處理機制(曹明瑞， 2002：8)。 

    學校任何會議均應依法、合理並即時通知有關人員。事先提供會議中心議題

與準備資料，並安排適當的會場，確定主席及紀錄人員，並預計所需的會議時間。

主席依會議程序有效掌控時間，順利進行溝通對話而獲致共識，達成會議目標。 

    通常學校決策會議召開，依決策性質不同，各型會議各有不同的參與成員。

學校常見的決策會議有校務會議、處務會議、導師會報、主任會議、教師評議委

員會、課程發展小組會議、學校教師會會議等，本研究探討的學生會議參與僅限

縮在校務會議上，茲修改自曹明瑞( 2002：33)繪製表格說明如下： 

 

表 4-1 校務會議決策整理表 研究者自繪 

 

參與決策的角色 
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

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 

決策對話的型態 

1. 既定的程序，請全體成員確定議程 

2. 需人數過半 

3. 取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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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對話時機 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決策對話地點 學校全體成員集合地點 

依據 
高級中學法第二十三條 

職業學校法第十之五條 

 

過去校園的組織結構，大多呈現金字塔型，由高而低依序為校長、主任、教

師，最後當然是學生。至於校務會議往往成為校長、行政人員的政令宣導、行政

工作報告的場合，議會規範不受重視外，更遑論校務會議運作民主化的落實了。 

 

貳、校務會議建置的背景 

    政府遷臺以來，教育一直是國家的重點施政項目，受到國家嚴密監控，而且

與政治關係密切。這般國家主義的教育制度及政策，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民國66

年之後，政治上的反對勢力開始透過地方選舉爭取更多的政治活動空間，使得國

家的統治力量開始鬆動，社會力量逐漸釋放。尤其在民國76年政治解嚴後，國會

全面改選，社會朝向自由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方向方展。民主化強調的即是多

元意見的自由表達，重視個人權利，在威權政治解構到民主政治蛻變的過程，不

僅改變了政治體制，同時這股民主化的潮流影響到社會各個層面。民國80年代之

後，教育改革隨著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反核運動、婦女運動的發展

逐漸受到全社會所重視。國際的教育改革幾乎都彌漫著一股分權化與去除管制的

風潮。分權化意謂決策的權利從中央政府轉換至地方層級；去除管制則意謂中央

政府無法採取與學校相同的特定立場去考量，所以主張將責任轉移至學校層級，

增加其自主（馮丰儀，2002：79）。再加上學校本位管理的推動，也主張學校的

事務應儘量由學校作主，教育主管機關及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只對學校進行監督、

評鑑與協助，尊重教育的專業自主，強調學校事務應由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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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共同參與。於是民國83年民間針對教育問題發起「四一Ο教改運動」，政府

因此組成「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國87年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全面

推動教育改革。依照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報告，認為當前我國學校教育

的問題，從體制的角度來看，主要的根源可能有以下幾項：一、僵化的科層體制；

二、侵犯專業與自主；三、校內權責不清；四、學習權未受重視（林孟皇，1999b：

49）。 

    近年來國內外的教育改革都瀰漫著權力下放與去除管制的精神，其中學校自

主和經由參與決策對教師、校長、學校行政人員、家長及其他人事授權賦能是學

校本位管理的兩大特色（劉慶仁，2003：52）在官方的教育變革中，行政院教改

會因應社會動向，曾提出五大改革方向、四項改革理念及四種改革目標。其中五

大教育改革方向是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與國際化；四項改革理念是

教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及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其改革

目標為達成現代化教育目標、滿足個人與社會的需求、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促

進教育體系統的改造，這些方向、理念與目標，都是日後教育與學校變革的重要

因子（蔡文杰，2000：50）。另為了從體制上解決學校教育累積的各種問題，教

改會建議訂定一部「學校教育法」，取代舊有的「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

以及「職業學校法」，可減少重疊的教育法令，以保障學生學習權、學校專業自

主、組織彈性化、權責區分與多元參與作為制定之原則。 

 

参、校務會議建置的法源依據 

    教改會所擬定的「學校教育法」草案，所主張保障學生學習權、學校專業自

主、組織彈性化、權責區分與多元參與等原則，大體上都要靠學校組織運作得宜

才能落實。且在自由化、民主化及多元化的時代潮流影響下，學校校務運作朝向

學校自主、民主合議及多元參與的方向方展，尤其是校務會議法制化，將這時代

趨勢，轉化、深化到校園中。 

    除了大學（學院）、專科學校等層級外，高中（職）、國中、小原未設置校

務會議，且大學（學院）、專科學校等校的校務會議，係在以校長為首的機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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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許禎元，2007：218）。1999年教育鬆綁後，公布施行教育基本法，各級

學校法同時搭配修訂，爰在學校內創設了九種委員會。其中最重要的，是依各級

學校法成立的「校務會議」。國中（小）乃在1999年1月修訂國民教育法（第10

條）37，高中在1999年6月修訂高級中學法（第23條），高職在2002年12月修訂職

業學校法（第10條之5），專科學校在2003年12月修訂專科學校法（第19條），

大學（學院）在2002年4月修訂大學法（第13條）（許禎元，2007：218）。使得

各級學校校務會議得以法制化，加速校園民主化，使傳統一言堂的決策模式面臨

多元競爭的挑戰。 

 

肆、校務會議的定位 

    Easton的系統理論認為政治系統的功能是為社會做權威性的價值分配；而政

治系統所作的權威性價值分配是透過公共政策的制訂來達成，故公共政策的制訂

必然會涉及到「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等問題。教育機構（包括教育行

政機構和學校機構）是「微型的政治系統」（Miniature Political），學校是一複

雜、動態的系統，是一個對稀少資源、被賦予的利益和意識型態的承諾對抗與衝

突的場域，從微觀政治學的觀點來看，學校內的成員運用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權

力，透過與他人競爭，以獲得資源和達成符合不同意識型態者立場的目標，學校

每天的結構與互動及意謂著運用權力的行使來影響和保護他人(馮丰儀，2002：81)。 

    而在學校這個「微型的政治系統」中，校務工作繁雜，為求順利推動，並收

集思廣益之成效，往往需藉助各項會議之力，作成「權威性價值分配」決策的最

高決策單位應該就是校務會議38，校務會議之所以應該成為校務的最高決策單

位，乃因為教育的內容不適合使用指揮命令的方式，為確保教育的自主性與專門

性，各級學校的自治乃是基本的，透過校務會議來實現民主的生活方式，舉凡支

                                                      
37
 國民教育法第十條有關校務會議之規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

長召集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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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員比例由設立學校之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38
 有關於校務會議的定位，在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及國民教育法中都沒有明文規定其為校務最高決

策機關等語。但在修訂國民教育法第十條時，在立法委員李慶華原提案中，原有「討論校務重大事項，

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的內容，但基於什麼理由未列入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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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協調、監督教育內容實施的重要教育行政事項，都應該在實施前經過校務會

議的通過，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權、家長與教師的教育權（葉志倫，2003：17）。

這種經由集思廣益的教育行政措施，一來可以減少推行時遇到阻力（有民主正當

性基礎），二來可以減少發生錯誤的可能性（經過公開議決，由不同的立場加以

檢視其可能性，增加該議案的周延性），這種決策模式，將有助於學校擺脫過去

僵化的科層結構，達到「學校自治」的理想決策目標（林孟皇，1999b：72）。 

 

伍、校務會議的職責 

    校務會議最重要的工作，即在議決校內重大事項，且基於法律的直接授權，

應認為關於重大事項的闡示權，校務會議的意志具有優先性，惟仍保留法院審查

的可訟性格。關於「重大事項」的法律意涵，高中、職（及以下）學校法並未闡

明，專科學校法（第20條）及大學法（第14條）則在本法另為列舉，惟相關意涵

界定並不一致，顯見此種列舉僅為例示作用，非有一成不變的範圍及內容（許禎

元，2007：218）。現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界定國民教育法所謂「校務重大

事項」包括：一、校務發展計畫；二、學校各種重要章則；三、依法令規定應經

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四、校長交議事項。而依照教改會擬定的「學校教育法草

案」第十一條規定，下列事項應該由校務會議議決之：一、校長提出校務發展計

畫及概算編列、分配預算、決算；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三、學校重要

單位之設立、變更、撤銷與停辦；四、校長提請議決之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重要事項；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要強調的是，校務會議議決的是教育行政事項，並非教育

內容事項，也就是說，在不侵犯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範圍內，學校欲推行的重大校

務活動，都應該擬定辦法送交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施行。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與範圍與範圍與範圍與範圍 

壹、參與校務決定 

各種研究理論對學校行政之政策（policy）、學校行政之決策（policy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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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行政之做決定（decision making）區別方式不盡相同，經常視為相同的

定義。校務的決定是學校行政的核心歷程。英文為「Decision Making」，在國

內的譯名不一，有的翻譯為決策，有的翻譯為決定。張慶勳(1996：436)將決定

意指各種大小不同層面的抉擇過程與執行該抉擇的行為；決策意指政策性的決

定。本論文中述及Decision Making 者，即取其大小不同層面的抉擇過程與行為

之意涵，包括上述的決定以及決策的內涵。  

就「參與」的英文字源而言，即有分享的意義。其同時指出：參與決定係指

個人將精神與情感投入於工作環境中，使其對團體目標有所貢獻和分攤責任

（ David，1989：151）。此一定義有三個重要觀念： 

1、參與是精神與感情的投入，而不單是肌肉的活動，是個人的自我投入，不單

技術的投入，是心裡的，不單是生理的。 

2、參與是鼓勵個人對環境有所貢獻，並給予他們機會，對團體目標投入自己進

取創造的才略。 

3、參與是鼓勵個人接受團體活動的責任，是一種社會的歷程，使組織成員能自

我投入，並成功的完成工作(葉志倫，2003：33)。 

 Anthony（1978：3）認為參與決定就是一種讓成員參與作決定的過程，強

調的是成員的積極參與，並利用成員的專業知識和創造力，以解決重要的問題。

1980 年至1990 年決定研究重點，轉移至學校方面的改革，強調學校規劃整體的

教育政策，經由教師發展、課程改革、學校重建等途徑，促進學校成員主動參與

政策、決定執行，以期能真正影響學生學習的表現。而學校組織決定，乃是學校

行政人員在面臨教育問題時，依權責從若干解決方法中，做一個較合理有效的選

擇，以解決問題，促進教育發展與進步的一種歷程。而此一定義有以下之要點： 

(一)學校組織決定的目標在解決教育問題，從而促進教育發展與進步。 

(二)學校組織人員欲做合理有效的決定，宜針對問題，思考若干變通方案，然後

權衡其利弊得失，做最佳的決定。 

(三)學校組織人員在做決定時，不應逾越其權責範圍。 

(四)每一位學校組織人員都有做決定的機會，只是所做的決定性質有所差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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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Cistone（1989：364）認為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成員，甚至學

生對學校管理的參與就是分享決策或行政的分權。謝文全（1987）談到我國教育

行政改革的展望時，也曾直接建議應從專業化、民主化及科學化著手，其中民主

化及指拋棄集權式的運作方式，而代之以分權式領導，以增加決定參與的機會。

黃昆輝（1988）認為所謂參與決定，是指參與討論，貢獻意見，以達集思廣益而

言；而不是指參與決定者皆具相同決定權力的人。作決定，並不即是舉手表決。

任何決定，經討論後，最後仍須由決定者負責裁決。他只須就參與者之意見，權

衡其利弊得失，而作綜合之判斷，此可避免計慮不周，剛愎自用。所以，在抉擇

之前，應先考慮由那些人參與決定，及多少人參與決定。如該參與者而未參與，

不應參與者卻參與了，同時參與的人數過多或過少，不但對變通方案的研求與選

擇有所影響，而且也左右了所作決定的執行，亦即是影響了整個作決定的過程。

故讓適當的人參與決定的過程，往往可以得到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同時經由參與

所作的決定，其較具認同而予支持維護及執行。所以本研究所指稱的學生參與校

務會議，應不只單純提供想法、意見而已，而是會議規範所指稱的出席，包括對

討論議題決定的權利。 

    前述學校本位的經營理念採行參與式的決定，並針對校園自主、彈性治校與

運用資源等作法加以調整，目的在讓學校擁有更多的自治權力，結合地方學區、

學校教師與學生家長，以授權的方式，讓教師與家長參與校務發展，提供學生自

治與學習的機會，使校長、教師、學生與家長皆成為學校經營的主角。 

    校園民主最主要的理念，即是希望校園事務的決策，能由校園的構成員來共

同參與。因為校務決策的任何後果，乃是由學生、老師等直接承受，既然對於其

權益禍福只有影響的可能，自應賦予被影響人有表示意見，參與決策的權利與管

道方為允當。 

 

貳、學生參與地位 

    依高級中學法規定，依法所應設置的組織有校務會議（第 23 條）、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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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會議、輔導會議等（第 24 條）、學生申訴制度（第 25 條）、學生家長會

（第 26-1 條）、及為推展校務所設之各種委員會（第 26 條）。與大學法相較，高

級中學法內並無「行政會議」（大學法第 15 條），而大學法中之「學生自治團體」

亦由「學生家長會」取代。 

    至於職業學校法部分，依法所應設置的組織有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

會議、總務會議、實習會議以及各種委員會（第 10-5 條）、輔導工作委員會（第

10-6 條）。與高級中學法相較，學生申訴制度與學生家長會的設置於職業學校法

裡雖未被明文要求，但根據大法官第 382 號解釋，學生得就其受處分的內容，循

相關管道請求救濟。另外，已廢止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規定各級學

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申訴事宜，來確保學生權益。教育部並請

各縣市政府儘速訂定學生申訴實施要點39，頒行各級學校，協助所轄各校建立學

生申訴制度。 

    此外，教育部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為高中職學校建構了上述的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第 27 條），另有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訂定會議以及學生獎懲

委員會，共三個學生法制組織。然而，隨著 2003 年 1 月教師法第 17 條的修正，

教育部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已走入歷史，在高中職階段，前三種學生法制

組織可依教育基本法第 15 條40、高級中學法第 25、26 條以及職業學校法第 10-5

條繼續設置。 

    無論在各級學校，「校務會議」均具有「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的組織功能，

在校務的實際運作中，為最高的決策機關。另外，教育部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所提及的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訂定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以及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等三個組織，雖然其依據的法源有變動，但其與校園民主的實踐與學生

權益具有密切關聯，故以下會探討學生在此些組織中的參與地位。 

一、 校務會議 

                                                      
39
 教育部位配合三八二號解釋之解釋文之旨意，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函頒「大學暨專科學校學生申

訴案件處理原則」供各校與各縣市政府暨部署中小學訂定學生申訴制度相關法規之參據。 
40
 教育基本法第 15 條：「教師專業自主及學生學習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

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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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係議決學校重大事項的最高決策單位，我國大學法第 13 條規定其

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所共同組成；至於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則規定校務

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家長代表」

組成。在法律上，高中職校務會議似乎一律以家長代表排除學生代表參加的可能

性。考量到高中職學生未成年的身分，以父母代理其未成年子女行使學校事務參

與權，雖然似已保障到學生的教育基本權，但若是欲實現教育目的之內在核心價

值，應透過提升學生對於校務的參與，豐富學習內容。顧及學生身心發展的程度，

在高中階段，法律應可在合理的範圍內，使父母由完全代理的地位，轉變為由家

長與學生共同集體參與。 

二、 輔導與管教辦法訂定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師輔導管教學生的各項作為，本為家長、教師、學生最容易發生衝突的部

分，則如何凝聚親、師、生共識後，研擬學校章則草案後送請最高校務決策單位，

亦即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施行，即成為應優先考量的問題，且輔導管教辦法的施

用對象正是學生，故當然應讓學生參與輔導與管教辦法訂定會議。教育部的前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中，關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訂定會議、學生獎懲委

員會二者的組織方式，均為由「學校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組成，提升了中小學學生參與校務的機會。現行教師法第

17條第2項已直接授權各校務會議訂定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教育部為

協助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護學生

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

特訂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中有關學校

的訂定程序，要求召集「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會議」，並且言明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宜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經有合理比例之學生代

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行政人員代表參與之會議討論後，將草案內容以適當

之方法公告，廣泛聽取各方建議，必要時並得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有關學生代

表部分，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明文規定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五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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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中小學所設置的「學生獎懲委員會」負責處理學生獎懲事項，至於高中職

學校的學生獎懲委員會的學生參與部分，在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

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那學生代表究竟可否參與獎懲的審議呢？研究者認為為求公平、公正討論

及決議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獎懲委員會的委員應有學生代表， 由於學生代

表比較能了解學生的思考邏輯、行為的動機等，站在學生立場與其他委員進行獎

懲的討論，故較可以確保學生合法權益。雖然，高級中等學校以上，有關學生獎

懲委員會的設置方式各校自訂；然而臺北市政府為規範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在

籍學生之獎懲事宜，特依國民教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於 96 年 12 月 25 日所訂

定之「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則明定，獎懲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學

生代表一人至三人。若以高中職學生與國中生年齡及心智發展程度來相較，國中

的獎懲委員會都有學生代表的參與了，舉重以明輕，當然高中職的學生獎懲委員

會也應當有學生代表的參與。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權益者，得以書

面向學校申訴，並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目的

在提供學生申訴管道，以維護學生合法權益。學生申訴制度屬學生救濟性質，要

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學生個人權益，可

進行申訴。為保障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權益，建立學生申訴制度，

特依教育基本法第15條及高級中學法第25條規定訂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 ，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學校行

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法律、心理或輔學者專家組成之，並未

列學生代表。「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第二條明定學

生代表為申評會成員。依據陳奕文（2003：98）的研究指出，大部分之學校申評

會都有學生代表，少數學校未明訂須有學生代表，部分學校明訂得依申訴事項必

要聘任。在規範與實務上，均有未明定學生代表之設置情形，此時將影響申訴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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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效力。且其為一準司法機關41，因此應力求公正性及代表性，並同時要兼顧

法律專業或輔導專業的需要。故在此組織討論與決定的程序上，讓學生代表參

與，尤其在一些師生立場相衝突的案件，學生代表可以保護涉案的學生當事人，

避免其利益被犧牲。 

    學者傅木龍（1998：9）指出，學生申訴制度是民主法治社會的產物，藉由

學生申訴制度的建立，學生在學校的學習及生活得以獲得保障外，可以讓學生學

習關心自己的權利與義務，而且學校在處理學生申訴案件的過程中，也可以適時

修正不合時宜的校規及相關措施。而學生申訴制度既做為學生權利救濟的重要角

色，自難以將學生代表排除於申評會之外，學生參與權之具體實現是可表達出學

生受教權獲得尊重。 

    雖然從憲法基本權保障的角度來看，學生參與校務有其基礎，但是學生參與

校務的方式以及強度憲法並無明文，留給立法者設計規劃的形成空間。按教育機

構及教育工作者依教育基本法第 2 條42，負有協助學生實現教育目的之責任，自

應儘可能於教育活動中增加學生參與學校事務的機會，讓學生參與學校決策的形

成過程，對學生民主素養之強化有所助益。曾大千（2002：147）認為法律似應

在合理範圍內，於相關組織賦予中小學學生部分集體參與權，並適時地使父母由

「完全代理(由家長取代學生集體參與)」轉變成「輔助代理(由家長與學生共同集

體參與)」，現行法未能顧及學生身心發展程度，而一律以「完全代理」之方式，

截然排除中小學學生出席或列席校務會議之集體參與權利。另外，許育典（2005）

教授認為在學生參與程度方面，可以參考德國有關宗教信仰的學生自我決定年齡

界線：學生 12 歲以前由父母代為決定，12 歲到 14 歲之間由兩者協議共同決定，

但在 14 歲以後，則由學生自我獨立決定。研究者非常認同許育典教授的看法，

因為德國基本法不允許在違反學生意願或其父母意願的情況下，強迫學生去參加

宗教課程，且宗教課程的實施內容，應與學生所信仰的宗教團體原則一致，而不

                                                      
41
 準司法機關，是指獨立的行政合議機關，除了本身的行政權以外，尚兼有不完全的司法權。 

42
 教育基本法第 2 條：「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 

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

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

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 

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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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宗教信仰的學生，仍然可以選擇替代的倫理課程，是基於國家的宗教中立原則

以及以學生自我實現權為核心的教育基本權保障，使學生能自由開展其宗教信仰

自由。而學生參與校務的權利的價值核心，根據前面法理基礎的討論，我們知道

也與宗教自我決定同樣是植基於為學生自我實現而存在，故要建立學校開放、寬

容的教育環境，落實學生權利的保障。像此類一身專屬性事務之自主決定像是國

民小學學生，其尚未確定有足夠的能力單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則可以由父母或

法定代理人，以學生利益代言人的身分參與校務會議；但是像高中職學生，應有

足夠的能力獨立追求利益、自我決定，所以學生應可參與校務會議才是。 

 

参、學生代表的產生 

    人數過多對參與會議及各項活動的品質將有負面的影響，會使得議事的進行

無效率，故不可能讓全校每一位學生皆參加校務會議。原則上派學生代表參與校

務會議即可。 

    但是，學生代表如何產生？在大學高等教育階段，依大學法規定大學應輔導

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學生自治會就是為

了維護並保障同學的權益，消極地避免同學受到權益的侵害，積極地爭取同學在

學習生活上的福利，遂透過組織團體，藉由團體的力量以實現此等目的。如同一

個小型的國家組織，學生有權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學生相關事務的決策，如：大學

法第33條規定校務會議就依法必須有不得少於十分之ㄧ由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

出席。近年來，教學、學生、行政三者共同治校的概念興起，學生自治會組織努

力於校內定位，以便學生自治會可以不受到校內單位侷限權限而爲會員們爭取更

多的福利努力。 

    學生自治會依據三權分立的原則，可以分為學生工作會為行政機構、學生議

會為立法機構、學生評議會為仲裁機構43。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學生會)設置會長

一人，綜理本會會議，並設行政部負責各行政業務。所有具有學籍之在校學生為

學生自治會會員，主要可選舉、被選舉、罷免學生會會長以及學生議員，會長由

                                                      
43
 參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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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學生議員為兼顧多元代表性，故在大學是由各系所學會

辦理選舉事宜，並依各系人數比例普通產生，學生自治會會長及行政部門要對學

生議會負責。 

    而高中職以下之學校則無相關法規認定，但實際上大部分的高中職學校都有

學生會或有著類似學生會的組織，或稱為「班聯會」（班級代表聯合會）。舉研

究者任教的職業學校為例，學校存在學生會組織早行之有年，其組成方式係由各

班推派一位學生代表所組成。雖會定期召開學生會議，提出對學校的建言，但因

欠缺法源依據，欠缺明確的法律地位及權限，其影響校務決定的成效有限。 

    所以研究者建議應修訂高級中學法以及職業學校法有關校務會議組成的規

定，明定應有學生代表參加，且授權各校自訂〈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

辦法〉定其學生代表產生之數額及方式。另為了使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具有

正當性及代表性，應由各班級或各年段或各類科的學生各自選舉產生。行政院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甚至還提出一教育改革建議——為解決學校教育的環境問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體制含學校的組織及運作規範應予重整，另訂〈學校教育

法〉，以取代現有的〈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44。至

於多少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呢？可以參酌大學法的相關規定，訂一個最低的門

檻，例如不得少於十分之ㄧ由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出席。若全校參與校務會議總

人數為一百人，那就是至少有十位學生代表出席，至於哪些學生有參與校務會議

的代表權，應由各校以多元參與為原則自行決定選舉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的辦法，

儘量讓每一種聲音、意見皆有表達機會。例如高中可以用年段區分，一、二、三

年級代表各占總學生代表人數的三分之一；至於職業學校部分可以用類科來區

別，如此一來，就儘量讓可能有不同立場的學生族群有參與校務的機會。 

                                                      
44當初國中小、高中、高職之所以分由三部法律來規範，顯然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第一，基於省市辦高

中、職（〈高級中學法〉第三條、〈職業學校法〉第六條），縣市辦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的

制度規劃；第二，基於高中、職教育分流（〈高級中學法〉第一條、〈職業學校法〉第一條）的教育體系

安排。然而基於教育鬆綁的大趨勢，以及地方自治的落實，第一項理由而今顯然已不存在。至於第二項

理由，鬆綁的研究顯示的是，基於人力規劃對教育的強制分流，既缺乏正當性，且這種分流也從未真正

建立在客觀的研究評估上。因此，這樣的制度，顯然不宜再長期維繫下去。此外，學校組織既是為教育

活動而設計的。學校的運作規則亦應依教育的需要而設定的，兩者都不應為非關教育的理由而扭曲。｛轉

引自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4_apd14.html(20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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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參與的方式與界限 

    校務會議關係到學生權益之議案，學生代表會負責傳達，並透過座談會、問

卷調查或深度訪談方式，彙整大多數學生之意見，並經理性討論與思辯，提交校

務會議討論。至於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範圍，林世昌（2005）的研究則提出立法

者在設計時應根據「最適功能分配原則」 ，依據參與者之身分、能力與在學校

扮演之角色，配合學校事務本身的種類以及性質，來決定學生參與的範圍、強度

與方式。不同類型的校務應有不同的參與強度，至少就涉及學生之學業、生活、

或獎懲之直接相關事項，應賦予學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參與權，研究者亦對此採

肯定的看法。 

    依據會議規範第20條規定，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議、提案、討論、表決

及選舉等權利。出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等義務。而同法第22條規定，

列席人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列席有遵守會議規則，發

言禮貌及議場秩序之義務。校務會議議決學校重大事項，為學校最高決策機關，

高中職學生身為學校的成員，基於多元參與的民主原則，每一次校務會議都應有

學生代表參與，但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是否對每一項議案都可以參與討論、參

加表決呢？研究者認為應視討論的提案或臨時動議的性質而定。學生參與校務的

目的就是為落實學生權利的保障，以避免學生學習權、自我決定權遭到學校或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的侵害，是以「直接涉及學生權益」為界限，讓有利害關係的學

生代表來參與校務會議的決定。換言之，若議案與學生本身權益直接相關，例如

校規的訂定、或校訂必修科目的修訂等，學生代表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同

時可以在校務會議中發言、參與討論，也可以參與表決及選舉；若討論的議案本

身與學生無直接關係，例如教師的進修申請事宜等，則學生代表仍可以參與校務

會議，僅讓學生了解目前學校行政的運作情況，但其不能參與討論、發言、表決。 

在各級會議中學生代表的基本使命，在於根據學生多數民意輿論的趨向，推

動或促進有益於學生的措施獲得學校施行，或是反對延滯不利於學生權益的措施

獲得通過，傷害學生權益。學生會作為代表全體同學的團體，自然形成校園民主

機制中，代表學生參與的重要環節。校務會議的重要職責之一，便是議決校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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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以及學校各種重要章則，因學校行政事務繁雜，觀察研究者任教學校之校

務會議議案討論的狀況，以下僅列舉幾項校務會議的可能討論議案試說明學生代

表參與的方式及範圍： 

(一)校務發展計畫之提出 

校務發展計畫是校長與學校成員不斷深度對話，集合而成的專業與智慧，依

據學校條件及需求，找出最適合該校共同努力的方向與目標，並統合學校全部人

力與資源，設計行動方案與策略，以達成全體成員的教育願景45。根據國民中小

學擬定校務發展計畫指導手冊的規範，參與校務發展計畫規劃的成員有學校內部

成員（校長為當然委員）、家長、社區人士、校友代表、專家學者。既是學校全

體人員的共同目標，學生身為學校的內部成員，理當可推派學生代表出席參加，

參與討論、提供建議。 

(二)概算編列、分配預算、決算 

因預算編列的提出、以及決算審查，著重會計專業知識，且其屬於學校應公

開並受監督事務，故學生代表應可旁聽。 

(三)學校人事室職掌範圍之議案 

高級中等學校的人事室掌管教職員工的工作規範、考核獎懲、進修、調解申

訴等事項，關於其組織規程以及重要章則之擬定，例如教師請假規則、職員進修

辦法、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等，因

與學生無直接相關，故學生代表可不列席參與。 

(四)教務處職掌範圍之議案 

教務處教學組掌理教師教學的實施、教師研習等事項，註冊組則處理招生、

學生學籍登記、學生成績考查、畢業生升學報名等業務。其重要章則的擬定，若

與學生權益直接相關者，應讓學生代表出席參與議決，例如，繁星推薦委員會組

織章程、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等。另外有些校

務章程顯與學生權益無直接相關者，則學生代表不參與，例如教師監考實施要

                                                      
45
 資料來源

http://tw.myblog.yahoo.com/jw!sn0_iayTFR40xUs3GZdEjw--/article?mid=30&next=29&l=a&fid=7(瀏覽日期

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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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採用教科書實施要點、設備借用保管實施要點、教師排課實施要點等。 

(五)學務處職掌範圍之議案 

學務處下設訓育組，掌理學生民族精神教育、道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之規

劃及指導；生輔組掌管學生日常生活輔導、勤惰考察及獎懲事項；另有體育組、

衛生組、社團活動組，分別負責體育活動、學生衛生保健及校園環境衛生、學生

社團及社區服務。學務處相關業務章程，多涉及學生權益，應讓學生代表出席參

與。 

(六)總務處職掌範圍之議案 

總務處掌管文書之收發、檔案的管理、現金出納、以及建築設施，校園環境、

水電設施等維護及物品採購，其職掌範圍與學生無直接相關性，故其相關章則的

討論學生代表可不參與。 

(七)輔導室職掌範圍之議案 

輔導室掌理學生之輔導與諮商，此部分涉及輔導專業知能，無須學生代表參

與。但其業務亦有關與性別平權等，例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的擬定，

則可讓學生代表出席參與。 

(八)校園空間規劃 

學校不是都市計畫圖上的一個抽象的色塊，其實它可以是發展公共生活的重

要機制。校園空間的規劃過程的多元參與，是校園規劃設計的前提，讓每個人表

達意見，有時候比創意都要來得重要。「參與」的可貴在於，如何藉由行動與記

憶的動員以重建人們對於生活世界的想像與期望，並且將此行動轉化成為改造環

境的力量，進而凝聚學校、乃至於社區成員的向心力，增進公共性的表現。讓學

生代表參與校園空間規劃的相關會議，校園空間的設計將更能關注於校園如何成

為學生的成長基地。 

總而言之，校務會議為一個學校的最高決策單位，學生有權參與校務會議，

是校園民主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是其背後的意義，更在於學校決定的多元參與，

學生的意見、聲音被充分尊重。除了校務會議之外的學校重要會議，例如學生事

務會議，會議中負責規劃、統整，及推動有關學生事務，像是籌畫畢業旅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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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營養午餐、學生體育競賽等。其所推動籌辦的活動、業務與學生最緊密相關，

故作成決議的相關學生事務會議當然應有學生代表的參與。若把學生在學校裡面

看做類似顧客的角色，在管理學的層面來看如果學校系統中能夠有學生的參與，

那就是加入了更多的顧客導向成份，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必會增加。 

    我們都聽過「不要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這句話，自己的權益不去關注，註

定會成為被犧牲者。對自身權益重視的態度，必須從小養成，透過家庭教育的開

明，透過學校教育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的安排，要給學生重視權益的氛圍，以及自

主決定的機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困境與解套困境與解套困境與解套困境與解套 

壹、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困境 

由 

校園民主意味著更多的開放與民主，適當的教育鬆綁對於校園民主的推動有

其功用，取消現行教育行政措施中過多或不合理的限制，給予學校更多的自主改

革空間與更大的自主管理權。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決策往往限於幾個人的

意見，視管理為一種體制，對於決策的達成過程，很少在評估。相反的，在校園

民主化的促使下，學校的每一位成員都應該受到重視，在團體內應該隨時都有表

達意見的機會，參與學校決策的形成。因此，校務的開放參與，是校園民主的一

大特色，藉由集思廣益，塑造學校、社區、社會共同的願景，達成更高的學校效

能。對校長而言，順應民主潮流，使決定更合理、更可行，是當務之急。而學生

參與校務會議雖然會為學校及學生本身帶來積極影響，但參與式的決策仍有其運

用上的條件限制。 

Hampton（1987）指出參與決策可以加強參與者對決策的接納，但也耗費較

多的工作時間。而參與是否對決策品質較有幫助，還要考慮部屬能力等因素。王

政彥(2004)還指出對有時效性需當機立斷的決策，參與可能延誤決策時機，傷害

決策效率(轉引自葉志倫，2003：36）。故讓學生參與決定體制其可能遇到的問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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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部分行政人員、教師們會擔心學生的參與決策，有損其尊嚴，危及他們職

權的行使。關於此點，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憂慮仍受限於傳統的封閉思維，仍

鄙視學生的人格地位，惟承認學生的人格地位平等，並非謂教師即沒有法律

上的職權，來輔導與管教學生。 

二、共同參與決策需要通盤的眼光及民主的素養，這兩者都需要時間及歷練始能

獲得。 

三、有興趣及能力參與學校行政決策的學生總是少數。這就要想辦法增進學生參

與校務會議的動機與責任。可以先召開學生會議凝聚大家共識，對討論提案

充分了解，專注集中在討論議題上，避免會議召開的時間太長；然後充實學

生民主法治知識，讓學生都明瞭參與校務會議不但自身的權利，同時也是應

盡之義務。學校的事務，並不是行政人員的單方面的事，應該是全校所有成

員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並藉以提昇自己參與專業能力；最後，再加上決

策的過程要符合民主的程序。 

 

貳、學生參與校務會的解套 

針對上述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可能的困境，首先，必須從提升校園民主運作效

率著手。另外，校務會議的討論議案有一些學生代表可出席，有些僅為列席身分，

甚至於有一些學生代表完全不參加，有實際操作的困難，故最後針對學生代表參

與校會議的操作程序提出說明建議。 

一、提升校園民主運作的效率 

    要落實校園民主，最重要的是校園中應增加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與機

會。活動與學校課程結合，如各項座談會、校園內的學生自治團體組織、學生參

與校務會議等各式各樣機會之建立與推廣，同時可強化教師與學生間對各種事務

的共識。使公共參與的觀念和重要性能先深入學生心中，以增加平等對話的溝通

平台，建立友善、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 

    朝以下幾個面向努力，有助於提升校園民主運作的成效： 



103 

(一)增進學生理性思辨的能力 

    想要享有校園民主，必須以學生具備豐富的知識與能力、崇高的理想，

並能獨立判斷為前提。學生要能將所訴求的事務，透過理性分析、客觀批判，

提出具體結論供校方參考，以謀求學校的進步。故在教師教學的過程中，就

必須提供學生思辯的機會，而不該只是單純的講述課本的內容，僅要求學生

記憶背誦。 

(二)學校領導應採取民主作風 

    學校教育目的既在培養民主社會的優秀公民，無論是校長對學校的領

導、還是教師領導班級學生，都必須採取民主作風，了解並尊重被領導者的

需求。應該要相信被領導者有自治自律的能力，加強彼此意見的溝通，了解

並接納被領導者合理的要求，鼓勵全體成員積極參與校務。 

(三)師生共同追求自由與自律 

    自由化與多元化在校園民主的落實上來看，應該就是「教學自由」與「學

習自由」了。老師的教學以及學生的學習，都必須出於自由意願，才能達到

獨立思考與理性判斷。若是教材、教法受限於單一，師生的創造勢必遭到壓

抑，又何來的自由呢？ 

        但是學生的自由並非毫無限制，「民主」代表多數人的意見，且以保障

多數人的自由與權利為依歸。學校團體規範之確立，即在保障多數人的學習

自由，而遵守團體規範，則需理性的自律。因此，倡導校園民主，必須先培

養學生自治自律的習慣，以及自行承擔責任的決心與能力（陳奎憙，1999：

7）。 

(四)師長輔導的必要 

    就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02-1944）所提出的「危機發展階段理論」

（identity crisis），青春期的學生正處於自我定位與必須積極發展自我認同

的階段，在這種成長過程，需要師長及時的輔導，除指點糾正偏失外，此時

鼓勵學生透過各種管道參與學校事務，有強化校園民主效果的功能。對於學

生的民主運作，學校有無法規避的教育責任，更有必要以自身作為民主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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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使學生經由民主的實作經驗、教育與榜樣，在走出校門後，能成為社會

與政治中的公民楷模。 

(五)民主化，必定要搭配法治化 

        康德曾道，「無民主的法治是空的，無法治的民主是瞎的 」(Law without 

democracy is empty, democracy without law is blind.)，說明了民主與法治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吳淑光就提到依教育改革後的現行法

令，學校內部諸多的重要事務決策權，已從行政主管無限上綱的廣泛裁量權

移轉到校務會議及各種委員會中「合議決定」；但是，諸多學校的行政部門

並未依新修訂的教育法律及法律變革背後所蘊含的民主法治的原理精神扮

演起教育改革具體落實執行。當學校從政府那邊爭取到了民主的權力，這樣

的權力應該透過法治在校園內被合理的分配與架構，否則，校園民主只是一

種形式上的民主。 

二、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的操作程序 

校務會議所討論的議案因性質不同，學生代表參與的程度並不相同。為了使

會議流程進行順暢，研究者建議依照討論議案是否須學生代表參與來安排流程，

需學生代表出席的議案優先討論議決，接下來則是討論學生代表列席的議案，之

後即可以請學生代表離席，把學生代表不需參與的議案留至最後討論。根據前一

節對於校務會議的相關議案及學生代表參與方式，並依會議流程先後排序，整理

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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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校務會議議案及學生代表參與方式  研究者自繪 

 

 

總而言之，為了實現教師、學生與家長的校務參與權，學校組織應該建構一

個集合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的校務決策單位，這個決策單位的角色

應該由校務會議來擔負。因此，校務會議的定位應作為校務的主要決策中心，舉

凡支援、協調、監督教育內容實施的重要教育行政事項，都應該在實施前經過校

議案類型 
學生代表 

出席 

學生代表 

列席 

學生代表 

不參與 

校務發展計畫 �   

教務處議案─ 

與學生註冊、成績考查相關章則 
�   

學務處議案─ 

學生相關活動安排 
�   

學務處議案─ 

學生懲戒相關章則 
�   

總務處議案─ 

校園環境的規劃、維護 
�   

輔導室議案─ 

性平會組織章則之擬定 
�   

會計室職掌範圍之議案  �  

教務處議案─教科書的選定  �  

人事室職掌範圍之議案   � 

教務處議案─ 

與教師教學、課務相關之章則 
  � 

總務處議案─ 

文書、出納等相關規則 
  � 

輔導室議案─ 

與輔導知能專業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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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的通過，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權、家長的教育權與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 

    而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只是落實校園民主的一個小環節而已，還應該把正式課

程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相結合，例如把學生會選舉參與的實踐活動，引入課堂學

習部分，如專題報告、個人或小組反思及分享等。另外，學校需要讓教職員工接

受在職進修，以期能充分掌握參與性社會的政治發展，及以正面、開放的態度看

待學生參與校務的活動。學校可以借鑑丹麥學校公民教育的發展模式46，開放更

多管道讓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例如座談會、學生論壇等，藉此增進學生之公民參

與的技能，使之成為富參與性、具包容性及國際視野的優質公民。 

                                                      
46
 安吉兒（Ann V. Angell）和韓恩（Carole L. Hahn）在 1996 年的比較研究之發現；在丹麥，公民教育被

視為是學校教育的基本目標，參與和論辯都被視為是做出重要政治議題決策的準備，學生經由學校經驗

所提供的模式被期待去學習民主的參與和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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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壹、 肯認學生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一、 法理基礎 

(一) 學生參校與校務會議有助於落實教育基本權的保障 

學生在校園裡雖是受學校教育之對象，但並不會因為其未成年或學生的身

分，即當然地喪失其權利主體性，換言之，憲政理念所揭示的人權保障，當然可

以在校園中實現。其人格的獨立性或受法律的保障並不會因其身分而有所不同，

因為憲法上所保障的人權，都是平等地保護，而不應有任何歧視的。 

台灣在校園的教育改革過程中，無疑地是往民主化的方向前進。不論是在教

育制度上、輔導與管教上，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立法院的立法、教育部之行政

命令，無不強調多元與民主的參與，來商議解決教育上之事務。 

教育事務與個人切身關係密切，每個國民，包括未成年的學習者在公共教育

上都應該享有發言權，在與自己學習密切攸關的教育環境上更享有主動直接的參

與權，包括班級、學校乃至社區、地方、國家的教育事務決定。而校務會議既是

學校校務最高的決策單位，所以為保障學生的自我實現權、防止被侵害，可推導

出學生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故在校園之中，學生應與教師、行政人員、職

員同樣有參與校務會議機會，縱然有年齡，學識上的差距，但這並不能成為不平

等權利關係的理由。 

    另外，從教育基本權保障來看，校務會議既是學校最高決策單位，其議決之

教育事務又多與學生切身相關，所以為保障學生的自我實現權，讓學生對於自身

相關事項有自主決定的機會，學生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同時藉由學生參與

校務會議的過程發揮學校本位精神，除能積極排除學生教育基本權利可能遭遇之

侵害，在學校成員皆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參與校務決定的情況下，學生有機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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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不同的聲音、價值取向，更能確保學校成為學生學習尊重、寬容，自由開展

人格的自我實現場域。同時，教育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更要求在基本權

的實害未發生前，國家本應積極營造一個適合教育基本權實踐的學校組織，學校

組織「結構民主化」、「多元參與」的保障，應該是立法者對於學校組織建構所

課予的約束。所以在法理基礎上，學生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二) 校務會議的組成納入學生代表並應在法律中加以規定 

    校務會議是學校的營運組織，故校務會議之建構應受憲法的拘束。民主國原

則只要求學校組織的法律必須由立法者作決定，而非保障學生、家長及教師對於

學校教育行政的參與，故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並沒有辦法直接從憲法中的民

主國原則推導出。而基於社會國原則的社會正義觀念，表現在學校組織建構的約

束上是要求國家之設立學校必須普及，要避免城鄉之差距太大而有違國民教育機

會之平等，至於學生對校內組織如校務會議的參與權，也無法從社會國原則直接

推導出。 

    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關

於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均要求須以形式與實質俱皆合憲的法律為依據。其多項下

位原則，其中最關乎校務會議運作又屬依法行政原則中的「法律保留原則」，依

據重要性理論，學生參與學校組織的地位及程序，應屬重要之事項，立法者應在

法律中加以規定。 

二、 教育意涵 

(一)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有助於公民教育目標的達成 

    公民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具備公民知識，擁有公民德行，且落實公民參與的

現代公民。校務若牽涉到學生權益，應允許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進行商議，讓學生

意見注入學校政策的形成，如此當有助於保障學生受教及學習權益，此為人權教

育的最終目的。另民主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獨立思考判斷以及有

社會責任的公民，在學生參與校務過程中，有助於培養學生民主參與及自治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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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能力，同時建立法治、人性的校園文化，這又與民主與法治教育的目標相符。

毛中勻(2002)的研究就印證這樣的想法，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擔任過班級幹部的學

生在法治態度上優於未擔任班級幹部的學生。由此可知，學生經由實際的法治事

務參與，有助於其法治觀念的建立，舉凡學生幹部的選舉及權責、班級事務的討

論與決定，凡與學生直接有關的事項，均應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使其實際

參與決定與實踐，以使其從實際的民主過程中，學習到法治國公民所應有的修

養。故透過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就是一種民主經驗的學習。又民主植基於法治，

最終都是為了體現人性尊嚴、保障人權。是以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確有助於人

權、民主與法治教育的落實。    

(二) 高中職學生的心智發展足以獨立自主參與校務會議 

    社會學習論為身教重於言教提供了立論基礎。學校教育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

一環，自然應該落實這樣的理念，所以校方應該安排良好的校園環境，提供學生

值得效尤的楷模，教師本身更要以身作則。師長不應該以學生心智不夠成熟、民

主素養欠佳等理由而排拒學生對自身權益的關注、公共事務的參與。反而要去鼓

勵學生關心學校公共事務，讓學生組成自治組織，讓學生參與校務會議，透過校

園內民主的經驗，深化民主的價值於內心。學校這樣尊重學生意見，學生必會將

其保留在記憶中，並願意在適當的時機表現尊重、寬容的態度，這才是民主教育

的成功。 

   青少年時期是最能發展求知能力的時期，亦是培養民主的公民資質的最佳階

段。從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來看，高中職階段的學生在認知發展上已臻成熟，

早已進入形式運思期階段，可以多重分類、釐清並了解關係、歸納結論、認識別

人的觀點等，可以展現心智的成熟度以參與反省的思考和決定，故高中職學生是

有能力參與校務會議的討論及決策的。 

    進入高中職階段的學生，依郭爾保的道德發展理論應屬第三層次的第一階段

社會契約合法性導向。社會公認的行為標準受個人的重視，以社會的契約與法律

為準則，但是會思考該契約或法律的制定程序、合法性的問題。如果可以暢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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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達的管道，讓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做成決策，形成規範，只要程序合法

又民主，相信學生對於校規的配合度將會大大提升，有利於學校事務運作的效率。 

貳、 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方式與界限 

一、 透過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 

    直接民主是落實主權在民的理想態樣。但是必須在小國寡民、全民皆具備公

民德行的假設下才有可能實施。以目前高中職學校的人數來看少則一千人，多則

數千人的情況下，全校每一位學生若都要直接參與校務會議應不可得，且有延宕

議事效率之虞。故僅能由學生代表參與校務會議，來間接達成校園民主。但是為

了避免發生間接民主的缺失，學生代表專擅，沒有確實代表學生行使參與校務的

權利。故在校務會議開議之前，應先召開學生會議，對於校務會議的討論議案要

先行溝通、討論，形成共識，可以增加學生代表提案或是參與決議的正當性，並

增進所有同學的公民參與機會。 

    至於，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的產生，當然是要由學生透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的人數可由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定一最低門檻，研究者建議可以參

酌大學法以校務會議參與人數的十分之一為最低限。但是因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

屬性不同，故學生代表的產生辦法應授權由各校自行訂定，原則即是儘可能讓學

校每一年段、類科的學生都有參與校務會議的代表產生。 

二、 以「直接與學生權益相關事項」為學生參與的界限 

    校務會議議決學校重大事項，為學校最高決策機關，高中職學生身為學校的

成員，基於多元參與的民主原則，每一次校務會議都應有學生代表參與，但學生

應視討論的提案或臨時動議的性質而定。學生參與校務的目的就是為落實學生權

利的保障，以避免學生學習權、自我決定權遭到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侵

害，是以「直接涉及學生權益」為界限，讓有利害關係的學生代表來參與校務會

議的決定。換言之，若議案與學生本身權益直接相關，例如校規的訂定、或校訂

必修科目的修訂、校園空間的規劃等，學生代表應有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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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校務會議中發言、參與討論，也可以參與表決或選舉；若討論的議案本身

與學生無直接關係，例如教師的進修申請事宜等，則學生代表仍可以參與校務會

議，僅讓學生了解目前學校行政的運作情況，但其不能參與討論、發言、表決。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壹、邁向校務會議參與的多元化 

    由全體學生一人一票選出學生代表，而學生代表能協助學校傳達對於公眾事

務之具體作法，並彙整學生意見，做為校務施政參考。另外，謝文全(1989：135)

認為學校組織人員如果在決定的過程中，有讓組織成員及其他有關人員有參與的

機會，則可以產生四項作用：(1)可集思廣益；(2)可使成員對決定內容，有深入瞭

解，產生了認同與支持；(3)有助於決定的客觀合理性及執行的順利；(4)可滿足成

員的尊榮感及成就感需求，並有助於組織氣氛的改善。可見讓學生有參與校務決

策的機會，可以增進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並且有助於公共意識的形成。況且該

決策加入的學生的意見，應可更為周全、更加有品質，在執行時也會比較順利，

來自學生方面的阻力將可大為降低。 

貳、提升校園民主運作的效率 

    共同參與決策需要通盤的眼光及民主的素養，這兩者都需要時間及歷練始能

獲得。不能因為學生民主素養不足、對公共事務關心度不夠，就不讓其參與學校

事務的決定，反而是要想辦法增進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動機與責任。要提升校園

民主運作的效率，可以先召開學生會議凝聚大家共識，對討論提案充分了解，專

注集中在討論議題上，避免會議召開的時間太長；然後充實學生民主法治知識，

讓學生都明瞭參與校務會議不但是自身的權利，同時也是應盡之義務。學校的事

務，並不是行政人員的單方面的事，應該是全校所有成員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

並藉以提昇自己參與專業能力；最後，再加上決策的過程要符合民主的程序。 

參、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應予以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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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的校務會議並無明文規定須有學生代表參加，至於校內其他會議的組

成部分，有些交由校方自訂，或是由主管機關訂定辦法 。就法治國原則的內涵

「法律保留原則」而言，欲限制學生在憲法上基本權利時，必須有相關法律之明

確規定，若以法規命令訂之，則必須有法律之明確授權。學校內重要會議的組成

（如校務會議、教評會等）、校長與各種會議的職權劃分、學生及家長參與學校

組織的地位及程序等重要事項，都應該由立法者在法律中加以規定。校務會議係

屬學校的決策機關，依多元參與的民主觀點，應讓學校的各類成員，包括學生，

縱使達成直接參與有其困難，也應讓成員代表有與會權利。研究者利用網路瀏覽

了大台南市各高中職的網頁，發現很多學校甚至沒有將校內自訂的各類章則上網

公告，而有公告的學校中，竟沒有一所高中職學校的校務會議組織章則納入學生

代表參與，可見高中職學生參與校務會議法制化的急迫性。建議高級中學法第23

條應增訂為「高級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之。校

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

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其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而職業學校法第10條之5亦應增

修為「職業學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校長

召開並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

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職業學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

等會議及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如此，學生參與校務

會議的運作即於法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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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高級中學法 

第 1 條    高級中學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 

之預備為宗旨。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教 

育局；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3 條    高級中學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經入學考試、推 

薦甄選、登記、直升、保送、申請或分發等方式入學；其同等學力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高級中學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 

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 

第 3-1 條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良學生、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及重大災害地 

區學生進入高級中學就學，不受前條名額、方式之限制；其名額、方式、 

資格、辦理時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考生權益維護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4 條    高級中學學生修畢應修課程或一百六十學分，成績及格，應由學校發給畢 

業證書。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5 條    高級中學，應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設立，私人亦得設 

立之。高級中學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 

或私人，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或停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備查。 

三、縣 (市) 立︰由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備查。 

四、私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備查。在縣 (市)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 6 條    高級中學分為下列類型： 

一、普通高級中學：指研習基本學科為主之普通課程組織，以強化學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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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能力之學校。 

二、綜合高級中學：指融合普通科目與職業科目為一體之課程組織，輔導 

    學生根據能力、性向、興趣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 

三、單類科高級中學：指採取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之課程組織，提供學習 

    成就特別優異及性向明顯之學生，繼續發展潛能之學校。 

四、實驗高級中學：指為從事教育實驗設立之學校。 

普通高級中學為適應特殊地區之需要，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 

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 行政區域內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學部。 

設有國民中學部之普通高級中學，基於中小學一貫教育之考量，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 行政區域內附設國民小 

學部。 

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立之條件、程序、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小學部等事 

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1 條    高級中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2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高級中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 

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6-3 條    高級中學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給付標 

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為所轄之公私立高級中學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 

前項之經費，由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7 條    為發展社區型中學，各級政府或私人得設立完全中學，提供學生統整學習 

；其學區劃分原則、修業年限、應修課程或學分、設備標準及畢業條件，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8 條    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及前條完全中學之設立及核准程序，依第五條第二項 

各款規定辦理。 

第六條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依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附設職業類科或國民中小學部者，附設部分之課 

程及設備標準，並分別適用職業學校或國民中小學之規定。 

第 9 條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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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高級中學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1 條    高級中學為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辦 

理各種教育實驗；其教育實驗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2 條    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並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 

，於本校或他校兼課。 

高級中學校長，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就合格人員中，遴選聘任之；私立者，由董事會就合格人選中，遴選聘 

任之。 

前項遴選，應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其 

遴選聘任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所設之附屬高級中學，其校長由各該大學校長，就該校 

教師中遴聘合格人員擔任之，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高級中學校長應採任期制；其任期及考評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 

第 12-1 條   現職高級中學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逕行分發學校任教，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現職公立高級中學校長未獲遴聘，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 

不願回任教師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第 12-2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高級中學校長之辦學績效及年度成績 

予以考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考 

核程序、考核結果之通知、考核結果之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3 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處，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 

師中聘兼之，秉承校長，主持全校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事項。 

第 14 條    高級中學設有國民中小學部或職業類科者，得置部主任或科主任，由校長 

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 

第 15 條    高級中學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委員由 

校長就各處、室主任及有關專任教師聘兼之。 

輔導工作委員會置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任之 

；校長應就輔導教師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 

輔導工作委員會得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為兼任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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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高級中學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中聘 

兼之，或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人員擔任之。 

第 17 條    高級中學得視學校規模大小及業務需要，就第十三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 

條所定單位，分組辦事。 

第 18 條    高級中學設人事室或置人事管理員；其設人事室者，置主任一人，得置組 

員、助理員或書記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19 條    高級中學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其設會計室者，置會計主任一人，得置佐 

理人員若干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 20 條    高級中學得置秘書、主任、組長、幹事、組員、助理員、佐理員、管理員 

、書記、醫師、營養師、護理師或護士、技士、技佐；國立者，其組織規 

程及員額編制表，由各高級中學擬定，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直轄市立、縣 (市) 立，其組織規程準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 

，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私立者，其組織規程準則，由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前項秘書、主任、組長，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任之。但總務處之組長不在 

此限。 

第 21 條    高級中學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聘請兼任教師；教師之聘任 

應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 

公立高級中學教師出缺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辦理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公立高級中學教師之介聘，得自行或聯 

合組成介聘小組辦理；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由各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1-1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高級中學教師辦理年度成績考核；其 

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2 條    高級中學置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其遴選、介派、遷調辦 

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3 條    高級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之。校務會議 

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 

組成之；其組成方式由各校定之。 

第 24 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輔導會議，分別研討教務、學生事 

務及輔導等有關事項。 

第 25 條    高級中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定之。 



130 

第 26 條    高級中學為推展校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設各種委員會。 

第 26-1 條   高級中學應設學生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並冠以該校 

之名稱；其任務、委員人數、任期、經費來源、用途、運作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6-2 條   公立高級中學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 

與，與學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 

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 

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 

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27 條    私立高級中學，除適用本法外，並依私立學校法辦理。 

第 28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省立高級中學，其變更或停辦，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定。 

第 29 條    國防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設立之高級中學教育校班，準用本法之規定，並兼 

受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督導；其適用範圍，由國防部會商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3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3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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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職業學校法 

第 1 條    職業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 

，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 

第 2 條    職業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並按其類別稱某職業學校，必要時得併設二 

類；二類併設時，商業類及家事類、海事及水產類、醫事及護理類、藝術 

及戲劇類得視為一類。 

前項每類各設若干科，科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學校報請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但申請設立尚未訂定課程標準或綱要之新科，應先層轉教 

育部核准後設立。 

職業學校依前項規定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設實用技能學程， 

其課程得分年段修習。 

第 3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4 條    職業學校學生入學資格，須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其同等學力 

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應以多元方式辦理招生；其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 

、方法、招生對象、辦理時間、組織分工、名額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 

職業學校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性質特殊之類科，有增減修業年限之必 

要者，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職業學校應考查學生學業成績，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得縮短其修業年限 

半年至一年；未在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學 

生成績考查項目、方式、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4-1 條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 

競賽成績優良學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及外 

國學生進入職業學校就讀，不受前條招生名額、方式之限制；其名額、方 

式、資格、辦理時程、錄取標準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第 5 條    職業學校得設夜間部，以招收在職人員為主；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6 條    職業學校由直轄市設立。但應地方實際需要，得由縣 (市) 設立，或由私 

人依私立學校法設立。 

教育部審察實際情形，得設立國立職業學校。 

第 7 條    職業學校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直轄市設立者，應由直轄市政府核准， 

報請教育部備查；由縣 (市) 設立者，應由縣 (市) 政府核准，報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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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備查；私人設立者，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 8 條    職業學校之教學科目，以實用為主，並應加強通識、實習及實驗；其課程 

標準、設備標準及實習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為建立職業學校基礎，國民中學之職業科目及技藝訓練，應參照前項規定 

辦理。 

職業學校教科用書，由教育部或其委任之機關審定；其申請審定者之資格 

、申請程序、費額、審查範圍、審查程序、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 

規格、成書修訂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前項教科用書，必要時，得由教育部編定之。 

第 8-1 條    職業學校為應特殊需要及改進教育素質，報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得辦理各項教育實驗；其各項實驗範圍、申請方式與程序、審議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9 條    職業學校應配合社會需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其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第 10 條    職業學校置校長一人，專任，綜理校務，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校 

外專職。 

職業學校校長，公立者，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遴選聘任之；私立者， 

由董事會遴選聘任。 

前項遴選，應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遴 

選委員之組成、遴選標準、方式、程序、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所設之附屬職業學校，其校長由各該大學校長，就該校 

教師中遴聘合格人員擔任之，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應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連任以一次為限，第一任任期 

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得參加他校校長之遴選；公立職 

業學校校長任期及考評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1 條   現職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回任教師者，免受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逕行回任學校教師或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介至其他公立學校任教 

。 

前項現職校長，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回任教師者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依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第 10-2 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所屬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教師辦理年度成績考 

核；其考核等級或結果、獎懲類別、考核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考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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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0-3 條   職業學校應設各單位，掌理教務、學生事務、實習、總務、圖書、資訊、 

人事、會計等事務，並為辦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研究發展、招生事務 

、技術交流、籌募經費等事項，得設相關單位，並得分組辦事；各單位之 

職掌，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秘書一人，圖書館置主任一人，各科置科主任一人，均由專 

任教師兼任。依前項規定所設一級單位，各置主任一人。 

第 10-4 條   職業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辦理學生輔導事 

項。 

第 10-5 條   職業學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校長 

召開並主持之。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各科主任、全體專任教師 

或教師代表組成之。 

職業學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等會議及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 

成及任務，由各校定之。 

第 10-6 條   職業學校設輔導工作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委員， 

由校長就各單位主任及有關專任教師聘兼之，並得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擔任之。 

輔導工作委員會置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充任之 

；校長應就輔導教師中聘兼一人為主任輔導教師。 

職業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其輔導工作、項 

目、程序、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 

之。 

第 11 條    職業學校教師應為專任。但有特殊情形者，得聘請兼任教師；教師之聘任 

應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 

公立職業學校教師出缺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辦理介聘後，由校長直接聘任。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職業學校教師之介聘，得自行或聯合組 

成介聘小組辦理；其介聘小組之組織、介聘條件及運作之辦法，由各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職業學校得置技術及專業教師，遴聘富有實際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業或 

技術科目之教學；其分級、資格、聘任、解聘、停聘、不續聘、申訴、待 

遇、福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職業學校職員由校長任用之，報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 12 條    職業學校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員之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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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公立職業學校校長及教職員之任用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 14 條    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學分。學生依規定修畢應 

修課程及學分，成績及格，由各校發給畢業證書；修畢實用技能學程分段 

課程，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分段修業證明書。 

職業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休 (退) 學、學分抵免、暑期 

修課、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之規 

定，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 條    職業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公立職業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 

與，與學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 

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 

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 

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5-1 條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 

相關費用；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 15-2 條   職業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給付標 

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學生申請理賠時，學校應主動協助辦理。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為所轄之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前項之經費，由教育部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16 條    職業學校規程，由教育部定之。 

第 1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