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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的法律性質與審議程序

摘　要

許育典
＊

　　回顧臺灣課程綱要的發展，即可得知課綱一直是政治角力的場域，而

108課程綱要的研發與審議，亦無法避免政治力的介入。然而，教育應該回

到人的自我實現這個核心目標，並將重點放在教育基本權的主體，也就是學

生的自我實現權、父母的教育權與教師的教學自由。因此，如何以教育基本

權主體為核心，建構符合憲法教育基本權保障精神的課綱，有其重要性及必

要性。本文基於這樣的想法，以課綱涉及的教育基本權保障出發，試圖釐清

課綱的法律性質爭議，以及建構課綱審議程序應有的正當行政程序要求。

關鍵詞：108課綱、12年國教課綱、教育基本權、課程審議會、正當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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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臺灣課綱從 88 課程標準開始，到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開始推動 95 課

綱，由 2006 年起開始實施，主要的改變是台灣史獨立成 1 冊，原先的中國

史及世界史分別從 2 冊縮減為 1.5 冊。台灣歷史部分佔教科書的篇幅比率由

此躍增為 25％。中國史稍減為 37.5％。原本民進黨預定還要推動 98 課綱，

但因馬英九當選總統，政黨輪替而遭到擱置 ( 楊舒媚，2015)。馬政府擬議

代之以「微調」的 101 課綱，卻引發嚴重的社會抗爭及法律訴訟，最終不

了了之 ( 葉瑜娟，2015)。2019 年，蔡英文擔任總統又推出 108 課綱。不過

這次的變動較大，歷史課綱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於時代的進步，教育

當局決定增加一部份新的學科，同時縮減一部份學科的必修課程，改而增

加一部份選修學程。在 108 歷史課綱調整的變動中，台灣史部分的篇幅及

教學時數中雖然沒有增加，但因總篇幅及教學時數減少，佔比從 25％增為

33％。中國史部分的篇幅及教學時數卻被大幅刪減，有人稱之為「去中國

化」。凡此種種的歷史課綱爭議真的是層出不窮 (呂正理，2022) ！

　　整體而言，關於課綱調整的爭議，回顧臺灣高中課綱的發展歷程，自

88 課程標準、95 暫綱、98 課綱、101 課綱、101 課綱微調、到 108 課綱，

就可發現：課綱一直以來都是政治與意識型態角力的場域，並未因為民主

化或政黨輪替而稍有停歇。然而，臺灣作為民主法治國家，課綱亦應有其

法治上的意義，且不能逸脫於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諸多原則與要求以外。

在研究步驟上，首先，課綱的實施，攸關教育基本權所保障的學生、父母

與教師，所以本文一開始將探討課綱所涉及的教育基本權保障問題。其次

，本文從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重要性談起，接續探討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法律

性質與審議程序，並述及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產生程序，就十二年國教課綱

的產生，大略會經過五個程序階段，即：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負責「課程研發」，國家教育研究院下的十二年國教課發會負責

「課程研議」，教育部下的十二年國教課審會負責「課程審議」，而後由教



．3．

108課綱的法律性質與審議程序

育部「公告」並「實施」，本文將以課審會的審議程序為論述核心。最後，

本文亦從憲法正當行政程序要求的角度，探討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的爭

議問題。希望本文藉此能進一步釐清 108 課綱的法律性質與審議程序。

　　課綱涉及的基本權主體與基本權態樣眾多，計有學生的自我實現權、父

母的教育權、教師的教學自由、出版商的出版自由、教科書編寫者的著作自

由與學校的興辦自由等。本文將聚焦在教育基本權的探討上，而教育基本權

作為防禦權的面向，包含學生的自我實現權、父母的教育權與教師的教學自

由，以下將分別論述。

　　在以人民為主體的教育領域中，教育基本權的保護法益包含了學生的學

習權(許育典，2007)，而學生學習權的主要核心是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亦即

學生的人格開展權，而在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中，包含兩個本質要素，也就是

學生的自我開展權與自我決定權(許育典，2013a)。如果關注在教育基本權作

為防禦權時，以學生自我實現權的兩個本質要素為例，學生的自我開展權是

學生對於成為「自我」的相關開展環境，具有排除國家或學校高權干預的防

禦請求權；至於學生的自我決定權，是學生對於自我開展方式的參與決定，

具有排除國家或學校高權干涉其判斷與選擇的防禦請求權(Fauser, 1987 ; Nev-

ermann, 1993 ; Preuß, 1993)。

　　高中課綱是國家透過公權力，藉由指引教科書編輯方向以實現其教育理

念或政策，對於高中學生而言，形成對於其自我實現權的限制，且如果再細

部而言，課綱是對高中生自我開展權的限制，是對高中生在其成為自我的相

關開展環境的限制，使其只能在課綱指引的範圍內為自我開展，此時自我開

二、課綱涉及的教育基本權

（一）學生的自我實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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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明顯受有侷限。且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6 條之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課程綱要修畢其應修課程或學分成績及格，且德行

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足見未修畢

依課綱所訂課程或學分時，將影響畢業證書之發給，對於學生的自我實現權

限制可見一斑。

　　教育基本權作為防禦權時，其保護法益也包含了父母的教育權。父母的

教育權，在我國憲法未有明文，參考德國基本法的規定，將父母的教育權列

為基本權之一 ( 顏厥安、周志宏、李建良，1996)。而父母的教育權是指，父

母對於其子女不只侷限在家庭範圍內的精神、心靈與身體照顧，而需要注意

的是，父母的教育權並非僅僅給予父母權利，而是為了保障子女的自我實現

才賦予父母教育權，所以父母的教育權應該以子女的自我實現為導向

(Fehnemann, 1978 ; Fehnemann, 1980 ; Fehnemann, 1988 ; Jach, 1984)。

　　高中生的在學階段大多仍未成年，其父母在此時基於教育基本權的保護

法益，享有教育權，但高中課綱對於高中生的自我實現權有所限制，已如前

述，是以也形成對於父母教育權的限制，因為父母教育權是為了保障其子女

的自我實現，所以課綱對高中生的自我實現構成限制時，在父母的教育權也

構成限制。

　　當教育基本權作為防禦權時，其保護法益也包含教師的教學自由。至於

教師教學自由的憲法依據，學理上認為是憲法第 11 條的講學自由，只是講

學自由專指大專院校以上層級的教師，而教學自由則是指高中以下的教師 (

李惠宗，2014b)。而教師教學自由的意義，並不是透過國家權力的操控作為

傳授國家意旨的機關，而是為了成為以學生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基本權保

（二）父母的教育權

（三）教師的教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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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益，所以教師受憲法保障的教學自由，是為了保障學生人格自由開展的

利益，從而教師在授課時才能傳達適合學生自我實現的多樣性知識，以對抗

國家特定意識形態的不法干涉 ( 許育典，2013b)。為達成使學生人格得以自

由開展的目的，教師於課程編成、教材選用、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等與教學

相關專業上，應享有自由多元的開放空間 (Rux, 2002)。但應注意的是，如果

學生與教師權益發生衝突，仍須優先回歸保障基本權主體的學生，而非基本

權保護法益主體的教師 (Maunz, 1990)。

　　高中課綱作為教科書編輯與審查的依據時，對於教育現場的教師，也負

有依課綱為授課的義務，因為在公立高中以下，按課表上課是作為教師年終

考績考核的標準 (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 )，是以形成教師在授課時教學自由的限制，從而教師可能無法適時傳

達適合學生自我實現的多樣性知識，尤有甚者，甚至成為國家貫徹其特定意

識形態的機關 (Dietze, 1975)。

　　課程綱要施行於我國中小學，涉及的是以憲法第 21 條國民教育基本權

為核心的學校法制問題。從而，課程綱要的施行，不僅涉及憲法第 21 條教

育基本權的防禦權保護法益，包括了：學生的自我實現權、父母的教育權以

及教師的教學自由；而且也影響了教科書商的出版自由。就此而言，課程綱

要屬於為對外限制人民教育基本權，而發生法律效力的法規命令 ( 許育典，

2015)。

　　就本質上而言，課程綱要係教育部為達成其教育行政目的，而為的一種

行政作用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

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

公法效果之規定。」而課程綱要是作為行政機關的教育部，基於國民教育法

第 8 條的法律規定所授權訂定，規範對象為國民中小學內的不特定多數人，

（四）課綱與教育基本權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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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則為抽象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所以，課程綱要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所規定的法規命令。問題是，課程綱要是否符合教育行政領域的法律

保留適用。就此而言，在教育行政中何者須法律保留由立法者決定，應以其

內容是否對基本權實現重要為判斷標準。而課程綱要在教育內容上，將學科

改為學習領域；在課程目標上，將以往的學科知識取向轉變為強調學生的基

本能力、教育目標，且由以往國中小目標分別訂定改為目標一致；在課程內

容上，擴充學習領域而涉及道德與人生觀的課程，例如：在社會學習領域等

；因此，不論在教育內容、課程目標或內容的改變，均對教師教學自由的實

現是重要的事項 (當然對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也是 )，故應有法律保留的適用 (

許育典，2020)。

　　接下來，要區分的是，課程綱要是否須直接由立法者訂定 (國會保留 )，

還是只要有立法者的授權即可。事實上，在教育行政領域中，許多方面都須

從教育專業來考量，尤其課程綱要所涉及的課程專業，更不是非專業 (外行 )

的立法者能力所及。從事務本質上的固有自主規律性來判斷，立法者應授權

教育專業，尊重教育專業的自主規律性。因此，課程綱要，不宜交由立法者

制定，也就是不屬於國會保留的適用範圍，而應授權教育專業立法。然而，

立法者雖可授權教育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訂定，但是必須符合授權明確性原

則，即關於授權的目的、範圍、及內容，必須要具體明確，才能符合法律保

留的意旨。事實上，教育部當初在未進行聽證與法規預告之際，沒有讓涉及

基本權利限制的人民參與其中，即訂定此一影響重大的法規命令，實在有違

法律保留的實質法治國保障 ( 許育典，2021)。

　　此外，關於課綱調整之所以發生爭議，多以意識形態敵我為基調，這看

法一方面忽略了基於《憲法》21 條教育基本權，學生才是教育的主體；另

一方面也忽略了對教育問題的全面性考察。基於教育基本權的理念，為確保

學生人格的自我發展，國家所訂的課綱不是教學的全部，而應與教師及父母

協同形成課程內容。因此，若不能改變教育現況，削弱國家對於課程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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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此話語權戰爭只會一再上演，只是不斷攻守交換罷了。基於《憲法

》21 條的教育基本權，為了維護學生自我的發展，教師本來就有其教學自由

，可以也應該在課程中引導學生去思考、批判官方的觀點；真正的多元教育

是在每間教室裡，透過教師與學生長期互動發生的，而不可能突然發生在教

育部的會議室裡！然而，現況卻是在考試引導教學的沉痾下，教育欠缺對思

考能力的訓練，強化了課綱對學生的影響。因此，若是教育理念與方式不變

，不能給予教師更多的資源與空間，無論換什麼神奇課綱，都無助於學生獨

立思考的啟迪 ( 許育典，2020)。

　　其次，課綱所以能影響教學內容，必須要透過教科書為媒介。在現行一

綱多本制度下，本應藉由不同內容的教科書，呈現不同的意識形態光譜，以

降低教育一元化的危險 (Friedrich, 2019)。但同樣在考試引導教學下，教科書

長期被扭曲為提供考試標準答案，也正因過於強調內容的「一致」與「正確

」，反為官方高密度的審定提供了正當性，提高課綱片面的影響力。更進一

步來說，不容許教科書分歧與錯誤，這種觀念的另一面，其實也就是不容許

學生挑戰教科書的權威，因為經國家認證的知識不會錯，若社會的主流觀點

是如此，對學生思想的桎梏，自然也很難僅因為課綱的改變就能輕易卸下

(Wielandt, 2018)。 就此而言，除了課綱的實體內容基於《憲法》21 條，國家

對於社會各種多元價值，應該維持中立與寬容的基本立場外；鑑於實質內容

可能的高度爭議性，還是必須透過建構公開透明的組織與程序，像是委員的

選任方式、委員組成比例、民眾參與程序等等，尋求不同價值間對話的可能

，以消弭黑箱作業的獨斷性 ( 許育典，2015)。

　　就此而言，《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正第 43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

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

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前項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綱要之訂定，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其他教育相關

領域之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亦得提出課程綱要草案，併案委由課程審

議委員會審議；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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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審議及其實施，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

、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並增設 43-1 條規定：「課審會

之組成，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會 ( 以下簡稱課審會

)；課審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議會。審議大會置委員四十一至四十九人

，由政府機關代表與非政府代表組成。其中具政府機關代表身分者，不得超

過委員總人數之四分之一。審議大會具政府機關代表身分之委員，由教育部

就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提名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並依其職務任免改

聘。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依下列程序產生之：一、由行政院就國內

具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教師組織成員、校長組織成員、家長組織成員、其

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及學生代表，提名委員候選人，提交課審會委

員審查會以過半數同意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二、前款課審會委員審

查會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課審會委員任期四

年，任滿得連任。單一性別不得低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政府機關代表及

非政府代表中，均應包含具原住民身分者。但第一次聘任之非政府代表委員

，其中二分之一之任期為二年。中央及地方各級民意機關代表不得擔任課審

會委員審查會之委員。」

　　課綱之所以會成為爭議的問題，在於法制上賦予課綱的角色，使其恆居

於重要性的地位。而其之所以有重要性，是因為它會具體地在教科書上展現

其作用。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

圖書，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課程

專家、教師及教育行政機關代表等組成。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其組

織由教育部定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 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

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法律性質

(一)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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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定之。( 第 1 項 )  高

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資格

、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

格、成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2 項 )」由此可知，臺灣目前的教科書制度已非以往的

統編制，而是審定制。審定制與統編制相較，國家介入的程度雖然較低，但

國家仍訂有一定的標準加以審查，與擺脫國家權力干涉的自由制相比仍有差

異 ( 凌赫，2006)。

　　教育部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 條第 2 項的授權，訂有「高級中等學校

教科用書審定辦法」，該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辦法所稱教科用書，指

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 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 規定編輯之學生課本。」同

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審查決議分為通過、修正或重編三種。」足見

，教科書編輯者須依課綱而為編輯，而對於教科書審定的重要標準之一，即

是依據課綱審查教科書，從而課綱將會實質地影響教科書編輯者應該如何地

編輯教科書。對於未依課綱編輯的教科書，則可能面臨修正或重編的審議決

定，這對教科書業者與教科書編輯者而言，有著重大的影響。

　　課綱的法律性質為何，始終是爭議所在，但在釐清其法律性質之前，需

先處理的是課綱的法律保留問題。基於前述，課綱在國家教育制度的層面，

涉及各個教育階段的課程規劃，此外，對於人民權利的影響，例如教科書編

寫者的言論自由、出版商的出版自由、學生的教育基本權、教師的教學自由

等，都是課綱影響所及。固然，國家對於教育目標、教學目的及教學內容的

規劃有其權限 (Heckel & Avenarius, 2000)，但依重要性理論，愈是對基本權

利持續性侵害或限制，愈應由國會親自並為較準確或詳細規定 ( 法治斌、董

保城，2014)。一般來說，在教育行政領域屬「重要」而須以法律或由法律

（二）十二年國教課綱法律性質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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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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法律地位及懲戒事項等 (Maurer 1999；許育典，2007)，所以課綱應有法

律保留原則的適用。此外，有主張關於課綱的法律保留適用問題，應區別總

綱與分綱而論 ( 周志宏，2014)。

　　確認課綱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後，則須進一步探討課綱在法律保留的

密度上，應採取何者作為其法律保留的層級。如果基於課綱涉及國家教育制

度的內容，以及對人民基本權影響層面深遠來看的話，要求課綱應該由立法

者自行規範，並不是沒有立論依據，所以採絕對法律保留是可以理解 ( 李惠

宗，2014a)。然而，如果考量課綱涉及教育的專業性，從事物本質上的固有

自主規律性來判斷，立法者應該授權並尊重教育專業，則採相對法律保留層

級，也是有其依據 ( 許育典，2004；許育典，2015)。釋憲實務上，依司法院

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的意旨，課綱所涉及的是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在

層級化法律保留的體系中，至少應該是相對法律保留的層級。而在法律層次

方面，觀察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是採相對法律保留，將課

綱的訂定與實施，授權給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作為法律之補充。

　　依此脈絡之下，課綱是教育部基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1 項的授

權所訂定，規範對象是高級中等學校內的不特定多數人，內容則為抽象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所以課綱應是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所稱的法規

命令 ( 許育典 2015)，是以課綱即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以下之規定，踐

行公告與聽證的程序。惟，作為教育主管機關的教育部，卻一再指稱課綱僅

是行政規則 (「教育部就法論法回應微調課綱效力」，2014；「教部認定課綱

行政規則 黃國昌疑避送立院」2016)，是有意在規避應踐行的程序與應受的

監督。蓋自憲法層次而言，課綱至少應該由法律或法律所授權的法規命令所

規範。就法律層次而言，形式上，「課程綱要」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

所列舉的命令名稱；實質上，課綱的內容並非只是執行法律的技術性或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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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項，而是涉及人民權益重大的事項，況且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1

項已授權教育部以法規命令訂定課綱，教育部豈有規避此立法要求的餘地 (

涂予尹，2015) ？此外，對於課綱的法律性質，亦有主張是一般處分者，理

由在於，課綱如係法規命令，則除非進入違憲審查程序，否則人民無從單純

針對課綱內容提起救濟，是以基於「無漏洞救濟機制」的理由，認為課綱應

是相對人雖非特定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的一般處分 ( 李惠宗，

2014a)。本文認為一般處分說有其立論依據，且是基於人民得即時針對課綱

提起救濟的考量。但是，基於課綱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事項，以及前述形式與

實質內容之探究，本文認為課綱在性質上應屬於法規命令，而且在 2022 年 1

月 4 日後所實施現行憲法訴訟法的新制之下，也有機會可以提起憲法訴訟。

例如：憲法訴訟法第 47 條規定，國家機關認為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牴

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至於人民欲對課綱提起憲法

訴訟，按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則仍須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才能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本身，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為了配合十二年國教的政策，在立法上將原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二

法合併，另外制定了高級中等教育法，並於 2013 年 7 月 10 日公布。其中涉

及課綱審議的組織，規定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2 項：「前項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之訂定，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其他教

育相關領域之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亦得提出課程綱要草案，併案委由

課程審議委員會審議；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透過本條的文義可以初步得知，中央主管機關 ( 即教育

四、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

(一)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組織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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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應訂定、審議與實施課綱，且在課綱的審議階段，本法特別明文規定教

育部應設專責審議的課程審議會。

　　在實務的運作上，關於高中課程的研究與發展，是由教育部特設的國家

教育研究院所成立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 即課發會 )

負責，而課發會的組成依據是《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

究發展會運作要點》(2016 年 8 月 29 日修正 )，任務為：1. 規劃及整合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與發展。2. 研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之方

向與原則。3. 研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綱要草案。4. 研發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輔助實施之教材、教學與評量及支持系統。

　　至於課發會研議後的課綱草案，在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法定職權，就課綱

完成意見蒐集、公共討論及專業審查後，則是送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

審議會」( 即課審會 ) 審議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而課審會的組織依據，除了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2 項之

外，更重要的是同法第 43 條之 1，明文規範課審會 ( 特別是審議大會 ) 的組

成。實務上，教育部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之 2 第 3 項及國民教育法第

8 條第 2 項的授權，在 2016 年 7 月 20 日修正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

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該辦法第 2 條又將課審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

議會。審議大會負責：1. 學校課程政策之審議。2. 學校課程發展機制及期程

之審議。3. 學校課程修訂原則之審議。4. 學校課程總綱之審議。5. 各教育階

段及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其實施有關規定之審議。6. 其他學校課程相關

事項之諮詢、建議及審議。而分組審議會則是除了學校課程發展機制及期程

之審議外，負責其他五項審議大會的任務坐落於各該教育階段或特殊類型教

育的審議。在分組審議會或聯席會議審議及作成決議後，則送審議大會審議

及決議。其中，「審議」的範圍，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

作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的規定，包含程序審議與實質審議，程序審議是就「

課程綱要草案之擬訂是否遵守意見蒐集、公共討論、專業審查程序」，進行

審議；實質審議則是就「課程綱要草案內容之縱向連貫、橫向統整或妥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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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否符合教育部公告之學校課程修訂原則、教育專業及民主法治原則」

之審議 ( 許育典、許文耀，2018)。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為例，是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

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進行課程研發，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研究發展會」負責課程研議，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

」負責課程審議 ( 潘慧玲，2016)，而後由教育部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公告

，並自 107 學年度 ( 即 2018 年 8 月 )，依照不同教育階段 ( 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 ) 逐年實施。

　　在基本權釋義學的操作下，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程序在應然面的建

構，有多種可以選擇的釋義途徑。如果從學理與釋憲實務已發展至臻成熟的

基本權功能角度出發，基本權作為客觀法規範功能時，其所建構的保護法益

有客觀價值秩序功能、制度性保障功能、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與國家保護義

務功能 ( 許育典，2013c)。其中，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是指解釋與適用國

家程序法規與組織法規時，應尊重相關基本權客觀價值秩序，而且應本於此

價值秩序課予國家義務去制定程序與組織法規，是以人民想要實現其基本權

，常需仰賴法律先形塑實現基本權的前提，尤其是制定與實現基本權有密切

相關的組織法規與程序法規 ( 張嘉尹，2010)。

　　在課綱涉及學生自我實現權、教師教學自由與家長教育權等教育基本權

之下，依照基本權作為客觀法功能下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時，似乎能得出

國家有義務以法律事先形塑出與實現這些教育基本權相關的組織法規與程序

法規 ( 許育典，2013a)，包含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組織與程序。但有疑問

的是，依組織與程序保障所推導出的，終究只是附隨實體基本權的程序性權

利，並非實體權利 ( 許宗力，1999)；而且並非每一個基本權都有組織與程序

保障功能，只有某些限於具有組織與程序依賴傾向的基本權才有 ( 許宗力，

2002)；又，人民是否存在要求制定特定組織及程序的請求權，仍有疑問 ( 蕭

（二）落實教育基本權保障的課綱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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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2000)；此外，也有認為基本權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的發展，已經與

基本權的保護義務有所重疊，從而並非獨立的基本權功能 ( 張嘉尹，2010)；

甚至有將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理解為訴訟基本權 ( 李惠宗，2015)。是以本文

認為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或許可以推導出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

組織與程序，但尚不足以建構出完整而嚴密的體系。

　　相對於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僅是附隨實體基本權的程序性權利，程序基

本權則是主張，將附含於個別基本權中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加以一般化與主

觀化，使之既成為憲法上的原則，又成為個別的基本權 ( 李震山，2004)。程

序基本權的內涵除了要求法規的實體內容不得違背憲法，更要求實施法規實

體內容的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其憲法上依據是憲法第 22 條的概括基

本權 ( 許育典，2009)。準此，程序基本權似乎為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

，提供了很好的釋義途徑，然而，程序基本權既以正當法律程序為其內涵，

卻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依據，似乎在規範力道上稍嫌美中不足，況且，程序

基本權是將蘊含在每一個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一般化與主觀化，前

提是必須建立在該基本權具有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倘若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審議程序，無法從教育基本權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推導出，則是否意味亦

無存在程序基本權的可能？是以本文對於程序基本權仍持保留看法。

　　承接程序基本權是以正當法律程序作為其實體內涵，則程序基本權與正

當法律程序究竟在概念上是存在何種關係？學理上認為英美法系的正當法律

程序，以及歐陸的基本權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在併同引進我國且交互運用

下，已成為違憲審查的重要原則 ( 李震山，2005)。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作用

在行政程序中，在司法院釋字第 663 號解釋理由書中是第一次出現，且近年

來已逐漸被司法釋憲實務肯認為是憲法上的原則之一，從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的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與計畫審核案，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731 號的區段徵收

請抵價地之期間起算日案，即可看出憲法上正當行政程序的要求。是以相較

於程序基本權僅能從憲法第 22 條推導出，以及概念內涵尚待學理發展，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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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與正當法律程序高度重疊，正當行政程序在學理及釋憲實務的討論上則

顯得豐富，也是本文選擇作為建構基礎的理由 ( 許育典、許文耀，2018)。

　　正當法律程序源自於英美法上自然正義法則，可大略約化為「公正」與

「公平」兩個原則，起初僅適用於司法程序，後來才逐漸擴張及於行政程序

，而正當行政程序的內涵為何，本文主要擬參考學理所提出的五項要素，即

公正作為義務、受告知權、聽證權、說明理由義務及政府資訊公開 ( 湯德宗

，1999；李仁淼，2013；黃俊杰，2015；林明鏘，2016)，以下分別論述這些

正當法律程序與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程序的相互連結 ( 許育典、許文耀，

2018)：

　　受告知權具體建構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中，可能的告知方式有上

述數種，惟，應注意的是，十二年國教課綱作為法規命令，其所應踐行的受告

知權，係為使課綱的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能有及時獲悉相關事實與決定的權利

，而其應採取的告知方式應為預先告知，此項要求亦明白落實於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的規定中。

　　聽證權具體建構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中，可能的內涵包含：正式

的聽證與非正式的陳述意見。而十二年國教課綱作為法規命令，依行政程序法

第 154 條第 1 項第 4 款的規定，任何人於所定期間內皆得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

，至於聽證則是行政機關得依其職權決定是否舉行，行政程序法第 155 條定有

明文。惟，本文認為，在社會具有重大爭議的事項時，行政機關的裁量權於此

時應當有所縮減，舉行聽證或許才是合義務性的裁量，並且聽證結論應拘束行

政機關。

　　說明理由義務具體建構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中，理論上亦應有

其適用。惟，十二年國教課綱作為法規命令，行政程序法並未明文賦予行政

機關有說明理由的義務，且觀察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過程，法規命令的說明理

（三）正當行政程序作為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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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義務，似乎是有意刪除。但學理上認為，從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的規定，足

以認定行政機關在訂定法規命令時，也有說明理由的義務，只是在程度上可

能與具體的行政行為容有差別而已 ( 湯德宗，1999)。本文支持學理上的觀點

，認為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訂定發布，行政機關亦有說明理由的義務。

　　政府資訊公開具體建構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中，可能的內涵包

含：課審會的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單等相關資料的公開。而此類資料的公開，

應有助於實現人民對公眾事務監督的公益目的，況且此類會議組織，通常都

要求成員的來源須具備多元性，倘不公開，亦無法了解其組成是否具備多元

性 ( 劉定基，2016)，故凡此相關資料，原則上皆應依人民的申請而公開，使

課綱的審議過程透明化，促進人民的民主參與 ( 許育典、許文耀，2018)。

　　十二年國教課綱涉及學生的自我實現權、教師的教學自由、家長的教育

權、教科書編寫者的言論自由以及出版業者的出版自由，所以十二年國教課

綱至少應屬相對法律保留事項。至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法律性質，本文認為

課綱在法律性質上是屬於法規命令，在 2022 年 1 月 4 日後所實施現行憲法訴

訟法的新制之下，未來也有機會可以提起憲法訴訟。其次，本文認為正當行

政程序作為憲法原則，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審議程序中，亦應有其適用。是

以，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程序的具體建構上，內涵應包含：公正作為義務、

受告知權、聽證權、說明理由義務及政府資訊公開。透過這些內涵的建構，

現行的高級中等教育法以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設有迴避制度，也符合政府資訊公開的要求。整體而言，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探討，應該回歸到教育基本權的核心：學生的自我實現權，無論十二年國教

課綱的法律性質與審議程序的爭議，都應該以學生的自我實現權作為解決問

題的依歸。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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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eview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Taiwan, the curriculum guide-
lin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wrangling. Political forces also inter-
vened in the formulation and delibe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However, the core aim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self-actualiza-
tion of humans, and the focus be placed on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education. The 
right includes students’ right to self-actualization, parents’ right to education, and 
teachers’ freedom of teaching.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and essential to center on 
these subjects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education and desig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conform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education 
involved 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t aims to clarify the disputes of legal nature 
regarding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construct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in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of the curriculum/ or change in other ways.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as one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includes the duty to act fairly,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the right to be heard, the duty to give reasons, and the disclo-
sure of governmental data.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further exposition and exam-
in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cedures in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 The 108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Fundamental Right to Education, Curriculum    
　　　　　Committee,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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