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臺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原則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臺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
教師甄選介聘作業原則

臺東縣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
教師甄選介聘作業原則

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說

明

修正學年度。
說

明

一、 臺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 二、 臺東縣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 修正學年度。

兒園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為落實教師法之精神，協
助各參加介聘甄選作業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正常運作，發揮效能，
並解決現職教師介聘他校之需求，
爰依據教師法、國民中小學校長主

兒園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為落實教師法之精神，協
助各參加介聘甄選作業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正常運作，發揮效能，
並解決現職教師介聘他校之需求，
爰依據教師法、國民中小學校長主

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有關法令
規定，並配合本縣實際狀況訂定本
作業原則。

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有關法令
規定，並配合本縣實際狀況訂定本
作業原則。

一、 本會受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二、 本會受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本點未修正。

府）所屬國民小學暨幼兒園委託辦
府）所屬國民小學暨幼兒園委託辦
理下列事項，除依相關法令規章辦
理下列事項，除依相關法令規章辦
理外，悉依本原則辦理。
理外，悉依本原則辦理。
（一）現職教師介聘。
（一）現職教師介聘。
（二）公費生分發。
（三）新進教師甄選介聘。
（四）代理教師甄選介聘及列冊候用。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普通班：指幼兒園普通班及國民
小學普通班。
（二）特殊教育班：指幼兒園特殊教
育班及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
四、下列情形得具優先分發資格：
（一） 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學
校得優先介聘持有身心障礙

（二）公費生分發。
（三）新進教師甄選介聘。
（四）代理教師甄選介聘及列冊候用。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本點未修正。
（一）普通班：指幼兒園普通班及國民
小學普通班。
（二）特殊教育班：指幼兒園特殊教
育班及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
四、委託本會辦理縣內教師介聘之學 一、第 4 點前段移列至
校，需開列全部缺額供本會介聘
第 5 點後段。
分發。另下列情形得具優先分發 二、查「原住民族教育

手冊之教師。
資格：
（二） 國小教師具原住民族籍身份 （一）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學校
教師，得優先介聘至原住民重
得優先介聘分發持有身心障礙
點學校。
手冊之教師。
1. 臺東市及卑南鄉原住民重點 （二）本縣國民小學教師具卑南族、
學校，當年度該校縣內介聘開
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達悟
缺數超過 1 人者，其缺額依本
族及魯凱族族籍身份教師，得
府控管比例，開放原住民族籍
優先介聘至該族群群聚鄉鎮市

法」第 34 條第 2 項
略以：「…國民小學
階段之原住民重點
學校聘任具原住民
身分之教師比率，
應不得低於學校教
師員額三分之一或
不得低於原住民學

教師優先介聘。(公式：原住民
族優先介聘額度=該年該校縣
內介聘缺額*0.5，小數點一律

之原住民重點學校。
1.阿美族教師得優先介聘至東河
鄉、成功鎮、長濱鄉、延平鄉、

無條件捨去)。
2.以原住民族籍身份申請優先介
聘之教師，須於積分審查當日
檢具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證明
文件。
（三） 取得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中
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教師，得
優先介聘至原住民族地區之
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重點學
校及其附設幼兒園。

海端鄉、關山鎮、池上鄉、鹿
野鄉、太麻里鄉、富岡國小及
富山國小；布農族教師得優先
介聘至延平鄉、海端鄉；排灣
族教師得優先介聘至太麻里
鄉、金峰鄉、達仁鄉、大武鄉；
達悟族教師得優先介聘至蘭嶼
鄉學校；卑南族得優先介聘至
南王國小、知本國小及建和國
小；魯凱族得優先介聘至大南

生占該校學生數之
比率…。」，次查
「國民中小學校長
主任教師甄選儲訓
及介聘辦法」第 11
條第 6 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協助其所屬
原住民重點學校，
聘任符合原住民族
教育法第三十四條
所定一定比率之原
住民身分教師，得

（四） 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
上能力證明之教師，得優先介
聘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

國小。
2.臺東市及卑南鄉原住民重點學
校，除南王、知本、建和、富

優先辦理原住民身
分教師之介聘」，依
前揭規定，原住民

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
（鎮、市、區）之學校及幼兒
園。

岡、富山及大南國小外，當年
度該校縣內介聘開缺數超過 1
人者，其缺額依本府控管比
例，開放卑南族、阿美族、布
農族、排灣族、達悟族及魯凱
族優先介聘。(公式：原住民族
優先介聘額度=該年該校縣內
介聘缺額*0.5，小數點一律無

重點學校應聘任一
定比率原住民身分
教師，惟並未規定
教師族籍應符合原
住民學生族籍，爰
配合刪除第 2 款第 1
目及修正第 2 款第 2
目限制族籍之規

條件捨去)。
3.若有多位原住民同族籍教師要
優先介聘至前開原住民學生比
例較高之學校時，則依積分排
序。
4.以原住民族籍身份申請優先介
聘之教師，須於積分審查當日
檢具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證明
文件。

定。另教師介聘採
積分評比為原則，
爰刪除第 2 款第 3
目。
三、配合「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原住
民族語師資培育及
聘用辦法」（以下簡
稱原語辦法）第 6 條
略以：「(第 1 項)原
住民族地區之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與幼兒園，其甄選、
介聘原住民族語文
課程以外學科之編
制內教師或教保服
務人員時，得優先進
用參加原住民族語

能力認證，取得中高
級以上能力證明之
合格教師或教保服
務人員。(第 2 項)公
立原住民重點學校
及其附設幼兒園，其
甄選、介聘原住民族
語文課程以外學科
之編制內教師或教
保服務人員時，應優
先進用參加原住民
族語能力認證，取得
中高級以上能力證
明之合格教師或教
保服務人員。」及「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客語師資培
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以下簡稱客語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之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其甄選、介聘客
家語文課程以外學
科之編制內教師或
教保服務人員時，得
優先進用參加客語
能力認證，取得中高
級以上能力證明之
合格教師或教保服
務人員。(第 2 項) 位
於客家人口達二分
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之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其甄選、介聘
客家語文課程以外
學科之編制內教師
或教保服務人員時，
應優先進用參加客
語能力認證，取得中

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之合格教師或教保
服務人員。」
，爰新增
第 3 款及第 4 款，取
得前揭認證者得優
先介聘。
五、各校人事承辦人員應確實掌握教 五、各校人事承辦人員應確實掌握教
師員額編制，適時提供教師缺
師員額編制，適時提供教師缺
額，以憑辦理甄選介聘作業。委託
額，以憑辦理甄選介聘作業。
本會辦理縣內教師介聘之學校，
需開列全部缺額供本會介聘分
發。
六、超額教師介聘依「臺東縣國民小 六、超額教師介聘依「臺東縣國民小
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介聘處理原
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介聘處理原
則」辦理。
七、現職教師介聘，除另有規定外，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離島建設條例或本府另有
規定外，國小及幼兒園現職教
師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以上，且無下列各款情
事，始得申請介聘：
1.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之情
事。
2.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
一。
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
資培育法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
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
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二）第一款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
以上，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
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
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

原第 4 點前段移至本點後
段。

本點未修正。

則」辦理。
七、現職教師介聘，除另有規定外， 一、因應教育部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不再援用
依下列原則辦理：
CEF 架構，爰刪除第
（一）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4 款第 5 目相關文
例、離島建設條例或本府另有
字。
規定外，國小及幼兒園現職教
師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 二、依據「國民中小學校
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
學期以上，且無下列各款情
及介聘辦法」第 15
事，始得申請介聘：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
1.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之情
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
事。
務滿六學期以上，始
2.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
得申請介聘，原第 5
一。
款四學期之規定配合
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
修正為六學期。
資培育法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
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 三、配合原語辦法、客語
辦法及縣外介聘規
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二）第一款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
定，於第 12 款及第
以上，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
13 款新增取得原住民
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
族語或客語能力認證
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
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
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
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申請
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申請
留職停薪之教師，除應符第一
留職停薪之教師，除應符第一
款規定外，需經本府核准於介
款規定外，需經本府核准於介
聘生效日(八月一日)復職者，
聘生效日(八月一日)復職者，
始得申請介聘。
始得申請介聘。
（三）具學校發展特色之專長教師，符 （三）具學校發展特色之專長教師，符
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介聘至
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介聘至

者，並於第 13 款明
訂優先介聘之順序。

體育班及藝術才能班。
1.體育教師 2 項條件：
（1）具教育部（含前行政院體育

體育班及藝術才能班。
1.體育教師 2 項條件：
（1）具教育部（含前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所頒「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取得甄選運動種類之初級
（含以上）運動教練證者。
（2）實際擔任體育教學兩年以
上，且棒球項目應於任職期
間有連續三年參加教育部
核定之棒球聯賽硬式組比
賽。
2.藝術才能教師 2 項條件：

委員會）所頒「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取得甄選運動種類之初級
（含以上）運動教練證者。
（2）實際擔任體育教學兩年以
上，且棒球項目應於任職期
間有連續三年參加教育部
核定之棒球聯賽硬式組比
賽。
2.藝術才能教師 2 項條件：

（1）音樂或美術相關科系畢業。
（2）實際擔任音樂或美術教學
兩年以上。

（1）音樂或美術相關科系畢業。
（2）實際擔任音樂或美術教學
兩年以上。

3.經介聘完成之教師，需擔任該
3.經介聘完成之教師，需擔任該
校專長教師工作至少 5 年。
校專長教師工作至少 5 年。
（四）申請參加國小英語(巡迴)教師 （四）申請參加國小英語(巡迴)教師
介聘類別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介聘類別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之一：
1.現職為英語(巡迴)教師。
1.現職為英語(巡迴)教師。
2.取得經教育部認證合格之英語
系國家大學院校碩士學位以上

2.取得經教育部認證合格之英語
系國家大學院校碩士學位以上

者。
3.通過教育部「88年國民小學英
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
者。
4.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
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
組者（含未分組之外國語文
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
語之證者）、畢業於英（語）
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

者。
3.通過教育部「88年國民小學英
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
者。
4.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
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
組者（含未分組之外國語文
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
語之證者）、畢業於英（語）
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

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
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
之英語20學分班者。
5.通過英語能力檢測達到 B2 級。
6.具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證書者。
（五）核定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學校，

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
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
之英語20學分班者。
5.通過英語能力檢測達到 CEF 架
構之 B2 級。
6.具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證書者。

得提列特殊需求之缺額，限制

（五）核定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學校，

介聘調入。普通班教師欲調入
特殊教育班者，需於每年 5 月
15 日前先向學校提出申請函

得提列特殊需求之缺額，限制
介聘調入。普通班教師欲調入
特殊教育班者，需於每年 5 月

報教育處備查，始得申請介聘
作業；特殊教育班教師欲調入
普通班者亦同；惟普通班教師
欲調入特殊教育班者或特殊教
育班教師欲調入普通班者，需
服務滿六學期，始得再提出前
開調動作業。
（六）現職特殊教育班合格教師，同
時具有特殊教育班及普通班教
師證書者，得參加縣內普通班

15 日前先向學校提出申請函
報教育處備查，始得申請介聘
作業；特殊教育班教師欲調入
普通班者亦同；惟普通班教師
欲調入特殊教育班者或特殊教
育班教師欲調入普通班者，需
服務滿四學期，始得再提出前
開調動作業。
（六）現職特殊教育班合格教師，同
時具有特殊教育班及普通班教

教師介聘作業；普通班教師欲
調入特殊教育班者亦同。
（七）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僅限

師證書者，得參加縣內普通班
教師介聘作業；普通班教師欲
調入特殊教育班者亦同。
（七）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僅限
各校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
聘。
（八）參加縣內介聘教師志願數選填
無限制，並於填報系統截止後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更改志願。

各校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
聘。
（八）參加縣內介聘教師志願數選填
無限制，並於填報系統截止後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更改志願。
（九）申請介聘服務之教師，應於於
本會規定期間提出申請，逾時
概不受理。縣內介聘申請流程

（九）申請介聘服務之教師，應於於
本會規定期間提出申請，逾時

如下：
1.第 1 階段：教師上網登錄個人
資料，並於指定時間進行個人
積分及資格審查。
2.第 2 階段：本府公告缺額後，
教師始上網進行志願選填。
（十）縣內介聘電腦作業前 3 日，
教師得以書面向本會提出撤銷
申請。
（十一）介聘積分採計如申請表。

概不受理。縣內介聘申請流程
如下：
1.第 1 階段：教師上網登錄個人
資料，並於指定時間進行個人
積分及資格審查。
2.第 2 階段：本府公告缺額後，
教師始上網進行志願選填。
（十）縣內介聘電腦作業前 3 日，
教師得以書面向本會提出撤銷
申請。

（十二）縣內介聘依身心障礙、原住
民籍、取得原住民族語能力認
證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者、取
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
力證明者、專長及一般介聘類
別，依序辦理電腦作業。
（十三）電腦作業調動順序：

（十一）介聘積分採計如申請表。
（十二）縣內介聘依身心障礙、原住
民籍、專長及一般介聘類別，
依序辦理電腦作業。
（十三）電腦作業調動順序：
1.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其
他教師單調。

1. 具原住民族籍者。

2.多角調：先辦理六角調，結束

2. 取得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中
高級以上能力證明者。
3. 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

後再依序辦理五角調、四角
調、三角調、互調。身心障
礙、原住民籍介聘，不辦理多

上能力證明者。
4. 專長教師及英語(巡迴教
師)。
5. 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
其他教師單調。
6. 多角調：先辦理六角調，結
束後再依序辦理五角調、四
角調、三角調、互調。
(十四) 如積分相同，依年齡(年長
優先)、年資積分、成績考核

角調。
(十四) 如積分相同，依年齡(年長
優先)、年資積分、成績考核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之
次序辦理，上列分數均相同
時，依電腦資料隨機處理。
（十五）經本會公開作業達成介聘之
教師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
校報到者，十年內不得再申請
介聘；無故未報到者，並依公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之
次序辦理，上列分數均相同
時，依電腦資料隨機處理。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同時
得作為教師年終成績考核考列

（十五）經本會公開作業達成介聘之
教師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
校報到者，十年內不得再申請
介聘；無故未報到者，並依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同時
得作為教師年終成績考核考列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參據。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參據。
（十六）未達成介聘他校服務之教師
仍留原校服務，各校不得以申
請介聘為由作為不予續聘之理
由。
（十七）申請介聘教師若有服兵役、
服務地區限制等不符合申請介
聘資格事實，經本會或新聘學

（十六）未達成介聘他校服務之教師
仍留原校服務，各校不得以申
請介聘為由作為不予續聘之理
由。
（十七）申請介聘教師若有服兵役、
服務地區限制等不符合申請介
聘資格事實，經本會或新聘學
校教評會察覺，則撤銷介聘，
申請人及原服務學校人事承辦
人及校長應議處，若原校已無

校教評會察覺，則撤銷介聘，
申請人及原服務學校人事承辦
人及校長應議處，若原校已無
缺可聘，則應無條件接受以超
額教師介聘。
（十八）教師得同時提出縣內與外縣
（市）介聘申請案，若縣外介
聘達成者，由本會逕行於介聘
電腦作業系統中駁回其縣內介
聘申請。

缺可聘，則應無條件接受以超
額教師介聘。
（十八）教師得同時提出縣內與外縣
（市）介聘申請案，若縣外介
聘達成者，由本會逕行於介聘
電腦作業系統中駁回其縣內介
聘申請。
八、分發本縣服務之公費師範院校畢 八、分發本縣服務之公費師範院校畢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業生，由本府教育處受理報到事
宜，並由本會依畢業成績及志
願，依序逕予分發各校（含未參

業生，由本府教育處受理報到事
宜，並由本會依畢業成績及志
願，依序逕予分發介聘各校（含

加縣內介聘之學校），各校不得
拒絕。

未參加縣內介聘之學校），各校
不得拒絕。

九、報考本縣特殊教育班教師甄選者， 九、報考本縣特殊教育班教師甄選者， 本點未修正。
需具結保證經錄取介聘後，自願
需具結保證經錄取介聘後，自願
在本縣國小特殊教育班服務六學
在本縣國小特殊教育班服務六學
年以上始得介聘普通班服務，於
年以上始得介聘普通班服務，於
報名時檢附具結書。
報名時檢附具結書。
十、教師聯合甄選及三個月以上代理 十、教師聯合甄選及三個月以上代理 本點未修正。
教師甄選，按甄選成績高低之順
教師甄選，按甄選成績高低之順
序及志願，以公開作業方式予以
序及志願，以公開作業方式予以
介聘分發，甄選介聘作業由本會
另定簡章規定。
十一、縣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及公辦民營學校教師，申請介聘
至他校或他校介聘至上述類型
學校，比照一般教師介聘之規定
辦理。

介聘分發，甄選介聘作業由本會
另定簡章規定。
十一、縣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及公辦民營學校教師，申請介聘
至他校或他校介聘至上述類型
學校，比照一般教師介聘之規定
辦理。

本點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