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5.12.21.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 未修正
校）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二十二
教師法第二十九條、教師申
條、教師法第二十九條、
訴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準
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 織
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
規定，訂定本要點。

及評議準則第四 條第 一
項、第七條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二、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依照教育部教師申訴
會(以下簡稱本會)。教師對
會(以下簡稱本會)。教師 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
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
對本校有關其個 人之 措 準則第三條第二項新
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增本點第二項。
益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損害其權益者，得向本會
提出申訴。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依有關法令及本校
章則之規定辦理。

教師因學校對其依法申請
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
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
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
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
者，其期間自學校受理申
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三、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任 三、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 比照教育部教師申訴
期二年。由校長遴聘本校專
任期一年。由校長遴聘本 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
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法律專
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準則第五條第一項修
業人員、教育學者、地區教
法律專業人員、教育 學 正將委員任期改為二
師組織或分會代表、本校行
者、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 年，較利於申評會運
政人員及社會公正人士組
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部委

代表、本校行政人員及社 作。
會公正人士組成之。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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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第一項之教師委員，應
就未擔任本校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委員者遴聘之。
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
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
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
員到場說明。

表不得少於全部委員 三
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
上。第一項之教師委員，
應就未擔任本校校教 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者遴 聘
之。
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
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
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 指
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四、本會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 四、本會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 比照教育部教師申訴
人員召集，主席由委員互選
人員召集，主席由委員互 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
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選產生。主席因故不能主 準則第七條第一項修
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
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推 正。
時，由出席委員推派一人代
派一人代理之。校長不得
理之。校長不得擔任主席。
擔任主席。
本會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
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
長遴聘具法律專長教師擔
任之。本會行政業務由秘書
處辦理。

本會會議經委員二分 之
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
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校長遴聘具法律 專長 教
師擔任之。本會行政業務
由秘書處辦理。

五、本會評議之事項以教師對

五、本會評議之事項以教師對 依據本要點第二點增

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或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
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
害其權益者為限。

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 列申訴評議事項之範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圍。
其權益者為限。

六、本校教師對於第五點事項， 六、本校教師對於第五點事
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項，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
權益者，得依本要點之規
定，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以申訴書向

害其權益者，得依本要點
之規定，於收受或知悉措
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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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教育部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十二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新
增為本點修正後第

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期間，以本會收受申
訴書之日期為準。
申訴人誤向本會以外之校
內其他單位提起申訴者 ，
以該單位或單位收受之
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查
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

申訴書向本會提出申訴。

訴人者，以該送達之日為
知悉日。

於申訴人者，以該送達
之日為知悉日。
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
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
查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

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服務系、所職
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
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住居
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
月日、申訴事實及理
由，包括：
1、事實欄內應載明原議
決、裁決或決定之文
號及事實大略。
2、理由欄內應載明原議
決、裁決或決定之具
體違法或不當之理由
及證據。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 補
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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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三項。
2. 原條文第三項改至
第八點。

（七）受理申訴之本校申評
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
無提起訴願、訴訟。
七、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
實之措施共同提起申訴
時，準用訴願法第二十一
條至第二十七條規定。

依照教育部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十四條新增。

八、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
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
施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
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服務系、所職稱、住居
所、電話。

原第六點第三項條文
改為第八點，並依照
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組織及評議準則
第十五條第二項新增
本點第二項。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
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
日、申訴事實及理由，包
括：
1、事實欄內應載明原議
決、裁決或決定之文號
及事實大略。
2、理由欄內應載明原議
決、裁決或決定之具體
違法或不當之理由及
證據。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本校申評
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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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願、訴訟。
依第二點第二項規定提起申
訴者，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所
列事項，分別為應作為之學校
受理單位、向學校提出申請之
年、月、日及法規依據，並附
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
之單位之收受證明。
九、第六點申訴案件，得於評議 七、第六點申訴案件，得於評 條次變更。
前先送本會委員一至三人
議前先送 本會委 員一 至
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析
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
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
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
向委員會議提出具體審查
之法規後，向委員會議提
意見。
出具體審查意見。
前項委員之人選及人數由
前項委員之人 選及人 數
主席斟酌事件性質指定或
由主席斟 酌事件 性質 指
依序輪分之。
定或依序輪分之。
十、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八、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
定：
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
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
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第六點
（一）提起申訴逾第六點
規定之期間。
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五)依第二點第二項提起
之申訴，應作為之學
校受理單位已為措
施。
（六）原措施已不存在或
依申訴已無補救實

（二）申訴人不適格。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益。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
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

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
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
依申訴已無補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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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新增
第一款及第五
款。
2. 依本點第一項
第一款修正本
點第二項
3. 條次變更。

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申訴案件不符第八點規定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
內補正。

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申訴案件不符第 六 點 規
定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
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十一、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 九、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
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
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
附申訴書影本及 相關 書
件，通知原措施單位提出
說明。
原措施單 位應自 前項 書
面 通 知 達到 之次日 起 二
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
關係文件，送交本會，並
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
但 原措 施單 位 認申 訴 為

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
通知原措施單位 提出 說
明。
原措施單位應自 前項 書
面通知 達到之次 日起 二
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
關係文件，送交本會，並
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
但原措施單位 認 申訴 為

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
變更原 措施 ，並函 知 本
會。
原措施單 位 屆期 未提 出
說明或說明欠詳，經函催
仍未補正者，本會得逕為
評議。
第一項期 間於依 第八 點
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

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
變更原措施，並 函知 本
會。
原措施單 位 屆期 未提 出
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
議。
第一項期 間於依 第八 點
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
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

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
補正期 限屆 滿之次 日 起
算。

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算。

1. 依照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十七條
第三項修正原
措施單位屆期
未提出說明或
說明欠詳，應
予函催。
2. 條次變更。

十二、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 十、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 條次變更。
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
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上出席，始得開議。除評
除評議結果之決議，應
議結果之決議，應有出席
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
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

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外，其
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行之。委員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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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員中有應行迴避
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
委員人數。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
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
之，其評議、表決經過及
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
嚴守秘密，不得公開。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

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
入出席委員人數。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
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
評議、表決經過及個別委
員意見 ，應 對外 嚴守 秘
密，不得公開。
前項表決結果應 載明 於
當次會議紀錄，連同表決

當次會議紀錄，連同表
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
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
票委員簽名，由本會依
法保存。

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
席及委員推選之 監票 委
員簽名，由本會 依法 保
存。

十三、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 十一、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 條次變更。
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
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
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就
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
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本會申請委員
迴避。
前項申請，由本會議決
之。
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
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

有具體事實足認 委員 就
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
申訴人 得舉其原 因及 事
實向本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本 會議 決
之。
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
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
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

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
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
外之接觸。

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
觸。

十四、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 十二、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
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
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
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
本會無須議決，應即終
者，本會無須議決，應
結，並通知申訴人及原
措施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

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
及原措施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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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十七條
第三項新增本
點第二項。
2. 條次變更。

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
提起申訴。
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
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者，申評會得合併評議，
並得合併決定。

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
行提起申訴。

十五、在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就 十三、在申訴程序中，申訴人 條次變更。
申訴案件或其牽連之事
就申訴案件或其牽連
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
訴訟、行政救濟，或依勞
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
解、仲裁或裁決者，應即
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知有前項情形，應
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俟訴訟、行政救濟，或依

之事項，提出民事訴
訟、刑事訴訟、行政救
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
法申請調解、仲裁或裁
決者，應即以書面通知
本會。
本會知有前項情形，應
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
解、仲裁或裁決程序終
結後經其書面請求時，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分
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
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
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

俟訴訟、行政救濟，或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
請調解、仲裁或裁決程
序終結後經其書面請
求時，應繼續評議，並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
分之評議決定，以訴
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

者，本會於訴願、訴訟或
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
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
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
面通知申訴人。

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
立為據者，本會於訴
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
理程序終結前，應停止
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
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

十六、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 十四、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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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公開舉行，於必要
時，得通知申訴人、原措
施單位、學者、專家及關
係人到會說明。但於評
議時，應令其退席。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
必要時，本會得經委員
會決議，推派審查委員
至少三人為之；並於委

會議不公開舉行，於必
要時，得通知申訴人、
原措施單位、學者、專
家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但於評議時，應令其退
席。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
之必要時，本會得經委
員會決議，推派審查委

員會議時報告。

員至少三人為之；並於
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七、本會收件後，除依第十五 十五、本會收件後，除依第十
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三點規定停止評議者
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
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
起，應於三個月內作成
日起，應於三個月內作
評議書；必要時，得予延
成評議書；必要時，得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
予延長，並通知申訴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
逾二個月。在作成評議
書前，本會得建議暫緩
對申訴人原議決、裁決
或決定之執行。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十
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
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
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

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二個月。在
作成評議書前，本會得
建議暫緩對申訴人原
議決、裁決或決定之執
行。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八
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
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

次日起算；依第十五點
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
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
算；於評議決定期間補
具理由者，自收受最後
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

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算；依第十三條
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
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
算。

十八、本會之評議案件，應由執 十六、本會之評議案件，應
行秘書製作評議紀錄附
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
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

由執行秘書製作評議紀
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
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
9

1. 依照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二十四
條修正。
2. 條次變更。

條次變更。

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
紀錄。

意見，經其請求者，應
列入紀錄。

十九、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十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 條次變更。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
項：
年月日、身分證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
明文件號碼、住
年月日、身分證明
居所。
文件號碼、住居
（二）服務系、所、職稱。
所。
（三）原措施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
由；其係不受理
決定者，得不記
載事實。
（五）如有補救措施
者，並應於評議
書主文中載明。
（六）主席署名。申評會

（二）服務系、所、職稱。
（三）原措施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
其係不受理決定
者，得不記載事
實。
（五）如有補救措施
者，並應於評議
書主文中載明。

作成評議書時主
席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者，由代理
主席署名，並記
載其事由。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
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
「如不服
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

（六）主席署名。申評會
作成評議書時主
席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者，由代理主
席署名，並記載其
事由。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
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

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
訴。」

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
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
再申訴。」

二十、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 十八、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 條次變更。
作成評議書正本，並由
之，作成評議書正本，
本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
並由本校名義以足供
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
本於申訴人、原措施單
位及地區教師組織。但

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
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
原措施單位及地區教
10

地區教師組織未依法設
立者，得不予送達。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
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
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
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
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
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
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

師組織。但地區教師組
織未依法設立者，得不
予送達。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
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
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
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
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
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

一人為之。

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
其中一人為之。

二十一、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 十九、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 條次變更。
情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學校於評議書
（一）申訴人、學校於評議
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
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起再申訴。
未提起再申訴。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
再申訴人。

於再申訴人。

二十二、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 二十、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
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並應依
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並
法監督相關單位確實執行。
應依法監督相關單位
依 第二點第二項提起之申
確實執行。
訴 ，評議決定 認為有理由
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
作 為 之單 位速為一定之措

1. 依照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
員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三十條
新增本點第二
項。
2. 條次變更。

施。
二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
有關法令及本校章則之規定
辦理。

新增。本點為原條文
第二點條文部分內
容。

二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 條次變更。
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
亦同。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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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後全文
83.10.20 83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83.12.21 83 學年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3.12.26 第 11 屆第 6 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84.01.28 教育部台(84)秘 004555 號函核定
86.05.21 85 學年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9 86 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2.04 教育部台(86)申字第 86141587 號函核定
94.12.14 9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03.15.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2.10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6.6.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3.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2.21.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教師法第二十九條、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組織及評議準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教師因學校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
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間自學校受理
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三、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法律專業人員、教育學者、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本校行政人員及社會
公正人士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部委員三分之二；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一項之教師委員，應就未擔任
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者遴聘之。
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
之人員到場說明。
四、本會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人員召集，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推派一人代理之。校長不得
擔任主席。
本會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遴聘具法律專長教師擔任之。本會行政業務由
秘書處辦理。
五、本會評議之事項以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或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
其權益者為限。
六、本校教師對於第五點事項，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要點之
規定，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申訴書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期間，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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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誤向本會以外之校內其他單位提起申訴者 ，以該單位或單位收受之
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者，以該送達之日
為知悉日。
七、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措施共同提起申訴時，準用訴願法第二十一條
至第二十七條規定。
八、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
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系、所職稱、住
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事實及理由，包括：
1、事實欄內應載明原議決、裁決或決定之文號及事實大略。
2、理由欄內應載明原議決、裁決或決定之具體違法或不當之理由及證
據。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本校申評會。
（八） 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依第二點第二項規定提起申訴者，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所列事項，分別為應
作為之學校受理單位、向學校提出申請之年、月、日及法規依據，並附原申
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之單位之收受證明。
九、第六點申訴案件，得於評議前先送本會委員一至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
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委員會議提出具體審查意見。
前項委員之人選及人數由主席斟酌事件性質指定或依序輪分之。
十、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第六點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五)依第二點第二項提起之申訴，應作為之學校受理單位已為措施。
（六）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申訴案件不符第八點規定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十一、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
通知原措施單位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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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
係文件，送交本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單位認申訴為有理
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原措施單位屆期未提出說明或說明欠詳，經函催仍未補正者，本會得逕為
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八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
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二、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除
評議結果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行之。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本會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表決經過及個別
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不得公開。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連同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
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本會依法保存。
十三、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本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本會議決之。
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
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四、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本會無須議決，應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申
評會得合併評議，並得合併決定。
十五、在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
訴訟、行政救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者，應即以
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知有前項情形，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俟訴
訟、行政救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程序終結後經
其書面請求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分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律
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前，應
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六、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於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原措
施單位、學者、專家及關係人到會說明。但於評議時，應令其退席。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本會得經委員會決議，推派審查委員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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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七、本會收件後，除依第十五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應於三個月內作成評議書；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在作成評議書前，本會得建議暫緩對申訴人
原議決、裁決或決定之執行。
第一項期間，於依第十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五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
日起重行起算；於評議決定期間補具理由者，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次日
起算。
十八、本會之評議案件，應由執行秘書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
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十九、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服務系、所、職稱。
（三）原措施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如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六）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
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
二十、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由本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
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單位及地區教師組織。但地區教
師組織未依法設立者，得不予送達。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
書之送達，向該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
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二十一、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學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
二十二、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並應依法監督相關單位確實
執行。
依第二點第二項提起之申訴，評議決定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
命應作為之單位速為一定之措施。
二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及本校章則之規定辦理。
二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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