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120 期  20200629  教育科技文化篇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8 日（補登）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66248B 號 

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部  長 潘文忠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之教師專業審查會（以下簡稱專審會），

調查、輔導、審議下列案件： 
一、 學校申請案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申請處理本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案件。 
二、主管機關提交案件：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交之案件。 

第 三 條  專審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任期二年，由主管機關首長就行政機關代表、教

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全國或地方校長團體代表、全國或地

方家長團體代表及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聘（派）兼之，並指派一人為召集人

及擔任會議主席。 
   專審會委員中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時，不在此限： 
一、 專審會委員總數為十一人時，教師會推派之代表為五人，並由主管機關首長

就其建議之法律專家或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名單中遴聘一人。 
二、 專審會審議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交之案件，涉及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時，主管機

關應另行增聘教育學者、法律專家或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至

教師會推派之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為止。增聘之委員，於審議本

款案件時，始具委員資格；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教師會推派之代表，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專任教師六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不適任教師審議

小組或專審會之委員。 
(二) 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教師會頒發教學專業相關獎項。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120 期  20200629  教育科技文化篇 

 

(三) 曾任主管機關依法令所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及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群科中心之研究教師、完成該學科或群科專業知能培訓之種子教師，

或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二、教育部培訓之調查專業人員及輔導專業人員。 

   專審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 四 條  專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委員以行政機關代表身分擔任者，得指派代理人

出席；受指派之代理人，列入出席人數，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非屬行政機關代表之委員，於任期中經專審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三次或因故無法執

行職務者，由主管機關解除其委員職務，並依身分別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日為止。 
   教育部應辦理主管機關專審會委員專業知能研習。 

 
第 二 章  學校申請案件之處理 
第 五 條  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學校應於知悉後五日內召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

下簡稱校事會議），決議由學校自行調查或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專審會調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專審會應不予受理，並由主管機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學校： 

一、申請文件、資料不全或程序不完備，經通知學校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經學校調查完竣，復申請專審會調查。 
三、非屬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之案件。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或補正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學校是否受理。 
   第一項申請學校，教師為合聘教師時，為主聘學校。 
第 六 條  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自第十二條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人才庫）之調查員名單中遴

選三人或五人，組成調查小組。 
二、 教師、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查及提供資料；教師為合

聘教師時，從聘學校相關人員亦應配合及協助。 
三、 教師與學生、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

對質。 
四、 就學生或檢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

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 檢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調查者，視為撤回檢舉；必要時，調查小組得依

職權或依教師之申請繼續調查。 
六、 依第二款規定通知教師、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配合調查及提供資料時，應

以書面為之並記載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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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三十日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

逾三十日，並應通知學校。 
八、 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專審會審議；審議時，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

席說明。 
   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專審會案件之所有人員。 
第 七 條  調查小組之調查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專任教師六年以上，且完成教育部辦理之調查專業知能培訓，並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主管機關性平會、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或專審會之委員。 
(二) 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教師會頒發教學專業相關獎項。 
(三) 曾任主管機關依法令所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及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群科中心之研究教師、完成該學科或群科專業知能培訓之種子教師，

或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二、教育部培訓之調查專業人員。 

   本辦法施行後受理之案件，其調查員資格，應符合前項規定。 
第 八 條  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除第二款決議外，並應作成結案報告

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一、 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

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二、 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由專

審會輔導。 
三、 教師無前二款所定情形，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

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四、教師無前三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前項第一款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其情形如下： 
一、經專審會認定因身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 
二、 因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由，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導，認輔導改善

有成效後，經專審會認定三年內再犯。 
第 九 條  專審會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輔導，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自第十二條人才庫之輔導員名單中遴選三人或五人，組成輔導小組；輔導小

組之輔導員，應至少包括具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資格各一人。 
二、 輔導期間，輔導小組應召開輔導會議、入班觀察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輔導教

師改善教學情形；輔導小組並得請求提供醫療、心理、教育之專家諮詢或其

他必要之協助。 
三、 輔導小組進行輔導時，教師及其服務學校應予配合；教師為合聘教師時，從

聘學校亦應配合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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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期間以二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一個月，並

應通知學校。 
五、 輔導期限屆滿應製作輔導報告，提專審會審議；審議時，輔導小組應推派代

表列席說明。 
六、 專審會審議輔導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並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

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一) 教師經輔導改善無成效，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二) 教師經輔導改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

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前項第六款第一目經輔導改善無成效，其情形如下：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輔導。 
二、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次數未達三分之二或不配合入班觀察。 
三、其他經輔導小組認定輔導改善無成效之情形。 

第 十 條  輔導小組之輔導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專任教師六年以上，且完成教育部辦理之輔導專業知能培訓，並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 曾獲主管機關或全國教師會頒發教學專業相關獎項。 
(二) 曾任主管機關依法令所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及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群科中心之研究教師、完成該學科或群科專業知能培訓之種子教師，

或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二、教育部培訓之輔導專業人員。 

   本辦法施行後受理之案件，其輔導員資格，應符合前項規定。 
第 十一 條  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經學校自行調查，認有輔導改善之

可能，應由校事會議決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專審會應不予受理，並由主管機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學校： 

一、申請文件、資料不全或程序不完備，經通知學校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經學校調查完竣，認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復申請專審會輔導。 
三、經學校輔導完竣，復申請專審會輔導。 
四、 因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由，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導，並認輔導改

善有成效後，三年內再犯。 
   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或補正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學校是否受理。 
   第一項申請學校，於教師為合聘教師時，為主聘學校。 
   專審會受理後，應依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教育部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前，建立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由

教育部專審會審查確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資格之人員。 
   教育部應定期更新人才庫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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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庫人員，有違反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或有其他不適任情形，致其認定

事實顯有偏頗，並由教育部所設專審會審查確認者，應自人才庫移除之。 
   人才庫人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本辦法施行前已成立之人才庫，其調查員或輔導員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者，

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前完成調整。 
第 十三 條  專審會審議調查、輔導及結案報告，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其他事項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審議通過。決議時，依法迴避之委員不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委員人數。 

 
第 三 章  主管機關提交案件之審議 
第 十四 條  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形，學校教評會未依規定召

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命學校於一定期間內審議或

復議。 
   前項教評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之情形如下： 

一、學校未提交教評會審議。 
二、 經學校合法通知召開會議，連續三次未達法定出席人數，無法召開會議或無

法決議。 
三、教評會無法組成或組織、決議違法。 
四、其他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之情形。 

   學校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間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專

審會審議，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第 十五 條  專審會審議主管機關逕行提交之案件時，於教師涉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情形，必要時，得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調查、輔導；於其他

規定情形，得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調查。 
第 十六 條  專審會審議主管機關逕行提交之案件時，應依下列方式審議通過；其決議視同教

評會之決議： 
一、 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二、 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

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

通過。 
三、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形者，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但前經專審會依第十五條規定調查屬實者，

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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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十八條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審議通過。 
   主管機關應於專審會決議後，將決議通知學校，學校應依專審會之決議辦理。 
第 十七 條  專審會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議，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學校之效

力；關係機關或學校應依決議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追究責任，並作為扣減或停止部

分或全部獎勵、補助或其他措施之依據。 

 
第 四 章  保密、迴避及救濟 
第 十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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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迴避，應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同一案件之調查員與輔導員，不得為同一人。 
第 十九 條  教師對調查報告、輔導報告、結案報告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專審會決議有異議者，

僅得於對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 

 
第 五 章  附則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組成調查小組或輔導小組之案件，應處理至完成調查報告或輔

導報告後，依本辦法規定程序繼續處理；其他案件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應依本辦法

規定程序處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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