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國民小學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 

年度 班級數 專任 兼任 

106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二十一班 二人 

1.二十二班至二十三班 

2.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7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八班 二人 

1.十九班至二十一班 

2.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二十二班至二十三班 

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8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五班 二人 

1.十六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9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五班 二人 

1.十六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三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75321B號令修正發布全文6條；並自發布日施行【法規來源】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3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二人 

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0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班至十五班 

2.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十六班至十八班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二人 

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1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二人 

一人 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2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3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三十六班 

二人 

○人 
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4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三十班 

二人 

○人 三十一班至三十六班 

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5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七班至九班 二人 

1.十班至十二班 

2.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三班至十八班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6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1.七班至九班 

2.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一人 一人 十班至十二班 

十三班至十八班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三人 

○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二人 

117年 

六班以下 ○人 一人 

1.七班至十二班 

2.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一人 一人 十三班至十八班 

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二人 

118年 

六班以下（三分之一） 一/○人 ○/一人 

1.七班至二十四班 

2.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一人 ○人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119年 

六班以下（三分之二） 一/○人 ○/一人 

1.七班至二十四班 

2.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一人 ○人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一人 

120年以後 

一班至二十四班 一人 ○人 

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六人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