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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5641 號

案由：教育部函送「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請查照案。

教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 1050021505D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條文
主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以臺教技(一)字第
1050021505B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總說明、逐條說明及條文各 1 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http：//edu.law.moe.gov.tw）下載。
正本：立法院
副本：本部法制處、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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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於本細則
施行後一年內公告。

第

三

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技職教育報告，於本細則施行後二年
內提出。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後一年內訂定技
職教育發展報告。
技職教育報告應包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技職教育之目標、策略及成
效等事項。
技職教育發展報告應包括技職教育之現況、問題及發展重點等事項。

第

四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
門學程，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向學校主管機關專案申請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
人力專班，其特定產業之認定、申請計畫內容、申請時間及審查作業等有關事項，依
學校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及產業合作開設專班者，得招收
一定比率之合作學校學生或產業人員；其招生方式、名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

六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指專任合格教師，
不包括兼任、代理或代課教師。
本法施行之日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應優先聘任具備本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有缺額時，
得聘任未具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
師。
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
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應具備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資格。

第

七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薪給，指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教師待遇條例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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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待遇，包括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
第

八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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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總說明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依本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訂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其要點
如下：
一、本細則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技職教育政策綱領之公告期限。（第二條）
三、技職教育報告及技職教育發展報告提出期限及其報告內涵。（第三條）
四、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關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之申請辦理事項，依學校主管機
關規定辦理，以利各校遵循。（第四條）
五、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有關專科以上學校得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
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以及產業合作開設專班者，並得招收一定比率之合作
學校學生或產業人員，及其招生等應遵行之事項，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辦理。（第五條）
六、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之適用對象為專任合格教師，不
包括兼任、代理或代課教師；本法施行之日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應優先
聘任具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有缺額
時，得聘任未具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
；並明定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起，該等學校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應具備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資格。（第六條）
七、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薪給，指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教師待遇條例第二條所定待遇，
包括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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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
條

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說

明

依一百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之技術及職
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
明定本細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技術及職業教

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於本細
則施行後一年內公告。

一、明定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提出之公告期限。
二、依本法第四條之立法理由，為強化技職教
育規劃及推行，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審議
會，並制定宏觀之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技
職教育政策綱領屬上位之政策指導，旨在
確立技職教育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

第三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直轄市、縣（市）主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技

管機關之技職教育報告，於本細則施行後二
年內提出。

職教育報告提出期限，以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遵循。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後一年內訂定技職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發
展報告之期限。

教育發展報告。
技職教育報告應包括直轄市、縣（市）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分別規定技職教育報告及
技職教育發展報告之內涵。技職教育報告

主管機關推動技職教育之目標、策略及成效
等事項。

之內容主要說明技職教育執行成效，以供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技職教育發展報告參考

技職教育發展報告應包括技職教育之現
況、問題及發展重點等事項。

。

第四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門學程，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向學
校主管機關專案申請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

明定本法第十六第一項規定，有關培育特定產
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之申請辦理事項，依學校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以利各校遵循。

人力專班，其特定產業之認定、申請計畫內
容、申請時間及審查作業等有關事項，依學
校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為利兼顧合作學校與產業之專班學生升學及就

規定，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

業，明定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專科以
上學校得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

校專門學程及產業合作開設專班者，得招收
一定比率之合作學校學生或產業人員；其招

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門學程及產業合作開設專班，所開設之專班

生方式、名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
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

得招收一定比率合作學校學生或產業人員，其
他招生方式、名額及相關應遵行之事項，由專

辦理。

科以上學校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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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技職校院
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指專任合格教師

一、第一項界定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技
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之適用對

，不包括兼任、代理或代課教師。
本法施行之日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

象為專任合格教師，不包括兼任、代理或
代課教師。另在職專任教師如轉任教其他

月三十一日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

學校，仍屬已在職之教師，故屬本法第一
項但書之範圍。

中等學校專門學程，應優先聘任具備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

二、查本法第二十五條立法意旨，係為避免技
職校院從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任教教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有缺額時，得聘任
未具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

師授課內容與產業實際層面產生嚴重落差
，爰明定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
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起，技術型高級

教師，必須通過教師甄選後並具備一年以
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
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聘任專

始得聘任為教師。渠等教師應具備一年以
上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對我國技職教育未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應具備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所定資格。

來發展有正向影響，惟為降低影響衝擊，
爰於第二項明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至一百零
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應優先聘任具備本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務工作經驗資
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未聘足之
缺額得聘任未具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
定實務工作經驗資格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
目教師。
三、第三項明定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起，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
學程，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應
具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資格。

第七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薪給，指

依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制定公布教師待遇條例

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教師待遇條例第二
條所定待遇，包括本薪（年功薪）、加給及

第四條第六款規定，薪給指本薪（年功薪）及
加給合計之給與，不包括獎金；復查一百零四

獎金。

年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技職校院教師至合作機
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相關研習研
究，故學校應保障相關師資之工作權及其待遇
，從而該條項所定「薪給」係指待遇，包括獎
金。為免爭議，爰明定之。

第八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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