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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1290 號之 3

案由：教育部函，為修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
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教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07714C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
主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第 2 條、第 5 條、第 7 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07714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總說明、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 1 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第 2 項準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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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教署秘書室、本部國教署人事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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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修
正條文
第

二

條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向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辦理
現職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介聘。
前項教師，包括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特殊教育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教師
。
教師除離島建設條例另有規定外，應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三年，且無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學校審查通過者，始得申請介聘：
一、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二、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三、依本部所定不適任教師處理規定之察覺期、輔導期或評議期處理程序中。
四、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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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及法務部所屬、直轄市立、縣（市）立之高級中等學校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並經各該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向本部申請併同辦理教師介聘；其申請介聘之教
師，應符合前項規定。

第

五

條

經達成介聘之教師，由校長直接聘任；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十年內
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
。
因前項教師未報到，致影響他校教師介聘者，各該介聘均失其效力，各教師仍留
原校服務。但未報到教師之原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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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修
正總說明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
，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六日修正發布。為配合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
一之修正公布及增列現職教師申請介聘之消極條件，爰擬具本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一之修正公布，修正教師申請介聘年限規定；另為避免疑有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教師透過介聘規避事件之調查及懲處，及考量高級中等學校稀有
類科已有公費生之需求，爰增列現職教師申請介聘之消極條件。（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刪除本辦法九十九年二月二日修正施行前已達成介聘未依限報到者，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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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七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得

第二條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得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向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申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向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申

二、參照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
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

請辦理現職教師（以下簡稱
教師）介聘。

請辦理現職教師（以下簡稱
教師）介聘。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體例，
爰修正第三項如下：

前項教師，包括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及國立特殊教育

前項教師，包括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及國立特殊教育

(一)現行第一款有關申請介
聘之教師應於現職服務

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教
師。

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教
師。

學校實際服務滿三年之
規定，移列為序文規定

教師除離島建設條例另
有規定外，應於現職服務學

申請介聘之教師，應符
合下列條件，並經學校審查

；另配合離島建設條例
第十二條之一於一百零

校實際服務滿三年，且無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學校

通過：
一、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

四年六月十日修正公布
，明定離島地區高級中

審查通過者，始得申請介聘
：

務滿三年。
二、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等以下學校初聘教師應
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

一、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三、非屬依本部所定不適任

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
本島地區學校。爰於序

二、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

教師處理規定之察覺期、
輔導期或評議期處理程序

文增訂「除離島建設條
例另有規定外」。

階段。
三、依本部所定不適任教師

中之教師。
國防部及法務部所屬、

(二)現行第二款配合移列為
第一款，並酌作文字修

處理規定之察覺期、輔導
期或評議期處理程序中。

直轄市立、縣（市）立之高
級中等學校經教師評審委員

正。
(三)為避免涉有性侵害、性

四、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會決議，並經各該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向本部申請併同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透過

辦理教師介聘。

介聘規避事件之調查及
懲處，爰增訂第二款，

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
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

條

文

說

明

務服務期間。
國防部及法務部所屬、

明定涉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

直轄市立、縣（市）立之高
級中等學校經教師評審委員

在調查階段之教師，不
得申請介聘。

會決議，並經各該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向本部申請併同

(四)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考量目前已有公費生分

辦理教師介聘；其申請介聘
之教師，應符合前項規定。

發至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為配合現行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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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四款。
(六)教師申請介聘之資格審
查係於每年三月進行，
爰目前尚無申請介聘中
之教師。
三、以國防部及法務部所屬、
直轄市立、縣（市）立之高
級中等學校向本部申請併同
辦理教師介聘者，其申請介
聘之教師仍應符合第三項規
定，為期明確並符合實務運
作現況，爰修正第四項明定
之。
經達成介聘之教師，

一、九十九年二月二日修正施

由校長直接聘任；未在規定
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

由校長直接聘任，未在規定
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

行前規定之五年之內不得再
提出申請介聘之人員，均已

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
，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
，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逾列管期限，是以，「九十
九年二月二日修正施行前已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
規定議處。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
規定議處。但本辦法中華民

達成介聘未依限報到者，依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因前項教師未報到，致
影響他校教師介聘者，各該

國九十九年二月二日修正施
行前已達成介聘未依限報到

現行已無繼續適用之必要，
爰刪除第一項但書規定。

介聘均失其效力，各教師仍
留原校服務。但未報到教師

者，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
理。

之原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
此限。

因前項教師未報到，致
影響他校教師介聘者，各該

第五條

經達成介聘之教師，

第五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介聘均失其效力，各教師仍
留原校服務。但未報到教師
之原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
此限。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列第二項，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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