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06.11 修訂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實施辦法 

原實施辦法(106.06.30 修訂) 修訂草案 修改理由 

第一條:依據教師法第 17 條之規定，教師

負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第一條：依據教師法第 32 條之規定，教

師負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由於教師法於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修

訂，故採用新法法規。 

第二條:本辦法之目的如下:  

1.落實導師責任制度，提升導師職務之榮

譽感。  

2.建立導師職務之聘任、任期、輪休等原

則。  

3.貫徹公平、公開原則，激勵全體教師共

同參與學生輔導工作。 

  

第三條:凡本校教師，除法規規定排除者

外，無論任教科目均有義務擔任導師職

務，任期以連續帶班至畢業為原則。 

  

第四條:具下列各款之一者，得免兼導師職

務:  

第四條：導師遴聘委員會組織： 原法中經教評會審議的部分因教評會組成

不適用於導師遴聘，故於新法另改組導師



1.市府來函聘任校外職務(如:申評委員、輔

導團員)者。  

2.具特殊原因，向學務處提出申報(檢附相

關証明文件)後，提交教師評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校長核定。  

由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

會理事長、各年級級導師 3 位，由校長擔

任召集人，共 8 人。 

第五條：遴選決議原則 

1. 委員決議事項，需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且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通

過後使得定案。 

2. 教師對委員之決議，認有不當或損其

權益者，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內，得向

委員會提出申訴處理。 

3. 同一事件之申訴提出以一次為限。 

4. 導師遴選申訴委員會，由校長、人事

主任、前款所列之導師遴選委員組

成。決議之訂足數為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

議通過後使得定案。 

5. 若申訴委員因故無法出席，得委託代

理人出席。 

遴聘委員會審議，確認其成員組成適用於

審議導師遴聘。 

新增第五條導師遴聘委員會組織及決議原

則。 

原第四、五條因內容相關而合併成新法第

六條，並依照性質調整內容順序。 



第五條:具下列各款之一者，經教師評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暫時免兼導師職務，

待原因消失後擔任導師:  

1.家庭確有重大變故、致精神、體力不堪

負荷，或患有重大疾病持有公立醫院或私

立區域教學醫院以上等級證明需長期療

養，經奉核定在案者。  

2.發生不適任情事，經教師評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需要更換導師者。  

3.市府商借擔任職務者，但以不超過二年

為原則。  

4.懷孕或生產後三個月內(以聘任導師八月

一日為準，因不堪勞累而提出公立醫院或

私立區域教學醫院以上等級證明者。  

第六條：具下列各款之一者，經導師遴聘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暫時免兼導師職

務，待原因消失後擔任導師:  

1.市府來函聘任校外職務(如:申評委員、輔

導團員)者。  

2.他校商借擔任職務者，但以不超過二任

為原則。 

3.因重大變故致精神體力不堪負荷，或患

有重大疾病，持有公立或私立區域教學醫

院以上等級證明需長期療養，經奉核定在

案者。  

4.懷孕或生產後三個月內因不堪勞累而提

出公立或私立區域教學醫院以上等級證明

者。 

5.發生不適任情事，經教師評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需要更換導師者。 

6.因校務需求有接任行政職務意願等其他

特殊原因，向學務處提出申報(檢附相關証

原第四、五條因內容相關而合併成新法第

六條，並依照性質調整內容順序，政府聘

用在前，個人因素在後。 

第 2 款考量實際可能狀況修正。 

第 3、4 款的證明標準統一為不論「公立」

或「私立」醫院皆需同時符合「區域醫

院」及「教學醫院」以上等級。 

第 3 款原敘述不清楚且有標點符號的錯

誤，故稍做修正，刪除「家庭」。 

第 4 款刪除「(以聘任導師八月一日為

準)。 



明文件)後，提交導師遴聘委員會審議通

過，校長核定。 

第六條:導師遴選聘任程序如下:  

1.每學年期末由學生事務處發放意願表，

調查下學年擔任導師或專任且協助行政之

意願。  

2.按意願表優先排定導師，如人數不足，

則依「積分制」，以積分較低者先聘為導

師;如人數超過，以積分較高者先聘為導

師。 

3.列出符合第四、五、六條之免兼名單和

徵調順序後，經教師評議委員會審議無誤

後，於期末校務會議前公佈。 

4.暑假中若有新進教師符合導師資格，優

先補足導師缺額。  

5.凡本年度原列擔任導師，經相關程序仍

未能聘為導師者，優先列入下學年度導師

聘任名單。  

第七條：導師遴選聘任程序如下： 

1.每學年期末由學生事務處以紙本傳簽的

方式公告導師積分表及導師遴選辦法，並

將電子檔交由教師會理事長存查，同時發

放意願表給畢業班導師、行政人員及專任

教師，調查下學年擔任新生班導師、中途

接任導師、專班導師、專任、專任協助行

政或行政之意願。 

2.按意願表優先排定導師（專班導師除

外），如人數不足，剩餘導師缺額將依

「積分制」，以積分較低者先聘為導師，

若有新進正式教師符合導師資格，將優先

補足導師缺額；如人數超過，則以積分較

高者先聘為導師。學期末由學務處先確定

可能的新生班級數及中途接任八九年級導

師需求，再依照上述積分制提供各種可能

方案於導師遴聘委員會審議，最後班級數

確定後依照方案排定導師人選。 

 

第 1 款由於過去學務處未按照辦法公告，

故新法明訂可行的公告方式以便學務處執

行。 

第 1 款調查意願的內容過於狹隘，僅有導

師及協行的選項，故於新法修正為較為詳

細清楚的項目。 

因第 4 款與第 2 款內容相關，故將第 2 款

與第 4 款合併成新法第 2 款，考量新進正

式教師的狀況，以確保導師以正式老師優

先擔任的原則。 

第 2 款因特殊專班另有辦法規範，由學務

處邀請擔任，故不適用本辦法。 

由於新生班級數受新生報到人數影響，難

準確預估，為確保導師遴聘辦法能確實執

行，新法第 2 款補充說明學務處須依當年

度可能的新生班級人數訂定各種方案並通



6.遇特殊狀況，遭逢學年中必須更換導師

情事，經教師評議委員會決議後，於現有

該班任課教師之專任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及

免任教師除外)中遴選續任導師，不得任意

拒絕，列入平時考評，由學生事務處先行

協調，若仍無適當人選，則以積分最低者

擔任。  

3.列出符合第四、五、六條之免兼名單和

徵調順序後，於新生班級導師抽籤前二

週，經導師遴聘委員會審議無誤後，由學

務處公告。 

4.凡本年度原列擔任導師，經相關程序仍

未能聘為導師者，優先列入下學年度導師

聘任名單。 

5.若班級遇特殊狀況，遭逢必須更換導師

情事，經導師遴聘委員會決議後，於現有

該班任課教師之專任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及

免任教師除外)中遴選續任導師，不得任意

拒絕，列入平時考評，由學生事務處先行

協調，若該班無專任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及

免任教師除外)，則以積分最低者擔任。 

過導師遴聘委員會審議通過，最後再依照

實際狀況採用方案。 

第 3 款由於學務處依原法執行上有困難，

故考量相關作業時程，新法的審議時間有

清楚明訂。 

第 4 款由於原法第 4 款與第 2 款合併，故

將原法第 5 款上移至第 4 款。 

 

第 5 款是原法的第 6 款，考量帶班完整性

以及公平性，將原法的「學年中」刪除。 

第 5 款將原法的「若仍無適當人選」改寫

清楚成「若該班無專任教師(專任輔導教師

及免任教師除外)」。 

第七條:教師積分以到職瑞芳國中日開始計

算。積分高者具有優先選擇權。積分相同

者，以服務瑞芳國中年資高者優先，再相

同者以年齡高者優先。積分原則如下:  

第八條：教師積分以到職瑞芳國中日開始

計算，優先考量積分高者擔任職務之意

願，積分相同者，以到校服務瑞芳國中年

資高者優先，再相同者以年齡高者優先，

年齡再相同者則抽籤決定之。  

原敘述易誤導成績分高者有絕對選擇權，

故改寫優先考量其意願。 

 



1.主任任職一年積分九分。 

2.組長任職一年積分六分。 

3.級導師任職一年積分四分。 

4.導師任職一年積分三分。 

5.校隊教師、輔導教師、行政專案教師任

職一年積分兩分。 

6.資源班教師任職一年積分一分。 

7.專任教師任職一年積分一分。  

8.擔任職務未滿一年者，積分計算方式如

下：滿三個月以上以半年計;滿九個月以上

以一年計。  

★積分計算方式：本職積分(A)、其他特殊

減分或積分為 0 之情況(B)、當學年總積分

(C)，計算公式 A+B=C，如下所列：(此積

分計算方式自此辦法修正於校務會議通過

後的下學年度起算，不溯及既往) 

1. 本職積分(A) 

(1)主任任職一年積分 9 分。 

(2)具行政加給之組長任職一年積分 6 分。 

(3)級導師任職一年積分 4 分。 

(4)導師及具津貼之行政職任職一年積分 3

分。 

(5)專任輔導教師任職一年 2 分。 

(6)專任童軍團團長任職一年 2 分。 

(7)專任教師（包含協助行政之專任）任職

一年積分 1 分。 

 

由於過去曾發生將新的積分方式覆蓋於舊

法實施期間的問題，故於新法特別註明積

分不朔及既往的原則。 

 

 

由於近年有新增組長職稱但沒有領組長加

給，僅有領一些專案津貼的職位，其積分

計算有爭議，故於新法第 1 款第 2 點及第

3 點明訂組長判定標準以及此新增職位之

積分。 

 

 

 

 



上述職務未滿一年者，積分計算方式如

下：滿三個月以上以半年計；滿九個月以

上以一年計。 

2.其他特殊減分或積分為 0 之情況(B) 

(1)專任教師（包含協助行政之專任）任職

第一年扣 20 分，扣到積分為 0 為止，連兩

年擔任專任積分歸 0。 

(2)擔任導師期間，出現不適任導師情形且

經學校輔導成效不佳須除導師職務者，除

未得當學年原有積分外，積分扣 10 分，扣

到積分為 0 為止。 

(3)擔任行政職務期間，出現重大業務過失

須解除行政職務者，除未得當學年原有積

分外，積分扣 10 分，扣到積分為 0 為止。 

(4)因重大疾病等因素長期請假（達 28 天

以上），扣除當學年度的二分之一積分。 

(5)留職停薪者(除育嬰假外)及請假進修者

當學年積分為 0 分，不另扣積分。 

 

 

由於學校員額編制縮小，為讓長年擔任導

師且年資高的老師有休息的機會，於新法

第八條第 2 款第 1 點加入專任教師積分扣

分機制。 

為避免未來計分有爭議，於新法明訂扣分

扣到積分為 0 為止。 



第八條:導師名單確定後，其餘專任教師應

均具有協助行政與擔任代理導師之義務;由

學務處統一按任教班級予以排定順序;日後

導師無論假別，均依該表將假單委請代理

導師導師簽 章並交代班務後擲交學務

處。如遇臨時或特殊狀況，則由學務處代

填假單並交代理導師簽名。  

第九條：導師名單確定後，其餘專任教師

（即除了行政、專任輔導教師、導師、僅

具津貼之行政職以外之教師）應均具有擔

任代理導師之義務；由學務處統一按任教

班級予以排定順序；日後導師無論假別，

均依該表將假單委請代理導師簽章並交代

班務後擲交學務處。如遇臨時或特殊狀

況，則由學務處代填假單並交代理導師簽

名。 

刪除原法「協助行政」之義務。 

說明清楚專任教師之定義。 

第九條:教師對導師聘任之決議認有不當或

損其權益者，得經學生事務處向教師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覆;並予以處理。  

第十條：教師對導師聘任之決議認有不當

或損其權益者，得向導師遴聘委員會提出

申覆；並予以處理。 

為求可近性，刪除「經學生事務處」，改

直接向導師遴聘委員會提出即可。 

將原法的「教師評議委員會」改成「導師

遴聘委員會」。 

第十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由於過去曾發生將新的積分方式覆蓋於舊

法實施期間的問題，故於新法特別註明積

分不朔及既往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