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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93281A 號 

主  旨：預告訂定「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教育部。 
二、訂定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4 條第 3 項。 
三、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edu.law.moe.gov.tw），「草

案預告論壇」選項下。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8 之 4 號。 
(三) 電話：04-37061217。 
(四) 傳真：04-23321575。 
(五) 電子郵件：e-1154@mail.k12ea.gov.tw。 

部  長 潘文忠 

  



 

 

 
 

特殊教育法業於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依該法第十

四條第三項規定：「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

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主管機關定之。」，爰擬具「國立特

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以下簡稱本標準)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標準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標準適用之學校。(第二條) 

三、本標準適用之特殊教育教師。(第三條) 

四、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第四條) 

五、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第五條) 

六、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第六條) 

七、巡迴輔導班教師因交通時間得減授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第七

條) 

八、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第八條) 

九、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協助辦理學校行政

業務等因素，得減授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第九條) 

十、特殊教育學校輔導處（室）主任及專任輔導教師如因課程需要，

擔任課程教學時之每週基本教學時數。(第十條) 

十一、分散式資源班教師入班合作教學或合作諮詢節數。(第十一條) 

十二、特殊教育學校所聘兼任教師之每週教學節數。(第十二條) 

十三、科技部、法務部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準用規定。(第十三條) 

十四、本標準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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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

規定訂定之。 

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特殊

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

務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主管

機關定之。」，爰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學校範圍如下： 

一、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國立大學附

屬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特殊

教育學校）。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

屬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級

中等學校）。 

三、國立大學附設國中部與國小部、國

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

中部與國小部、國立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國中部與國小部（以下簡稱

國民中小學）。 

明定本標準適用之學校。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特殊教育教師（以

下簡稱教師），係指任教於下列特殊教

育班之一者：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分散式資源班。 

三、巡迴輔導班。 

明定本標準適用之特殊教育教師。 

第四條 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如下： 

學部 職稱 
基本教學節

數 

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 

專任教師 十六 

導師 十二 

國民中學 
專任教師 十六 

導師 十四 

一、明定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二、特殊教育學校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

學部班級編制為雙導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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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 導師 十八 

學前 導師 包班制 
 

第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專任

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類別 職稱 
集中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巡迴 
輔導班 

身心
障礙
類 

專任教
師 

十六 十六 十六 

導師 十二 十二  

資賦
優異
類 

專任教
師 

依照國
立高級
中等學
校教師
每週教
學節數
標準 

十六 十六 

導師 

依照國
立高級
中等學
校教師
每週教
學節數
標準再
減二節 

十二  

 

明定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分散

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第六條 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專任教

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如下： 

類別 
教育 
階段 

職稱 
集中
式特
教班 

分散
式資
源班 

巡迴
輔導
班 

身心
障礙
類 

國民 
中學 

專任 
教師 

十六 十六 十六 

導師 
十四 
(雙導
師) 

十二  

國民 
小學 

專任 
教師 

 二十 二十 

導師 
十八 
(雙導
師) 

十六  

資賦
優異
類 

國民 
中學 

專任 
教師 

 十六 十六 

導師  十四  

一、明定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集中式特

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專

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 

二、國民小學身心障礙類分散式資源班

導師每週教學節數與專任教師教學

節數差距為四節，導師教學節數調

整為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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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 
小學 

專任 
教師 

 二十 二十 

導師  十八  
 

第七條 巡迴輔導班教師因交通時間得

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服務一

校者減授一節，服務兩校者減授二

節，服務三校以上者減授三節。 

明定巡迴輔導班教師因交通時間得減授

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第八條 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

下： 

  
九班 

以下 

十班至

十八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班 

三十

一班

以上 

秘書、處室主

任 
六 四 二 ○ ○ 

教學組、註冊

組、訓育組、

生教組長、衛

生組長(組長

合併職務，其

業務性質與

上列組別相

關者等同視

之) 

七 七 五 四 二 

以上各組外

之編制內各

處室組長 
八 八 六 六 四 

前項班級數以學校編制之總班

級數為計算基準。 

一、第一項明定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

節數按學校編制之總班級數，及兼

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條表列節數規

定辦理；訂定標準係參照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再

減一節。(特殊教育學校因學生障礙

程度重且特教學校兼任行政教師無

法支領全額特教津貼，為提供更足

夠之特殊教育支持，故參照國立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再減一節。)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表列之班級數，以

學校編制之總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第九條 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者，得依

第四條規定，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 

一、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

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

員。 

二、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

人，或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

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

項者。 

一、明定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

理學校行政業務、兼任課程諮詢教

師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關

（構）委任、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

辦理之事項及擔任各領域/群科/學

程/科目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得減授

節數規定。 

二、本條係參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訂定。 

班

數 
節 

數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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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任各領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

究會之召集人減授二節。 

前項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規

定如下： 

總班級數 
十八班

以下 

十九班

以上至

三十班 

三十一

班以上 

全校每週

減授總節

數上限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註：上開減授總節數，包括前兩項

之減授節數。 

第一項第二款若有關法令規定

其減授節數，不納入前項每週減授

總節數計算。 

第一項減授節數由學校行政會

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

議之。 

第十條 特殊教育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及

輔導處（室）主任，專職學生輔導工作，

於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如下： 

一、專任輔導教師：比照第八條第一

項教學組長之規定。 

二、輔導處（室）主任：比照第七條第

一項處室主任之規定。 

一、明定特殊教育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及

輔導處（室）主任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 

二、本條係參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六條訂定。 

第十一條 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

教師每週至少安排十節直接教學，並

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具該教學領域

（科目）專長者為主；入班及間接服務

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六節為原則。 

明定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教師入

班合作教學或合作諮詢節數。 

第十二條 特殊教育學校所聘兼任教師

之每週教學節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以九節為原則；遇有特殊狀況，經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後，不在此限。 

明定特殊教育學校所聘兼任教師之每週

教學節數。 

第十三條 科技部、法務部所屬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得準用本標準。 

明定科技部、法務部所屬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之準用規定。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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