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聘任限制」的比較 

在聘任教師的過程中，政府或學校為了選用優秀的人員，除了要

求必須具備一定的正面條件（即本文所稱的「積極資格」）外，通常

也會另定一些要求候選人「不應具備的條件」；或者說，已經聘到學

校的教師，在職中因為成就了某些特定的規定，學校就必須經過一定

程序予以解聘的情形，這兩種現象就是所謂的「消極資格」，也是本

研究所稱的「聘任限制」的意思。 

依照通常的說法，積極意謂正面的，消極意謂負面的，因此，「積

極資格」就是候選人具備的正面條件，而「消極資格」就是候選人（或

者現職人員）具備的負面條件。再進一步說，「積極資格」就是候選

人不得不具備的能力或條件，所以，一個候選人如果沒有用人單位要

求的那個正面條件或能力，用人單位就不可能選用他，而這些能力或

條件就是所謂的「積極資格」。 

反過來說，「消極資格」就是候選人或現職人員不得具備的條件

了。因此，一個候選人如果有了那些用人單位規定不能具備的條件，

用人單位也同樣不會選用他的；即使現職人員有了那些用人單位規定

不能具備的條件，他同樣也會被解聘的。這裡所說的「用人單位規定

不能具備的條件」就是所謂的「消極資格」，也就是本章所提到的「聘

任限制」的意義了。個別的聘任客體如果成就了這些「聘任限制」，

將產生不被聘任或應被解聘的法律效果。 

總而言之，如欲成為一位教師，除應具備積極的任用資格如前一

章所述外，尚應消極的不具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始得為之。1可見聘

任限制的一般重要性了。 

本章沿襲前面兩章的體例，分為三個節次加以敘述。第一節先說

                                              
1劉昊洲，《我國當前公立大專教師任用制度之研究》（博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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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台灣地區的聘任限制，接者在第二節說明大陸地區的聘任限制，最

後在第三節歸納兩岸「聘任限制」方面的比較，以窺究竟。 

 

第一節  台灣高校教師的聘任限制 

台灣地區高等學校教師聘任資格、聘任程序的相關規定在「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與「教師法」等兩個法律中都有明訂，已如前述。同

樣的，「聘任限制」的規定，也可以在上開兩個法律中找到。就這兩

大法律比較，以立法時間言，是「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在前，「教師

法」在後；而就適用對象而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範圍較廣，除

教師外，尚包括校長、職員等學校其他人員，而「教師法」當然就以

教師為唯一的適用對象了。茲以該二法中有關「聘任限制」的規定分

別條列說明如下：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相關規定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第四章名曰「任用限制」，完全涵蓋了

本章的論述領域。回頭想一下，原來研究者在第一章探究「研究目的

與研究問題」的時候，已說明本研究把教師聘任制度的內涵分為「聘

任資格」、「聘任程序」、「聘任限制」的架構，所根據的就是「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中相關章節名稱而來的。茲分別引據該條例第四章「任

用限制」各條條文如下： 

（一）、第三十一條： 

「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聘任者，應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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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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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  依法停止聘任，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  經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七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二）、第三十二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聘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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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十三條： 

「有痼疾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己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聘任為專任教育人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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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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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五條的條文觀

之，實質的聘任限制只有三條，即第三十一條、三十二條與三十三條。

其中第三十一條更是「聘任限制」的精義。該條的規定，使具有各該

條件的人員，不可能被選拔成為高等學校的教師；即使已為現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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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只要成就了各該條件之一，當事人就會被解聘或免職。而三

十二條的「聘任限制」規定，是迴避聘任親屬的問題，目的在避免聘

任私人。另外，第三十四條的規定，主要用意在宣示健康與品德的重

要性，因此，候選人如果不健康有痼疾，或是品德不佳有交代不清的

情事者，用人單位就不宜錄用。這幾條規定都是屬於「聘任限制」的

範疇。 

 

二、 「教師法」的相關規定3 

第十四條：「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一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 依法停止聘任，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

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

                                              
3同註 2，頁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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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以上「教師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可說是整個法律的重心與精髓

之所在，有必要進一步分析。 

第一，從該條第一項文字來看：「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

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教師不應該

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除非他成就了條文列舉的八件事情才可以經

過一定的程序給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這是「教師法」的絕對保障

主義，之所以形成對教師的絕對保障，它的立法背景是當時學校教

師，特別是私立學校的教師動輒被雇主解聘，使教師不能安心做學

術，從而削弱學術的發展。但「教師法」的這項規定，實施以來卻反

而因為對教師過度保障，使得學校對於不作研究的教師也莫可奈何無

法處理，反而更嚴重地斲喪了學術的發展，這倒是始料未及的。 

第二，該條第一項所列八款情事中，除第八款「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是新的規定外，其他

都是前面提到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已規定的七件事，

很明顯是重複的規定。但這個第八款，與其他七款不同的是，只能用

於對現職教師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而不可以因為曾有該款情

事，將之視為教師的「消極資格」，而不予進用。雖然如此「教師法」

第十四條所列舉的八款情事同樣都屬於「聘任限制」。 

第三，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的八款情事，固可認為具有「聘任限

制」的屬性，但什麼情事該解聘、不續聘，而什麼事情又該停聘？法

中並無明訂，似乎均由學校教評會依個案認定。因此，可能同一件事

情，在甲校解聘或不續聘的處分，到了乙校就變成停聘處分的結果

了。問題是解聘、不續聘與停聘所發生的法律效果南轅北轍， 這樣

就造成了不公平不正義的情形，似乎有待檢討改進。 

 133



 

 

三、 台灣「聘任限制」的總整理 

根據前面「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兩個法律中關於「聘

任限制」的規定，研究者認為台灣地區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制」的

主要規定，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關於「候選人或現職人員不得具備的條件」的意旨（就是

「消極資格」的意思）在法律中已規定得相當具體（包括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

因此，學校當局很清楚什麼時候該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

師；教師自己也很清楚學校聘任他的底線在哪兒。只是教

評會一般處理方式是不願做壞人，而鄉愿到底，以致明明

是不適任或有問題的老師，卻無法有予以適當處理。4 

(二) 學校當局（通常指的是校長）要遵守一些迴避聘任親屬的

限制。比如說，「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二條：「各級

學校校長不得聘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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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具體的例子。 

(三) 學校當局也要求被僱者具備良好的健康與無暇的品德。像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曾服公務交代未

清者」，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就是品德要求的例子。 

 

第二節 大陸高校教師的聘任限制 

在前一章提到「聘任程序」的時候，我們曾說大陸現行相關的聘

                                              
4陳加再，《教育改革與教育法制》，（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出版，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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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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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缺乏統一的作業程序規範，通常由各校自訂自己的規定。 

反而在「聘任限制」的範疇上，大陸當局就表現不一樣的思維與

做法。基本上，這符合學理上的要求。因為，限制聘任涉及到人員身

份保障與工作權的得喪變更，由國家做統一的規定，比較符合法制的

標準。茲分別就相關的規定敘述說明如下：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相關規定5 

第十四條： 

「受到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罰

的，不能取得教師資格；已經取得教師資格的，喪失教師資格。」 

第三十七條：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

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一）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給教育教學工作造成損失的； 

（二） 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 

（三） 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 

 

二、 「教師資格條例」的相關規定6 

第十八條： 

「依照教師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喪失教師資格的不能重新取得教師

資格，其教師資格證書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收繳。」 

                                              
5詳見附錄四。 
6詳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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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政部門撤銷其教師

資格： 

(一) 弄虛作假、騙取教師資格的； 

(二) 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 

被撤銷教師資格的，自撤銷之日起五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定教師

資格，其教師資格證書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收繳。」 

 

三、 大陸「聘任限制」的總整理 

大陸高等學校教師關於「聘任限制」的規定尚稱完備，除以上所

列舉的相關條文外，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二十四條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一條中提到的「考核」，其實

廣義上也可視為具有「聘任限制」的效果。因為，考核的結果依法既

作為「受聘任教」或解聘的依據，因此教師如經考核不良者，學校當

然也就可以不聘任他，而這就是「聘任限制」了。 

另外早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大陸國家教委與人事部會銜頒佈

的「關於高等學校繼續做好教師職務評聘工作的意見」中的第二點規

定，對於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職業道德差，不能為人師表的教師

不與評聘，已經聘任的，應進行教育幫助；對頑固及資產階級自由化

立場的要取消其教師任職資格，並調離教師崗位，7這也是一種的「聘

任限制」要求了。 

為了進一步瞭解大陸「聘任限制」的內涵，研究者根據以上諸多

規定整理分析如下： 

                                              
7常用人事管理法律法規編選組，《常用人事管理法律規範》，（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

社出版發行，2000年 2月二版，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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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能取得教師資格的原因只有二項—被剝奪政治權利者、

受有期徒刑處罰者。 

(二) 對老師的「聘任限制」過於廣泛，因此，一些看似輕微的

原因可能造成解聘或撤銷教師資格的嚴重後果。像「體罰

學生，經教育不改的」；或者「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

惡劣的」這樣的情事都會造成老師的被解聘，相對而言，

對老師的保障顯得不足。 

(三) 大陸的「聘任限制」通常伴隨撤銷教師資格的後果，而教

師資格一經撤銷，輕者需等待五年才能再次申請認定，重

者一輩子不能再取得教師資格。 

 

第三節  兩岸的比較 

兩岸高等學校教師在「聘任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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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任限制」的特色 

所謂「聘任限制」，是指「用人單位規定不能具備的條件」，也就

是所謂的「消極資格」。個別的聘任客體如果具備了這些「聘任限制」，

將產生不被聘任或應被解聘的法律效果。這個定義，研究者已在前節

中屢次敘述過。 

換句話說，「聘任限制」是負面的，是消極的，是不名譽的，因

此，聘任客體如果具備這些負面的條件，聘任主體就不能聘任，已聘

任的也會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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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聘任限制」的負面性、消極性以及不名譽性，所以，「聘

任限制」的存在才促成整個聘任制度的圓滿，它是聘任制度中所不可

或缺的要件。申言之，前面提到的「聘任資格」，它規定了聘任客體

的能力與條件，使聘任客體被錄用，有它的客觀性與相對性；但「聘

任限制」的規定，才真正突出了聘任客體的純潔與道德性，保證了聘

任客體的品質、品行、品格。因此，「聘任限制」與「聘任資格」是

相輔相成的要求，是高等學校進用教師的兩個法寶，缺一不可。 

（一）、台灣的特色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制的社會，所以，關於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

制」的要求，顯得比較具體，非依法不得解聘、停聘、不續聘教師，

屬於絕對保障主義的性質。而關於得解聘、停聘、不續聘教師的理由，

不論是「教師法」列舉的八款情事，抑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列舉

的七款情事，其中前五款都屬於法院判決的相關事項，這是因為教師

的影響無所不在，因此既然已犯相關罪刑，當然就不宜再當老師。而

其餘的第六、七、八款規定的不得當老師的情事，或因「行為不檢」，

或因「有精神病」，或因「教學不力」等，是實質的不適任教師，同

樣被列為「聘任限制」的條件之一。 

為了體現聘任的公平性，台灣地區另一項「聘任限制」的特色，

是不得聘任親屬的規定。這項限制的立意是要破除中國人講人情的舊

包袱，因此即便是自己人，即便是好差事，都得加以限制。否則，高

等學校將不足以選用最合適的人員，間接會傷害聘任制度的客觀性。 

當然，品德的要求也是台灣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制」的另一項

特色。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為例，「曾服公務交

代未清者」也列為不得聘任為教師的理由之一。可見台灣對於教師的

身教標準要求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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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的特色 

大陸對於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制」的規定，比較不夠具體，不

像台灣有一專章加以規定。在現行的大陸法規中，關於「聘任限制」

的規定，是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教師資格條例」二法

之中。 

大陸高等學校教師成就「聘任限制」時的法律效果，出現不同的

情形：有因此不能取得教師資格的、有因此要解聘的、有因此要撤銷

教師資格的、有因此給予行政處分的，情形不一而足。屬於第一種（不

能取得教師資格）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十四條：「受

到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罰的，不能取

得教師資格」；屬於第二種（解聘）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第三十七條所規定的三款情事；屬於第三種（撤銷教師資格）的是指

「教師資格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的兩種情事：「弄虛作假、騙取教師

資格的」、「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屬於第四種（給予

行政處分）的與第二種的情形一樣，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第三十七條所規定的三款情事。 

大陸的「聘任限制」顯得過於廣泛，即使一些小事也可以作為解

聘的條件。像「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或者「品行不良、侮辱

學生，影響惡劣的」等等這類的情事都會造成老師的被解聘，因此，

對照起來，大陸高等學校對學生保護周到，對老師的保障卻反而不

足，這也算是它的一項特色。 

 

二、 「聘任限制」的異與同 

瞭解了兩岸在聘任限制上各自具有的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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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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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似之處 

在談到兩岸「聘任限制」方面的相似處之前，有一個巧合的地方，

就是兩岸關於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制」的主要規定，都在各自法律

的第十四條。台灣的主要規定在「教師法」第十四條；大陸的主要規

定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十四條。 

除了這項巧合之外，研究者分析比較兩岸高等學校教師「聘任限

制」的相似之處，不外以下數端： 

1、 兩岸「聘任限制」提供的作用相同。這是因為「聘任限制」

的本質具有負面性、消極性以及不名譽性，所以，「聘任限

制」的存在促成了整個聘任制度的圓滿，它是聘任制度中

所不可或缺的要件。 

2、 兩岸的「聘任限制」，對於現職教師都可能造成解聘的法律

效果。 

（二）、相異之處 

在分析過兩岸相同地方以後，緊接著再就兩岸不同的地方加以比

較說明於後： 

1、 台灣的「聘任限制」對於非現職教師而言，僅不得聘任，

但不會因此撤銷教師資格；但大陸的「聘任限制」，卻剝奪

取得教師資格的機會，兩相比較，大陸似乎較嚴。 

2、 台灣「聘任限制」的條件中，不存在因為「考核」或類似

程序經考評不及格者，會被解聘或不續聘的情形；但大陸

的「聘任限制」卻訂有因為考核不及格造成解聘的情形。 

3、 台灣的「聘任限制」對現職教師僅會產生終止聘約關係的

法律效果（「教師法」雖訂有「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種情形，但那只是名詞用語的不同，三者產生的唯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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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果就是聘約關係的終止）；大陸的「聘任限制」，如前

所述，對現職教師則會產生四種不同的法律效果。 

4、 台灣形成「聘任限制」的內涵較嚴，對老師權益較有保障；

大陸構成「聘任限制」的條件較鬆，因此，對老師的保障

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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