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申請暨審查作業流程 

壹、申請作業 

步驟ㄧ：  

1.依積分審查標準表及教師介聘申請表填表說明備齊相關佐證文件。 

2.預先排好順序的志願學校，不同縣市的志願學校可以依照您的需求順序

混合選填。 

3.於規定上網登錄資料時間內(112 年 2 月 6 日至 112 年 2 月 14 日)，進入

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網站，網址：https://gepindata.hhsh.chc.edu.tw填

寫登錄各項資料後，請務必列印完成線上申請證明。(註：或由溪湖高中

首頁點選【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後進入上述網頁。) 

 

步驟二：備妥完成線上申請證明<請注意是否為最後一次申請表修改後之版本>

及相關證明文件，於規定期限內(112 年 2 月 14 日下午 5 時以前)送學校

人事室審查。【本(112)學年度線上申請證明留人事室存查，毋須送各縣

市教育局(處)審核】 

 

步驟三：學校人事室應於 112 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1 日下午 5 時以前以前完成資

料審核、核可申請教師資料(通過者)、列印介聘申請表，並由申請人簽名

確認。  

 

貳、審查作業 

➢ 申請介聘教師之申請介聘條件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且申請人須

於介聘申請表第三部分簽名同意切結之事項。〈切結內容詳如介聘申請表範例

所示。若有切結不實情形，由教育部國教署追究相關責任〉。 

➢ 學校人事室應於規定期限內查核申請人之表件及證明文件並上網審核資料、列

印介聘申請表，由申請人簽名確認，並經現職服務學校人事主任、教務主任及

校長核章。<註：直轄市、各縣（市）政府所屬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經各該

主管機關核章。＞ 

➢ 各校初審(實質審查) 

步驟ㄧ：各校承辦人員彙整申請介聘教師資料後，於規定期限內(112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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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前)審查申請介聘教師之表件及證明文件： 

 

1.介聘科別：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若同時具有二種

（含）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為申

請介聘科別。所稱任教科別係指經教評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

任之科別，同時需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 

2.積分審查：分介聘原因、年資、成績考核、獎懲、進修研習、偏遠地區

加分六大項目給分。審查標準請參考積分審查標準表。【註：

年資(在現職服務學校為限，核算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成績

考核(106~110 學年度)、獎懲(近 5 年)、進修研習(近 5 年)、

偏遠地區加分(核算至 112 年 7 月 31 日)。(近 5 年定義：107

年 2 月 15 日~112 年 2 月 14 日)，另戶籍需遷調者，亦需於

112年 2月 14日以前完成。】 

3.檢附文件： 所需檢附表件及證明文件請參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

請介聘作業要點第 7 點」及「112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申請介聘積分審查標準表」。 

 

步驟二：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申請介聘教師之申請介聘條件及科別作成紀錄

後，如須修正資料，學校人事室應於規定期限內：112 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1 日下午 5 時以前，完成網站登錄之申請資料修正並點擊核可或駁

回資料鍵，為提高上傳資料之正確性，另請參酌步驟三註 1 之說明。 

 

步驟三：直轄市立、各縣(市)立學校應於 112 年 2 月 22 日以前將申請介聘教師資

料送至各主管機關審查。各主管機關應於 112 年 3 月 3 日以前完成審查

作業。 

        (註:1.考量直轄市及各縣(市)立學校須送申請人資料至各主管機關審 

查，本(112)學年度將開放人事室於上傳 PDF 檔期間(112 年 3 月 

3 日以前)仍可於初核網頁修正教師登錄之資料(以修改申請表中

主管機關修正之內容為主，且線上表格之修改其紙本相對應處需

有主管機關之核章)。 



2.112 學年度國防部及法務部業已授權所屬學校依權管辦理教師介 

              聘作業事宜。)  

步驟四：各校完成主管機關審查作業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國立學校於 112年 3

月 1日以前(含國防部暨法務部所屬學校)、直轄市及各縣市立學校請於 

112年 3月3日下午5時以前﹞修正申請表內容(需有主管機關核章)並上傳

pdf檔至「人事單位管理系統」頁面，包含申請介聘教師之介聘申請表、

111學年度聘書影本、教師證書影本或客語(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文件、

申請介聘通過初核人員名冊(每校 1個pdf檔)及送件資料檢核表(每校 1

個 pdf檔，若無人申請則送件資料檢核表不須上傳)，以利辦理複核。 

<註:若教師已完成線上申請，且出現在初核通過名單，但已超過人事 

     初核時間，在上傳 pdf檔截止時間之前有教師繳交「不參加 112 

學年度教師介聘作業切結書」，本(112)學年度可直接於「人事單位

管理系統」駁回該名教師之申請表格。各校紙本之教師通過初 

核名冊暨檢核表亦要刪除該名教師，核章後重新上傳。若在上傳 

pdf檔截止時間之後才提出之切結書，需於 3月 7日至 3月 8日 

複核時間與溪高聯絡，由複核人員開啟補件權限，才能上傳切結書，

教師報名總表暨檢核表紙本亦要刪除該名教師，若已完成核章重新

上傳後，請來電溪高告知已完成補件。> 

➢ 承辦學校複核(檢核資料) 

分組審查： 

1. 112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計有國立學校 145校（普高 61

校、技高 70 校及特教 14 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共 163 校、法

務部所屬 4所學校及國防部所屬 1所學校，總計 313校參加。其中國立和

美實校（特教部、高中部）、國立中科實中（高中部、雙語部）各分 2 個

代碼參與介聘，國立竹科實中及國立南科實中僅高中部參加介聘作業，爰

志願校數共 315個代碼。 

     2.複核小組依國立學校、直轄市立學校、縣市立學校，以及學校所在縣市等 

       分類來辦理複核作業。 

 

步驟一：複核程序： 

(1)檢查：上傳資料數量是否有短缺？ 



(2)核校－上傳之 pdf 檔檢查(類別與姓名等是否正確)：包含介聘申請表

(與線上填報之申請表比對)、聘書影本、教師證書影本、不參

加本(112)年度介聘作業切結書、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客語

能力認證文件(上述 3項不是每位教師均有)、申請介聘通過初

核人員名冊、送件資料檢核表。 

 

步驟二：修正資料： 

(1)若縣市立學校之主管機關在介聘申請表上有做修正者，請再次確認 

其正確性，若不相符者由複核人員通知總管理者於線上填報之「介 

聘申請表」做修正。 

(2)上傳之 pdf 檔案資料與網站資料不符或內容有錯誤時，先由核校人 

員連絡學校承辦人員，○1 若未牽涉到積分問題：請人事單位於留存 

學校之書面資料修正核章後，掃描成 pdf 檔後上傳至該名教師之補 

件欄。○2 若牽涉到積分問題：則需該校人事單位會同申請教師於留 

存學校之書面資料修正核章後(人事暨教師均需簽章)，掃描成 pdf 

檔後上傳至該名教師之補件欄。最後再依步驟三完成複核程序。  

【由複核人員點選需補件學校之補件權限，若學校已完成補件，複 

  核人員需儘速解除該校之補件權限】 

(3)若複核期間仍有已填報申請表之教師要切結不參加本次介聘作業 

   ，可由各校人事人員請教師填妥切結書並掃成 pdf 檔後，並打專 

線電話至溪湖高中請複核人員開啟補件權限，將檔案上傳至該名教 

師之補件欄。最後再依步驟三完成複核程序。 

步驟三：複核完成：每位教師有一專屬的複核是否通過鍵；若複核未通過，則 

        需按駁回鍵，並選取駁回原因後，由複核人員通知當事學校於「人事 

        單位管理系統」下載「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複核作業駁回申請 

        通知書」，並由各校通知申請人，接著由人事人員簽章後，由當事人 

學校將通知書之 pdf 檔上傳至該名教師之『駁回轉知紀錄』欄位。複 

核人員另需填一張補件統計表，並核對線上之補件數據是否正確？以 

避免有未登錄之補件上傳至補件區，造成線上資料與實際不符之情 

事。 



備註：112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17:00 以前，公告各校通過複核人數於教師 

介聘資訊作業系統：https://gepindata.hhsh.chc.edu.tw。 

 

 

 

 

112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電腦作業系統說明與操作 

➢ 上網登錄作業流程 

一、請於規定上網登錄資料時間內，進入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網站(網址 

https://gepindata.hhsh.chc.edu.tw )，將出現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網站首

頁畫面；或由溪湖高中首頁點選【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後進入上述網

頁。 

二、請點選左方報名作業之【教師介聘申請報名】功能選項進入註冊流程，此

時會出現登錄資料公告說明畫面，再請輸入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電子

郵件信箱及設定登入密碼後，點選﹝確定建立﹞後，回到網站首頁的登入

畫面重新登入。 

三、登入後，請依照您個人申請條件，開始輸入基本資料、積分、志願學校，

可參考介聘作業流程說明(第 83 頁)的說明。每完成一項目的填寫，報名狀

態列會顯示是否該步驟已完成： 

(一)基本資料填寫：包含服務學校、任教科別(介聘科別)、聯絡電話等。若  

    該項目已填寫完成，報名狀態列會顯示基本資料填寫 → 已完成。 

    1.「報名資格」填表說明：以下資格僅能擇一選填。 

(1)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

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重大傷病

之事由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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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未滿六學期，因結婚，或生

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不採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

之年資，具體事實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 

(4) 於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六年以上。(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 

     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均得採計，離島建設條例第 12-1條規 

     定，為保障離島地區學生之受教權，離島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初聘教師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 

     島地區學校。前項所謂實際服務年限，除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 

     職停薪者外，應扣除各項留職停薪年資；以實際服務現職學校 

    年資為限。據上，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時，應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 

    地區學校。惟如 104年 6月 12日前已在職之高級中等學校初聘 

    教師，其申請介聘之服務年限，依本條例 104年 6月 10日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備註】：  

        1.經聯合甄選或介聘任職偏遠地區學校[限非離島地區]之教師， 

              不受應實際服務六年之限制;或 104年 6月 11日之前任職離島 

              地區之教師，請依符合資格條件，擇一勾選項次。  

        2.104年 6月 12日以後任職離島地區教師，申請介聘至臺灣本 

              島，符合資格條件者，請選(4)。  

        3.106年 12月 8日以後任職偏遠地區教師(指公費生或專為偏遠 

              地區學校辦理甄選之教師)，除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第 5條第 2項但書情形者外，因未滿六年不得申請介聘至非偏 

              遠地區學校。 

    (二)特殊資格選填：請於系統點選是或否。 

        1.「特殊資格 1」：  

     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申請辦理具原住 

     民族身分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 

        2.「特殊資格 2」：  

     具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教師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四點規定，申請辦理取得中高級以上客語能力證明教師之單調介 

     聘作業。(註:若當年度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客家人口達二分之 

     一以上之鄉(鎮、市、 區)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有開缺時，具本資 



     格之教師可填此單調缺，並可先行辦理單調介聘作業。) 

         ３.「特殊資格 3」：<本(112)學年度新增> 

             具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明，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先行辦理原住民族地區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公立原住 

           民重點學校單調介聘作業。(註:若當年度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 

           有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有開缺 

           時，具本資格之教師可填此單調缺，並可先行辦理單調介聘作 

           業。) 

2.積分資料填寫：本項目包含申請介聘原因積分、年資積分(以在現職服務學 

校為限)、近 5 年成績考核積分、近 5 年進修及研習積分及獎懲積分等。填

寫完成並存檔後，報名狀態列會顯示積分資料填寫 → 已完成。 

3.選填志願學校：可以選填各縣市參加介聘的學校，輸入完成後請點選﹝確

認﹞，系統會將志願資料進行存檔。填寫完成後，報名狀態列會顯示志願

學校選填 → 已完成。 

  *註：請申請介聘教師審慎考量所填志願學校，不宜因所介聘之學校不符個人期待而不

完成報到，進而影響其他教師之報到。(進行第二次分發時，志願均不能再更改) 

4.完成報名確認：再次確認您所登錄的各項資料是否正確，請務必點選完成

報名確認鍵後，完成報名確認欄會顯示已完成。若完成報名確認欄仍處於 

  未完成，則您本次的報名屬報名失敗。 

5.列印完成線上申請證明。<請務必列印最後一次修改之申請證明> 

四、完成報名確認後，若仍需修改資料，請於網站【報名系統登入】重新登入，

再依照系統指示分別輸入身分證字號及認證密碼，通過系統驗證後，即可

點選左方【回復為未確認狀態】進行各項積分修改。<註：每次修改結束，

務必要點選左方完成報名確認後，報名狀態列才會顯示完成報名確認，申

請報名教師須列印最後一次修改之「申請證明」，否則會喪失參加介聘之資

格> 

五、請確認登錄資料無誤後，列印完成線上申請證明【繳交至人事室存查，毋

須繳交至縣市教育局(處)】，並於規定日期之前檢具相關表件向現職服務學

校提出申請。 

六、介聘作業達成介聘名單公告，將依介聘日程表所列時間公布於教師介聘資



訊作業網站(網址：https://gepindata.hhsh.chc.edu.tw)公告區。 

➢ 介聘分發程式規劃 

一、 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當年度介聘提

列缺額中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原住民重點學校，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

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

用。接著依作業要點第 4點規定：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有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

（鎮、市、區）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先行辦理取得原住民族語或客語能

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

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 

二、 介聘作業按申請介聘教師積分高低，依下列順序分階段辦理，前一階段 

 已達成介聘之教師，不再繼續參加下一階段作業： 

(一) 具原住民族身分者單調至原住民重點學校、具原語或客語能力認證

中高級以上者單調至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客家文化重

點區發展學校單調：單調成功連帶開缺供其他教師單調。 

(二)志願介聘學校單調：單調成功後連帶開缺供其他教師單調。 

(三)志願介聘學校多角調：依序辦理五角調、四角調、三角調。 

(四)志願介聘學校互調。 

申請介聘教師申請積分相同時，依年齡 (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

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由教師介

聘小組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https://gepindata.hhsh.ch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