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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桃園市 110年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時程表 
項目 日期 星期 時 間 作      業      項      目 主政單位或出席人員 地  點 

1 11/25 三 10：00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暨甄選工作小組會議 教育局、工作小組組長及副組長 
本府 1501會議室 

2 1/5 二 13：00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研修小組第 1次會議 教育局、工作小組組長及副組
長、教師團體代表 同德國中 1F會議室 

3 1/7 四 10:00 全國介聘第 1次會議（籌備會議） 教育局 
 

4 2/24 三 10：00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研修小組第 2次會議 教育局、工作小組組長及副組
長、教師團體代表 同德國中 1F會議室 

5 3/4 四 10:00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暨甄選作業籌備會 教育局、各校校長、人事主任及
教務主任或教評會代表 啟英高中 

6 3/12 五 16:00 截止受理各校委託介聘、甄選申請 同德國中  

7 3/18 四 10:00 教師介聘聯合服務小組第 1次會議  
(審查超額、市內介聘等辦法) 

教育局、聯服小組委員(校長)、
教師團體代表 同德國中 

8 4/9 五  全國介聘-各縣市電腦作業人員研習 教育局、同德國中代表 備註：兒童節、清明掃
墓 04/02(五)~05(一) 

9 4/10~ 
4/18 六~日  全國介聘-各縣市上網登錄介聘學校名單及登錄管制

名單 教育局  

10 4/19~ 
4/23 一~五  全國介聘-各縣市發布及更正介聘學校名單 教育局  

11 4/20~ 
4/29 二~四  申請全國介聘教師自行上網填報資料及選填志願 

網站網址：http://tas.kh.edu.tw/ 各校(申請人)  

12 4/26 一 13:00 
各校清查教師缺額，回傳①教師超額介聘缺額； 
超額學校同時提報②超額教師名冊 
(13:00前將彩色掃描 PDF寄至信箱) 

各校、同德國中 
備註：4/25(日)非總
量管制學校報到 
(新修正) 

13 4/27 二 10:00 
超額介聘缺額管控審查會議 
(視各校缺額提報情形召開，倘各校依管控比率開足
缺則不召開) 

教育局、 
工作小組組長及副組長 同德國中 

14 4/28 三 17:00前 

①公告各校超額介聘缺額 (各類科總數) 
②公告第一波超額教師類科及人數(公告缺額足以容
納超額教師，學校不得更換超額教師名冊)。 

教育局、同德國中 (新修正) 

如個別類科教師缺額不足以容納超額教師時，通知超
額學校提報候補超額教師名冊 教育局、超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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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星期 時 間 作      業      項      目 主政單位或出席人員 地  點 

15 4/29 四 12:00 超額學校提報候補超額教師名冊 教育局、同德國中  

16 4/30 
5/03 五~一 

 超額教師(含候補超額教師)向原服務學校申請介聘
市內他校。 
上網填報時間：4/30（五)13:00-5/03(一)17:00。 
網址：http://jhteacher.tyc.edu.tw/。 

各校(申請人) 
超額教師上網填報個
人介聘資料(含基本
資料及各項積分)。 

17 

5/3 一 09:00~ 
09:30 聯服小組全國介聘積分審查協調會 登記組、電腦組、介聘組 

同德國中 5/03~ 
5/04 一~二 09:30~ 

16:30 
聯服小組全國介聘積分審查會議 
（審查申請臺閩介聘教師積分表） 

登記組、電腦組、介聘組 
各校人事主任 

18 5/04 二 
 超額教師(含候補超額教師)自行列印及校內審核時

間 5/04(二)8:00-17:00 各校人事主任  
 

19 5/05 三 

09:00~ 
10:00 聯服小組超額介聘積分審查協調會 

登記組、電腦組、介聘組 同德國中 
10:00~ 
15:00 聯服小組超額介聘積分審查會議 

16：00 超額教師資料及積分確認(修正)截止 

20 5/06 四 17:00 第二波公告超額教師之積分、排序及缺額 教育局、同德國中  

21 
5/07~ 
5/09 五~日  

超額教師(含候補超額教師)上網選填志願 
上網選填時間：5/07(五)10:00-5/09(日)17:00。
http://jhteacher.tyc.edu.tw/。  

各校(申請人) 申請人應依開缺學校
依序填滿志願。 

22 5/07~ 
5/14 

五~五  各縣市上網登錄單調缺額（確認介聘人員資料） 
教育局 

 

23 5/11 二 
10:00 超額教師介聘現場電腦作業 教育局、介聘組、超額學校人事

人員 同德國中 
10:30 超額介聘結果確認會議 

24 5/12 三 16:00 超額教師調入學校回傳教評會審查結果 各校、教育局、同德國中  

25 5/13 四 13:00 各校清查教師缺額，13:00前回傳市內一般介聘缺額 各校、同德國中  

26 5/17 一 10:00 
一般介聘缺額管控審查會議 
(視各校缺額提報情形召開，倘各校依管控比率開足
缺則不召開) 

教育局、 
工作小組組長及副組長 同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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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星期 時 間 作      業      項      目 主政單位或出席人員 地  點 

27 5/18 二 10:00 公告本市國中 110年度班級數及教師員額一覽表 
 各校:5/15-5/16 國中

教育會考 

28 
5/18~ 
5/19 二~三  

教師向原服務學校申請介聘市內他校。 
上網填報時間：5/18(二)13:00-5/19(三)17:00。 
網址：http://jhteacher.tyc.edu.tw/。 

各校(申請人)   

29 5/18~ 
5/19 

二~三  全國介聘第 2次會議（協調會議） 教育局、介聘組  

30 
5/20~ 
5/21 四~五  申請市內介聘教師自行列印及校內審核時間。 

5/20(四)8:00-5/21(五)17:00。 各校人事主任 
 

31 5/21前 五   各縣市將全國介聘作業結果通知各介聘學校 教育局  

 
32 

5/26 三 09:00 聯服小組市內介聘積分審查協調會議 登記組、電腦組、介聘組 
同德國中 

5/26~ 
5/27 三~四 10:00~ 

16:00 聯服小組市內介聘積分審查會議 登記組、電腦組、介聘組、各校
人事人員 

 
同德國中 

33 5/28 五 15:00 市內介聘申請人資料及積分確認(修正)截止 各校、同德國中  

34 5/31 一 13:00 公告申請市內介聘教師之積分、排序及缺額 教育局、同德國中  

35 6/03前 四  建議全國介聘轉入學校召開教評會審查  
各校 

36 6/03 四 10:00 教師介聘聯合服務小組第 2次會議 
-市內介聘電腦作業 

教育局、各委員(校長) 
介聘組、電腦組 同德國中 

37 6/04 五  1、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審查會議 
2、各校回報市內介聘審查結果(16:00前) 各校教評會 各校 

38 6/07 一  介聘名單傳送全國介聘聯合小組 各校 
 

39 6/10 四 10:00 教師介聘聯合服務小組第 3次會議 
-介聘結果確認會議 

教育局、各委員(校長) 
介聘組、電腦組 

視教師退回情況召開
(倘無則不召開)。 
地點：同德國中。 

40 6/16 三  全國介聘第 3次會議（確認會議） 教育局、介聘組  

41 6/23 三  完成全國介聘教師至調入縣市報到   

42 7月底前  時間另訂 檢討會(地點另訂) 教育局、各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