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0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9 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089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1 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

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第二章 任用資格 

第 三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體能，應與擬

任職務之種類、性質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主管人員之任

用，並應注重其領導能力。 

第 四 條 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

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

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小學一

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設附屬國

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五 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

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

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中學一

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院、

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

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

工作年資。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其兼任高級

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

行政工作年資。 

第 六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



 

 

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中

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

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各

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且應持有中

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

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民族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或

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藝術或其相關科、系(所、學程)教師二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

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文化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六條之一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

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

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

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至少三年，及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七 條 (刪除) 

第 八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四)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第 九 條 (刪除) 

第 十 條 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以具有博士學位，並曾任與擬任學院

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職務合計六年以上

者充任之。 

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殊專業需求，

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十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校長，或經

公開甄選儲訓合格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

條、第五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用人員儲訓作業者，其儲訓合格之人員，亦同。 

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任至任期屆

滿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或董

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至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者，其校長聘任資格得依修

正前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師範專科學校、院長，除應具備本條例相關各條規定之資格外，

並以修習教育者為原則。 

第 十二 條 國民小學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 

二、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學系、或教育學院、系畢業者。 

三、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十三 條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 

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 

四、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十四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

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並經教育部審查其著作合格者，

始得升等；必要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或升等，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第 十五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助教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二年以

上；或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 十六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十六條之一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

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十七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十八 條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第 十九 條 在學術上有傑出之貢獻，並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

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者，得任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教師，不受前四條規定之限制。 

第 二十 條 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專業科目、技術科目、特殊科目教師及稀少

性科技人員之資格，由教育部定之。 

在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幼教系及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前已考進師

範學院進修部幼教系肄業之師範生，參加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甄試，其教育學科及學

分之採計，由原就讀之師資培育機構依實質認定原則處理之。 

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錄取未獲介聘，符合前項規定者，應比

照辦理。 

第二十一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依其職務類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並辦理銓敘審查。 

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原有關法令規定，並得在

各學校間調任。 

各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具有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法定任用資

格者，依現職改任換敘；其改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學校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之任用，分別依照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公立學校職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二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職務等級，準用各級

學校教師之規定。 

前項機構一般行政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之一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序及聘期，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任用程序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其程序如左：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由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合格人員中，提

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 

二、專科學校教師經科務會議，由科主任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

任。 

三、大學、獨立學院各學系、研究所教師，學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後，由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徵人員提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

報請校長聘任。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除專科以上學校由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外，其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二十七條 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除依法兼任者外，應就合格人員以公開方式甄選之。 

中等學校教師，除分發者外，亦同。 

第二十八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程序，除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依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外，由校長

就合格人員中任用，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第二十九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由各該首長遴選合格人員，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任。 

第 三十 條 學校教師經任用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報請該管縣(市)政府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三、直轄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市教育局審查。 

四、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之大學附屬中、小學及國立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

學校層轉所在地區之省(市)教育廳(局)審查。 

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審查、登記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三十條之一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

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

構研究人員原依本條例聘任者，得比照辦理。 

第四章 任用限制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

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之

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

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足

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關及

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

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免職

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第三十二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其具有各該親

屬關係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

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第三十三條 有痼疾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己屆應即退休年齡者，

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第三十四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第三十四條之一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情事，經服

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辦理留職停薪。 

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準用之。 

第五章 任 期 

第三十六條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其任期應依相關法規規定。 

前項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證書者，得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下列規定回任教師： 

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行回任原校教師。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類學校法律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中等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三十八條 學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大事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外，

不得解聘。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不得辭聘。 

第三十九條 (刪除)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十 條 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表，由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等、職等及職

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第四十一條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宗教研修學院校

長，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

以上者充任之。 

第四十一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遴選、介派(聘)、遷調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