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積分審查作業注意事項【國中】 
 
 
一、審查申請：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請參閱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 

    知(附錄一)說明壹。 

(二)學校校內初審：請參閱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知 

    (附錄一)說明貳。 

二、市級審查日期：106年 5月 8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06年 5月 9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請依限並配合各分區排定時程送件；非排定時程送件者，除具特殊事由外，一律延至當日下午 

      視待審件數及審查人力情形審酌是否收件。 

三、補件期限：106年 5月 9日（星期二）下午 4時補件截止，逾期視同放棄介聘申請。 

四、審查地點：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33號) 

五、審查工作人員：略。 

六、審查方式：採櫃檯化審查（請積分審查人員務必攜帶職名章）。 

(一)編號登記收件： 

(二)積分審查人員複審： 

1、核符： 

(1)積分無誤：於審查意見欄中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交由資 

   訊組登錄積分。 

(2)積分有誤：於審查意見欄中加註意見並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交由各校人事人員與申請人確認，確認無誤後交由資訊組登錄積分。    

(3)資訊組登錄積分後列印積分確認表 2份，送至收件處加蓋委員會章戳，並於申請表、 

   送件名冊等表上加註電腦編號；確認表由各校人事人員代理簽章，1份當場繳回，1 

   份交予領回。 

2、退件：於審查意見欄中加註意見並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交

至收件處登記退回，並由各校人事人員簽收。 

七、附錄： 

(一)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知(含相關附件) 

(二)新北市 10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偏遠及特殊偏遠地區學校名單 

(三)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內介聘作業日程表 

 

 

 

 

 

審查日期 審查時段 預定送件分區排程 

106.5.8(一) 
09時至 11時 30分 板橋區、三重區、淡水區 

13時至 15時 30分 文山區、瑞芳區、七星區、雙和區 

106.5.9(二) 
09時至 11時 30分 新莊區、三鶯區 

13時至 15時 30分 各區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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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送件暨審查流程圖： 

 

 

 

 

 

 

 

 

 

 

 

 

 

 

 

 

 

 

 

 

請於 106年 5月 9日(二) 

下午 4時前補件。 

請於 106年 5月 9日(二) 

下午 4時前補件。 

請於 106年 5月 9日(二) 

下午 4時前補件。 

請於 106年 5月 9日(二) 

下午 4時前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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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積分審查作業注意事項【國小暨幼兒園】 
 
 
一、審查申請：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請參閱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

知(附錄一)說明壹。 

(二)學校校內初審：請參閱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知

(附錄一)說明貳。 

二、市級審查日期：106年 5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06年 5月 11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30分。 

    ※請依限並配合各分區排定時程送件；非排定時程送件者，除具特殊事由外，一律延至當日下午 

      視待審件數及審查人力情形審酌是否收件。 

三、補件期限：106年 5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4時補件截止，逾期視同放棄介聘申請。 

四、審查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36號) 

五、審查工作人員：略。 

六、審查方式：採櫃檯化審查（請積分審查人員、送件人員務必攜帶職名章）。 

(一)編號登記收件： 

(二)積分審查人員複審： 

1、核符： 

(1)積分無誤：於審查意見欄中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交由資 

   訊組登錄積分。 

(2)積分有誤：於審查意見欄中加註意見並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交由各校人事人員與申請人確認，確認無誤後交由資訊組登錄積分。    

(3)資訊組登錄積分後列印積分確認表 2份，送至收件處加蓋委員會章戳，並於申請表、 

   送件名冊等表上加註電腦編號；確認表由各校人事人員代理簽章，1份當場繳回，1 

   份交予領回。 

2、退件：於審查意見欄中加註意見並核章後，將申請表、積分(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交

至收件處登記退回，並由各校人事人員簽收。 

七、附錄： 

(一)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申請及審查須知(含相關附件) 

(二)新北市 10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偏遠及特殊偏遠地區學校名單 

(三)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作業日程表 

 

 

 

 

 

審查日期 審查時段 預定送件分區排程 

106.5.10(三) 
09時至 11時 30分 板橋區、三鶯區 

13時至 15時 30分 三重區、淡水區、瑞芳區、七星區 

106.5.11(四) 
09時至 11時 30分 新莊區、雙和區 

13時至 15時 30分 文山區、各區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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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送件暨審查流程圖： 

 

 

 
 

 
 

 

 

 

 

 

 

 

 

 

 

 

 

 
 
 

請於 106年 5月 11日(四) 

下午 4時前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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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申請及審查須知 

 

壹、申請人申請須知： 

一、網路填報： 

(一)申請人應依限上網填報個人基本資料、應聘科(類)別、介聘縣市、積分及志願學校等資料(請 

自行至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電腦作業系統(網址為：

http://tas.kh.edu.tw)填報)： 

1、本年度上網登錄填報時間為 106年 4月 21日(星期五)至 106年 5月 4日(星期四)；系統 

於 106年 5月 4日(星期四)晚間 24時關閉，未於期間內上網申請者，事後均無法受理。 

2、申請人登入介聘網站進行各項作業時，應自備可讀取健保卡之晶片讀卡機與本人最新健 

保卡，以確認使用者身份；申請操作檔案請至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

請介聘他縣市電腦作業系統(網址為：http://tas.kh.edu.tw)一般公告區下載參考。 

(二)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上網選填志願，超過上開規定期限後即不得更改或增減，錯填或未完

成選填志願者，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三)上網填報之個人資料、介聘縣市及應聘科(類)別等需與紙本申請表填寫之內容一致，競合時

以上網填報之資料為準，誤植衍生之後果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二、申請表相關欄位： 

(一)任教地區限制：請依教師證書覈實填寫，教師證書無特別註記者，請勾選一般地區。 

(二)應聘科(類)別： 

1、 教師申請介聘應以教師合格證書資格申請介聘科(類)別，若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

證書者，最多可申請現職服務教育階段 3種介聘科(類)別；如申請介聘非現職服務學校

之聘任教科(類)別，須取得該科(類)別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內任教 1年以

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 2分之 1以上) (附件 5)。 

教師以資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段學校資優班，得免提出最近 3

年內任教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2、 請參閱申請表填表說明六規定，依科(類)別全稱填寫，例：申請「加註英語專長」者，

應填寫「02/加註英語專長教師」；申請介聘「特殊教育類」者，應詳填「01/身心障礙

類、02/視覺障礙類、03/聽覺障礙類…15/舞蹈藝術才能(特教)」，勿籠統簡寫為特殊

教育類。 

3、 第一科(類)別欄位請務必填寫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別(電腦作業係以第一欄位

科(類)別供他縣市教師調入)；申請介聘「特殊教育類」者，若無特殊需求（例：僅希

望任教智能障礙類），請填「01/身心障礙類」。 

4、 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僅限於現任各縣(市)增置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聘，應填「專

任輔導教師」；並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略以，自 106學年度起，國小專輔教師應具「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國中專

輔教師應具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三) 申請介聘縣市(選填介聘縣市甲、乙)：申請人得選定一至二個縣(市)為申請介聘縣(市)，選

定後請詳細填寫該縣(市)行政區劃，例：嘉義縣、嘉義市(勿僅填嘉義 2字) 

申請表請申請教師自行影印留存 1份以便核對登錄資料，申請表資料如有修正，請以紅筆劃記，

並於修正處旁簽章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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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附證明文件： 

(一)紙本申請表正本及網路填報資料影本(請申請人自行列印)  

(二)檢具下列各項證明文件，自行加附封面(附件 4)，送服務學校人事單位進行初審： 

1、 共同應附證明文件： 

(1)教師證書影本(專任輔導教師應檢具加註輔導專長(國小) 、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國中)教師證書) 

(2)現職聘書(約)影本 

(3)在職或服務證明(加註任教類(科)別及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 

(4)退伍令影本(在職期間入伍服役者方須檢附) 

(5)留職停薪核定及復職公文；復職申請書(未留職停薪者免附) 

(6)授課證明書正本(以現聘類(科)別申請介聘者免附) 

2、 個別積分應附證件：請參閱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積分審

查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附件 1) 

以上證明文件均為 A4規格，請逐一彙整核章後，依上開順序裝訂成冊置於大型信封袋(黏貼

附件 3於信封袋上)送各校初審，並由人事人員以學校為單位依限至承辦學校送件(影本請加

蓋「與正本相符章」及「人事主管職名章」)。 

四、申請人未符合申請資格者，不予受理；相關應附證明文件不足或未檢附(齊)者，不予採計，如有

疏誤或漏失，請申請人自行負責。 

 

貳、學校承辦人員須知： 

一、校內初審： 

(一)申請人紙本申請表正本及網路填報資料影本(請申請人自行印出)： 

請核對申請人紙本申請表正本及網路填報資料影本，如有不一致者，請通知申請人務必於

106年 5月 4日(星期四)晚間 24時前修正。（網路填報資料請學校人事人員留存 1份，並攜

至審件現場，以利現場與確認表核對） 

(二)申請人申請資格： 

 依 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現職   

 教師應具下列資格，始得申請介聘： 

1、符合「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 12條、第 12-1條規定，

另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當年 8月 1日)前

回職復薪。 

2、申請介聘至國立大學或國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應具有一般地區教師資格。 

(三)基本資料、積分： 

請覈實就各該申請人基本資料、積分等相關證明文件進行校內審核，如有與申請人填報不一 

致者，請務必與申請人聯繫確認並簽章。 

(四)非自願超額教師欲參加市外介聘，應以超額分發報到學校為申請學校，申請時所需相關資料

由前超額學校審查後經超額分發報到學校確認並代為申請，其申請表內請註記該師自○○○

學校超額至*****學校。 

(五)請務必確認相關表件需簽章之欄位均已確實核章。 

二、市級櫃檯化審查： 

(一)請依限並配合各分區排定時程送件；非排定時程送件者，除具特殊事由外，一律延至當日下

午視待審件數及審查人力情形審酌是否收件。 

(二)櫃檯化作業審查： 

1、申請人基本資料(除聘任科(類)別外)及志願學校部份，均不再予審查，如有填報錯誤或

未完成志願選填者，均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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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人積分部分，經審核積分無誤者逕行登錄積分；積分有誤者，請各校人事人員與申

請人確認無誤後登錄積分；登錄積分後將列印積分確認表 2份，確認表由各校人事人員

代理簽章，1份當場繳回，1份交予領回。 

3、請各校人事人員領回積分確認表時，務必再次核對申請人選填之「申請介聘縣(市)」及

「應聘科（類）別」等資料內容是否與紙本申請表填寫內容一致。 

 

參、附註： 

一、凡達成介聘教師，應攜帶相關證件至介聘學校報到接受審查；未依規定辦理報到者，後果自行負

責，並依「106 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第 15、16

點及「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 5-2 條等規定，管制 10 年內不得

再申請介聘他縣市，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予以申誡以上

處分。 

二、未盡事宜悉依【106 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暨積分

審查參考原則等規定辦理。 

 

肆、相關附件： 

一、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積分審查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附件 1) 

二、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送件名冊(附件 2) 

三、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積分(志願)表 (附件 3) 

四、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審查證明文件冊(封面) (附件 4) 

五、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授課證明書(以現聘任教類(科)別申請介聘者免附)(附件 5) 

六、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附件 6) 

七、新北市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商借情形聲明書(附件 7) 

八、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積分審查作業補(退)件通知書(附件 8) 

九、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教評會審查結果表及本市教師遭他縣市拒

絕調入名單】(附件 9) 

十、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承辦學校交通資訊(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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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北市 10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偏遠及特殊偏遠地區學校名單 

  ※歷年偏遠及特殊偏遠地區國中、國小、幼兒園名單已於人事處數位典藏館公告。 

   (網址： http://eps.ntpc.gov.tw/peolab/people01.htm#3） 

105學年度新北市偏遠地區【國中】名單 

三鶯分區 尖山國中 文山分區 深坑國中  平溪國中  三芝國中 

 柑園國中  坪林國中  貢寮國中 新莊分區 八里國中 

 
明德高中  

(國中部) 
 

石碇高中   

(國中部) 
 瑞芳國中 

 
七星分區 

金山高中  

(國中部) 
瑞芳分區 

雙溪高中 

(國中部) 
淡水分區 

正德國中  

(賢孝校區) 

 萬里國中  欽賢國中  石門國中 

105學年度新北市偏遠地區【國中小】名單 

瑞芳分區 豐珠國中小 文山分區 烏來國中小 

105學年度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名單 

三鶯分區 大成國小  萬里國小  瑞亭國小  石門國小 

 建安國小  保長國小  鼻頭國小  乾華國小 

 插角國小 文山分區 直潭國小  柑林國小  老梅國小 

 有木國小  雙峰國小  上林國小  橫山國小 

 五寮國小  龜山國小  牡丹國小  興仁國小 

 民義國小  和平國小  貢寮國小  興華國小 

 中湖國小  永定國小  福隆國小  三芝國小 

 二橋國小  雲海國小  澳底國小  屯山國小 

 大埔國小  坪林國小  和美國小  育英國小 

 成福國小  石碇國小  福連國小  水源國小 

七星分區 東山國小  屈尺國小  平溪國小 新莊分區 長坑國小 

 野柳國小  深坑國小  菁桐國小  南勢國小 

 大鵬國小 瑞芳分區 瑞柑國小  十分國小  嘉寶國小 

 大坪國小  瑞濱國小  雙溪國小  瑞平國小 

 崁腳國小  九份國小  吉慶國小  興福國小 

 中角國小  瓜山國小  瑞芳國小 特偏國小 

 三和國小  濂洞國小 淡水分區 忠山國小 文山分區 福山國小 

 金山國小  猴硐國小  中泰國小 
文山分區 

坪林國小 
（漁光校區）  金美國小  義方國小  坪頂國小 

105學年度新北市偏遠地區【市立幼兒園】名單 

金山幼兒園（含分班） 萬里幼兒園（含分班） 林口幼兒園湖北分班 石門幼兒園（含分班） 

瑞芳幼兒園（含分班） 深坑幼兒園（含分班） 石碇幼兒園（含分班） 
三峽幼兒園本園 

及中興分班 
坪林幼兒園（含分班） 雙溪幼兒園（含分班） 貢寮幼兒園（含分班） 

三芝幼兒園（含分班） 烏來幼兒園（含分班） 鶯歌幼兒園（含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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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北市 106 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作業日程表【國中】 
 
一、承辦學校：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二、辦理期程：106 年 2 月 6 日(一)至 106 年 9 月 6 日(三) 

 
1、依據「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辦理。 
2、市外介聘應以依限報送委託書之學校為限，臨時之介聘申請，不予受理。 

3、申請人及各校人事人員應依限上網填報、送件及補件，逾期不予受理。 

月 日 星期 作業要項 承辦單位 備註 

2 6 一 市外介聘籌備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開會地點：嘉義縣 

2 17 五 公告各校教師甄選介聘委託情形 教育局中教科  

2 23 四 發布市外介聘作業要點 教育局人事室 
主辦縣市(嘉義縣)函送各縣市政府
轉知學校；網站公佈，網址：
http://tas.kh.edu.tw 

3 
14 
｜ 
17 

二 
| 
五 

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數量需求調查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系統填報 

4 
10 
│ 

17 

一 
│ 
一 

各縣市上網登錄介聘學校名單及確認管制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17 一 市外介聘審查人員協調會議 義學國中  

4 
20 
| 

25 

四 
│ 
二 

發布及更正市外介聘學校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 
5 

21 
| 
4 

五 
| 
四 

申請市外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及選填志願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1.於教育局/電子公文區/教師介聘
公告 
2.填報網址：http://tas.kh.edu.tw 

5 
8 
| 
9 

一 
| 
二 

市外介聘收件及積分審查： 
1.市外介聘委員會收件（分區送件） 
2.於義學國中進行積分審核、電腦建檔 
【下午 4：00 補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義學國中 
積分審查小組 

義學國中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33號  
電話：(02)2296-1168#100 
傳真：(02)2297-7023 

5 
11 
| 

18 

四 
| 
四 

各縣市上網登錄單調缺額 
（確認市外介聘人員資料） 

教育局人事室  

5 
23 
| 

24 

二 
| 
三 

市外介聘第 2 次會議（協調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5 31 三 各縣市將市外介聘作業結果通知各學校 教育局人事室  

6 3 六 

市外介聘： 
1.上午 11：00 前，達成介聘教師至各校接受審
查 
2.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教師審查會議，未依限召
開者視同無條件接受 

義學國中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1、教師應於 6 月 3日(六)上午 11 
   時前，攜帶相關資料至達成介 
   聘學校接受教評會審查，未依 
   限報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2、達成介聘學校未依限召開教評會 
   者，視同同意聘任。 
3、達成介聘學校請於 6月 3 日(六) 
   下午 3時前傳真教評會審查結果 
   表至義學國中(逾期限視同同意 
   聘任)，均同意聘任則毋須回  
   傳；傳真：(02)2297-7023； 
   電話：(02)2296-1168#100 

6 6 二 市外介聘名單傳送至聯合委員會 教育局人事室  

6 15 四 市外介聘第 3 次會議（確認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6 20 二 調入縣市轉知介聘學校通知教師報到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9 6 三 介聘外縣市作業檢討會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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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 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作業日程表【國小暨幼兒園】 
 

一、承辦學校：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二、辦理期程：106 年 2 月 6 日(一)至 106 年 9 月 6 日(三) 

 
1、依據「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辦理。 
2、市外介聘應以依限報送委託書之學校為限，臨時之介聘申請，不予受理。 
3、申請人及各校人事人員應依限上網填報、送件及補件，逾期不予受理。 
 

月 日 星期 作業要項 承辦單位 備註 

2 6 一 市外介聘籌備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開會地點：嘉義縣 

2 23 四 發布市外介聘作業要點 教育局人事室 
主辦縣市(嘉義縣)函送各縣市政府
轉知學校；網站公佈，網址：
http://tas.kh.edu.tw 

3 
14 
｜ 
17 

二 
| 
五 

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數量需求調查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系統填報 

4 
10 
│ 

17 

一 
│ 
一 

各縣市上網登錄介聘學校名單及確認管制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18 二 市外介聘審查人員協調會議 中正國小  

4 
20 
| 

25 

四 
│ 
二 

發布及更正市外介聘學校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 
5 

21 
| 
4 

五 
| 
四 

申請市外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及選填志願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1.於教育局/電子公文區/教師介聘
公告 
2.填報網址：http://tas.kh.edu.tw 

5 
10 
| 

11 

三 
| 
四 

市外介聘收件及積分審查： 
1.市外介聘委員會收件（分區送件） 
2.於中正國小進行積分審核、電腦建檔 
【下午 4：00 補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中正國小 
積分審查小組 

中正國小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36號  
電話：(02)29120850、(02)29120852 
傳真：(02) 29120581、(02)29120830 

5 
11 
| 

18 

四 
| 
四 

各縣市上網登錄單調缺額 
（確認市外介聘人員資料） 

教育局人事室  

5 
23 
| 

24 

二 
| 
三 

市外介聘第 2 次會議（協調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5 31 三 各縣市將市外介聘作業結果通知各學校 教育局人事室  

6 3 六 

市外介聘： 
1.上午 11：00 前，達成介聘教師至各校接受審
查 
2.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教師審查會議，未依限召
開者視同無條件接受 

中正國小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1、教師應於 6 月 3 日(六)上午 11 時 

  前，攜帶相關資料至達成介聘學 

  校接受教評會審查，未依限報到 

  者，視同自動放棄。 

2、達成介聘學校未依限召開教評會 

  者，視同同意聘任。 

3、達成介聘學校請於 6 月 3 日(六) 

   下午 3時前傳真教評會審查結果 
   表至中正國小(逾期限視同同意 
   聘任)，均同意聘任則毋須回傳  

   ；傳真：(02) 2917-9402；電話： 

   (02)2912-5432#810(教務處)或 

   #806(人事室) 

6 6 二 市外介聘名單傳送至聯合委員會 教育局人事室  

6 15 四 市外介聘第 3 次會議（確認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6 20 二 調入縣市轉知介聘學校通知教師報到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9 6 三 介聘外縣市作業檢討會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嘉義縣 

10 

http://tas.kh.edu.tw/
http://tas.kh.edu.tw/


附件 1 
 

新北市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積分審查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 

 

 
壹、共同應附證明文件： 

 

貳、個別積分應附證明文件： 
 
一、申請介聘原因積分：原因擇一採計，最高9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配偶不在同一縣(市)
服務，申請介聘至配偶
服務之縣(市) 

自結婚後，凡配偶已在該地
連續服務1年以上者（不含

兼課、兼職）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
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正本 

※配偶服務證明正本 
※勞保投保證明 
※健保投保證明 
※自營事業登記證明 
※自耕農之農地所在地證明或
農保投保證明 

自結婚後，凡配偶已在該地
連續服務未滿1年者（不含
兼課、兼職） 

60 

2 

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
偶設籍地為同一縣
(市)，申請介聘至配
偶設籍(含未設籍登
記，已取得永久居留

證)之縣(市) 

不論結婚時間長短，配偶已
在該地區連續設籍2年以上
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
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正本 

※永久居留證影本（配偶為外 
  籍者方須檢附） 

不論結婚時間長短，配偶已
在該地區連續設籍1年以上

者 

60 

3 

單親教師需照顧父母、子女、原配偶之父母或教師
需照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
病證明之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父母者，申請
至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父母設籍縣(市)或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之教師，申請至設
籍縣(市)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
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正本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 
  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須 
  於有效期間內） 

4 
申請人本人或配偶之父母親之一，年滿70歲(含)以
上，申請介聘至父母親或配偶父母親設籍縣(市)者 

9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正本 

1、教師證書影本(專任輔導教師應檢具加註輔導專長(國小) 、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 

   導活動專長(國中)教師證書) 

2、現職聘書(約)影本 

3、在職或服務證明(加註任教類(科)別及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 

4、退伍令影本(在職期間入伍服役者方須檢附) 

5、留職停薪核定及復職公文；復職申請書(未留職停薪者免附) 

6、授課證明書正本(以現聘類(科)別申請介聘者免附) 



5 
於現職服務學校服務期間離婚之教師申請介聘至他
縣(市)者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正本 

6 
教師申請介聘至父母
設籍之縣(市) 

父母連續設籍6個月以上者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正本 父母連續設籍 2年以上者 75 

7 
全家遷居（與家人同時遷居至所欲申請縣(市)之事
實）者 

60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 
  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正本 

8 教師於偏遠地區學校連續服務滿5年申請介聘者 60 
※考核通知書(本學年為第5年 
  者，請於現職服務證明註記) 

9 其他原因申請介聘者 30 各校自行認定 

備註 

1、具多款介聘原因時，擇一採計。 

2、以上開第1至7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檢附最近1個月(國中：106.4.10~106.5.9；國小暨幼 

   兒園：106.4.12~106.5.11)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 
   配偶雙方不同戶籍者，則雙方均須檢附。 

3、以上開第1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注意： 
   (1)服務年資是以結婚日起算。 
   (2)兼職或兼課或是以學生身分(博士班、碩士班等)不予採計。 
   (3)服義務兵役之所在地不算工作地，志願役可採計。 
   (4)須連續服務1年以上，若服務不同單位且無中斷年資，則准予併計。 
   另應檢附下列配偶有關證件： 
   (1)配偶於軍公教機關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起訖、服務單位所 

      在地地址、電話）。 
   (2)配偶於私人機構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起訖、服務單位所在 
      地地址、電話）及勞保投保證明。 
   (3)配偶自營事業者，應附自營事業登記證明（註明公司行號所在地地址、電話）及健保 
      投保證明。 
   (4)配偶為自耕農者，應附有關機關開具農地所在地證明及農保投保證明。 
   (5)配偶之服務證明書，以106年4月1日後開立者為限。 
4、以上開第3、4目原因申請介聘者，依法認可之養父母及養子女比照父母或子女採計； 
   以上開第4、6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母或父設籍不同縣（市）均可採計；以上開第5目原因 
   申請介聘者，須於現職服務學校離婚，並已辦妥離婚登記為限。 
5、上開第3目所稱「單親教師」係指喪偶、離婚或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或其子女已滿廿歲 
   而仍在學或沒有謀生能力而需照顧者。 

6、上開第7目所稱「全家遷居」係指與家人同時有跨縣(市)遷居之事實；未婚教師應與父母 
   一起遷居；已婚教師無子女者應夫妻一起遷居，有子女者應夫妻子女一起遷居(父母或夫 
   妻一方死亡者，以生存者一方為準）。 

 
  



二、年資積分：最高4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在本縣(市)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連續服務 每滿1年核給2分 

※歷年考核通知書 
影本 

2 
在本縣(市)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 
連續服務 

每滿1年另加給1分 

3 
在本縣(市)特殊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暨幼 
兒園連續服務 

每滿1年另加給2分 

4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處(室)主任、 
園長 

每滿1年另加給2.5分 ※歷年兼職聘書或 
  已載明兼職職稱 
  之考核通知書影 
  本或其他足資證 
  明文件 

5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組長、副組 
長、人事、主計 

每滿1年另加給1.5分 

6 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導師 每滿1年另加給0.5分 

備註 

1、年資積分採計以同級公立學校之間為限，各階段別不得合併採計。 
2、採計期間：採計至106年7月31日止之年資。 
3、基本積分(第1目)： 
   (1)於本縣(市)連續服務期間服義務役年資得以採計，惟不含志願役。 
   (2)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以採計。 
   (3)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商借年資得 
      採計。 
   (4)私立學校(幼兒園)服務年資符合行政院服務獎章頒發之服務認定標準年資者，准予併 
      計。 
   (5)以上於特殊加分均不得採計。 
4、特殊加分(第2至6目)： 

   (1)服兵役及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均不得採計。 
   (2)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商借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商借年資 
      ，不得採計(另須檢附商借情形聲明書(附件7))。 
   (3)具二種以上兼職者，擇一採計。 
   (4)兼職加分以兼職聘書或考核通知書現職欄記載為依據；學校開具兼職證明書應記載兼 

      任名稱、起迄年月日、核准文號。 
5、年資積分，限經聘(派)任之合格教師及86學年度(含)以前依法分發之實習教師或84年11 
   月16日(含)以前進用之試用教師期間始得採計(實習教師係指以舊制（登記制）之公費生; 
   試用教師必須持有試用教師證始得採計)。 
6、未滿1年之兼任行政職務及導師年資，同一學年度內得合併計算，以較低之職務為採計基 
   準核給分數。 
7、年資積分不得有故意高分低報情事，否則得拒絕其申請。 

 
三、在本市最近5年考績之積分：最高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每年核給2分 
※考核通知書影本 
  (依第3目核予積 
  分者，須註明因病 
  假所致) 

2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 每年核給1分 

3 
因病假，致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 
第1項第3款 

每年核給1分 

備註 
1、採計期間：自100至104學年度成績考核。 
2、另予考核者，依上開標準各核予一半積分。 

 



四、在本市最近5年獎懲之積分：最高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1 嘉獎/申誡1次 加/減1分 

※獎懲令影本 
※獎狀(牌)影本 

2 記功/記過1次 加/減3分 

3 記一大功/記一大過 加/減9分 

4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頒發之獎狀（牌） 

縣(市)級 每紙核給0.5分 

省級 每紙核給 1.5分 

中央級 每紙核給 2分 

備註 

1、採計期間：自101年5月5日至106年5月4日之獎懲(含留職停薪期間)。 
2、由所屬機關或所屬上級機關核給之嘉獎、記功、記大功，縣(市)級、省級、中央級核給 
   之獎狀（牌）為認定標準(如選舉准予採計)。 

3、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 

 
五、在本市最近五年研習、進修積分：最高10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研習
進修 

在本市最近五年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
法」規定之進修、研習等 

每滿1週核給0.5分 
※研習進修時數證 
  明書正本(附件6) 

備註 

1、採計期間： 
   (1)採計任本市正式合格教師最近5年研習時數、進修學分，代理(課)或實習等期間，不 
      予採計。 
   (2)研習時數：採計自101年5月5日至106年5月4日參加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含教育部、 

      本府教育局)核定之研習時數(含留職停薪期間)。 
   (3)進修學分：採計自100學年度第2學期至105學年度第1學期之進修學分(含留職停薪 
      期間)。 
2、以上研習時數、進修學分，均應經服務學校依程序核證者，始予採計。進修、研習1週以   
   上，每滿1週，給0.5分(1學分以18小時計;1週以35小時累計)；未滿1週者，不予採計。 
3、於本市最近5年符合「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並由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 
   薦送、指派或同意進修的學位或學分都給分（惟需檢附同意進修相關文件），學分逐年採 
   計，以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為認定標準；另空中大學之進修、研習學分則予採計。 
4、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參加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 
   號之進修、研習，始得採計；另參加其他機關團體（如教師會、基金會、協會、財團法 
   人、補習班等）辦理之進修、研習，未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者，不得採計。 
5、教師參加網路文官 E學院、地方 E學中心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數位學習時數，需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方可採計。 

 
六、特殊加分： 
 
目次 積分內容 積分 應附證明文件 

特殊
加分 

服務於同一縣(市)特殊偏遠地區實際擔任 
教學已滿3年者 

另加給30分 
※考核通知書(本學年為第3年 
  者，請於現職服務證明書加註) 

備註 
1、採計任正式合格教師於特殊偏遠地區實際擔任教學已滿3年者。 
2、以同縣(市)服務為限，介聘他縣(市)後再回本縣(市)年資不予採計。 

 



附件 2-國民中學用 

 
九大區別：           區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送件名冊 

 

學校名稱：新北市立        國民中學 

收件 

序號 

申請介聘 

科（類）別 
姓名 

選填介聘 

志願縣市 

學校 

審核積分 

委員會 

審核積分 
審查意見 

電腦 

編號 

    
   

  
   

   
   

  
   

   
   

  
   

   
   

  
   

   
   

  
   

 □以上申請人均已符合於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6學期以上之規定。 

 本送件名冊共    頁，計    人完成積分複審無誤。 

人事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積分複審 

人員核章 

市外介聘委員會 

複審章戳 

    

 

 

 

 

1、 本名冊依教師申請介聘之科(類)別，按積分高低依序填造一式 3份，2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
另 1份由申請介聘學校存查。 

2、 「收件序號」欄由市外介聘委員會收件時填寫，「電腦編號」欄於積分審查完畢後，由各校送件人

員於攜回積分確認表後於本名冊上加註。 

3、 本名冊應連同申請介聘教師之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送審；現場審核完畢當場核給分數，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4、 如有疑義，請務必於 106年 5 月 9日(星期二)下午 4 時前補件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5、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 2-國民小學用 

 
九大區別：           區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送件名冊 

 

學校名稱：新北市        區        國民小學  

收件 

序號 

申請介聘 

科（類）別 
姓名 

選填介聘 

志願縣市 

學校 

審核積分 

委員會 

審核積分 
審查意見 

電腦 

編號 

   
   

  
   

   
   

  
   

   
   

  
   

   
   

  
   

   
   

  
   

 □以上申請人均已符合於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6學期以上之規定。 

 本送件名冊共    頁，計    人完成積分複審無誤。 

人事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積分複審 

人員核章 

市外介聘委員會 

複審章戳 

    

 

 

 

 

1、 本名冊依教師申請介聘之科(類)別，按積分高低依序填造一式 3份，2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
另 1份由申請介聘學校存查。 

2、 「收件序號」欄由市外介聘委員會收件時填寫，「電腦編號」欄於積分審查完畢後，由各校送件人

員於攜回積分確認表後於本名冊上加註。 

3、 本名冊應連同申請介聘教師之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送審；現場審核完畢當場核給分數，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4、 如有疑義，請務必於 106年 5 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4時前補件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5、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 2-幼兒園用 

 
九大區別：           區                       □市立幼兒園     □附設幼兒園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送件名冊 
 

幼兒園名稱：                                   

收件 

序號 

申請介聘 

科（類）別 
姓名 

選填介聘 

志願縣市 

學校 

審核積分 

委員會 

審核積分 
審查意見 

電腦 

編號 

   
   

  
   

   
   

  
   

   
   

  
   

   
   

  
   

   
   

  
   

 □以上申請人均已符合於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6學期以上之規定。 

 本送件名冊共    頁，計    人完成積分複審無誤。 

單位主管 
幼兒園主任 

(市立幼兒園此欄免核章) 
園長 

積分複審 

人員核章 

市外介聘委員會 

複審章戳 

    

 

 

 

 

1、 本名冊依教師申請介聘之科(類)別，按積分高低依序填造一式 3份，2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
另 1份由申請介聘學校存查。 

2、 「收件序號」欄由市外介聘委員會收件時填寫，「電腦編號」欄於積分審查完畢後，由各校送件人

員於攜回積分確認表後於本名冊上加註。 

3、 本名冊應連同申請介聘教師之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送審；現場審核完畢當場核給分數，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4、 如有疑義，請務必於 106年 5 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4時前補件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5、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 3(請黏貼於大型信封袋上)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幼兒園 

                                      

新北市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市外介聘 

積分(志願)表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職服務學校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介聘科

(類)別 

一、(             )原服務學校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二、(             )         

三、(             ) 

選填介聘志願縣市 學校審核積分 委員會審核積分 

縣市甲 
             縣 

             市 
  

縣市乙 
             縣 

             市 
  

一、申請介聘科(類)別請參申請表填表說明六規定，依科(類)別全稱填寫(勿簡略填寫)： 
1、國中一般科目：01/公民與道德、02/健康教育、03/國文、04/英語、05/數學、06/歷史、 
   07/地理、08/理化（物理或化學）、09/生物、10/家政（家政與生活科技）、11/童軍、 
   12/輔導活動、13/體育、14/美術(視覺藝術)、15/音樂、16/工藝（生活科技）、 
   17/地球科學、18/電腦(資訊)、19/表演藝術。 
2、國小一般科目：01/普通、02/加註英語專長。 
3、國中小及幼兒園教師特殊教育類：01/身心障礙類、02/視覺障礙類、03/聽覺障礙類、 
   04/肢體障礙類、05/智能障礙類、06/語言障礙類、07/學習障礙類、08/性格或行為異常類   

      （嚴重情緒障礙）、09/自閉症組、10/多重障礙類、11/身體病弱類、12/一般資賦優異類、 

   13/音樂藝術才能類（特教）、14/美術(視覺)藝術才能類（特教）、15/舞蹈藝術才能類（特 
       教）、16/國文資優類、17/英語資優類、18/數學資優類、19/理化資優類。(申請介聘「特 
       殊教育類」者，若無特殊需求（例：僅希望任教智能障礙類），請填「01/身心障礙類」) 
    4、專任輔導教師：僅限於各縣(市)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聘，應填「專任輔導教師」。 
二、選填介聘志願縣市(縣市甲、乙)： 
    選定一至二個縣(市)為申請介聘縣(市)後，請填寫縣(市)名稱並圈選縣/市， 
    例：嘉義○縣、嘉義○市 (勿僅填嘉義 2字) 

 ※填寫完畢後，請黏貼於大型信封袋上。 
 
 
 
 



附件 4(封面)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幼兒園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審查證明文件冊 
 

 申請人：                           服務學校：                       (全銜) 

※以上證明文件均為 A4規格，請依上開順序裝訂成冊。 

※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人事主管職名章」。 

項目 證件名稱 件數 

基本 
資料 

1  申請表正本 件 

2  教師證書影本 件 

3  現職聘書(約)影本 件 

4 
 在職或服務證明  
 (加註任教類(科)別及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 

件 

5 
 退伍令影本 
 (在職期間入伍服役者方須檢附) 

件 

6 
 留職停薪核定及復職公文；復職申請書 
 (未留職停薪者免附) 

件 

7 
 授課證明書正本 
 (以現應聘任教類(科)別介聘者免附) 

件 

介聘
原因 

8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 件 

9  配偶服務證明正本 件 

10  勞、健保投保證明影本 件 

11  自營事業登記證明影本 件 

12  自耕農之農地所在地證明或農保投保證明影本 件 

13  永久居留證影本 件 

14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影本 件 

年資 

15  歷年考核通知書影本 件 

16 
 歷年兼職聘書影本 
 (考核通知書已載明兼職職稱者免附) 

件 

17  新北市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教師商借情形聲明書正本 件 

考核 18  最近連續 5年考核通知書影本 件 

獎懲 19  最近連續 5年獎懲令、獎狀影本 件 

研習
進修 

20  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正本 件 

21  進修學分成績單影本或學分證明書 件 

其他 22  其他文件：                               件 

合計 件 



附件 5-國民中學用 

 

 

新北市立        國民中學教師授課證明書 

                                      (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日 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申請介聘科(類)別 

一、(             )原服務學校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二、(             )         

三、(             ) 

學年度 學期 
任教科(類)別 

(限填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授課時數 
備註 

每週應授課時數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說明： 

1、 教師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介聘者，除資賦優異類外，須取得該科(類)別
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內任教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
數 2分之 1以上)。 

2、 授課時數之計算，不含課後輔導。 

3、 申請人應將授課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連同「授課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學校教務處進

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另 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教務處備查。 

4、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授課時數證明書」各校教務處務必覈實審核，如有

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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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國民小學用 

 

 

新北市        區        國民小學教師授課證明書 

                                       (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日 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申請介聘科(類)別 

一、(             )原服務學校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二、(             )         

三、(             )      

學年度 學期 
任教科(類)別 

(限填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每週已授滿 

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備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說明： 

1、 教師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介聘者，除資賦優異類外，須取得該科(類)別
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內任教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
數 2分之 1以上)。 

2、 授課時數之計算，不含課後輔導。 

3、 申請人應將授課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連同「授課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學校教務處進

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另 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教務處備查。 

4、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授課時數證明書」各校教務處務必覈實審核，如有

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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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幼兒園用 

                                  

                                                    □市立幼兒園     □附設幼兒園   

新北市              (幼兒園全銜)幼兒園教師授課證明書 

                                      (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日 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申請介聘科(類)別 

一、(             )原服務學校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二、(             )         

三、(             )       

學年度 學期 
任教科(類)別 

(限填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每週已授滿 

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備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說明： 

1、 教師以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申請介聘者，除資賦優異類外，須取得該科(類)別
教師證後，在該科(類)別最近 3年內任教 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
數 2分之 1以上)。 

2、 授課時數之計算，不含課後輔導。 

3、 申請人應將授課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連同「授課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幼兒園主管單

位進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另 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服務幼兒園主管單位

備查。 

4、 市立幼兒園須逐一經承辦人/單位主管/幼兒園園長核章；附設幼兒園須逐一經承辦人/單位主管/

幼兒園主任/校長核章。 

5、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授課時數證明書」各幼兒園主管單位務必覈實審核，

如有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幼兒園主任：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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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國民中學用 

       

新北市立        國民中學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 

                                                                          (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市所屬學校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任正式合格教師日期        年    月    日 

        期間 

類別 

101.05.05~ 

102.05.04 

102.05.05~ 

103.05.04 

103.05.05~ 

104.05.04 

104.05.05~ 

105.05.04 

105.05.05~ 

106.05.04 

研    習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進    修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至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合計          學分； 

                     1學分以 18小時計，共計          小時。 

總計時數 研習           小時＋進修           小時＝            小時 

積    分 共計           星期，合計           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說明： 

1、 研習時數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參加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含教育部、本府教

育局)核定之研習時數。  

2、 進修學分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進修學分。 

3、 研習進修時數 1 星期以上，每滿 1 星期核給 0.5 分(1 學分以 18 小時計，35 小時折合 1 星期)，未

滿 1 星期者，不予核計，合計最高以 10 分為限。 

其採計公式為：研習進修積分＝(研習總時數＋學分數×18）÷35×0.5 

4、 申請人應將研習證件正、影本，依研習及進修日期先後順序連同「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學校教務處進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進修學分須另附成績單
影本或學分證明書)，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教務處備查。 

5、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各校教務處務必覈實審核，

如有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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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國民小學用 

      

新北市        區        國民小學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 

                                                                          (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市所屬學校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任正式合格教師日期        年    月    日 

        期間 

類別 

101.05.05~ 

102.05.04 

102.05.05~ 

103.05.04 

103.05.05~ 

104.05.04 

104.05.05~ 

105.05.04 

105.05.05~ 

106.05.04 

研    習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進    修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至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合計          學分； 

                     1學分以 18小時計，共計          小時。 

總計時數 研習           小時＋進修           小時＝            小時 

積    分 共計           星期，合計           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說明： 

1、 研習時數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參加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含教育部、本府教

育局)核定之研習時數。  

2、 進修學分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進修學分。 

3、 研習進修時數 1 星期以上，每滿 1 星期核給 0.5 分(1 學分以 18 小時計，35 小時折合 1 星期)，未

滿 1 星期者，不予核計，合計最高以 10 分為限。 

其採計公式為：研習進修積分＝(研習總時數＋學分數×18）÷35×0.5 

4、 申請人應將研習證件正、影本，依研習及進修日期先後順序連同「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學校教務處進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進修學分須另附成績單
影本或學分證明書)，另 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教務處備查。 

5、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各校教務處務必覈實審核，

如有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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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幼兒園用 

                                                        □市立幼兒園     □附設幼兒園   

新北市              (幼兒園全銜)幼兒園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 

                                                                          (市外介聘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市所屬學校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任正式合格教師日期        年    月    日 

        期間 

類別 

101.05.05~ 

102.05.04 

102.05.05~ 

103.05.04 

103.05.05~ 

104.05.04 

104.05.05~ 

105.05.04 

105.05.05~ 

106.05.04 

研    習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進    修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至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合計          學分； 

                     1學分以 18小時計，共計          小時。 

總計時數 研習           小時＋進修           小時＝            小時 

積    分 共計           星期，合計           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說明： 

1、 研習時數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參加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含教育部、本府教

育局)核定之研習時數。  

2、 進修學分之採計： 

正式合格教師於本市最近連續 5 年(即上表所列期間)進修學分。 

3、 研習進修時數 1 星期以上，每滿 1 星期核給 0.5 分(1 學分以 18 小時計，35 小時折合 1 星期)，未

滿 1 星期者，不予核計，合計最高以 10 分為限。 

其採計公式為：研習進修積分＝(研習總時數＋學分數×18）÷35×0.5 

4、 申請人應將研習證件正、影本，依研習及進修日期先後順序連同「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一式 2

份，送服務幼兒園主管單位進行審查並核章後，1 份送市外介聘委員會審查(進修學分須另附成
績單影本或學分證明書)，另 1 份連同證件影本留幼兒園主管單位備查。 

5、 市立幼兒園須逐一經承辦人/單位主管/幼兒園園長核章；附設幼兒園須逐一經承辦人/單位主管/

幼兒園主任/校長核章。 

6、 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各幼兒園主管單位務必覈實

審核，如有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幼兒園主任：        校長(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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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新北市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商借情形 

聲明書 

 

 

 

        本人○○○(姓名)服務於新北市○○國民中學(偏遠或特殊偏 

    遠地區學校)期間，於○○○學年度至○○○學年度借調或商借至 

    ○○○○○(教育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海外學校)，已知於申請市 

    外介聘時，該借調或商借年資不得採計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學校連 

    續服務之加分。 

 

                                       教師○○○(簽章) 

 

 

 

         人事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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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積分審查作業補(退)件通知書 
 

學校名稱：                                  

貴屬            教師申請 106年市外介聘案經審查欠缺下列證件，茲檢還原件， 

請於 106年 5月    日下午 4時前完成補件程序，逾時視同放棄申請介聘。 
 
審查日期：106年 5月   日 
 

項目 證 件 名 稱 備註 

基本 

資料 

□ 申請表正本  

□ 教師證書影本  

□ 現職聘書(約)影本  

□ 在職或服務證明   

□ 退伍令影本  

□ 留職停薪核定及復職公文；復職申請書  

□ 授課證明書正本  

介聘 

原因 

□ 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  

□ 配偶服務證明正本  

□ 勞、健保投保證明影本  

□ 自營事業登記證明影本  

□ 自耕農之農地所在地證明或農保投保證明影本  

□ 永久居留證影本  

□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影本  

年資 

□ 歷年考核通知書影本  

□ 歷年兼職聘書影本  

□ 新北市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教師商借情形聲明書正本  

考核 □ 最近連續 5年考核通知書影本  

獎懲 □ 最近連續 5年獎懲令、獎狀影本  

研習 

進修 

□ 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正本  

□ 進修學分成績單影本或學分證明書  

其他 其他文件：                                

 審查人員核章：                        

※補送件時請攜帶本通知書。 

  



附件 9 

新北市 106 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教評會審查結果表及本市教師遭他縣市拒絕調入名單】 
 

學校：                           (全銜) 

一、不同意聘任名單(含未報到參加審查者)： 

除有違反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外，不得拒絕其聘任。 

二、遭他縣市拒絕調入名單： 

 
  人事主任：              教評會主席：              校長：       

  (承辦人)                                          (幼兒園園長) 

 
  連絡電話：                 (請務必填寫) 
 

   1、建議名單請核章完畢後於 106年6月3日(星期六)下午3時前先行傳真至承辦學校並致電確認： 

 (1)國中：義學國中；傳真：(02)2297-7023 ；電話：(02)2296-1168#100 

 (2)國小及幼兒園：中正國小；傳真：(02)2917-9402；電話：(02)2912-5432#810(教務處) 

    或#806(人事室) 

 (3)逾期視同同意聘任。 

  2、如同意聘任則毋須回傳(寄)本表單。 

  3、本表單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介聘達成 

科(類)別 
原縣市別 原服務學校 姓名 

具體理由 

(附相關紀錄及證明文件) 

     

     

     

介聘達成 

科(類)別 

達成介聘

縣市別 

達成介聘 

服務學校 
姓名 

具體理由 

(附相關紀錄及證明文件) 

     

     

     



附件 10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承辦學校交通資訊【國中】 

 

一、承辦學校：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二、地    址：24348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33號  

三、聯絡方式：(02)2296-1168 

四、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校內汽、機車位有限，建議搭乘大眾運輸） 

          1、從新莊方向：新泰路→泰林路一段→中港西路左轉→民生路右轉→義學國中 

          2、從五股方向：成泰路→明志路→民生路左轉→義學國中  

          3、從國道一號：下五股交流道→新五路→中港西路右轉→民生路右轉→義學國中 

 

         大眾運輸： 

          1、免費接駁公車：台北車站(北三門)搭乘泰山區免費接駁公車至泰山公有市場後 

                           步行至義學國中（步行約 10鐘)。 

          2、一般公車：搭乘 637、638、801、1208、1501、1502、1503、1507、1510至義 

                       學里站下車。 



新北市 106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市外介聘 

承辦學校交通資訊【國小暨幼兒園】 
 

一、承辦學校：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二、地    址：23149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36號 

三、聯絡方式：(02)29125432#810(教務處)或#806(人事室) 

四、交通資訊： 
 
 
 
 
 
 
 
 
 
 
 
 
 
 
 
 
 
 
 
 
 
 
 
 

交通工具 到達方式 

搭公車 搭乘 綠 13或 909 公車在中正國小下車  

搭捷運 
捷運新店線至「新店市公所站」從 1號出口出站 →右轉中華路→沿中華路直走

到底三民路左轉→尋找右邊中正國小牌樓進入  

自行開車 

◎從新店交流道： 

下交流道後右轉中興路→第一個紅綠燈（中正路）右轉→直走經北新路再到三民

路左轉→尋找右邊中正國小牌樓進入 

◎從安坑交流道： 

下安坑交流道往新店方向下→下交流道後直走中央路→遇中正路右轉→遇三民

路右轉→尋找左邊中正國小牌樓進入 

◎從台北市羅斯福路： 

沿羅斯福路直走→過景美橋→到新店市接北新路直走→過捷運新店市公所站中

華路右轉→中華路直走到底三民路左轉→尋找右邊中正國小牌樓進入  

◎校內不提供停車位，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s_q&hl=zh-tw&geocode=&q=231%E6%96%B0%E5%8C%97%E5%B8%82%E6%96%B0%E5%BA%97%E4%B8%89%E6%B0%91%E8%B7%AF36%E8%99%9F%E5%8F%B0%E5%8C%97%E7%B8%A3%E7%AB%8B%E4%B8%AD%E6%AD%A3%E5%9C%8B%E6%B0%91%E5%B0%8F%E5%AD%B8&aq=1&sll=23.654588,120.970459&sspn=4.225798,9.810791&brcurrent=3,0x3468027b43b8d58d:0xcde548c932773977,0,0x345d5538b0b6645f:0x5aa90dfa6620edc0&ie=UTF8&hq=%E5%8F%B0%E5%8C%97%E7%B8%A3%E7%AB%8B%E4%B8%AD%E6%AD%A3%E5%9C%8B%E6%B0%91%E5%B0%8F%E5%AD%B8&hnear=No.+36,+%E4%B8%89%E6%B0%91%E8%B7%AF,+%E6%96%B0%E5%BA%97,+%E6%96%B0%E5%8C%97%E5%B8%82,+231&ll=24.973902,121.536663&spn=0.007683,0.019162&z=16&iwlo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