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修正總說明
現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一百零一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為配合相關規定及實務需求，及一百零
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之修正，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學校甄選代課、代理教師時，應優先聘任具出缺科(類)(例如：本土
語言、英語、表演藝術等)之專長者；其甄選作業得以一次公告分次

招考方式辦理。(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偏遠、特殊偏遠或離島地區學校得再聘不具各該教育階段、科（類）
合格教師證書之藝術課程代課、代理教師。(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者，得聘任為代課、代理教師。(修正條文
第六條)
四、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導師。(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修正有關不得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之情形、解聘事由與其程序及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
集及查詢辦法。(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十一條)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 辦法依教師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本條未修正。
(以下簡稱本 法 ) 第 三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之。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兼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兼 酌作文字修正。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定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定
義如下：
義如下：
一、兼任教師：指以部
一、兼任教師：係指以
分時間擔任學校編
制內教師依規定排
課後尚餘之課務或
特殊類科之課務
者。
二、代課教師：指以部
分時間擔任學校編
制內教師因差假或
其他原因所遺之課
務者。
三、代理教師：指以全

部分時間擔任學校
編制內教師依規定
排課後尚餘之課務
或特殊類科之課務
者。
二、代課教師：係指以
部分時間擔任學校
編制內教師因差假
或其他原因所遺之
課務者。
三、代理教師：係指以

部時間擔任學校編
制內教師因差假或
其他原因所遺之課
務者。

全部時間擔任學校
編制內教師因差假
或其他原因所遺之
課務者。

第三條 中小學聘任兼任 第三條 中小學聘任兼任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教師，應由校長就具有各
教師，應由校長就具有各
正。
該教育階段、科（類）合
該教育階段、科（類）合 二、增列第四項規定，有關
格教師證書者聘任之。
格教師證書者聘任之。
以第三項第二款、第三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款資格報名甄選者，應
因課程安排需要聘任兼
因課程安排需要聘任兼
以具出缺科（類）(例
任教師，得由校長就校
外具藝術專長者聘任
之，不受前項規定資格
之限制。
中小學聘任三個月
以上之代課、代理教

任教師，得由校長就校
如：本土語言、英語、
外具藝術專長者聘任
表演藝術等)專長者，
之，不受前項規定資格
優先聘任之，以提升教
之限制。
學品質。
中小學聘任三個月 三、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以上之代課、代理教
項，並修正為學校得於

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

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

代課、代理教師甄選公

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
校長聘任之：
一、具有各該教育階
段、科（類）合格
教師證書者。
二、無前款人員報名或
前款人員經甄選未
通過者，得為具有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取得修畢證

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
告中，依資格順序臚列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
分次報名及甄選期
校長聘任之：
程，以簡化行政作業及
一、具有各該教育階
縮短公告期程。
段、科（類）合格 四、現行第五項移列為第六
教師證書者。
項，內容未修正。
二、無前款人員報名或
前款人員經甄選未
通過者，得為具有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取得修畢證

明書者。
三、無前款人員報名或
前款人員經甄選未
通過者，得為具有
大學以上畢業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
款資格，應以具出缺科
(類)專長者，優先聘任
之。
第三項甄選作業，

明書者。
三、無前款人員報名或
前款人員經甄選未
通過者，得為具有
大學以上畢業者。
前項甄選作業辦理
完竣，應檢附甄選簡
章、錄取名單及相關會
議紀錄報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備查。但經各

得以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方式辦理；甄選作業完
竣後，學校應檢附甄選
簡章、錄取名單及相關
會議紀錄，報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但
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免報者，不在此
限。
中小學聘任未滿三
個月之代課或代理教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免報者，不在此限。
中小學聘任未滿三
個月之代課或代理教
師，得免經公開甄選及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
序，由校長就符合第三
項規定資格者聘任之。

師，得免經公開甄選及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
序，由校長就符合第三
項規定資格者聘任之。
第四條

具有本法第十四 第三條之一

具有本法第 一、條次變更。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二、配合一百零三年一月八

二款或第二項後段規定
情事之一者，不得為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
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日修正公布教師法第
十四條規定予以修正。

第五條 中小學聘任三個 第三條之二 中小學聘任 一、條次變更。
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
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 二、第一項增列偏遠、特殊
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
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
偏遠或離島地區學校
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
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
得再聘不具教師證之
求，且具第三條第三項第
務需求，且具第三條第三
藝術課程代課、代理
一款資格者，經教師評審
項第一款資格者，經教師
教師情形之規定，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
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擴大再聘藝術課程師
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
得再聘之，並報主管教育
資來源，穩定校園師
限；偏遠、特殊偏遠或離
島地區學校，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藝術領域或藝
術群之代課、代理教師，
其依第三條第三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資格聘任
者，亦同。
前項學校應報各該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
查。但經各該主管教育行

行政機關備查；再聘至多
資。
以二次為限。
三、依據課程綱要，藝術課
前項備查作業經各
程包括於國小、國中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之「藝術與人文學習
准免報者，不在此限。
領域」
，高中之「藝術
領域」及職業學校之
「藝術群」。
四、現行第一項所定「報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備
查」移列第二項合併

政機關核准免報者，不在
此限。

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條

(刪除)

配合本次全文修正，爰將條
次一併刪除。

第六條 參加奧林匹克運 第五條 參加奧林匹克運 一、條次變更。
動會比賽者、亞洲運動會
動會獲得前十六名者、亞 二、本條所定「參加奧林匹
獲得前八名者或獲得三
洲運動會獲得前八名者
克運動會獲得前十六
等二級以上國光體育獎
或獲得三等二級以上國
名者」修正為「參加
章之傑出運動員，其學
光體育獎章之傑出運動
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
歷、專長足堪任教者，得
員，其學歷、專長足堪任
者」
。係因獲得奧運參
由學校報請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酌予放
寬資格後聘任為中小學
代課、代理教師。

教者，得由學校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定酌予
放寬資格後聘任為中小
學代課、代理教師。

賽資格之運動員，均
須先行通過本國、國
際、洲際等資格賽，
已屬世界頂尖選手。
以籃球項目為例，選
手須先經國內賽會選

拔，獲得國手資格，
再擔任國家代表隊參
與亞洲地區比賽獲得
前二名，方可取得奧
運參賽權。
三、本條所定「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修正為「各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第六條
第七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第七條

(刪除)

配合本次全文修正，爰將條
次一併刪除。

兼任、代課及代理 第四款所定「主管教育行政

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
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
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四、對各該主管教育行

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
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
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四、對主管教育行政機

政機關或學校有關
其個人待遇及解聘
之措施，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益者，得準用教師
法之申訴程序，請
求救濟。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各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或學校有關其個
人待遇及解聘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準用教師法
之申訴程序，請求
救濟。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教
育行政機關或學校

關或學校所指派與
教學無關之工作或
活動。

所指派與教學無關
之工作或活動。

機關」修正為「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第五款所定
「教育行政機關」修正為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其餘未修正。

第八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第八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本條未修正。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
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
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

務：

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
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
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
安排之課程，實施
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
導引其適性發展並
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參加經指派與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
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
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
安排之課程，實施
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
導引其適性發展並
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參加經指派與教

學、行政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
知，發揚師道及專
業精神。
七、非依法律規定不得
洩漏學生個人或其
家庭資料。
八、其他法令規定應盡
之義務。

學、行政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
知，發揚師道及專
業精神。
七、非依法律規定不得
洩漏學生個人或其
家庭資料。
八、其他法令規定應盡
之義務。

第九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第九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本條未修正。
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
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
一、兼任及代課教師待
一、兼任及代課教師待
遇以鐘點費支給。
遇以鐘點費支給。
二、代理教師待遇分本
二、代理教師待遇分本
薪、加給及獎金三
薪、加給及獎金三
種。
種。
前項各款待遇支給
前項各款待遇支給
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
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定之。
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第十條 兼任、代課及代理 一、增列代課、代理教師擔
教師不得擔任中小學導
教師不得兼任中小學各
任導師之限制規定，
師或各處 (室) 行政職
處 (室) 行政職務。但情
以增加班級經營之穩
務。但情況特殊，經各該
況特殊，報請主管教育行
定性。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政機關核准者，代理教師 二、各地方政府可視當地
者，代理教師得擔任之。
得兼任之。
學校情況，主動通案

核准，或被動受理個
案申請核准。
三、情況特殊由代理教師
擔任導師時，授課節
數應配合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兼任、代課及代 第十一條 兼任、代課及代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理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
理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
項配合一百零三年一
內，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內，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月八日修正公布教師
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十
項第一款至第九款及第
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
款至第十二款及第十四
十一款情形之一，經查證
修正。
款情形之一，經查證屬
屬實，其聘期未滿三個月 二、第三項，未修正。
實，其聘期未滿三個月
者，由校長予以解聘之；
其聘期在三個月以上，或
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情形者，應經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
條規定審議；其有第十三
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

者，由校長予以解聘之； 三、第 四 項 增 列 有 關 兼
其聘期在三個月以上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者，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
員會依高級中等以下學
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查詢辦法之規定。
辦法第七條規定審議通
過，由學校報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
兼任、代課及代理

大者外，教師評審委員會
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
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並報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
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在聘約存續中，有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

教師在聘約存續中，有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款情形者，其調查不
因聘約屆滿而終止；其
停聘、解聘，準用本法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
前項經停聘之教
師，於停聘期間不得支
領任何待遇；其經調查

其調查不因聘約屆滿而
終止；其停聘、解聘，
準用本法第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前項經停聘之教
師，於停聘期間不得支

無性侵害及性騷擾事實
者，得申請補發該停聘
期間應領之鐘點費或本
薪。
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有本法第十四條第

領任何待遇；其經調查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無性侵害及性騷擾事實
者，得申請補發該停聘
期間應領之鐘點費或本
薪。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
第二項後段情形之一
者，學校除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辦理外，各級學
校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情形
之一者，學校除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向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辦理通報。

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
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
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
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
查詢辦法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 本條所定「該管主管教育行
宜，得由各該主管教育行
宜，得由該管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修正為「各該主管
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教育行政機關」；其餘未修
正。
第十三條
日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一、第一項，未修正。

日施行。
二、以本次修正係全案修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正，爰依體例第二項
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修
予以刪除。
正發布刪除之第四條與
九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條及刪除
之第六條，自九十六年
六月六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