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95 年 6 月 8日台學審字第 095008416C 號令修正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強化專科以上學校學術自主責任、發展學

校自我特色及順應國際潮流，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

十四條第二項及教師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為加速推動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本部得逐年採分級與分

階段方式，部分授權（以下簡稱部分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

格。 

    前項所稱部分授權，指將部分等級教師或依本條例第十六條至第十八

條各款及第三十條之一不同規定送審者，分別授權大學、獨立學院（以下

簡稱大學校院）或專科學校自行審查。 

    第一項部分授權時程與範圍，由本部公告之。 

三、  大學校院教師資格審查制度完備，運作健全，著作、技術報告與作品

（以下簡稱著作）送審通過情形及師資結構良好者，本部得全部授權其自

行審查教師資格。 

    前項所稱全部授權，指各等級教師資格均由該學校自行審查。 

四、    本部全部授權大學校院自行審查 教師資格之授權基準如下： 

（一） 著作送審通過比率： 

近四年內以著作送審人次 通過比率（％） 

三十五人次以上 七十﹪以上 

二十一至三十四人次或四年以上累計達

二十人次 
七十五﹪以上 

四年或四年以上累計達十五至十九人次 八十﹪以上 

（二） 專任師資結構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 專任教師中（不含助教）合格教授所占之比率，原則上不低於百分

之二十。 

2. 專任合格教授超過五十人。 

3. 近四年教授送審通過者占總送審人次之百分之五十。 

4. 專任合格教授所占比率超過百分之十五，且教授與副教授合計超過

百分之六十以上。 

（三） 制度運作： 

1.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之組成及運作情形良好。

2. 已訂定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評量基準及所占之權重或通過門

檻。 

3. 針對著作評審已建立外審制度。 

4. 針對現有師資結構及陣容尚不理想之系所，其教師評審已有嚴謹之

管制。 

  



5. 已建立教師評鑑及教學研究獎勵制度，運作顯見績效。 

6. 已建立教師申訴制度，且運作情形良好。 

　 　 　前項第三款各目規定及運作，應符合司法院釋字第四六二號解釋。 

五、　  本部每年八月統計著作送審通過比率達到全部授權基準之大學校院，

由學審術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審會）委員及專家學者赴學校訪視評鑑

相關制度運作情形後，依訪視綜合評述意見，循行政程序簽呈決定是否授

權，並提學審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常會）備查。 

六、  經本部全部授權自行審查教師資格之大學校院，先予三年之觀察期，

三年期滿根據抽查複審及評鑑結果，依訪視綜合評述意見，循行政程序簽

呈決定是否正式授權自審教師資格，並提常會備查。 

七、    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之審查原則如附件一。 

八、  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其教師年資起計核算方式如下： 

（一） 新聘教師： 

1. 聘期開始三個月內，檢附審定教師人數統計表（附件二）、教師審

查名冊（附件三）及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報本部審定教師資格者，

以起聘年月起計年資。 

2. 未符合前目規定者，依學校報本部年月起計年資。 

3. 因情形特殊，學校未能及時於起聘三個月內審查完竣，經專案報本

部備查者，准予依聘約所載之開始年月起計年資。 

4. 持國外學歷送審教師資格者，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歷送審教師

資格作業須知相關規定採計年資。 

（二） 升等教師： 

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內檢附審定教師人數統計表、教師審查名冊及教師

資格審查履歷表報本部審定者，以該學期開始之年月（八月）起計

年資；學年度第二學期內檢附前述資料報部審定者，以該學期開始

之年月（二月）起計年資。 

2. 因情形特殊，學校未能及時審查完竣，經專案報本部備查者，准予

依備查學期之開始年月起計年資。 

九、   經本部授權自審教師資格之專科以上學校，如因審核疏忽致本部誤發

教師證書者，本部得追回其證書，並由學校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本部並得

定期評鑑學校辦理之績效，如經本部評鑑認定審查作業有缺失者，應要求

學校改善；改善未見效果者，經學審會常會審議通過，得停止授權其自行

審查教師資格之全部或一部。 

 

 

 

  



附件一 

專科以上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審查原則 

教師資格審查項目 類別 審查原則 

以本部已建立參考名冊地

區 之 國 外 大 學 校 院

Master、Doctor 學位或文

憑送審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

須知及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歷送審

教師資格作業須知自行審查。研究成

績並應辦理實質審定（含外審）。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六條第

一款、第十六條之一第一款送審

者。 

以本部尚未建立參考名冊

地 區 之 國 外 大 學 校 院

Master、Doctor 學位或文

憑送審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

須知及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歷送審

教師資格作業須知自行審查。持國外

Master 學位或文憑者，並應以其學術

實際成就，審查認定是否具講師資

格；持國外 Doctor 學位或文憑，並應

以其專門著作，審查認定是否具助理

教授資格。 

  



1. 如國外修業期限未達規

定，原需以其學位論

文、專門著作或作品經

學校初審後，報本部複

審者。 

2. 原以學位論文、專門著

作或作品實質審查其教

師資格未獲通過，另提

著作或作品送審者。 

3. 經常會決議需以論文、

專門著作或作品審查認

定者。 

比照依教育人員任用例第十六條第二

款、第三款、第十六條之之第二款至

第四款、第十七條各款以專門著作（含

技術報告、作品與成就證明）送審。

以國外 Master、Doctor 以

外學位或尚未建立採認名

冊文憑（如歐洲藝術文

憑、Licence）送審者。 

專案報本部審查。 

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六條第

二款、第三款、第十六條之一第

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十

八條，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

作品與成就證明）送審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專科以上學校藝術教師以作品及

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

資格作業要點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送審作業須知自行審查。 

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19 條送審

者。 

 應審查送審者之經歷及專門著作，其

專門著作之審查應符合以專門著作

（含技術報告、作品與成就證明）送

審之規定。審查通過後，將相關專門

著作、審查資料及學術上特殊貢獻等

文件送本部提學審會全體委員會議決

議。 

四、送審著作抄襲或剽竊案之處理 著作、技術報告或作品抄

襲案。 

依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理原則授

權學校自定規定審查認定後，再將處

理程序、結果及處置建議報送本部。

 
 
 
 
 

  



附件二 

（校     名）  學年度第  學期審定教師人數統計表 

學位審查 著作審查 
教師等級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合   

計 
備       註 

教  授       

副 教 授       

助理教授       

講  師       

合  計     

         人事主管：            承辦人： 

 

註：自審學校與非自審皆適用。 

 
 

  



附件三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 專門著作 ）  

升等新聘：    

資料起日：      

資 料迄日：      

製表日期： 

製表時間： 

編號 姓名 審查等級 代 表 著 作 名 稱 
專兼 

任別 

送審等級

起聘年月

送審

年月
備註

                                    

                                    

                                    

                                    

                                    

                                    

                                    

                                    

                                    

                                    

合計：資料筆數 筆 

 
1. 本表為自審與非自審學校均適用。 

2. 「送審年月」、「送審等級起聘年月」均以民國計年。 

註： 

3. 附送「迴避參考名單」者請於「備註」欄註記「*」。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 文憑送審 ）  

升等新聘：  

資料起日： 

資 料迄日：  

製表日期： 

製表時間： 

編號 姓名 審查等級 學  歷 
專兼 

任別 

送審等級 

起聘年月 

送審 

年月 

學校審 

查結果 
備註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學校) 

      (系所) 

  (年月)  (學位)  

       

合計：資料筆數  筆  

 
1. 本表為自審與非自審學校均適用。 

2. 「送審年月」、「送審等級起聘年月」均以民國計年。 

3. 「學校審查結果」一欄，請填列國內外學位查證結果，如查證屬實者請填「核符」，經查證無

法認定者，請填「待符」。 

註：

4. 附送「迴避參考名單」者請於「備註」欄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