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幼兒園)敘薪檢核表
本表所列事項，事涉教師權益甚深，爰請檢附詳細證件並確實填寫，並請教師及人事
單位逐項審核，如有相關疑問，請儘速洽詢校內人事人員，以維護教師權益。
1090401 製
(一)基本項目
服 務 學 校
姓名
職

敘

報
局
核
定

學

校

送件日期

稱
薪

類

別

檢附證件名稱

自我
檢核

人事
檢核

□1.敘薪請示單。
□是□否 □是□否
□2.臺北市政府聘書。
□3.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具國外學位已依填表
□1.初任校長敘薪
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4.最近一年考核通知書。
□5.最近一次敘薪通知書。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畢業證書影本（原、新學歷）
。
（□具國外學位 □是□否 □是□否
已依填表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2.校長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2.最後一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公開甄選新進教師、公費 □1.大學(或專科)以上學歷證書影本。（□具國外 □是□否 □是□否
學位已依填表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生分發
□2.合格教師證書或合格教練證書影本。
□2.專任運動教練
□3.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詳參見(二)。
□3.他縣市介聘教師(比照新 □4.報到通知函(或錄取證明等證明影本）。
□5.上學年度成績考核覆核證明文件(亦可於離職
進教師敘薪重新審核)
證明加註覆核結果)。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校長轉任教師
□1.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申請書。（□具國外學 □是□否 □是□否
位已依填表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2.畢業證書影本（原、新學歷）。
★104 年 12 月 27 日教師待遇 □3.教師證書影本。
□4.學校同意進修證明文件影本。
條例施行前業經服務學校書 □5.留職停薪進修者之復職證明文件影本。【無者
免附】
面核准進修學位者，得適用施
□6.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
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7.歷次敘薪通知書或派令影本。
★教師改敘受本職最高薪限 □8.歷年成績表影本(以施行後規定改敘者免附)。
□9.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詳參見(二)。
制。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教練取得較高級別改聘申請書。
□是□否 □是□否
□2.合格教練證書影本（原、新級別證書）。
□3.最近 3 年服務成績通過績效評量證明文件。
□4.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
□6.專任運動教練改聘
□5.歷次敘薪通知書或派令影本。
□6.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詳參見(二)。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核

定

，

報

局

備

查 □7.受懲戒處分降級改敘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 □是□否 □是□否
決書。
□2.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具國外學位已依填表
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3.合格教師證書。
□4.最近一年考核通知書。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校
核
定
，
免
報
局
備
查

□1.代理教師
□2.代理運動教練
□3.減班超額移撥、市內介
聘(銜接支薪)
□4.自 93 年 6 月 3 日起公立
幼稚園教師轉任公立各
級學校教師(銜接支薪)

□1.大學(或專科)以上學歷證書影本。（□具國外 □是□否 □是□否
學位已依填表說明加附證明文件）
□2.合格教師證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合
格教練證書影本。
□3.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詳參見(二)。
□4.報到通知單（或分發名冊等證明影本）
。(僅類
別 3〜4 須檢附)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各項職前年資證明文件
職前年資
□學校專任教
師年資

檢附證件名稱

自我
檢核

人事
檢核

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資
□是□否 □是□否
□1.合格教師證。
□2.歷次分發派令、敘薪通知。
□3.大學(或專科)以上畢業證書。
□4.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計】
□5.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6.(必填)各段服務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兒)園教師年資
□1.合格幼稚(兒)園教師證。
□2.任職之私幼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有案。(私立幼稚(兒)園年資須
檢附)
□3.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經歷證明文件（或派令、敘薪通知書）。
□4.大學(或專科)以上畢業證書。
□5.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始得採計】
□6.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7.(必填)各段服務幼稚(兒)園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私立學校教師年資
□1.合格教師證或試用教師證。
□2.歷次敘薪通知書。
□3.大學(或專科)以上畢業證書。
□4.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服務成績優良年
資始得採計】
□5.歷年聘書。
□6.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
□7.(必填)各段服務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商或海外僑校教師年資
□1.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計】
□2.僑校資歷相關證明文件(派令聘書服務或離職證明)
□3.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必填)各段服務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前年資

檢附證件名稱

自我
檢核

□公私立學校 □1.歷次敘薪通知書。
□是□否
長期（3 個月 □2.歷年成績考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
以上）代理教
計】
師年資
□3.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4.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影本。
□5.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必填)各段服務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務人員、公 □1.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是□否
營事業人
□2.派令及銓敘部審定函。
員、關務人 □3.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計】
員、交通事業 □4.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人員
□5.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軍職年資（含 □1.全部之任官令。
□是□否
預備軍官役 □2.退伍令。
年資）
□3.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另檢附訓儲證明影本。
□4.成績考核(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以上)證明文件影本。【服務
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計】
□5.後備軍人依「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辦理。
□6.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講師及 □1.助教證書、講師證書。
□是□否
助教年資
□2.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始得採計】
□3.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聘人員
□1.銓敘部登記有案證明。
□是□否
□2.派令支薪證明及契約書。
□3.服務成績優良證明（考核或考成）。【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
採計】
□4.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5.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僱人員
□1.派令支薪證明及契約書。
□是□否
□2.服務成績優良證明（考核或考成）。【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
計】
□3.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事
檢核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職前年資
□職業訓練師

□其他職前年
資

自我
檢核

檢附證件名稱

人事
檢核

□1.職業訓練師證書影本。
□是□否 □是□否
□2.派令及聘書影本。
□3.服務成績優良證明（考績或考成）。【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始得採
計】
□4.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5.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依性質並附相關證明文件。
□是□否 □是□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必填)各段服務機關學校及起訖日期詳列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說明】
一、擬敘薪人員檢齊申請項目各項文件後，應先行自我檢核，並於各已檢附之文件□內勾選確認。
二、具國外學歷者，另加附文件如下：【請參閱「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1-1.畢業證書（含中文譯本【應加蓋駐外單位認證章戳，如無駐外單位認證者，中、英文譯本
需經法院公證】）。
□1-2.國外學歷認證相關證明文件。（相關證明文件同畢業證書查驗過程）
□1-3.個人出入境證明文件。
□1-4.至教育部網站查證該校是否列入「參考名冊」內。
□1-5.國外學歷修業期限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三、屬學校核定薪級之敘薪類別，應由學校另行核發敘薪通知書加註教示條款予當事人收執。
【相關規定】
一、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教師應於到職之日起 30 日內，檢齊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
送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但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或有正當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齊證件辦理
敘薪手續者，得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期終了為限。
二、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如有不服，得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
次日起 30 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30 日內
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
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第 2 項)依前項申請重行敘定者，其事實或理由如有須查
證者，教師得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期終了前為限。但教師接到敘薪通知書至本學期終了之期
間未達 30 日或已逾本學期者，均以 30 日為限。(第 3 項)第一項重行敘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
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逾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三、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中小學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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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檢核表屬重要文件請人事單位留存於校內。擬敘薪人員學校敘定薪級經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倘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事由申請重
行核敘時，學校應隨函檢附本檢核表、說明適用法令依據及具體理由函報本局備
查，以釐清責任歸屬及法規適用情形。
本人

(簽名)已詳閱上開規定，檢附之所有學經歷及職前年資等證明文

件皆正確屬實，提請人事室審核辦理敘薪事宜，特此切結。
服務學校人事主管核章：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