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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轉型無退場？─ 
《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的批判與建議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一、前言 

1990 年之後，臺灣教育政策從過去威權管制朝向新自由主義，放任廣設大

學、技職升格，形成一片高等教育榮景；二十年之後，隨著全球化高教競爭加劇、

兩岸政治變革、本地人口結構轉型，對高等教育形成前所未見的衝擊。2015 年

立春，新科教育部長吳思華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報告「大學整併及未來十年

高教藍圖」時，語出驚人地說：「教育部計畫五年後大學由 160 多所減至 100 所。」

(立法院，2015)。2016 年迎來第一波大專學生人口潮，大一新生人口從 255,284 
人，減少 1.5 萬人，之後將會逐年減少，預估至 122 學年度只剩下 18 萬人，減

幅高達三分之一(教育部，2018)。但是，有關大學如何退場，至今仍是一個未解

的難題。 

2006 年，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是教育部建立退場機制的新嚐試，但是在大專

校院反彈下，第一週期評鑑過後，高教評鑑制度從外部評鑑改為條件式的自我評

鑑，基於教學品保機制的系所強制退場改為辦學認證，最後成為學校形式化的辦

學自我檢視機制。此後，有關退場的議題仍在行政與立法、董事會與勞團之間爭

議不休。在加速大學退場的龐大社會輿論壓力下，行政院終於在 2017 年 11 月

23 日第 3577 次會議議決通過《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以下簡稱退

場條例)，送交立法院審議。預料此條例在朝、野立委的關注下，以及私校董事

會、教師工會以及家長、學生團體的各方角力下，何時通過仍不明確。 

永達、興國、高鳳、亞太以及花蓮觀光學院的退場事件中，校方與師生爭議

不休，退場條例是否能夠保障瀕退學校的師生權益？有助於解決臺灣私校教育資

源過剩的問題嗎？更值得探究的是退場過程中是誰得利？又是誰受損？ 

本文第一部分說明私校法既有的學校退場機制，分析當前法令不足之處；第

二部分分析行政院版的退場條例草案內容，討論立法院公聽會中幾個重要的爭議

點；最後則是結論以及作者對退場機制提出的建議。 

二、《私立學校法》中的退場機制 

有關私校的合併、改制、停辦、解散及清算的規定主要在《私立學校法》第

七章第 67 至 76 條，發動主體是學校法人團體，不過需要經過教育主管機關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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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諮詢會」後核定。依《私立學校法》第四條規定，法人或學校主管機

關為審議私校設立、改制、合併、停辦、解散或其他重大事項，得設立「私立學

校諮詢會」，該會由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私立學校教師代表、學校法人代表及

有關機關代表組成，其中私立學校的法人代表與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五分之二(第
四條)。改制、合併以及停辦皆由教育部主管機關核定，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

見之後決議，並非教育部由上而下片面決定(第六十七、六十九、七十條)，帶有

校園自治的精神。 

其次，學校合併、改制計畫是由學校發動；但停辦的主動權不限於學校，除

學校法人因為辦學目的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可以主動停辦學校之外，當學

校違反法令或主管機關整頓未善，「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意見

後，得命其停辦」(第七十條)，顯示《私立學校法》已經賦予教育部停辦學校的

權力。另外，教育部對於停辦學校也可以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之後命其解散、

清算(第七十二條)，同時有權請求法院解任部份或全部清算人(第七十三條)，甚

至令學校法人的創辦人、董事、監察人、清算人、校長、教職員，歸還不正當利

益(第八十一條)。 

對於學校法人團體解散清算之後的財產歸屬，原本比照財團法人，校地必須

回歸地方政府，但是立法院於 2014 年 06 月 18 日修法之後，放寬校產歸屬對象，

可依捐助章程、董事會決議贈予財團法人，或者是歸屬於地方政府，為私校董事

會開了校地移轉的後門。同時，為了保障學校法人現任董事會的權益，也容許學

校法人團體變更後改辦社福或文化事業，同時容許記存土地增值稅(第七十四

條)，增加私校轉投資的出路，避免校地回歸公共化使用。這個活化校園土地使

用的方向並非完全不合理，但問題仍出在執行面上，如何讓教育法人團體轉型為

社福或文化事業的法人團體？ 

《私立學校法》在保障學生受教權方面，要求原校發給轉學證明書，自行轉

學至他校，主管機關甚至可以分發學生到其他學校(第七十六條)。不過，對於教

師保障極少，僅明訂教師的薪資、資遣費具優先清償權(第七十二條)。 

就目前的《私立學校法》來看，已具備私校退場誘因，但卻未相對要求私校

退場期程，也缺乏退場學校教師去留的處理與就業輔導的配套措施。私校董事會

以拖待變，並不積極處理校地以及校產轉讓問題，無心辦學的私校甚至持續利用

各種方式維持假辦學，壓榨教師，影響學生受教品質。為了加速私校退場，教育

部訂定了退場條例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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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的訓示性 

2017 年 11 月行政院版的《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開宗明義說明

目的是「改善高等教育品質，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

(草案第一條)。不過，從條例內容來看，退場條例展現出教育部「訓示性」的規

範，體現於教育行政權的擴張與再集中化、執行退場的權力不對等分工兩方面。 

(一) 教育行政權力擴張與集中化 

《私立學校法》設立「私立學校諮詢會」的原意即在保障私校法人與基層教

師對於私校重大事務的參與權，削弱由上而下的行政主管機關單方權力。但是，

退場條例在私校改制(第四條)、停辦(第十三條)、改辦社福或文化事業(第十四

條)、解散(第十六條)，直接由主管機關逕行決定，教育法學者吳明孝即明言:「…
在這個草案裡面是拉出一個特別法，其特色是把所謂的『私立學校諮詢會』架

空….因為原本在私立學校法的設計，『私立學校諮詢會』有比較多元的代表參

與。」(立法院，2018，頁 19)。 

對於接受專案輔導的學校，主管機關有權指派公益董事二人、公益監察人一

名，但未明訂公益法人與公益監察人的遴選方式。有鑑於過去教育部指派的公益

董事與監察人不一定瞭解學校運作，或者本身並不具公益代表性，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教師組織皆積極主張要有該校教職員擔任勞

工董事。從實務面來看，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在地方法院裁定下首次出現高等教育

產業工會的三名勞工董事(馮靖惠，2108)，說明司法機關尊重私校退場時利害相

關人的權力。不過，草案中仍以官派方式來控制私校董事會，未將學校管理權下

放給利害相關的教師代表或團體，又架空原有私立學校諮詢會功能，排除基層教

師的參與，反而形成私校行政管理權的擴大與集中化，行政過度介入卻又不受公

共課責，也可能引發官商不當利益輸送的疑慮。    

(二) 執行退場的權力不對等分工 

退場條例展現了私校退場轉型的權力不對等，主要的分工原則是教育部主導

私校財務以及轉型再利用的「發展型業務」；私校法人團體則負責學生轉學與教

師退場的「阻礙發展事宜」。 

教育部對於學校轉型再利用的執行有絕對權力。首先，「輔導」私校轉型成

為教育部的責任，且可委由未明確定義的「專業團體」來進行(第四條)。退場條

例中未說明何謂「專業團體」？是指教育團體、社福團體或者是文化團體？專業

團體如何組成？如何運作？這個妾身不明的專業團體是否比「私立學校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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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瞭解學校的運作？轉型或退場原本是各個學校法人團體的自主決策，現在卻被

教育部另立專業團體取代，已嚴重干預法人團體的獨立運作。其次，教育部對於

校產的信託也具決定權，學校一旦進入專案輔導即啟動法人信託，一直到主管機

關同意免除專案輔導為止(第八條)，此強化了教育部對於私校的財產控制權，但

卻缺乏公開透明的程序來啟動或終止信託，雖然教育部明訂專案輔導的六大要

件，包含財務而限期無法改善、欠薪三個月以上或未經協議任意減薪、系所生師

比不足、教學品質查核未過、師生人數未達三千人或註冊率未達六成，以及違反

私校法令需情節嚴重者，必須強制信託。不過，教育部過去對於私校本於輔導愛

護的心情，並未積極介入，必須等專業團體輔導三年、轉型無成，才會真正進入

退場，也令人擔心教育部執行信託的公正性與決行力，也可能有違反憲法對於人

民財產權的保障之虞。 

相對地，有關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師勞動權保障原本是立法的主要目的，不過

草案中只有區區三條，且都屬消極訓示性條款，未明訂要求學校執行的機制與違

反規定的罰則。依退場條例第九條「專案輔導學校應確實保障現有學生受教權

益；主管機關應查核其教學品質，並得視個案受輔導學校之情況，協調鄰近學校

協助其開班授課。」從永達學生被迫轉學、花蓮觀光學院學生在開學當日被迫轉

校，都可以看到教育部並無能力監督與保障學生的受教權。雖然行政院編列 50
億的基金要保障學生受教權，卻未訂定管理規則與使用方式，反而成為變項鼓勵

學校辦到倒的「獎勵金」。教育部不僅對於尚未發生問題的學校提不出預警機制，

且無法落實私校監督管理責任，可能放任學校繼續傷害學生受教權。 

有關教師工作轉銜也被視為個別私立學校法人團體的責任，學校法人團體必

須承擔教師工作轉換、協助參與就業服務機關培訓及媒介工作(第六條)。教育部

只消極要求學校對教職員辦理退休或資遺必須納入「停辦計畫」(第十五條)，同

樣看不到教育部如何保障教職員的具體作法。過去，筆者曾要求教育部必須要求

大專教師的資遣至少應比照《勞動基準法》標準，且要求教育部必須盡快建立私

校公保與勞保或國民年金之間的轉銜制度，但是私校教師的勞動權在本草案中依

然不被重視。 

相對於學生與教師權利的輕忽，退場條例對於董事的權力則盡其所能地加以

保護，尤其是對於董事及監察人支出僅有「撙節支用」的原則而無罰則(第九條)，
難以防範學校遭無良董事淘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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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過去的《私立學校法》已經規範私校合併、改制、停辦、解散及清算事宜，

且透過「私立學校諮詢會」參與決策，私校退場的校產清算之後，讓土地回歸地

方政府所有，目的是在維護公共利益，實踐土地正義。雖然 2014 年立院修法給

了私校轉型為社福與文化事業的便利性，也提供私校停辦之後財產不必然要回歸

地方政府的誘因，不過，要從教育轉型為社福或文化事業並不容易，因此，大多

數私校董事會依然待價而沽，教育部也未依法要求私校停辦。 

甫出爐的《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旨在協助私校轉型，教育部除了

以基金提供私校輔導，增設接受輔導學校強制信託來管理校產，以防董事會淘

空。不過，退場條例草案中，教育部透過權力再集中化以及執行退場的權力分工，

強化了教育部對於私校的控管權力，且排除了利害相關團體的參與決策權。如果

教育部架空「私立學校諮詢會」的目的是為了提昇退場轉型的效率，那麼取代之

的決策機制與執行有那些？是否可以達到監督私校財務、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職

員工權益的目的？退場條例的決策不僅越過原來私立學校諮詢會的權責，改由無

法課責的「專業團體」來進行輔導，教育部甚至成立轉型辦公室，專門媒合企業

與學校建立社福或文化事業，明顯超出教育業務管轄權限。 

此外，公益董事與監察人的相關人事安排也由教育部指派，排除了利害相關

的教師、學生/家長團體參與，在退場過程中受到傷害最大的教師與學生反而缺

乏發言權。教育部只要收回不良私校的學位授予權，即可以杜絕不良私校對於學

生受校權的危害，也沒有必要或權力強制學校必須在三年內接受輔導轉型為社福

或文化事業，否則就要強制退場，教育部跨界去輔導私校轉型本身就不具合法

性，可能只是延續不適任的私校董事會對於校地以及校產的控制權力，阻礙了教

地歸公的公共化目標。另一方面，教育部迴避了對於教師勞動權與學生受教權保

障的監督責任，放任學校法人團體自行解決，這也是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臺

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臺灣私立學校教育產業工會以及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等

教師組織反對退場條例的理由。 

為確保大學轉型正義，促成臺灣高等教育資源調整與再利用，大學「退場機

制」必須超越教育本位的思考，建立在大學轉型的公民審議與執行基礎上，作者

建議如下： 

(一) 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高等教育改造小組，負責整合跨部會機關評估私校轉型

計畫或退場之後的教地、人力再發展方案，是否符合國家社會整體利益 

    目前《私立學校法》鼓勵學校法人團體結合專業師資以及既有設備，改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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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或文化事業，讓民間過剩的教育人力與空間資源配合社會需求轉型，但是卻缺

乏監督與整合教育事業轉型的主管事業機關，有鑑於學校轉型涉及教育、社福、

文化、勞動以及營建署等跨部會的業務，中央政府如果可以成立專案的任務小組

進行整合，一方面可以減少私校轉型的行政程序阻礙，協助私校資源進行公共化

規劃與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對於私校公共財的監理與活化再利用。 

(二) 私立學校諮詢會的功能再造 

原來的「私立學校諮詢會」已納入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私校教師代表、學

校法人及主管機關代表，未來因應學校轉型，可以加入地方政府、教師會或教師

工會、學生團體、環保團體代表等多元聲音，成為監督私校轉型或退場的機制，

共同監督大學轉型與再發展，以符合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 強化對私校的監理 

除了校產信託之外，增設勞工董事、勞工監察人，協助保障私校教師勞動權

益。 

(四) 校地歸屬應調查學校財團法人原土地權屬，依不同土地產權做適當處分 

  當前私校的土地權屬多元，有些來自私人興學，有些來自地方政府無償撥

用，而有些來自於臺灣糖業公司等公有土地租用，未來在私校轉型再利用時必須

先清查土地權屬，尊重原地主意願，同時建立文教用地解編的原則與程序，建議

可以參考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舉辦公展之後進行。 

(五) 保障學生受教權 

公開校務資訊，建立學校預警制度；教育部可主動建立輔導學生轉學的流

程，必要時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確實執行學生轉學就業輔導。 

(六) 教師勞動權保障 

在消極面是落實教師薪資、資遣費的墊償，同時建立年金轉銜制度；積極方

面為建立教師人才庫，進行職訓、協助創業以及媒合就業。 

少子女化不僅是高等教育的危機，也是教育資源調整與重新調整的契機，轉

型可能造成私校現任董事短期、個人的損失，卻能增進國家社會整體的公共利

益，關鍵即在於政府是否願意跨出偏狹的行政官僚分工，教育部能否脫離過去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4），頁 39-45 

 

大學退場機制  主題評論 

 

第 45 頁 

權心態、教育本位思考，本於審議民主的精神，建立公共參與的轉型與退場機制，

讓教育資源回歸公共化使用，使閒置人力資源、空間與設備發揮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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