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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新修正教師法暨其子法法制運作專業實踐研習

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教師法自民國 84 年 8 月 9 日公布實施以後，迄今已歷經 15 次之法制修正，民國 108

年 3月啟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教師法修正案 ，相關法制程序已有修正變動，並涉

及教師工作權及審議程序之變更，可謂是歷來修正幅度與修正工程最大的一次修法，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一員，對於此次教師法修正內容之改變，以及修正後所產生的影響，

應該要有所理解與關心。 

二、新修正教師法除教師聘任法制之變革，除將不適任教師類型化外，並規範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簡稱：教評會）處理程序及運作機制，並擴及程序上學校未依規定召開、

審議或決議案件處理程序，增加處理的複雜度。 

三、再則，新修正教師法對於疑似教學不力不適任教師處理，將原「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中援引「美國教師同儕協助與審查方案」（Peer 

Assistance and Review, PAR）制度所設置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下稱：專審

會)法制化，以協助學校處理教師疑似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案件，亦連動教評會的

決議機制，此即涉及縣市政府設置專審會的運作機制，學校教評會審議教師相關案件，

亦可送縣市政府依法設立之專審會進行審查。並增列主管機關提交案件之審議工作，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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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敘

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學校仍未依法審議或復議，主管機關敘明理由提交專審

會審議原學校教評會應審議案件。 

四、爰此，為深化各學校教評會委員及教師對教師法授權子法的認識及其對於擔任委員之

權責有正確理解、對教育相關法令有明確認知，於審議學校教師案件之行為樣態時，

方能兼顧程序與實質正義，做出正確判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擬具「111學

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暨其子法法制運作專業實踐研習」計畫，期能邀請擔任學校教評會、

縣市及國教署專審會委員者，共同研討並參與新修正教師法法制運作專業實踐之研習，

期能協助教評會及專審會委員正確認知新修正教師法之規範變異與影響，及審議教師

相關聘任案件之相關法制程序，應注意之程序正義與專業知能之累積。 

 

貳、計畫目的： 

一、 協助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或具有學校教評會委員身分之教師，了解教評會及教師法授

權子法的法律程序及定位、委員應承擔之權責，並釐清委員的角色與任務。 

二、 透過討論與實作，強化個案涵攝及理由之構建深化客觀專業判斷之提出透過處理流

程及實務分析交流，提供各校教評會及相關委員會參照之處理機制，使委員會於審

議教師案件時，能正確理解新修正教師法相關法制，並兼顧程序與實質正義。 

三、 透過研習培育種籽教師，藉此協助學校教評會之運作順暢，避免造成行政程序違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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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三、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所屬縣市教師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暨所屬各地方教師工會、各縣市政府、協助承辦學校。 

 

肆、參加對象及資格：各校教師會理事長或推派之教師代表、學校教評會委員、專審會委 

員、學校教師。 

 

伍、場次及參加人數： 

一、 「教師法重要內涵」研習：每場次 30-80名以上，預計辦理 15場次，共計 750人

次。 

二、 「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研習：每場次 20-30人，預計辦理 6場次，共計 150人次。 

 

陸、辦理方式： 

一、參與人員以公假排代方式參與，以真正落實研習目的及成效。 

二、上午、下午 

 
柒、課程與大綱：(講座由全國教師會統一聘請) 

一、「教師法重要內涵」(上午)場次之課程表： 

時間 項目 主持人(單位) 

8：40－9：00 報到、領取資料 承辦單位 

9：00－9：10 開幕式 縣市教育首長/縣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 

9：10－10：40 

(90分鐘) 
新修正教師法重要內涵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0：40－12：10 

(90分鐘) 

教評會/考核會/校事會議運作

規範與實務探討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2：10 賦歸  

 ◆每場次研習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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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法重要內涵」(下午)場次之課程表： 

時間 項目 主持人(單位) 

13：00－13：20 報到、領取資料 承辦單位 

13：20－13：30 開幕式 縣市教育首長/縣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 

13：30－15：00 

(90分鐘) 
新修正教師法重要內涵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5：00－16：30 

(90分鐘) 

教評會/考核會/校事會議運作

規範與實務探討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6：30 賦歸  

◆每場次研習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 

 

三、「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上午)場次之課程表： 

時間 項目 主持人(單位) 

8：40－9：00 報到、領取資料 承辦單位 

9：00－10：30 

(90分鐘) 
新修正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 縣市教育首長/縣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 

10：30－11：20 

(50分鐘) 
教師任免與審議案例分析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1：20－12：10 

(50分鐘) 
綜合討論及法制疑義研討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2：10 賦歸  

  ◆每場次研習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 

 

四、「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下午)場次之課程表： 

時間 項目 主持人(單位) 

13：10－13：30 報到、領取資料 承辦單位 

13：30－15：00 

(90分鐘) 
新修正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 縣市教育首長/縣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 

15：00－15：50 

(50分鐘) 
教師任免與審議案例分析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5：50－16：40 

(50分鐘) 
綜合討論及法制疑義研討 全國教師會特聘講師 

16：40 賦歸  

◆每場次研習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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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名方式：由承辦縣市教師會或工會申請研習時數，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

名，研習聯絡窗口：楊上慧 02-2585-7528#310。 

 

玖、辦理期程：自 111年 4月 15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拾、經費來源： 

一、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餘由本會會費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如附。 

 

拾壹、本專案經各縣市提出承辦意願並彙整陳報教育部申請核可後公告實施，未盡事宜得

由本會理事長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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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新修正教師法暨其子法法制運作專業實踐研習 

「教師法重要內涵」辦理場次 

序 日期 星期 時段 
辦理縣市教師會/ 

教師工會 
電話 

1 05月 12 日 四  13：00-16：30 屏東縣教師會 08-7342732 

2 05月 18 日 三 13：00-16：30 嘉義縣教師會 05-2167676 

3  05月 25 日 三 13：00-16：30 宜蘭縣教師會 03-9320876 

4 06月 01 日 三 13：00-16：30 
苗栗縣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 

037-472750 

轉 19 

5  06月 07 日 二 08：40-12：10 台南市教師會 06-2089766 

6 06月 08 日 三 08：40-12：10 台南市教師會 06-2089766 

7  08月 01 日 一 13：00-16：30 嘉義縣教師會 05-2167676 

8  9月初 三 13：00-16：30 屏東縣教師會 08-7342732 

9  10月 12 日 三 13：00-16：30 新竹市教師會 03-5269404 

10 10月 12 日 三 13：00-16：30 嘉義縣教師會 05-2167676 

11  10月 19 日 三 13：00-16：30 台中市教師會 04-23202148 

12  10月 20 日 四 13：00-16：30 
苗栗縣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 

037-472750 

轉 19 

13  10月 26 日 三 13：00-16：30 宜蘭縣教師會 03-9320876 

14  12月 28 日 三 13：00-16：30 宜蘭縣教師會 03-9320876 

15 確認中     屏東縣教師會 08-7342732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查詢及報名，或洽詢各縣市教師會/

教師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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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新修正教師法暨其子法法制運作專業實踐研習 

「教師法制度變革解析」辦理場次 

序 日期 星期 時段 
辦理縣市教師會/ 

教師工會 
電話 

1 09月 20 日 二 13：00-16：30 嘉義縣教師會 05-2167676 

2 09月 28 日 三 13：00-16：30 宜蘭縣教師會 03-9320876 

3 10月 05 日 三 08：40-12：10 台南市教師會 06-2089766 

4 11月 16 日 三 13：00-16：30 宜蘭縣教師會 03-9320876 

5 12月 09 日 五 13：00-16：30 台中市教師會 04-23202148 

6 確認中      
苗栗縣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 

037-472750 

轉 19 

詳細課程資訊請上「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查詢及報名，或洽詢各縣市教師會/

教師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