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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的下一站，需要您我一起來面對共
同來努力--社大法制化的急迫性

� 社大現存問題：社大缺乏法制化。
� 2003年雖通過「終身學習法」，但社大僅被列在「非正規學
習」位階，僅一條社大有關條文，並無社大專章，對已成立十
餘年的全國社區大學規模及努力來說，實有重新檢視，或另立
「社區大學設置及發展條例」的必要。

� 社大辦學需有更宏觀的法源依據來作為社大承辦者的法律保
障，在中央或地方需通過完善的社大發展自治條例及設置辦
法，且辦法需符合雙向課責精神。

� 我們期待中央能儘快完善終身學習相關法源，但民間積極推動
力量也是驅策政府完善法制的動力。基於此全促會成立社大法
案政策小組，積極研擬社區大學法制化所需具足的各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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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促會社大法案政策小組

�第五屆第四次理事會（2012.3.5)後成立全
促會社大法案政策小組，小組成員為：

成員：林朝成、謝國清、蔡素貞（召集人）、

顧忠華、周聖心、吳茂成、高茹萍

顧問：莊國榮、蔡傳暉、陳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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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進度說明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拜會 2012.05.15555 社大法案政策小組拜會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林佳龍委
員。 05.16林佳龍委員質詢教育部蔣偉寧部長，呼籲教育部
參考《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儘速提出行政院版的《社區
大學設置條例》。

工作
會議

2012.05.15555 對未來十年社大永續發展機制，全促會希望制定部版-社區大
學設置與發展條例，以臺南自治條例為基礎再加以微修以符
應全國社大發展之共同需求。05.15社大法案政策小組就臺南
市社區大學發展自治條例完成初步修訂。

工作
會議

2012.05.22222 社大法案政策小組逐條討論全促會版《社區大學設置及發
展條例》草案。 05.24莊國榮顧問再次修訂全促會版《社區
大學設置及發展條例》草案。

說明 2012.05.26 召集人蔡素貞於第十四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中向全國社
區大學報告「社區大學未來十年－從完善法制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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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社大聯誼會：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出席：台中文山、屯區、海線、山線、五權、南投縣、彰化

二林、鹿秀、湖埔。

2012.7.30分區
說明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分區
說明

2012.6.21 桃竹苗會議：開始於各分區針對全促會版《社區大學設置及
發展條例》草案進行報告，並與出席社大代表進行討論。
地點：新竹市關帝廟
出席社大：新竹市婦女社大、竹北社大、科學城社大、八德
社大、桃園社大、中壢社大

分區
說明

2012.7.20 南部社大聯誼會：
地點：雲林平原社大
出席社大：雲林山線社大、雲林海線社大、雲林平原社大、
虎尾社大、北門社大、曾文社大、新化社大、旗美社大、屏
北社大

分區
說明

2012.9.24 全國校長主任主秘會議

地點：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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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設置及發展條例(草案)

� 面向

社大經營 社大發展

社大價值

社大設置及發展條例

法條：1

法條：3、4、8、9、12、13、
14、15

法條：5、6、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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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社大價值 第1條：立法依據

社大經營

第5條：受託團體組織規程及專任人員聘用資格
第6條：辦公場地、教學及活動空間
第7條：社區大學教學點設置
第10條：社區大學辦理之期別及學分時數
第11條：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之相關規定

社大發展

第3條：訂定社區大學設置之考量條件
第4條：應辦社區大學之事項及委託對象、委託辦理方式、章程規
定、優先續約權
第8條：社區大學預算編列與辦學績優獎勵計劃
第9條：校務發展與課程發展
第12條：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之設置與組成
第13條：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審議事項
第14條：定期進行社區大學評鑑之規定
第15條：相關證書授予



意見收集-桃竹苗會議

� 給予全促會草擬版本肯定。

� 第六條中的「提供專屬辦公場地」、「提供與整備教學及活動空間
」字眼很重要，因為老師需要教具室、教室休息室，而有些課程需
要專科教室。

� 既然「委託期限一次五年」，正規學校沒有進行每年評鑑，為何獨
針對社大如此？應於第十四條中放入「配合委託期限五年評鑑一次
」。

� 已經與新竹立委呂學樟（第8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委
員）談過，他願意協助相關社大法案推動。桃園縣立委可以接觸楊
麗環委員。



意見收集-南部社大聯誼會

� 建議全促會到全國社大或至少同區域或同縣市社大去做宣導與細緻討
論，否則冒然推動易有爭議也欠缺代表性，請工作小組評估。

� 社區大學的大法條不應該設得太細，在細則裡再去詳訂。

� 社大跟教育部之間最密切的關係就是每年的獎補助申請，但在條例裡
未見針對這部份對社大有協助性的法條，是否可能針對教育部補助部
份有些更明確的條例出現?

� 條例本身的定位是什麼?例如：每年縣市政府來評鑑我們，各縣市政
府各自訂評鑑辦法、指標，要不要中央有某種規範、基本原則，或是
每年獎補助要不要在這個條文裡做點規範，還是要另外有個地方去做
規範，如果規範要規範什麼東西?



� 第1條：
� （1）應很具體、明確的呈現社大精神，但目前草案第一

條似乎還不夠，社大的精神到底要怎麼更明確的在這裡有
一個主張，或許是我們更應該要去做的事。

� 第5條：
� （1）「專業知能」指的是什麼呢?這樣的名詞定義好像滿

危險的，若未定義清楚未來可能會有爭議的部份。

� 第6條：
� （1）經費的部份是不是可以放進去?例：我們談的實體社

大維護等。
� （2）實體社大持續的維護費用，可是這可能要有計算基

礎，每個地方狀況都不一樣。



� 第8條：
� （1）寬列"預算是否改成"應列"預算?
� （2）直接設比例在台北市、教育部、台南市都提過，直

接設比例的衝擊可能會更大，有沒有可能增加社教的經費
？這可以在討論。

� （3）本希望幫社大爭取更多經費，可在台南這樣設置反
而會導致社大互相競爭的結果。它可能是可以鼓勵社大朝
向更具特色的辦學，可是也可能導致縣市政府控制社大的
手段。

� （4）這裡講的是各縣市主管機關，那教育部對社大獎補
助的評鑑或經費，大家都會有想修正的看法或意見，是不
是可以同時處理。

� 第12條：
� （1）審議感覺好像很制式，似乎有某種強勢的感覺，有

時候或許他們只是給予意見。



� 第13條：
� 教育部的審議委員會，是否跟縣市政府的行政有點衝突?
� 中央跟地方文字的部份，這樣寫解讀好像不太容易，需再重新

修正一下明顯區分出中央跟地方。
� 希望針對縣市政府審議或推動委員會，這裡面有一定比例的社

大代表，大家共同決定社大到底應該如何發展、評鑑怎麼做。
� 第14條：
� （1）拉長評鑑週期，若評鑑委員對社區不甚瞭解，那5年一次

輸贏就很大，有關評鑑這件事牽涉的層面太廣，一方面考慮它
的期限，但是委員的參與和在評鑑時的責任或權限是不是也有
機會透過其他方式可以釐清，它不是那麼單一的問題。

� （2）評鑑牽扯契約的執行，需一併考量，另外社大人員流動性
高，如果評鑑時間拉得太長，傳承如果沒有透過累積會很可怕
。

� （3）幾年評鑑一次要好好考慮，5年不代表全部社大一次被評
，說不定用輪流的也說不定，但5年若太長，那到底幾年比較好
？

� 第15條：
� （1）覺得還是要有正式的畢業證書，學程結業證書、終身學習

證書等不夠正式。



意見收集-中部社大聯誼會

� 南投縣有社大設置條例，在全國社教會議中曾聽過台北市
與台南市分享自治條例，自治條例位階更高，建議全促會
可以參考。

� 如果審議委員會人數需這麼多，出席費花費不少，人數建
議可以減少。

� 設置條例要求越多，會不會被管的更多？如果訂的籠統、
模糊些，社大是否有更多空間？彰化縣曾訂有自治草案，
不過後來不了了之。全促會版看起來跟自治草案差不多，
希望要給社大較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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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價值面

�立法依據（第一條）

� 為促進社區大學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
性，並增進十八歲以上國民終身學習機會，以提
升其經驗知識、公共參與能力，並促進社區文化
發展，建構社區終身學習體系，特制定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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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經營面

�辦公場地、教學及活動空間（第六條）

� 委託機關應與受託團體協商，提供受託團體辦理
社區大學所需之專屬辦公場地，並提供與整備教

學及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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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發展面

�社區大學設置之考量條件（第三條）

•社區大學之設置應考量文化生活圈、平衡
城鄉發展及提升社會包容性等因素，適當
劃分區域，營造在地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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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應辦社大事項及委託對象（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自行辦理社區大學，或委託財團法人、公益

社團法人辦理之。依前項規定委託辦理時，應以行政委辦或

公開招標方式為之。

受託辦理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以下簡稱受託團體）

應於章程內明定辦理社區大學之宗旨，該宗旨應符合本條例

第一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委託辦理時，委託期限一次五年，委託期滿辦

學績效優良者，得續約。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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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經費及獎勵計劃（第八條）

� 委託機關應寬列預算，提供受託團體辦理社區大
學所需之補助。

� 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社區大學辦學績效予以獎勵；
其獎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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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審議委員會（第十二、十三條）

� 一、功能

�（（（（一一一一））））縣市政府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

審議事項：

1. 社區大學發展政策。

2. 社區大學之行政委辦或公開招標方式。

3. 社區大學之評鑑辦法。

4. 社區大學之續約及終止委託。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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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中央主管機關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

審議事項：

1. 社區大學發展政策。

2. 社區大學之行政委辦或公開招標方式。

3. 社區大學之評鑑辦法。

4. 社區大學之續約及終止委託。

5. 中央主管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社區
大學之評鑑辦法。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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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序

� 審議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
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終止委託
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出
席，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乙案：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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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成

� 各級主管機關應分別設置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
由主管機關遴聘委員九人至十五人組織之。

� 審議委員會應有社區大學代表，其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並應有專家學者參與，其比例亦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 前項社區大學代表，應由各相關團體推薦之代表
中遴聘之。

� 審議委員會中單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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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第十四條）

� 委託機關為落實社區大學辦學精神，強化校務發
展，促進組織學習與教學服務效能，應定期對社
區大學進行評鑑。

� 委託機關對評鑑不合格之社區大學，得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考量其情節嚴重程度，扣
減補助款或終止委託。

社大發展面

621桃竹苗會議中提出：第四條既已述明「委託期限一次五
年」，第十四條中應放入「配合委託期限五年評鑑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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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書授予（第十五條）

� 社區大學學員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者，得授
予學分證書、學程證書、結業證書或終身學習畢
業證書；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社大發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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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