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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借調留職停薪期間相關權益採計一覽表 

項 目 借調單位 可否採計年資及依據法令 

一、升等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1.教師升等年資，以在本校任教者為原則，在他校任

教年資，經評審會通過者，得酌予採計。留職留薪

或留職停薪或經核准借調仍繼續在校授課者，於升

等時，其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年資折半計算，

最多採計 1年。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 2年，未

授課者不予計算。留職停薪至雙聯學位姐妹校實質

授課，經教務處會同國際事務處認定後，得折半計

算採計為升等之年資，最多採計 1年，不受仍須繼

續在本校授課之限制。（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第 9條） 

2.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對於在該學年度留

職留薪、留職停薪超過半年以上，或即將離校達半

年以上之教師，不得提出升等。院聘教師亦同。（本

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11條） 

私立學校 

財團法人及民

營公司、企業 

二、年資加

薪、年功

加俸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借調期滿歸建時，借調期間及前後在校任教年資服務

成績優良者，准予併計按學年度補辦年資加薪或年功

加俸。（教育部 93.12.23台人（二）字第 0930148716A

號令） 

私立學校 

財團法人及民

營公司、企業 

三、國內外講

學、進

修、研究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1.在本大學擔任專任教師連續服務 2年以上未滿 3年

者，留職停薪；3 年以上，並經校長核定者，得帶

職帶薪，最長 1年，第 2年起改為留職停薪，留職

停薪進修期間以 2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 1年。

但為取得學位需要者，得再延長 1年。(本校教師出
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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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及民

營公司、企業 

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辦法第 8條第 1款) 

2.教師借調留職停薪年資應予扣除不採計，惟服務年

資視為不中斷。 

 

四、休假研究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教師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服

務，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得予併

計服務年資。(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 5條) 

私立學校 

財團法人及民

營公司、企業 

五、服務獎章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借調期間年資可採計辦理服務獎章。（獎章條例施行細

則第 5條） 

私立學校 

其他 

借調期間年資應扣除不予採計，除下列情形： 

1.借調海基會。（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

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辦法第 7條） 

2.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

至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記之財

產總額 50％以上之財團法人服務，經核准者。（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獎章條

例施行細則第 5條） 

六、資深優良

教師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借調行政機關服務期間，仍返校義務授課實際從事教

學工作者，其借調年資得採計。（各級學校資深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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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機構 教師獎勵要點第 6點第 1項第 6款） 

私立學校 

借調至立案私立學校擔任專任合格教師，實際從事教

學工作，服務年資不中斷，得併計申請資深優良教師

獎勵。 

其他 

1.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暨請頒服務獎章要點

規定，係以各級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在職專任

合格教師，連續實際從事教學工作，成績優良者為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對象。(教育部 93 年 8 月 12 日

台人（二）字第 0930088594號函) 

2.在職專任合格教師申請留職停薪，復職後仍任專任

教師者，年資視為連續。但該段留職停薪年資不予

採計。（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第 4點第 2

項第 4款及第 7點第 1項第 5款） 

3.年資採計與否請參閱「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要點」第 6、7點。 

七、公健保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公健保原機關應辦理退保，而由借調之新機關繼續辦

理加保，公保年資並未中斷。（公保處 84.6.23 中公

承（二）字第 016003號函） 
私立學校 

行政法人、財

團法人及民營

公司、企業 

公保：被保險人先瞭解借調機關所屬社會保險規定，

確認有無未具該保險加保資格及須否強制參加

該保險不得放棄等情事後，得由當事人依其意

願選擇自付全額保險費（含政府補助保險費）

繼續加保，則年資可採計；但若選擇退保，則

退保期間年資不採計。（法令同上） 

健保：由原機關辦理退保，借調之新機關辦理加保。 

八、退休、資

遣、    

公 立 機 關

(構)、學校 

1.借調公立機關、學校，如屬參加退撫基金之單位，

並按月自薪津中扣繳退撫基金者，於借調期滿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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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 復職依法退休時，可採計為退休年資。 

2.借調公立機關擔任事務官： 

(1)具事務官任用資格者，由借調機關及本人依銓敘

審定按月撥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並得併計退休

年資。 

(2)未具事務官任用資格或未經銓敘審定者，91 年 7

月 3日以前借調者，得申請一次補繳教育人員退撫

基金費用，併計退休年資；91年 7月 4日以後借調

者，不得補繳退撫基金，亦不得併計退休年資。（依

教育部 87.8.17 台人(三)字第 87091134 號書函及

95.3.31日台人（三）字第 095039501號函） 

3.公立學校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政務人員者，依政

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3條規定，由政務人員與其

服務機關依轉任前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之規定，按撥繳時法令規定之撥繳費率及撥繳

比率，共同負擔。 

4.借調擔任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

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或僱用之職務，應

於借調機關參加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離職時請領

離職儲金給與，於回任教職復薪時，該段借調擔任

約聘僱人員年資，將來不得採計為退休、資遣、撫

卹年資。（依教育部87.8.17台人(三)字第87091134

號書函） 

5.公立大專校院教師留職停薪借調行政機關擔任各

機關依其組織法律特聘或遴聘之有給專任人員(非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且未參加離職儲金，

俟其回任教職時，該聘用年資，得申請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本息，併計退撫年資。（教育部 93.11.12台

人三字第 0930141427號函） 

6.教師除借調依法銓審之公務人員外，於借調期間符

合年滿 65歲應即退休之規定，得於屆滿 65歲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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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0 年內辦理退休。惟借調期間之年資得於屆滿

65 歲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向退撫基金會申請補繳

退休撫卹基金費用。(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第 13及 20條)  

公營事業機

構、行政法人 

借調公營事業機構，該段年資如未領取退離給與，得

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13 條規定，申

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計教職員退休年資，該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全部由借調人員全額負擔，學校不

負擔。 

＊需檢附證件如下： 

1.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申請書。 

2.服務學校回職復薪證明（應註明借調法令、借調機

關學校、借調起迄期間、回職復薪後薪級）。 

3.借調機構服務證明（應加註未曾領取政府預算支給

之退休金、資遣給與或離職退費等文字）。 

行政法人、民

營事業機構、

私立學校、行

政院設立或指

定處理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往來有關

事務之機構或

民間團體、財

團法人 

教師經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其修正施行前之

相關法令、教師法及相關法律同意借調至行政法人、

民營事業機構、私立學校、財團法人、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

機構或民間團體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於回任教職

到職支薪之日起 10 年內，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始得併計年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 13條） 

＊需檢附證件如下： 

1.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申請書。 

2.服務學校回職復薪證明（應註明借調法令、借調機

關學校、借調起迄期間、回職復薪後薪級）。 

3.借調機構服務證明（應加註未曾領取政府預算支給

之退休金、資遣給與或離職退費等文字）。 

 


