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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新聘教師以博士學位論文送審

助理教授資格者，由各系（所、中心）

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該專業領域具有

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七至九名，陳請校

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五位進行審

查，至少四位之評分皆達及格分數以

上。以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含以博

士論文送審副教授）者，由各系（所、

中心）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該專業領

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七至九名，

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五位進

行審查，至少四位之評分皆達及格分數

以上。 

擬聘任為助理教授者，外審分數達七十

分以上為及格。擬聘任為副教授者，外

審分數達七十五分以上為及格。擬聘任

為教授者，外審分數達八十分以上為及

格。 

兼任教師須在本校實際授課滿二個學

期，每學期授課至少一學分，並仍在校

兼課者，始得申請辦理教師證書。 

第五條  新聘教師以博士學位論文送

審助理教授資格者，由各系（所、中心）

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該專業領域具

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五至七名，陳請

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三位進行

審查，至少兩位之評分皆達及格分數以

上。以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含以博

士論文送審副教授）者，由各系（所、

中心）組成學術審查小組推薦該專業領

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七至九

名，陳請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五

位進行審查，至少四位之評分皆達及格

分數以上。 

擬聘任為助理教授者，外審分數達七十

分以上為及格。擬聘任為副教授者，外

審分數達七十五分以上為及格。擬聘任

為教授者，外審分數達八十分以上為及

格。 

兼任教師須在本校實際授課滿二個學

期，每學期授課至少一學分，並仍在校

兼課者，始得申請辦理教師證書。 

原新聘、及

以學位送外

審者，由三

位委員增加

為五位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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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醫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院務會議由下列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本學院院長、副院長、學

系、碩、博士班(含學位學程)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及中心主管。 

二、教師代表：應由本院專任教師(不包

含國外進修之教師)互選，由院長就

互選結果進行遴聘，系、所及學位學

程教師代表以不超過一人為原則。其

人數為當然代表之二分之一(無條件

進位計算)，其中副教授級以上教師

不得少於四分之三。 

三、學生代表：由學系、碩、博士班(含

學位學程)向院長推薦之，院長就推

薦名單遴聘大學部二至三名及碩、博

士班二至三名擔任。 

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條   

院務會議由下列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本學院院長、副院長、

學系、碩、博士班(含學位學程)

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及中心主

管。 

二、教師代表：應由本院專任教師互

選產生，不包含國外進修之教

師，其人數為當然代表之二分之

一(無條件進位計算)，其中副教

授級以上教師不得少於四分之

三。 

 

三、學生代表：大學部一名及碩、博

士班一至二名擔任。 

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1.修改教師代

表產生方式。 

 

 

 

 

2.修改碩、博

士班學生代表

人數及文字修

正。 

 

 

 

「慈濟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議成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體育教

學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外

語教學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

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學生代表

若干人，教務處各組組長及其他相關

人員為列席人員。 

第三條  

本會議成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體育教

學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英

語教學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

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學生代表

若干人，教務處各組組長及其他相關

人員為列席人員。 

 

 

 

 

因應英語教學

中心名稱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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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學生懲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申

誡：  

一、言行失當。  

二、未按或違反學校公告事項辦理者。 

三、未依規定穿著校服者。  

四、無故不參加學校重要活動者。  

五、參加集會或在公共場所，不守公共

秩序者。  

六、教唆或頂替他人上課或簽到者。 

七、違犯學生住宿辦法或宿舍生活輔導

辦法，情節輕微者。  

八、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  

九、違反本校網路規範，情節輕微。  

十、違反他人自由意願或干擾他人日常

生活，情節輕微者。 

十一、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反

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而未釀成

事件發生。 

十二、未經許可私自挪用他人物品。 

十三、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部，

怠忽職守致生損害。 

十四、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經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屬實，情節輕微

者。 

十五、其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相當

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申

誡：  

一、言行失當。  

二、未按或違反學校公告事項辦理

者。 

三、未依規定穿著校服者。  

四、無故不參加學校重要活動者。  

五、參加集會或在公共場所，不守公

共秩序者。  

六、教唆或頂替他人上課或    簽到

者。 

七、違犯學生住宿辦法或宿舍生活輔

導辦法，情節 

    輕微者。  

八、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

微。  

九、違反本校網路規範，情節輕微。  

十、違反他人自由意願或干擾他人日

常生活，情節輕微 者。 

十一、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

反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而未

釀成事件發生。 

十二、未經許可私自挪用他人物品。 

十三、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自治幹

部，怠忽職守致生損害。 

十四、其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相

當者。 

 

 

 

 

 

 

 

 

 

 

 

 

 

 

 

 

 

 

 

 

 

 

1.依教育部

建議修正。 

2.依序調整

編號。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予以記小過：  

一、前條所列各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

者。  

二、對師長有不禮貌行為或不聽教誨或

指導，情節較重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予以記小過：  

一、前條所列各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

者。  

二、對師長有不禮貌行為或不聽教誨

或指導，情節較重者。  

 

 

 

 

 

 

 



<106次校務會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惡意攻訐同學或助長同學之間糾紛

者。  

四、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反環

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而已釀成事

件發生者。  

五、參加校外服務或自強活動，表現惡

劣，有損校譽者。  

六、在校外行為不檢，經人告發查證屬

實違反校規者。。  

七、冒用他人證件或將己有證件借予他

人使用。。  

八、於校內、外聚眾賭博者。 

九、經認定違反校規，爬越門窗或牆垣

者。 

十、擅自撕毀校內公告或其它公用文書

者。 

十一、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

重。 

十二、違反他人自由意願或干擾他人日

常生活，情節較重者。 

十三、管理公物未善盡管理人之責任，

致生毀損、遺失、短少，或管理

公款有浮報、挪用、帳目不清之

情事。 

十四、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研究室

或寢室。 

十五、經勸導仍擅自逗留或未經核准進

入已關閉之校舍、教室內者。 

十六、擾亂校園安全。 

十七、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經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屬實，情節較重

者。 

十八、其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相當

者。 

三、惡意攻訐同學或助長同學之間糾

紛者。  

四、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反

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而已釀

成事件發生者。  

五、參加校外服務或自強活動，表現

惡劣，有損校譽者。  

六、在校外行為不檢，經人告發查證

屬實違反校規者。。  

七、冒用他人證件或將己有證件借予

他人使用。。  

八、於校內、外聚眾賭博者。 

九、經認定違反校規，爬越門窗或牆

垣者。 

十、擅自撕毀校內公告或其它公用文

書者。 

十一、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

重。 

十二、違反他人自由意願或干擾他人

日常生活，情節較重者。 

十三、管理公物未善盡管理人之責

任，致生毀損、遺失、短少，

或管理公款有浮報、挪用、帳

目不清之情事。 

十四、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研究

室或寢室。 

十五、經勸導仍擅自逗留或未經核准

進入已關閉之校舍、教室內者。 

十六、擾亂校園安全。 

十七、其他違反本校相關規 

      定情節相當者。 

 

 

 

 

 

 

 

 

 

 

 

 

 

 

 

 

 

 

 

 

 

 

 

 

 

 

 

 

 

 

1.依教育部

建議修正。 

2.依序調整

編號。 

第十條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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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獎懲委

員會議通過後，予以記大過：  

一、前條所列各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

者。 

二、唆使他人幫助或自行於考試作弊

者。 

三、侮辱、誹謗他人，情節嚴重者。 

四、竊盜、侵占、詐欺。 

五、偽造、變造文書。 

六、於校園內不法儲存危險物或違禁

物。 

七、不法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麻

醉藥品。 

八、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研究室或

寢室，情節嚴重者。 

九、惡意侵入電腦網站破壞系統、資料

或發送郵件炸彈危及電腦主機安

全、干擾他人電磁紀錄之處理。 

十、利用電腦網路或以其他方式販售、

提供或教唆製造不法商品。 

十一、管理公物未善盡管理人之責任，

致生毀損、遺失、短少或管理公

款有浮報、挪用、帳用不清之情

事，情節嚴重。 

十二、對師長有不禮貌行為、不聽教誨

或指導，情節嚴重者。 

十三、惡意毀壞公物者。  

十四、有毆人行為或互毆者。 

十五、校外行為有辱校譽，為有關單位

查獲并函告處理，情節嚴重者。 

十六、私拆他人信件者。 

十七、酗酒滋事者。 

十八、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反

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造成他

人傷亡或財產毀損者。  

十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

者。 

二十、違反本校網路規範，情節嚴重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獎懲

委員會議通過後，予以記大過：  

一、前條所列各款之再犯或情節較重

者。 

二、唆使他人幫助或自行於考試作弊

者。 

三、侮辱、誹謗他人，情節嚴重者。 

四、竊盜、侵占、詐欺。 

五、偽造、變造文書。 

六、於校園內不法儲存危險物或違禁

物。 

七、不法持有毒品、安非他命或其他

麻醉藥品。 

八、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研究室

或寢室，情節嚴重者。 

九、惡意侵入電腦網站破壞系統、資

料或發送郵件炸彈危及電腦主

機安全、干擾他人電磁紀錄之處

理。 

十、利用電腦網路或以其他方式販

售、提供或教唆製造不法商品。 

十一、管理公物未善盡管理人之責

任，致生毀損、遺失、短少或

管理公款有浮報、挪用、帳用

不清之情事，情節嚴重。 

十二、對師長有不禮貌行為、不聽教

誨或指導，情節嚴重者。 

十三、惡意毀壞公物者。  

十四、有毆人行為或互毆者。 

十五、校外行為有辱校譽，為有關單

位查獲并函告處理，情節嚴重

者。 

十六、私拆他人信件者。 

十七、酗酒滋事者。 

十八、破壞校園環境、公共衛生或違

反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造

成他人傷亡或財產毀損者。  

十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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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 

二十一、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經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屬實，情節嚴

重者。 

二十二、其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相

當者。 

重者。 

二十、違反本校網路規範，情節嚴重

者。 

二十一、其他違反本校相關 

        規定情節相當者。 

 

1.依教育部

建議修正。 

2.依序調整

編號。 

 第十四條 學生若有對他人(含教職

員工、同學及社會人士)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之情事，依本校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及防治實

施要點處理。(刪除) 

1.本條與上

開條款整

併，故不重

複條列。 

2.依序調整

編號 

第十四條 學生違反智慧財產權行為經

確定者，依本校相關辦法處理。 

第十五條 學生違反智慧財產權行為

經確定者，依本校相關辦法處理。 

調整條次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後，送校務會議審議及校長核定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及校長核定後

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調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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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新增章名 

一、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依大學

法、教師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

規程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保障教師權益，促進校園

和諧，發揮教育功能之目的，依

大學法第二十二條、教師法第二

十九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

組織規程二十四條規定，設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1.依據教育部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以下簡稱教

育部申評準則)第1條

修正 

二、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

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 

本校專任教師因本校對其依法

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

起申訴、再申訴；法令未規定應作為

之期間者，其期間自學校或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本校約聘專案教學人員之申

訴，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二、本校專任教師及約聘專案教

學人員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依本要點之規定向本

委員會提起申訴。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條修正 

2.第一項增列再申訴 

3.增訂第二項，有關教

師申訴「措施」之範

圍，包括具體之措施

及消極不作為之情

形，爰參考訴願法第2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有關課予義務類型之

措施，亦得提起申訴

之規定。 

4.第二項「依法申請之

案件」，係指依法律、

法規命令提出申請之

案件。 

5.增列第三項，由原第

七點第二款專案教學

人員申訴之規定移

入。 

第二章 組織  新增章名 

三、本校為辦理教師申訴案件之評

議，設「慈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辦理本會業務人員，以具有法律

專長者為原則。 

 1.依據申評準則第4條

訂定 

2.考量申訴案件涉及審

查原措施是否適法，

明定辦理申訴業務人

員，以具有法律專長

者為原則。 

四、本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九人，均為

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聘教師、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花蓮地區

教師組織代表及本校代表擔任，其中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均

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遴

聘教師、教育學者、法律專業人

士、花蓮地區教師組織代表擔

1.依據教師法第43條及

申評準則第5條、第8

條修正 

2.修正委員組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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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秘

書擔任。 

第一項教師組織代表，由本校教

師會推薦，無教師會者，由本校教育

階段相當之他校其它大專院校教師

會或花蓮地區教師會推薦。 

本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

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任，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本委員會委員因故出缺時，

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社會公正人士及本校

代表;原教育學者、法

律專業人士修正為學

者專家 

3.明定教師組織代表之

推薦單位 

4.修正委員人數，更具

彈性 

5.修正條次，以下各條

次依序調整 

五、本會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召集之。 

前項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

內召集之。 

四、本委員會會議由校長召集

之，校長因故不能召集會議時，

由校長指定當屆主席召集之。 

1.依據申評準則第6條

修正 

2.增列請求召集人召集

會議之規定 

六、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

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主席未指定

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主席，不得由校長擔任。 

五、本委員會主席由委員互選

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主

席未指定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之。 

本委員會主席，不得由校長

擔任。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第7條) 

 六、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主任秘書兼任，辦理有關教師

申訴業務事宜。 

 移入第四點 

第三章 管轄  新增章名 

七、教師提起申訴、再申訴之管轄如

下： 

(一)對於本校之措施不服者，得向本

會提起申訴；如不服其評議決定

者，得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育部申評

會)提起再申訴。 

(二)對於教育部之措施不服者，得向

教育部申評會提起申訴，並以再

申訴論。 

七、提起申訴、再申訴之管轄如

下： 

(一)專任教師對於本校之措施不

服者，得向本委員會提起申

訴；如不服本委員會評議決

定者，得向教育部申評會提

起再申訴。對於教育部之措

施不服者，得向教育部申評

會提起申訴；並以再申訴

論。 

(二)約聘專案教學人員對於本校

1.依據申評準則第9條

修正 

 

 

 

 

 

 

2.增訂第二款對教育部

措施不服者，得提再

申訴。 

3.原第二款約聘專案教

學人員提起申訴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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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其個人之措施不服者，

得向本委員會提起申訴；如

不服本委員會評議決定者，

得另依相關法規提起救濟。 

定，移入第二點條

文。 

八、學校不服申訴評議決定，得提起

再申訴者，其再申訴之管轄，準用前

條規定。 

 1.依據申評準則第11條

訂定 

2.明定學校不服評議決

定，得提起再申訴。 

第四章 申訴之提起  新增章名 

九、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

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再

申訴應於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為之。 

前項期間，以受理之申評會收受

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申訴人誤向應受理之申評會以

外之單位或機關提起申訴者，以該單

位或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之

日。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遲誤第一項之申訴期

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回復原

狀。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

得為之。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

期間內應為之申訴行為。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

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者，以該送

達之日為知悉日。 

八、教師提起申訴，應於收受或

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

面為之；再申訴應於評議書達到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前項期間，以申評會收受申

訴書之日期為準。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12條修正  

  

 

 

 

2.增訂第三項有關誤送

申訴單位之日期認

定，以維申訴人權

益。 

 

 

3.增訂第四項有關不可

歸責於申訴人事由之

申訴期間認定及處

理。 

 

 

 

 

4.增訂第五項有關送達

措施及知悉日之規定 

十、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措

施共同提起申訴時，準用訴願法第二

十一條至第二十七條規定。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第

14條訂定有關共同申訴

案件之規定 

十一、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

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及

證據： 

(一) 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

證明文件字號、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居所、電話。原措施之學校提起

再申訴時，其代表人之姓名、出

九、教師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

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

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措施文

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

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15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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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

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

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其有

提起者，應載明向何機關或法院

及提起之年月日。 

依第二點第二項規定提起申訴

者，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所列事項，

分別為應作為之單位、向該單位提出

申請之年月日及法規依據，並附原申

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單位之收受

證明。 

再申訴時，應另檢附原申訴書、

原申訴評議書，並敘明其受送達原申

訴評議書之時間及方式。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

訴願、訴訟。 

 

 

 

 

2.修正第七款：教師法

第44條規定教師提起

申訴後，不得再提訴

願；於申訴程序終結

前提訴願者，訴願機

關應於 10日內，將

案件移送申評會…教

師提起訴願後，又提

申訴者，申評會應停

止評議;原措施屬行

政處分者，應為申訴

不受理之決定，其已

明定教師先後提起申

訴及訴願之處理程

序，爰於第七款增列

應載明提起訴願之機

關及時間點，以利申

評會判斷提起申訴與

訴願之時間先後。 

3.增訂第二項，以配合

第二點第二項之增

訂，明定有關學校於

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不作為類型之申訴書

應載明之事項。 

4.增訂第三項有關再申

訴應檢附之文書 

十二、提起申訴不合法定程式，其情

形可補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訴人於二

十日內補正。 

十、提起申訴不合法定程式，其

情形可補正者，本委員會應通知

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16) 

第五章  申訴評議  新增章名 

十三、本會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

關書件，通知為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

明。 

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

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

連同關係文件送本會，並應將說明書

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單位認申訴有

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

十一、本委員會應自收到申訴書

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

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原

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

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

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委員

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

但原措施單位認申訴有理由

1.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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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函知本會。 

原措施單位屆前項期限未提出

說明者，本會應予函催；其說明欠詳

者，得再予限期說明，屆期仍未提出

說明或說明欠詳者，本會得逕為評

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十二點規定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

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學校提起再申訴時，應告知原申

訴人得於期限內補提說明。 

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

並函知本委員會。 

原措施單位屆前項期限未

提出說明者，本委員會應予函

催；其說明欠詳者，得再予限期

說明，屆期仍未提出說明或說明

欠詳者，本委員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十點規

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算。 

 

 

 

 

 

 

 

 

 

 

 

 

 

2.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17條增訂第五項 

十四、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

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

回者，本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原措施之學

校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二、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

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

申訴經撤回者，本委員會應終結

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及原措施之學校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18) 

十五、申訴人誤向本會以外之單位或

機關提起申訴者，收受之單位或機關

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本會，並通

知申訴人。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第

19條訂定有關誤送申訴

單位之處理 

十六、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

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訴

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

前，得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

原措施單位通知，或本會知悉時，應

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教師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復依

本法提起申訴者，本會應停止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

滅後，經申訴人、原措施單位通知，

或本會知悉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

面通知申訴人。 

十三、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

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

議處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本委員會於訴願、訴訟或

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前，得停

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原措施單位通知，或

本委員會知悉時，應繼續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20條及教師法第

44條修正 

 

 

 

 

 

 

 

 

 

2.增列第二項，明定教

師先提起訴願，再提

起申訴時，申評會應

止評議。 

又所稱「停止原因消

滅」係指教師撤回訴

願或訴願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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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會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評議時，得經本會會議決議邀請

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

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申訴人、原措施單位申請到場說

明而有正當理由者，本會得指定時間

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

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之必要

時，得經本會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

表至少三人為之；並於本會會議時報

告。 

十四、本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

則。 

評議時，得經本委員會議決

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

家或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

說明。 

申訴人、原措施單位申請到

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本委員

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

說明。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之必

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

委員代表至少三人為之；並於委

員會議時報告。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21條修正 

2.增訂第三項得偕同

輔佐人到場說明之

規定 

 

十八、本會委員有下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各款

情事之一。 

二、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申

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

原因及事實向本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

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者，應由本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本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

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

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

之接觸。 

十五、本委員會委員於申訴案件

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委員會

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

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

本委員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決議

之。 

本委員會委員有第一項所

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

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委員

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本委員會委員於評議程序

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

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

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1.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

則第22條修正 

2. 增訂第一款依行政

程序法第32條自行

迴避之規定 

3. 原條文「於申訴案

件有利害關係」移

列第二款 

 

 

十九、申訴人或代理人得向本會請求

閱覽、抄錄、複印或攝錄有關資料或

卷宗，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

本或節本。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前項運作事項，準用訴願法第四

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規定。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23條訂定有關申訴

人申請閱覽卷宗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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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評議決定  新增章名 

二十、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六

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

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

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十二點規定補

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

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

第十六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

議之日起重行起算；於評議決定期間

補具理由者，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

次日起算。 

十六、本委員會之評議決定，除

依第十三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

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第十點規

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算；依第十三點規定停止

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

起算；於評議決定期間補具理由

者，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次日

起算。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24) 

二十一、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

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

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第九點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

益。 

(五)依第二點第二項提起之申訴，應

作為之單位已為措施。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

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七)依第十六點第二項規定繼續評

議，其原措施屬行政處分。 

(八)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 

十七、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

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

期未完成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第八點規定之期

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

實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

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 

(六)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

範圍內之事項。 

 

1.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

則第25條修正 

2. 增列第五款，對於

學校於法定期間內

應作為而不作為之

申訴案，明定學校

已為措施者，申評

會應為不受理之評

議決定。 

3. 增列第七款，考量

教師申訴標的包含

行政處分及非行政

處分。如原措施屬

行政處分者，因撤

回或訴願決定確

定，申評會不得再

行審議應作為成不

受理之評議決定。 

二十二、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於

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

因者，本會得合併評議，並得合併決

定。 

十八、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

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

上之原因者，本委員會得合併評

議，並得合併決定。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26) 

二十三、本會於評議前認為必要時，

得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審查，委員於

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

規後，向本會會議提出審查意見。 

十九、本委員會於評議前認為必

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審

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

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委員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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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出審查意見。 

二十四、本會會議應審酌申訴案件之

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希望獲得之

補救、申訴雙方之理由、對公益之影

響及其他相關情形，為評議決定。 

二十、本委員會議應審酌申訴案

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希

望獲得之補救、申訴雙方之理

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情

形，為評議決定。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28) 

二十五、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

回之評議決定。 

原措施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

依其他理由認原措施為正當者，應以

申訴為無理由。 

二十一、申訴無理由者，本委員

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措施所憑之理由雖屬不

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措施為正

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29) 

二十六、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

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

並應於評議決定書主文中載明。 

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發回

原措施之單位另為措施時，應指定相

當期間命其為之。 

依第二點第二項提起之申訴，本

會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

命應作為之學校單位速為一定之措

施。 

二十二、申訴有理由者，本委員

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

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決定書

主文中載明。 

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

施，發回原措施單位另為措施

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0條修正 

2.增訂第三項，有關教

師對於學校於法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之申訴案，評議有理

由者，學校應速為一

定之措施。 

 

二十七、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議；評議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委員會為前項評議決定時，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二十三、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議，

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委員會為前項評議決定

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

人數。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31) 

二十八、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

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

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

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

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

本會妥當保存。 

二十四、本委員會之評議決定，

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

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

外嚴守秘密。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

次會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

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

票委員簽名，由本委員會妥當保

存。 

酌修文字 
 

(申評準則 32) 

二十九、本會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

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第

33條訂定有關委員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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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

委員會議紀錄。 

同意見得列入會議紀錄

之規定 

三十、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

證明文件字號、服務單位及職

稱、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字

號、住居所。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

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本會主席署名。本會作成評議書

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

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

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但不得提再申訴者，

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按事件之

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定期限

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訟。 

二十五、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

位及職稱、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

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

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

實。 

(五)委員會主席署名。主席因故

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

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

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或按

事件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於

法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

願或訴訟。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4條及教師法第44

條規定，修正評議書

教示條款內容。 

 

三十一、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

成評議書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供

存證查核之方式，於評議書作成後十

五日內，將評議書正本送達申訴人、

原措施單位。 

二十六、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

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以足供存

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申訴人、原措

施單位及花蓮地區教師組織。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5條修正 

2.為兼顧申訴人權益，

增列評議書送達期限 

3.刪除評議書送達地區

教師組織之規定 

三十二、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即為確定： 

(一)依規定得提起再申訴，而申訴

人、本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 

(三)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提

起申訴者，其評議書送達於申訴

人。 

二十七、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本校於評議書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

申訴。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

人。 

評議決定確定後，就其事

件，有拘束各單位之效力，本校

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7條修正 

2.增訂第三款有關對教

育部提起申訴者，評

議書送達即為申訴確

定。 

3.原條文第二項內容已

提升法律位階，明定

於教師法第45條，無

需重複規範，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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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新增章名 

三十三、原措施經撤銷後，作成原措

施之單位須重為措施者，應依評議決

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

知本會。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38條訂定 

2.為落實評議之決定

並了解其執行情

形，爰增列本條文。 

三十四、依本要點規定所為之申訴、

再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

文書寫；其書件引述外文者，應譯成

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 

因申訴、再申訴所提出之資料，

以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

者，應檢附文字抄本，並應載明其取

得之時間、地點，及其無非法盜錄、

截取之聲明。 

二十八、教師申訴書及應具備之

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引述

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

外文資料。 

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第

39條增訂第二項 

三十五、對本會於程序進行中所為之

程序上處置不服者，應併同評議決定

依法提起救濟。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40條增訂 

2.為避免申訴人對申評

會程序上的處置提起

救濟，造成國家行政

救濟資源之浪費，增

訂本條文，申訴人應

併同評議決定提起救

濟。 

三十六、代理人，除本要點另有規定

外，準用訴願法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

條規定。 

申訴文書之送達，除本要點另有

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一條

至第七十四條規定。 

 1.依據教育部申評準則

第41條增訂 
 

 

三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

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

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調整條次，內容未修

正。 

三十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調整條次，內容未修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