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聘任程序」的比較 

何謂「聘任程序」？前面已敘及，所謂「聘任程序」是指學校或

政府讓一個具有聘任資格的人成為教師的過程，包括由誰建議以及誰

有聘任權等的實質性規定。簡單地說，就是高等學校把優秀教師延攬

進入學校服務的整個過程。再進一步說，就是「聘任主體」找優秀的

「聘任客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維繫學校生生不息的重要程序，沒

有這個程序，學校的人才會形成斷層，或者會青黃不接，影響重大。 

本章分為三個節次敘述。第一節先說明台灣地區的聘任程序，接

者在第二節說明大陸地區的聘任程序，最後由第三節再歸納兩岸的比

較。 

 

第一節  台灣高校教師的聘任程序 

台灣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程序，在「教師法」以及「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都有相關的規定。甚至於「大學法」、「專科學校法」中也訂

有相關規定。茲臚列其各項規定如下： 

 

一、 「教師法」的相關規定1 

第十一條第三項：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

之規定辦理。」 

 

二、 「大學法」的相關規定2 

                                              
1教育部編印，《高等教育法規選輯》（台北），民國九十一年元月發行，頁 26-38。 
2同附註 1，頁 1-11。 

 115



 

（一）、第十九條： 

「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

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

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關法律

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 (所) 務會

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二）、第二十條： 

「大學設校、院、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

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等事宜。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由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

之。」 

 

三、 「專科學校規程」的相關規定3 

第二十一條：「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掌為評審有關教師

之聘任、升等及學術研究等事項。」 

 

四、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相關規定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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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H0040002。 
4同附註 1，頁 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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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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三十條： 

「學校教師經聘任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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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四十一條：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

規定。」 

 

五、 其他相關規定 

在第四章中，研究者以正規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專業及技

術教師）以及編制外的短期教學人員三類人員，來說明台灣地區高等

學校教師的聘任資格。同樣的，在分析說明台灣高等學校教師的「聘

任程序」的時候，也有必要就正規教師以外的其他兩類人員的規定加

以注意，才不會疏漏。 

（一）、專業技術人員 

這類人員的聘任程序規定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發布的「大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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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5其相關規定如下： 

1、第八條： 

「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各校初聘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應於聘任後三個月內，列冊送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備查。」 

2、第九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聘期及升等有關事項，由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其辦法由各校定之。」 

（二）、編制外的短期教學人員 

這類人員的聘任程序規定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發布的「國

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中。該原則規定這類短期教學人員的遴聘資格、聘任程序、送審及升

等均比照一般專任教師之規定。 

 

六、 台灣「聘任程序」的總整理 

依照以上有關法規的規定，台灣的高等學校要延攬一位教師的程

序可濃縮成為以下幾個步驟： 

（一）、首先將職缺（含所需條件）公開。 

（二）、系主任將合格的應徵人選提送系、院、校的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報請校長聘任。 

（四）、報送教育部（限於正規教師）或自審教師資格。 

（五）、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限於正規教師） 

 

                                              
5同附註 1，頁 1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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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陸高校教師的聘任程序 

大陸現行相關的聘任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教師資格條例」、「教師資格條例實施辦

法」等，其中關於「聘任程序」的規定，並不具體，唯一的規定僅見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十七條：「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應當

逐步實行教師聘任制。教師的聘任應當遵循雙方地位平等的原則，由

學校和教師簽訂聘任合同，明確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高等學校實

行教師聘任制。教師經評定具備任職條件的，由高等學校按照教師職

務的職責、條件和任期聘任。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應當遵循雙方平

等自願的原則，由高等學校校長與受聘教師簽訂聘任合同。」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程序」缺乏統一的作業規範，因

此，通常是由各校制訂自己的程序性規定。研究者以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以及復旦大學等的實例加以整理，發現各校作法也頗不一致。 

 

一、 北京大學的作法6 

（一）、個人根據學校的「崗位類別」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應檢附必要資料（包括：推薦信、學位證書複印

本、健康證明、其他證明資料） 

（三）、院系成立「聘用委員會」由申請人到會做一次「學術報

告答辯會」。 

（四）、「聘用委員會」對申請人進行初步審核。 

（五）、「聘用委員會」如通過錄用申請人，應起草「綜合報告」。

綜合報告的內容應包括：聘任崗位說明、申請人的優勢

                                              
6詳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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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院系可提供的必要條件、院系擬安排的工作任務。 

（六）、由學校與錄取的老師簽訂合同。 

 

二、 清華大學的作法7 

（一）、為保證進人質量，所需人員應廣開渠道，一般按照「公

開招聘、全面考核、擇優錄用」的原則進行招聘。  

（二）、公開招聘的辦法： 

1、 各單位所需人員的崗位、人數、招聘範圍、招聘方式，須

報學校審批。  

2、 招聘資訊由人事處匯總公佈。  

3、 由學校或招聘單位組織的招聘考核小組，對應聘人員從

德、智、體諸方面進行全面考核，嚴格掌握標準。 

4、 招聘要堅持擇優錄用的原則，確定人選時要有足夠的選擇

餘地。  

（三）、公開招聘後錄用人員的審批許可權： 

1、 錄用外校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必須將考核情況和單位意

見（附畢業生材料）報人事處審批。  

2、 錄用留學回國博士或博士後出國人員，用人單位交其考核

材料和單位意見報人事處審核，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審批。  

3、 調入人員如對學校無住房要求的，用人單位將其考核材料

及單位意見報人事處審核，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審批。  

4、 上述1、2、3點以外的人員錄用審批許可權仍維持不變。  

（四）、應注意的問題： 

1、 招聘畢業生應在學校通知的期限內完成，招聘畢業生計畫

                                              
7詳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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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般不得突破，招聘畢業研究生的計畫數一般不可隨意

改為招聘本科畢業生，畢業生中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北京

生源的畢業生。 

2、 儘量避免錄用造成兩地分居的人員。 

3、 應聘人員若系校內教職工親屬，應注意實行親屬回避。 

4、 京外調幹人員一般應有副高級職務，年齡一般應在五十歲

以下；確有特殊專長的年齡可適當放寬。 

5、 新進校的教職工一律簽訂《清華大學聘任合同書》，聘期三

至五年。 

 

三、 復旦大學的作法8 

（一）、本人向有關院、系（所）提出書面申請，同時須提供下

列材料: 

1、 個人基本情況(含學習及工作簡歷，必要的證明材料和學位

證書複印件)。 

2、 能反映本人學術水平的有關材科。 

3、 配偶及子女基本情況。  

（二）、經擬聘院、系（所）初審同意後，申請者可填寫《招聘

博士、博士後情況登記表》。 

（三）、由擬聘院、系學術委員會對申請者進行面試,經審議通過

後，由用人單位向人事處提交院系學術委員會主任、系

主任、總支書記共同簽名的書面報告，並附申請者所提

供的全部材料。 

（四）、人事處人才引進辦公室負責審核和匯總材料，報請主管

                                              
8詳見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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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審批。 

 

四、 大陸「聘任程序」的總整理 

大陸高校教師的「聘任程序」僅由中央法律作原則性的簡單規

定，至於細部的作業程序規範，通常是由各校自己制訂。根據以上幾

所大陸知名大學的作法，發現有關的程序可化約為以下的若干步驟： 

（一）、學校對外發布崗位（職缺）情形。 

（二）、申請者檢附材料（包括：推薦信、學位證書複印本、健

康證明、其他證明資料）向有關的院、系（所）提出書

面申請。 

（三）、經擬聘的院系所初審同意。 

（四）、由擬聘的院系「學術委員會」（或「聘用委員會」、「招聘

考核小組」等類似組織）對申請者進行面試。 

（五）、由用人單位（即擬聘的院系所）向人事單位提交相關書

面報告或材料。 

（六）、人事單位審核、匯總材料後，報請主管校長（或主管人

事的副校長）審批。 

（七）、由學校審核後報請學校所在地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認定

教師資格，並頒發教師資格證書。 

其實以上的幾項步驟各校之間也有出入，比如說，北京大學決定

錄不錄用申請者，是在「聘用委員會」中決定，不是像清華大學、復

旦大學交由校長或副校長來審批。另外，清華大學甚至對於北京地區

畢業生訂有優先錄用的規定，是聘任程序中的一個特例。 

 

第三節  兩岸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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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高等學校教師在「聘任資格」方面的規定，研究者已經在前

面兩個節次中分別加以說明了。為了進一步作比較分析，本節再就兩

岸規定的特色給予闡明，以便藉由對特色的瞭解，再進行異與同的比

較。 

 

一、 「聘任程序」的特色 

所謂「聘任程序」是指學校或政府讓一個具有聘任資格的人成為

教師的過程，包括由誰建議以及誰有聘任權等的實質性規定。聘任過

程如果顯得封閉，可能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決定，則進用人員可能徇

私，對於人才延攬的功能會大打折扣。因此，程序的規定是否周密、

聘任過程中有無民主參與管道的設計等等，都是研究「聘任程序」時

不可忽視的重點。為了便於比較，以下先就兩岸「聘任程序」的特色，

分別說明。 

（一）、台灣的特色 

台灣地區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程序」，與它的「聘任資格」的

情形類似，同樣是以法規明訂為原則的。因此，不論是正規教師，還

是其他如「專業技術人員」或是短期的教學人員，都以全國一致性的

規定出現在中央政府制訂的法規中作為規範。 

由中央政府統一制訂規範，象徵著全國有統一的作法，各校的差

異比較屬於枝節性的細部規定，不會影響整體的運作。大體來說，「聘

任程序」的精神，在體現「公開、公正、公平」的大原則。 

因為要「公開」，所以各校的職務出缺，第一道要求就是「於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見「大學法」第十九條或「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當然「大學法」以及「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的這個規定性質上是屬於宣示性的，所以，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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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符合「公開」原則的作法，比如說在各機關的網路上公告相關訊息

等，也被認為是符合「聘任程序」的。 

為了要符合公正、公平的要求，台灣「聘任程序」的機制設計成：

各學校聘任教師要經過所謂「三級三審」的過程。以專科學校而言，

正式規定是這樣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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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專科學校在組織上只有「科」、「校」

二級，而「科」這級沒有教師評審委員會的設置（所以以「科務會議」

取代）。儘管如此，在聘任的程序中這已經就儘量要求做到公正與公

平的原則了。再從大學的層級來看，這「公平、公正」的要求顯然就

更具體了，以「大學法」第二十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第三款的規定為例，可知大學校院的教師是由系主任或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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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聘任的，這就是所謂「三級三審」的意思。 

「三級三審」的精義，強調的是學校聘任一位教師需要同時得到

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在專科勉強只有兩級）的通過，任何一級有

不同的決定，這個聘任案就不成立。以進用新進教師為例，系主任（或

人事單位）將缺額公開後，所有的人選先要經過系教評會決議通過（依

各校規定的不同，同意票超過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者就算

通過）之後依序同樣提到院教評會、校教評會，如都獲得決議通過，

最後報請校長聘任，這樣才算合法有效的完成一個聘任程序。 

（二）、大陸的特色 

大陸高校教師的「聘任程序」，與台灣地區不同，它沒有統一的

規定，完全由各校自訂自己的規定。這個制度的優點是，各校可以發

展自己的學術風格，但缺點可能會發生學校讓少數人壟斷聘任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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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在整個用人過程中，略能顯現民主參與機制的部分，是某些學校

也有成立小組或委員會來公正品評候選人。但大陸目前一般高等學校

雖已有類似的作法，卻沒有訂在國家的相關法規中作強制的要求，這

與台灣的「三級三審」過程似乎差距甚大。 

另外一個大陸聘任程序顯現的特色，是許多高等學校在過程中，

都要求應徵者要提送專家推薦意見表或推薦信（在北京大學甚至規定

至少要提供三個推薦信），目的在讓校方能夠多方瞭解應徵者的學術

水平。 

還有大陸因為是一黨獨大的國家，因此，在聘任過程中代表黨組

的領導的審批權仍是影響用人相當大的一個程序，但這不是一個可公

開的程序，所以，其運作情形不容易有資料可資研究。惟依照范利民

先生在「中共高等教育體制之取向」一書中的說法，迄今多數大陸高

等學校已採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組的角色益形突出而

重要。高校設有黨委員會，系設黨總支委員會，下設支部，支部之下

再設小組、學生支部小組等。學校黨委會的職權實際上是凌駕在校務

委員會之上，不但有權領導校務，並且有權領導校內的其他組織。這

些政工系統的主要職掌之一就是主管人事，因此，大陸高等學校教師

聘任程序中，黨委領導的審批或認可是免不了的一個程序9。 

 

二、 「聘任程序」的異與同 

瞭解了兩岸高等學校教師聘任程序上的特色，進一步再來做個比

較，會顯得更有意義。首先就兩岸的相似之處分析比較如下： 

                                              
9范利民，『中共高等教育體制之取向』，（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6年11月初版，

頁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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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似之處 

任何機關團體，它制訂聘任程序，講求的通常都是公平、公開、

公正的原則。所以，兩岸高校的聘任程序同樣也都追求「公平、公正、

公開」的要求。除此而外，兩岸聘任程序的相似處，不外乎以下數端： 

1、 一般的作業流程相當類似。大概可簡化為：公開職缺、出

缺單位初審後提到學術委員會（或小組）考評、校長聘任、

審定教師資格、核發教師證書等五大步驟。 

2、 兩岸聘任程序同樣以用人單位公告職缺為起始點，而以發

給「教師證書」為最終程序。 

3、 兩岸都成立學術性的編組來參與審議工作，以保客觀與公

正。 

（二）、相異之處 

至於兩岸不同的地方，經整理說明下： 

1、 台灣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程序有專法規定；但大陸並無專

門法規加以規範，由各校自行規定。 

2、 台灣的應徵者無須檢送推薦信；而大陸的學校則一般都要

求應徵者提供推薦信。 

3、 台灣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過程中訂有「三級三審」的繁複

程序；但大陸無具體規定，通常由學校視需要組成「學術

委員會」（或「聘用委員會」、「招聘考核小組」等類似組織），

以對申請者進行面試。 

4、 台灣的用人形式上決定權是校長，實質決定權則落在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上；但大陸的「學術委員會」（或「聘用委

員會」、「招聘考核小組」等類似組織）只有建議權，實質

的審批權則不一定，有些學校由校長審批，有些則由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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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審批，不一而足。 

5、 台灣的聘任程序屬於校內自主的過程，不會有來自於校外

的干預；但大陸高等學校教師的聘任程序，則仍難擺脫來

自於黨體系的影響，甚至是必須由黨組織作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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