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一、為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不適任教師之處理更為周妥，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一、為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不適任教師之處理更為周妥，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學校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後段違

反聘約情節重大之規定情事，應依教師法所

定之處理程序辦理解聘、停聘、不續聘。 

二、學校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後段違

反聘約情節重大之規定情事，應依教師法所

定之處理程序辦理解聘、停聘、不續聘。 

三、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二款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

侵害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 

（一）察覺期： 

1、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或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四十八小時

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員

等代表研商是否成立調查小組，主動進行查

證，並將處理結果向主管機關通報。 

2、前目調查小組由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

員代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

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

相關人員意見。 

3、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至多不得超

過三十日。 

（二）評議期： 

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應於五日內提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於作成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

作成之日起十日內，檢附教評會會議紀錄、

具體事實表及相關資料等，報主管機關核

准，並同時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三、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二款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

侵害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 

（一）察覺期： 

1、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

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

家長會及行政人員等代表研商是否成立調查

小組，主動進行查證，並將處理結果向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通報。 

2、前目調查小組由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

員代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

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

相關人員意見。 

3、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至多不得超

過三十日。 

（二）評議期： 

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應於五日內提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於作成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

作成之日起十日內，檢附教評會會議紀錄、

具體事實表及相關資料等，報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四、主管機關應設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專審會），協助學校處理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專審會之組成及運

作如下： 

（一）專審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均為無

 



給職，任期二年，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行政 

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同級校長

協會代表、同級家長團體代表及同級或全國

教師組織代表組成，並指派一人為召集人及

擔任會議主席；其中教師組織代表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二）專審會任務如下： 

1、受理學校申請調查或輔導之案件。 

2、成立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並遴聘與解聘

調查人員（以下簡稱調查員）及教學專業輔

導員（以下簡稱輔導員）。 

3、指派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指派輔導小組

進行輔導。 

4、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 

（三）專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行政

機關代表得由代理人出席，並列入出席人

數；非屬行政機關代表，因故未能出席會議

者，應於開會前向專審會請假，未經請假而

未出席達三次者，得解聘之。 

（四）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應

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以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依前項第二款第二目組成之調查小組及輔導

小組，其調查員及輔導員之遴聘條件及運作

如下： 

（一）調查員應依案件性質遴聘專業人員。 

（二）輔導員應具有六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且其教學專業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性教師組

織頒發獎項肯定、經專審會認定其領導教師

專業發展之成果卓越或其教學有優良表現。 

（三）教育部應建立調查員及輔導員之人才

庫，並就調查及輔導所需專業辦理研習。 

（四）經遴聘為調查員或輔導員者，於依專

審會指派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申請公差

（假），服務學校應依規定核准；代課及交通

費等費用，由教育部補助。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召集專審會委員、調查員



及輔導員，進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之案件研討。 

專審會委員、調查員及輔導員對於調查或輔

導之案件，應保守秘密，並應遵守行政程序

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迴避規定。 

學校教評會審議經申請調查及輔導之案件，

應參酌專審會之審議決定。 

五、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四款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處理流程圖如

附表一）： 

（一）察覺期： 

1、主管機關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

情事，應函請學校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

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2、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

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事由外，應由校長於

五日內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員等代

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自

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1）非屬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前

段規定之情事。 

（2）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而投訴

人未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 

（3）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 

3、學校自行調查者： 

（1）成立調查小組，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

（組長、科主任）、教評會、學校教師會及家

長會代表等，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

公正人士，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校尚未

成立教師會者，不置代表。 

（2）應將處理過程詳實記錄，並將調查結果

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4、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者： 

（1）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

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 

（2）專審會認為有調查必要者，應組成二人

或三人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成員

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與調查。 

（3）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當事人及其服務

四、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四款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處理流程圖如

附表一）： 

（一）察覺期： 

1、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如發現或接獲投

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應於四十八小時

內，視個案情形，由學校校長邀集相關權責

單位代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

小組，主動進行查證，並將處理結果向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通報。 

 

 

 

 

 

 

 

 

2、前目調查小組由校長召集，成員包括相關

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教評會、學校教

師會及家長會代表等，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

家或社會公正人士。學校尚未成立教師會

者，不置代表。 

 

 

 

 

 

 

 

 

 



之學校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及

其他必要協助。 

（4）調查小組應於調查結束後十日內，將調

查報告提專審會審議，開會時並應列席說

明；經專審會審議決定之調查報告，應以書

面通知學校及當事人。 

5、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至多不得超

過三十日。 

 

6、學校或專審會依附表二所列情事，就個案

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有教學不力或不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之

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進

入評議期。 

（二）輔導期：學校或專審會依前款第六目

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列原則輔導 

之： 

1、學校自行輔導者，應安排一位或二位績優

教師擔任輔導員進行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

請協助輔導。 

2、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輔導者： 

（1）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十日內，

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 

（2）專審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二人

或三人之輔導小組進行輔導；輔導小組成員

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一人得參與輔導。 

3、必要時，學校或專審會得尋求法律、精神

醫療、心理或教育專家之協助。 

4、學校或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不定期派員

了解不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 

5、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

象個案情形或參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最長

以一個月為限。 

6、輔導期間，當事人及其服務之學校或單位

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及其他必要 

之協助。 

7、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改進成

效： 

（1）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

制而拒絕輔導。 

 

 

 

 

 

 

3、調查期程以十四日內為原則，至多不得超

過三十日。學校應將處理過程詳實記錄，並

將查證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4、學校或調查小組依附表二所列情事，就個

案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有教學不力或不

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

之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

進入評議期。 

（二）輔導期：學校或調查小組依前款第四

目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列原則輔 

導之： 

1、學校應安排一位至二位績優教師擔任輔導

員進行輔導，必要時得尋求法律、精神醫療、

心理或教育專家之協助。 

 

 

 

 

 

 

 

 

2、學校或調查小組應不定期派員了解不適任

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 

3、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

象個案情形或參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最長

以一個月為限。 

 

 

 

4、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改進成

效： 

（1）經學校或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啟動輔導

機制而拒絕輔導。 



（2）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

制，以曠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 

 

（3）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

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三分

之二、不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認

定具態度消極情事。 

（4）同一事由曾經輔導期輔導，並經認定具

改進成效後三年內再犯。 

（三）評議期： 

1、學校依第一款第六目規定認為無需輔導，

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進成

效者，學校應於五日內提教評會審議。 

 

2、專審會依第一款第六目規定認為無需輔

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

進成效者，經專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

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五日內提教評會審議。 

3、學校教評會作成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

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檢

附前目所定無需輔導，或經輔導後仍無改進

成效之紀錄、教評會會議紀錄、具體事實表

及相關資料等，報主管機關核准，並同時以

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2）經學校或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啟動輔導

機制，以曠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

施。 

（3）經學校或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啟動輔導

機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三

分之二、不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調查小組

認定具態度消極情事。 

（4）同一事由曾經輔導期輔導，並經調查小

組審議具改進成效後三年內再犯。 

（三）評議期： 

1、學校或調查小組依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認為

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

並無改進成效者，學校應於五日內提教評會

審議。 

 

 

 

 

2、學校教評會作成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

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檢

附前目所定無需輔導，或經輔導後仍無改進

成效之紀錄、教評會會議紀錄、具體事實表

及相關資料等，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

並同時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六、主管機關接獲學校報送教師解聘、停聘、

不續聘案件，應即進行處理；必要時得組成

審議小組，視需要召開會議審議。 

前項審議小組得由主管機關副首長以上人員

擔任召集人，並得聘任下列人員擔任委員；

審議時，得視需要請當事人或相關人員陳述

意見： 

（一）全國或地方教師會代表。 

（二）同級校長協會代表。 

（三）同級家長團體代表。 

（四）教育學者。 

（五）法學專家。 

（六）行政人員代表。 

（七）精神醫療專業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 

五、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接獲學校報送教師解

聘、停聘、不續聘案件，應即進行處理，必

要時得組成審議小組，視需要召開會議審

議。審議小組得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副首長

以上人員擔任召集人，並得聘任下列人員擔

任委員；審議時，得視需要請當事人或相關

人員陳述意見： 

（一）地方教師會代表。 

（二）校長協會代表。 

（三）家長團體代表。 

（四）教育學者。 

（五）法學專家。 

（六）行政人員代表。 

（七）精神醫療專業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 

七、其他配合措施： 

（一）主管機關得設立諮詢專線，協助學校

六、其他配合措施： 

（一）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設立諮詢專線，



處理，以減少程序瑕疵，並蒐集處理不適任 

教師之相關案例及答客問彙編成冊或建置專

門網站刊載相關資訊，以供各校處理之參考。 

 

（二）主管機關應建立列管機制追蹤處理結

果，要求學校應限期處理，並列入校務評鑑

參考。 

（三）教育部為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成立專審

會與進行調查及輔導等工作，應補助代課費

用、交通費或相關費用。 

協助學校處理減少程序之瑕疵，並蒐集處理

不適任教師之相關案例及答客問彙編成冊或

建置專門網站刊載相關案例，以供各校處理

之參考。 

（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建立列管機制追

蹤處理結果，要求學校應限期處理，並列入

校務評鑑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