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七點、

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推薦基準： 

(一)基本條件：連續服務教職

五年以上，且在現職學校

（園）服務滿一年，品德

優良、服務熱心、教學績

優，最近五年考（績）核

或評鑑結果，均核定通

過、晉級或發給獎金。 

(二)積極條件，具有下列具體

成效之一者： 

1.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 

體成效，且深受家長、

學生及同事肯定。 

2.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

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

之特殊事蹟。 

3.在其專業領域有創新、顯

著發展或在教育崗位上

有特殊貢獻。 

4.對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

著。 

(三)特殊條件，曾獲下列獎項

之一者，經各主管機關

（單位）評估後，得優先

推薦： 

1.本部、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

府）優秀教育人員、教

育文化專業獎章、教學

卓越獎、校長領導卓越

獎、推展學校體育績優

個人獎、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優良學生事務及

輔導人員、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等

獎項。 

2.本部國家講座、全國傑出 

通識教育教師等獎項。 

(四)消極條件，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推薦；尚在

三、推薦基準： 

(一)基本條件：連續服務教職

五年以上，且在現職學校

（園）服務滿一年，品德

優良、服務熱心、教學績

優，最近五年考（績）核

或評鑑結果，均核定通

過、晉級或發給獎金。 

(二)積極條件，具有下列具體

成效之一者： 

1.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 

體成效，且深受家長、

學生及同事肯定。 

2.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 

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

之特殊事蹟。 

3.在其專業領域有創新、顯 

著發展或在教育崗位上

有特殊貢獻。 

4.對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 

  著。 

(三)特殊條件，曾獲下列獎項

之一者，經各主管機關

（單位）評估後，得優先

推薦： 

1.本部、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

府）優秀教育人員、教

育文化專業獎章、教學

卓越獎、校長領導卓越

獎、推展學校體育績優

個人獎、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優良學生事務及

輔導人員、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等

獎項。 

2.本部國家講座、全國傑出

通識教育教師等獎項。 

(四)消極條件，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推薦： 

一、 修正第四款序文，將本款

各目所定「處理程序中」

或「尚在調查階段」之文

字移列至序文，爰酌修文

字。 

二、 修正第四款第三目，配合

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修

正施行之教師法，依教師

消極資格分為終身不得聘

任、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解聘、不續聘、終局

停聘及暫時予以停聘，爰

修正第四款第三目增列教

師法消極資格規定。 

三、 刪除第四款第五目，因第

四款序文及第四款第三目

增列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

十五條及第十九條規定

中，已包含「涉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或尚在調查階

段」，毋須重複規定，爰

予以刪除。 

四、 修正第四款第六目，配合

第四款序文已將「尚在調

查階段」之文字納入，爰

刪除「處理程序中」文

字，並酌作文字修正，且

配合刪除第四款第五目調

整目次。 

五、 第四款第七目配合刪除第

四款第五目，爰調整目

次。 

六、 修正第四款第八目，配合

第四款序文已將「尚在調

查階段」之文字納入，爰

刪除「或尚在調查階段」

之文字，且配合刪除第四

款第五目調整目次。 

七、 修正第四款第九目文字，

配合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調查階段者，亦同： 

1.曾體罰學生。 

2.曾參加校內外不當補習。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 

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或第二十一條所定

情事之一。 

4.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

情事之一。 

5.教保員、助理教保員、運 

動教練、軍護人員、校長

或園長具有不適任之情

事。 

6.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 

近五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

上處分。 

7.曾違反學術倫理。 

8.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 

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1.曾體罰學生。 

2.曾參加校內外不當補習。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4.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

定情事之一。 

5.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或 

尚在調查階段。 

6.於不適任教學人員、教保 

員、助理教保員、運動教

練、軍護人員、校長或園

長處理程序中。 

7.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 

近五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

上處分。 

8.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尚在調 

查階段。 

9.有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 

事。 

日修正施行之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

十八條第一項條文修正相

關文字，且配合刪除第四

款第五目調整目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獎勵及表揚： 

(一)獲師鐸獎者，於表揚大

會中公開表揚，由本部

頒贈師鐸獎獎座、獎牌

及獎狀，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之人員並

核予記功一次。 

(二)獲師鐸獎者由本部安排

出國考察，本部補助每

人以新臺幣十萬元為

限；一百零八年度起，

因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

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傳染病，或其他

重大變故致延期或停止

辦理出國考察時，得補

助十萬元予獲師鐸獎者

從事辦學考察活動、教

師研習進修、推廣教育

政策及研究發展等之

用。 

(三)得獎事蹟編印專輯。 

(四)經各主管機關（單位）

推薦而未獲選參加全國

表揚大會者，以部長 

名義頒給獎狀一幀，由

各該機關（單位）自行

表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之人員並

核予嘉獎二次，以資鼓

勵。 

(五)獲師鐸獎者，得由主管

機關（單位）敦請參與

教育經驗分享及教學 

理念傳承相關活動。 

七、獎勵及表揚： 

(一)獲師鐸獎者，於表揚大

會中公開表揚，由本部

頒贈師鐸獎獎座一座、

獎狀一幀，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之人員

並核予記功一次。 

(二)獲師鐸獎者由本部安排

出國考察，本部補助每

人以新臺幣十萬元為

限；一百零八年度起，

因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

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傳染病，或其他

重大變故致延期或停止

辦理出國考察時，得補

助十萬元予獲師鐸獎者

從事辦學考察活動、教

師研習進修、推廣教育

政策及研究發展等之

用。 

(三)得獎事蹟編印專輯。 

(四)經各主管機關（單位）

推薦而未獲選參加全國

表揚大會者，以部長 

名義頒給獎狀一幀，由

各該機關（單位）自行

表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之人員並

核予嘉獎二次，以資鼓

勵。 

(五)獲師鐸獎者，得由主管

機關（單位）敦請參與

教育經驗分享及教學 

理念傳承相關活動。 

一、酌修第一款文字，配合實際

頒贈獎項修正文字。 

二、其餘內容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其他： 

(一)各主管機關（單位）就

申請遴薦獎勵案件，應

從嚴審核，有不實或舛

錯者，應對有關人員按

情節從嚴議處；所遴薦

人員於本部核定前，有

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

生，應隨時函知本部；

發現有不適宜遴薦之情

事者，並應報本部廢止

其推薦。 

(二)經遴薦獲獎人員，其第

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

條件有不實或舛錯者，

應撤銷其資格；其獲獎

後確有第三點第四款各

目情事之一者，應廢止

其資格。領受之獎座、

獎牌及獎狀應予追繳。 

(三)獲獎人員有前款情事

時，各推薦之主管機關

（單位）應主動通報本

部，並依相關程序調查

事實；調查時應通知當

事人陳述意見，自通知

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次日

起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經調查屬實者，應於十

日內併同主管機關核准

函及調查結果報本部撤

銷或廢止其資格。推薦

之主管機關（單位）如

有特殊情事致未能於二

個月內完成調查，得報

本部同意展延。 

(四)被推薦人於審查期間，

如有請託或至初審及決

審機關（單位）訪問情

事，應向遴選小組報

告，並得取消其入選資

格。 

(五)被推薦人相關資料，無

八、其他： 

(一)各主管機關（單位）就

申請遴薦獎勵案件，應

從嚴審核，有不實或舛

錯者，應對有關人員按

情節從嚴議處；所遴薦

人員於本部核定前，有

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

生，應隨時函知本部；

發現有不適宜遴薦之情

事者，並應報本部廢止

其推薦。 

(二)經遴薦獲獎人員，有不

實或舛錯者，應撤銷其

資格；其獲獎後有第三

點第四款規定之情事

者，應廢止其資格。領

受之獎座及獎狀應予 

追繳。 

(三)被推薦人於審查期間，

如有請託或至初審及決

審機關（單位）訪問情

事，應向遴選小組報

告，並得取消其入選資

格。 

(四)被推薦人相關資料，無

論是否入選，不予退

還。 

(五)本要點所需費用，由本

部年度預算支應。 

(六)辦理評選之各主管機關

（單位），得於不違反

本要點規定下，另定實

施計畫。 

一、酌修第二款： 

(一)明定經遴薦獲獎人員有不實

或舛錯者之範疇。 

(二)增列追繳領受獎牌。 

二、增列第三款，因近來頻發生

獲獎人員有第二款之情事，

除確立各推薦主管機關（單

位）主動通報、處理程序與

調查期限外，亦參考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提

供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機

會，以完備師鐸獎撤銷或廢

止資格流程，爰修正文字。 

三、第三款至第六款配合調整款

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論是否入選，不予退

還。 

(六)本要點所需費用，由本

部年度預算支應。 

(七)辦理評選之各主管機關

（單位），得於不違反

本要點規定下，另定實

施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