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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為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提昇教師專業地位、疏解教師糾紛、促進

校園和諧，自民國 84 年起於教師法中建構教師申訴之特別救濟制度，

不論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教師本於其身分，其依相關法令所享有之法定

權益若遭受到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的侵害時，均得依教

師法提起教師申訴請求救濟。運作迄今，已將近十五年，而制度運作所

依據的相關法令之建立是否完備？教師申評會在實務運作上所遭遇的困

難為何？所採取的因應或變通的作法是否妥當？又依目前世界先進國家

之立法趨勢，已少有限制人民組織工會者，我國全國教師組織團體亦透

過各種管道積極要求主張修正工會法，將教師納入，並適用勞動三法，



如將來立法允許教師行使勞動三權，教師申訴制度應如何配合調整修

正？教師申訴制度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為何？改革教師申訴制度時如何

調整其與訴願之關係？探討目前教師法修正草案採取與訴願分流妥當性

及教師申訴改為一級制之可能性？如何重新定位我國教師申訴制度？等

等均為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 本文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實

務運作現況觀察為基礎，結合法制規範研究，就教師申訴制度進行全面

性之研究與檢討，並對於教師申訴制度未來改革可能的方向提出看法及

實務上可採行之因應之道。 本文發現，現行教師法及評議準則之規範並

不充足，仍有許多疏漏之處，實務上，為解決實際運作所遭遇之困難，

雖然自行發展或透過法解釋方法而有若干因應或變通作法，以填補規範

上之漏洞，然其補充尚有不足，有些實務作法亦值商榷，以致現行教師

申訴制度實務運作上仍有諸多缺失尚待改進。而實務運作問題中，其中

又以教師申訴與訴願之程序上關係不明造成實務運作上之困擾最為嚴

重，且學者間之意見亦頗為分歧。 教師申訴制度運作迄今，已有改革之

必要，改革的方向在與訴願關係之調整部分，將來若教師法修正草案經

立法審議通過，行政處分將成為教師申訴制度與訴願制度之分野之核

心。又目前工會法修正草案准許教師組工會，行使勞動三權，並得本於

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得行使團體協約權、爭議權，其與教師法

所規範之教師申訴制度相關之教師權益事項之救濟與保障之調整，本文

認為就立法政策而言，應將教師勞工對於權利事項之爭議事項全部回歸

教師法有關教師申訴制度處理為宜。 本文研究結果，希能供相關學術研

究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進行我國教師申訴制度改革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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