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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人事室 <perstmj@gmail.com>

為辦理108年6月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再次重申相關規定，請查照辦理。 
1 封郵件

boe63 <boe63@tp.edu.tw> 2019年5月24日 下午4:03
回覆: boe63 <boe63@tp.edu.tw>
收件者: 啟智特人 <59700W@tp.edu.tw>, 啟聰特人 <59600W@tp.edu.tw>, 啟明特人 <59500W@tp.edu.tw>, 文山特人

<59400W@tp.edu.tw>, 松山家人 <53700V@tp.edu.tw>, 內湖職人 <53600V@tp.edu.tw>, 木柵職人 <53500V@tp.edu.tw>,
南港職人 <53400V@tp.edu.tw>, 士林職人 <53200V@tp.edu.tw>, 松山職人 <53100V@tp.edu.tw>, 大安補人

<53000V@tp.edu.tw>, 育成高人 <57500U@tp.edu.tw>, 中崙高人 <57400U@tp.edu.tw>, 南湖高人 <57300U@tp.edu.tw>,
南港高人 <57100U@tp.edu.tw>, 百齡高人 <57000U@tp.edu.tw>, 萬芳高人 <56900U@tp.edu.tw>, 河濱高人

<56500U@tp.edu.tw>, 大直高人 <56300U@tp.edu.tw>, 大理高人 <56200U@tp.edu.tw>, 西松高人 <56100U@tp.edu.tw>,
成淵高人 <52800U@tp.edu.tw>, 陽明高人 <52600U@tp.edu.tw>, 永春高人 <52500U@tp.edu.tw>, 和平高人

<52400U@tp.edu.tw>, 明倫高人 <52300U@tp.edu.tw>, 華江高人 <52200U@tp.edu.tw>, 大同高人 <52000U@tp.edu.tw>,
內湖高人 <51900U@tp.edu.tw>, 松山高人 <51800U@tp.edu.tw>, 復興高人 <51600U@tp.edu.tw>, 中正高人

<51500U@tp.edu.tw>, 景美高人 <51400U@tp.edu.tw>, 中山高人 <51300U@tp.edu.tw>, 第一高人 <51200U@tp.edu.tw>,
成功高人 <51100U@tp.edu.tw>, 建國高人 <51000U@tp.edu.tw>, 體育學人 <49100Q@tp.edu.tw>, 師範學人

<49200Q@tp.edu.tw>, 市立大人 <49300Q@tp.edu.tw>, 麗山高中 <52100u@tp.edu.tw>, 介壽國人 <60100X@tp.edu.tw>,
民生國人 <60200X@tp.edu.tw>, 興雅國人 <60500X@tp.edu.tw>, 仁愛國人 <60700X@tp.edu.tw>, 大安國人

<60800X@tp.edu.tw>, 懷生國人 <61100X@tp.edu.tw>, 芳和國人 <61200X@tp.edu.tw>, 弘道國人 <61300X@tp.edu.tw>,
民族國人 <61400X@tp.edu.tw>, 螢橋國人 <61500X@tp.edu.tw>, 南門國人 <61700X@tp.edu.tw>, 萬華國人

<61800X@tp.edu.tw>, 雙園國人 <62000X@tp.edu.tw>, 建成國人 <62200X@tp.edu.tw>, 忠孝國人 <62300X@tp.edu.tw>,
民權國人 <62500X@tp.edu.tw>, 蘭州國人 <62700X@tp.edu.tw>, 新興國人 <63300X@tp.edu.tw>, 誠正國人

<63500X@tp.edu.tw>, 內湖國人 <63600X@tp.edu.tw>, 景美國人 <63700X@tp.edu.tw>, 興福國人 <63800X@tp.edu.tw>,
木柵國人 <63900X@tp.edu.tw>, 實踐國人 <64000X@tp.edu.tw>, 北政國人 <64100X@tp.edu.tw>, 士林國人

<64200X@tp.edu.tw>, 桃源國人 <64400X@tp.edu.tw>, 至善國人 <64500X@tp.edu.tw>, 格致國人 <64600X@tp.edu.tw>,
北投國人 <64700X@tp.edu.tw>, 新民國人 <64800X@tp.edu.tw>, 明德國人 <64900X@tp.edu.tw>, 永吉國人

<65000X@tp.edu.tw>, 蘭雅國人 <65100X@tp.edu.tw>, 中山國人 <65300X@tp.edu.tw>, 麗山國人 <65400X@tp.edu.tw>,
榴公國人 <65500X@tp.edu.tw>, 中正國人 <65600X@tp.edu.tw>, 福安國人 <65700X@tp.edu.tw>, 五常國人

<65900X@tp.edu.tw>, 三民國人 <66000X@tp.edu.tw>, 景興國人 <66100X@tp.edu.tw>, 信義國人 <66200X@tp.edu.tw>,
敦化國人 <66300X@tp.edu.tw>, 西湖國人 <66400X@tp.edu.tw>, 東湖國人 <67200X@tp.edu.tw>, 石牌國人

<67300X@tp.edu.tw>, 金華國人 <67500X@tp.edu.tw>, 長安國人 <67700X@tp.edu.tw>, 北安國人 <67800X@tp.edu.tw>,
古亭國人 <67900X@tp.edu.tw>, 重慶國人 <68000X@tp.edu.tw>, 成德國人 <68200X@tp.edu.tw>, 明湖國人

<68300X@tp.edu.tw>, 天母國人 <68400X@tp.edu.tw>, 關渡國人 <68500X@tp.edu.tw>, 龍門國人 <68900X@tp.edu.tw>,
濱江國人 <69000X@tp.edu.tw>

一、     本案係教育部為維護校園安全，防範契約進用人員發生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爰訂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以下簡稱通報

查詢注意事項）」，（按：本局於107年12月27日北市教人字第1076079349號

函轉各級學校周知及108年3月14日公信箱重申）。

二、茲參照教育部各業管司處屬分工權責，本局召開會議研商後訂定「本局所

屬各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適用對象暨業管

    單位分工一覽表」及「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作業流程

圖」，相關重點如下：

(一)學校於簽定契約前

1.   學校應至「全國校園不適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查詢，擬僱用之契

約進用人員有無不得僱用之情事。(現待教育部建置系統中)，並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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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校園不適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進查詢。

2.   學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免備文送本局核轉本府警

察局辦理查詢，是否有性侵害犯罪紀錄。

3.   學校應將通報查詢注意事項第3點(不得僱用情事)及第4點(僱用後

應予終止契約)各款規定納入契約。

4.   學校辦理甄選時，應將第3點各款規定納入甄選簡章，以使應徵者

確實知悉，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請應徵者填寫書面同意學校及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

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及切結確實無

第3點各款之情事，避免衍生爭議。

        (二)學校於簽訂契約後

1. 定期月查詢作業：學校於簽訂契約後1月、3月、6月、7月及9月1日前

（例1月2日簽約，請於3月1日前）按分工一覽表將查詢名冊分送

                   本局各業管單位，同一年度以查察一次為原則。

2. 年度查詢作業：經僱用後於次年度繼續僱用者，學校於每年12月底前

造冊，按分工一覽表將查詢名冊分送本局各業管單位，本局復於

                 次年度1月20日前報送教育部核轉法務部查察。

(三) 學校契約進用人員如有依教育部通報查詢注意事項第4點各款情事涉

有不適任行爲之一，學校應予終止契約，並依「本局所屬學校辦理契約進

用人員通報作業流程圖」辦理通報作業。

三、 務請貴人事單位確實傳閱貴校各權責處室依所附分工一覽表，將查詢比

對名冊按定期月1日依前，及次年度1月3日前送交本局各業管科室彙 辦，俾由

本局續依教育部期程報教育部轉法務部查察。

四、檢附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查詢比對名冊、107年12月27日本局

函及相關資料各1份。

五、檢附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流程及分工事項簡明表(感謝北士商陳主任提
供)

 

教育局人事室三股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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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附件

教育部原_函.pdf 
95K

教育局_函.pdf 
860K

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作業流程圖.pdf 
75K

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適用對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分工一覽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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