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日期 星期 類別 作業內容 參加人員 地點 備註

1 110.3.12 五 縣外介聘
轉發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申請表及積分

審查參考原則
申請介聘人員 教育處

2 110.4.20-4.29 二-四 縣外介聘 參加縣外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及選填志願
參加縣外介聘

教師
各校 http://tas.kh.edu.tw

3 110.5.4 二 縣外介聘 縣外介聘申請人積分審查 各校人事人員 仁愛國小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6:00

4 110.5.14 五 縣內介聘
轉發申請縣內介聘服務注意事項、申請表及積分審

查參考原則
各校 教育處

5 110.5.24-5.28 一-五 縣內介聘
縣內介聘申請教師自行填表，進行校內初審、教評

會審查

申請介聘教師

人事人員
各校

6 110.5.20 四 教師甄選
公告屏東縣110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含代理教師)甄

選簡章
報名應試人員 教育處 暫定

7 110.5.21前 五 縣外介聘 各縣市將縣外介聘結果通知各學校 參加介聘人員
各校

縣外介聘網頁

8 110.5.28 五 縣內介聘 學校函送專案介聘教師及超額教師名單 各校 教育處

9 110.6.4前 三 縣外介聘 建議介聘學校召開教評會審查 縣外介聘人員 各校
介聘學校通知調入教師至

介聘學校完成審查

10 110.6.7 一 縣外介聘 縣外介聘名單傳送聯合小組
各校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教 育 處

11 110.6.3-6.8 四-二 縣內介聘

申請縣內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不填志願)

1.系統開放時間：6/3(四)00:00

2.系統關閉時間：6/8(二)24:00

申請介聘教師 縣內介聘網頁

網址：

http://tch170.twrecrui

t.com.tw/em-ptc

12 110.6.9 三 縣內介聘
縣內介聘積分審查(複審)、審查影本、 現場發給積

分確認單
申請介聘教師 仁愛國小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6:00

13 110.6.1-6.10 二-四 縣內介聘

1.實驗教育及理念教育學校辦理縣內正式教師調入

甄選

2.函送本府錄取人員名單

縣內正式教師
實驗教育學校

理念教育學校
6/12~6/14(一)清明連假

14 110.6.11 五 縣內介聘
專案、超額、原住民教師優先介聘開缺學校及缺額

公告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專案、超額、原住民教師優先介聘作業(現場選填志

願)
申請介聘人員 仁愛國小 下午2時

專案、超額、原住民教師優先介聘結果公告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下午6時前

16 110.6.17 四 縣內介聘 縣內教師介聘開缺學校及缺額公告 教育處 縣內介聘網頁

17 110.6.18-6.21 五-一 縣內介聘

縣內介聘申請教師上網選填志願

1.系統開放時間：6/18(五)00:00

2.系統關閉時間：6/21(一)24:00

申請介聘教師 縣內介聘網頁

網址：

http://tch170.twrecrui

t.com.tw/em-ptc

縣內介聘電腦作業

教育處

教師會代表

政風室代表

仁愛國小

下午2時

申請介聘教師及學校代表

免到場，教師成功介聘之

介聘通知單另寄送至學校

縣內介聘電腦作業公告介聘結果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縣內介聘網站
下午6時前

19 110.6.23 三 縣外介聘 調入縣市轉知介聘學校通知教師報到時間
各校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教育處
生效日為110年8月1日

110.6.23 三 縣內介聘18

屏東縣110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及甄選作業預訂日程表

15 110.6.16 三 縣內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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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s.kh.edu.tw/


第一階段初試 報考人員

1.初試加分條件審查

2.公布試題、參考答案及試題疑義反映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下午

21 110.6.27 日 教師甄選 公布正確答案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22 110.6.28 一 教師甄選 初試成績公告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23 110.6.29 二 教師甄選 初試成績複查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24 110.6.30 三 教師甄選 公告第一階段錄取進入複試名單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25 110.7.1 四 教師甄選 複試報名資格審查及繳費
第一階段錄取

者
崇蘭國小

26 110.7.3 六 教師甄選 複試(口試、試教)
第一階段錄取

者
崇蘭國小

教師甄選 複試成績公告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上午

教師甄選 複試成績複查 工作人員 崇蘭國小 下午

28 110.7.13 二 教師甄選 公告正式教師甄選缺額及介聘分發學校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29 110.7.16 五 教師甄選 110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第1次介聘分發
正式教師錄取

人員
仁愛國小 上午10時至11時

30 110.7.16 五 公費生分發 110學年度公費生第1次介聘分發 公費生 教育處 下午2時

31 110.7.21 三 教師甄選 公告本縣代理教師介聘缺額及開缺學校 教育處 教育處網頁

32 110.7.22 四 教師甄選 110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第2次介聘分發
正式教師錄取

人員
仁愛國小 上午10時至11時

33 110.7.23 五 教師甄選 110學年度代理教師公開介聘
候用代理教師

錄取人員
仁愛國小 上午10時至11時

34 110.7.30 五 公費生分發 110學年度公費生分發第2次作業 公費生 教育處 上午10時至11時

27 110.7.4 日

110.6.26 六 教師甄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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