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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敘薪注意事項

一、共同應注意事項
(一) 教育部訂定之「教師待遇條例」第 6 條規定，教師之薪給以月計之，並
應按月給付，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是以，為維護教師權益，各級學校
教師缺額如屬現缺，如於學期開始前(8 月 1 日)完成聘任程序，始得自
學期開始起聘。
(二) 教師到職 30 日內，人事單位應主動請其填具履歷表並檢齊相關學經歷
證件，如有符合提敘規定之職前年資應一併檢附，以辦理薪級核定。
(三) 國外學歷應先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審查採認後始得據以辦
理敘薪。
(四) 核發核薪通知書時應備註：「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二、當事人
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
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
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
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五) 教師若對核敘薪級提出異議時，人事單位應協助並請當事人確依前款規
定於期限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辦理薪級改敘。
(六) 公立學校教師薪給之給付，係屬公法上職務關係所生之財產請求權，其
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認定，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者，依教育部
88 年 11 月 25 日台(88)人(一)字第 88145239 號函釋辦理。惟在行政程
序法施行後發生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認定仍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教育部 94 年 5 月 6 日台人(一)字第 094004800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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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權部分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之教師敘薪，國(高)中部分自 88 年 2 月 1 日起授權
各校自行辦理，並逕至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WebHR)
核定薪級。國小部分則至 WebHR 作業後，檢齊相關文件函報本府核定。
三、新進教師起敘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
(一) 依學歷核計起支薪級。(依教師待遇條例附表二辦理)
(二) 如有職前年資須採計提敘薪級，原則如下：
1. 等級相當之對照，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
對照表」認定。須職務等級相當，低於現敘薪級者，係屬不相當。
例外原則：代理教師及試用教師年資。
2. 須服務成績優良，考績或考核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
3. 不同性質年資不得合併計算，每滿 1 年提敘 1 級。
4. 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
5. 新制教育實習年資不予採計。
6. 以代理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不予採計。
(三) 教師證有效期限：92 年 8 月 1 日前若未曾擔任教職或脫離教學工作連
續達 10 年以上，則該教師證永久失效。若未達 10 年，則仍有效。
(四) 職務等級相當認定
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定，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等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
1. 初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
學校之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八條
(學歷起敘)或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私校轉公校)起敘薪級以上年資，得
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2. 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
級達本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公校轉公校)規定原敘薪級以上年資，得
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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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得
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五) 職務等級相當認定對照
1. 等級相當之對照，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
對照表」
2. 教師職前曾任下列職務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立學校
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依其初任時所具學歷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
年資逐學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1)海外臺灣學
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2)海外僑校之教師。(3)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
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已取
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
3.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
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
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
(六) 新進教師初任教師起敘
起敘標準

起敘

最高本薪

最高年功薪

大學畢業

190

450

625

碩士

245

525

650

博士

330

550

680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舊制師範學校畢業，以 190 元起敘，佔缺實習期
間 180 元因低於起敘標準，故不採計年資提敘。

(七) 新進教師各項職前年資採計注意事項及限制：
曾任公私立學校長期代理教師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應檢附證件
1. 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須經主管教 1. 教師證書。
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進用或學校自 2. 最高學歷證書。
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 3. 敘薪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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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立學校代理教師服務證明已授權 4. 服務證明書或離職證明
由各校自行開具，該證明得視同主
書。(須加註服務成績優良)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
5. 現職教師聘書。
3. 代理期間連續 1 學年，或雖未連續
1 學年，但「每次」代理期間在 3
個月以上。
4. 代理期間服務成績優良。
5. 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
1 年提敘 1 級，不受職務等級相當
之限制。其中「每滿 1 年」宜以「月」
為計算標準。
6. 已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
計，經累計未滿 1 年之年資不得與
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7. 公、私立代理教師年資得合併提敘
薪級，按日計薪之短期代理教師年
資不得採計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教師、試用教師年資
1.

2.

3.

4.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私立專任教師部分，按初任教師之
學歷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起敘，並依第 9 條規定
採計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提敘薪
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依第 10
條規定提敘。
任教學科應與其教師證書任教學科
相符，未具受聘任教科別合格教師
證年資，不得採計。
試用教師師部分，以具有試用教師
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薪日起算，每滿
1 學年度採計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提
敘 1 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不受職
務等級相當之限制。
已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
計，經累計未滿 1 年之年資不得與
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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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應檢附證件
教師證書。
最高學歷證書。(具碩士以
上學歷者，並須檢附大學畢
業證書)
敘薪通知單。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現職教師聘書。

曾任台商、海外僑校學校任教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1. 依學歷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逐學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
年度之薪級後，依「各類人員與教
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規定認定。
2. 服務年資須經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
會認定或查證(學校於接受教師申
請後得報請教育部轉海外臺灣學校
辦理查證)。
3. 得採至本職最高年功薪。

1.
2.
3.
4.

5.

應檢附證件
教師證書。
最高學歷證書。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僑校資歷相關證明文件(敘
薪通知單、聘書、服務證明
書或離職證明書)。
現職教師聘書。

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園長、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契約教保員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1. 依學歷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逐學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
年度之薪級後，依「各類人員與教
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規定認定。
2. 任職時已具有幼稚園教師證書。
3. 任職於私立幼兒園須為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有案。教師曾任二所以上
不同私立幼兒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
應分別計各該任職年資認定、換
算、採計，尚無法併計不同服務單
位之年資提敘薪級。
無法採計之年資：
1. 公立托兒所代理保育員(職代，屬僱
用人員性質)。
2. 私 立 托 兒 所 保 育 員 ( 非 屬 教 育 機
構，教育部 81 年 2 月 21 日台 80
人字第 09074 號函)。
3. 公私立幼兒園助理教師及代理教師
(教育部 89 年 1 月 10 日台人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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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證件
1.教師證書。
2.最高學歷證書。
3.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4.僑校資歷相關證明文件(敘
薪通知單、聘書、服務證明
書或離職證明書)。
5.現職教師聘書。

89000296 號函)。

曾任行政機關、公營事業公務人員年資(含學校職員年資)
1.

2.
3.

4.

5.

6.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按學歷敘薪。採計曾任銓敘或登記
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
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之年資，其考
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以上，繳有證
明文件者。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
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
實務訓練或學習(實習)期間，因尚
未具備正式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
不予採計提敘。
試用期間須為試用期滿並依規定辦
理年終考績，考績列乙等或 70 分以
上，當年度等級相當之試用期間年
資，得依規定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曾任公務人員未滿 1 年之年資不得
與教師年資併計提敘薪級。(以月為
計算標準)
私立學校職員年資無法採計。

1.
2.
3.
4.
5.
6.
7.

應檢附證件
教師證書。
考試及格證書。
最高學歷證書。
歷次派令及銓敘部審定函。
歷年考績(核)通知書。
離職證明書。
現職聘書。

注意：
1.公務人員轉教師，逕依原經銓敘審
定有案之俸級核敘之規定停止適用
2.依考試及格起敘之規定停止適用。

曾任約聘僱人員及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應檢附證件
1. 按學歷敘薪。
1. 教師證書。
2. 約聘人員(含約聘專任運動教練) 2. 最高學歷證書。
年資，須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3. 約聘(僱)契約書、聘僱通知
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
書或派令。約聘人員(含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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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員注意事項」進用，並依規定送銓
敘部登記備查有案。約僱人員(含
約僱專任運用教練)年資：須依「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進用。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
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得採
計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
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敘至本職最
高年功薪。
所稱每滿 1 年，係指「連續任職達
1 年」，不同之前後二段以上畸零
月數不得合併計算。88 年 7 月以
前曾任聘用年資，係以前一年 7 月
至當年 6 月為會計年度，89 年 1
月以後則以 1 月至 12 月為會計年
度。
曾任各類專案計畫之「全時專任」
聘用人員年資及其他經由各機關
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自行訂定之單位規章，經上
級機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之專任
人員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
年資採認，係以「任職期間」為準。
同一年度擔任約聘及約僱人員的
年資不得合併採計提敘。
推展社區全民運動業務約僱之體
育專業人員，與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不同，其年資無法採計提敘。

4.
5.
6.

7.

聘專任運動教練)須檢附歷
次銓敘部備查有案之證明。
離職證明書。
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或考
核證明書。
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須加
附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函或
派令。(依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備查函)
現職聘書。

注意：
約僱人員年資於 230 薪級範圍內提敘
之規定已廢止。

曾任軍職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應檢附證件
1. 依學歷起敘，依「各類人員與教師 1. 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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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認定，採計其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
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提敘至本
職最高年功薪
2. 後備軍人「作戰或因公受傷」領有
勳章者，得按規定照提敘薪級。軍
職期間所得忠勤勳章與服務獎章性
質相近，不得辦理提敘。
3. 曾依「國防工業儲訓預備軍官預備
士官甄選作業要點」規定訓儲為預
備軍(士)官者，訓儲期間之年資，
得按其服務單位其所任職務性質，
比照現行敘薪法令各類職前年資採
計及認定方式，辦理年資採敘事宜。

最高學歷證書。
任官令。
退伍令。
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
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另
檢附訓儲證明書。
7. 現職聘書。
※任官令若遺失，請逕至各縣
市後備司令部申請「軍職經歷
查證」
2.
3.
4.
5.
6.

注意：
預備軍官役每滿 1 年得在本薪 230 薪
級範圍內提敘 1 級之規定已停止適用。

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1. 依學歷起薪，依「各類人員與教師 1.
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認定，採計其與「現職」職務 2.
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 3.
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提敘至本 4.
5.
職最高年功薪。
2. 依「職業訓練法第 25 條」
、
「職業訓
練師甄審遴選辦法」、「職業訓練師
與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相
互比照辦法」及其附表及「政府機
關及公立學校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
職業訓練師薪級表」等規定辦理。
3. 教師於「職業訓練師甄審遴選辦法」
施行前擔任職業訓練師年資之採
9

應檢附證件
教師證書、職業訓練師證
書。
最高學歷證書。
歷年派令、聘書、考績考成
通知書。
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
現職聘書。

計，須具有任教教育階段之教師證
書。
「職業訓練師甄審遴選辦法」施
行後擔任職業訓練師年資之採計，
須經甄審合格並具有職業訓練師證
書。
4. 任職業訓練中心之「代課訓練師」
年資不得採計提敘。

曾任講師或助教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1. 依學歷起薪，依「各類人員與教師
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認定，採計其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
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提敘至本
職最高年功薪。
2. 兼任年資不予採計。
3.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86 年 3 月 19 日
修正前進用之助教，仍具有教師身
分，應適用教師之現有規定，修正
後進用之助教，不具有教師身分，
應比照聘任人員規定辦理。

1.
2.
3.
4.
5.
6.
7.

8.

應檢附證件
教師證書。
講師證書、助教證書。
最高學歷證書。
敘薪通知書。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服務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
繳有原服務機關具年資加
薪證明；曾任年資已達年功
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現職教師聘書。

曾任政務人員、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年資
採計年資注意事項與限制

應檢附證件
1. 依學歷起薪，依「各類人員與教師 1. 教師證書。
2. 最高學歷證書。
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3. 歷年派令、聘書、考績考成
通知書。
表」認定。採計其與「現職」職務
4. 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
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
5. 現職聘書。
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提敘至本
職最高年功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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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受懲戒處分。
3. 民選首長於 87 年 10 月 20 日以前任
職，繳有年終考成列乙等或相當乙
等以上證明文件。

(八)新進教師各項職前年資不得採計之年資：
1. 無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
2. 實務訓練、教育實習、另予考績或受懲戒處分之年資。
3. 作為折抵教育實習之代理教師年資
4. 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而擔任私校專任教師之年資。
5. 未具試用教師證之試用教師年資。
6. 無任官令之軍職年資
四、教師轉任銜接支薪
(一)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
時，依原薪級核敘。現職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介聘或
甄選錄取者)，依原敘薪級核敘，以原校最近一年核定薪級或最近一年
考核結果銜接支薪。
(二) 檢送敘薪有案名冊報府。(附件二)
(三) 應檢附證件：
1. 教師證書。
2. 敘薪通知書。
3. 最後一年考核通知書。
4. 離職證明書。
5. 現職就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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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一)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10 條規定，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
於教學需要，同意其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
以現敘薪級為基準，依規定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
1. 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 3 級。逕
修讀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 5 級。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
敘薪級 2 級。
2. 依前款規定提敘薪級後，所敘薪級低於較高學歷起敘基準者，按較
高學歷改敘。
3.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104 年 12 月 27 日)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
校書面核准進修學位者，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1) 採計年資：到職後之任職年資(不含進修期間)及提敘有案之

職前年資均得於改敘時在「本職最高薪 525 薪點範圍內」採
計作為服務年資，惟進修時間之年資仍應扣除不予採計，但
如曾辦理休學，以休學期間並無進修事實，其年資可採計。
(不同學期休學不得合併)
(2) 「進修期間」
：係指開始進修之當學年度起至取得畢業證書

為止，不含進修前之學分班修業年資。寫作論文時間，雖未利
用日間進修課程，惟仍屬進修期間。
(3) 碩士後復進修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歷辦理改敘，其進修期

間之計算，係指新取得並據以申請改敘之學歷之進修期間。
(4) 教師就讀師院「暑期」在職進修碩士班，取得較高學歷辦理

改敘時，其進修期間，係以其自入學至畢業之全部修業年限
認定。故雖於 7 月開課，惟其班次仍屬以學年度核定，其入
學之起算得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度為起算依據。
(5) 利用暑期赴國外進修取得碩士學位，因國外學制與我國不同，其

入學時間之起算，不得援引「雖於 7 月開課，惟其班次仍屬
12

以學年度核定，其入學之起算得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度為起
算依據」之規定。
(二)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相關權益通知書(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申請
書)。(附件三)
(三) 取得較高學歷注意事項
1. 中小學教師未經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於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
取得較高學歷者，不得辦理改敘。
2. 教師未經同意自行前往進修並於待遇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
者，得依該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但須依依教育部 86.6.7 台(86)人(一)字第 86049910 號函規定議
處。
3. 教師於條例施行前業經服務學校核准進修，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
理改敘。
4. 教師自行前往進修，於條例施行後始取得學校同意者，不得依第 10
條第 2 項辦理改敘(應適用新制)
5. 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同意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規定，不以
事前同意為限，惟改敘時應已取得同意。

六、幼兒園教師職前年資採計

曾任
公
立
托
兒
所
保
育
員

得否
採計

正式

○

代理

╳

私立托兒
所保育員

○

採計條件

應檢附證件

1. 任職時已具幼稚園教師證書。
1. 幼 稚 園 教 師
2. 服務成績優良。每滿 1 年提敘 1
證書。
級。
2. 歷 年 派 令 或
3. 受本職最高年功薪限制。
僱用通知書。
該職務係職務代理人，屬僱用人員性 3. 歷 年 成 績 考
核通知書或
質，該項年資目前尚未納入 教師敘
服務成績優
薪年資採計範圍。(教育部 79 年 7 月
良證明書(加
27 日台(79)人字第 36184 號函)
註 薪 資 證
明)。
4. 現職聘書。
1. 任職之私立托兒所經主管機關核 1. 幼 稚 園 教 師
准設立有案。
證書。
2. 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 2. 學歷證明(任
3. 任職時已具有幼稚園教師證書。
職期間所有
4. 服務成績優良
學歷證明文
備註：
件)。
13

公
立
幼
兒
園

私
立
幼
兒
園

正式

○

助理

○

代理

○

正式

○

助理

○

1. 每滿 1 年提敘 1 級。
3. 經 教 育 主 管
2. 以 任 職 當 時 學 歷 認 定 其 起 敘 等
機關核備有
級，逐年換算，再與其目前所敘
案之證明文
薪級比較，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
件。
者，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 4. 服 務 成 績 優
不得辦理提敘。
良證明書。
5. 現職聘書。
1. 具幼稚園教師證書。
1. 教師證書。
2. 服務成績優良。
2. 敘薪通知單。
3. 歷年考核通
知書
4. 離職證明書。
5. 現職聘書。
1. 依「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 1. 經主管教育行
之助理教師，並經主管教育行政
政機關登記、
機關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
檢定合格有核
2. 服務成績優良。
定有案之助理
教師證明。
2. 服務成績優良
備註：
證明。
若有未經採計提敘之年資，其低 3. 離職證明書。
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 4. 現職聘書。
等級不相當」不得辦理提敘。
1. 經主管機關核准有案者。
1. 敘薪通知單。
2. 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
2. 服務成績優良
3. 服務成績優良。
證明書。
3. 現職聘書。
1. 任職之私立幼稚園經主管機關核 1. 幼稚園教師證
准設立有案。
書。
2. 具幼稚園教師證書。
2. 學 歷 證 明 文
3. 服務成績優良。
件。
4. 每滿 1 學年度。
3. 任職經主管機
備註：
關核備有案之
以任職當時學歷認定其起敘等
公文書。
級，逐年換算，再與其目前所敘薪級 4. 服務成績優良
比較，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
證明。
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不得辦理提 5.現職聘書。
敘。
1. 依「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 1. 經主管教育行
之助理教師，並經主管教育行政
政機關登記、
機關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
檢定合格或核
2. 服務成績優良。
定有案之助理
教師年資證
明。
2. 服務成績優良
證明書。
3. 現職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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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幼兒園契
約進用教
保員

╳

○

私立幼稚園代課教師並非專任
教師亦非「幼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
法」或「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
及遴用辦法」規定之正式教師，故公
立幼稚園教師曾任私立幼稚園代課
教師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1. 取得幼稚園教師證書後之年資。
2. 按其當時所具學歷，將歷年任職
年資逐學年度換算(比照公立學校
第一年按學歷起敘後逐學年度晉
級)，經換算其任職期間各學年度
之薪級後，再就與現職職務等級
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且未作
為折抵教育實習者)。
3. 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1學
年採計提敘薪級1級。
4. 代理教保員年資無法採計。

1. 幼稚園教師證
書。
2. 教保員敘薪通
知單。
3. 考核證明書。
4. 現職聘書。

七、國外學歷認證採計原則
(一) 國外學歷依教育部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
(二) 該國外學歷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
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三) 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證明應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四) 須檢附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紀錄。修業年限：累計至少在當地學校時
間，持學士學位者至少須滿 32 個月；持碩士學位者至少須滿 8 個月；
持博士學位者至少須滿 16 個月。

八、本縣代理教師敘薪
(一) 代理教師依起聘時所具學歷及資格敘薪，不採計職前年資。
(二) 代理教師具合格教師證書者，於任教期間取得較高學歷，得依較高學歷
改敘。
(三) 代理教師未具合教師證書，於任教期間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得依新取得
教師資格辦理改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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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具所代理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學術研究加給
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 8 成數額支給。

九、專任運動教練敘薪
(一) 所稱「新聘專任運動教練」係指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審定合格，並取得教練證，經由各校甄選聘任專門從事運動團隊之訓
練或比賽指導，非屬教師身分之專業人員。
(二) 具有較高級別教練證之教練，獲聘時，其敘薪應以聘任學校予以聘任之
級別為準。
(三) 公立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得採計曾任經教育部、省市主管機關甄選、儲訓
合格已受聘之專任運動教練年資、私立學校教師及公私立代理教師年資等
提敘薪級，惟採計方式及認定原則，仍依教師敘薪相關法令規定為準。
(四) 專任運動教練薪級及專業加給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
表」及「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專業加給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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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薪級表
一、教師薪級表
職
770

務

等

級

名

稱

710
650
625

680
|
475

625

副教授
600
|
390

助
理
教
授
講師
500
|
310
450
|
24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薪點
770
740
710
680
650
625
600
575
550
525
500
475
450
430
410
390
370
350
330
310
290
275
260
245
230
220
210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教授

薪級
一 級
二 級
三 級
四 級
五 級
六 級
七 級
八 級
九 級
十 級
十一級
十二級
十三級
十四級
十五級
十六級
十七級
十八級
十九級
二十級
二十一級
二十二級
二十三級
二十四級
二十五級
二十六級
二十七級
二十八級
二十九級
三十級
三十一級
三十二級
三十三級
三十四級
三十五級
三十六級

450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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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如具有大學
校院或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校院研
究所碩士學位，最
高本薪得晉至五二
五薪點，年功薪五
級至六五○薪點；
如具有大學校院或
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校院研究所博
士學位，最高本薪
得晉至五五○薪
點，年功薪五級至
六八○薪點。
二、大專講師及助理教
授具博士學位者，
得自三三○薪點起
敘。
三、本薪最高級上面之
虛線係屬年功薪。
四、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修正生效前進
用之助教，其薪級
自二○○薪點起
敘，最高本薪得晉
至三三○薪點，年
功薪得晉至四五○
薪點，本薪十級，
年功薪六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
薪

級 薪
十九級

點 起

330

敘

基

準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所博士學
位者。

二十四級

245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所碩士學
位者。

二十九級

190

三十二級

160

三十三級

150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學士學位者。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於修業三年之專科學校畢業者。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於修業二年之專科學校畢業，或國
民中學(初中)畢業後於修業五年之專科學校畢業者。

三十六級

12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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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縣政府所屬中小學代理教師敘薪簡表
核定薪額

資格條件

330

國內外大學研究所畢業，取得博士學位並具各該教育階段、科
(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

245

國內外大學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並具各該教育階段、科
(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

190

大學或師範校院畢業，依師資培育法修正後之規定，取得各該
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

180

1. 國內外大學或師範校院畢業，依師資培育法修正前之規定，
以登記方式取得各該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
2. 國內外大學或師範校院畢業，依師資培育法修正後之規定，
修畢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
明書者。

170

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

備註：
1. 教育部 94 年 1 月 12 日台人(一)字第 0930175624 號函略以：未具合格教師資
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代理教師
敘薪原則。
2. 教育部 93 年 12 月 7 日台人(三)字第 0930159100 號函規定：代理教師待遇(所
支領本薪、學術研究費及獎金等待遇之支給數額)之支給，比照專任教師之規
定，未具所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加給(現稱為學術研究費)按相當
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3. 所稱「各該教育階段、科(類)」應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
學校 (班) 師資類科分別審定，例如：(1)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具幼稚園合格教
師資格人員，未取得修畢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擔任國民小
學代理教師，應核敘 170 元；(2)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具國民中小學普通班(一般
科)合格教師資格人員，未取得修畢各教育階段別(學前、國民小學、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之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擔任各該教育階段特教班代理教師，應核敘
170 元。
4. 代理教師於代理期間，取得該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或具各該教
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師證書，取得較高學歷者，得申請改敘。
5. 本表自 99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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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表 1020219
職務名稱

備註

770

680
650
625

初級運動教練

中級運動教練

高級運動教練

國家級運動教練

職務等級
薪級
薪額
770
740
710
一級
680
二級
650
三級
625
四級
600
五級
575
六級
550
七級
525
八級
500
九級
475
十級
450
十一級
430
十二級
410
十三級
390
十四級
370
十五級
350
十六級
330
十七級
310
十八級
290
十九級
275
二十級
260
二十一級
245
二十二級
230
二十三級
220
二十四級
210
二十五級
200
二十六級
190
二十七級
180
二十八級
170
二十九級
160
三十級
150
三十一級
140
三十二級
130
三十三級
120

680
∣
310
450
∣
245
450
∣
200
450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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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各本
級薪
運最
動高
教級
練上
自面
職之
務虛
所線
列係
最屬
低年
薪功
級薪
起。
敘
。

五、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專業加給表

21

參、宜蘭縣辦理公立學校學校教師(含代理教師)敘薪作業
流程
一、國中敘薪作業流程
學校人事人員依據敘薪相關
法令向教師收齊學經歷證件
辦理敘薪手續

新進教師(初
任教師(含具
職前年資、幼
稚園教師轉
任)敘薪

教師取得
較高學歷
改敘

教師在職
進修四十
學分提敘

代理教師
敘薪

至 WEBHR 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作業子系統作
業並列印敘薪通知書

呈校長判發

敘薪通知書副知縣府

縣府備查

薪通知書或敘薪有案名冊核
備函影印存參(存放人事資料
袋)

更新 WebHR 個人及聘期資料檔
22

教師轉任
或調任敘
薪有案者

填具敘薪有案之新
任教師報核名冊

陳報縣府核備

二、國小敘薪作業流程
學校人事人員依據敘薪相關
法令向教師收齊學經歷證件
辦理敘薪手續

新進教師(初
任教師(含具
職前年資、幼
稚園教師轉
任)敘薪

教師取得
較高學歷
改敘

教師在職
進修四十
學分提敘

代理教師
敘薪

至 WEBHR 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作業子系統作
業並列印敘薪請示單

呈校長判發

報縣府核薪或核備

轉發敘薪通知書

敘薪通知書或敘薪有案名冊
核備函影印存參(存放人事資
料袋)

更新 WebHR 個人及聘期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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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轉任
或調任敘
薪有案者

填具敘薪有案之新
任教師報核名冊

肆、各項教師敘薪範例
一、代理教師敘薪範例
(一) 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具合格教師證書)
(二) 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具師資職前教育證書明)
(三) 代理教師敘薪範例(未具合格教師證書)
(四)代理教師敘薪範例(代理教師再聘)
(五)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學期中取得教師證書改敘)
二、初任教師敘薪範例
(一) 初任教師敘薪範例(未具職前年資)
(二) 初任教師敘薪範例(具職前代理教師年資)
(三) 初任教師敘薪範例(具軍職年資)
(四) 初任教師敘薪範例(由私校教師轉任，具碩士學位)
三、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範例

四、專任運動教師敘薪範例(初級具職前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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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具合格教師證)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代理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19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29級190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校○○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聘任為代理教師在案，依
宜蘭縣政府101年7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10106319號函免報
府備查。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得
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師資
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聘任
為○缺代理教師在案經准以190薪點起薪，核敘薪級如上。
(三) ○師代理○缺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
止，期滿自然解代。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依宜蘭縣政府 99 年 6 月 24 日訂定之「宜蘭縣政府所屬中
小學代理教師核薪簡表」規定核薪。
三、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
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代理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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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具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代理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18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30級180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校○○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聘任為代理教師在案，依
宜蘭縣政府101年7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10106319號函免
報府備查。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學校(國民中學○○領域○○專長)教師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
書聘任為○缺代理教師在案經准以180薪點起薪，核敘薪
級如上，惟未具合格教師資格，其學術研究費按按八成支
給，並自審定之日○○○年○○月○○日起生效。
(三) ○師代理○缺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
止，期滿自然解代。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依宜蘭縣政府 99 年 6 月 24 日訂定之「宜蘭縣政府所屬中
小學代理教師核薪簡表」規定核薪。
三、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
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代理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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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理教師敘薪範例(未具合格教師證)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代理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17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31級170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校○○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聘任為代理教師在案，依
宜蘭縣政府101年7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10106319號函免
報府備查。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經本校○○○年○○月○○
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聘任為○缺代理教師在案經
准以170薪點起薪，核敘薪級如上，惟未具合格教師資格，
其學術研究費按按八成支給，並自審定之日○○○年○○月○○
日起生效。
(三) ○師代理○缺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
止，期滿自然解代。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依宜蘭縣政府 99 年 6 月 24 日訂定之「宜蘭縣政府所屬中
小學代理教師核薪簡表」規定核薪。
三、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
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代理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27

一、(四)代理教師敘薪範例(代理教師再聘)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代理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19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29級190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
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
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第3條第3項第1
款資格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師
係參加本校○○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經本
校○○○學年度第○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第○次再聘
為○○○學年度○缺代理教師。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為○缺代理教師在案經准以190薪點起薪，核敘薪級
如上。
(三) ○師第○次再聘代理○缺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期滿自然解代。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依宜蘭縣政府99年6月24日訂定之「宜蘭縣政府所屬中小
學代理教師核薪簡表」規定核薪。
三、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5條第1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
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
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
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
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代理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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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代理教師敘薪範例(學期中取得教師證改敘)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代理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代理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19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29級190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校○○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
並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聘任為代理教師在
案，依宜蘭縣政府101年7月19日府教學字第1010106319
號函免報府備查。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學校(國民中學○○領域○○專長)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
書聘任為○缺代理教師在案，經本校○○○年○○月○○日宜
○○人字第○○○○○○○○○○號敘薪通知書准以180薪點起薪
在案，嗣於○○○年○月○○日取得中等檢第○○○○○○○○號中
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師資格改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依宜蘭縣政府 99 年 6 月 24 日訂定之「宜蘭縣政府所屬中
小學代理教師核薪簡表」規定核薪。
三、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
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代理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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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初任教師敘薪範例(未具職前年資)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縣○○學年度新進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年○○月○○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學年度第
○○次會議審查通過聘任為專任教師在案。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在案，准以○○○薪點起薪，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
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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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初任教師敘薪範例(具職前代理年資)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縣○○學年度新進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年○○月○○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學年度第
○○次會議審查通過聘任為專任教師在案。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在案，准以○○○薪點起薪，茲採計其曾任宜蘭縣立○
○國民中學經公開甄選服務成績優良懸缺代理教師(○○○
年○○月○○日~○○○年○月○日)年資共計○年，應提敘本薪○
級，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
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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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初任教師敘薪範例(具軍職年資)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縣○○學年度新進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年○○月○○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學年度第
○○次會議審查通過聘任為專任教師在案。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在案，准以○○○薪點起薪，茲採計其曾任預備軍官年
資○年○個月(少尉：○○○年○○月○○日至○○○年○○月○○日、
中尉：○○○年○○月○○日至○○○年○○月○○日)年資共計○
年，應提敘本薪○級，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
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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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初任教師敘薪範例(由私校轉任，具碩士學位)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碩士。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參加本縣○○學年度新進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
經○○○年○○月○○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學年度第
○○次會議審查通過聘任為專任教師在案。
(二)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在案，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准以○○○薪點起薪，
採計其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年(成績考核列4條2
款以上，服務成績優良)，應提敘本薪○級，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
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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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範例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二、 學歷：○立○○大學碩士。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
點。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師係○立○○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
得中等檢第○○○○○○○○號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專長教
師資格，並於○○○年○○月取得○○大學○○學系碩士學
位，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中小學教師在職
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同意其進修、
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以現敘薪級
為基準依規定辦理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
制。
(二) ○師現核定薪額○○○薪點，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
歷取得碩士學位，准予提敘薪級3級，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
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
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
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
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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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任運動教練敘薪範例(初級具職前年資)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專任運動教練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宜○○人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 現任職務：宜蘭縣立○○國民中學專任運動教練。
二、 學歷：○立○○大學畢業。
三、 核敘薪級：本薪○○○薪額，年功薪○薪額，合計○○級○○薪
額。
四、 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 審查結果：
(一) ○教練係○○大學○○學系畢業，於○○○年○○月○○日取得
○○初級專任運動教練證書(證書編號:○○○○○○○○○○)，參加
本校○○○年專任運動教練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經宜蘭縣
政府○○○年○○月○○日府教體字第○○○○○○○○○○號函備查。
(二) ○教練經本校○○○年○○月○○日宜○○人聘字第○○○號聘書
聘任為專任運動教練在案，准以170薪額起薪，茲採計其
曾任宜蘭縣立○○國民中學經公開甄選服務成績優良懸缺
代理教師(○○○年 ○○月○○日~○○○年○月○日)年資共計○
年，應提敘本薪○級，核敘薪級如上。
注意事項：
一、 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 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應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聘任管理辦法規定，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
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
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專任運動教練
副本：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本校行務處出納組、會計室、人事室

校長

○

○

○(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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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 1 新進教師到職敘薪採計職前年資提敘權益通知書

附件 2 教師銜接支薪敘薪名冊

附件 3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相關權益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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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進教師到職敘薪採計職前年資提敘權益通知書
一、台端已於
年
月
日到職應聘，為辦理敘薪手續，如具有下列之曾任年資，請於□中
勾填：(有關下列所載得申請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係為例示說明，僅供查閱參考用使用，如有未
明列之曾任年資，請逕洽敘薪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以教育部函釋規定作為得否申請採計職
前年資提敘之依據，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一）□曾任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年資【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歷年考績(成)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通知書、服務證明書。
（二）□曾任軍職年資：
1.□任官有案軍職年資【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曾任軍職全部任官令及退伍令。
2.□軍中聘任人員年資。
【軍中編制內且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歷年考績(成)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通知書、服務證明書。
（三）□曾任約聘(僱)人員年資：
1.□約聘人員年資【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曾任約聘人員年資經銓敘部登記備查文件、服務證明書。
2.□約僱人員年資【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四）□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具專任合格教師資格且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歷年成績考核列四條二款以上通知書或服務證明書。
（五）□曾任交通、關務、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年資【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歷年考績(成)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通知書、服務證明書。
（六）□曾任海外任教年資【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轉請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認定或查證】
。
檢附證件：曾任僑校資歷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派令、聘書、服務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
（七）□曾任代理、代課教師年資【須未經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
。
1.□公立學校代理、代課教師年資【連續服務三個月以上，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派令或敘薪通知書、服務證明書。
2.□私立學校代理、代課教師年資【連續服務三個月以上，服務成績優良】
。
檢附證件：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或核備有案相關文件、服務證明書。
(八)□其他依教育部函釋得採計提敘職前年資【本項年資如有不明瞭請向承辦人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縣府人事室人力課)洽詢】
。
二、具有前述年資者，請將相關證件送學校人事人員辦理敘薪提敘事宜。本通知書請學校人事人員
務必通知新進教師填閱並簽名蓋章後送還人事人員留存備查，以資確認。

填閱人：
填閱日期：中華民國

年

簽名蓋章

承辦人：

月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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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敘薪有案之新任教師報核名冊

中華民國

受文者：

0 中人字第

現任
職務

合計

姓名

到職日期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

教師檢定情形
原服務學校

年月

發證字號
審查結果

年

月

日
號

原支薪額

附繳
主管教育行政
證件 備註 機關人事室審
薪額 年功薪 合計 件數
查情形

員

人事人員核章：

校長核章：

一、法令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施行細則。
(二)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
二、注意事項：
各級學校教職員轉任或調任同等級學校相當職務者，請檢附前任職學校離職證明書、敘薪通知書、最後考核通知書、教師證書及就
職報告單等銜接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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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相關權益通知書
一、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
「中小學教師依本條例第十條
規定，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經敘定者，自申請之
日生效。」依此，辦理公立學校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生效日
期，均以申請日為生效日，故應留意送件時效，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二、 「教師待遇條例」第十條規定：
「…取得較高學歷者，以現敘薪級為基
準，依下列規定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一、以專
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三級；逕修讀取
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五級；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二
級。二、依前款規定提敘薪級後，所敘薪級低於較高學歷起敘基準者，
按較高學歷改敘。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
進修學位者，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三、 有關 7 月 31 日以前及 8 月 1 日以後審定之權益差異詳如下表：
取得較高學歷

權

改敘生效日期
7 月 31 日以前
(含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以後
(含 8 月 1 日)

益

差

異

以改敘後薪級參加當學年度成績考核
如考列四條一款或四條二款，並依考核結果再晉
一級
改敘後薪級不得作為上學年度成績考核之基薪

四、 請於取得較高學歷(碩、博士)證書後，立即檢附後列證明文件(如附表
1)，並填妥改敘申請書送達人事室，俾憑辦理改敘事宜。

簽 收 人：__________________
簽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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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銜)教師取得碩士、博士學位改敘申請書
姓

名

現任職稱

□教師□代理教師

進修校所
進修期間

自民國

(起訖日期)

止，計

申請事由及日期

年

月

(

請申請人備齊相關
證件以備審查)

年

月

日

年

職已於
年
月
日取得 □碩士
□博士
學位，檢齊以下相關證件，請准予辦理改敘。
申請人：
申請日期：

檢附證件名稱

日起至民國

年

(當事人簽章)
月
日

適用待遇條例施行前：
1.□學位證書(原、新學歷)。
2.□歷次敘薪通知書或原始派令。
3.□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4.□合格教師證書。
5.□歷年進修成績單。
6.□研究所進修請附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核准文件(如： 簽呈)。
7.□如辦理留職停薪進修教師請先辦理復職手續，並附復職證明
文件。
8.□其他。(例如：休學證明、職前私校年資、國外學歷應依教育部規定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等)
(以上影本請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私章)
適用待遇條例施行後：
1. □學位證書(原、新學歷)
2. □合格教師證書
3. □最後一年考核通知書
4. □研究所進修請附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核准文件(如： 簽呈)。
5. □如辦理留職停薪進修教師請先辦理復職手續，並附復職證明
文件。

□不符合，證件不齊，無法審核。
人事單位
審核結果

項資料)，請檢齊證件後再重新申辦。

(缺：第

□符合，暫改支
薪額(級)，審定結果將另行
製發敘薪通知書與陳報縣府核備。
審核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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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審核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